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 年校慶週 活動巡禮
李陞小學自一九五四年開校至今，已服務香港六十載。我們全

校員生都為此而感到雀躍萬分，期待以「緬懷甲子李陞情‧昂首

踏步跨向前」為主題，一同回顧李陞小學的成長足印，引領

啓航前程。

在2013至2014年度，本校把學校歷史及發展融入課

程，老師帶領同學探討李陞小學與中西區的關係，並在各

科推行有關校本課程，然後收集同學的作品及專題研習。

在2014至2015年度，學校會舉辦開放日及校慶典禮。我

們計劃在2015年1月份舉行「六十週年校慶學生成果展示

日」，屆時將展示上述課程的學生作品及向大家展現李

陞小學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校慶典禮則計劃於2015

年6月舉行，期望以話劇形式帶領在場觀眾回顧學校

六十年的光輝歲月，並展望未來的發展，當中更會讓

同學、家長、校友等盡展才藝，發揮所長。

我們還會通過這兩個階段的各項活動，凝聚校友的力量，

成立校友會，作為送給李陞小學六十歲生辰的禮物。這麼值得

紀念的時刻，期待與各位同學、家長、老師、校友、各

界友好社團及合作伙伴共聚一堂，共同燃點李陞情

誼，綻放校慶光芒！

2013-2014年度
地址：香港西營盤高街119號
Tel：2540 8966 Web：http://www.lsps.edu.hk       
Fax：2540 5819 Email：lsps@edb.gov.hk

編輯委員會
顧問：崔家祥校長     主編：袁藹儀副校長 劉寶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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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就 禮校友 暨校友日 會籌委會

校友日暨校友會籌委會就職禮已於2014年4月12日舉行。是次的校友重聚日活

動內容豐富，包括「重踏校舍懷舊遊」、「校友重聚話當年」及「校友籌委會就職

禮」，好讓各年度的校友聚首一堂，分享往日的校園生活點滴。校長、老師及校友

們在就職禮後還拍照留念，大家均享受當天共聚的歡樂時間。

歷任校長、老師們及校友們
在活動前先來一張合照。

何慧屏校長正為來賓講
解製作李陞廊的過程。

校友們欣賞李陞廊，懷念
往日校園生活的點滴。

黎志仁、黎志豪及袁智弘校友與陳鎮
鎏校長分享昔日校園的生活趣事。

二千年代眾畢業生與老師們的合照。

校友籌委會各委員與歷任校長及老師們的合照。

2002畢業校友陳恩麟和岑智敏
老師分享亦師亦友當年情。

校友籌委會會員獲頒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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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校友學校校 賽徽 設計
學校六十歲生日了，我們為迎接這個別具意義的日子，視覺藝術及電腦科配合學校六十週年慶典籌

委會，以親子比賽的形式，舉辦了「六十週年徽章設計比賽」。同學可自由參加繪畫組或電子製作組，

參加的同學很踴躍。我們更獲家教會鼎力支持，家長既聯同正、副校長及老師們一起甄選作品，更資助

選購禮物鼓勵得獎學生，正好發揮了家校合作的美好精神。

繪畫組 電子製作組

冠軍 葉錫鴻 5B 梁賀正 2B

亞軍 郭冠希 2A 吳倩甄 1A

季軍 梁賀正 2B 鍾墺鈜 3B

優異 莫雪梅 6A   羅美玉 6A
袁天恩 4A   朱雪遙 1B

黃駿鎧 4B   林荊婕 3B

繪畫組

電子製作組

冠 葉錫鴻 5B
梁賀正 2B季

郭冠希 2A亞

比賽結果如下：

校友籌委會各委員與歷任校長及老師們的合照。

梁賀正 2B
鍾墺鈜 3B吳倩甄 1A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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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專題研習主題為「李陞與社區的演變」。透過研

