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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於二零零零年創校，

至今已經十年。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項長遠的

工作。十年，對於一所學校來說，並不太長，

但近代社會的演進卻越來越快，甚麼都不斷在變。十年前後，早已不是同一個模樣。作為教

育工作者，我們難免要想到：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中，甚麼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在過去十年，我們確立了以語文和創意為核心的校本課程，並增設了戴爾(電腦多媒體)學習

中心、英語學習室、陶藝室、創意科藝工程室和校園電視台等以作配合。因為我們知道，在

十多二十年後，我們的學生投身到社會做事的時候，他們最需要的是良好的溝通協作能力和

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現在，學生必須打好紮實的基礎，才能穩固地在社會立足。

當然我們亦知道，良好的品格和健康的身體是成功的主要條

件，我們需要在每天的每個學習環節中，都重視學生的品格

培養和身心健康的發展。

因此，我們不會只滿足於他們能讀書識字

的基本能力，而是要為同學提供更好的裝

備。他們必須有健康的身心、做到有禮、

有責任心的孩子，更要具備未來繼續發展

的良好基礎，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個同

學都可以有驕人的成就！」

顧    問：葉殿恩校監、羅煦鈞校長

總編輯：梁麗顏老師

編輯委員會

撰    文：吳佩儀課程統籌主任、張偉文主任、利國良主任、李毅堅主任、

                梁麗顏老師、陳凱盈老師、唐慧珠老師、葉春鈴老師、黎嘉慧老師、

                陳曙煌老師、許碧茵老師、鄧浩然老師、莊健龍老師、葉宇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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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藝 滙 演 :

李兆基小學十歲了！為慶祝本校十週年校慶，

本校於 2010 年 4 月 24 日舉行校慶開放日，由教

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余羅少文女士擔任主禮嘉賓，並且獲得香港青年

協會李兆基書院、佛教慈光幼稚園和翰林幼稚園（天水圍）派出學生代表參與綜藝匯演，

亦得到元朗信義中學、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

學及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派出本校畢業生協助攤位遊戲，使當日的節目生色不少。

主禮嘉賓余太、葉校監及一眾校董等於視藝展室合照

以下是當天一連串的精采活動，與您們一起重溫校慶的喜悅！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更精彩的在下一頁!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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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Boss活動的構思來自台灣一所『BabyBoss
職業體驗任意城』。它讓小朋友體驗各種行業的工作情形，籍

著進行模擬上班的情況，可使學生更了解每種工作的過程。

參加者可分別扮演郵差、麥芽糖餅技師和扭氣球技師，體驗不同的工作經驗。

扭氣球技師
見習小郵差

麥芽糖餅技師

模擬生活體驗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李兆基小學十歲了！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綜 藝 滙 演 :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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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學校的創意文化
視覺藝術科與李兆基書院舉行了一個藝術聯展，學生、家長和老師們

做了很多事前準備。畫展中展示了本年度學生和歷屆畢業生的優秀藝

術作品、活動花絮照片、彩繪雨傘、立體創作、壁報創作影片播放

等。同學更穿上親手製作的畢業袍和圍裙，又戴上自製的帽子，再配

上不同的畫臉圖案。這不正是

另一種藝術嗎？

葉校監和羅校長陪同主禮嘉賓參觀本校
創意科藝工程(LEAD)的同學設計的攤位。

同學向校監介紹自己設
計的電子機械臂。

動感保齡球運用了NXT的接觸感應
器，考驗參與者的眼界和反應。

展 室 花 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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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歷史展室

英文展室

中文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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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t KS2

Miss Lui’s feedback: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eading Workshops in P.5 
for a year, what I can observe is that many students 
are progressing in terms of their reading skills. Most 
of them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reading 
English books. They can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when they read on their own. Some even 
expressed that they develop a stronger interest in 
reading English book. 

Here I am very grateful to all the P.5 English 
teachers. They all are very dedicated to this 
project. May we see the success in the near future!

Pupils’ feedback:
Yeung Wing Yan (5C): In the past, I felt learning 
English and reading is very difficult. Therefore, 
I don’t like having English lessons. But after this 
project, I feel it is fun to learn English.

Tang Tsz Ching (5E): The books that I read in 
the Reading Workshops are very interesting. I 
can learn a lot of things by readi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books. I also learn how to read a book 
such as using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and the 
reading tools to help me when I am reading. 

