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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鑽禧 慶活 動校 最新消
日期 活動項目

2014年1月 「李陞與社區的演變」專題研習活動

2014年2月 六十周年校慶徽章設計比賽

2014年6月 六十周年校慶中文標語設計比賽

2014年11月7日 校祖日──鑽禧校慶啟動禮

2015年1月30及31日 鑽禧校慶開放日

2015年2月12日 鑽禧校慶運動會

2015年3月21日 李陞小學足球邀請賽(歡迎各屆校友報名參加)

2015年4月18日 校友會成立

2015年6月24日 鑽禧校慶匯演暨畢業禮

校 陞話長

鑽 禧 校 慶 開 放 日

2 0 1 5 年 1 月 3 0 日 至 3 1 日

緬懷甲子李陞情
昂首踏步跨向前

校園是一個充滿生趣的地方，每天都有有趣的人與事發生。當中

有我們開懷大笑的，也有令人難忘的。  因此，校長於2014年9月開

始，已在本校網站開設了「校長陞話」一欄，希望藉此與大家分享愉

快的校園生活。



為加強與校園的聯繫，香港青年協會於2014年9月新學年推出「讚好校園」嶄新網上平台，搜羅及表揚全港校園與

教育團體，具特色或教學意義的人和事， 並定期舉辦各類校園活動，讓校園彼此能互相學習交流，亦可有效讓社會發

掘香港教育具有價值的一面。本年八月，「讚好校園」曾訪問校長，有關資訊可到http://schoolike.hk/people08.htm。

2014年12月5日，透過「讚好校園」活動，香港殿堂級歌手Maria Cordero (肥媽) 擔任「讚好音樂老師」到訪本

校，教導合唱團及樂韻唱遊50多位同學唱歌技巧，並帶領大家享受音樂的樂趣，場面熱鬧非常。其後，合唱團送上一

首肥媽的經典名曲《媽媽I LOVE YOU》，深深打動了肥媽及在場多位家長。在此感謝香港青年協會及肥媽為同學和家

長們帶來了一個畢生難忘的下午。

有關活動相片及精采片段請到下列網址瀏覽：http://schoolike.hk/interact02.htm

讚 園 學巡好 陞校 小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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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小

念遠懷永
尊敬的何國鏇校長於2014年12月2日離開了我們！他深耕教育數十

載，留下無數杏壇佳話，也留給我們無盡的懷念。

何校長於1994至1995年擔任本校校長。我雖然未能與他共事，但從

很多教職員、家長及校友口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前輩。

何校長除了是一位資深教育界工運領袖，更是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

會創會元老，並擔任教育署職員諮議委員會職方主席多年。早於五、

六十年代，本校的家長教師活動已非常活躍。當何校長到任本校，他回

應家長的訴求，在很短時間內籌備了家長教師會的選舉工作，於1995年

7月1日正式成立家長教師會，而家長教師會亦積極投入四十周年校慶工

作，與學校攜手合作，為李陞小學奠下了鞏固的基礎。

回想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何校長帶領全校師生製作了不少展板，

展品之多，令人目不暇給。何校長更邀請教育署助理署長關樹津先生、

李陞家族代表李兆增MBE．JP伉儷、警務處處長許淇安校友、經濟司簫

炯柱校友、廣東省教育廳辦公室副主任房雨林先生等等參與剪綵禮，不

少傳媒都爭相採訪。當晚的聚餐更邀請教育署署長林煥光太平紳士主禮

及致辭。整天活動到場嘉賓逾千人，更有六百多名幼稚園生到訪，盛況

空前。當年，何校長曾為校慶撰寫了一幅對聯：

四十載辛勞今日春報枝頭喜見滿門桃李

二千日哺育當年巢中乳燕欣能風際翔陞

如今李陞的乳燕已在社會不同崗位振翅高飛。何校長雖然今日離我

們而去，但是他的魄力及睿智卻永遠留在我們的心裏，這位在教育界貢

獻良多的前輩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敬愛的何國鏇校長，我們永遠懷

念您。

崔家祥校長

何國鏇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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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祖日
本年度校祖日別具意義：既是紀念校祖李陞先生的日子，亦是啟動鑽禧校慶的時機。本年校祖日的主題是「感恩

有你．伴我成長」，學校透過嘉賓分享及當日活動，教導學生認識校祖李陞先生熱心公益、貢獻社會的美德。本校十

分榮幸，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二零零八）汪明欣小姐應邀蒞臨，分享個人奮鬥經驗。汪小姐是本港首位失明女作家