習，學生加深認識學校歷史和中西區特色文化。各級特設

不同的題目，配以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的

共通能力和探究精神；當中更鼓勵學生透過活

動反思，讓他們學懂珍惜身邊的人和

事，學習感謝與讚美。

校本 題研專

小一同學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

大家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

同學們專心地製作專題報告

小一

分組討論，格外留神

首次匯報，勇氣可嘉！
小一同學認真設計專題報告內容

「老師，可否給我們一些提示呢？」

小一及小二年級主題為「今昔閒暇放大鏡」。老師們各出奇謀，設計不同活動，如實地參觀、訪問、網上學習和小組討論等，讓學生

認識中西區的休憩設施。

小一及小二- 今昔閒暇放大鏡

4



分級題目 各組子題

今昔閒暇放大鏡
一年級
1.西環卑路乍灣公園
2.快樂天地是公園
3.公園大特寫─中山紀念公園

二年級
1.玩樂無窮
2.樂居─西營盤
3.玩綠無窮

懷舊美食大巡禮

三年級
1.我最愛的懷舊美食
2.懷舊美食的造法
3.懷舊美食大搜查
4.懷舊小食知多少

四年級
1.臘腸
2.懷舊美食
3.茶餐廳文化

穿梭時空中西遊

五年級
1.今昔「高街」
2.今昔「西邊街」
3.「港大」今昔
4.今昔「水街」

六年級
1.中西區建築變遷知多少
2.中西區建築歷史 
3.古今中西街中遊
4.陞兒尋根一天遊

題研習專 活動

同學們專心地製作專題報告

小二

老師善用電子媒體，指導同學搜集資料

同學們在石塘咀公共圖書館內細心

聆聽圖書管理員講解使用守則

老師悉心教導同學進行創作

二年級同學到中山紀念公園參觀  同學正向大家分享「我最喜愛的休憩設施」

翻閱參考書吸取創作靈感

剪剪貼貼，製作各種食物

小一及小二年級主題為「今昔閒暇放大鏡」。老師們各出奇謀，設計不同活動，如實地參觀、訪問、網上學習和小組討論等，讓學生

認識中西區的休憩設施。

小一及小二- 今昔閒暇放大鏡
大家齊來欣賞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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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用心聆聽導賞員
講解本地飲食文化特色

老師指導同學完成專題報告

老師悉心安排「懷舊小食」分享會看！這就是「滿漢全
席」！你見過沒有？

大家有興趣試吃這

籠特製的點心嗎？

實地考察，加深認識

「雞蛋仔」是本地獨有的小吃

小三

參觀過後，資料到手，回校繼續努力

同學們認真分析已搜集的資料 善用網上資源搜集資料

「一盅兩件」是香港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車仔檔「牛雜」看似很美味

小四得到熱心家長的協助，讓同學
了解「臘腸」的製作過程

 來吧！我們一起細味香港的飲食文化！

小三及小四年級主題為「懷舊美食大巡禮」。校方特意安排同學到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參觀，讓他們探索本地

獨有的飲食文化和特色，體驗人類飲食文化的睿智和趣味，此舉有助加深學生對中西區飲食文化的了解。

小三及小四- 懷舊美食大巡禮 小五及小六- 穿梭時空中西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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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一起努力的成果

老師向小五同學介紹街道的歷史背景

 群策群力，合作無間
感謝圖書館主任提供大量珍
貴資源，做專題無難度

同學正在製作模型

實地參觀，加深了解本區特色

小五同學分享已搜集的資料

小五
訪問水街特式店舖

師生合作，問題必能迎刃而解

 來吧！我們一起細味香港的飲食文化！

小六同學一起構思參觀路線

老街坊細說高陞戲院的歷史，令我們獲益良多

小六同學一起尋找校祖
舊日的足跡

老師向學生講解
學校的發展歷史

同學遇到疑難時，老師總會在左右

小六

小五及小六年級主題為「穿梭時空中西遊」。校方安排學生參觀中西區特色建築物，走訪與本校校祖有關的街

道，讓學生加深認識學校歷史和中西區特色文化。

小三及小四- 懷舊美食大巡禮 小五及小六- 穿梭時空中西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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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運動會於4月28

日舉行。本年度運動會舉行前夕，

一股「擔憂之心」總是充斥在同事

的內心，因為運動會從未嘗試在十

多天的長假期後舉行，故恐同學們忘記

了運動會舉行的「大日子」。而在這段復活

節假期期間，香港的天氣狀況持續欠穩定，

常有雷暴及大雨的情況……到了4月28日早

上，全校同學們均精神奕奕地出現在灣仔運

動場上，而「太陽先生」亦露出了大大的笑

臉，運動會終可在晴朗的天氣下進行。

在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舉行過後，團隊遊

戲項目「聖火傳遞」，60米、100米、200米賽

跑、擲壘球、跳遠各項個人田徑比賽項目便正式

展開，老師和同學們的汗水及激情充斥着整個田徑賽道

上！在班際接力及友校接力邀請賽上，同學們更熱情地

為參賽同學吶喊助威，歡呼聲響遍全場！相信同學、老

師及家長也擁有一個難忘的運動會。

運動會

聖火傳遞是一項講求速度、合作性和穩定性的比賽項目！

鬥志和力量的表現！ 展現陞兒潛能 盡在李陞運動會

聖火傳遞時同學們互相勉勵，投入比賽。

感謝各嘉賓及友校同學遠道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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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運動員代表進行宣誓

展現陞兒潛能 盡在李陞運動會

努力拼搏的成果!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在晴朗的天氣下舉行。

運動員代表雄糾糾地進場

同學們精神抖擻地參加開幕儀式

你一步、我一步，
看誰快到終點!

