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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素來提倡「有禮、關愛、參與、創意」，大家習慣把它

稱為「四寶文化」。其中的「參與」，除了指提倡與人相處時，

大家應積極投入到各種討論和活動外，亦指出了我們認同「學習

即參與」的教育理念。

年長一輩都知道，從前的學校，學習模式主要是「老師講學

生聽」，是單向的傳授，很少有師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通過活

動去學習的畫面，就算不至於絕跡，也是非常罕見。在這種教學

模式中，學生學習主要是靠強記知識。到了近代，不少教育理論

都認為，學習不應該是一個單向的「老師講學生聽」的過程，學生需要在與老師和同學的互動中，逐步弄清

學習的內容，而且還需設身處地，代入情境，透過適當的活動、觀察和嘗試，才能牢固而實在地掌握知識；

此外，在學習過程中，還可以找到如何「自主學習」的方法。

不過，話得說回來，其實在幾千年前的中國，被尊稱為萬世師表的孔子，便非常重視師生之間的對話，

他會因應不同的情境，以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啟發他的學生。今天我們看到的《論語》，就一一記載着孔子和

他的弟子之間的對話。無獨有偶，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亦主張跟學生對話。他的學生柏拉圖的《對話》

一書，便記錄了蘇格拉底和學生之間彼此思想互動的過程。

今期的《校訊》，介紹了本校各科如何透過不同的活動

去提升同學水平。中文科讓同學在閱讀文章後，將對自己的

體會輸入 iPad，並透過系統操作，即時與同儕分享，讓大家

互相觀摩交流，以新科技促進了本校「讀寫結合」的發展。

英文科的「赤柱英語體驗日」，安排了參觀赤柱美利樓、學

習製作意大利薄餅、點餐及訪問外籍遊客等，過程全用英語，

讓同學獲益良多。

本校堅持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掌握最新的教育理念，

不斷改善教學法及為學生締造優良的學習環境，因為我們深

信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掌握「活」的知識，以臻卓越。透

過今期《校訊》，讓我們一窺箇中實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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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本學年添置 iPad 作為學生在

課堂中的學習工具，利用合適的 iPad 應用程式，

以及現時各種的雲端技術，使老師能將過去不可能實現

的教學意念變成可能。例如六年級同學利用 Google 的
雲端硬

碟應用程式，將自己對文章的體會輸入試算表後，老師便能即

時展示學生作品，並能讓學生互相觀摩其他同學的作品，iPad

既成為學生表達意念的媒介，也可讓學生彼此學習。從老師

觀察中，發現利用流動學習裝置，學生不單比過去更主

動參與學習，還能協助老師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的課

堂，亦可讓學習走出課室，擴濶學生的

學習空間。

合作學習是一種通過學生之間相互溝通，共同促進主體發展的過程，它強

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互相合作來達致學習目標。為何李兆基小學的同學會運用

合作學習上課？其好處是甚麼 ?

「參與」是我們四寶文化之一，合作學習是這參與文化的一種體現。本校

的課程建基於資優教育三層架構發展，把三大資優元素融入課堂，包括：創造

力、高層次思維和個人及社化能力。我們運用了合作學習策略，藉此帶動培養

學生個人及社化能力。在現今社會，無論在學或在社會工作，與人合作是必然

的事，廿一世紀的社會需要透過教育，給未來的主人翁裝備所需的與人協作的

能力，我們就是朝着這個方向，運用合作學習培育新一代。

無論學習能力較強或能力稍遜的學生，皆可透過合作學習獲

得益處。學習有很多方法，諸如聽課、閱讀、視聽、示範、討論、

實作及教別人。已有研究證明，以教別人的方法學習，其果效是

最大的，學習者能得到最大的平均學習保存率，意思是學生於學

習後可獲得最長時間記存其所學知識。因此，在李兆基小學，我

們把不同能力的學生平均分班，透過異質分組，讓學習能力較高

的同學，以示範、討論、實作及教別人等方法通曉各種知識，

從中獲得成效最大的學習；而能力稍遜的同學則在小組中透

過互動參與以建構知識，這以強帶弱的策略能為每位獨特

的孩子帶來了恰到好處的效果。

合作學習還在其他方面針對學生的能力發揮正面作

用，在下期校訊繼續跟大家分享。

iPad 教學

「合作學習」
       知多少？

跳脫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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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的

   英語寫作課程

To become a successful writer, reading is the first important step. Not only does it give 

you ideas for writing, but also provides you with a great variety of sentence patterns to 

learn and apply. Having enough practice is another crucial element. 

