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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三十多年前，香港開始了推行普及教育。在這之前，小

朋友不一定可以完成小學階段的學習，甚至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

會唸書。當時的小學生，亦只有約三分之一的人數可以升讀中

學。但今天，青少年都可以接受完整的、十二年的中小學教育，

近年更開始討論如何落實十五年的免費教育。在香港要唸書，早

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普及教育開始後，關注教育的人士隨即考慮，應該如何提高

教育的水平。正如我們所強調的，學校不但要「有教無類」，更

要讓學生「出類拔萃」。在李兆基小學，我們不但接納和包容不

同類型、不同性格、不同能力的學生，更在教學設計上不斷改善，

為學生架設進步的階梯。

一方面，我們重視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興趣和理解，由此為學生打好學習基礎。以中文科為例，我們提

出「從閱讀到感悟，從感悟到寫作」。我們注意到，只要有好的教學策略，學生並不需要大量的強記和操練，

他們可以由心出發，寫出一篇篇好文章。

另一方面，我們亦不忽視學習技巧的重要。以英文科

為例，我們除了着意締造學習環境，諸如安排「外籍義工

教英文計劃」等活動，旨在加強學生接觸英文的機會之外，

更有意識、有系統地設置涵蓋低年級和高年級的閱讀訓練

計劃。高年級的「閱之以『恒』」計劃，更是我們與教育

局合作，為學生升讀中學後，需要閱讀大量英文書籍和文

章而設計的。

現今的社會，重視要讓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李兆基小學為所有適齡的兒童提供免費教育，而我們更認

識到，要讓小朋友擁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就要確保這些

免費的教育是優質的。這正是我們每天的工作，也是我們

長期努力不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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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提供表現卓越的機會

本校參加由裘錦秋中學 ( 元朗 ) 舉辦的第 19 屆

元朗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五年級廣播劇組蟬聯廣

播劇組冠軍，成員包括 5A 黃美婷、陳溢昇、李穎

汶、 阮 泳 詩、 何 兆 豐 及 馮 詠 之。 劇 目 為「 和 諧 何

物﹖」。故事由學生們自編、自導、自演，既能見

證他們的創造力，又能發揮他們的團隊精神，體現

了我校的四寶文化。

本校第六度榮獲巧克力網上寫作平台

頒發的「優質學校寫作文化榮譽大獎」 及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於是次活動中，

本校獲得 CROSSOVER 創作組合大獎、傑

出文章獎及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等，合共

18 項獎。

本校參加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2/2013）」。其中 6B 黃婉婷

和 6A 黃誠杰從近千名參賽者中（全港 300 所小學中各派出三名代表）脫穎而

出，分別奪得金獎（前十名）和銅獎（前五十名）。黃婉婷同學已於三月底聯

同其餘九名金獎得主，代表香港前往上海展開文化交流之旅。謹衷心恭賀獲獎

的同學，也感謝過往一直用心教導同學的老師們和功不可沒的家長！

廣播劇蟬聯冠軍寶座

本校參加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2/2013）」。其中 6B 黃婉婷

�菁英計畫

本校第六度榮獲巧克力網上寫作平台

寫作比賽再創佳績

本校參加由裘錦秋中學 ( 元朗 ) 舉辦的第 19 屆

元朗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五年級廣播劇組蟬聯廣

播劇組冠軍，成員包括 5A 黃美婷、陳溢昇、李穎

汶、 阮 泳 詩、 何 兆 豐 及 馮 詠 之。 劇 目 為「 和 諧 何

本校參加由裘錦秋中學 ( 元朗 ) 舉辦的第 19 屆

元朗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五年級廣播劇組蟬聯廣

的同學，也感謝過往一直用心教導同學的老師們和功不可沒的家長！

的同學，也感謝過往一直用心教導同學的老師們和功不可沒的家長！

的同學，也感謝過往一直用心教導同學的老師們和功不可沒的家長！

本校中國語文科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語文活動，讓他們抓緊時機，發揮潛能，

體驗成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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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提供進步階梯�U�s�e� �o�f�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KS1, we are adopting the PLP-R/W programme in which shared reading and guided reading are used in the lesson.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read effectively, teachers practise high frequency words every day. Beside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skills, teachers also guide students to use phonics skills to read unfamiliar words so as to increase their fluency in reading. 

For KS2, another reading programme is implemented called Reading in Action. Throughout the programme, a variety of text types are chosen for students to read. Also, different reading skills are explicitly taught during the lesson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re provide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apply a range of reading skills when they read. 