隊友們，我們
成功了!

飛躍的英姿!

來吧! 我也跳得很遠!

你追我趕!

誰是一百米「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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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位老師及家長的悉心教導下，不少同學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在

學業上獲得理想的成績，更有些同學展現了顯著的進步。學校為表揚這些

努力求學的同學，並作全校同學的學習榜樣，在1月24日的早會上，舉行

了上學期頒獎禮。大家一起來分享他們的喜悅吧！

上學 頒獎禮期

恭喜獲得「上學期各班學業獎」的同學！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1A 林永明 王希殷 傅紀綸 柴雨潤 徐英棣

1B 李梓滔 劉穎承 李業淇 尹正熹

2A 梁傲行 林芷桐 宋家豪 鄧君平

2B 李業翔 馮正彥 梁賀正 李譽軒

3A 陳澤鎧 李昆洛 李卓謙 周達城

3B 鄧華倫 陳朗軒 林荊婕 劉舜瑜

4A 袁天恩 陳心悅 洪竣銘 洪詩晴

4B 王嘉欣 吳靜儀 鄭俊毅 王雨晴

5A 李子晴 崔宛蓁 黃誠堅 李家豪

5B 林淑君 馮子舜 韓鎧穎 黃厚樺

6A 張敬希 劉　悅 蘇祈恩 徐英楠

6B 黃文祖 許宏謙 曾昫逸 許朋錫

榮獲「上學期全級學業獎」的同學，你們真棒！

獲頒「上學期進步獎」的同學，大家都欣賞你們不斷的努力！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一 1A林永明 1A王希殷 1A傅紀綸 1A柴雨潤  1A徐英棣

二 2A梁傲行 2B李業翔 2A林芷桐  2B馮正彥

三 3B鄧華倫 3B陳朗軒 3A陳澤鎧 3A李昆洛

四 4A袁天恩 4A陳心悅 4A洪竣銘  4A洪詩晴

五 5A李子晴 5A崔宛蓁 5A黃誠堅 5A李家豪

六 6A張敬希 6A劉　悅 6A蘇祈恩 6A徐英楠

2A 陳德風

2B 張凱玲

3A 黃俊一  雷銘澤

3B 麥惠琪

4A 楊家樂

4B 林淑靜

5A 梁安琪

5B 吳嘉豪  黃厚樺

6A 廖敬之

6B 潘德慧  蔣家樂

2A、2B班學業獎

1A、1B班學業獎

3A、3B班學業獎

4A、4B班學業獎

6A、6B班學業獎

5A、5B班學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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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 生選舉學

品學兼優，品行為先；服務活動，均衡發展；

傑出學生，人人稱羨；努力上進，潛能盡顯。

恭賀高年級傑出學生6A徐英楠、
6A余清霖及6A蘇祈恩同學

恭賀低年級傑出學生2A梁傲行、 
3A陳澤鎧及2B梁賀正同學

學校重視學生的全人教育，鼓勵學生在學業、操行、才藝及服務各方

面均衡發展。學校分別設立了高年級（四至六年級）及低年級（一至三年

級）傑出學生獎，得獎學生須於以上四方面均有傑出表現，經家長或老師

提名，並呈交個人學習檔案，詳列個人於學業、操行、才藝及服務的表現，再由評選小組評分。本年度，學校更邀請了兩

位友校校長-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黃鳳霞校長及北角（雲景道）官立小學鄭玉清校長跟候選學生面談交流，讓同學在輕

鬆親切的氣氛下說出己見，表達個人的想法。在此，我們更要向兩位友校校長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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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入選的風紀須構思一段心聲回

顧，內容大意是表達一年任期內對工作

的感想，並總結自己的功績，於選舉期

間將貼於壁報板上，讓全校師生更了解

他整年的工作。

候選風紀於午膳

時段作自我介紹。

活動的目的是讓學生從「一人一票」的選舉過程中，認識公民的權利

和義務，明白公平選舉的意義，並藉此提高風紀的質素和形象，表揚表現

優秀的隊員。5月19日，先由校長、老師及教學助理進行投票，從本年度

風紀中選出十名候選人，由於票數相同，本年度共有十一名候選人。

傑出風紀獎

優異風紀獎

6A古浩琳

6A徐英楠

6A蘇祈恩

4A洪詩晴    5A崔宛蓁

5A鄒嘉怡    5B韓鎧穎 

6A周汶錤    6A程家慧 

6A余清霖     6B郭珮琳

5月30日，由老師及學生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

票數最高的前三名獲「傑出風紀獎」，其餘八人則

獲「優異風紀獎」。

傑出 紀選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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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同學都擁有個人的長處，本校於早會時段舉行的「周五顯

才薈萃」活動，能讓學生透過表演培養自信心及提升自我形象、發

揮潛能、增強成功感，同時亦讓同學學習如何與組員合作，發揮團

結力量！本年度的主題是「健康生活」，看看他們的表演多精彩!