In our school-based writing programme, KS1 students start to learn how to write simple 

sentences. Then gradually they are guided to connect ideas to form a short paragraph. 

Finally students practise combining a few paragraphs to make a short passage. 

Through this training programme, students are well equipped for progressing to KS2. 

Different genres are included in the KS2 curriculum such as stories, expositions and so on. 

Throughout the writing sessions in KS2, students are taught more advanced skills such as 

using different ways to elaborate ideas and applying various organisational techniques.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作家，閱讀是最重要的第一步。閱讀不但能為你的創作提供靈感，

而且能從閱讀別人的文章中，學到不同的優美詞句及修辭手法。除此之外，有足夠的寫

作練習也是不可缺少的。

本校的英語寫作計劃，由小一開始同學先學習寫簡單的句子，然後會把不同的句子

組織成小段落，最後將各小段組織成為一篇文章。這個有系統的寫作訓練正是為低小同

學銜接高小課程作好準備。

而高小的寫作課程包括學習不同的文章體材，例如故事、說明文等。透過各樣的寫

作訓練，同學可以學會一些高層次的寫作技巧，例如用不同的方法去發展文章的細節部

份，或把文章的內容組織得更有條理等。

Our school-based 
        writing programme

中文成果分享

由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及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合辦的「中國語文菁英計
畫（2013/14）」初賽已於 2014 年 1 月 18 日（六）圓滿結束。此項活動考
驗同學的寫作、普通話演說及辯論的能力，本校 6A	符鈺婉同學，於芸芸參賽
者中，成功擠身首 50 名之列，榮獲菁英銅獎。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3/14）

本校每年一度的「小小小作家比賽」都讓老師們
眼前一亮。是次比賽，同學們積極參與，整體表現出
色，所寫作品文筆優美，創意無窮，令人欣喜。恭賀各
位得獎同學，亦一併感謝各位悉心指導的中文科老師！

小小小作家

本校廣播劇組以學生創作劇本《贏
在起跑線上》獲得第十九屆元朗區德育
故事演講比賽廣播劇組優異獎。活動能
培養學生的創意能力、團隊演說和合作
等共通能力，學生從活動中學會了創意
和團結的重要。

廣播劇創作比賽

本校四至六年級全體同學參加第九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暑期網上寫作比賽，再度榮獲優質學校寫
作榮譽大獎。活動成功推動了校內網上寫作的氛圍，學
生愛上寫作，愛上創意的寫作，愛上與同伴分享寫作。

第九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3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本校中文組的寫作課程以「讀寫結合」的方法帶領學生先欣賞優美的
文本，再進行寫話創作。這種以讀帶寫的方法，既可以讓學生在穩固的語
文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語文根基，又可以創作更豐富的文章。一年級到六
年級的寫作架構，學生由句子、段落、短寫以致長篇創作，循序漸進地學
習。六年級畢業班同學，在欣賞過《告別校園》的詩歌後，由老師指導和
帶領下，創作了個人的畢業詩歌，每位同學都擁有自己的畢業作品，現在
讓我們欣賞一下其中精彩之處。

讀寫結合

「書香．圍城」的同學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戶外寫作
活動，大家只要拿着一台平板電腦，就可以登入內聯網平
台，下載檔案，進行互動寫作，更可以即時瀏覽同學間的作
品，促進學習，交流意見。科技可以帶動我們認識廣闊的語
文天地外，更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真是很奇妙。

「書香．圍城」的同學利用內聯網平台，建立了一個
互相交流寫作的天地，他們透過網絡，產生互動學習的效
果。以下讓我們一起見證他們甘美的成果。

「書香．圍城」

相隔多年，其實我對這兩種零食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於是我本着好奇的心到附
近的大型商店尋找這些食物。它們給我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竟然在各個百貸公
司、商店、連市場也找不到。最後經媽媽的建議，我終於在元朗舊區中，一個殘舊的雜
貸店找到我的「寶物」了！聽那位滿面皺紋，頭髮斑白，年約八十歲的雜貸店老闆說，
這些小食已經寥寥可數，臨近要消失了！他還說：「我也打算下星期結業了，既然你攀
山涉水，遠道而來，我們也算是有緣，這些你都拿去，我免費送給你吧！」我聽到後連
聲答謝。說話間，我立即把得來不易的戒指糖嘗嘗，突然大風一吹，頭髮都黏在糖果上
了！這時候，我想起小時候常常都是這樣，每次吃這戒指糖都弄得很狠狽！

