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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0及31日是我校舉行「鑽禧校慶開放日」的

大日子。那兩天，百多位友校校長、專業團體合作伙伴及來賓

到賀，歷屆校友們和校長們親臨指教，許多幼稚園學生和家長

與區內人士到校參觀，讓開放日添上光彩。大家在百忙中抽空

光臨，令我們師生上下都深感榮幸，深深感受到大家對李陞小

學的一份關懷和情誼！

全體老師與第一屆畢業校友
合照，饒富意義

校管會主席劉潤霖女士與嘉賓們合照
主禮嘉賓在校門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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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展 盛禧 況典鑽
1月30日為鑽禧校慶開放日，多位校長及志願機構代表到場祝賀，可

謂星光熠熠。我們亦為與長春社合作的「巷里傳承營造西營盤」文化徑計

劃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啟動禮。當日，醒獅隊、小結他班及合唱團落力表

演助慶，獲得在場嘉賓們熱烈的掌聲。其後，我們開放校舍，各課室都開

設了攤位遊戲及展示同學的作品，令參觀人士樂而忘返。

此外，為了與區內人士慶祝校慶，本校舉辦了「幼小童心賀鑽禧」幼

稚園親子填色比賽，很高興收到超過二百份作品，我們從中選出了冠、

亞、季軍、配合主題獎 、最具創意獎和最佳顏色配搭獎等，當日我們亦

頒發獎狀及獎品予得獎者，普天同慶賀鑽禧。 
總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南區）陳展桓女士

擔任主禮，為本校致勉辭

典禮座無虛席，60多位校長、嘉賓，百多位
幼稚園員生及家長出席支持，全校同學都在
課室觀看直播。

崔家祥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填
色比賽的設計者。

小三學生創作鑽禧校慶Cheers

長幼共融小結他表演

合唱團與崔校長合作演繹金曲賀鑽禧

醒獅表演

崔家祥校長頒贈紀念品予
李氏後人李瑞智先生

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靈恩學校 

位 遊戲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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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南區）陳展桓女士

擔任主禮，為本校致勉辭

「幼小童心賀鑽禧」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 得獎結果

配合主題獎:

卓靖彤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潘悅然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陳迪汶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張懿溱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杜彥鋒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陳詠希 (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

于心盈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陳心樂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最具創意獎:   

鄭日晴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關永陽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姚善瀛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馮靖淇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王家珩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翁帕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恩幼兒學校)

張懿漣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周晞嵐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最佳顏色配搭獎:

廖心甯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陳紀佑 (禮賢會學校)

吳沛霖(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張濼天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周正楠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林明縉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陳思行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陳兆楠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冠軍  吳晅聏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亞軍  張樂晴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季軍  吳栢熙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崔家祥校長頒發獎狀予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得獎學生及其家長

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靈恩學校 

戲 多 多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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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里 傳承 營 營盤造西
得到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蕭國健教授的幫助，本校有幸能與長

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合作，積極參加為期兩年的「巷里傳承・營造西營盤」社區

保育計劃。此計劃透過一系列社區活動與大眾一同推廣及記錄西營盤的社區文化遺

產，並傳承老區的生活價值，營造新舊並存的西營盤。

當中最觸目的項目是建立了西營盤歷史文化徑，本校獲邀參與「教會及學校」

發展歷史文化徑的工作，並成為此文化徑的終點站，讓區內區外人士更深入了解中

西區的歷史。於1月31日，本校邀請了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為區內人士作了一

場精彩的分享。

當日，不少校友返母校懷念一番，當中更有不少資深校友從外國回來。

嘉賓濟濟一堂支持本計劃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項目主任黃競聰先生向
全體師生講解「巷里傳承　營造西營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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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運動會於2月12日舉行，全校同學們均精神奕奕地在香港仔黃竹坑運動場大展

身手，而「太陽先生」露出了笑臉，運動會在晴朗的天氣下進行。

適逢我校六十周年校慶，故本年度運動會特設開步禮，全校師生和觀禮家長一起參

與，當時運動會熾熱的氣氛更可媲美奧林匹克運動會。

開步禮後，運動會團隊遊戲「聖火傳遞」、60米、100米、200米賽跑、擲壘球、

跳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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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吶喊助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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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火傳遞時，同學們互相勉勵，投入比賽。 

鬥志和力量的比拼

看我的手力，多厲害，多棒啊! 

謝謝同學們為運動會服務

六十 周年 鑽 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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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香港田徑代表隊成員

陳嘉駿先生即場示範跨欄技術 

花式跳繩隊為運動會作示範表演 

慶運校 動會

大家懷着興奮的心
情參與開步禮

在兩位大旗手陪伴下， 
校長致訓辭!

運動員代表宣誓!

本年度校方派出14名同學，分別代表男子甲組，男子乙組及女子甲組參加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港島西區小學分會主辦的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在首個比賽日中，男子

乙組先勝一場，取得八強資格，可惜在八強戰中負於聖若瑟小學，只能取得優異名次；女

子甲組則力戰而敗，於十六強止步；而男子甲組先取軒尼詩官立下午小學，再在八強戰中打敗強隊

聖保羅中學附屬小學，昂然進入四強。

在決賽日，男子甲組先要面對基恩小學。在余家威教練帶領下，加上校長、家長及隊友在場地

吶喊助威，結果以3比2之局數勝出，首次擠身決賽。而在決賽中，對手聖若瑟小學實力委實比本校

同學優勝，最後本校以1比3之局數敗陣。雖然如此，同學們已盡最大努力，而亞軍成績亦是本校歷

來最佳成績。在此再次感謝余教練、校長及唐智灝爸爸的付出。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女子甲組

6B葉錫鴻 4A周達城 6A李子晴

6A唐智灝 5A傅景垌 6A梁凱雯

6B王科均 4A白炯昕 2A盧凱琪

5A楊家樂 5B鄭俊毅 1A陳昕瑤

5B朱滿錦 2A傅紀綸

同學們在周會中由校長手
中接過得獎證書，接受同
學的鼓勵。

球 戰果乒 乓 速遞
感謝各嘉賓及友校同學遠道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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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 日足球

李陞小學足球校隊不經不覺已成立了15年，在這15個寒暑裏，

足球校隊已孕育出超過100位球員。適逢我校六十周年校慶，因此體

育組籌辦了一個以球會友的李陞足球同樂日。

足球同樂日於3月21日於中山紀念公園舉行，早上九時，許老

師、家長、學生、校友及昔日任職我校的老師已濟濟一堂齊集於足球

場上，我們邀請了校友會主席黎志仁醫生和家長教師會主席黎兆宇先

生擔任開幕式的嘉賓，為這次足球同樂日揭開了序幕。

當天共上演了兩場比賽，首仗比賽由現屆李陞小學足球校隊對

13-14校友隊，雖然13-14校友隊以6比1輕取師弟妹，但我們現屆李

陞足球校隊踢出高昂的鬥志，兩名足球女將5B班王嘉欣和黃美玲的表

現更甚為活躍和勇猛，獲得不少掌聲。

尾場是當天壓軸好戲，由家長教師聯隊對歷代校友隊。歷代校友

隊平均年齡在20歲，加上超過30人的龐大陣容，他們年輕力壯，活

力和膽色兼備，實在令人有聞風喪膽之感。但家長教師聯隊勝在經驗

豐富，能洞悉對手的虛實，加上門前把握力較佳，最終以7比5取勝。

當天超過一百名師生和家長在場參與我們的同樂日，可見足球的

魅力。

足球真是我們的好朋友啊！

足球同樂日

陣容鼎盛的2011校友們

經驗老練的家長教師聯隊 大家望望鏡頭---<笑>

04,10校友隊厲害!

蘇麗珊主任也到場
為大家打氣！

11校友隊---勁!   