周五 才薈萃顯

10 Tips on Healthy Living(6英3組)

Brush your Teeth(2A)

健康校園(6英2組)

情緒管理(1A)

飲食多健康(4A)
運動飲食與健康(5數3組)

標點符號(3A)

Healthy Life(5英2組)

健康飲食劇場(4B)

你的書包重嗎(6數1組)

Keep Fit Today(5英1組)

健康的蔬菜(2B)

The City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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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校親善音樂
交

流
在其中樂

合唱團於2014年5月3日(星期

六)到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作親

善音樂交流，透過音樂分享，為友

校師生送上關懷及祝福。

童
心歌詠頌親恩

合唱團於2014年5月11日(母親節)到Mega Box

與多間學校作音樂交流，並透過音樂歌頌親恩。

崔家祥校長除大力支持合唱團與友校音樂交流外，還親自擔任表演嘉賓，令

同學們更能投入於美妙的音樂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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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校親善音樂
交

流

資優培育計劃

童
心歌詠頌親恩

潛能 極限無
為啟發學生科技潛能，學校與東華三院學生輔導服務組本年度合辦

了資優培育計劃——「潛能無極限」機械人製作培訓班，十二位五、六

年級的同學參加了一連串課程，與友校進行比賽，參觀理工大學等。最

後，於5月24日參加香港機械人奧運會(小學組)比賽，分別在手搖發電機

械馬短跑比賽及機械人格鬥比賽獲得殿軍。另一方面，民政事務處於5月

16日派員到訪本校，了解有關資優課程，作為推動本區資訊科技工作的

參考。

民政事務處資訊科技推廣小組
於5月16日到訪

參加了香港機械人奧運會的多個項目，啟發了同學們對機械人科技的興趣。

得獎名單

6A 何耀洋  6A何毅榕  6A莫偉鋒 手搖發電機械馬短跑比賽殿軍

5A劉世男  5A陳俊熙  5A羅壹竣 機械人格鬥比賽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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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普三科擕手於1月28日合辦新春賀年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文
化，感受濃厚的節日氣氛。是次活動既多元化又有趣，師生樂在其中。

你猜猜這裏有多少個利是封?

祝大家萬事如意!Wish you luck in the 
year of the horse

新春賀歲

嘉 琪 參 加 活 動 後
與我分享了活動的趣
事，她亦把新學的祝
賀語應用於拜年，我
和長輩都十分高興，
希望學校能夠多舉辦
相關的活動。

二乙 黃嘉琪家長

女 兒 放 學 後 興 奮 地 告

訴我今天在學校寫揮春的情

景，之後還拿出部分作品讓

我觀賞，並告訴我過年後，

要保留所有利是封回收。我

覺得學校的活動很有意義，

一來可以讓學生學習古代的

文人墨字，二來也讓他們認

識環保。
三乙 林荊婕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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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齊心合力大掃除。

(答案:桌上共有利是封2727個)

紅 封 包 裏 不 是 金 錢 ，

而是小揮春和糖果。相信大

家跟我一樣收了很多紅封包

了。這些紅封包的意義可不

少，內裏裝着同學親手寫的

祝賀語句及香甜的糖果，學

校瀰漫着新年的氣氛，新年

好像已來到了!

六甲  余清霖

活動內容

1.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s Activity

2. 中、英、普揮春製作(張貼校園內)

3. 十二生肖及農曆新年習俗動畫

4  笑口常開─笑口棗‧齊品嚐

5. 華服日

6. 祝福遍李陞 (學生自備小揮春及糖果， 
放在紅封包內，與同學交換及互相祝賀。)

7.「農曆新年知多少?」問答遊戲

8. 歌聲齊賀歲(祝福及點唱)