< 那些年，我們一起吃過的零食……>      節錄 6A 阮泳詩

親愛的老師，您那赤誠的愛，
喚醒了多少個迷惘的心；您真誠的
話，哺育了多少的自信心；您點燃
了多少青春，啟航了多少征帆……

《讓我再看你一眼》
  節錄 6A 馮詠之

跳脫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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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日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中我已和李兆基小學的老師們一起度過了我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貴、最有意義的歷程！一年來，我們在協作交流中不僅相互促進，相互提升，更讓我們締結了深厚的友誼，帶給我無數的感動和深深的啟迪。忘不了羅校長對我的親切鼓勵；忘不了忙碌在各個崗位的所有老師的身影；忘不了學校充滿人文關懷的每一次活動；忘不了共同備課時大家的積極討論、爭論和達成共識後的激動；忘不了工作坊時老師們全神貫注參與的情景和激情澎湃的感言與反思；忘不了在雨操場和孩子們暢快地交流、分享；忘不了參加普通話比賽後孩子們報告優異成績時的滿臉歡愉；忘不了作為香港小學唯一的代表，在教育局 MST計劃聯招會上分享、推廣工作經驗時的幸福；更忘不了中文科全體教師在我生日時給我的意外驚喜……帶著滿滿當當的收穫即將離開大家，我的心中全是感恩，全是不捨，願它化作我最真摯的祝福，祝願李小的全體師生健康快樂，祝願李小的明天更加美好、更加輝煌！

本校皮影組同學在 2014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3 日聯同聖公會聖彼

得小學、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的同學一同參與由香港偶影藝術中心主

辦的「台中戲偶藝術之旅」。是次活動目的是透過

兩地劇團的互訪、觀摩與交流活動、影偶戲演出等，

擴展學生的藝術學習經

歷，為他們提供演出的機

會，從而提升自信，擴闊

視野。

劉改燕老師
內地老師駐校分享

皮影交流

現在的兒童玩具種類繁多，有沒有想過傳統的民間小玩意有些

甚麼呢？本校於 2014 年 1 月 27 日舉行中國文化日活動。是次活動

以「民間小玩意」作為主題，目的是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帶動學生

認識民間小玩意，如陀螺、風箏、撥浪鼓、麵粉公仔、竹蜻蜓等，

同時讓他們親身體驗和感受春節傳統的喜慶氛圍。活動除了喚起同

學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認識了中國民間的兒童玩意，還引導他們認

識傳統文藝的精粹。同學們在遊戲中，親身體驗了傳統的小玩意，

同時，參與了不同的新年節慶活動，過了一個充實而滿足的一天。

語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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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is the third year that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organizes the joke contest. A lot of entries are received 
and some of them are well written. This activity aims at 
promot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s well as motivating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 fun way. 

今年已是本校第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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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英語活

動，既能提高同學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也讓同學發揮他們的創

意思維寫作英語笑話。

( 英語笑話寫作
比賽 )

2013-2014 Joke Writing Contest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jokes from KS1.
Police: Where do you live?

Man: With my parents.
Police: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Man: With me. 
Police: Where do you all live?

Man: Together.
Police: Where is your house?

Man: Next to my neighbour’s house.
Police: Where is your neighbour’s house? 

Man: If I tell you, you won’t believe me.
Police: Tell me. 

Man: Next to my house.

(From 1F Taha)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jokes from KS2.
One day, there was a fire in a hospital. When the fireman was saving the people, he saw three people lying 
in a room. The fireman saved them using mouth - to – mouth. Finally, he saved two people. However, one 
boy died. When the fireman told the boss, “I found three people in a room. I can’t save the last one, sorry!” 
The boss was surprised, “Er……that room is where dead people are put…….”
(From 6B Steven Ha)

本校於 2014 年 5 月 24 日舉辦了「赤柱英語體驗日」活動。當天，老師安排有

趣的英語學習活動，例如參觀赤柱美利樓、學習製作意大利薄餅、運用英語點餐及

訪問外籍遊客等，同學都表現得主動積極。相信各同學都在今次的赤柱之旅中獲得

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On 24 May, a group of students went on an exciting excursion to Stanley. 
A range of interesting activities were arranged such as visiting Murray 
House, pizza making, ordering food in English, interviewing foreigners and 
so on. Students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all the English activities. All of 
them gained an unforgett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Stanley.