Fred Lam (5C): I think reading is fun because I 
can acquire a lot of knowledge. The activities are 
interesting too.

Miss O is helping a student to read.

Students are reading attentively.

Students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ading lesson.

Miss Lui is teaching how to 
understand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text.

Seed Projec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ad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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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元朗區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主題為「匯聚教學智慧，共

創學習新天」，本校黃燕主任獲邀分享有關本校中文科教學

經驗，題目為「中國語文科閱讀教學」。在分享會中，黃主任

簡介了本校語文科「從閱讀到感悟，從感悟到寫作」的發展重

點，並分享了「讀中重悟，怡情寫作」的教學過程及模式，當

中更有課案分析，讓與會教師能具體瞭解本校語文科發展方

向。分享會後，出席的教師紛紛提問，這實是一次彼此分享及

交流的寶貴機會。

元朗區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分享

今年中國文化日的主題是「武」

動全城。顧名思義，就是介紹我

國傳統國術的武藝。我們邀請了香港大學武術學會導

師林永傑師傅帶同他的徒弟到校表演武術演練，林師傅還親自示範，

讓我們的同學大開眼界。同場，還請來滿洲人愛新覺羅．州棠先生為

我們解說了滿洲人的生活文化，同學們聽得津津樂道呢！下午，同學

進行了多項的文化活動，如學習寫春聯、分享傳統美食以及進行猜燈

謎活動，親身經歷了一天充實的文化學習天。

中國文化日

本校連續第二年與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合辦CROSSOVER網上交叉寫作比賽，為五、六年級提供一個網上的寫作平台，每位同學在指定時間內在網絡上完成首部曲及延續曲，寫作主題既富創意又有趣味，大家可以透過網絡互相交流寫作的意見，並且選取別人的佳作延續寫下去，成為交叉寫作。這種富新穎的寫作模式，為學生的寫作帶來了新動力，而且形成了一股良好的網上交流寫作的風氣。
如欲觀看學生的作品，請瀏覽網址www.chocoChannel.com。

CROSSOVER網上交叉寫作比賽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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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數學科數學攤位遊戲：一切由學生開始…

讓學生明白數學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們的「生活伙伴」，這

樣才會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提升其數學能力。因此，我們設計了

一些生活情境活動，令他們感受數學的存在。

活動由六年級和二年級同學合作進行買賣活動，把學校的樓層大堂佈

置成一個模擬市場，由六年級同學創作及製作貨品，再為商品標價，最

後計算每組的營業額，從中學習計算百分數的問題。每位二年級學生都

會獲分發紅封包一個，內裏有不定數量假貨幣，他們除了進行買賣活動

外，還要計算找回的貨幣，讓他們對貨幣的認識及運用有更深的體驗。

從學生的積極表現來看，這個購物活動帶給了他們一份成功的喜悅。

綜合生活教育科
泗水文化考察之旅

本校派出三位文化大使，分別是4B馬逸菲、5A王琮銘以及6E張駿勤，隨同利國良主任及何敏琪老師，於2010年4月6日

至4月10日期間，參加由中文大學舉辦的「中華文化：中國心——泗水文化考察之旅」。我們一行五人連同二十多所中

小學老師及學生，到山東泗水、曲阜等地進行學習活動。在這五天中，我校師生先後遊歷了孔府、孔廟、泰山等名勝，

讓學生透過實地考察中，認識孔子及儒家思想。

4B馬逸菲同學的分享：

這次山東之旅，讓我加深了對孔子的認識，例如：孔子有三千弟子，當中

學有所成的有七十二人。今次旅程讓我有機會遊歷有「五嶽之首」之稱的

泰山、孔子誕生地夫子洞等地方，令我大開眼界。同時，也讓我了解如何

將儒家思想應用在日常生活裏。這次旅程，實令我獲益良多！

六年級科學探究活動

六年級各班同學在5月12日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是次主題為「無敵大炮台」。學

生需要運用「槓桿原理」的特點，自行設計一個大炮台，務求將乒乓球投擲得

最遠。為了爭取勝利，各組同學認真思考作品設計，不斷在測試中修改作品，

並從中學習及應用了科學知識。

圖書組

學生讀書會以「創意」為主題，讓學生通過閱讀活動

以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及培養其閱讀興趣。在「氣球造

型」活動中，學生透過閱讀《氣球造型百寶箱》一

書，創造出不同造型的氣球，看着他們手持自己所製

的氣球，多麼開心呢！ 在「製作閱讀棋」活動中，同

學閱讀完《綠野仙踪》一書後，便利用故事內容及情

節製作棋盤，再以故事中的主角製成棋

子，他們更利用自己所製作的棋盤及

棋子進行了一場緊張刺激的比賽呢 !