How do we teach reading? 如何教學生閱讀

本校於低年級課程採用由教育局外籍教師組所設計的「英語讀寫結合計劃」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Writing (PLP-R/W)。課堂中主要透過「分享閱

讀」(Shared Reading) 及「引導閱讀」(Guided Reading) 教授學生使用不同的閱讀

策略。為了使同學有效地閱讀，老師會於課堂中

朗 讀 高 頻 字 (High Frequency Words)， 同 時， 也

會引導學生利用語音技巧 (Phonics)，拼讀英文

字的發音，從而增強學生在閱讀時的流暢度。

高 年 級 的 英 語 閱 讀 課 程 名 為「 閱 之 以

『恒』」(Reading in Action)。透過此課程，學

生會閱讀有趣的題材及不同的體裁，也會使用

不同的閱讀技巧及策略解讀文意。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Writing (PLP-R/W)。課堂中主要透過「分享閱

讀」(Shared Reading) 及「引導閱讀」(Guided Reading) 教授學生使用不同的閱讀

讀」(Shared Reading) 及「引導閱讀」(Guided Reading) 教授學生使用不同的閱讀

會引導學生利用語音技巧 (Phonics)，拼讀英文

字的發音，從而增強學生在閱讀時的流暢度。

『恒』」(Reading in Action)。透過此課程，學

生會閱讀有趣的題材及不同的體裁，也會使用

不同的閱讀技巧及策略解讀文意。生會閱讀有趣的題材及不同的體裁，也會使用

不同的閱讀技巧及策略解讀文意。

讀」(Shared Reading) 及「引導閱讀」(Guided Reading) 教授學生使用不同的閱讀

策略。為了使同學有效地閱讀，老師會於課堂中

朗 讀 高 頻 字 (High Frequency Words)， 同 時， 也

會引導學生利用語音技巧 (Phonics)，拼讀英文

高 年 級 的 英 語 閱 讀 課 程 名 為「 閱 之 以

『恒』」(Reading in Action)。透過此課程，學

生會閱讀有趣的題材及不同的體裁，也會使用

讀」(Shared Reading) 及「引導閱讀」(Guided Reading) 教授學生使用不同的閱讀

策略。為了使同學有效地閱讀，老師會於課堂中

朗 讀 高 頻 字 (High Frequency Words)， 同 時， 也

會引導學生利用語音技巧 (Phonics)，拼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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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承．再創新猷

本校皮影組首次參與中港台三地的偶影綜合匯演，各成員分別

來自台灣的竹圍國小、金門中正國小、廈門馬巷中心小學以及香港

的六所代表學校。本校演出的劇目為經典皮影戲《水漫金山》。

同學們享受了舞台上的表演，親臨金、廈

兩地，體驗了廈門的繁華，以及觸摸

了金門軍事歷史的遺址。其中，翟

山坑道、古寧頭戰史館及莒光樓等

戰地的景點，都讓同學長了見識、

開了眼界。

本校於 2013 年 2 月 8 日 ( 年廿八 ) 舉行中國文化日活動。是次活動

以「中藥情」作為主題，目的是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帶動學生認識中藥文

化及春節傳統。活動包括：中藥認識、龍獅表演、皮影戲表演、品嘗中

國傳統美食砵仔糕、寫對聯、猜燈謎及攤位遊戲等。

� 書香．圍城活動花絮書香．圍城活動花絮

最令人歎為觀止的就非奇松怪石莫屬了。人頭石、山羊石、花瓶石……多不勝數。長洲
的岩石因長期風化崩落，成為眾多鬼斧神工的可刻、石像，加上岩石依山傍水，在碧空的映
襯下，岩石如有了生命，顯現更為栩栩如生！聽！一陣陣美妙的叮噹聲湧進了我的耳鼓，還
有……那海浪聲都成了一首交響曲――那就是

叮噹石，屹立在花瓶旁，細聽�海浪……

在輪船上，我們靜靜地凝視長洲。啊！眼看着得天獨厚的天然風景，令長

洲的吸引力在人為的打擾下有增無減，更成為香港著名的旅遊景點，我真為這

小島嶼高興呢！經過這次難忘的考察之旅，我越來越喜歡長洲，喜歡長洲的

怪石，喜歡它秀麗的風景，喜歡它安靜中的繁榮。我會把這個美麗的世外

桃源印在腦海裏，把這個已成真的願望記在心中，直到永遠……

節錄 6B 梁詩嬅

金廈門偶影藝術交流活動金廈門偶影藝術交流活動

同學們享受了舞台上的表演，親臨金、廈

兩地，體驗了廈門的繁華，以及觸摸

了金門軍事歷史的遺址。其中，翟

的六所代表學校。本校演出的劇目為經典皮影戲《水漫金山》。

同學們享受了舞台上的表演，親臨金、廈

了金門軍事歷史的遺址。其中，翟

山坑道、古寧頭戰史館及莒光樓等

戰地的景點，都讓同學長了見識、

同學們享受了舞台上的表演，親臨金、廈

兩地，體驗了廈門的繁華，以及觸摸

了金門軍事歷史的遺址。其中，翟

山坑道、古寧頭戰史館及莒光樓等

戰地的景點，都讓同學長了見識、

同學們享受了舞台上的表演，親臨金、廈

兩地，體驗了廈門的繁華，以及觸摸

了金門軍事歷史的遺址。其中，翟

山坑道、古寧頭戰史館及莒光樓等

戰地的景點，都讓同學長了見識、
山坑道、古寧頭戰史館及莒光樓等

戰地的景點，都讓同學長了見識、

國傳統美食砵仔糕、寫對聯、猜燈謎及攤位遊戲等。

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日

國傳統美食砵仔糕、寫對聯、猜燈謎及攤位遊戲等。
國傳統美食砵仔糕、寫對聯、猜燈謎及攤位遊戲等。

本校安排了新穎的寫作活動給「書香．圍城」的同學，今年，分別有「長洲考察團」及「寵物情緣」兩個活動。

活動後，他們把所見所聞一一記述，當天的歡樂躍然紙上，以下讓我們細味當日的情景。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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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so delighted that the HSBC Volunteer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 has been run 

for three years. It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energy and generosity of the 

volunteers. This program is truly well-received.