語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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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香港 FLL 暨

Jr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本校 6A 陳梓鈞、6A 何兆豐、6B 劉正朗、6A 馮詠之、6B 李懿斐、6A 馮柏維、	

6B 陳楚琪及 6B盧翰熙同學於高小組中，以研究 'Natures	Fury' 為題，設計了一條「偵
測海嘯機械魚」來預防海嘯。順利完成機械人場地賽、機械人答辯、研究項目及團
體合作四個項目後勇奪最具創意獎（Creativity	Award）。

本校6A陳梓鈞、6A何兆豐、6B劉正朗、
6B 陳楚琪及 6B 盧翰熙同學於高小組中，運
用不同的感應器，即席完成機械人場地賽，
最後獲優異獎。

由耀中語藝教育中心舉辦的第四屆全港「親親大地」國際
繪畫比賽中，本校有三位同學得獎，分別為 6A 何兆豐同學獲得
高級組優異獎；而 1D 龍可穎同學、6A 李咏欣同學則獲得最佳
作品獎（中級及高級組）。

2B 何彥潼同學及 6A 何兆豐同學參加了
由亞洲藝粹教育中心舉辦的童畫「顯」故事
繪畫比賽，分別獲得優異獎及殿軍的佳績。

學習後記

全港 Education Afterschoo
l Programs

拼砌大賽

視藝成果
第四屆 全港 「親親大地」國際繪畫比賽

童畫「顯」故事繪畫比賽

1D 龍可穎

6A 李咏欣

6A 何兆豐

6A 何兆豐

經過了創意科藝工程小組三年的培訓，我不
但學習到新的技能，而且令我認識到科技的新世
界及見識比賽的「大場面」。

記得那次參加創意機械人大賽，當時，我既
緊張又興奮，因為要經過多項任務才可完成比賽，
但又可以看到不同隊伍的成果。雖然我們還有很
多地方要改進，但最後也體驗到成功的喜悅――

取得最佳創意獎。

當時，我感到無比的開心，平時的煩惱也除
去了！感謝唐老師和莊老師不斷悉心的照顧。多
謝大家！

2B 何彥潼

6A 何兆豐

6A 陳梓鈞

經過了這兩年的訓練，我
覺得我增值了不少，在二月的
比賽中，我不但體驗了團結精
神，還學會了寫程式，砌機械
人，還能發揮我的創意。

6B 劉正朗

我 覺 得 Lead
這個活動十分有
意義。不但能培
養我的團體合作
精神，還可以令
我更有創意。所
以我很開心能參
加這次比賽。

創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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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黃廷方慈善基金」慷慨贊助，香港藝
術節準備了 45 張 2014 年度藝術節節目《魔法
鋼琴與蕭邦短篇》免費門票。音樂會已於 2014
年 3 月 9 日假屯門大會堂公演。音樂會採用了第
80 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彼得與狼》的製作
班底精心策劃，採用 3D 技術、木偶動畫、真人
表演，再結合古典音樂的方式，打造出一則充滿
想像力的故事，讓本校小三至小六學生從新穎角
度認識古典音樂！

《魔法鋼琴與蕭邦短篇》

為配合五年級音樂科課程及擴濶學生對音樂的視野，本校安
排了 28 位五年級同學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前往香港演藝學院
參加由香港演藝學院表演藝術教育中心舉辦的「拆解大戲密碼」
工作坊。同學不但加深對粵劇的認知，而且還有機會試穿戲服，
學耍刀搶和工尺音樂椅，從遊戲活動中學習粵劇。

「拆解大戲密碼」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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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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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

午間音樂會

本校拉丁舞隊於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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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比賽
中彼此觀摩及交流，藉此體會各種
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
平，可謂獲益良多。獎項只是一
種鼓勵，最重要是他們在合

