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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們創校的十五周年。回顧過去，我們的工作，主要體現在與家長合作，為同學謀求最大利益方面，
好為他們提供最好的學習安排，使所有同學的潛能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在我們學校，學習的涵義，除了是課本的學習內容外，我們亦會由低年級開始，讓同學掌握拼音和各種小
組協作學習方法等，並逐步讓他們掌握不同的學習策略，例如採用腦圖、溫氏圖等，協助思考和討論，掌握分
析文章的結構，以加強閱讀能力等。通過這些安排，同學可以在升上中學之前，充分裝備自主學習的技巧和能力。

但以上所說的，只是學生在小學階段應具備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要讓所有同學的潛能都得到最大限
度的發揮，還需要多走一步。　

我們重視培養同學多閱讀，因為我們透過閱讀所得到的知識和想像空間是無盡的。特別是對能力較強的同
學來說，他們需要更寬裕的空間進行閱讀，讓他們可以按個人的能力、興趣和進度自由閱讀，他們得到的收穫
便可以超越課程範圍，學習動機亦得以加強。我們亦設立了多個拔尖小組，範圍涵蓋語文、數學、創意、藝術
和體育等，旨在透過靈活的方式，讓具有不同智能專長的同學發展潛能。例如「書香 ‧ 圍城」小組的戶外寫作、
英語大使的日常應用英語訓練、視覺藝術小組的陶藝和塑膠彩創作等，都大大拓闊了他們的發展空間。

在我們為學生提供最佳發展機會的同時，亦注意到教育機會的平等。一方面，我們採用混合能力分班；另
一方面，在溫習週和中英文寫作等時候，按能力編組，以平衡同學的發展機會和發展空間。又以十五周年校慶
的兩項主要活動為例，在設計「澳洲英語遊踪獎勵計劃」時，我們關注行程的安排不能將貨就價；安排英語音
樂劇演出時，我們聘請了專業的導師為同學提供訓練，這些均令支出有所增加，所以我們預先為同學安排好財
政上的支援，使大家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無法參加這些活動。

本校創立的宗旨，是要為天水圍地區提供優質教育。我們經常強調，在李兆基小學，機會處處，因為我們
為學生的學習，隨時作出最好的安排和支援，而同學們所需的就是努力地追求卓越，以臻至善。

 有教無類．出類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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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式學習

上期校訊，我們分享了在混合能力課堂老師如何運用合作學習的異質分組為不同能力學生帶來的好處。其實，合

作學習還可針對資優學生的發展發揮作用。

已有研究證明，資優學生若可與資質相近的同學一起學習，學習成績最見進步。故此，即使我們採用混合能力方

式編班，老師亦會因應情況或課題實施同質分組，安排時間讓資優學生一起學習，目的用作促進這些學生在縱向及

橫向上的發展。同質分組是指把能力、學習成績或興趣相近的學生編在一組。縱向發展是指加速學習的機會，例如：

高小學生學習初中課程內容；橫向發展則指增益或延伸性學習，例如：在綜合生活教育科環保教育課程的基礎上，認

識及比較其他城市的環保設施及政策。

我們實施了好幾年的中、英文能力分組作文，便是同質分組的成功例子！配合這同質分組作文課程，我們每年

開學前均須在編時間表上預早作出安排，務求讓各班的資優學生可在同一個時段走在一起，深入研習各類文體的寫

作技巧。有關課程推行了數年時間，所有的施教老師均認為，同質分組除了讓資優學生受

惠外，能力稍遜學生也因此而獲得補底學習的機會。

只要專業的老師把合作學習的策略用得其所，不論甚麼資質的學生皆可在混合能力

的班內得到發揮潛能的機會。

「合作學習」正面睇(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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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校踏入第十五周年，學校特別安排了一連串的