9. 年晚大掃除

10. 派利是活動

11. 回收利是封活動

12. 競猜利是封數量遊戲

賀歲迎駿馬

他分享了在課室大掃

除的情況，每位同學也很

盡責地清潔自己的課室。

他還自豪地說整個課室清

潔後十分乾淨，校長還派

利是呢!我也感受到他當時

的喜悅和興奮。

六乙 黃文祖家長

在這次的賀年活動中，

我可以在遊戲中學習新年的

習俗和分享的樂趣，了解新

年食品的意義。這次的華服

日，我感受到新年熱鬧的氣

氛，同時我可以學到很多新

年賀語的英文說法 ，我感到

十分開心。
四甲 洪詩晴

女兒放學後高高興

興跟我分享新春賀年活

動，透過談話內容知道

她學懂很多東西，對傳

承中華文化習俗埋下重

要的種子，謝謝老師們

的付出及努力。

五甲 崔苑蓁家長

駿鎧非常投入製作
揮春，當天放學回來，
他已急不待要做揮春，
他還在學校拿了閃粉及
物料回家製作。最後老
師把他的英文揮春貼在
課室內，他非常高興。 

四乙黃駿鎧家長

我 喜 歡 年 晚

大掃除，因為可以

和同學一起打掃課

室，十分快樂。

一乙 朱雪遙

透過學校各項新春活

動，子翔更加深刻地體會

歲晚大掃除、新年揮春、

新春恭賀的字句、華服及

利是等新春習俗，謝謝學

校和老師們的悉心安排，

活動令孩子們有更加生動

及深刻的體驗。

一甲 陳子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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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Reading

陞 與

Buddy

星 友

Programme

義 同工 行隊 計」 劃
為了向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本校的「陞星義工

隊」已經連續第五年聯同英皇書院「社會服務團」的大哥

哥合作交流，一起為區內的長者提供服務。透過「服務學

習」，希望藉此使學生提升個人、社會及公民責任感，也

使他們更願意奉獻自己，服務他人，並且透過整體的參

與，加強學生的溝通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Enjoying happy reading times with 9 reading buddies 

from Kings' College, 14 pupils from P.3 to P.5 joined the 

Reading Buddy Programme. It was held on Wednesdays 

after school from February to May. ‘Big brothers’ guided 

our participants to read leveled readers in the library. In the 

last session, big brothers played some interesting games 

with our pupils.

Our pupils like this programme very much and they were 

glad to have big brothers to read books with them. The big 

brothers are patient and caring and their contribution makes 

a difference in our participants' learning! Special thanks to 

our big brothers!

 同學們與英皇書院的大哥哥
有傾有講，相處融洽。

The story is funny!

We enjoy reading 
with big brother.

1,2,3,…Cheers!

Pineapple, 
bingo! I got it!

同學們認真學習長者的特徵及
需要，為探訪長者做足準備！

探訪長者前準備：練習毛巾操

今年的活動完滿結束，李陞小學的同學們十分感謝各位大哥哥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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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電腦科

本年度電腦科於上學期末舉行了「我

最愛的網站」選舉，讓同學以一人一票方式

選出他們心目中的良好網站。當天同學們都踴

躍投票，結果則於星期五午膳時段以電視直播方式，由崔校長及袁

副校長公佈及進行頒獎。最後得獎網站由「香港教育城德育故事」

奪得，獨具眼光的同學也由崔校長及袁副校長的手上接過獎品。

另外，本校為了響應環保活動，參加了由CANON主辦的「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截

至四月底，本校共回收了125個墨盒，結果將於六月中公佈。CANON為了鼓勵本校同學，除了

舉辦了一場講座外，當天麥兜還親臨本校與同學合照，為我們打氣呢！

麥兜與初小同學大合照

本校常識科設校本課程，為學生安排多元

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參觀、科技及科

學探究活動及時事新聞分享等，還舉辦了多項

有關健康生活、德育、公民及國情教育的活

動，以訓練學生的分析能力和共通能力。

同學正用心製作保温盒 原來保温盒
能自製的！

向下望便是平日政府官員
和議員議事論事的地方

有線電話真好玩！

參觀立法會大樓

看看我們自製的光纖電筒吧！

Programme
今年的活動完滿結束，李陞小學的同學們十分感謝各位大哥哥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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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關園 懷音 關樂 懷大 音使 樂展 會
 由合唱團及公益少年團團員組成的「校園音樂大

使」，在2014年4月7日探訪耆康會港島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的長者，透過音樂分享，向長者送上關懷及祝福，實踐公