作中，培養了團隊精神
及合作精神。

香港城市室樂團於 2014 年 3 月 19 日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了
一場音樂欣賞活動。本校安排了手鐘隊及 Musical	Monkeys 隊員出席。
音樂會演出了羅素．皮克（Russell	Peck）的《玩轉室樂團》，逐一介紹
各樂器家族，讓觀眾體驗演奏管弦樂的樂趣。樂團亦獻上皮克的作品
《玩得有風格》，介紹指揮的特殊任務，還介紹了大衞．希士林（Daivd	
Haslam）那首令人捧腹大笑及展現出濃濃西班牙風格的《龍蝦小姐關妮
達》等。樂團介紹不同國家的樂風，讓學生親身體驗樂團的樂趣，帶
給同學們一個難忘的音樂經歷。

香港城市室樂團《玩轉室樂團》

本校拉丁舞隊同學參加
了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之體育

舞蹈比賽，在雙人牛仔項目上，6A
劉康琳及 6A 姚心怡取得甲級獎；另
外，6A 劉康琳、6A 姚心怡、4A 林子
傑、4A 王敏莉、3A 陳穎妍及 3C 胡煒
騏也於查查查項目上獲取乙等獎。
同學們經過多月的訓練，培養出
默契，在比賽中汲取了不少

寶貴經驗。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第十屆香港
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演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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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向來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並為其擴闊視野，故

繼 2013 年 12 月份的台灣交流團後，我們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再次舉辦一連四天的北京「歷史及文化」考察之旅。我們希望

透過親身的接觸和體驗，讓學生對北京的歷史及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在是次旅程中，我們遊覽過從前門禁深嚴的故宮；到過萬里長城

當過「好漢」；參觀了屬於中國人的奧運場地──鳥巢、水立方；走

訪過專門孕育國家級運動員的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親眼看過

他們艱苦的訓練過程；還參觀了充滿藝術氛圍的 798 藝術區；更與安

華里第一小學的師生一起上了一節極具互動性的音樂課。這次旅程，實

在讓我們的學生大開眼界，畢生難忘。

我曾多次到訪北京，亦遊覽了當地大大小小的歷史名勝，讓我驚訝的是北京城已因城市的急速發展而失色不少，歷史氣息大不如前。

諸如王府井大街變了；連萬里長城也有先進的扶手電梯及纜車了；長城上幾乎每一塊磚頭都被刻上深深的字體，磨也磨不掉；人們竟然在

本應讓人肅穆起敬的長城上野餐起來了……大家都似乎忘記了這偉大長城的真正意義，大家到底為甚麼要千里迢迢地到長城？凡此種種，

看在眼裏，除了無奈、可惜，就還是無奈、可惜！

北京「歷史及文化」考察之旅

學 生 心 聲

陳思明 5B

這次是我第一次離開媽媽這麼久，這

麼遠；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乘坐飛機；這次

是我第一次住酒店開派對……有太多、太

多的第一次；這次還是首次讓爸爸媽媽知

道我已真正長大了。

在整個旅途中，我要感謝的人是黃燕

主任及吳惠琦同學。因為黃主任在整個境

外學習的過程當中，都在照顧我們，不認

識我們的人可能會以為黃主任就是我們整

隊人的媽媽呢。黃主任，謝謝您！至於惠

琦，常常在我最糟的時候，幫我拿這個，

幫我拿那個；我們還一起談天呢。謝謝你，

惠琦。

北京的一切都使我非常難忘，我長大

後，一定會再去北京的。

陳港鵬 6B

這次旅行中，我學習了如何與同學們互相

幫助。

即使我們有紛爭，我們都會自己解決，不

會打擾到老師。

我可以爬到長城的第八個烽火台 , 十分高

興。我也在長城知道了關於烽火台的故事。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與同學們一起去旅行，