慶祝活動，而其中一件盛事就是英語音樂劇 ，劇目為 Prince 

Frogcesco。

音樂是全球性的語言，無論是來自任何國家或任何背景，

悅耳的音樂不但能令人心情愉快，而且歌曲中的信息也會令人

容易明瞭。故此，音樂劇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平台，

讓同學能享受音樂，同時也可以從音樂劇中學習。

於音樂劇的訓練過程中，無論是小一或小六

的學生，他們都能十分投入不同的綵排活動，例

如唱歌、排戲或跳舞等。這些不同的訓練除了加

強同學在音樂、藝術及語文方面的能力，更可以

提升同學互相合作的默契、溝通能力，以及自我

管理的能力等。

1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 Musicals

十五周年

重點活動

十五周年音樂劇

探討澳洲的地理環境 利用 iPad 上網搜集資料

認識澳洲文化

認識澳洲人的飲食習慣

「澳洲英語遊蹤」考察之旅

另一件慶祝學校十五周年的活動，就是由去年開始籌備的「澳洲英語遊蹤」考察之旅。此獎勵計劃

是按同學學習英語的情況及按他們於各項英語活動的表現而挑選參加者的。入選的同學會獲李兆基博士

基金贊助大部份費用。經過一輪甄選過程，本校已選出 18 位同學，而當中包括小四至已升上中一的本

校畢業生。所有參加者會由老師帶領到澳洲遊學九天，入住當地家庭與當地學生交流及。

在出發前，所有參加者必須參加一系列英語訓練課程，其中包括認識澳洲文化、餐桌禮儀及其他溝

通技巧等。透過設計不同的課程，同學需要進行不同的自學活動，讓他們搜集及學習更多的課外知識，

例如澳洲的地理環境、天氣及一些名勝地點等。期望同學完成這些課程後，可提升他們各種共通能力及

學習技巧。

Australian Stud
y Tour

本校外籍老師 Mr Kevin 吳佩儀副校及呂敏芝主任共同
設計了一系列介紹澳洲的課程，為同學出發前作好準備。

澳洲遊蹤學前班

讓同學能享受音樂，同時也可以從音樂劇中學習。

的學生，他們都能十分投入不同的綵排活動，例

如唱歌、排戲或跳舞等。這些不同的訓練除了加

強同學在音樂、藝術及語文方面的能力，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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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活動

「 書 香． 圍 城 」 同 學 參 加 第 二 屆 Silent 
Amazing Race 聽障體驗社區教育計劃活動，經
過一輪的智力和緊密的團隊合作，最後奪得全
場亞軍。這是全港首創以比賽形式讓學生體驗
無聲世界的大型活動，活動提高同學對「聾健
共融」的認識，各同學參與了五個不同的聽障
比賽項目，並將當日的情況寫成文章。

書香．圍城的同學從生活中體驗，從感悟中寫出優美的文章。讓我們看看他
們參與活動中的情況。

書香．圍城活動

香港航空「飛上雲霄」學生航空體驗計劃為同學提供了一個穿梭機場，

親身窺探航空業的機會。

同學除了可以參觀客運大樓櫃台及地面服務流程外，更可以登上飛機，

甚至親身走進駕駛艙與機長對話，這是一次零距離接觸航

空業的真面目。以下讓我們欣賞一下同學體驗後的速寫。

時間像烏龜一樣一步三搖地慢慢爬過，終於等到參觀飛機艙的時刻了！梁老師把我們分成四

組，分別進入飛機的駕駛艙﹑客艙和廚房參觀。

我們這一組非常榮幸，因為可以先到駕駛艙參觀。我三步��兩步登上飛機，直奔駕駛艙。我一踏

入駕駛艙就像進入了一個按鈕大世界。我張��大嘴：「哇！這麼多的按鈕，比我平時玩的遊戲機的按

鈕多上幾百倍。」身邊的機長哥哥笑��說：「每一個按鈕都有自己的功能，飛行員只有準確操作，飛

機才能安全起降。」「飛行員的工作真不簡單啊！看來馬虎的我是不可能成為一名飛行員了。」我

想，機長哥哥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便大聲說︰「同學們只要好好學習，將來都可以成為一名飛行