學生讀書會 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423世界閱讀日」，本校舉辦了

不少閱讀活動，例如 ：作家講故事、篇章閱讀、閱讀獎勵活

動、彩虹貼紙借閱活動及課後網上閱讀遊戲等，以鼓勵同學

多閱讀，並享受閱讀的樂趣。在「作家講故事」活動中，本

校邀請了香港故事人協會會長鄭文仔 (人仔叔叔)為一至三年

級同學講故事，他透過《啤頭的奇妙故事》把歡樂帶給每一

位同學，亦讓他們明白到閱讀的樂趣。

423世界閱讀日

5C班
黃浩文同學獲個人賽二等獎

6E班
黃知行同學獲個人賽及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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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本校欖球隊隊員於2010年4月參與2009-10年度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比賽

(下學期)，再度奪標，分別獲得女子甲組冠軍、女子乙組冠軍及女子丙

組季軍。其中6D班葉仲羚及5B班張嘉裕表現優秀，分別獲得女子甲組最

佳球員及女子乙組最佳球員榮譽。

羽毛球隊
本校羽毛球隊於2010

年4月參與2009-2010

年 度 元 朗 區 小 學 校 際

羽毛球比賽，其中6A班

嚴子健同學表現突出，

獲選為元朗區代表隊成

員，並於本年6月代表

元朗區參與區際賽事。

創意科藝工程計劃 (LEAD )小組

經過四個多月的培訓，創意科藝工程計劃(LEAD)小組派出20位同學，分成兩組學生參加2010年2月27日在

香港科學園舉行的《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每組學生除了進行專題研究和利用LEGO積木搭建外，還

要編寫控制程式來驅動機械人來執行指定的任務，更要組成啦啦隊為各組參賽隊伍打氣。

比賽過程中，學生表現積極。大家抱着不屈不撓、不斷嘗試的精神完成各項挑戰。最終把參與、創意、合

作的精神發揮出來，最後，勇奪啦啦隊季軍。而在本年度七月中旬，本校有十位學生代表將前往上海參加

中國區之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並有機會參觀上海世界博覽會。

本 校 女 子 手 球 隊

於2010年4月參

與 2 0 0 9 - 2 0 1 0

年 度 全 港 小 學

校際五人手球比

賽，表現理想，榮

獲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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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徐冰<<木‧林‧森>>計劃

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徐冰教授是國際著名的當代

藝術家，2004年被《美國藝術》雜誌評為國際藝

術界16名最受注目年度人物之一。本校學生有幸

與徐冰教授在西九龍文化區即場進行藝術創作。

陶藝室壁畫及展示櫃

本校的陶藝室設於有蓋操場，平日同學經過也

不為意，現在陶藝室已經煥然一新了！而且它

還有一個透明的大嘴巴，大家快來看看嘴巴內

藏有甚麼東西？原來有海洋動物、美人魚、鞋

子……歡迎大家來到陶藝室參觀！

作品欣賞篇
「全港小學生及幼稚園牛奶盒創作及填

色比賽有超過5萬8千份參加表格，經過

評審後，本校4B布嘉倩、5D黃鍶慧獲得

高級組入圍獎，成功進入小學組最後400

名，最後，5D黃鍶慧獲得高級組季軍，

得奬作品刊登在第789期兒童快報內。此

外，得奬作品更會製成1比1 牛奶盒模型於5

月29 至30日在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一樓明

星廣場展出。

本校學生參加了新界居民協會及元朗區議會主辦的聖誕環保樹設

計比賽，利用不同環保物料製作出一棵棵別具特色的聖誕樹，富

有創意。在是次比賽中，6C曾浣鈴獲得冠軍、6C戚珈晞獲得亞軍

和6C盧曉雪獲得優異成績。

全港小學生及幼稚園牛奶盒創作及填色比賽

聖誕環保樹設計比賽 栢慧豪園2010年

復活節填色比賽

愛 媽媽 填色設計比賽  

5D黃鍶慧 亞軍

5D黃鍶慧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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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組
Magic Flute for 
Everyone
2010年3月31日本校28位同學