兼音樂創作人，當日與學生分享成長歷程，一同回顧成長路，一同反思和感恩。在氣氛愉快又感人的演講結束後，全

場嘉賓和師生一同切生日蛋糕，更在一片花炮聲和歡呼聲下，一同慶賀李陞小學建校六十年！

恭賀各位李寶椿獎學金的得獎同學。 恭賀各位盧如玉獎學金的得獎同學。

出發前，大家留心聽場地
工作人員講解，確保玩得安全又愉快。

同學參加「李陞小學知多少」
分級比賽，藉以深入了解李氏
後人對學校的貢獻。

崔家祥校長陪同李氏後人李瑞智先生為醒獅點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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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後人李瑞智先生及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王達雄先
生與本校歷任校長、友校校長、家長教師會、校友及各合
作伙伴團體代表，一同慶賀李陞小學鑽禧紀念，同時啟動
一連串慶祝活動。

本港首位失明女作家兼音樂創作人汪明欣小姐

的分享令人笑中有淚。



同學們無論做甚麼事情，都學會了凡事專心去做，必定能做好！

師生同樂，歡樂無比。
同學射箭姿勢真威風！

家長學生一起參與場地活動，既開心又投入。

到了戶外，大家也不忘進行課間操健體運動。

出發前，大家留心聽場地
工作人員講解，確保玩得安全又愉快。

看！同學跟校長一起唱歌，
歌聲動聽美妙。

到了目的地，大家一起來個大合照吧！

旅 行季大秋本校於2014年10月8日舉行了秋季旅行

日，是次旅行主題為「健康食物共分享，身心

愉快齊感恩」。學校藉着旅行活動，培養學生運動有恆的態度，讓他們舒展身心之時，實踐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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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學還是愛靜態活動多一點。當天陽光普照，同學們心情也特別愉快。

同學們透過活動，
學會互相扶持和幫助。



有鑒於從小建立孩子正確價值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本校今年繼續與東華三院學生輔導服務合作，

按各級學生的需要而推行不同主題的輔導活動。希望透過輕鬆互動的方式，引導學生反思個人的價值觀，藉以

提升學生身心靈的健康。

本年度上學期首次進行「交齊功課獎勵計劃」，比賽為期兩星期，由不同年級的同學作中央廣播，宣傳交齊功

課小貼士，鼓勵學生發揮自律的精神，培養每日交齊功課之習慣。上學期共有101名學生獲表現優異獎，獲頒獎勵證

書。下學期將再次進行比賽，而獲獎準則將會提高，希望同學們繼續努力，爭取佳績。

一年級同學透過遊戲學習自律守規
 情緒對對碰---二年級的同學
正在認識「喜、怒、哀、懼」
四大情緒，藉此提升學生表達
情緒的能力。

看看這是喜、怒、哀、懼中哪個表情？ 

透過互動的活動，讓六年級同學
體驗訂定目標的原則

透過德育故事分享，
讓一年級同學學習禮貌

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訓輔
「主題性校本輔導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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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班表現優異學生

三年級表現優異學生 四年級表現優異學生
五年級表現優異學生

六年級表現優異學生

1B班表現優異學生

2A班表現優異學生

2B班表現優異學生



本年度首次推行「每月之星」選舉，班主任每月提名一名品行或學業有良好表現的學生為「每月之

星」，不但能將相片貼在課室大榜上，並會在早會上頒發獎狀以作嘉許。上學期已有多名學生獲獎，包括

「愛心之星」、「自律之星」、「盡責之星」、「勤學之星」、「好學之星」和「助人之星」，仍未獲獎的同學

請繼續努力，下個月獲表揚的人可能就是你！

透過德育故事分享，
讓一年級同學學習禮貌

當日大人和小朋友都放下平日緊張的心情，
無份彼此，盡情投入活動當中！

大家在營地裡輕鬆愉快享用一頓午餐

崔校長親自前來營地，
與家長們分享親子相處心得。

難得聚首一堂，大家還興奮高舉「6」、
「0」手勢，齊齊預祝60週年校慶呢！

原來食百力滋都 
可以食得咁滋味！ 

你搓我猜---媽媽，
你估到這是什麼嗎？

每月之星

訓輔組
「家家滿FUN」家庭日營

「家家滿FUN」家庭日營已連續第三年舉辦，每年均得到家長熱烈的支持，踴躍參與。今年度的家庭日營，亦

於11月22日於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完滿舉行，是次活動共有54人參加。透過日營希望提升家庭之間的凝聚力及抗逆

力， 促進親子和諧溝通。

7九月之星 十月之星

十一月之星



我們學會惜飲惜食

我們沒有浪費食物！
時事焦點壁佈

無冷氣夜

「陞兒」走進科技世界
11月6日及8日兩天，五年級學生參加了嗇

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計劃，到香港科學園

出席《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小學學生生物

科技工作坊》。當中由流動實驗室計劃項目總

監麥惠南博士親自帶領學生於實驗室內學習(1) 

DNA 與遺傳及(2)探索微生物世界。學生通過親

手做科學實驗，學習微生物生長，認識傳染病。

此外，他們亦學會DNA結構及遺傳學，並可親手製作DNA摺紙模型和抽

取細菌DNA。學生第一次動手做實驗，眼界大開，感覺興奮。

校 東張園「 」西望常識活動樂趣多
本校常識科設校本課程，為學生安排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包括專題研習、參觀、生物科技工作坊、科技及