鄺博立老師向各位
參與者介紹比賽細則

校長對師生對抗賽充滿信心

新、舊老師、 
校友合照

老師、家長和校友一起合照

射門大比拼吸引了

不少同學和家長參與
現屆李陞小學門將5A班

楊家樂同學，原來是曼城球迷！鬥志和活力兼備的2010校友們

同學們，家長們和老師們也一起參與射門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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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celebrate our school’s 60th Anniversary, we had organized a Parent-child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the whole school. 

Different levels were assigned with different topics. All the winners’ works had been 
displaced during Open Days.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prize winners. Let’s have a look at 
their works!

Parent-child English Competition for 
60th Anniversary

Winner 1st Runner-up 2nd Runner-up
P.1 1A So Koen 1A Zhang Can 1A Siu Kin Kuan
P.2 2B Kwok Pui Yin 2A Liu Chun Sang 2B Chu Suet Yiu

P.3 3B Leung Ho Ching, Cataus 3A Leung Pui Him 3B Lai Ching Lam, Ashlee
P.4 4A Chung O Wang, Altion 4B Zou Tung 4B Cheung Hau Ying

P.5 5A Issac Cheung 5B Ng Ching Yee 5A Hung Sze Ching
5A Yuen Tin Yan

P.6 6B Ho Pak Kan, Phoebus 6B Yip Si Hung, Primus 6A Chui Yuen Tsun, Tina
6A Lee Tsz Ching, Adele

Li Sing Primary School
2014-2015 Parent-child English Competition for 60th Anniversary

2B Kwok Pui Yin

1A Zhang Can

1A Koen So

2A Liu Chun Sang Jason

2B Victoria Chu Suet Yiu

3A Ricky Leung Pui Him
3B Lai Ching Lam

4A Chung O Wang Alton 3B Leung Ho Ching, Cataus
4B Cheung Hau Ying

4B Zou Tung

1A Siu Kin Kuan

鄺博立老師向各位
參與者介紹比賽細則

射門大比拼吸引了

不少同學和家長參與

同學們，家長們和老師們也一起參與射門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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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服日
恭祝大家羊年好運！

在圍棋興趣班中，同
學們都爭着跟導師比
試圍棋。

華服日學生感想

活動內容

1.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s 
Activity

2. 中、英、普揮春製作

3. 十二生肖動畫

4. 華服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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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年晚大掃除
7. 派利是活動
8. 回收利是封活動

中、英、普三科携手合辦新春賀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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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氣羊羊賀乙未

大家知道「十二生肖的
故事」嗎？

祝大家「出入平安」

大家一齊抹桌椅。

新年到，齊清潔。

年廿八，洗邋遢。

大家齊心合力，開心愉快大掃除。

幫助老師清潔，特別興奮。

袁副校長祝福同學身體健康。

陳主任向同學說：「恭喜發財。」

祝大家笑口常開，科科攞A。

校長、副校長向大家拜年。

2A徐英棣家長

學校在農曆新年前的最後一日上學日，容許小朋友穿着華服上學，而且

小朋友可以在學校交換紅包，互道恭賀新年的祝福語。整個過程，不但讓小朋

友體會到新年的喜慶，而且學會了自製中、英文紅包，自己寫出許多新年祝福

的揮春，去了解 “年” 的來歷。過程並無太多說教，真正體現 “春風化雨，

潤物無聲”的教育精髓。

4A李昆洛家長

讓學生穿上華服，可讓同學對自己國家文化有多些了解及認識，及對自

我國民身份有更多的認同。

4A劉舜瑜家長

在富有中國特色的節日裏，穿上華服參與學校特別安排的活動，既能感

受熱鬧的節日氣氛，也能從中學習及認識中國文化。

4A曹芷茵家長

華服日真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活動，在當天，學生們可學習到在新年說

的恭賀和祝福說話，還會學習到怎樣用英文和普通話向同學拜年和新年的習

俗，希望每年也舉辦這個活動就好了。

華服日家長感想

4A 劉舜瑜

我覺得十分高興，因為在華服日既可以學到不同語言的祝頌語，又可

以學到中國文化，還可以交換糖果，令我們可以吃到不同的糖果。我希望

明年也有這個活動呢！

6A 崔宛蓁

華服日當天，大批學生穿着傳統中國服裝回來，大家互相對着對方說

各種祝福話語，如「恭喜發財」、「大吉大利」、「龍馬精神」等，大家

不但能開開心心地度過這天，還學到不同語言的祝福語呢！

5A 洪詩晴

在農曆新年假期的前一天，學校舉辦了華服日，很多同學也興致勃勃

地穿着富有濃厚的中國民族色彩的華服。老師們和校長也穿起華服，融入

了歡樂的節日氣氛，透過老師和同學合作製成的簡報，能讓我們認識各式

各樣的華服。還有大掃除的環節，把學校整理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迎

接新一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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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顯才 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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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看他們的表演多精彩!

3A班：乘法超人

2A班 : 我愛我校

2B班 : 量詞

3B班 : 健康生活

5A班： 60=鑽禧

6A班 : My Dream Job

4A班 : Healthy Living Dance

3A班：乘法超人

5B班： The Reincarnation

4B班 : 李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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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

本年度本校一至六年級共有一百一十一名公益少年團

團員，期望學生能透過參與「公益少年團」計劃倡議的各

項公益活動，提升他們的公民責任及令他們主動關懷社區

事務，實現公益少年團「認識、關懷、服務」的精神，建

立健康的人生。

本年度公益少年團團員曾參與的活動有「學校旅行日

場地清潔大使」、「和平海報設計比賽」、「環保為公

益」慈善清潔籌款、探訪「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公

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健康生活教育日營」、「一人

一花」活動等。

在 「 環 保 為 公 益 」 慈 善 清 潔 籌 款 中 ， 本 校 籌 得

24774.6元，榮獲中西區學校籌款季軍，實有賴各位家

長及團員的鼎力支持！

公益少年團

「一人一花」活動 探訪「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

活

動

篇

校園 東張 西望

「健康生活教育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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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港鐵西港島綫通車和加深同學對西港島綫

的認識，本校二年級學生在2014年12月27日參加由

港鐵主辦的通車活動。當天，學生由崔校長、副校長

和鍾老師的帶領下，一同乘坐專車前往堅尼地城站參

觀，待通車儀式結束後，我們便乘坐列車出發，稍停

香港大學站後，便直駛往柴灣車廠，中途不停站，期

間還有魔術和小丑表演，同學們看着正站在月台上的乘

客，都不禁興奮地向他們揮手說再見。轉眼間，我們便到達

車廠的範圍，想不到由西環到柴灣只需二十多分鐘！最有趣

和難得的，就是能在車箱內體驗清洗列車的過程。從該天翌

日起，西港島綫便投入服務，為西區居民帶來方便。

港鐵西港島線通車活動

小丑表演

 參觀堅尼地城站

同學們正欣賞精采的魔術表演

  能與老師和同學一同乘坐首航列車，真難得！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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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Posties英文週報於2014年11月28日舉辦了一

個名為「煤氣我、惜、食2014」工作坊，讓本校四至六年級共

20位同學有機會一嘗煮食的樂趣，當中同學們更合作煮出美味

脆口的「雜菜米餅」。

為使學生認識更多的花卉，加強綠化環境和美化生活的意識，學校於3月20日安排基督少年軍及課外

活動小組－奇妙中草藥，共三十人一起到維多利亞公園參觀2015年度之花卉展覽。

 參觀花卉展

花卉就像我們的笑容一樣燦爛。

花卉展覽讓同學們大開眼界，看盡「花花世界」。

   煤氣煮食活動
專心聽講，就是成功第一步。

我們十分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雜菜米餅」。

工作坊開始時，我們都要先了解當中的要求。
看我的刀法多厲害！

完成工作坊後，我們都可獲得證書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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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擴闊音樂視野，音樂科在四至六年級推行校本增潤課程