益少年團「認識、關懷、服務」的精神。

「校園音樂大使」更於6月22日下午三時，在奧海城

二期商場參與「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匯報音樂會」，與

市民大眾分享音樂及服務過程的體會。

贈送禮物

大合照

贈送心意卡贈送「一人一花」
活動花卉

活動後感言
4A 洪詩晴 : 通過這個活動，我學懂了有
勇氣地與長者溝通。

6A 羅美玉 : 看見他們快樂的笑容，相信
你也會感到有一種絲絲的幸福。

6A徐英楠 : 透過這次活動，有助我日後和
其他長者談天時顯得自然些，還令我更容
易和家裡的老人家談天。

關懷長者

合唱表演

我普 家通 嘉話 年「 華綠 」化
環保服飾大賽本校為了提升學生普通話的口語表

達能力，發揮學生的創意，提高學生

環保意識，於2014年2月22日參加

由語常會及香港普通話研習社舉辦

的「綠化我家嘉年華」(環保服飾大

賽) 。學生積極參與，利用日常生活

中環保的素材，設計不同款式的環保

服飾，新穎有趣。 比賽當天，學生穿

上參賽服飾在台上行「貓步」，另一名學生

以普通話在台上介紹作品理念及所用物料，學生全力以赴，台

上表演精彩。其中本校4A班 李敏樺、黃芷晴和陳心悅同學榮

獲亞軍，可喜可賀。

6A程嘉慧、莫雪梅、
陳晓桐 5B鄭文稚、鄒嘉怡

各參賽者合照

4A洪詩晴、黃勃旋、
蔡舒雯1B麥昕亭、李曉蓉、

陳曉瀅 3B白烱昕、王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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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舞！難不倒我！

專心聆聽教練教授
草地滾球的技巧！

「 計我智FIT」運動 劃

我校在本年度參與由康樂文化事務署舉辦的「我智FIT」運動

計劃，校方特別為同學挑選了跳繩、武術、社交舞、舞龍及草地滾

球。一系列的活動，讓同學多接觸不同種類的運動項目，從而提升

同學對參與運動的興趣，使到他們的身心得到均衡健康的發展，成

為「至FIT新一代」。

同學和家長一起出席「我智FIT」開幕典禮。

本校6A班程嘉慧同學作「我智FIT」宣誓代表。

開幕典禮後，同學親身感受

小型網球的玩法。

同學親身感受小型
保齡球的玩法。

Yeah!我們也是「至FIT新一代」!

同學和家長更接受無線電視「體育世界」

的訪問，講述參與「我智FIT」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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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陞藝術耀光芒
李陞同學們秉承以往積極投入藝術創作的態度，遇上學校的校祖日、運動會、畢業禮，都會由同學們自行繪圖

來製作邀請咭；面對校外林林種種的校外視覺藝術比賽，也不會辜負老師的期望。看！今年度，他們又為校爭光

了！

同學們啊！無論你們是否獲獎，或者備受賞識，都很感謝你們的參與、投入。享受創作的愉快歷程，更能展現

你心中的藝術光芒啊！

我們更獲「最佳參與獎」呢！

中西區交通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2B梁賀正(季軍)
1A陳嘉銘(優異)
1A廖晉生(優異)
1A區穎雯(優異)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主辦
中西區滅罪宣傳海報設計比賽
2B梁賀正(冠軍)

6A譚惜恩同學上報了

(資料來源：22/5/2014

《星島日報–陽光校園》

社會福利署主辦
「正能量」家庭繪畫比賽
2B梁賀正(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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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圖書館領袖生

圖 色書 活館 動

學

本

校

年

書

度

展

特

本校一向重視營造校園閱讀文化，培育學生成為愛閱讀的人，我

們除了每天15分鐘的早讀課之外，每年都會舉辦學校書展。為了讓家

長日當天更加充實，並增加親子之間的溝通，因此本年度的學校書展

於下學期4月的家長日在小禮堂舉辦。書展能夠讓學生認識最新的圖

書及電腦學習軟件，同時又能以優惠的價錢購買。

本年度的圖書展銷商為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而電腦學習

光碟展銷商為智亮科技有限公司，今年的書展還首次新增售賣英文電

子書光碟的攤位，展銷商為培生朗文。

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進一步提升學生的閱讀層次、擴闊學生的

閱讀層面，推廣閱讀文化。這次書展活動的效果很好，學生和家長能

夠善用餘暇享受閱讀之餘，更能主動與身邊的老師和同學分享閱讀之

樂，持續傳揚分享閱讀的精神。參觀書展期間除了可以購書外，小禮

堂更設有閱讀區，讓同學可以即時享受閱讀的樂趣，同學除了可以一

個人細心閱讀外，更可以藉着書展，有機會與朋友分享、交流閱讀的

心得和書本的內容。

本校亦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閱讀活動，擴闊閱讀交流

面，在2014年的4月及5月，本校亦推薦了一些有潛質的

小四至小六學生分別參加了石塘咀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

書會（中文）以及大會堂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書會（英

文）。目的是透過閱讀、導讀、思考、討論和分享，鼓勵

青少年持續閱讀、學習成長，以及關懷社區。活動形式

是透過定期舉行聚會，以及舉辦「與作家會面」活動，讓

學生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本地作家/創作人，分享他們的閱

讀及創作經驗。每個讀書會名額為30人，會員須出席 4-6 

次聚會，每次聚會約 1 小時 30 分鐘，如出席率達百分之

七十五，可獲頒證書。

有些學生喜歡與家長一起選購圖
書，父母既可了解現時小學生的興
趣，同時又多了一項親子活動。

購買圖書之前，當然要先試
閱一次，看看是否適合自己
的興趣和程度。

就算年紀小小的學生，都已
經懂得如何使用電腦去進行
互動遊戲學習。

社會福利署主辦
「正能量」家庭繪畫比賽
2B梁賀正(優異)

