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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祥校長

行，2017/18則在小二至小五的常識科及小二的數學
科推行，培養學生資訊素養，善用電子教學和學習資
源，更有效地學習。

2.協助學生「挑戰自我，自愛自重」，建立良好品
德：學校會培養學生實踐健康生活模式，管理自己的
身體；提升自信心和抗逆力，使學生能正確地處理情
緒；學生懂得欣賞及關心別人，積極投入學校、家庭
和社區活動。

3.加強學生對古今中國文化的認識，讓學生實踐中國
民族的美德：聚焦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將集中發
展學生對古今中國文化及中國民族美德的認識。

此外，學校會繼續推動資優教育，讓學生的潛
能得到發揮。香港生物科技教育資源中心麥惠南博士
分別為四年級及五年級同學教授水的張力、ＤＮＡ結
構、微生物觀察等有趣的科技研究；六年級同學亦會
初嘗自己裝嵌機械人的樂趣。英皇書院及明愛莊月明
中學仍繼續在閱讀、服務及科技方面給予本校豐富的
資源。學校除了繼續舉辦機械人、科學探究活動及話
劇等資優培訓課程外，更開始音樂及語文的資優培訓
工作——中樂團及辯論。

繼往開來，我們會承傳李陞小學「敬業樂群」
的精神，聚焦學生成長的培訓，優化教學效能，追求
卓越，與家長、校友攜手，結合豐富的社會資源，為
學生提供更優質的學習服務，為他們的人生作好準
備，迎接未來的挑戰。

李陞小學校訊編輯委員會
顧問：崔家祥校長     主編：袁藹儀副校長 劉寶芝老師

2015年是李陞小學豐盛的一年。全校師生、
校友及家長普世歡騰，參與多個精彩活動，包括開
放日、校慶音樂劇、校友會的成立、足球同樂日等
等，共賀創校六十周年鑽禧校慶。另外，外評隊於
11月到訪，與各持分者面談及進行觀課，為學校的
管理與組織、學與教、學生成長及學習支援、家校
合作、資源運用等等進行檢視，讓學校能營造更好
的學習環境。更重要的是2015年是本校三年學校發
展計劃的總結年，全體老師綜合三個關注事項的反
思結果，檢視本校在學與教、學生成長支援及學生
表現的工作成效，為下一周期學校發展計劃確立了
方向。

本年是2015至2018年學校周年發展計劃的開
始。學校透過大量數據的收集、課堂觀察、專業意
見及集體討論，我們會承傳過去三年的成功經驗，
將2012至15年度的發展優化，更聚焦地提升教學、
品德教育及公民教育的效能，各科各組將以下列
三個關注事項為前題，推行多元化的策略，推動科
務。三個關注事項包括：

1.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學校會裝備
學生更自主地學習，提升學習動機，推動學生自主
學習，藉以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為此，本
校將繼續以分組教學作為策略，提升師生及生生互
動，營造更有利的學習環境。學校會進一步推廣
閱讀風氣，讓學生持續提高閱讀興趣和養成閱讀習
慣，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提升兩文三語的能力。
本校今年開始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硬件設備經已完成安裝及測試。初步計劃於2015/16
在電腦科加強電子書的教學內容，提升學生運用電
子書的技巧，2016/17則在小三、小四常識科開始推

承傳 聚焦・・ 優化



2015年6月24日是本校舉行鑽禧校慶音樂劇的大日子。百多位學生、家長及校友參與「鑽禧校慶音樂

劇」——《在宇宙間起舞》，分別在下午及晚上演出，把全年的鑽禧校慶活動推至高潮。當日下午，學校舉行

六年級畢業典禮。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蔡裕星先生親臨主禮，勉勵畢業同學裝備自己，迎接升中的新挑戰。

此外，120多位大學講師、校長及友好合作團體代表於當日到場支持，見證同學在校外比賽的努力。最後畢業

生致送紀念品予母校，場面感人。

頒發畢業證書 畢業生致送紀念品予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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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全場總亞軍及全場總季軍

學生代表致送紀念品予各位嘉賓
傑出學生獎

舞蹈組高級組和低級組於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均獲得乙等獎

鑽 音禧 樂劇暨 業畢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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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委員與前任校長、校友及家長拍照留念

多位好友親臨到賀，熱鬧非常！

當晚數十位校長到賀，生色不少！

中西區校長們與主禮嘉賓合照

、 友校 成立典業 禮典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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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許多校友出席校友會成立典禮，歷屆校友藉着給母校致送這份生日禮物，表達對母校的愛護。香港大