In this program, the volunteer teachers do story-telling with P.1-5 students and reading aloud 

practice an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with P.6 students. The students have gained benefi ts through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December and May, we had celebration parties in which students were applauded for their learning attitude and achievement. 

This year we ran 13 sessions. There was an average of 22 native English-speaking volunteers for each teaching session. Over 400 hours 

volunteer contact hours were achieved this year.  

Together with the students involved, we needed to manage over one hundred people each time. Luckily, we got helping hands from our 

school’s parent help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all aspects of the program were managed smoothly.

Once again, we offer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program initiator and director, Mrs Camay Wong and Mrs Laurie Constantinides, as well as all 

volunteer teachers. Without the effort from these lovely people, the program would not be 

have become such a great success!

This year is the second year that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organizes the 

Joke Writing Contest. This activity, on one 

hand, aims at promot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motivates students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in a fun way. 

外籍義工教英文活動至今已舉辦了三年。活動能成功地延續，實在有賴所有外籍

義工以及本校家長無私的奉獻。本校的家長和學生均對計劃一致好評！

不同年級的同學都能透過活動而受惠。一至五年級學生透過故事聆聽，訓練了英

語說話和聆聽技巧，更於當中重溫了英文生字的意思和運用。而六年級的學生，

則透過活動訓練英語朗讀和個人短講的技巧，從中亦建立了講英語的自信心。

每年 12 月和 5 月，我們都會舉行慶祝會，以表揚學生積極參與和學習的態度。

本年度活動共有 13 次，平均每次約有 22 位外籍義工到來。全年計算，外籍

義工為我們的同學提供了超過 400 小時接觸英語的時數。

每次活動，所涉及的學生和外籍義工超過 100 人，幸得本校

家長義工和英語大使的協助，使到計劃每次的活動都能更圓

滿地進行。

在此再一次向計劃發動人和統籌人，王冬勝夫人和 Mrs 

Laurie Constantinides，以及所有外籍義工致謝。憑著您們的

熱心和支持，才能讓活動發光發亮！

今年已是本校第二次舉辦校內英語笑話創作比賽，這次比賽主要

是由本校高年級英語大使所籌備的。透過這項英語活動，既能提

高同學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也能讓同學發揮他們的創意思維。

外籍義工教英文

2013 Joke Writing Contest 英語笑話創作比賽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jokes from 

the junior section.

Teacher: Tom, what are the three words 

that pupils use most at school?

Tom: I don’t know…

Teacher: Correct!

(From 3B Kitty Fan)

This year is the second year that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organizes the 

Joke Writing Contest. This activity, on one 

hand, aims at promot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motivates students 

2013 Joke Writing Contest 英語笑話創作比賽
2013 Joke Writing Contest 英語笑話創作比賽

每年 12 月和 5 月，我們都會舉行慶祝會，以表揚學生積極參與和學習的態度。

本年度活動共有 13 次，平均每次約有 22 位外籍義工到來。全年計算，外籍

每次活動，所涉及的學生和外籍義工超過 100 人，幸得本校

家長義工和英語大使的協助，使到計劃每次的活動都能更圓

每年 12 月和 5 月，我們都會舉行慶祝會，以表揚學生積極參與和學習的態度。

本年度活動共有 13 次，平均每次約有 22 位外籍義工到來。全年計算，外籍

每次活動，所涉及的學生和外籍義工超過 100 人，幸得本校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jokes from the senior section. 

One day, my mum went to the USA. After she arrived, 

she sent a box to me. 

The next day, my mum called me on the phone and said, 

‘My dear, did you receive any boxes from me?’ 

‘Yes’ I replied. 
My mum said, ‘I sent a pair of scissors for you to open it.’

‘Where are the scissors?’ I asked.

My mum said, ‘Inside the box!’

(From 6A Marco Lee)

高同學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也能讓同學發揮他們的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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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5A 陳梓鈞、5A 陳溢昇、5A 何兆豐、5B 劉正朗、

6A 陳榮洛、5A 馮詠之、5B 李懿斐、5A 馮柏維及 6C 陳天龍

同學於高小組中順利完成機械人場地賽、機械人答辯、研究

項目及團體合作四個項目後，在機械人場地賽中勇奪機械人

表現獎 (Robot Performance Award 2nd Runner-up)。

香港 FLL 暨 Jr FLL

機械人大賽創意創意

本校 5A 陳梓鈞、5A 陳溢昇、5A 何兆豐、5B 劉正朗、

本校 40 多名同學於 2013 年 3 月 8 日前往數碼港，參加由 LEAD
創意科藝教室舉辦的「多媒體軟件 Scratch 學習活動」，學習多媒體軟
件 Scratch。活動由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科藝工程計劃 ( 簡稱 LEAD) 主辦。
由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贊助的 LEAD 創意科藝教室 (LEAD Creative 
Class)，多年來致力推廣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開發之免費
教育軟件——Scratch。教室自 2010 年起已為 180 多間中、小學舉辦
Scratch 學習活動，讓學生簡易地創作出互動故事、遊戲和動畫，培養
學生的編程邏輯思維。