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書會

本年度招募了23位五至六年級的學生為圖書館領袖生，負責

派報紙、派過期通知書、借還圖書、預約圖書、統計用館人數、圖

書上架、協助維持用館者秩序等工作。圖書館領袖生的團隊分為三

組，每組負責每天的其中一段時間的當值，包括課前、小息及午

息。每年9月中開始便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會定期有聯誼聚

餐，守時、有禮貌是我們最注重的要素。過去半年，18位圖書館領

袖生每天都服務了超過100人次的用館者，令同學們享用到最優質

的圖書館服務。除此之外，圖書館領袖生還會輪流每逢星期五的午

膳時段為同學作「故事齊分享」。

為了幫助學生深入認識中國節日的來源及慶祝活動，本年度學校的圖書科與中文科進行了一

次跨學科活動，在四年級進行了一個「中國節日」圖書製作活動。圖書科老師先在圖書課教授

一本圖書包括了哪幾個部分，然後再利用圖書和動畫向學生介紹了一些中國節日的來源及慶祝

活動。接著下來便由中文科老師教授作文的技巧和修改文章，最後，一本中國節日的圖書便誕生

了！另外圖書館門外亦設有「每月專題介紹」壁報板，專門介紹中西方節日的來源及慶祝活動，

例如會介紹萬聖節、聖誕節、農曆新年、復活節及母親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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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 
 (晉級賽)

2A 梁傲行 二等獎

4A 梁傲德 二等獎

5A 李子晴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  
(總決賽)

2A 梁傲行 三等獎

4A 梁傲德 三等獎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香港賽區初賽《港澳盃》

4A 梁傲德 金獎

4A 陳心悅 金獎

6A 蕭渝峰 金獎

2A 梁傲行 銀獎

4A 袁天恩 銀獎

5A 李家豪 銀獎

6A 張敬希 銀獎

6A 莫偉鋒 銀獎

2B 馮正彥 銅獎

3A 祝友銘 銅獎

3A 黃心悅 銅獎

3B 劉舜瑜 銅獎

4A 洪詩晴 銅獎

4A 孫　瀚 銅獎

5A 黃誠堅 銅獎

5A 羅壹竣 銅獎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香港賽區決賽《港澳盃》

2B 馮正彥 金獎

保良局主辦第三十九屆全港青少年學藝比賽
「2014年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A 蕭渝峰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計算競賽三等獎

「我的綠色家居」之減廢投票及創意比賽 1A 盧凱祺 初小組亞軍

綠化我家嘉年華「環保服飾大賽」 4A 李敏樺
4A 黃芷晴
4A 陳心悅

亞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5A 曹沛熙 小提琴獨奏季軍

「我家的環保魔力」漫畫創作 2B 梁賀正 初小組 亞軍

香港機械人奧運會（小學組）比賽 6A 何耀洋
6A 何毅榕
6A 莫偉鋒

手搖發電機械馬短跑 
 比賽殿軍

5A 劉世男
5A 陳俊熙
5A 羅壹竣

機械人格鬥比賽殿軍

不停陞精英李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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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學生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本校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踴躍參與校外多項比賽，當中

更屢創佳績，在此讓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喜悅及榮譽。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4香港賽區 4A 梁傲德 金獎

6A 蕭渝峰 金獎

2A 梁傲行 銀獎

3B 劉舜瑜 銀獎

4A 陳心悅 銀獎

6A 張敬希 銀獎

2B 李譽軒 銅獎

2B 梁賀正 銅獎

4A 黃恩華 銅獎

5A 梁凱雯 銅獎

6A 劉　悅 銅獎

6A 徐英楠 銅獎

中西區交通安全海報比賽 2B 梁賀正 小學組 冠軍

1A 陳喜銘
1A 廖晉生
1A 區穎雯

小學組 優異

初級組最佳學校參與獎

「創造未來城市」填色及繪畫設計比賽 2B 梁賀正 初小組 冠軍
最佳設計獎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舞蹈校隊初級組 甲等獎

舞蹈校隊高級組 乙等獎

軒尼詩官立下午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6A 蕭渝峰
6B 王靈傑
6B 何毅榕
6A 何耀洋
5A 林煜棋

男子組4×100米接力
亞軍

6A 馮珮萱
6A 古浩琳
6A 莫雪梅
6B 郭珮琳

女子組4×100米接力
亞軍

將軍澳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6A 馮珮萱
6A 古浩琳
6A 莫雪梅
6B 郭珮琳