獲邀出席由康文署及香港歌劇

團合辦，專為學生而設的歌劇

《莫扎特的魔笛》。是次活動

假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行，內容

深入淺出，引起同學對歌劇的

興趣。

看過《魔笛》後，我感到很開心，因為

可以欣賞到精彩的表演，魔笛就像人生

中的一小部份，就像魔笛中的男主角，

王子經歷千辛萬苦才能救出公主。我們

應該學王子永不放棄的精神以及公主的

善良愛心，不應該隨意欺負朋友。希望

下次再能欣賞這類歌劇。

校際音樂節

4A周瓊玉同學參加第62屆香港學

校音樂節7至9歲外語歌曲比賽，

獲得獨唱組冠軍。

課程組
經綜合生活教育科老師推薦，本年度共有15位四年級的同學

參與科學增益課。透過簡單的實驗課，他們認識了物質的酸鹼

性、水溶和油溶性、細胞及DNA等等。看看科學增益課的活動

照片和學生心聲，你便知道他們有多享受實驗課了!

除了校內課程中的增益課，本校老師亦不時推薦同學參加校外

資優課程，以下是成功被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香港中文大學資

優計劃取錄的學生名單：

2009-2010獲推薦參加校外資優課程學生名單

獲推薦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學生名單

午間音樂會
音樂組在三月份每星期兩至三次，於第二個小息舉行午間音樂會，讓有音

樂造詣的同學有機會在校內表演及互相砌磋，同時給予全校同學一個欣賞

音樂的機會。表演項目包括琶琵獨奏、牧童笛獨奏、二重奏及合奏、木琴

及鋼片琴獨奏，另外，本校手鐘隊及敲擊樂隊也同時參與表演。每場音樂

會都吸引不少師生到場欣賞及支持，坐無虛席。

6B黃敏儀 欣賞後感

姓名 班別 課程名稱

陳俊晞 5B 自然小偵探

鍾家熙 5B 讀金庸學寫作

洪倩宜 5B 寫出像樣的中文

梁琇婷 5B 讀金庸學寫作

羅希諾 6A 中國文化的剪紙藝術

黎文龍 6A 機械人中的數學與科學

李灝民 6B 數學摺紙遊學團

鄒輕雲 6E 自然小偵探

王姿穎 6E 中國文化的剪紙藝術

姓名 班別 課程名稱

梁健聰 4B 生活科學的智慧

陳裕信 6A 超乎想像的數學世界

李灝民 6B 創意數學紙中尋

徐妁兒 6E 美妙世界---視覺藝術培訓班

王姿穎 6E 美妙世界---視覺藝術培訓班

黃知行 6E 數學智力遊戲2010

4A 鄧浩薇

�00�-�0�0第二學期成績龍虎榜

�0



�00�-�0�0第二學期成績龍虎榜

科
目

名
次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
文

第
一
名

1A 吳惠琦
1A 黃穎屏

2B 黃子雅
2B 黃美婷

3B 梁詩嬅 4A 郭子欣 5B 陳玲玲 6E 黃知行

第
二
名

1C 梁瑩瑩 2A 李穎汶 3A 梁煦媛 4A 廖曉怡 5C 劉曉嵐
6B 吳欣

6B 黃婉靜

第
三
名

3A 羅廸佟 4A 梁詠賢 5A 盧文樂

英 
文

第
一
名

1B 鄭可澄 2C 蔡沚蔚 3C 蕭彥寧 4A 郭子欣 5C 劉曉嵐
6A 馮凱瀅
6E 鄧釗怡

第
二
名

1A 黃穎屏
2A 李忠信
2B 李俊傑

3B 鄧釗嬅 4B 洪倩婷 5A 翟梓暘

第
三
名

1C 李子聰 3B 符泳芝 4A 廖曉怡 5E 林嘉俊
6E 黃知行
6E 盧家朗

數 
學

第
一
名

1C 李子聰
1B 張灝楠
1A 黃子謙

2B 羅卓喬 3A 楊惠淇 4A 郭子欣 5E 林嘉俊
6B 余宗信
6B 李灝民
6E 徐妁兒

第
二
名

2B 劉康琳
2B 蕭文希

3C 鄭澤浩 4C 郭浩然 5D 陳子健

第
三
名

3A 梁煦媛 4D 游萬成 5A 康珮珈

綜
合
生
活
教
育

第
一
名

1A 吳惠琦 2B 黃子雅 3A 熊婉希 4B 馬逸菲 5A 盧文樂 6E 梁瑋峻

第
二
名

1C 張竣喬
1C 梁瑩瑩
1A 陳凱琳

2A 石梓鋒
2A 林思悅

3B 劉應添 4C 吳權峰 5A 梁琇婷 6B 郭富恩

第
三
名

3A 梁煦媛
3C 鄭澤浩
3A 盧敏濤

4A 周瓊玉
4B 鄭影彤

5B 郭慧欣
5C 劉敏輝

6B 文銳權
6B 余宗信
6E 鄭爗聰

兆
基
喜
訊

陳曙煌老師於2010年1月16
日結婚了！恭喜！恭喜！

吳佩儀主任今年2月27日再度
添丁，一家人樂也融融。

高潔怡老師今年3月26日
弄瓦之喜！可喜可賀！

蘇玉萍老師今年5月14日
弄璋之喜，恭喜恭喜！

助理文書主任陳綺蓮女士