「中國音樂」，讓學生認識及欣賞各種中國樂器(拉弦樂器、敲撃樂器、

彈撥樂器、吹管樂器)的特性和音色，並透過有目的的音樂欣賞活動，鼓

勵學生運用音樂元素(力度、速度、節奏、旋律、音色、氣氛等)來評賞音

樂，說出自己對音樂的感受。此外，更安排學生欣賞現場音樂會。

     本學年我們在2015年1月12日邀請了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組親臨

本校舉行「樂韻播萬千」音樂會，導師中樂小組透過演奏向學生介紹不

同的中國樂器及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令學生獲益良多。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

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組透過演奏向學生介紹不同的中國樂器

活

動

篇

花卉就像我們的笑容一樣燦爛。

5月30日(星期六)，我校參加了由中西區區議會和靈恩學校合

辦的《社區共融‧靈恩美藝嘉年華》。我校負責一個剪紙攤位，

六年級5位同學協助指導家長和小朋友剪紙。崔校長和袁副校長都

身體力行支持活動，同時為同學們打打氣。當天熱鬧非常，前來

學習剪紙的家長和小朋友們絡繹不絕，他們都十分欣賞這門特別

的藝術，也對同學們的剪紙技巧讚不絕口。

社區共融‧靈恩美藝嘉年華會

有興趣知道甚麼是不一樣的剪紙藝術嗎？來我們的攤位體驗一下就知道了。

友校校長和老師都興致勃勃地動手
製作了屬於自己的作品！

看！我們的攤位佈置得多漂亮！
我們都精神翼翼地準備迎接家長和小朋友。

 
我校的同學既認真又細心地指導小朋友剪紙的技巧。

友校校長們都在我們的攤位前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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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欖吉祥物踩入校園」兩位香港七人欖球代表隊隊長賀

特(Jamie Hood)及女子隊代表鄭芷婷，於2015年1月14日與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吉祥物「衞比」踩入西營盤李陞小學，進

行「國泰航空/匯豐香港七人欖球賽『支持香港隊』T恤設計

比賽訪校計劃」，與一班小朋友交流之餘，更落手落腳指導他

們畫畫及教授欖球傳球

技巧，逗得一班小學生

「笑晒口」，爭相與兩

位猛將合照。

七人欖球賽T－shirt 設計比賽

看！我們畫得多有趣！

是次的活動更獲東方日報刊登。

能與香港七人欖球隊的隊員及隊長一起拍照留念，真難得！

活

動

篇

是次「鄰舍團年飯2015」活動，家長也十分支持，
這又一次證明我們家校共融，合作無間。

本校醒獅隊於2015年2月7日參與由香港

青年協會主辦的「鄰舍第一」鄰舍團年飯活

動，當中本校醒獅隊更表演助慶，使活動氣氛

增加不少之餘，更令區內人士認識本校之醒獅

隊伍。

   鄰舍團年飯2015

每次表演，校長都會來給我們支持和鼓勵，難怪我們這麼神氣。

看！我們的醒獅校隊雖然年紀小小，但卻很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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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們畫得多有趣！

是次的活動更獲東方日報刊登。

水，對於當今的香港人來說，似乎垂手可得、源源不絕。

但在五十年前，卻幾乎是家家戶戶所關注的「頭等大事」。長

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於2015年3月18日搜集了

制水的史料、舊照片及當年剪報，更親訪了十幾位制水時代的

「過來人」，整理並

記錄六十年代香港制

水點滴。同學們透過

參與講座，一起認識

這一段乾涸卻不枯燥

的香港歷史。

六十年代香港制水點滴

展板內容豐富，令人印象深刻。

小五同學踴躍作答 講者細說六十年代制水點滴

濫藥問題一直備受關注，部份兒童更早在小學階段已接

觸到吸煙、飲酒及吸食毒品。有見及此，本校於2015年3

月4日邀請街坊小子木偶劇場到校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表演一

齣名為「濫用藥物」的木偶劇，透過本劇的主角施頌欣和葦

莉的故事，讓學生認識濫藥問題及其對身體的害處，並且學

懂作出健康的選擇及分辨正確用藥和非法使用藥物。

 預防濫用藥物短劇

同學聚精會神地欣賞演出

同學們還記得施頌欣和葦莉的
教導嗎？

有問有答，氣氛熱烈！

你看！這些木偶多有趣！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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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美禮

去年8月18-29日，袁藹儀副校長獲派代表教育局，前赴新加坡參與「國際教育領袖培訓計劃」，與來自

五十多個國家的教育領袖作學術交流，回港後與教師分享見聞，又與各國代表保持聯絡。

思學 校訪 校

印尼美禮思學校(Merlion School)友好訪問，

專業交流一線牽

本年3月20日，印尼美禮思學校(Merlion School)校監 Miss Lilin Imam R.及兩位學校創辦人千里迢迢

來港探訪本校，並就辦學方式、課程發展、學生成長等範疇互相交換心得，對於放眼世界，走向全球一體

化，實在是一個難能可貴的交流機會。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互相交換紀念品。

校徽前留影
袁副校長為嘉賓介紹

本校李陞廊及學校的歷史。

合唱團獻唱 “Ma Ma I Love You”，
用國際語言—歌聲感動了來賓。

本校外籍老師Ms Cheryl Brennan詳細講解
教授英語的策略，與來賓交流教學心得。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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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互相交換紀念品。

合唱團獻唱 “Ma Ma I Love You”，
用國際語言—歌聲感動了來賓。

去年九月，我們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悲鴻萬馬奔騰。萬眾一心」青

少年裝置藝術作品展，這次活動更申報成為健力士世界紀錄。2015年4月2日由袁

副校長和家長們率領同學親臨沙田馬場見證這項紀錄的誕生，當日場面很熱鬧，活

動很有意義。

萬馬奔騰。創世界紀錄

嘉賓中包括不少明星、歌星

萬馬奔騰，多有氣勢

好壯觀啊

袁副校長和嘉賓們拍照留念

當日記者爭相報道
大家拍個照留為紀念，很難得啊

同孿及家長齊齊到沙田馬場見證這次世界紀錄的誕生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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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及增進其課外知識，本校安排了34名小四至小六年級的學生參與由羣力資

源中心主辦之「挪亞方舟同樂日」。2015年4月4日，由羣力資源中心的一群義工帶領同學們參觀

「挪亞方舟」，一同歡度假期。我們上午先參觀了方舟多媒體博覽館、珍愛地球館及方舟生命教育

館，在展覽館中，挪亞製造方舟避過洪水的事蹟不但以4D電影的方式表達，更透過不同的小遊戲和

活動把生命教育的重要題材，如愛生命、愛家庭、愛地球的訊息都一一展現出來，讓小朋友們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午餐後，由義工們教授製作復活節彩沙瓶，同學們都認

真地製作自己心愛的彩沙瓶。 然後，我們參觀了方舟花園，花園中有

各式各樣的動物，活靈活現。同學們都盡興而歸，帶着大包小包的禮

物和難忘的回憶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挪亞方舟同樂日」

不一樣的復活兔
水桶挑戰，你準備好了嗎？

看！我們的彩沙瓶多漂亮

同學們都認真地製作復活蛋飾物

同學們都小心翼翼地把沙礫倒進瓶子裏

起動吧！一起來製作彩沙瓶。

方舟大合照！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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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崔校長相約了全校42名風紀隊員共進午

膳。雖然只是平凡的午餐，但大家能夠聚在一起說說笑

笑，互相分享擔任風紀時的趣事與經驗，平凡的餸菜也變

得美味多了。在此要特別多謝風紀隊員為本校付出的努

力，來年也要繼續加油啊!