女子組4×100米接力
季軍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5A 林煜棋
6B 王靈傑
6B 何毅榕
6A 何耀洋

男子組4×100米接力
季軍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 
 (晉級賽)

2A 梁傲行 二等獎

4A 梁傲德 二等獎

5A 李子晴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  
(總決賽)

2A 梁傲行 三等獎

4A 梁傲德 三等獎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香港賽區初賽《港澳盃》

4A 梁傲德 金獎

4A 陳心悅 金獎

6A 蕭渝峰 金獎

2A 梁傲行 銀獎

4A 袁天恩 銀獎

5A 李家豪 銀獎

6A 張敬希 銀獎

6A 莫偉鋒 銀獎

2B 馮正彥 銅獎

3A 祝友銘 銅獎

3A 黃心悅 銅獎

3B 劉舜瑜 銅獎

4A 洪詩晴 銅獎

4A 孫　瀚 銅獎

5A 黃誠堅 銅獎

5A 羅壹竣 銅獎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香港賽區決賽《港澳盃》

2B 馮正彥 金獎

保良局主辦第三十九屆全港青少年學藝比賽
「2014年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A 蕭渝峰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計算競賽三等獎

「我的綠色家居」之減廢投票及創意比賽 1A 盧凱祺 初小組亞軍

綠化我家嘉年華「環保服飾大賽」 4A 李敏樺
4A 黃芷晴
4A 陳心悅

亞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5A 曹沛熙 小提琴獨奏季軍

「我家的環保魔力」漫畫創作 2B 梁賀正 初小組 亞軍

香港機械人奧運會（小學組）比賽 6A 何耀洋
6A 何毅榕
6A 莫偉鋒

手搖發電機械馬短跑 
 比賽殿軍

5A 劉世男
5A 陳俊熙
5A 羅壹竣

機械人格鬥比賽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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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日營

認識自我，建立團隊精神；克服困難，勇闖高峯。

歷奇體驗
為了讓同學勇於面對將來新環境的挑戰，克服困難，六年級同學於5月19日在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

外訓練營進行了一天的訓練活動。同學們在歷奇導師的指導下進行不同形式的挑戰，過程中讓同學學習團隊合

作的精神及建立自信。

穿越黑洞

同學合力製作炮架鄺Sir也來為同學吶喊助威

6B班大合照

游繩下降
羅馬炮架-齊齊向目標進發

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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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步步通
小學生活與中學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為了讓同學提早體驗中學生生活，心理做好準備。5月

20日，六年級的同學到達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進行「中學生生活」的體驗活動。當中內容豐富，有認

識中學的科目、有體驗中學的學習形式、也有認識升中後心理及社交的轉變等，讓同學們能輕鬆愉快迎

接升中後的轉變！

舊生區展杜先生特意前來與師弟師妹分享
升中的小貼士，同學們都獲益良多！

崔校長為同學們打打氣，祝願各位同學前程錦繡！

6A班大合照

體驗外出午膳是每年同學們最期待的環節！

從活動中體驗與人溝通合作的重要

業日營系列

認識自我，建立團隊精神；克服困難，勇闖高峯。

承先啟後，步向康莊大道

歷奇體驗

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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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2013至2014年度

陳曉虹主任

本年度校方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提升教學成

效」為教師專業發展方向。早於8月下旬，校方邀請香

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梁操雅教授主持名為「如何發展學

生多角度思考能力」工作坊。教師均表示透過參與上述

活動獲益良多。

其次，校方為協助教師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

特意安排全體教師出席「減壓工作坊」，內容包括「勵

志健身操」及「球類全接觸」等，藉以推廣勤做運動的

健康文化。

此外，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均定期舉行不同類型的

科研活動，鼓勵教師互相分享如何運用適當策略教導學

生多角度思考，如中文科老師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曹美玲女士討論如何提升高小學生的閱讀

及寫作能力；英文科老師邀請NET SECTION的顧問老

師Ms Michele Davis分享英語教學的心得；數學科則邀

請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吳沛榮先生定

期到校與教師進行共同備課，一起探討學習度量範疇時

的難點等；這些科研活動均有助加強專業交流，提升學

與教效能。

26-8-2013教師專業發展日

 13-12-2013 教師專業發展日

  15-4-2014 教師專業發展日

運動精英　匯聚李陞

全體老師與梁操雅教授拍照留念

梁操雅教授引領老師進行討論

崔家祥校長接受梁操雅教授
送贈的兩冊個人著作

崔家祥校長和鄒文輝導師
與老師們分享運動心得

鄒文輝導師義務教授全體老師學習「勵志健身操」

數學科老師與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吳沛榮先生交流數學教學策略

中文科老師與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曹美玲小姐進行科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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