學中文系榮譽教授單周堯校友擔任主禮嘉賓，向師弟師妹致勉詞。學校更邀請了李氏家族後人李瑞智先生親臨

頒發李兆增盃及李張碧梧盃，標誌着李氏家族對本校一貫的支持承傳不熄。學校亦邀請了多位前任校長頒發長

期服務獎，以表揚多年服務本校的員工。

校 成立友會 典禮

主禮嘉賓單周堯教授致賀辭

致送紀念品

全年學業獎第一名 (李兆增盃)

操行獎 (李張碧梧盃)

操行獎 (李張碧梧盃)

體藝獎 (李兆增盃)

長期服務獎

「鑽慶音樂劇」啟動禮

單周堯教授送贈墨寶
慶賀六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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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 樂劇禧音 －

起宇宙在 間 舞

「鑽禧校慶音樂劇」——《在宇宙間起舞》是集合了中文話劇組、非洲鼓隊、東方舞組、健體操大使及合

唱團多個表演團隊的大型表演節目。當晚更邀請了熱愛音樂的校友們組成室樂團，為音樂劇演奏序曲，並邀請

了家長粉墨登場。師生、家長、校友，以及各界友好參與其中，同賀鑽禧。

校友室樂團精采的演出為音樂劇拉開序幕

嘉賓們在台上與小演員們一起拍照留念

家長演出投入，是好戲之人。



傳 新潮承創 汕行

為培育同學們的世界觀，學校參加了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與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合辦的「傳承創新潮汕行」學習

之旅。38位五、六年級同學有幸獲邀參加。我們於12月18至21日到訪深圳、汕頭及潮洲等地方，認識潮汕歷史文

化；透過參觀古城古橋、到訪中學及體驗工藝製作等，了解潮汕文物教育、保育及工藝藝術；我們亦到訪國內的高

端服務業，認識其發展。

體 一樣驗不 的校園
探訪汕頭金山中學 

到訪汕頭金山中學是我們考察的重點。它的前身是創建於 1877 年

（清光緒三年）的金山書院，被譽為“嶺東最高學府”。學校依山傍

海，校園優美。學校擁有91間教室，8間學科專用電教室，15間實驗

室、資訊技術教學實驗機房5間，圖書館使用面積1600餘平方米，400

米跑道運動場1個、體育館1個（配游泳池），塑膠籃球運動場4個、室

內羽毛球場5個。全部教室配備電腦、投影儀、視頻展台和音響、廣播

設備。學校有3600多位學生，教師200多人。當日剛好是金山中學的開

放日，學校派出十多位中學同學帶領我們四處參觀。校園四周都舉行多

個學會活動及學生表演，十分熱烈，甚至有學生模擬聯合國會議，商議

世界性議題及進行表決，令我們眼界大開。同學們除了讚歎校舍之大，

亦把握機會，訪問中學同學，交流兩地學習心得，並在中學飯堂內用

膳。相對於李陞小學的校園生活，所有經歷都是十分新鮮及有趣。

鄺博立老師與金山中學的學生大使拍照留念

金山中學校舍規模之大，
同學歎為觀止。 

金山中學同學全要在學校寄宿。

校徽以揚帆為題寄寓同學
在成長路上乘風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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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楊家樂

我 很 開 心 可 以 參 觀 汕

頭市最好的中學。這間學校

的師兄和師姐都十分和藹可

親，最令我深刻的是一位師

兄 王 煜 楠 ， 他 曾 經 考 第 一

名，我很仰慕這位師兄，我

也想有這位師兄這樣好的成

績。 

6A吳靜儀

金山中學的面積很大，

每個年級有1200人，有非常

多的社團。除了築校面積很

大之外，學校很注重學生們

的成績和運動。他們和我們

一樣有運動服和校服，不過

把校服稱為「禮服」。

6A洪詩晴

金山中學的面積簡直可以媲

美香港的大學，但小有小的好，我

在那裏差點迷路呢!我們更在金山

中學品嚐了當地的「特色午餐」，

十分美味呢!接受我們訪問的姐姐

提及他們需讀超過十科，真是十分

吃力!他們能在各方面都取得好成

績，厲害！ 

6A陳心悅

我們走遍了金山中學整
個校園，由導賞員帶領我們
了解學校的詳細資料，令我
獲益良多。經過這次考察，
我留意到李陞小學的校舍十
分細小，幸好我們「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 

兩校同學、老師、校長與金山中學、潮屬團體及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代表在校園廣場拍照留念 

金山中學同學多才多藝，無論是搖滾樂、弦樂演奏、書法及燈謎都甚有水準。同學更模擬聯合國運作，討論世界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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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方傳承南 統的

今次考察的一個重點是「傳承」。潮州市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同時是粵東地區文

化中心。享有”華僑之鄉“、“中國民族民間藝術之鄉”等美譽，而汕頭市是粵東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中國最