當天 , 本校學生更參觀了數碼港內的多媒體創作中心 , 體驗如何運
用電子科技去創作不同的電影效果 , 同學們真是大開眼界。

多媒體軟件 Scratch 學習活動多媒體軟件 Scratch 學習活動多媒體軟件 Scratch 學習活動多媒體軟件 Scratch 學習活動多媒體軟件 Scratch 學習活動

創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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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一個表演的平台，讓不同的同學都能體驗到成功的喜悅，

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

於四樓大堂舉行了三場午間音樂會。表演

包括手鐘、非洲鼓、牧童笛及歌唱，

每場表演均座無虛席，吸引了校長

及不少師生到場欣賞及支持。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3 已於五月上旬圓滿結束，本校手鐘隊參加了

手鐘小學初級組比賽，雖然歌譜遲遲未到，隊員於比賽前才接受了短短兩個

月的訓練，但比賽當日表現甚佳，榮獲了金獎的殊榮。

本校今年度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香港芭蕾舞團合辦的「夢 ‧ 家 ‧ 想」創意芭

蕾舞培訓計劃 2013，經過來自不同媒體的專

業導師多月來悉心的教導及同學們的努力，

結業演出將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 ( 星期六 )

晚上 7 時 30 分假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行，讓

各位校長、老師、學生及家長一起支持及

欣賞學員們十多個月來學習的成果。另外，「視覺藝術作品展」於同日中午在元朗

劇院大堂展覽場地舉行，讓市民可以欣賞本校學生的作品。詳情可參閱以下網址 : 

http://hkballet.com/web/index.php?column=13&page=201306&lang=1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是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香港賽馬會贊助的每年一度的盛

事，舉辦了多場不同場合的音樂會。其中天水圍校園音樂會更於 3 月 14 日晚，假

本校禮堂舉行。當晚表演的無伴奏合唱組合有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 Oxford's Out of 

the Blue，來自美國的 The Exchange 及來自韓

國的 May Tree。除本校同學出席欣賞外，還

有來自區內的中、小學同學，還有不少本

校的畢業生出席。大部份同學對首次接觸

無伴奏合唱，感到非常有趣，更有不少同

學因此而愛上無伴奏合唱——這種另類的

合唱。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3

「夢、家、想」創意芭蕾舞培訓計劃2013

香港 2013 國際無伴奏合唱節

午間音樂會

於四樓大堂舉行了三場午間音樂會。表演

包括手鐘、非洲鼓、牧童笛及歌唱，

每場表演均座無虛席，吸引了校長

於四樓大堂舉行了三場午間音樂會。表演

包括手鐘、非洲鼓、牧童笛及歌唱，

演藝活動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是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香港賽馬會贊助的每年一度的盛

事，舉辦了多場不同場合的音樂會。其中天水圍校園音樂會更於 3 月 14 日晚，假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是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香港賽馬會贊助的每年一度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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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今年度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香港芭蕾舞團合辦的「夢 ‧ 家 ‧ 想」創意芭

蕾舞培訓計劃 2013，經過來自不同媒體的專

業導師多月來悉心的教導及同學們的努力，

結業演出將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 ( 星期六 )

晚上 7 時 30 分假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行，讓

各位校長、老師、學生及家長一起支持及

欣賞學員們十多個月來學習的成果。另外，「視覺藝術作品展」於同日中午在元朗

劇院大堂展覽場地舉行，讓市民可以欣賞本校學生的作品。詳情可參閱以下網址 : 

本校今年度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香港芭蕾舞團合辦的「夢 ‧ 家 ‧ 想」創意芭

蕾舞培訓計劃 2013，經過來自不同媒體的專

香港芭蕾舞團合辦的「夢 ‧ 家 ‧ 想」創意芭

蕾舞培訓計劃 2013，經過來自不同媒體的專

業導師多月來悉心的教導及同學們的努力，

結業演出將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 ( 星期六 )