但是這次也都是最後一次，所以我十分珍惜這

次去北京的機會。

陳楚琪 6B

在這個交流團中 , 我學習了自理。在沒

有父母的情況下 , 我能依老師的指示下做

好每件事。

我還知道了北京八達嶺長城及故宮的

歷史。更知道古時的人的智慧是有多高的。

我還知道了北京當地學生平時學習的

東西。在什剎刹海體育運動學校裏的學生學

了很多運動，而安華里第一小學裏的學生

則對藝術很感興趣的。

謝寶琳 5A

這次旅程雖然只有四天時間，但老師

為我們安排的節目卻非常豐富。它讓我認

識了北京的歷史和文化，使我大開眼界；

它讓我認識了很多北京的學生，收穫非常

豐富。它還讓我有機會攀爬萬里長城，使

我當上了一次「好漢」。謝謝老師們，是

你們讓我認識世界的機會，是你們給我學

會獨立的機會，也是你們給了我和同伴愉

快學習和相處的寶貴時間。

陳悅心 5B

經過四天三夜的北京交流團，我非常

開心，因為可以和二十位同學一起學習和

遊玩。我希望可以再去一次北京。我最難

忘的旅程是「爬」萬里長城。本以為爬長

城只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愈爬高得，路面

愈斜，我就感到愈辛苦。幸好，我始終沒

有放棄，最終完成「任務」，真是一次難

忘的經歷。

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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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教育營

本年度教育營以「關愛校園，由我做起」為題，目的讓同學和班主

任有更深入的溝通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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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雖然驟晴驟雨，但總算順利完成所有活動，同學一

起在團隊遊戲中學習，體現自律自理、互相尊重及接納，同學的表現更獲

營地導師及社工的讚賞，期望同學在營內所學的能延續到下學年，提升班

內的凝聚力及團隊精神。

本校舉行形體操是為了建立健康校園文化及喚醒同學注

意恆常運動，也希望加強同學對形體操的認識、培養同學們團

隊合作精神以及激發學生的創意。本校於 2014 年 2 月 27 日

順利舉辦了「第十一屆形體操決賽」。本年度有幸邀得香港青

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校長李白蘭女士擔任嘉賓評判。各評判依據

參賽者的動作質素、合作性、創意度及投入感作為評分準則，

決定金、銀、銅及優異獎各項獎項。

第十一屆形體操決賽

比賽結果 : 6B	金獎			4B 銀獎				3A 銅獎

2A 優異獎		5B 優異獎		6A 優異獎

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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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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日的小組教學外，還舉辦了許多精彩的活動。其中包括「愛心

之旅」義工服務，這項活動讓學生提升對學校和社區的歸屬感。另外，四年級的抗逆大使去到

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鄰舍中心探訪中心的「老友記」，而六年級的抗逆大使，連同仁愛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去到天恩邨

探訪長期病患者。小五組員則在校內宣揚積極樂觀的訊息，向同學派發打氣書籤。

戶外訓練方面，四年級組員接受了兩日一夜的「再戰營會」集訓，進行不同的歷奇挑戰和

紀律訓練，學習面對逆境。五、六年級分別進行「山頂之旅」和「校內挑戰」的活動，組員在太

平山頂進行定向任務和遊客訪問，他們又發揮烹飪才能製作豐富的美食，從而加強解難技能和團

隊合作技巧。

四年級的家長參加了我們舉辦的工作坊，認識提升子女抗逆力的技巧，更與學生透過「親子

日營」增進親子關係。

本年度小四至小六的「成長的天空計劃」

經已順利完成，感謝同學、家長和老師的支

持。各位抗逆大使要記住將抗逆精神

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延

續下去呀！

為配合訓輔主題「自理」，本年度舉辦的突破自我訓練營目的是讓學生學習自理和獨立，我們邀請到校外社

工及導師，為低小學生進行一天的校內日營及高小學生進行兩日一夜的宿營。低小訓練內容包括儀容整理、分擔

簡單家務、餐桌禮儀及收拾個人物品。社工透過有趣的活動讓學生體驗及自行完成各項任務，讓學生在日常生活

中仍能運用所學。高小訓練於西貢戶外活動中心以宿營形式進行，要求學生整理床舖及個人物品，培養學生的紀

律和責任感；更安排營後家居自理跟進及重聚活動，以嘉許於訓練後在家中及學校仍能運用所學的同學。

低小突破自我

高小突破自我

關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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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基喜訊

何敏琪老師的一對可愛寶貝

黃愛雲老師的兒子 Mike

楊慧莊姑娘的仔仔

衷心祝願各位老師的孩子能
健康快樂地成長。

麥　詩老師的女兒 Viann

2013-2014 年度全學年各科成績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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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李嘉慧 2D	葉天明 3A	麥靖嵐 4B	范樂怡 5A	黃穎屏 6A	符鈺婉
第二名 1D	張毓清 2B	楊文廣 3A	梁嘉軒 4B	袁昕雨 5B	黃洛馨		5C	廖寶森 6B	林雅儀
第三名 1F	林怡萱		1D	唐星旎 2B	吳芸禧		2D	黃卓姿 3A	陳穎妍 4A	王穎琪 / 6A	黃美婷