科學探究活動，還舉辦了多項有關健康生活及環保的活

動，如「惜飲惜食行動」及「無冷氣夜」等。為增強

學生的時事觸覺及對事物的分析能力，本校除了在課堂

上設時事分享時段外，也定期設時事焦點，展示有關剪

報，鼓勵學生發表己見。

流動實驗室計劃 項目總監

麥惠南博士(左)

同學在科學園開心暢遊。

麥博士從旁指導，同學虛心受教。

MobileLab-香港唯一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

分享科研成果

老師跟同學一起上了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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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動英倫-
     我在阿仙奴的日子

校 東張園「 」西望
我很高興我們的足球小將──六甲班黃曉峰同學能代表阿仙

奴香港足球學校前往英國進行集訓及比賽，與當地的學員一起接

受專業教練的訓練。曉峰與我分享心得，認為這次遠行獲益良

多，不單足球知識有進步，連英文會話也進步了。最後一天，他

還參加了阿仙奴足球學校舉行的

三乘三世界盃，與來自不同國家的

三十二隊學員較量球技。對每一個

熱愛足球的同學來說，這是一個難

得的機會去見識見識。運動不單為

我們帶來了快樂，也增長了見聞。

同學在科學園開心暢遊。

體育科不一樣的經歷-校園體育報

編輯-鄺博立老師
「校園體育報」不經不覺已進入第五個年頭了。

本年度編委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本人---鄺博立老師、五
甲班楊家樂同學及五乙班王嘉欣同學。

   本人十分喜愛足球和籃球，既是英國球會愛華
頓的忠心「粉絲」也是意大利祖雲達斯及NBA馬刺隊
球員贊奴比利的「球迷」 ，所以我是一個百折不撓的
體育迷。

湊巧三人的編委工作小組也對足球運動「情有獨
鐘」，工作的默契也得以很快建立起來。每週也會搜
集不同的體育資訊、運動員刻苦奮鬥的故事、健康生
活知識及各地體壇趣聞等，務求使這份體育報「應有
盡有，包羅萬有」。

編輯-楊家樂同學
我是李陞小學校園體育報的編輯5A

班楊家樂。我的拍擋是王嘉欣同學和鄺博
立老師。我主要負責搜集一些體育消息及
專文報導，並定期進行報導更新。對於能
夠參與這份新的工作，我感到十分開心和
興奮，因為可以使同學們了解更多體育資
訊，歡迎同學們積極來到學校正門一邊細
閱校園體育報，一邊和我這位曼城和祖赫
特的球迷作足球資訊的交流。

編輯-王嘉欣同學
大家好！我是校園體育報編輯5B班王嘉欣，

我十分榮幸獲鄺老師邀請加入校園體育報這個大家
庭。

足球是我最喜歡的運動項目，我最崇拜的足
球員是效力西班牙皇家馬德里的葡萄牙球星C朗拿
度。為甚麼我這樣崇拜他？因為他有驚人的速度，
腳下功夫出眾，盤扭技巧高超，埋門把握能力十分
強。不但如此，昔日只慣用右腳的他，經過每天的
刻苦訓練，C朗拿度已成了左右腳均可開弓的「雙
槍將」！同樣地我也被皇家馬德里的全面戰術、堅
固的防守和銳利的進攻深深地吸引了，我現在也是
皇馬的忠實擁護者。

合作無間的好拍擋

齊心事成三人組

我們的校園體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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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i Sing Primary School we 
believe the English lessons should be 
interactive and enjoyable.

Learning the letter sounds is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cy.  We work hard to make 

sure students learn their sounds in Primary 1. Learning the 200 Power Words is so 

important to make reading easy. We do this in a systematic 

and playful way.  

Students love to write in their journals. They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illustrations and 

unique ideas. They enjoy using colourful picture 

dictionaries to help them in their writing. 

Students love teachers to read a diversity of Big 

Books.  We enriched our curriculum by incorporating 

new big books in Primary 1, 2 and 3. 

In the Guided Reading lessons students 

get personalized attention to their reading 

development.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reading strategies to help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readers. 

 We conduct weekly guided reading 

sessions at the Primary 1 to 6 levels.  An 

ELTA has been hired to work with the Primary 4 

and 5 classes.  

The introduction of portfolios into our 

Primary1, 2 and 3 classes allows students to 

showcase and reflect on their best work.   We 

hope parents can praise their child for their efforts 

and encourage them to keep working hard. 

We believe school is a place where all 

children can succeed in English. English can be fun!