員。」我握緊拳頭，用牙齒使勁咬了咬嘴唇，心想：我一定要改掉粗心的毛病！

時間像烏龜一樣一步三搖地慢慢爬過，終於等到參觀飛機艙的時刻了！梁老師把我們分成四時間像烏龜一樣一步三搖地慢慢爬過，終於等到參觀飛機艙的時刻了！梁老師把我們分成四時間像烏龜一樣一步三搖地慢慢爬過，終於等到參觀飛機艙的時刻了！梁老師把我們分成四時間像烏龜一樣一步三搖地慢慢爬過，終於等到參觀飛機艙的時刻了！梁老師把我們分成四

學生分享

甚至親身走進駕駛艙與機長對話，這是一次零距離接觸航

空業的真面目。以下讓我們欣賞一下同學體驗後的速寫。

香港航空「飛上雲霄」學生航空體驗計劃為同學提供了一個穿梭機場，

I.「飛上雲霄」學生航空體驗計劃

員。」我握緊拳頭，用牙齒使勁咬了咬嘴唇，心想：我一定要改掉粗心的毛病！

閱讀報告分享會閱讀報告分享會閱讀報告分享會閱讀報告分享會閱讀報告分享會

中文故事演講比賽中文故事演講比賽中文故事演講比賽中文故事演講比賽中文故事演講比賽其他活動 皮影班

大家好！我是馬海豔老師，來自內地吉林省長春市，是長春市名校朝陽區明德小學的教師。從教 24 年來，始終堅持工作在教育教學最前沿，可謂

桃李芬芳、業績突出。我用智慧的愛滋養學生；用審美的境界培育學生；用科學的精神啟迪學生。先後被授予“長春市學科骨幹教師、長春市教育科研

骨幹、長春市教育系統楷模、長春市優秀少先隊中隊輔導員、長春市朝陽區名班主任、長春市朝陽區先

進個人、長春市朝陽區優秀班主任＂等多項榮譽稱號。

來港工作後，我被安排到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一進校園，馬老師就被優美的校園環境，多

元的校園文化吸引，更讓我欽佩的是校長深厚的文化底蘊；中文科主任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老師們勤

奮敬業的工作態度。我很快地積極投入工作中。參與推普工作，小息時與學生零距離接觸，為學生提供

普通話語境。積極參與教師備課研討，針對文本提出可行性建議。觀課評課，有的放矢地提出建議，有

針對性地做工作坊，積極參與早會分享，積極做古詩示範課。

馬老師在李兆基小學的工作是忙碌充實並快樂的！希望在這一年裏，能夠多為李兆基小學做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

內地老師馬海豔老師分享

「 書 香． 圍 城 」 同 學 參 加 第 二 屆 Silent 

II. AMAZING RACE 聽障體驗活動

�S�A 袁昕雨 �( 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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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s our school tradition, a P.5 English day camp 
is held after the examinations. This year all of the 
game booths were designed by a group of English 
Ambassadors. A variety of fun activities and games were 
prepared, such as Hunting Game, Egg and Spoon Race 
and Spelling Bee.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ated and 
the school hall was full of happiness and excitement.

小五英語日營已成為我校傳統的試後活動。今年，

所有的英語攤位遊戲都是由本校的英語大使設計。而當

日的集體遊戲更是十分有趣及多元化，同學需要用英語

作答及進行活動。整體來說，同學於活動當日非常投入，

全場充滿着愉快及刺激的氣氛。

語文活動

This year, our school has recruited one 
more NET. She is Miss Leena. She mainly 
teaches P.3 PLP-R/W lessons and P.5, P6 Oral 
lessons. 

She is a friendly teacher and loves working 
with students. In her lessons, she uses different 
language activities such as songs, chants and 
rhymes. Most of the students enjoy the lessons 
a lot.