的兒子於4月26日出生。

翁振海老師於2010年
4月8日結婚了！

盧佩珊老師今年5月29日結束了
愛情長跑，與愛人共諧連理。

��



�00�-�0�0年度 校外比賽成績
語文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8-3-2010 「錦繡前程」基金徵文比賽
6A 李湝蔚
6A 馮凱瀅
6E 吳卓傑

優異獎

31-5-2010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晶文薈萃第10-13期十優文章 6B何永逸 十優文章

圖書組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10-5-2010 「我愛香港兒童網」閱讀獎勵計劃 6A 盧安淇 小學組冠軍

6-2010 全港學生新聞精讀大獎
2A李穎汶
3A楊惠淇
6B李灝民

小學組首100名

數學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8/4/2010 2010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6E黃知行
5C黃浩文

個人賽三等獎
個人賽二等獎

音樂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14-3-2010 2010元朗區青少年鋼琴大賽 4B洪倩婷 金獎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十一歲或以下獨
唱 4A周瓊玉 冠軍

體育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11/4/2010 國際舞蹈聯會2010香港國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3A熊婉希
8歲Cha Cha Cha（第一名）

Jive（第三名）
Solo Rumba（第二名）

22/4/2010 2009-2010年度全港小學校際五人手球比賽 依名單 優異獎

30/4/2010 2009/10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下學期)

6A馮凱瀅 6B曹愷霖
6B黃敏儀 6C曾浣鈴
6D葉仲羚 6E徐妁兒
5A蔡青芮 5B李曉嵐
5B張嘉裕 5B洪倩怡

5D趙嘉雯

女子甲組冠軍

30/4/2010 2009/10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下學期)

5A蔡青芮 5B李曉嵐
5B張嘉裕 5B黃曉雯
5B林殷琪 5B洪倩怡
5D黃樂瑤 5D趙嘉雯
5E劉詠雯 4E張碧月

4E黃芷瑤

女子乙組冠軍

30/4/2010 2009/10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下學期) 5B張嘉裕 最佳球員

30/4/2010 2009/10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下學期)

4B譚尚子 4B蓋世美
4B洪倩婷 4B李綽媛
4C李嘉淋 4C林尉瑩
4E張碧月 4E黃芷瑤

4E張靖晴

女子丙組季軍

5/2010 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6A嚴子健 元朗區代表隊

16/5/2010 2010香港國際體育舞蹈公開比賽 3A熊婉希
Solo Cha Cha（金獎）

Solo Jive（金獎）
Solo Rumba（金獎）

視覺藝術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22/3/2010 「家存愛 愛全家」歡樂嘉年華填色比賽 3B周家希 優異奬

22/3/2010 「全港小學生及幼稚園牛奶盒創作及填色比賽 4B布嘉倩
5D黃鍶慧

高級組入圍
季軍

28/3/2010 JUSCO 第二屆親子環保利是封摺紙比賽 3A熊婉希 優異奬
9/4/2010 「愛‧ 媽媽」 填色設計比賽 5D黃鍶慧 兒童組亞軍
4/5/2010 栢慧豪園2010年復活節填色比賽 5D黃鍶慧 兒童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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