校 東張園「 」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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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鴻奔馬現李陞
今年七月，我們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悲鴻萬馬奔騰。青少年裝置藝術

作品展」活動。徐悲鴻大師素以繪馬著稱，而「萬馬奔騰」概念正源自徐

悲鴻大師的著名畫作「奔馬」，標誌著竭力

向前、不言放棄的精神。視藝室助理

「強哥」將四十張紙板對摺，一隻

隻神態逼真的「奔馬」活現在同學眼前，

已令人讚歎不已。同學先在模型上掃上白色顏料，再構思意念，如何令它繪製

成一隻獨一無二的「奔馬」。同學炮製的這批「奔馬」，將會聯同其他中小學

及藝術團體製作的「奔馬」，計劃於今年四月展示，並會為這次活動申報成為健力

士世界紀錄，屆時大家不容錯過。

校 東張園「 」西望

小三數學備課全攻略

不斷提升教學水平是我們的使命，不斷令學

生喜歡數學是我們的夢想，不斷在教學上尋求

突破是我們的抱負；本年數學科針對小三年級的

課程，邀請到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吳沛榮先生和老師們一起科

研，研究針對學生難點的教學法。透過

討論、實踐、觀課及評課，再走進課

室優化課堂，不斷改進，今天的小三

同學，有不一樣的學習成果。運用

「公里」、「毫米」作單位不再是學

生的煩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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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書架

大家來說普通話

普通話科透過不同的活動，為學

生營造語言環境，提升學生聽說普

通話的能力；普通話科老師培訓

普通話大使和午間廣播員，提升

同學們說普通話的信心。

逢星期四是普通話日，普通

話大使會於小息和午息與同學用

普通話交談，唸聲母韻母和繞口

令；午間廣播員亦會和老師一起為同

學們播放歌曲、示範唸繞口令、和進行

校園新聞報告等，提供機會，讓大家多聽

多說普通話。

校 東張園「 」西望

我在一樓走廊――普通話多音字

陣容鼎盛的普通話大使

請簽個大名！

早上好！又是星期四啦！

學好漢語拼音――課室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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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領袖生及
全年科組特色活動

本年度的圖書館領袖生

本年度招募了23位五至六年的學生為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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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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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幾個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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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更換了「新書推介」書架，新的書架更大更耐用，希望同學們喜歡。為鼓

勵學生從圖書館外借圖書，圖書館每年均添購約20000元的中、英文圖書，又設個人

及班際借閱龍虎榜。學生亦可在圖書館內借閱每天最新的報章、雜誌，故閱讀氣氛

良好。圖書館會定期購買新書，以及舉辦主題書

展，例如萬聖節、聖誕節、農曆新年及復活節等

等。

在本年度12月更新了「書海奇遇」壁報

板，主要推介一些中英文的好書，而且它造就

了一個平台，讓師生間及學生之間分享一些優

秀的中英文圖書，學生不僅在選書上愈見水

準，在分享圖書時無論在表達或是內容深度上

都見進步。閱讀廣度方面，本年度的「陞兒健康成長小冊子」內新增了「喜愛

閱讀」 範疇，學生 需要涉獵不同種類圖書，亦需完成閱讀

報告。

為了配合來年度的李陞小學60週年校慶，本年度

一至二年級的工作紙新增了「圖書封面設計」，三至

四年級的工作紙新增了「閱讀報告」，而五至六年級

的工作紙新增了「故事情景模型製作」，讓同學的

佳作能夠在開放日展示出來。

為了增強學生不同學科的知識，圖書館本年度

除了有中英文報紙外，還新增了一些不同學科的雜

誌，包括中、英、數、常、電腦、體育各種不同科

目，例如有資優中文、明周、木棉樹、

智慧寶庫、Classroom Magazine、資優

數學與科技、BBG親子閱刊、小泥子、e-zone及足球周刋等等，希望總有一本適合

同學們的需要。

本年度李陞小學的「書香龍虎榜」新增了「本週10大我最喜愛的圖書」，讓同

學知道現時哪些書最受本校學生歡迎，「書香龍虎榜」的

資料還會放到李陞小學的圖書館網頁內。

本年度李陞小學的圖書館網頁新增了網上讀書會，希

望透過網上讀書會將同學的閱讀心得和感想互相分享，並

將交流延伸到校園以外。希望李陞小學一直保持「書香滿

校園」的風氣！

P1-P2開放日學生作品-

圖書封面設計P3-P4開放日學生作品-

閱讀報告

「新書推介」書架

「書海奇遇」壁報板

校 東張園「 」西望

全方位學習雜誌架

「李陞小學網上讀書會」討論區 書香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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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除了推薦學生參與學術性的資優課程

和比賽外，本校更安排了其他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給同學，讓他們發掘和發展

自己的潛能和興趣，並有機會在不同場合中展露才華，活動如下：

語文 英語面試、話劇訓練、英語Get Set Go、中文、英文及普通話朗誦

邏輯數學 機械人設計、科技活動、奧數及數理遊踪

空間 彩墨畫、紙黏土、集體創作及創意小畫家

音樂 合唱團、小結他、非洲鼓、小提琴、口琴及樂韻唱遊

肢體動覺 田徑、足球、乒乓球、游泳、健體中國舞及勵志健身舞

人際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伴讀計劃、長幼共融、陞兒小領袖、童軍、基督少年軍及校園小記者