本校今年增聘了一位新的外籍老師 Miss Leena，她主

要任教小三閱讀課及小五、小六的會話課。

Miss Leena 為人友善，樂於任教小朋友。她在課堂加

入了多元化的語文活動如唱歌、朗讀短詩等。課堂內容豐

富有趣，同學都十分投入學習課堂上的內容。

Our new native
-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我們的新外籍老師 – Miss Leena

English D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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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播有感（6B 陳思明
）

小主播有感（6
B 吳惠琪）

還記得我第一次當小記者是要在運動會採訪老

師和同學。當日我的心情既忐忑又興奮！經過一

年的「訓練」，現在我對着鏡頭說話和採訪時都

較自如了。但如果你問我，當小記者辛苦嗎？當

然了！不過這份工作卻讓我獲益良多。它教會我

處事謹慎，在拍攝時不要忘了開麥克風；它教會

我待人要有禮，採訪時要保持禮儀；它教會我要

懂得互相幫助，和拍檔配合，拍出一個好節目。

在節目播出時，我看着屏幕中的自己，看着我用

心「泡製」的片段，往往會令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因為這是我努力而得來的成果啊！我期待下一次

的拍攝工作，也期待未來能在螢幕中看到你。

參與校園電視台的活動令我學會了很多說�話的技巧、情感表達的

方法及「執生」的反應，而在校園電視台所學的所有知識，都可以應

用到日常生活中，十分受用呢！

其實，無論採訪、還是直播都提升了我的自信心。當我拍完每條

短片後，我會有很大的滿足感。有一次拍攝校園電視台完畢後老師跟

我說：「唔該曬！」這令我感到十分高興。但轉念一想，其實我並不

認為是�我在幫助老師，倒是自己多獲取了一次經驗、一些知識、一絲

放鬆的機會……故此，我要感謝老師，而不是老師來跟我說「謝謝」。

除了要感謝老師，我還要感謝我的好搭檔、好朋友、好同學，如

果沒有她，我就不能在鏡頭前發揮自如，不能想到一些有創意的東

西，不會有人替我分擔我的緊張情緒！謝謝你，吳惠琦同學！

老師感言（周永強老
師）

對於自幼沉醉於文字世界的我，某天忽然被成功「抬」舉為象

徵電子世界的校園電視台「台長」，那種「驚起」之情，自是不言

而喻……
困惑歸困惑，「開荒牛」也得身負「重任」啟程上路！所幸的是，

幾乎全校上上下下的同學們，都以自己最大的熱情和積極性，投入

到電視台的工作和活動中：一個個精靈睿智的小腦袋，一張張愉快

學習的歡笑臉，一張張能說會道的伶牙俐齒，以及全校齊心協力的

配合……都使我們忘記了疲累，感到興奮，感到欣慰。　

但願未來的日子，同學們不單是鏡頭前後的「小明星」，更是

堅實學術領域裏熠熠生輝的「大明星」；到那時候，我這位「電視

先生」，也定必老懷安慰，為我們的同學報以殷羨、激賞的目光。

創意科藝 Scratch StoryScratch Story

LSKTV 校園電視節目表
所有校園節目均安排於生活成長課、

早會、午膳及德育課等時間作定期播放。

校園電視台

語文台

中文科
語文知識大搜查

佳作共賞

英文科
Good Book Sharing

LSK TV Show

普通話 粵普對對碰

圖書組 閱讀「悅」開心

通識台

數學科
解難動腦
急轉彎

綜合生活教育科 時事新聞眼

電腦科 IT 達人

音樂科 愛心點唱站

視藝科 放眼藝術

體育科 體壇時事

德育及生活成長課 三自盡顯現

資訊台 校園小記者 校園小記者採訪節目

創意科藝工程小組 (LEAD) 在 2014 年 12 月

於元朗區中小學優質教育聯展中 , 運用 Scratch 軟

體 , 創造了不同的 Scratch 平板電腦遊戲，如踢足

球、找物件、配對圖片……這批三至四年級學生

運用 iPad，再配合他們編寫的 Scratch 電腦程式，

讓玩家能於遊戲當中當主角及即埸創作遊戲。在

創作及展示的過程中，�培養了學生對編輯遊戲程

式的興趣及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功感。

老師感言（周永強老
師）

老師感言（周永強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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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生共 73 人參加了「悲鴻萬馬奔騰—青少年