校長與風紀聚餐

校長為風紀隊員打打氣

起動吧！一起來製作彩沙瓶。

方舟大合照！

活

動

篇

我們與校共進午膳

我們都預備了營養餐盒

分享當值的喜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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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感恩」及「關懷」校本輔導之主題，本校

之「陞星義工隊」於2014年12月17日到竹林明

堂護理安老院作探訪、表演，希望透過長幼共融，

讓長者們也感受到社區的關懷和歡慶節日的氣氛。

李 懷陞 義工

竹
顯

林

關

明探 訪 堂

竹林明堂

這麼有意義的服務活動，又怎少得校長及家長的表演呢！

校長及家長彈奏，同學們來合唱是最佳拍檔。

對於每次表演，同學們都非常認真，也很落力。

其中一項表演由何郭佩珍耆康中心長者及導師帶
領學生跳健體中國舞，長幼共融，饒有意義。

同學們從長者身上學到的又豈止彈小結他的技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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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別設立「陞星義工隊」，並聯同英皇書院「社會服務團」

的中學生合作交流，讓本校學生透過不同類型的訓練，不但認識義工

的概念，並加強學生的自我認識及肯定，發掘個人潛能及提升自信

心。此外，透過推行義工服務，讓學生發揮互助

的精神，提升與人合作的技巧，學習體恤別人的

需要，更能擴闊社會觸覺及個人視野。

服務社群   擴闊社會觸覺

陞星 義工 隊之

同 行計與 友 劃

To strengthen our pupil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pupils from P.4 and P.5 

were selected to join the Reading Buddy Programme. It was held in our school 

library on Wednesdays after school, from April to May. It was an honour to 

have pupils from Kings’ College act as ‘Big Brothers’ to our students. The patient 

guidance, useful advice and support from the ‘Big Buddies’ allowed our ‘Little 

Buddies’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converse, read and discuss. 

On May 13, 2015, ‘Little Buddies’ had a special chance to visit Kings’ College. 

During this visit, they got to know more about secondary school life. They were so 

excited to visit King’s College’s campus facilities such as the Science Lab, Library, 

canteen and school hall. Pupils were eager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ubjects, 

activities and clubs in secondary school. 

Our pupils reflected that they enjoyed this 

programme a lot and all the ‘Big Brothers’ 

are responsible, kind and supportive. They 

are positive role models for our pupils and 

we greatly appreciate their time and effort. 

Reading Buddy Programme

透過服務長者，從中學習帶領活動的技巧。完成服務，大家都感到無比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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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活動

有鑒於從小建立孩子正確價值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

按各級學生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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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

主題性校本輔導活動

自律小先鋒
男女基本法

成長列車---情緒對對碰

大家對活動表現踴躍呢！

目標訂定Go Go Goal

同學們贏取獎品，格外興奮。

日期 年級 主題
2/9及3/9/2014 一年級 自律小先鋒
4/9及5/9/2014 二年級 成長列車

7/1、14/1及21/1/2015 三年級 男女基本法
18/3、25/3及1/4/2015 四年級

理財小學堂
20/5、27/5及3/6/2015 五年級

2/9及4/9/2014 六年級 目標訂定Go Go Goal

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下學期進行的「交齊功課獎勵計劃」，難度比上學期提高了，時間由兩星期改為三星

期，鼓勵學生發揮自律的精神，培養每日交齊功課之習慣，共有66名同學獲頒獎勵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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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李卓謙

小朋友們很乖，我希望他們將來會很好。還有他們
很容易哭和活潑。我覺得他們常常寫錯字。我要
協助他們遞交好當天要交給老師的功課，他們十分
有耐性，有時我遲了下來他們還在等。我想和他們
說：「加油！」

4A曹芷茵

我很樂意幫助一年級生，雖然他們常常不聽我們的
話，但是只要慢慢地教導他們，他們就會聽我們說
話，這半個月令我感到十分開心，一年級生乖了很
多。希望下次我也可以再參加。

6A鄭文雅 

我想說的是… 在這次的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
劃中，我不單可以幫助一些低年級的同學抄齊家課
冊課，我自己也可以很開心。聽到低年級的同學稱
呼我「姐姐」，我就覺得很欣慰，再辛苦也值得！

6A林淑君

能幫助一年級同學很開心，也可以讓他們寫完家課
冊，便不會欠功課了。老師有時候會叫我們教他們
說英語，我覺得很快樂呢！我覺得可以參與這個活
動很開心，所以我希望下年也有這個活動呢！

6B黃隆生

1B班的同學十分熱情，當看見我們時，就自動拿出
家課冊給我們對。1B班的同學真是十分乖巧。

6A梁安琪

經過「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後，我覺得很
有義意，因為可以幫助到一年級的小朋友適應新的
小一生活，例如：教他寫家課冊等。不但止小一生
學到了一些東西，其實自己也一直在從中學習，例
如：如何幫助別人……。在幫助他們時，其實自己
也很開心，如果下次有相類似的活動，相信我也會
參加。

慢慢寫，不用急！

大哥哥大姐姐人才鼎盛！

每月之星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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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至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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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獲奬

的同學請繼續努力，下個月獲表

揚的人可能就是你！

得到大姐姐的協助，

抄寫家課冊變得無難度！

1月之星

2月之星

為了協助剛從幼稚園升上小一的同學適應小學的校園生

活，學生輔導人員特意邀請四至六年級的同學擔任「大哥哥

大姐姐」的角色，於課前及小息時段指導小一的同學抄寫家

課冊及教導他們適應日常規則，而表現良好的大哥哥大姐姐

更可於「健康陞兒成長計劃」中獲得蓋印，以示獎勵呢！

「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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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 未來

為協助小五和小六同學及早掌握「生涯規劃」的知識和技巧，為個人

前途定下明確的目標，本年度學校開展了一個嶄新的課程設計－「飛躍

未來計劃」，期望結合校內和校外多元化的資源，給學生提供更全面的升

中輔導，提高說話及表達能力，增強自信心。

課

程

篇

計劃
生涯規劃由小學做起

範疇 小五學生 小六學生 統籌小組
學與教 英文文法進階班

（2015年3月至4月)
 (導師：區諾兒老師)

升中模擬面試班
(2015年1月至2月)
逢星期二、四 
(6A、6B每次約8人)
(導師：外籍英語老師
Mr.Gary及小六中、英、
普科任老師)

課程及教務組
及

升中派位組

學生成長 「升中知多少」活動(一)
— 通過遊戲讓學生認識
區內中學、搜尋心儀中
學、訂立升中目標

「升中知多少」活動(二)
— 通過生活教育課讓學
生掌握個人期望管理，
提升自我形象
— 訂立升中目標，升中
派位放榜後進行自我回
饋

學生訓育及
輔導組、

東華三院社工

親子教育 「升中面試」講座
(7/2/2015　星期六)
— 邀請專業社工主持講座
— 邀請本校畢業生分享成功的面試經驗

家長教師會

學校首次在課餘舉行英文文法進

階班，主要為五年級學生而設，幫助

他們鞏固英語語法基礎，釐清文法理

論，特別針對不

同時態(Tenses)