早開放的經濟特區。這幾天，同學們主要到潮州古城、陳慈黌故居及湘子橋考察，全

都是極具歷史價值的景點，從中了解中國古代的風土人情，把常識科所學一一印證，

可謂不枉此行。潮州古城是廣東省第一批獲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榮譽稱號的兩座

城市之一。城內的主要景點有韓文公祠、廣濟橋、開元寺、許駙馬府 、西湖公園、北

閣佛燈、中國瓷都陳列館等，更有不少潮洲美食，十分吸引。

縮 影
潮洲及汕頭記趣

潮洲古城裏面有一條街道已經有很多年歷史了。這條
街道有一個名字，叫做牌坊街。只讓有貢獻的人進入牌
坊街。　　　　

　　　　　　　　　　　6A吳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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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洲及汕頭記趣

6A譚珈妍

今天早上，我們首先去了潮洲古城參觀了潮洲
工藝。 我們先看刺繡和雕刻。我們又看到有用木雕
的方式去完成一座觀音像，非常厲害。原來，雕刻
有沉雕、浮雕和鏤空雕之分。

6A楊家樂

潮洲古城有很多潮汕美食，例如︰潮洲三
寶、糖蔥薄餅、麥芽糖等美味小食。最難忘的
是我們去了一間叫「權記」的百貨店，我還買
了一盒咸的花生糖。

潮州開元寺位於廣東省潮州市開
元路。建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公
元738年）。開元寺最初名為「蓮花
寺」，元代稱「開元萬壽禪寺」，
明代以後改稱「開元鎮國禪寺」，並
沿用至今。為佛教全國重點寺院。當
日，導遊細心講解佛寺的運作情況，
令我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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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子橋也稱廣濟橋，位於潮州城東門外，橫跨韓江，全長517米。1958年以前，它是一座集拱橋、梁橋、浮橋於

一身的啟閉式石橋，有一首著名的潮州民謠這樣說道：「潮州湘橋好風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樓臺廿四樣，二隻

生牛一隻溜。」經過幾百年的改建、增建，現有24個橋墩，以巨木和巨石架於其上，東側名濟川橋，西側名丁公橋，

中間以浮橋相連接。樓台中，供奉著寧波神、十八羅漢、韓湘子、魯班等的塑像，臨水處立有“洪水到此”的石碑。

一座交通要津成了美侖美奐的文化長廊，非常特別。

湘子橋

6A楊家樂

湘子橋用了十八條船和二十三

個橋墩所造的，那十八條船會每天

早上九時接上，下午三時開走給船

駛過，十分神奇。另外，橋上有很

多牌匾，寫了很多特具意義的兩字

詞語。

湘子橋另一特色是有很多牌匾，每個牌

匾背後都有一個特別的故事。而橋的重

修工程全靠潮汕人士的捐獻，本港首富

李嘉誠先生也當仁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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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慈黌故居始建於清朝宣統二年，歷時近半個世紀，集陳家幾代人的心血。計有

郎中第、壽康裏、善居室、三廬等宅第。佔地2.54萬平方米，共有廳房506間。其建

築風格中西合璧，總格局以傳統的“駟馬拖車”糅合西式洋樓，點綴亭臺樓閣，通

廊天橋，縈回曲折，進之如入迷宮。據說以前陳家有個專司開關窗門的傭人，每天

清晨開窗，開完所有的窗，又開始關窗，當所有的窗都關上了，天也就暗了。 建築

用的材料是中外精華所在。琉璃瓷磚花紋色彩依然亮麗如新，各式門窗造型飾以灰

塑、玻璃；木雕石刻多以花鳥、祥禽為內容，表達吉祥。故居內的書法石刻皆出自

當時名家之手，一字千金，是一本“集”眾多書法名家手筆的“活字帖”。我們在

這文化之地一起製作燈籠，很有意思。

陳慈黌故居

陳 慈 黌 故 居 真 的
令我大開眼界，這座故居佔

地面積十分廣闊，有二點五四萬
平方米。這座故居有廳室五百零六
間和採用了中西合璧的設計，十分有
代表性。

6A楊家樂

陳慈黌故居佔地
很大，那裡有一個古井。

然後我和同學上了天台，本來
我有點害怕，但看見那麼迷人
的風景就不害怕了。最後我們
還設計了精美的燈籠。

6A譚珈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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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方新 文化漫塊動
考察的另一個重點是「創新」。考察首天，我們探訪深圳市方塊動漫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公