裝置藝術作品展」，設計和創作出獨一無二、形態萬千且富有創
意的奔馬。作品完成後，將會於 2015 年 1 月 22 日至 26 日在中環
PMQ 元創方展出，屆時逾萬隻由小學生及青少年親手創作的「悲鴻
奔馬」紙模型將一覽無遺，是項壯舉擬申報為健力士世界紀錄。

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生共 73 人參加了「悲鴻萬馬奔騰—青少年

悲鴻萬馬奔騰
 - 青少年裝置藝術作品展

管風琴導賞音樂會

為擴濶學生的眼界，本校安排 25 位四年級同學
於 2014 年 10 月 9 日到香港文化中心參加康樂及
文化事務處所舉辦的「超越時空的樂器 – 管風琴
導賞音樂會」。同學親身體驗樂器之王「管風琴」
百變的聲音，透過大螢幕走進管風琴的密室，了解
管風琴的構造。管風琴的構造。

由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歌劇院、香港電
台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要贊
助，利希慎基金為策略伙伴的「譜 Teen 同
唱」萬人音樂會於 2014 年 12 月 6 日假
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近萬位青年參加者
同時成為演出者，透過大合唱、無伴奏合
唱、管弦樂團演奏、舞蹈，以及大型多媒
體製作並結合音樂教育，凝聚年輕
人的正向能量，唱出希望之聲，將
歡樂傳送至社會不同角落。本校共
有50位師生及家長參加是次活動，
同學們不但學會唱貝多芬第九交響
曲第四樂章的其中一節﹙原曲德文
版的《快樂頌》﹚並共同打破透過
電台現場用廣東話演唱《快樂頌》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譜Teen同唱」萬人音樂會

唱、管弦樂團演奏、舞蹈，以及大型多媒

由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歌劇院、香港電

「譜Teen同唱」萬人音樂會「譜Teen同唱」萬人音樂會「譜Teen同唱」萬人音樂會

為配合本校音樂科課程，本校安排 25 位五、六年
級同學於 2014 年 10 月 29 日到北區大會堂參加康樂
及文化事務處所舉辦的「香港青苗粵劇團 — 粵劇導賞
演出」。在活動中，同學有機會學耍刀槍，試穿戲服
及化妝，從中學習粵劇的基本
知識及表演技巧。

這是由 Theatre Noir 主辦，一齣富有
啟�發性的英語音樂劇。故事內容令同
學反思對追求「完美」的看法，
讓同學明白原來「人」根本是不
能「完美」，人應要接納自己的
不足，學習別人的長處。

本校安排了 55 位六年級及音
樂劇組同學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到屯門大會堂欣賞音樂劇演
出，從中學習音樂劇的演出技巧
及作個人反思。

I Ḿ PERFECT英語音樂劇

Musical Monkeys 於聖誕前夕到多間幼稚園探訪，
藉此與天水圍社區保持聯繫，同時也將聖誕的歡樂
與區內的小朋友分享。

粵劇工作坊

Musical Monkeys 聖誕幼稚園探訪

與區內的小朋友分享。

Musical Monkeys 於聖誕前夕到多間幼稚園探訪，
藉此與天水圍社區保持聯繫，同時也將聖誕的歡樂

Musical Monkeys 聖誕幼稚園探訪Musical Monkeys 聖誕幼稚園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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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科技學習日