的重點。導師區

諾兒老師在香港

大學主修教育(小

學 英 文 科 ) ， 透

過互動的教學模

式，由淺入深幫助學生建構對各種時

態的理解及運用的能力，當中包括現

在式、過去式、未來式、進行式以及

完成式，並運用各種句型練習，加深

學生記憶。

英文文法進階班

6A 李子晴

升中模擬面試幫助我們在面試中發揮得更理想。

我學會了很多面試的技巧，我會把學到的知識

與我的表弟妹分享。感謝學校舉辦這個活動，

希望學校可多舉辦這類型學習活動。

學生心聲

升中模擬面試班

6A 林煜棋

這次模擬面試令我獲益良多，因為我所面試的兩所

中學都有向我提出在模擬面試中出現過的問題。

6B 馬俊揚

經過升中模擬面試後，我在面試時說話更流暢，

還使我增強了勇氣和自信。

模擬個人面談

個人成績記錄，有效回饋學習。

「升中面試」講座

東華三院學校社工林姑娘為本校

主講升中面試講座

內容充實，實戰經驗最吸引

已升讀金文泰中學中一班的古浩琳同學與學弟學妹

分享面試經驗，與岑老師輕鬆互動，即席示範

現正就讀英皇書院中一班的徐英楠同學回饋母校，

分享面試心得

 升中過程順利，全賴一家人同心合力，

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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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科聯

本年常識的聯課活動推動德育、國情及公民教

育。由四至六年級常識科任老師精心設計有關「基

本法」以「權利和義務」為題材的聯課活動。從影

片、討論、遊戲等活動訓練學生多角度思考，適逢

本年是「基本法」的25周年，是次活動更令學生認

識香港與內地的伙伴關係和香港人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的保障。

課活 動

「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那些自由，你知道嗎？

大家積極參與遊戲，邊學邊玩。

誰得的「自由」卡最多？ 有關「基本法」的短片你又看過沒有？

看片段答問題。同學！你答對了！

分組匯報無難度！

老師細心講解，同學用心聆聽。

校長也一起投入參與呢！

已升讀金文泰中學中一班的古浩琳同學與學弟學妹

分享面試經驗，與岑老師輕鬆互動，即席示範

 升中過程順利，全賴一家人同心合力，

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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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 學生

本校今年繼續獲得東華三院資助舉辦機械人製作培訓班，有幸被挑選的十二位五、六年級的同學由專業導

師的指導下學習機械知識，寓遊戲於學習。

此外，同學於12月20日更首次出賽參加「第一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獲得佳績。另外，他們於5月

23日參加於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第17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第一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得獎名單：

潛能

「機械人工程師」小組

學 習科輕 鬆 研

班別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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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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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一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中獲得

「全場總亞軍」及「全場總季軍」兩項殊榮

大家都全力以赴，

務求在比賽中獲取佳績。

於鑽禧校慶開放日中向嘉賓展示機械人作品，
嘉賓更即場試玩呢！

中西區資訊科技教育推廣小組委員與同學合照。

課

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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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至小六年級學生很高興有機會在下學期參與科

學探究的課程在下學期階段，我們仍有科學探究的課程

進行。特別在此鳴謝明愛莊月明中學與我們合作，籌備

一系列的科學探究課程，提供場地，還有一

班中學的義工哥哥姐姐幫忙呢！同學在課程

中不單對科學有更大的興趣，更學會交流實

驗成果，也非常感謝哥哥姐姐的協助。

科學探究課程

滿載而歸的畢業典禮，來個大合照吧！

大家一起在畢業典禮中回顧實驗

和學習成果，很快樂啊！

校園藝術大使活動分享 - 
你能成為一棵「藝術生命樹」嗎？

6B班葉鍚鴻同學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二日，我有幸代表學

校成為校園藝術大使，與其他學校約一百三十多

位同學一起參與「創意藝術日營」，真令我獲益良多。

首先，我們在導師的指導下分成五組學習唱歌，包括流行

曲、經典歌曲和英文歌，唱歌和跳舞後，我們便開始相熟

起來。

下午，最令我回味的是創意舞蹈和故事創作。我們一起利

用身體動作組成一棵生命樹，扮演星星、月亮、太陽和水

珠等自然現象，發揮創意，大家都變成了歡笑的熱情樹。

故事創作，集合我們大使們的小腦子，從環保概念出發，

製作有趣的故事，有天馬行空版本，有現實版本，也有歷

史人物大倒轉版本，大家都十分享受當中的過程。

一天的日營活動十分緊湊，原來只要平日多去想像，身體

和身邊的創作原素，真是俯拾即是，感恩學校和老師給我

這個機會！

6A班崔宛蓁同學

「創意藝術日營」是我成為「校園藝術大使」後的其中一

項活動。記得主持王廷琳先生在活動開始前曾說：「在場

每一個人，都是一棵藝術生命樹。試想像一下，這棵樹愈

長愈高，沖破屋頂，到達天空。所以，今天，你們每一位

藝術大使都可以完全啟發自己的創意，成為一棵藝術生命

樹，在這散發歡笑的環境中，激起自

己的創作能量！」其實，主持說得

對，每個人也是一棵「生命樹」，只

要得到悉心栽培，加以啟發並給予發

揮空間，將來一定會有美滿的成果。

在這次活動中，我不但學到不同的藝

術創作，大開眼界，還在這個環境

中，認識了不少藝術朋友，大家在活

動中一起互相合作、學習和融合，從

中得到不少的樂趣。

課

程

篇

活動課題 範疇
科學鑑證 生物

飲管塔製作及
比賽

物理/工程

肥皂好易做 化學
樹葉的藝術 生物
數理遊踪 數學/科學

能量車工作坊 科技
電力與生活	
(電子積木)

物理

魔幻彩虹	(與
英文科協作)

化學/英文

支架結構 物理/工程
科學探究-	
生果發電

化學

科學探究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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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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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有每天15分鐘的早讀課之外，學校每年都會舉辦學校書展。本年度的學校書展

於下學期4月24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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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長亦可在書展開放期間一起

陪同子女選購。

本年度的圖書展銷商為中華書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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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校服的攤位，

還設有體重與健康飲食資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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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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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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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學校書展

香港公共圖書館「讀書會」

為了配合本年度的李陞小學60周年校慶，本年

度一至二年級的圖書課新增了「圖書封面設計」，

三至四年級的圖書課新增了「閱讀報告」，而五至

六年級的圖書課新增了「故事情景模型製作」，讓

同學的佳作能夠在開放日展示出來。上

學期的校訊同大家分享過一至四

年級的優秀作品，今次為大家介

紹一下五至六年級各班的佳作。

透過閱讀、導讀、思考、討論和分享，
鼓勵青少年持續閱讀、學習以及關懷社區。

李陞小學60周年校慶開放日學生作品

課

程

篇

從小培養兒童良好的閱讀習慣，有助語文能力的發展，為終身學習作好
準備，而且家庭的支持對兒童的閱讀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公共圖書館每年都

會舉辦青少年讀書會，每個讀書會名額為30人，會員須出
席 4次聚會，如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五，可獲頒證書。

本校亦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閱讀活動，擴闊閱讀交流
面，在2015年的3月，本校亦推薦了一些有潛質的小四
至小六學生參加了大會堂公共圖書館的青少年讀書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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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創作人，分享他們的閱讀及創作
經驗。

5B班

5B班

6A班
6A班

6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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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 期期 考頒獎

上學期各班學業獎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1A 張　燦 蕭建鈞 陳啟豐 劉柏然
1B 林心悅 林振煬 梁耀謙 李卓業

2A 王希殷 林永明
柴雨潤
陳立舜

2B 劉頴承 李業淇 李梓滔 朱雪遙
3A 宋家豪 李業翔 鄧君平 李譽軒
3B 梁賀正 梁傲行 馮正彥 梁俊彥

4A 鄧華倫 黃卓琳 李卓謙
劉舜瑜
黃心悅

4B 鄒　桐 陳泳彤 黃友軒 姜棓元

5A
洪詩晴
袁天恩

陳心悅 梁傲德

5B 吳靜儀 黃美羚 鄭俊毅 王雨晴
6A 李子晴 崔宛蓁 黃誠堅 鄒嘉怡
6B 馬俊揚 曹令宜 何柏勤 陳泳鋒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2A 胡敏婷 4B 楊弘舜