「夢、家、想」創意芭蕾舞培訓計劃2013「夢、家、想」創意芭蕾舞培訓計劃2013「夢、家、想」創意芭蕾舞培訓計劃2013

事，舉辦了多場不同場合的音樂會。其中天水圍校園音樂會更於 3 月 14 日晚，假

本校禮堂舉行。當晚表演的無伴奏合唱組合有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 Oxford's Out of 

the Blue，來自美國的 The Exchange 及來自韓

國的 May Tree。除本校同學出席欣賞外，還

有來自區內的中、小學同學，還有不少本

校的畢業生出席。大部份同學對首次接觸

無伴奏合唱，感到非常有趣，更有不少同

學因此而愛上無伴奏合唱——這種另類的

事，舉辦了多場不同場合的音樂會。其中天水圍校園音樂會更於 3 月 14 日晚，假

本校禮堂舉行。當晚表演的無伴奏合唱組合有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 Oxford's Out of 

the Blue，來自美國的 The Exchange 及來自韓

國的 May Tree。除本校同學出席欣賞外，還

有來自區內的中、小學同學，還有不少本

校的畢業生出席。大部份同學對首次接觸

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

於四樓大堂舉行了三場午間音樂會。表演

包括手鐘、非洲鼓、牧童笛及歌唱，

每場表演均座無虛席，吸引了校長

及不少師生到場欣賞及支持。

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

於四樓大堂舉行了三場午間音樂會。表演

包括手鐘、非洲鼓、牧童笛及歌唱，

每場表演均座無虛席，吸引了校長

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音樂組於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3 日，在午膳後的第二個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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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學生能更親近大自然，領略人與自然的關係，從

而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我校於早前帶領在綜合生活教育

科表現優異的小二同學前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參與資優教育

活動。是次活動內容包括讓學生分組探索大自然的動植物特

徵，並在大自然中進行調查和搜集樣本後，再作研究及記錄。

最後更讓學生進行環保創作，以提升學生創意、分析及協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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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五至六年級同學設計買賣攤位，一至二年

級同學體驗運用貨幣購買東西的經驗。我們把特別室佈置成一個模擬市場，由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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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習百分

數概念的應用。

本校同學參加了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在雙人項目中，

5A 劉康琳及 5A 姚心怡分別在牛仔及查查查取得乙級獎；6A 熊婉希、5B 李

懿斐、6A 張慧妍、6A 潘思余、3B 林子傑及 3B 王敏莉也於查查查獲取乙等獎。

同學們經過多月的訓練，培養出默契，他們在比賽中汲取了不少的經驗。

本校拉丁舞隊參加了隊際賽，於第三十五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 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主辦 ) 少年舞蹈組別中獲得

銅獎。另外，同學於第 9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由香港舞蹈體

育總會主辦 ) 小學隊隊際賽中獲得銅獎。獎項其實只是一種鼓勵，更

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多次合作出賽中，培養了團隊精神及合作精神。友

校隊伍亦表現理想，同學們彼此交流及觀摩舞蹈，藉此體會

各種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平。希望同學繼續努

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能盡展所能。

小二資優教育活動――自然探索特工

數學買賣遊戲攤位：一切由學生開始……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元朗區舞蹈比賽及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科藝活動

活動。是次活動內容包括讓學生分組探索大自然的動植物特

徵，並在大自然中進行調查和搜集樣本後，再作研究及記錄。

最後更讓學生進行環保創作，以提升學生創意、分析及協作

能力。

級同學體驗運用貨幣購買東西的經驗。我們把特別室佈置成一個模擬市場，由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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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五至六年級同學設計買賣攤位，一至二年

級同學體驗運用貨幣購買東西的經驗。我們把特別室佈置成一個模擬市場，由五至

活動，令他們感受數學的存在。活動由五至六年級同學設計買賣攤位，一至二年

級同學體驗運用貨幣購買東西的經驗。我們把特別室佈置成一個模擬市場，由五至

數概念的應用。

5A 劉康琳及 5A 姚心怡分別在牛仔及查查查取得乙級獎；6A 熊婉希、5B 李

懿斐、6A 張慧妍、6A 潘思余、3B 林子傑及 3B 王敏莉也於查查查獲取乙等獎。

同學們經過多月的訓練，培養出默契，他們在比賽中汲取了不少的經驗。

5A 劉康琳及 5A 姚心怡分別在牛仔及查查查取得乙級獎；6A 熊婉希、5B 李5A 劉康琳及 5A 姚心怡分別在牛仔及查查查取得乙級獎；6A 熊婉希、5B 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主辦 ) 少年舞蹈組別中獲得

銅獎。另外，同學於第 9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由香港舞蹈體

育總會主辦 ) 小學隊隊際賽中獲得銅獎。獎項其實只是一種鼓勵，更

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多次合作出賽中，培養了團隊精神及合作精神。友

元朗區舞蹈比賽及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主辦 ) 少年舞蹈組別中獲得

銅獎。另外，同學於第 9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由香港舞蹈體

育總會主辦 ) 小學隊隊際賽中獲得銅獎。獎項其實只是一種鼓勵，更

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多次合作出賽中，培養了團隊精神及合作精神。友

校隊伍亦表現理想，同學們彼此交流及觀摩舞蹈，藉此體會

各種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平。希望同學繼續努

銅獎。另外，同學於第 9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由香港舞蹈體

育總會主辦 ) 小學隊隊際賽中獲得銅獎。獎項其實只是一種鼓勵，更

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多次合作出賽中，培養了團隊精神及合作精神。友

校隊伍亦表現理想，同學們彼此交流及觀摩舞蹈，藉此體會

各種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平。希望同學繼續努

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多次合作出賽中，培養了團隊精神及合作精神。友

校隊伍亦表現理想，同學們彼此交流及觀摩舞蹈，藉此體會

各種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平。希望同學繼續努

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能盡展所能。

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多次合作出賽中，培養了團隊精神及合作精神。友

校隊伍亦表現理想，同學們彼此交流及觀摩舞蹈，藉此體會

各種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平。希望同學繼續努

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能盡展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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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操是本校體育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形體操是一種配合節奏