為了培養同學對數學及普通話的學習興趣，數學

科及普通話科舉行了「數學普通話遊蹤」活動，一至

六年級分別分組合作完成各項數學難題及普通話任務。

活動營造了校內數學解難及聽說普通話的氣氛，

讓同學在一片充滿探究及敢說普通話、會說普通話和

愛說普通話的情況下增加對這兩科的學習興趣。

體驗活動

為了培養同學對數學及普通話的學習興趣，數學
數學普通話遊蹤

科學與科技學習日

綜合生活教育科在各年級舉辦科學與科技學習日，希望透

過是次探究活動培養學生對事物的好奇心，讓他們通過探索，

認識科學、科技與日常生活的緊密關係，從而提升他們學習科

學的動機及啟發高階邏輯思維。

本校的教育性參觀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

他地方，如天水圍消防局、環保園及香港科學館等，

讓學生獲得不少難忘的體驗。
他地方，如天水圍消防局、環保園及香港科學館等，

讓學生獲得不少難忘的體驗。

教育性參觀

為了讓學生與時並進及善用資訊科技學習，本組透過在線

的移動學習，以屏山文物徑內不同的景點作定位座標，設計活

動，讓學生沿着所設計的路線進行自主學習。

屏山文物徑 --- 移動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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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假天水圍運動場順利完成。本年有幸邀得前香港教育學院健康

與體育學系署理系主任及副教授李宗博士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

賓。學生盡情投入參與各項賽事，發揚體育精神。本年度更有

兩個項目打破大會紀錄。

為了配合學校的「參與」文化，本

年度繼續舉辦「一至二年級親子 100 米

接力賽」及「幼稚園親子競技賽」，報

名反應熱烈，以破歷年紀錄合共 127 個

家庭報名參與親子 100 米接力賽。而當

日下午各項賽事包括「班際接力賽」及

「幼稚園親子競技賽」更將全日活動氣

氛推至高峰。

體育活動

本校二十四名運動員於 2014 年 11 月 27 及 28 日參加 2014-2015 年度元朗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運動員表現積極投入，成績令人滿意。經過一連兩天激烈的比賽，本校

運動員獲得了下列獎項：

6A ＳＴＥＶＥ  男子甲組跳高第六名  
                    男子甲組 400m 第六名
6B 邱暄允      女子甲組跳高第八名
6B 林少聰      男子特別組 200m 冠軍
6C 鄭灝彬      男子特別組 100m 季軍

本校二十四名運動員於 2014 年 11 月 27 及 28 日參加 2014-2015 年度元朗區小學

元朗區小學

� � � � � � � � � 校
際田徑比賽

「第十一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假天水圍運動場順利完成。本年有幸邀得前香港教育學院健康假天水圍運動場順利完成。本年有幸邀得前香港教育學院健康

與體育學系署理系主任及副教授李宗博士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

第十一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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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小老師訓練

風紀訓練

成長的天空計劃

本年度以公開形式，招募四至六年級學生擔任陽光小老
師，於放學後為小一功課輔導班提供協助，教導小一同學完成
功課及溫習。早在 9 月份服務之前，一班小老師已透過活動及
實習，學習服務小一學生的所需條件及素質。現時各小老師都
能運用所學，耐心教導學弟學妹，並且表現盡責。如同學日後
見到小老師時，也可向他們說聲「多謝」。如其他四至六年級
同學亦想加入成為陽光小老師，也歡迎與楊慧莊姑娘或李鳳玲
老師聯絡。

第一次的「領袖全接觸」風紀訓練日營已於 2014 年 10 月 25 日完
成，當日共有 35 位風紀參加，主題是認識風紀的素質，並提升風紀的責
任感。經過一天的訓練，風紀們明白自己緊守崗位的重要，並學習有效
溝通，準確接收及傳遞訊息。第二次的風紀訓練將於 2 月 7 日進行，屆
時將有更精彩的活動，請風紀們密切留意。