司於2005年創立，廣納中港動畫製作專業精英人才，擁有員工超過300人，

每年製片量超過3000分鐘，是目前國內最具實力的動漫文化公司。

“方塊”一直致力發展具中國特色的民族動漫文化產業，以積極

打造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精神”的民族動畫品牌為使

命。原來不少出色的動畫例如：《甜心格格》、《正義紅獅》、

《老夫子》、《風雲訣》及《家燕媽媽》等都是該公司的作品。

當日導演還親自與同學面談，分享漫畫製作的心得。

中國高速鐵路
中國高速鐵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速

鐵路網，總里程超越其他國家的總和，始建設於2004年。高鐵

使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促進沿路地區的經濟發展，

使相鄰省分成為一日生活圈。至2015年年底，中國將會建成42條高速鐵路客

運專線，基本上建成以「四縱四橫」為骨架的全國快速客運網，總里程將超過

20,000公里；到2020年時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鐵路里程將會超過30,000公里。

在考察過程中，我們乘高鐵往返深圳及汕頭兩地，舒適的車廂、飛快的速度、穩定的

表現都令同學們讚口不絕。

6B黃美羚

我們來到高鐵站，準備到汕

頭，等候的大堂很明亮，裏面有很

多人，和口岸一樣熱鬧，而不會很

冷清。高鐵時速最高400公里，

是用了八檔法中的快速、高速和音

速，高鐵的玻璃有四層，可以阻隔

聲音和氣壓。

6A黃恩華

我乘搭了我國值得驕傲的

高鐵。高鐵的運行速度分為兩

種。一種是動車，均速每小時

二百零七公里。而高鐵均速為

每小時三百多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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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的建設是國家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歷史結點上所做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以“創新、市

場化、與國際接軌”為前題，希望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努力打造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重點發

展金融、現代物流、資訊服務、科技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四大產業。所有基建將於2020年完成，現已聚集一批

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現代服務業企業進駐。考察當日，同學們在展館作初步了解，然後四周參觀一下。

前海

6A黃恩華

我們一早出發乘坐高鐵回到深圳。這麼早起來是為了到深圳一個很有發展
潛力的新區—前海，一個給年輕人創業機會的新區。首先，我們到前海的展覽
廳，那裏不但有關於前海的資料，還有城市規劃的模型，使人一目瞭然。最後，
我們到了一個年青人創業的地方。那裏展示了創業者的工作環境，也展示了他們
的成果。中國真是一個有潛力和博大精深文化的國家啊!

6A洪詩晴

前海是一個發展中的城市，更定
位為未來珠三角的曼哈頓。令我大開眼
界，增廣見聞。

6A楊家樂

前海是一個新的發展區，那裡有很多
建築物，十分宏偉。在參觀時，我看見一座
名叫前海2016的建築物，真是令我大開眼
界，我相信在不久以後前海會成為一個繁盛
的地方。

6B鄭順明

前海是中國夢工場，是人們共建、共享的精
神家園。我看見很壯觀的模型，它會發光，還有
一個超大的顯示螢幕，用它來播放一些有關前海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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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丹 園生態

1860 文化創意園

潮 美汕 不食吃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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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心家 聲

6B鄭俊毅家長

這次旅遊讓本子弟可

以放開視野去接觸外面各種

不同的事物。特別有意義的

是去金山中學跟學長們做交

流，給本子弟提供了非常好

的學習經驗。是一次非常有

意義的旅遊。

6A袁天恩家長

感謝校方提供了

這次機會讓小女出外考

察，使她見識不少，藉

此暸解到潮汕獨有的文

化，也認識了中國急速

發展的步伐和規模。

6A黃恩華家長
我 覺 得 通 過 這 次 旅程，既培養了學生的獨立能力，還增強了他們的團體精神，增長了很多見識，擴展了視野。同時他們對潮汕文化也有更深的理解。這真是一個有意義的旅程。

6A吳靜儀家長
此次旅程除了能讓同學們增加見聞之外，亦對其學習獨立有很大幫助，同學們藉此機會亦能增進彼此友誼。

6A譚珈妍家長

事實上，當我在九月初的家
長會中得知李陞小學正在組織一次
讓其所有六年級學生能參加的中國
內地短途旅行時，我覺得很高與，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及見識機
會。我一直相信學習不僅僅局限於
老師們在學校裏的教學，更重要的
是我們日常中所獲得的經驗還有和
將要畢業後各散東西的同學和老師
們一起旅行的經歷將會是人生中一
段難忘的回億。

6A洪詩晴家長

從收到通告知道有這次活動

後，小女就一直興奮期待這一天的

到來，而身為家長的我就一直擔

心，因為她要離開四天，我總會有

太多的擔心。

直到每晚收到女兒的電話報平

安，以及她提到當天所參觀的地方

和學到的知識，都比在書上學到的

更有趣。這次旅程真的十分難得，

希望下次有更多機會，可到不同的

地方交流。

6A陳心悅家長

十分感謝潮屬社團總

會和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給

予小朋友這次交流機會，

令我的小孩更懂得照顧自

己及關愛家人，了解更多

學校及家以外的事物，令

她大開眼界。

6B黃美羚家長

她一返來就好興奮地同我們一

家人介紹她這些天的所見所聞，印

象中特別深刻就是她參觀了(汕頭金

山中學)學校好大，操場好大，課室

好大，學生好多……還有一些畢業

生對母校的懷念和不捨!可能她自己

是一位學生，所以對學校特別有興

趣吧!我相信這次旅程會令她大開眼

界!