進行的一項健體運動。透過持續的運動，不但能有效增強學生的心

肺功能、柔韌素質及身體協調能力，同時亦可以從中讓他們明白

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

本校每年都舉辦形體操比賽，第十屆形體操決賽已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順利舉行。當天十分榮幸邀得天水圍英藝幼稚園的黃慧欣校

長及佛教慈光幼稚園的蔡文娟校長擔任嘉賓評判。在比賽的過程中，各

參賽者都發揮出極高的水平，彼此合作，其間

動作的轉換和隊型的變化，都充分展現出其無

限的創意。評判團則從他們的動作質素、整體

合作性及創意度作出評分，最終在芸芸的隊伍

中評選出各獎項的優勝者。

第十屆形體操決賽

第十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

五年級教育營

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

元朗區舞蹈比賽及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長及佛教慈光幼稚園的蔡文娟校長擔任嘉賓評判。在比賽的過程中，各

本年度教育營以「關愛」為題，目的讓同

學和班主任有更深入溝通的機會，也希望透

過各項活動強化同學對他人的關愛、尊重及

接納。同學與老師共處三日兩夜，一起在團

隊遊戲中學習。同學的自律表現獲營地導師、

社工及老師的讚賞。

本校男子籃球隊經過五天艱辛的賽事，最後勇奪元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男子

組季軍。籃球隊隊員包括：4C 鄭灝彬、5A 陳溢昇、5B 余浩林、5C 黎德尊、5C 許瑞軒、

6A 黃廣進、6A 吳晉槶、 6C 張俊豪、6B 張俊傑、6B 高明賢、6C 陳鏗年及 6C 蔡恆輝。

期望同學在各方面繼續發揮永不放棄的體育精神，下年度再創佳績。

第十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於 2013 年 3 月 25 日假天水圍運動場順

利完成。為了配合學校的「參與」文化，本年度舉辦的項目包括「一至二

年級親子 100 米接力賽」、「家長 60 米短跑賽」

及「幼稚園親子競技賽」，除了學生盡情投入各

項賽事外，家長亦積極參與。當日下午的各項班

際接力賽、親子競技賽及家長短跑等賽事將全日

活動氣氛推至最高峰。

本年度教育營以「關愛」為題，目的讓同

學和班主任有更深入溝通的機會，也希望透

過各項活動強化同學對他人的關愛、尊重及

接納。同學與老師共處三日兩夜，一起在團

隊遊戲中學習。同學的自律表現獲營地導師、

第十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於 2013 年 3 月 25 日假天水圍運動場順

利完成。為了配合學校的「參與」文化，本年度舉辦的項目包括「一至二利完成。為了配合學校的「參與」文化，本年度舉辦的項目包括「一至二

6A 黃廣進、6A 吳晉槶、 6C 張俊豪、6B 張俊傑、6B 高明賢、6C 陳鏗年及 6C 蔡恆輝。

期望同學在各方面繼續發揮永不放棄的體育精神，下年度再創佳績。

體藝活動

組季軍。籃球隊隊員包括：4C 鄭灝彬、5A 陳溢昇、5B 余浩林、5C 黎德尊、5C 許瑞軒、

、 6C 張俊豪、6B 張俊傑、6B 高明賢、6C 陳鏗年及 6C 蔡恆輝。

期望同學在各方面繼續發揮永不放棄的體育精神，下年度再創佳績。

、 6C 張俊豪、6B 張俊傑、6B 高明賢、6C 陳鏗年及 6C 蔡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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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計劃

突破自我訓練營

「成長的天空計劃」於下學期進行得如火如荼，

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同學們有機會參與義工服務，

讓學生提升對學校和社區的歸屬感。小四和小六的

「抗逆大使」進行了「愛心之旅」，分別為博愛醫

院陳平紀念鄰舍中心的長者舉行復活節慶祝活動，

並連同仁愛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到天恩邨探訪

長期病患者。小五組員則在校內為學校的老師及職

員親手準備「愛心下午茶」。

戶外活動方面，四年級組員接受了兩日一夜「再

戰營會」集訓，透過紀律訓練、夜行和游繩下降等歷奇挑戰，學習面對逆境和自理能力。五、六年級分別舉行「都

市歷奇」和「園野烹飪」。組員在尖沙咀進行定向任務和遊客訪問，又運用野外技巧製作了一頓園野風味的午餐，

加強解難和團隊合作技巧。小四的家長和學生透過親子日營增進親子關係。

此外亦舉辦了家長工作坊及家長教師分享會，讓家長及老師一同

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本年度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經已順利完成，各位「抗