「飛越未來」青少年理財教育計劃乃香港
青年協會青苗計劃的活動之一 , 旨在透過一系列
的活動，讓學生由日常的財富概念入手，從體
驗及反省中，提升他們判斷和抉擇能力，學習如
何作合適的決定。計劃信念――從理財學習抉擇
「財富」，它的廣義並不單指金錢，個人財富更
可泛指個人健康、友誼、快樂等。此計劃希望協
助學生認識個人財富，從管理的經驗，學習掌握
如何取捨衡量，培養抉擇的能力。

關愛校園

風紀訓練風紀訓練

成，當日共有 35 位風紀參加，主題是認識風紀的素質，並提升風紀的責
任感。經過一天的訓練，風紀們明白自己緊守崗位的重要，並學習有效
溝通，準確接收及傳遞訊息。第二次的風紀訓練將於 2 月 7 日進行，屆
時將有更精彩的活動，請風紀們密切留意。

風紀訓練風紀訓練

成，當日共有 35 位風紀參加，主題是認識風紀的素質，並提升風紀的責
任感。經過一天的訓練，風紀們明白自己緊守崗位的重要，並學習有效
溝通，準確接收及傳遞訊息。第二次的風紀訓練將於 2 月 7 日進行，屆
時將有更精彩的活動，請風紀們密切留意。

此計劃由教育局主辦，香港青年協會
青苗計劃協辦，旨在培 養學生人際相處、
情 緒 管 理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提 升 抗 逆
能力以面對成長挫折。抗逆力包括效能感
(Competence)、 歸 屬 感 (Belongingness) 及 樂
觀感 (Optimism)。

被甄選的四年級學生將會接受為期三
年 ( 小四至小六 ) 的訓練課程，包括小組、
歷奇營會和義工服務等。為了提升親子和師
生關係，計劃亦同時舉辦家長工作坊、家長
教師分享會、親子日營及結業禮，一同支援
孩子成長。新一屆的四年級抗逆大使經已誕
生，開始迎接不同的挑戰，讓我們一同為抗
逆大使加油吧﹗

「飛越未來」模擬人生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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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基喜訊

兆基園地

青蛙命名比賽

寫作起革命

十五周年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

青蛙 T 裇設計比賽

澳洲英語遊蹤獎勵計劃

「三五一十五」數學遊蹤

小小小作家 2015

校慶音樂劇海報設計比賽

校慶音樂劇

校慶文件夾封面設計

一飛沖天 ------ 十五周年校慶水火箭

故事演講比賽

校慶特刊

校慶繞口令及數白欖 ( 普通話 ) 比賽

校慶英文寫作比賽

校慶標語、數白欖、繞口令比賽

不知不覺間，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從 2000 年開校至今，

已經踏入第十五年了，為慶祝李兆基小學十五歲生日，我們將以

「追求卓越」為題，於本年度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詳情可登入本校網頁

http://www.lskps.edu.hk/15th_web/

或掃瞄以下 QR CODE

一起分享及體驗我們成功的喜悅 !

十五周年校慶活動介紹

傳丹妮老師的可愛女兒

衷心祝願各位老師的孩子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傳丹妮老師的可愛女兒 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

傳丹妮老師的可愛女兒 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李彩華老師的精靈兒子 本年度分別以「特殊學習多面睇」及
「一切從遊戲開始」為教師發展日的主題，
旨在讓教師加深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了
解；而在「一切從遊戲開始」中，教師從樣
式多變的桌上遊戲中，享受了一個輕鬆的早
上，寓學習於遊戲，既開心，又獲益良多，
真是一舉兩得！

（左起：陳穎珊、何嘉瑩、黃哲、

李慧姍、嚴穎慧、劉媛珊、侯烜楨）

我們是今年的新老師，很

高興能加入李兆基小學這

個大家庭！

我們是今年的新老師，很

教師動向

本年度分別以「特殊學習多面睇」及

教師發展日

侯烜楨老師出閣了 �! 衷心祝
福他們幸福快樂 �!
侯烜楨老師出閣了 �! 衷心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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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至 12 月 )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視
藝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F 夏寅廸