6B黃芷晴家長

這 次 的 交 流 旅 程 令

小女的見識加多，眼界更

廣，對不同地域的文化，

交通建設的認識也增進了

不少，真是實踐了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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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是李寶椿先生為紀念其先父而捐建的官立小學，並因以命名。每年

學校都在十一月份舉行「校祖日」，以紀念及感謝李氏家族興學育才，惠澤

莘莘學子。

本年度的校祖日主題是「懷抱理想，實踐信念」，標誌着學校跨越甲

子，懷抱理想，把學校「敬師愛生，業精於勤，樂善勇敢，群策同心」的信

念實踐出來。當天我們更特意邀請了香港精神大使温思聰先生蒞臨，以出神

入化的魔術傳達快樂和正面訊息，並與本校學生分享他的人生奮鬥經驗。

校 祖日「懷抱理想，實踐信念」

為表達健康飲食，同學們於聯歡當天不忘
帶備一些健康的食物回校，跟大家一起分享。

香港精神大使温思聰先生以出神入化的魔法

與本校同學分享夢想、愛心和歡樂。

嘉賓雲集，濟濟一堂！

李氏家族後人李瑞智先生親臨頒發李寶椿獎學金及盧如玉獎學金。

靈獅獻瑞，瑞獻李陞。

「李陞小學知多少？」分級問題比賽，
今年由學校歷史大使設計題目，
同學在資料豐富的「李陞廊」找答案，
寓學習於比賽。

本校首屆校友葉錫剛先生(左二)重返母校，細說當年，使校祖日倍添温情。

16



「懷抱理想，實踐信念」

本年度的秋季旅行於2015年10月23日在曹公潭户外康樂營舉

行，主題是「自律守紀齊環保，挑戰自我共歷奇」。本校藉此旅行

培養學生過團隊生活，享受於大自然中進行健康活動的樂趣，增進

學生的課外群性學習經驗及欣賞大自然的能力。今年學生還要和組

員一起在營地找出班徽呢!

行日旅「自律守紀齊環保，
挑戰自我共歷奇」

充足裝備，安全至上!

教練耐心地教導我們

勇敢踏出每一步，
不懼艱難， 
不畏高!

你一扭，我一推! 看誰眼明手快!

繩網陣難不到我呢！

5B班齊來找班徽
齊來練臂力!

同學們打起桌球來，似模似樣!

5A大合照
2A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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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介會務簡
不一樣的

長及家 會

班主任和科任老師為家長簡介學習
注意事項，促進家校合作。

麥Sir (麥潤壽先生) 以輕鬆幽默， 
深入淺出的手法，主持家長講座 
「迎接青年新世代．做個父母新一代」。

崔家祥校長與麥Sir 合唱一曲《在晴朗的天空下》，
把氣氛帶至高潮。

18

每年開學初，本校都會舉行「校務簡介會及各級家長會」，讓家長了解

學校的發展方向，並與老師會談，促進家校合作，當日有百多位家長出席。

本年度我們更別開生面，邀請了資深廣播人麥潤壽先生親臨本校主持親子溝

通講座。



聖 歡誕聯 會

2015年12月21日是學校的聖誕聯歡日。當天師生同慶，學

校還安排了不同活動來增添節日氣氛，如1A及5A班的「顯才薈

萃」，口琴及合唱團表演，加上學校派給每位同學一份聖誕禮

物，大家興奮之餘，亦過了一個既歡樂又難忘的聖誕聯歡會。

聖誕聯歡當天，同學們都帶備豐富
的食物回來，一起彼此分享。

高年級同學扮演為聖誕老人，
同學們都感到既興奮又特別。

聖誕老人派發糖果給同學，
使同學開心不已。

聖誕小女孩打扮嬌俏可愛， 
老師也禁不住跟她來個合照。

副校長、老師聯同聖誕老人一起
到各課室向同學們祝賀聖誕。

合唱團的同學以悅耳的歌聲
來跟大家慶賀聖誕。

同學們用口琴吹奏聖誕歌，
增添歡樂氣氛。

戴上聖誕帽後，每個同學都
化身成為小小聖誕老人。

外藉老師跟同學們一起上台，
表演話劇，氣氛熱鬧。

每個同學都穿上自己喜愛的服飾
來參加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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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情日遞傳
10月9日為香港郵政局舉辦的「郵遞傳情日」，