內省 學習日誌、時事新聞分享及各科多角度思考學習活動

自然觀察 專題研習、微生物及DNA觀測、醫kids學園、奇妙中草藥、飲管飛機製作、肥皂和葉脈書籤製作

綜合 中文音樂劇、週五顯才薈萃

校 資優本

4A班鄧華倫代表本校
參加星島雜誌集團首辦之

「醫kids學園」活動

6A班崔宛蓁、林煜棋及
李子晴代表本校參加

《第12屆資優解難大賽》

第7屆校園藝術大使 -
6A班 崔宛蓁

第7屆校園藝術大使 -
6B班 葉錫鴻 

5A班梁傲德獲本校
推薦成為香港資優教
育學苑數學科學員

科 究學探
小朋友們，是時候發揮你們的小宇宙

了 ！ 「 為 甚 麼 指 模 可 以 辨 認 身 份 ？ 」 、

「飲管塔是甚麼？」、「肥皂是怎樣做出來

的？」......這些問題你有想到答案嗎？我們的

科學探究員就可以為你解答了，因為他們都

參加了由明愛莊月明中學老師親自教授的科

學探究課程，小朋友們邊學邊問，非常興奮

和雀躍，有些事物是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

但他們的一個問題也令老師們發現他們的小

宇宙和創意！我們謹此鳴謝明愛莊月明中學

的導師及借出校舍作實驗之用。老師們也快

樂參與其中，因為這樣能令學生在童年可以

有一個成為科學家的夢。
有甚麼得著？快快記下來。

飲管塔怎樣才可以有
更大的承托力？ 想好構圖就快來動手做了。 我們的製成品是不是很漂亮？

大家很認真聽老師講解呢！
如何檢驗DNA？

請小心輕力攪拌，

我們的肥皂快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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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揮學生各方面的潛能，建立他們的自信、創

意及表達能力，並從團體合作中，發展其處理人際關係

的能力；本校誠邀極富舞台經驗的導師為本校設計校本

資優課程(中文音樂劇)，提供歌唱、舞蹈、口才、戲劇

及舞台表演藝術培訓，經驗導師將按學生不同的專長作

重點訓練，讓他們能盡展所長。

為了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我們當然不會錯過每一個能讓孩子發揮的機會！本年我們被邀參與「飲管飛機比

賽」，非常感謝明愛莊月明中學舉辦是次活動，令我們的學生獲益良多。這個比賽分中級組﹝三至四年級﹞和高

級組﹝五至六年級﹞需要在限時四十五分鐘內以限量飲管拼砌出一架飛機，以能飛得最遠獲勝。這個比賽還有中

西區內多間小學參與，看見各校的學生創意無限，分工合作，發揮團結精神，老師、學生和家長義工也大開眼

界。是次寶貴的體驗相信已深深藏在我們的心裏，下次的機會我們也不會錯過呢！

劇

比

中

飲

文

管

音

飛

樂

機 賽

資優本 課程

面試情況

今次活動大家也滿載而歸，十分快樂。

排練情況

你知道「放飛機」也是一門學問嗎？ 多謝一班家長義工盡心盡

力參與幫忙呢！

中級組季軍可以與湯兆昇博士一起合照，真興奮！

同學分工合作拼砌飛機，

態度非常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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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透過建立不同的團隊，培養學生服務他人及關懷社

會的精神。本校的服務團隊包括公益少年團、基督少年軍、

童軍、普通話大使、風紀、圖書館大使、伴讀大使、大哥哥

大姐姐計劃和運動大使等。學校與區內不同的團體合作，讓

學生透過社區探訪、表演、義工服務及賣旗等活動，提升學

生的協作、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讓學生透過「服務學

習」，提升個人、社會及公民責任感，使他們更願意奉獻自

己，服務他人。

陞 領袖兒小

冼

蔚
文

老師

大哥哥大姐姐

圖書館大使

課間操大使

風紀

普通話大使

童軍

伴讀大使
基督少年軍

公益少年團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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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