2B
江美齡
朱雪遙

5A 譚珈妍

3A 陳家騏 5B 吳靜儀
3B 江逸鋒 6A 唐智灝
4A 曹芷茵 6B 劉樂禧

禮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一 1A張    燦 1A蕭建鈞 1B林心悅 1B林振煬

二 2A王希殷 2A林永明
2A柴雨潤
2A陳立舜

三 3A宋家豪 3B梁賀正 3B梁傲行 3A李業翔
四 4A鄧華倫 4A黃卓琳 4A李卓謙 4B鄒　桐

五
5A洪詩晴
5A袁天恩

5A陳心悅 5A梁傲德

六 6A李子晴 6A崔宛蓁 6A黃誠堅 6A鄒嘉怡

一年級得獎同學

二年級得獎同學

三年級得獎同學

四年級得獎同學 五年級得獎同學

六年級得獎同學

上學期進步獎得獎同學

上學期全班學業獎

上學期進步獎

一、二年級得獎同學

2014-2015年度上學期期考頒獎禮已經在二月舉行，同學努力有

成，可喜可賀！希望各位同學繼續努力學習，挑戰自己！

透過閱讀、導讀、思考、討論和分享，
鼓勵青少年持續閱讀、學習以及關懷社區。

三、四年級得獎同學

五、六年級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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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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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成為傑出學生，你也可以！

為了鼓勵同學全人發展，學校每年都舉行「傑出學生選舉」。選舉分為小一
至小三的初級組及小四至小六的高級組。參選學生須經家長或老師提名，呈
交個人學習檔案，由評選小組評分。本年度，我們很榮幸邀請了聖公會聖馬
太小學莫培超校長及北⻆官立小學（雲景道）鄭玉清校長與突圍而出的傑出
學生們面談，展示傑出學生的急智及應對能力。獲選的傑出學生可謂實至名
歸。

老師評審小組

傑出學生6A李子晴
能當選傑出學生，我感到十分榮幸！我要多謝爸爸媽媽，還有老師的教導，更要

多謝曾經幫助我的同學。日後我希望做一個好榜樣，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傑出學生6A梁凱雯
參選時，最難忘的就是跟一些校外嘉賓面談，我與嘉賓分享自己在舞

蹈比賽獲獎和出外表演的經驗和體會，我感到很高興。

傑出學生3B馮正彥
我會在校內校外的比賽都做到最好，全力以赴，相信爸爸媽媽都會替我高興。

傑出學生6A崔宛蓁
不論在校外校內，與鄰居、朋友、兄弟姊妹相處時，我都希望做個好榜樣。

傑出學生3B梁傲行
當我升上四年級時，我希望可以繼續當選傑出學生，所以我會繼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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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傑出 風紀 選舉

獲

獎

篇

成為傑出學生，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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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風紀獎」 「優異風紀獎」

6A	鄒嘉怡
6A	崔宛蓁
4A	黃恆康

4A	王曉琳			6A	鄭文雅
5A	張朝匡			6A	韓鎧穎
5A	黃勃旋			6A	梁安琪
	 5A	徐煒鏗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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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1至5號

候選人6至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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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七人則獲「優異風
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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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陞 精英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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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2014-2015年度學生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第六十六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朗誦

1A 劉柏然 1A 蕭建鈞 2A 阮   一
3A 鄧君平 4A 馮敏兒  4A 曾卓穎 
5A 洪竣銘 5A 洪詩晴 5A 黃勃旋
5A 袁天恩

優良

1A 陳昕瑤 1B 吳希文 1B 王嘉祺  
2B 蔡晉丞  3A 李譽軒

良好

第一屆「細味人生───關愛欣
賞、服務有禮」活動計劃 「細
味人生」德育文章硬筆書法比賽

4A 周達城 6A 唐智灝 6A 李玥郴
6A 林煜棋 6A 鄭文雅 6B 曹令宜

入圍獎

第一屆「細味人生───關愛欣
賞、服務有禮」活動計劃 「細
味人生」德育標語創作比賽

4A 鍾墺鈜 優異獎

第六十六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

1A 蘇俊然 2B 尹正熹 3A 楊芷晴
3B 馮正彥 3B 江逸鋒 3B 黎清霖
4A 曾卓穎 4A 姜以諄 4A 姜以謙
4A 黃恆康 5A 陳心悅 5A 張朝匡
5A 洪竣銘 5B 黃駿鎧 6A 崔宛蓁
6A 梁凱雯 6A 王俊熙 

優良

2A 盧凱祺 2A 王希殷 
2A 胡彥琪 4A 鄧華倫

良好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
(香港賽區)初賽

3B 馮正彥 一等獎

3B 梁傲行 5A 梁傲德 6A 李子晴 二等獎

2A 林永明 2A 徐英棣 3A 李業翔
4A 陳澤鎧 4A 劉舜瑜 5A 陳心悅
5A 袁天恩 6A 羅壹竣 6A 梁凱雯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2015
(香港賽區)晉級賽

3B 馮正彥 一等獎

3B 梁傲行 三等獎

5A 梁傲德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2015
(香港賽區)總決賽

3B 馮正彥 二等獎

3B 梁傲行 三等獎

5A 梁傲德 三等獎

獲

獎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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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

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3B 馮正彥 金獎

2B 劉穎承 5A 陳心悅 5A 梁傲德 
5A 袁天恩 6A 李子晴

銀獎

2A 林永明 2A 吳柏恩 3B 梁傲行
5A 黃恩華 6A 梁凱雯 6A 黃誠堅 
6A 羅壹竣

銅獎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

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港澳盃HKMO Open》

3B 馮正彥 金獎

3B 梁傲行 5A 梁傲德 銅獎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

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港澳盃HKMO Open》

2A 吳柏恩 銅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初賽

5A 梁傲德 金獎

3B 梁傲行 3B 馮正彥 4A 黃心悅
5A 楊家樂

銀獎

2A 林永明 4A 劉舜瑜 5A 陳心悅 
6A 李子晴 6A 李家豪 6A 孫   瀚 
6A 黃誠堅

銅獎

第十五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
網上問答比賽(小學組)

1A 李柏澄 1B 楊黛盟 1B 劉智羽 優異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

1A 張   燦 1B 林振煬 1B 余晉陞
2A 傅紀綸 2A 徐英棣 2A 柴雨潤
2B 劉頴承 3A 陳德風 4A 黃恆康
4A 鄧華倫 4A 張寶玲 4A 王曉琳
4A 馮敏兒 5A 黃美羚

優良

1B 李卓業 1B 楊黛盟 3A 陳韻伊
5A 傅景垌 5B 吳靜儀 6A 孫   瀚
5A 黃恩華

良好

獲

獎

篇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第六十六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朗誦

1A 劉柏然 1A 蕭建鈞 2A 阮   一
3A 鄧君平 4A 馮敏兒  4A 曾卓穎 
5A 洪竣銘 5A 洪詩晴 5A 黃勃旋
5A 袁天恩

優良

1A 陳昕瑤 1B 吳希文 1B 王嘉祺  
2B 蔡晉丞  3A 李譽軒

良好

第一屆「細味人生───關愛欣
賞、服務有禮」活動計劃 「細
味人生」德育文章硬筆書法比賽

4A 周達城 6A 唐智灝 6A 李玥郴
6A 林煜棋 6A 鄭文雅 6B 曹令宜

入圍獎

第一屆「細味人生───關愛欣
賞、服務有禮」活動計劃 「細
味人生」德育標語創作比賽

4A 鍾墺鈜 優異獎

第六十六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

1A 蘇俊然 2B 尹正熹 3A 楊芷晴
3B 馮正彥 3B 江逸鋒 3B 黎清霖
4A 曾卓穎 4A 姜以諄 4A 姜以謙
4A 黃恆康 5A 陳心悅 5A 張朝匡
5A 洪竣銘 5B 黃駿鎧 6A 崔宛蓁
6A 梁凱雯 6A 王俊熙 