本港市民均可在當天免費投寄本地信件。現今社會，

大部分人都會以微信、電郵、社交平台臉書等資訊科

技的工具與他人聯繫，親手寫一封書信給朋友這方式

似漸式微。本校中文科老師為鼓勵同學以書信形式向

親友表達情誼，並熟習書信的格式，三至六年級每位

同學均須在老師指導下參與是項活動，親筆書寫書信

連寫上親友住址的信封交給老師。老師再挑選高年級

同學作代表，當天前往西營盤郵政局投寄該批書信。

深信當他們的親友收到那封上面有小朋友字跡的書信

時，一定感受到那份濃濃的情誼而喜出望外呢！

手寫我 我心
在十月份進行的寫作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在聖誕假期前亦已頒獎。今年寫作以「孝與禮」為主題，配合學校的

發展計劃之外，還積極推動優良中國文化的承傳。低年級以「孝」，高年級以「禮」為主題，老師講解活動時配以

一些故事，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孝和禮的故事以外，透過討論與分享把孝和禮的美德應用於生活。學生則以文字啟

發自己的創造力，用優美的文章把孝和禮的信息融入故事內。得獎作品現已貼在1A教室旁的陳展板，希望同學能多

觀摩佳作，提升表達水平外，也希望同學能把孝和禮實踐在生活中。

孝與禮故事創作

2015-2016年度中文科「孝與禮」作文比賽得獎名單

年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陳祉澄(一甲) 梁芷瑩(一甲) 鄭焯謙(一乙)

二年級 楊黛盟(二乙) 林心悅(二乙) 李柏澄(二甲)

三年級 區穎雯(三甲) 陳曉瀅(三乙) 梁正希(三甲)

四年級 鍾穎貞(四甲) 麥惠琪(四乙) 陳心緣(四乙)

五年級 祝友銘(五甲) 林荊婕(五甲) 曾卓穎(五甲)

六年級 陳心悅(六甲) 袁天恩(六甲) 傅景桐(六甲)

低年級得獎生合照

高年級得獎生合照20



孝與禮故事創作

寫我心 孝與禮故事創作
孝與禮作文比賽 冠軍作品

我
孝順父母

爸爸真的多謝您，我的快樂全因您，作首詩歌送給您，努力讀書報答您，爸爸，爸爸，我愛您!

媽媽真的謝謝您，起居飲食全靠您，上學接送辛苦你，但願每天親親您，媽媽，媽媽我愛您!

爸爸媽媽謝謝您，我的最愛就是您，長大成人照顧您，他日成功感激您，爸爸媽媽我愛您!

孝順從我做起

今天是重陽節，爸爸媽媽還要去公司加班，剩下我

和外婆在家。

外婆希望家裏乾乾淨淨的，所以她一大清早就開始

收拾屋子，洗衣服和拖地。

我幫忙做簡單的家務，我整理自己的書架，擦擦桌

子和椅子。外婆看見後就誇讚我︰「你真乖啊!」我笑着

說︰「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教我們要尊敬和孝順長輩。」

我覺得今天很有意義，因為我明白了孝順是要用行

動表達。孝順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我們要從小做起。

孝的故事

今天晚上，媽媽在睡前告訴我一個很有意義的故事。

以前，外祖母家境很差，很少會吃到肉，但為了讓舅舅身

體健康，有好吃的一定讓他們先吃，所以外祖母現在的身體不太

好。我覺得外祖母為了自己的兒女，連自己的身體也不顧，真是

偉大啊!

第二天，我完成功課後，我畫了一幅圖畫，準備外祖母生日

當天送給她。到了星期天吃飯的時間，我把雞腿放到外祖母的碗

裏，對外祖母說︰「外祖母，您多吃點，祝你身體健康！」然後

把畫送給外祖母。

外祖母誇獎我，還說我是個孝順的好孩子呢!

禮的故事

今天天氣不錯，蔚藍的天空襯着白色的浮

雲，微風吹來，柔和的陽光，加上陣陣的微風，

令人心曠神怡。大草地上有耀耀和家家，他們是

一對好朋友，他們一起學習，一起玩耍等，多麼

令人開心呢！

有一次，耀耀和家家一起乘巴士到海洋公

園玩。他們找到座位時，突然看見一個老婆婆，

也差不多六十多歲，她帶着一個五歲的小朋友上

車，這時他們看不見座位，也沒有人讓坐。

突然車上播了一句話「請讓座給有需要的

人」，耀耀和家家聽到了覺得有道理，便把這一

個座位讓給他們，他們不但謝謝耀耀和家家，還

送了一些糖果，令耀耀和家家很尷尬，臉上紅通

通的。最後耀耀和家家也很開心!