蔚
文

老師

大家好，我是冼蔚文老

師。很高興能加入李陞小學這個大家

庭，本年不但擔任4B班的班主任，更是任

教數學和常識科。

作為一位老師，不但要教授學生知識，還會以

正面的價值觀協助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而且

我會身體力行，於工餘的時間服務社會，致力成為一

位良好公民。

期望為孩子帶來既歡愉

又健康的校園生活，使

能把本校校訓「敬

業 樂 群 」 傳 承

下去！

我家的新成員-
鄺博立老師

九月五日晚上，正當大家欣賞劇集《載

得有情人》大結局時，家中的電話突然響起，

「太太羊水穿破了，請你準備到醫院迎接寶寶

的來臨」。我緊記「師兄」陳守恩老師的經驗

分享，先梳洗再吃過即食麫才不慌不忙地前往

醫院。經歷數小時後，我家的新成員終在凌晨

和大家「say hello」啊！

興奮莫名的我首次抱起兒子心朗顯得「雞

手鴨腳」，看得太太也膽戰心驚！幸得接生的

醫生作指導，才可順利和心朗作近距離的接

觸，此時此刻我和太太也感動萬分！

圖書館大使

公益少年團

湊女兵團-薛慰苗老師
我 家 的 新 成 員 誕 生 了 ！ 她 就是妍妍。我們一家為著她而感到興奮，也為著她而忙得不亦樂乎，餵奶、換片……，一家變成了湊女兵團。

李陞 軍新力

陞李 喜 訊

黃
耀

霆
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耀

霆老師。很開心可以加入

李陞的大家庭！

我將會主力協助處理同

學於課外活動以及體育運動方

面的各項細節和安排。我對各

項運動都略懂一二，歡迎同學來

跟我切磋切磋和大談"足球經"。我

希望於來年和同學好好相處，一起享受

和共創美好的校園生活，留下段段開

心的回憶。

媽媽的小手
與我的小腳板

湊女兵團
大家好，我是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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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嘉

馴
小姐

大 家 好 ， 我 是 陳

嘉馴，大家也叫我May姐

姐。很高興可以加入李陞的

大家庭！

我將會主力協助處理有關

關愛基金、午膳及協助學校文

書工作。看到很多同學在午飯時

都把午膳吃得乾乾淨淨，不偏食，

真的很棒！要給大家10個like!!!祝大

家健康快樂，有個美好的校

園生活。



為推動「藝術教育」和「健康教育」，並藉此給予學生有更多演出的經驗，本校於2014年11月9日安排學生出

席「社區共融齊起舞2014」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與社會人士一起合作，透過藝術學習、分享和欣賞，表達對社會關

心之情。當天學生分別跟不同的藝術或義工團隊演出，更將由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創辦人鄒文輝導師為本校特別

編排之勵志健身舞帶到舞台，將健康及生命的訊息傳至社區。

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創辦人鄒文輝導師

和崔家祥校長為「社區共融齊起舞2014」

活動揭開序幕。

透過活動，同學明白「共融」並非難事。

同學們在台上跟導師及長者投入地演出。

同學們不但身手敏捷，而且非常合拍。

「長幼齊起舞」成功奪得獎項，大家都開心不已！

社 融齊區共

18

我們的健體中國舞隊伍多可愛！

活動當天，有不少家長到場為子女打氣。
活動之成功，有賴家長的支持！

看！同學們的身手不凡！

大家對本年度之課間操─「勵志健身舞」都非常熟練，難怪一舉手一投足都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長幼齊起舞」成功奪得獎項，大家都開心不已！

非洲鼓校隊陣容鼎盛，同學們年紀雖小，但打起鼓來卻很認真投入。

2融 4齊 0共 1起舞

義工舞蹈比賽暨藝術教育舞蹈日於13-7-2014(日)在香港教育學院進行，

當天本校之健體中國舞隊及課間操大使與不同的義工隊伍一起演出。在一眾

舞蹈義工的指導下，我們的同學更奪得了：共融組金獎和少年組銀獎。是次

活動最重要的是讓同學明白義工精神的可貴。

非洲鼓隊於2014年11月14日參加由中環及半山分區委員會主辦的

「年輕人藝術展才華」比賽。當晚，許多團體及個人表演者於上環文娛

中心盡展所長，令大家眼界大開。非洲鼓隊憑著精采的表現，勇奪全場最

佳才藝獎。

華藝術輕人 展才年

義工舞蹈比賽暨藝術舞蹈日

看！我們的健體中國舞團隊多可愛。

同學們跟長者義工一起演出，
彼此十分合拍。

課間操大使將本校獨有的
「勵志健身操」帶到舞台上。

同學們跟眾義工及其他嘉賓來個大合照。

比賽當天，崔校長更是大會嘉賓之一。

同學們演出前都會妝扮一番，
務求做到十全十美。

看同學們表演這麼純熟，
可知他們已是合作無間。同學們穿著繽紛的服飾，

在台上表演得有聲有色。

非洲鼓校隊獲得「最佳才藝獎」，
同學們跟頒獎嘉賓合照，
心情既興奮又愉快。

校長到場為表演同學
打氣，使同學們信心大增。 19

活動當天，有不少家長到場為子女打氣。
活動之成功，有賴家長的支持！



「陞星義工隊」為本年度之新星，該隊伍是由香港婦女基金會

何郭佩珍耆康中心透過申請基金，與本校合辦的。「陞星義工隊」當中包

括：小結他興趣班、中西區導賞計劃大使、健體中國舞及課間操大使。學生從活動

中學到知識、技能後，走進社區，到不同的服務機構作分享、表演，為有需要的人帶來歡

樂，回饋社會。

中西區導賞計劃大使前往中西區的舊村落

探訪，慕求對本區有更深的認識。

老師及課間操大使於逢週一的課間操

時段，帶領同學一起進行課間操。 以學得的技能回饋社會，小結他隊到老人院去表演，帶給長者無限歡樂。

陞 義星

中西區導賞計劃大使到長者中心分享
他們所學得的成果，既興奮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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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中西區導賞大使先進行環境考察，加上長者的資料性講解，同學對本區的歷史已相當熟悉。