英 
文

第一名 1D	唐星旎 2A	羅康瑜 3B	盧泳如 4B	范樂怡 5A	鄭可澄 6A	何兆豐
第二名 1C	唐禮勤 2A	林文希 3A	陳穎妍 4A	王穎琪 5A	黃穎屏 6A	李穎汶

第三名 1B	楊尚澄 2A	劉嘉晴 3A	梁嘉軒		3A	熊文文 4A	蔣　証 5B	黃洛馨		5A	盧家健 6B	陳巧錡		6B	劉正朗

數 
學

第一名 1B	楊尚澄
2A	林文希		2C	葉鍵成

2A	羅康瑜
3A	梁嘉軒 4B	陳宇桐 5B	黃子謙 6B	石梓鋒

第二名
1B	丁澤瑞		1F	李嘉慧

1E	張珈瑄
/

3A	張竣霖		3A	陸兆熙
3C	黃梓軒

4A	林子傑 5C	李子聰
6B	陳港鵬		6B	黃子雅
6B	劉正朗		6A	饒宇陽

第三名 / / / 4A	王穎琪		4B	范樂怡 5B	吳惠琦		5B	高紫晴 /

綜
合
生
活
教
育

第一名
1A	呂昊杰		1D	唐星旎
1A	梁綽軒		1E	謝健樂

2A	幸卓茵		2C	梁漢軒 3A	梁嘉軒		3A	陳穎妍 4B	范樂怡		4B	黃彩怡 5C	李子聰 6B	盧翰熙		6A	蕭文希

第二名 / / / / 5A	黃穎屏 /

第三名 / 2B	梁建熙 3A	倪倩琳 4A	王穎琪		4B	葉美欣 5A	盧家健 6A	何兆豐

學
科
首
名
獎

普通話 1E	張珈瑄 2B	曾曉楠 3A	麥靖嵐 4B	袁昕雨 5A	張佩嫻 6A	饒宇陽

電腦 1E	鄧俊樂 2A	林文希 3A	叶竣凱 4A	王穎琪 5C	陸文進 6B	石梓鋒

體
藝
表
現
卓
越
獎

音樂 1A	陳梓澄 2C	陳心悅 3A	陳穎妍 4B	陳綺琪 5B	吳惠琦 6A	李穎汶

視覺
藝術

1E	鄭曉筠 2A	黃煒貽 3A	梁嘉軒 4B	李靄琳 5B	吳惠琦 6A	何兆豐

體育 1B	楊世炫		1A	潘凱晴 2D	張澤林		2A	鍾嘉欣 3C	黃冠熹		3A	陳穎妍 4B	陳榮志		4B	葉美欣 5C	鄭灝彬		5B	邱暄允 6C	黎德尊		6B	莊秀玲

級別 品學兼優（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良（全級第二或第三）
一年級 1E 張珈瑄 1D 唐星旎 1A 陳梓澄
二年級 2A 林文希 2D葉天明 2C 葉鍵成
三年級 3A 梁嘉軒 3A 陳穎妍 3B 盧泳如
四年級 4B 范樂怡 4A 王穎琪 4B 黃彩怡
五年級 5A 黃穎屏 5B 吳惠琦 5B 黃洛馨
六年級 6B 黃子雅 6A 李穎汶 6A 何兆豐

2013-2014 年度
全學年全級測考成績排行榜

2013-2014 年度
全學年各班測考成績排行榜

班別
全班首三名

1 2 3
1A 陳梓澄 黃苡澄 潘凱晴
1B 楊尚澄 雷懿瑜 丁澤瑞
1C 劉亦思 勞子恒 唐禮勤
1D 唐星旎 龍可穎 張毓清
1E 張珈瑄 余金鎧 歐陽宛兒
1F 李嘉慧 林怡萱 劉一璽