不禮貌的孔雀

在一個動物園住着很多動物，有孔雀、水牛、大象、貓等。其中一

隻孔雀很美麗，但他很沒有禮貌，所以他沒有朋友。

有一天早上，孔雀出去玩耍，他走呀走，忽然發現自己迷路了。正

當他萬分焦急時，看見一隻水牛正在津津有味地吃草，便走過去問他︰

「喂!到附近的動物園怎麼走?」水牛沒答他。孔雀以為他聽不到，於是

又大聲地說︰「我在問你話呢?你聽見沒有?」怎知水牛還是不理不睬

他。孔雀只好走開了，走了沒多久他又看到一頭大象。於是他又去問大

象，說︰「喂!到附近的動物園怎麼走?」但大象也不理睬他。這時從遠

處走來一隻小貓，小貓問大象︰「大象爺爺，請問到附近的動物園怎麼

走?」大象回答說︰「一直向前走就是了。」孔雀忿忿不平地想：為什麼

貓一問，大象就肯回答?然後孔雀氣憤地問︰「為什麼你肯告訴他，卻不

肯告訴我?」大象微笑地說︰「因為你沒有禮貌。」

孔雀聽了突然覺得臉上發熱，慚愧地低下頭小聲地說︰「謝謝你，

我會改的。」從此孔雀身邊的朋友就漸漸多了。

禮的故事—《有禮的窮書生》

唐代皇帝唐太宗既重視科舉考試，又經常微服出巡，體恤百姓。

一天，一個窮苦書生張禮貌要赴京考試，但張竟在深山中迷路了!「怎麼辦?怎麼辦?」他自言自語地說。當晚天氣昏暗，四

處寂靜無聲，在路上只有鳥兒作伴。張公子僅僅靠着那盞半明半昧的油燈前行，他一邊走一邊想︰要是油燈熄滅了，該怎麼辦?

不久他看見前面有微弱的燈光，於是他打起精神，邁步向前。

果然，那裏有一棟房子，住着一個年過半百的大叔，那個大叔衣著無比樸素，是一個農夫。張禮貌上前向大叔問好，並且

有禮貌地問︰「不好意思，我可以在這裏睡一覺嗎?」大叔只說一聲︰「嗯!」便把門關上了!可憐的張公子就只可以在馬房裏睡

覺。

太陽漸漸升起，張公子一醒來就畢恭畢敬地向大叔道謝，然後繼續趕路。他大約走了兩天才到達京城，所以當他來到客

棧，便立即在床上呼呼大睡。

三天後，科舉終於開始，那些家境富裕的書生都嘲笑他，戲弄他，因為他家境貧困，成績又不出眾。當他遭到大家的嫌棄

時，他的心已經沉到谷底去了，認為自己一定名落孫山。最後，皇帝宣佈誰是狀元時，他竟發現自己成為第一名，他非常驚喜，

原來當今皇上就是與他偶遇的大叔。

故事中的窮書生即使被人嘲弄，他一直表現出溫文有禮的態度，並憑着一顆有禮的心而成功。在現實世界中，又有多少人

能好像這個文質彬彬的書生一樣呢?

3A 區穎雯

1A 陳祉澄

2B 楊黛盟

5A 祝友銘4A 鍾穎貞

6A 陳心悅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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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wo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NETs) in our school. One is Miss 

Cheryl Brennan who  teaches  in P1-3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lessons and P6 Guided Reading  lessons. Another one  is Mrs Bao 

(Rachael Brzys) who mainly assists teaching  in P4-5. She  is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Guided Reading and speaking  lessons  in different ability groups. Both our NETs 

help create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motivate pupils  to 

learn English. They have run a variety of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pupils, such as recess 

games, power-word checking and festive activities. They also help get pupils  ready 

to recite poems for Speech Festival.  In addition, Mrs Bao  is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P6 pupils to sit  in  interviews in secondary schools. She will hold some grammar and 

speaking workshops for P5 pupils in the second term.

KIP programm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P4-6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Activities 

include shared reading, process writing, guided reading and home reading. To further 

enhance pupils’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New KIP has been adop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Advisory Teacher  (AT) 

from  the NET Section, Miss Winnie 

Cheung,   wr i t ing  steps  for   each 

module  has  been  carried  out more 

systematically  in  two weeks.  She 

has  co-planned  two modules with 

KIP Coordinator  and  P4  teachers 

and  provided  lesson  support  in  the 

classrooms. Useful  comments have 

been given which can help  increas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vising  triangle has been  introduced  to expand pupils’vocabulary 

items.  It  can  help  strengthen pupils’ability  to  use  synonyms  in 

their writing and encourage  them  to write  in more different ways. 

Moreover, editing codes have also been adopted during the revising 

stage of process writing  in order  to promote self-learning and self-

responsibility. Two  foci have been made  for each  revising so  that 

pupils have enough practice regarding a target language item.