導師帶領同學及長者一起跳健體中國舞，
同學們健體之餘亦可向長者學習一番。



健體中國舞班的同學跟長者相處融洽，
彼此互信，良好關係亦由此建立。

長幼齊學小結他，薪火相傳，樂也融融。

陞 義工星 隊

長者定期跟中西區導賞計劃大使上課，講解中西區歷史，,可謂薪火相傳。

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創辦人鄒文輝導師

親臨本校教授同學全港獨創之「勵志健體

操」，然後再由課間操大使負責推廣。

課間操大使將本校全港獨創之「勵志健身操」帶到社區，宣揚運動的好處。

21



李 英獎陞精 不停
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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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A 梁凱雯 優秀學生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黃曉峰 優秀運動員

栢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獎 6B 陳偉豪

北角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6B 葉錫鴻
6A 林煜棋
6B 陳　蔚
5B 鄭順明

男子組4×100米接力 殿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6B 陳偉豪 男子 甲組 50米 蝶泳 亞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6B 陳偉豪 男子 甲組 50米 自由泳  亞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6B 何柏勤
6A 孫　瀚
5A 洪竣銘
6B 陳偉豪

男子甲組 團體殿軍

港九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6B 陳偉豪 男子甲組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殿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4A 姜以謙 男子 乙組 擲壘球  亞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鄭文雅 女子 特別組 推鉛球  季軍

繽紛冬日聖誕填色比賽2014 3B 梁賀正 亞軍

小校園暑期活動2014
「全新小校友校服設計比賽」

3B 梁賀正 優異獎

「中西區滅罪宣傳」海報設計比賽 3B 梁賀正 優異獎

「社會共融齊起舞2014」
綜合藝術教育舞蹈匯演

健體中國舞及
課間操大使

少年組 銀獎 及 共融組 金獎

慶祝國慶65周年
學界獅藝觀摩邀請賽

醒獅校隊 季軍

「年輕人藝術展才華」活動 非洲鼓校隊 最佳才藝獎

第一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6A 曹沛熙
6A 黃曉峰
6A 孫　瀚
6B 何柏勤
6B 馬俊揚
6B 劉樂僖

全場總亞軍

第一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5A 傅景垌
5A 袁天恩
5B 梁偉洲
6A 陳俊熙
6A 劉世男

全場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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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幫 助 英 語 能 力 稍 遜