優良

2A 盧凱祺 2A 王希殷 
2A 胡彥琪 4A 鄧華倫

良好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
(香港賽區)初賽

3B 馮正彥 一等獎

3B 梁傲行 5A 梁傲德 6A 李子晴 二等獎

2A 林永明 2A 徐英棣 3A 李業翔
4A 陳澤鎧 4A 劉舜瑜 5A 陳心悅
5A 袁天恩 6A 羅壹竣 6A 梁凱雯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2015
(香港賽區)晉級賽

3B 馮正彥 一等獎

3B 梁傲行 三等獎

5A 梁傲德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2015
(香港賽區)總決賽

3B 馮正彥 二等獎

3B 梁傲行 三等獎

5A 梁傲德 三等獎

35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4B 鄒   桐 鋼琴獨奏季軍

1A 蕭建鈞 1A 謝承安 2A 岑嘉鴻 
2B 劉頴承

鋼琴獨奏優良

6A 曹沛熙 小提琴獨奏良好

3B 馮正彥 1B 陳玨綸 鋼琴獨奏良好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比賽
5A 楊家樂 5B 朱滿錦 6A 唐智灝 
6B 王科均 6B 葉錫鴻

男子甲姐 
團體亞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5B 鄭順明 6A 林煜棋 6B 葉錫鴻
6B 陳　蔚

男子組4×100米 
接力 冠軍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5B 鄭順明 6A 林煜棋 6B 葉錫鴻
6B 陳　蔚 

男子組4×100米 
接力亞軍

5B 黃美羚 5B 曾晴雯 6A 李嘉茵 
6A 韓鎧穎

女子組4×100米 
接力亞軍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5B 鄭順明 6A 林煜棋 6B 葉錫鴻
6B 陳　蔚 

男子組4×100米 
接力季軍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拳比賽 1A 李柏澄 季軍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高級組組員 乙等獎

初級組組員 乙等獎

你想的海濱圍欄設計比賽 3B 梁賀正 優異獎

「中西區交通安全」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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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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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小學「果」真有情親子烹飪
比賽2015

4A 劉舜瑜及家長
得獎作品：香芒紅椒炒牛肉

季軍

獲

獎

篇

獲

獎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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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區諾兒，現於香港大學就讀教育學士(語文教育)──英文教育(小學英語)課程三年
級。於2015年3月2日至4月17日於李陞小學實習教學。在六星期的實習期間，
我負責任教4A班的英語課，並擔任5A及5B的課後文法進階班導師，教授
各種時態(Tenses)的特色與用途，透過遊戲教學，強化學生對其理解及運
用。課外活動方面，我協助帶領本校童軍，為學生提供不同技能的培
訓，激勵學生自我學習。

最後，衷心感謝李陞這個大家庭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學習經驗，在此
謹祝貴校校務蒸蒸日上！

李陞 新力 軍

區諾兒

各位老師、各位師弟師妹，大家好！我叫梁永健，我很高興有機會能
在母校工作。回想第一天踏進校園，仿如走進時光隧道。熟識的校門、熟
識的走廊、熟識的課室和熟識的地窖，同學們依舊可愛有禮，使我感到十
分親切。

 我是一位教學助理，主要協助老師工作和協助學生學習。空閒的
時候，我喜歡跑步和行山，我最喜歡的行山路線是麥理浩徑。如果在學校遇見

你們的話，我都很樂意與大家分享生活上的點滴。

最後，祝各位同學生活愉快、學業進步！

梁永健

教

師

篇

 My name is Gary Peng and I’m an English Teacher from 
Australia. I’m a Celta Certified teacher with a BA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since 2012 but it wasn’t until 
2014 when I began my teaching tenure in Hong Kong where I thoroughly 
enjoy the local culture, people and food. 

As a teacher I’m genuinely passionate about helping young learners and advocating English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My teaching philosophy involves building and supporting personal 
learning and confidence via encouraging student participation through engaging authentic 
material which activate the learner's natural abilities to see, hear or do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they live in.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to go to the gym or play basketball. If I have a full day off I try to 
take a hiking trip at one of Hong Kong’s famous hiking trails, my favourite trails are Dragon’s 
back and The Peak walk.

Mr.Gary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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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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下旬，校方邀請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曹美玲小姐主持名

為「多角度思考策略」工作坊。教師均表示透過參與上述活動獲益良多。

其次，校方為協助教師提升對「心臟健康」的關注及加強有關預防措施，建立安

心校園。於12月12日當天安排全體教師出席由香港拯溺總會舉辦的「復甦法證書課程」。是次活動由本校校友會

主席黎志仁醫生擔任導師，此舉為其回饋母校的心意。課程內容包括成人心肺復甦法理論及成人心肺復甦法示範及

練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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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運用適當的多角

度思考策略，如英文科老師邀請NET SECTION的顧問老師Mr. Ben Luke Moorho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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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科研活動有助加強專業交流，提升學與教效能。

教師 專業 發展

教

師

篇

中文科老師踴躍進行討論
崔家祥校長積極帶領老師進行討論

黎志仁醫生進行成人心肺復甦法示範

崔校長感謝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曹美玲小姐到校進行分享

運動精英盡在李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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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活動 多姿

步 向升攜 手 中

采

路

為使畢業同學在畢業前留下難忘的回憶，與師長及同學共

聚一堂，本年度於2015年5月18至19日為六年級同學安排了

兩天的畢業活動。活動既能讓同學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團隊精

神；同時，活動亦透過模擬中學生活的形式，讓同學更加了解

及認識自己，從而明白如何去裝備好自己，為升中作好準備。

全部的畢業學生都踴躍參加，而各六年級班主任老師亦被邀

請參與是次活動。當日同學在整個活動中表現得積極投入，

最後盡興而回！

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18-5-2015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1. 團隊合作訓練
2. 歷奇訓練

19-5-2015 李陞小學
1. 升中新體驗
2. 交友指南針

歷奇導師指導同學用繩結及竹竿紮炮架

終於到吃午飯時間了！

攻呀攻，快搶攻!射呀射，
射他吧！

為了勝利，你可以去到幾盡？!

來張大合照，留個美好回憶吧！

We are family！同一屋簷下，
大家體驗互相扶持的精神。

崔校長也前來支持同學，

並頒贈禮物給予勝出的組別。

前李陞小學師兄，現就讀英皇書院的張威華同學特意
前來為同學打氣，令活動生色不少。

校

友

篇

體驗中學生活，
與同學一起外出用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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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重聚 日

看看校友重聚日暨校友會會員大會當日多熱鬧！  

 
1991-2000年度的畢業校友與校長及老師們合照。  

  李陞小學的「大師兄」及「大師姐」與校長及老師們合照。 

1979-1990年度的畢業校友與校長及老師們合照。  

 崔家祥校長為各委員致送委任狀。  

校

友

篇

現任校長崔家祥校長正為來賓講解

製作「李陞廊」的過程及學校的歷史。

第

暨

一

校

屆

友

會

會

員大會

2006年度至今的畢業生與老師們的合照。 
  

2001-2005年度的畢業校友與校長及老師們合照。

為凝聚歷屆校友的力量，促進學校發展，進一步為學生謀福

祉，並維繫李陞小學畢業生之間的友誼，發揚互助互愛精神，經

歷任校長和老師的努力及帶動，去年4月12日一群有志服務學校

和同學的校友已組成李陞小學校友會籌備委員會，計劃正式組織

校友會。

經過一年籌備，校友日暨校友會會員大會已於2015年4月

18日舉行。會上正式成立校友會理事會。是次的校友重聚日活動

內容豐富，節目包括校友會會員大會、重遊校舍、參觀李陞廊、

拍照留念等。大家均享受當天共聚的歡樂時間。

姚佩藍主任在會員大會前先 
和2004-2005年度畢業的校友們合照。 

1986-1989年度李陞小學陳鎮鎏校長

正在欣賞「李陞廊」，並拍照留念，

懷念往日校園生活的點滴。 

 
1954-1970年度的畢業校友與校長及老師們合照。  

李陞小學校友會理事會
主席 黎志仁先生
副主席 廖國安先生、陳曉虹主任
秘書 陳佩麗小姐
司庫 區展杜先生

理事 黎志豪先生、袁智弘先生、
陳恩麟先生、杜樹笙先生、
岑智敏老師

經各位理事互選，現公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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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 圖書