逆大使」緊記要將抗逆精神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延續下去。

配合本年度的訓輔主題「自律、自理、自信」，學校特意邀請校外歷奇
導師，各為低小及高小年級同學進行一天的日營。當日活動包括集隊訓練，
教練以輕鬆的手法，讓參加學生學到聆聽指示、尊重規範的重要。亦有訓
練與人合作及溝通的項目。例如高小活動的一項環節，要求組員找出 iPad
內所顯示學校的不同位置，過程既要組員
間互相照應不分開，亦要求於限時內完成。
這令同學學會懂得分配時間，並且體驗到有
秩序及守規地進行活動，可讓任務完成得更
有效及順利。期望同學經過是次訓練，更能
掌握「自律」的重要，並將之運用於日常生
活中，成為自律守規的好學生。

戰營會」集訓，透過紀律訓練、夜行和游繩下降等歷奇挑戰，學習面對逆境和自理能力。五、六年級分別舉行「都

長期病患者。小五組員則在校內為學校的老師及職

員親手準備「愛心下午茶」。

此外亦舉辦了家長工作坊及家長教師分享會，讓家長及老師一同

本年度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經已順利完成，各位「抗

導師，各為低小及高小年級同學進行一天的日營。當日活動包括集隊訓練，

活中，成為自律守規的好學生。活中，成為自律守規的好學生。

關愛校園

10



班別
全班首三名 

全級首三名（名次）
1 2 3

1A
梁建熙 
林文希

― 幸卓茵 1 1D鄭佩怡

1B 黃煒貽 楊文廣 吳芸禧 2
1A林文希 
1A梁建熙

1C 葉天明 潘天樂 冼樂澄

3 ―1D 鄭佩怡 林卓軒 黃卓姿 

1E 梁漢軒 劉家其 劉耀文

2A 梁嘉軒 陳穎妍 麥家豪 1 2A梁嘉軒 

2B 盧泳如 何卓翹 盧學然 2 2A陳穎妍

2C 嚴文翊 余世隆 黃冠熹 3 2A麥嘉豪

3A 王穎琪 黃彩怡 袁昕雨 1 3A王穎琪

3B
范樂怡 
林子傑

―
游芷穎 
江沛然

2 3A黃彩怡

3
3B林子傑 
3B范樂怡

4A 黃穎屏 張佩嫻 林珮雯 1 4A黃穎屏

4B 黃洛韾 吳惠琦 盧家健 2 4C廖寶森

4C 廖寶森 張竣喬 李子聰 3 4B黃洛韾

5A 何兆豐 李穎汶 符鈺婉 1 5B黃子雅

5B 黃子雅 羅卓喬 林雅儀 2 5A何兆豐

5C 戎芝蘭 陳卓銦 何巧儀 3 5A李穎汶

6A 梁煦媛 黃誠杰 盧嘉慧 1 6A梁煦媛 

6B 黃婉婷 蕭彥寧 梁詩嬅 2 6B黃婉婷

6C 符泳芝 鄧釗嬅 楊曉晴 3 6B蕭彥寧

上學期評估成績排行榜 兆基喜訊
�2�0�1�2�-�2�0�1�3� 年度

學校動向

本校榮獲 2012 年關愛校園獎勵
計劃小學組「關愛校園榮譽」

大家好 ! 我是蘇玉萍老師的女兒

你好嗎？我是呂敏芝主任的小寶貝

本校將於 2013-2014 年度購入 30 部 iPad 及 7 部

蘋果電腦，藉此強化「以學生為中心」之課堂特色，

發揮同學的創意、協作及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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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語
文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B 吳惠琦 普通話獨誦（季軍）

6A 黃詠琳 英語獨誦（季軍）

5B 陳巧錡 英語獨誦（季軍）

6A 梁煦媛 英語獨誦（冠軍）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12/13）

6A 黃誠杰 銅獎

6B 黃婉婷 金獎

「香港是我家」全港青少年
徵文比賽2012

5A 符鈺婉 優異獎

6A 黃誠杰 亞軍

6B 梁詩嬅 優異獎

12-13 i-classroom中文百達通
 (上學期)成績優秀獎

1A 徐家欣、1B 鍾嘉欣
1C 潘天樂、1D 劉   進
1E 劉耀文、2A 麥浩康
2C 余世隆、3A 胡希雯
3B 向紀堯、4B 陳嘉兒
5A 鍾卓熙、6C 黃矜涵

優異獎

晶文薈萃第22-24期十優作品
6C 林少媚、5B 夏嘉強
5A 何兆豐、6B 黃婉婷

十優文章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2012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網上作比賽

5A 符鈺婉、6A 黃誠杰
6B 梁詩嬅、6B黃婉婷

傑出文章獎

5A 符鈺婉、6B 梁詩嬅

6C 林少媚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5A 符鈺婉、5C 李思婷
6B 梁詩嬅、6C 林少媚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第十九屆元朗區
小學德育故事

演講比賽「廣播劇組」

5A 黃美婷、5A 馮詠之
5A 李穎汶、5A 阮泳詩
5A 何兆豐、5A 陳溢昇

冠軍

第八屆小學生
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5A 符鈺婉、5A 黃美婷
6A 陳榮洛、6A 梁煦媛
6A 黃誠杰、6A 尹晨樺
6B 梁詩嬅、6B 蕭彥寧
6B 黃婉婷、6C 林少媚