的學生提升串字能力，家長教

師會與校方合辦英語學習獎勵

計劃─‘Smart Speller’。

教師在小二至小五各級推薦學

生參與，家教會則協助召募家

長義工。本課程內容為串讀字

詞訓練，每位義工負責指導2

至3名學生，他們逢星期一至

四早上8時至8時25分進行活

動。學生表示參與此活動，有

助加強其認讀英語字詞能力及

提升自學能力。

家教會周年大會暨「面對衝突，
     建立和諧親子關係」親子講座

一年一度的家教會周年大會於本年度10月18日舉行，

會後隨即舉行親子講座。本年家教會邀請了著名電台節目主

持及親子教育工作者鄧藹霖女士擔任演講嘉賓，並以「面對

衝突，建立和諧親子關係」為題，跟大家分享與子女相處及

溝通之道，家長均認為講座內容感人，而且很實用。當日出

席家長踴躍，有百多位家長及學生參加，現在就讓我們一同

分享當日講座的熱鬧場面！

崔家祥校長、家教會主席黎兆

宇先生及袁藹儀副校長與鄧藹

霖女士拍照留念。

家長們紛紛把握機會即場向鄧女
士請教親子相處及溝通心得 講座結束後，大家仍意猶未盡，急不及待找鄧女士簽名留念。

家長們鼎力支持家教會活動，當日坐無虛席。

鄧藹霖女士演講生
動有趣，令在場家

長聽得投入。

家教會活動-Smart Speller  

李卓謙家長

我很開心有機會能參與由家長義工擔任

導師的“Smart Speller”計劃。由籌備至正式

開始，只用了個多月時間。作為家長，能有機

會為學校服務，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同學溫習英

文，令我獲益良多，看到同學們態度認真、用

心學習，進度亦比預期理想，一星期兩次，每

次只是短短的20分鐘的學習時間，我負責兩位

二年級的同學，都能順利讀和默寫不同的英文

生字，心裏也替她們高興。校長和老師更有小

禮物作為奬勵，給予同學們正面的支持。

希望來年有更多熱心的家長加入活動，提

昇同學們的學習氣氛及英語水平。

雷銘澤家長

很高興有幸參與Smart speller義工家長

活動。是次活動，我覺得非常有意義。雖然早

上要抽時間到學校幫小朋友串字，但每次與小

朋友互動學習，看著他們努力付出所得到的成

果，一個一個的生字印記在他們的腦中。雖然

看似簡單的串字學習，但我相信在這小小的

成果中，會令他們建立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自

信，而且看見校長及老師們對學生積極的幫

助。義工家長們無私的付出，令我明白到李陞

小學家長教師們都以“有教無類”精神教育小

朋友。

郭旆言家長我是二年級的家長，經家長義工通知，本人得以參與學校的 “Smart Speller” 計劃，成為學生的義務導師，幫助學生溫習英文生字。其實我當時心情七上八下，戰戰兢兢，害怕會教錯學生，但是當我和學生相處不久，就發覺學生並不難教，他們都很好學，很認真，令我樂在其中。雖然每組學生資質不同，進度各異，但這一切反而令我明白各人的需要，從而學會不同的教學技巧，這些技巧更能幫助我更有效地輔助自己女兒的功課，正所謂教學相長也。
多謝校方給我難能可貴的機會，我亦知道其他學校很少有這些計劃。只有充滿愛心的學校、校長及老師，才會安排這樣富意義的計劃吧！



人生真的很奇妙，每一步，都會影響自己的一生。由於我是懲教員的關係，

當年我沒有購置房屋，也因住宿舍的關係，與家人進駐中西區，亦由於我素仰英

皇書院的校風，我在替長子選小學的時候，便選了李陞小學，結果如願以償。 

為了次女健康成長，我於她小二的時候申請轉學到李陞小學讀書。現在她

開心快樂地學習，我覺得已經賺了，成績已變成次要。因為子女兩人，將我帶

到李陞小學家教會的大家庭，為學校服務，李陞小學已成為我第三個家，除了

家、我工作的地方喜靈洲懲教所，李陞小學也給我家的感覺。想一想，當天如

果我決定購買房子，當然，今天我不會因將來居住問題不勝其煩，但也肯定一

對兒女不會在李陞小學讀書，我也不會在家教會服務這麼多年了。人生，還不

算奇妙？

昨天，我們進行了本年度家教會的第二次會議，會上有很多事情需要討

論。原來，我們家教會參予學校的活動不斷增加，比我最初出任家教會的工

作，範圍更廣泛，次數亦更頻密。讓我們將SMART SPELLERS這活動常規化，讓「家長學堂」順利舉

行，林林總總，這實在有賴一班委員的功勞和校方的配合。何傲然女士與丈夫黃先生的熱心參與，更加起了

正向的化學作用，在這兒要特別鳴謝他們。當然，崔家祥校長及袁藹儀副校長的教學熱誠，也令我深受感

動，老師們對學生的循循善誘，呵護備至，我想，很少學校能做得到。

希望各位家長也為自己的、李陞的兒女們積極參與學校、家教會的活動，共同建造一個愉快的校園。

2014﹣2015
主席感言

顧問：崔家祥校長     編委：黎兆宇主席  白偉光老師  梁滿鴻先生  徐軍先生   陳子玲老師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已於十月十八日舉行，新一屆的常務

委員會已順利誕生，並於當日進行第一次常務會議，會上各委員互選擔任

各項職位。我們在此再次感謝各位委員熱誠服務，為家校合作繼續貢獻。

職位 家長委員(子女班別及姓名) 教師委員

主席 黎兆宇先生 (3B/黎清霖)  

副主席 袁藹儀副校長

文書 何傲然女士 (2B/黃曉朗  6A/黃曉峰) 陳子玲老師

司庫 冼愷儀女士 (1B/李卓業  4A/李卓謙) 林楚君主任

康樂 梁滿鴻先生 (1B/梁耀謙  3A/梁沛謙  6A/梁凱雯) 岑智敏老師

康樂 宋秀梅女士 (3A/宋家豪)

康樂 譚艾亮女士 (4A/祝友銘)

總務 陳玉霞女士 (2A/陳嘉銘) 薛慰苗老師

總務 白偉光先生 (4A/白炯昕)

內部聯絡 徐　軍先生 (2A/徐英棣)

前排左起： 
崔家祥校長、黎兆宇先生、梁滿鴻太太、 
宋秀梅女士、陳玉霞女士、白偉光先生及徐軍先生

後排左起： 
譚艾亮女士、冼愷儀女士、陳子玲老師、 
岑智敏老師、林楚君主任及袁藹儀副校長

何傲然女士在百忙中仍抽空出席， 接受委任狀，繼續擔任本會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