最踴躍捐書班別： 4A
最踴躍捐書學生： 5A 曹子樂 (159本)

4A 曹芷茵 (100本)
1A 施柏森 (81本)

義賣圖書籌款活動的目的，除了籌集資金

以推動家教會活動，讓本校學生受益之外，還

可以藉此機會，使學生懂得利用舊書循環再

用，加深認識環保。

是次活動同學們踴躍捐出圖書；家長義工

們不辭勞苦地篩選和整理書籍、仔細地分類和

定價；全校員工、師生和家長慷慨解囊，眾志

成城，令活動順利進行，得到圓滿的結果。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舊書回收義賣活動，全

校共收集圖書724本。捐出書籍數量最高的班

別是4A班，共372本。共籌得HK$ 6400，此

筆款項撥作大會經費，以推動各項活動。

義賣圖書學生感想

4A 祝友銘

可以把自己的圖書與別人分享，又可以

用最便宜的價錢買到自己心愛的書，獲取更

多的知識，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4A 黃心悅

我覺得這次的義賣圖書活動很有意義，

因為同學們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很多有

趣又有益的書，可以學到更多有用的知識。

4A 陳澤鎧

義賣圖書那一天，讓我感受到很興奮，

因為那些圖書有很多種類，例如：漫畫、小

說等，令我們學習了很多知識。

義賣圖書家長感想

一羣熱心的家長義工

家

校

篇

扭氣球活動
本年度的家長再獻新猶

家長義工於不同時段教授扭氣球，為家長會增添歡樂色彩。

2A徐英棣家長　　

作為義工家長，我參與了

義賣圖書的整個過程，包括：

圖書的收集、整理、分類、定

價、售賣。體會有三：(一)這是

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書籍

可以循環利用，(二)過程中，收

集到的款項可以用於家教會各

項活動，非常有意義，(三)小朋

友交換各自喜愛的圖書，從中

學到很多知識，所以希望來年

有機會再次參與。

大家齊來看看我的 “三眼仔” ，多趣怪！

6A崔宛蓁家長　　

在義賣圖書日之前，同學

拿着一大堆圖書捐給學校，那

些書都在義賣圖書日裏有售，

希望各位同學都能在書海之中

享受閱讀，還能做點善事。義

賣圖書日那天，書迷們都在小

禮堂裏集合，分享各種圖書的

樂趣。

4A李昆洛家長　　

義賣圖書可以讓一些閱讀

過的書本以讓其他人以優惠價

錢擁有，又可騰出更多空間以

容納新的書本。既環保又節省

空間，又可讓更多人分享閱讀

的樂趣。

4A陳澤鎧家長 

義賣圖書活動中，能吸引

了更多學生積極參與，鼓勵學

生去讀書，多讀書，讀好書，

並體到圖書的力量，文學的力

量、公益的力量。

4A李卓謙家長　　

感謝學校積極舉辦義賣圖

書活動，讓學生以便宜的價錢

買到心頭好的書籍，希望活動

能加強學生的閱讀興趣，從而

提升語文水平。

4A曾卓穎家長　　

義賣圖書很有意義，可讓

學生把已看過的書籍捐出，用

廉價再購買自己喜愛的圖書閱

讀，能養成不浪費，與人分享

閱讀的好習慣。

現任校長崔家祥校長正為來賓講解

製作「李陞廊」的過程及學校的歷史。

1986-1989年度李陞小學陳鎮鎏校長

正在欣賞「李陞廊」，並拍照留念，

懷念往日校園生活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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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學堂 之「親子溝通有妙法」
家長工作坊

為了提升家長的管教技巧，本校特別邀請香港青年協會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就親子衝突及親子之間首五項

衝突事宜(學習、時間分配、上網、管教及情緒管理) 向家長講解、分享及討論。讓家長就議題有更多認識，

亦同時掌握處理有關衝突的應有態度及技巧。

課堂 日  期  主  題 內   容
1 6/1/2015 衝出愛 掌握<<親子調解五步曲>>處理衡突的方法            
2 13/1/2015 愛、管、教 掌握恩威並施，有愛有效的管教模式。
3 20/1/2015 學海無「捱」 掌握輔導子女學習的有效方法

4 27/1/2015 分秒必「斟」 掌握時間管理的要訣，協助子女有效地分配時間。
5 3/2/2015 登入「網」想症 學習與子女在上網問題上恰當溝通，從而防止他們沉溺上網。
6 10/3/2015 少年WHY的奇幻情緒 掌握處理子女情緒的技巧及方法
7 23/3/2015 分享會暨嘉許禮 嘉許及肯定家長的付出

校長也前來與家長們分享教兒心得
透過影片分享，讓家長反思自己的管教模式

工作坊由專業調解員鄭芷琪姑娘講解

透過不同專家的分享，大家都得著不少呢！

吃一口餅，喝一口茶 ，
家長們一起共度輕鬆又充實的下午！

我們畢業了!

家

校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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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賣旗 日

     崔校長為大家打氣

「公益少年團」團員

「童軍」隊員

大家都很努力呢!

  大合照

家

校

篇

家長教師會為配合學校本年度的學習主題「健康生活」及

校本輔導活動「陞兒健康成長計劃」，鼓勵學生積極關心別人

及社會，特邀請家長與子女在2015年5月9日參與基督教香港

崇真會社會服務部舉辦的「親子賣旗日」，活動所籌得的善款

不扣除任何開支，全數撥捐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福利部，以

提供全面的福利服務予本港有需要人士。

賣旗活動當天，百多位家長及學生齊集學校禮堂，其中包

括積極參與社區服務的「公益少年團」團員及「童軍」隊員，

大家為賣旗活動作好準備後便浩浩蕩蕩出發，到香港島西區各

個角落賣旗，服務社會。

之「親子溝通有妙法」
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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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天氣很好，活動前大家先來拍一張大合照吧！

嘉道理農場的小豬真可愛！管理員正在給牠們食物。 

 
抽獎時間到了！人人有獎，永不落空。

2014-2015
顧問：崔家祥校長     編委：黎兆宇主席  白偉光先生  梁滿鴻先生  徐軍先生   陳子玲老師

親親大自然  嘉道理農場親子一日遊

 大家也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回程去了。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嘉道理農場》已於2015年

3月7日舉行。當天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們一共313人一起在嘉

道理農場裡度過了開心愉快的一天，參加人數更是歷年旅行人數最多

的一年呢！嘉道理農場位於觀音山下，是一個依山而建的農場，有如

一個大自然的搖籃；大自然賦予農場很多各式各樣的奇妙動、植物。

它們共存共生，在草木、樑柱映襯下，組成一個綠色好天地。園內還

設有具教育性的豬舍、哺乳類動物、鳥類、爬蟲類及兩棲類動物等展

區、有機耕種農地，與自然環境一起構成一個理想的戶外教室。
抽到大獎的同學真開心！ 

學生和家長在中大百萬大道感受一下書卷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