6C 楊曉晴

優異

5A 何兆豐
5A 李穎汶
5A 阮泳詩
6A 楊惠淇

良好

2012元朗區英語朗誦比賽 5B 陳巧錡 銀獎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6A 尹晨樺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星獎

3A 袁昕雨 新界區中小組優異星獎

5A 馮詠之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3A 梁皓雯 新界區中小組優異獎

3A黃彩怡、3B黃雅婷 新界區中小組良好獎

2A黃子非、1B吳嘉豪
1B麥舒雅

新界區低小組良好獎

2A 倪倩琳 參賽證書

第十九屆元朗區小學生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6A 尹晨樺 優異獎

第八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講故事)

6A尹晨樺 高級組亞軍

第八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個人朗誦)

6A尹晨樺 高小組優異獎

音
樂

2013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 
幼童組

2A 陸兆熙、2B 盧泳如 銅獎

1A 幸卓茵 銀獎

2013全港青少年
鋼琴大賽 –中童組

6C 鄧釗嬅 銀獎

6B 黃婉婷 金獎

5B 林雅儀 銅獎

2013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 
少年組

6B 吳    秦 銅獎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0歲或以下中文歌曲

童聲獨唱
4B 吳惠琦 季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8級鋼琴獨奏

6B 黃婉婷 季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4級鋼琴獨奏

5A 李頴汶 亞軍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視
藝

獅球嘜愛心基金
LOGO設計比賽

6C 何遠儀 突出表現�

我最喜愛的運動
繪畫比賽(公開)

6A 梁煦媛 優異獎

我最喜愛的運動繪畫比賽

6A 梁煦媛 冠軍

6C 何遠儀 亞軍

6C 蔡澤泓 季軍

6B 梁詩嬅 優異獎

6C 鄧釗嬅 優異獎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作比賽
 ―― 「圖像‧想像」

6B 張家莉 嘉許狀

「綠Tee小畫家」
設計比賽

4A 陳思明 嘉許狀

4B 陳悅心 嘉許狀

關愛社區
填色比賽(2013)

6A 梁煦媛 冠軍

6C 秦穎淇 入圍獎

體
育

第三十五屆
元朗區舞蹈比賽

6A 熊婉希、5B 李懿斐
6A 張慧妍、6A 潘思余
5A 劉康琳、5A 姚心怡

少年舞蹈組 銅獎

金紫荊花獎世界標準舞
公開大獎賽

18區精英公開賽（第九站）

6C 符泳芝
Solo jive第一名
Solo Samba優異

Solo cha cha 優異

3A 黃彩怡

Solo cha cha 第一名
Solo jive第一名

CR 第三名
Cha Cha Cha 第三名

Rumba第三名

元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4C 鄭灝彬、5A 陳溢昇
5B 余浩林、5C 黎德尊
5C 許瑞軒、6A 黃廣進
6A 吳晉槶、6C 張俊豪
6B 張俊傑、6B 高明賢
6C 陳鏗年、6C 蔡恆輝

男子組季軍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

5A 劉康琳、5A 姚心怡 查查查(乙級獎)

5A 劉康琳、5A 姚心怡 牛仔(乙級獎)

6A 熊婉希、5B 李懿斐 查查查(乙級獎)

6A 張慧妍、6A 潘思余 查查查(乙級獎)

3B 林子傑、3B 王敏莉 查查查(乙級獎)

李兆基書院運動會
「4X100M接力賽」

6A� 黃廣進、6B 高明賢
6B 馮俊賢、4B 林少聰

亞軍

第9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6A 熊婉希、5B 李懿斐
6A 張慧妍、6A 潘思余
5A 劉康琳、5A 姚心怡
3B 林子傑、3B 王敏莉

銅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張煊昌中學第二十一屆
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5A 趙凱琦、5B 莊秀玲
6A 張嘉琦、6B 張家莉

小學女子組
季軍

第32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2013 5A 馮竣傑
男子中童B組套拳

一等獎

其
他

2012-13香港FLL暨
Junior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5A 陳梓鈞、5A 陳溢昇
5A 何兆豐、5B 劉正朗
6A 陳榮洛、5A 馮詠之
5B 李懿斐、5A 馮柏維

6C 陳天龍

高小組
機械人表現獎 

Robot Performance 
Award (2nd Runner-up)

2012-13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 6A 黃詠琳 明日領袖�獎

2012-13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6A 熊婉希 嘉許狀

 

音
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3 –
手鐘初級組

3A 袁听雨、3B 江沛然
4B 盧家健、4B 吳惠琦
4B� 黃洛馨、5A 李穎汶
5A 何兆豐、5A 阮泳詩
5B 陳楚琪、5B 林雅儀
6A 盧嘉慧、6A 梁煦媛
6A 熊婉希、6B 梁詩嬅

6C 蔡澤泓、6C 楊曉晴

金獎

 

6B 黃婉婷

鋼琴大賽 –中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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