2A 林文希
吳嘉豪
劉嘉晴

/

2B 何彥潼
吳芸禧
梁建熙

/

2C 葉鍵成 梁漢軒 陳穎君
2D 葉天明 林卓軒 黃卓姿
3A 梁嘉軒 陳穎妍 麥靖嵐
3B 盧泳如 嚴文翊 余世隆
3C 張浩峰 黃梓軒 黃冠熹
4A 王穎琪 林子傑 蔣　証
4B 范樂怡 黃彩怡 袁昕雨
5A 黃穎屏 盧家健 張佩嫻
5B 吳惠琦 黃洛馨 高紫晴
5C 廖寶森 張竣喬 李子聰
6A 李穎汶 何兆豐 符鈺婉
6B 黃子雅 石梓鋒 林雅儀
6C 戎芝蘭 陳卓銦 何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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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 2 0 1 4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活動 學生 獎項

語
文

中國書畫藝術水平考級證書

5B林思妤 五等

6A符鈺婉、張緣香
6C陳俊曦、陳俊曦、姜耀祖

六等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3/2014） 6A符鈺婉 銅獎

第六屆《Crossover	寫作起革命》

6A阮泳詩、李穎汶 Crossover	創作組合大獎

5A張佩嫻、盧家健、黃穎屏

優秀文章獎（小五）5B吳惠琦、黃洛馨

5C陳冬櫻、陳珮盈、林嘉怡

6A符鈺婉、馮竣傑、阮泳詩 優秀文章獎（小六）

6B張		杰、劉正朗、黃子雅

6C陳卓銦、黎德尊、羅卓琳

香港中小學中文寫作水平考試 6A符鈺婉、鄧富新		6B盧翰熙、夏嘉強 A等

第二十屆元朗區小學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4B黃彩怡、袁昕雨  

 5A張佩嫻  5B吳惠琦、陳思明、林思妤  5C廖寶森
6A黃美婷、馮詠之、馮詠之、陳溢昇、阮泳詩、李穎汶

優異獎

第九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3	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5A黃穎屏			6A符鈺婉 傑出文章獎

4B陳榮志、黃彩怡、范樂怡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第27-29期

6C戎芝蘭 第27	期十優文章

6A符鈺婉 第27	期十優文章

6A阮泳詩 第27	期十優文章

6A阮泳詩 第27	期十優文章

6A符鈺婉 第28期十優文章

6A阮泳詩 第29	期十優文章

2013元朗區英文朗誦比賽 6B陳巧錡 銀獎

中國香港普通話朗誦才藝大賽全港總決賽(2013) 4B袁昕雨
詩歌組季軍
唐詩組冠軍

音
樂

全港青少年鋼琴比賽2014

6B	林雅儀 銅獎

6A李穎刹汶 銅獎

2A幸卓茵 銀獎

2B葉家僖 銅獎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13歲或以下中文
歌曲女聲獨唱

5B吳惠琦 季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13歲或以下中文歌曲女聲獨唱（鋼琴伴奏）

6A李穎汶 季軍

視
藝

第四屆	全港「親親大地」國際繪畫比賽

6A何兆豐 高級組優異獎

	6A李咏欣 高級組佳作獎

1D龍可穎 中級組佳作獎

童畫「顯」故事繪畫比賽
2B何彥潼 優異獎

6A何兆豐 殿軍

體
育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

6A劉康琳、姚心怡 查查查(乙級獎)

6A劉康琳、姚心怡 牛仔(甲級獎)

4A林子傑、王敏莉 查查查(乙級獎)

3A陳穎妍		3C胡煒騏 查查查(乙級獎)

第十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隊際賽C組）

3A陳穎妍		3B陳思雨			3C胡煒騏		4A林子傑、王敏莉
4B吳美慧、李靄琳		5A譚穎恩	5B黃紫榕

銅獎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暨國粹精英大匯演 6A馮竣傑
套拳一等獎
短器械一等獎

2014簡易運動大賽--TRY欖球比賽
4A江沛然

4B陳榮志、文嘉楠、衛立文、陳祿棋
6C蔡梓熙、王浩賢、邱梓尊

優異獎

其
他

2012-2013年度元朗區
內地新來港定居學生獎學金計劃		

6A	符鈺婉 傑出學生獎

2013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A	符鈺婉 優秀學生獎

2013-2014香港FLL暨Jr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6B李懿斐

6A何兆豐、馮柏維、馮詠之、陳梓鈞
6B陳楚琪、盧翰熙、劉正朗

最具創意獎
Creativity	Award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6A何兆豐 傑出小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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