4C 張銘賢
優異獎�

2D 陳詡藍

3D 葉天明
作品獲入圍展覽

2014全港愛心
學校填色比賽

2B唐禮勤 優異�獎

向老師敬2014繪畫比賽
1B 陳殷叡  1B 謝以澄
2A 林穎言  2D 伍凱淇
3A 黃雅柔  3B 何彥潼

表現卓越獎

「與獅童樂之譜天同慶心
連心」繪畫比賽

3B何彥潼 初級組冠軍

2B 劉亦思 初級組優異獎

6C 莊喜瑩 高級組冠軍

6B 林思妤 高級組季軍

6B 李彩瑤  6B 邱暄允
6B 高紫晴  6B 黃洛馨

高級組優異獎

體
育

2014-2015年度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B林少聰 男特200m冠軍

6C鄭灝彬 男特100m季軍

6B邱暄允 女甲跳高第八名-優異

6A Steve
男甲跳高第六名-優異

400m第六名-優異

元朗區第三十二屆水運會 3A黃雅柔
女子青少年組

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好到底盃暨拉丁舞皇表演
5B黃彩怡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samba冠軍

Solo chachacha冠軍
Solo paso doble冠軍

Solo jive 季軍

其
他

2014第六屆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6C廖寶森 優秀小學生

(7 月至 12 月 )(7 月至 12 月 )(7 月至 12 月 )(7 月至 12 月 )

2014全港愛心

1B 陳殷叡  1B 謝以澄

2 0 1 4 - 2 0 1 5 年 度  校 外 比 賽 成 績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語
文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我的夢想 」徵文比賽

6A何卓穎 探花(第三名)

6A張佩嫻 舉人(第四名)

6A林泳欣
6A黃穎屏

2014畢業生符鈺婉
2014畢業生李穎汶
2014畢業生陳楚琪

秀才(第五名)

秀才(第五名)

秀才(第五名)

秀才(第五名)

秀才(第五名)

第二屆「聽障體驗」
社區教育計劃

4A陳穎妍  4A張竣霖
4A梁嘉軒  4A麥靖嵐
4B盧泳如  4B周鈞雅
5A吳美慧  5A羅珮淇
5A范樂怡  5A袁昕雨
5B王穎淇  5B江沛然
5B黃彩怡  6A陳凱琳
6A黃穎屏  6B陳思明
6B陳嘉敏  6B林珮雯
6B黃洛馨  6B黃子謙
6B吳惠琦  6C張竣喬
6C陸文進  6C廖寶森

小學組全場亞軍

晶文薈萃

2014畢業生李穎汶
2014畢業生阮泳詩
2014畢業生黃美婷

6A黃穎屏
6A何卓穎
6C張竣喬
6C廖寶森
5A袁昕雨
5B黃彩怡
5B王穎琪

第30 期十優文章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6C 陳冬櫻 粵語獨誦亞軍

「與獅同樂之譜天同慶心
連心」中文徵文比賽

4A麥靖嵐 優異獎

5B黃彩怡 冠軍

第九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小學

組比賽

6C陳珮盈 特優

5B王穎琪
6B陳思明
6B吳惠琦
5A吳美慧
6C廖寶森

優異

5A袁昕雨
5A范樂怡
5A葉美欣
5B周卓宏
5B黃彩怡

良好

數
學

2014年國際心算邀請賽 2F鄧俊樂
海外幼童組 

第二名

2014年兩岸三地「優數
盃」數學大賽(決賽)

2F鄧俊樂 小一組別 冠軍

音
樂

2014全港兒童中文
歌唱比賽

3C蔡巧梨 銅獎

2014全港兒童中文
歌唱比賽

2D余金鎧 銀獎

2014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考試二級組）

2A陳梓澄 第四名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