Support from NET, ELTA and New AT

為表達健康飲食，同學們於聯歡當天不忘
帶備一些健康的食物回校，跟大家一起分享。

Fun with EnglishInterview training with Mrs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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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校再次參與明愛莊月明中學籌辦別具一格的「小學協作夥伴計

劃—科學探究」研習坊，四至六級學生分別進行為期各半年的非一般科學

探究的課程，內容豐富精彩，主要的科學活動包括「科學鑑證」、「樹葉的

藝術」、「肥皂好易做」、「能量車工作坊」、「魔幻彩虹」(與英文科協

作)、「支架結構」、「科學探究—水果發電」，「奇妙的光」，範疇涉及

生物、物理/工程、科學、化學及英文等各學科。同學透過老師細心指導

下，獲益良多，特別在此鳴謝明愛莊月明中學籌備一系

列的科學探究課程，不但提供場地和材料進行各項科

研實驗活動，還有負責指導的一眾循循善誘的中學

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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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整個計劃能夠得以順利付諸實行。

Support from NET, ELTA and New AT

「飲管橋設計比賽」
2015年上學期，本校應邀參加明愛莊月明中學籌

辦的「飲管橋設計比賽」。在2015年11月21日星期

六的清早，袁副校長與常識科劉老師帶領六名五六年

級的同學到伙伴友校明愛莊月明中學進行一項別開生

面的活動－「飲管橋設計比賽」，顧名思義，是一

項集創意與物理力學應用的科研活動。同學需要按照大

會規定，在45分鐘的時限內，利用50枝飲管架起一道能承載

至少340克的橋樑。6名同學分成2組，依據比賽平台各自為自己

的設計作最後的修訂，踏進9時正，比賽正式開始，同學爭分

奪秒，分工合作，45分鐘轉瞬即逝，同學們均能按照規劃各自

架起一道飲管橋，並逐一接受大會安

排的砝碼重量測試，這是極具挑戰

的科研活動。大會還安排中文大

學物理系星級講師湯兆昇博士主

持有關聲音的科學講座，同學

們都說獲益良多。能完成一項

集創意思維與科研應用於一身的

任務，既為各人帶來一份滿足感，

也為各人對科研增加一份的熱愛，相信

是次參賽的最大收穫。

推 研動科 ・

顯微鏡下看世界。

訂定原來的設計，
令設計變得可行。

一眾同學走出來參與
聲波的實驗。

探究學習

科學探究課程

袁副校長與劉老師
獲邀參觀校園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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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4日的早上，常識科岑老師和冼老師帶領五年級學生一起到大埔科學園參加「創新科技嘉年華」—

開展了為期兩天的「生物科技工作坊」，首天的工作是培植細菌，一眾同學穿上了實驗用的工作服，心情興奮，個

個顯得精神奕奕，然後同學排隊登上價值千萬元的流動實驗室。進行一連串實驗前，老師不但訓勉同學要用心學

習，更期望同學把學習成果帶回學校，與一眾同學分享。之後，我們便展開一連串嚴謹的科學實驗，教授用心地指

導我們如何獲取細菌的樣本和培植細菌的技巧，讓我們有機會揭開細菌之真面目。

同日的中午，四年級的同學們亦由常識科劉老師和黃老師帶領下展開科學

之旅，走進流動實驗室。參與學生開展了首次的趣至科學實驗—認識水的張

力與水的密度，還到園內的攤位參觀，與參展攤位的大學生對話，了解環保科

技和城市的發展、環保資源的應用等，同學亦有機會觀看相關影片的介紹，並

嘗試騎上環保動力的單車。

11月6日的清早，五年級的同學們與家長一起進入科學園參觀攤位，然後安

坐在會議廳內，崔校長和常識科科主任劉老師亦在會場內，與同學一起細心聆聽教授的解說。當天，最令人興奮的

莫過於一睹自己的心血結晶—已培植了一星期的細菌。同學不但要即埸記錄實驗成果，更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繪畫各

類細菌的形狀、大小和位置分佈，然後交回細菌樣本，與自己的珍貴實驗成果話別，大家都懷着興奮難忘的心情踏

上歸途，結束為期兩天的「生物科技工作坊」。

創 技新科 嘉年華

工作人員細心地聆聽有關

進入實驗室的規則。

同學有秩序地排隊，試踏環保動力的單車。

我快快完成手上的測試。

四年級的大合照

穿上實驗室的工作服，同學魚貫入
流動實驗室。

五年級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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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知多知識 少
湯兆昇博士講座

同學勇於回答湯博士的提問

有機會與湯博士一起做實驗，實在難得

校長也一同參與實驗

崔校長致謝湯博士，並與袁副校長
及常識科主任合照

星級嘉賓湯博士主持科學講座

把握機會，一於向湯博士請教

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

湯兆昇博士親臨本校，與小四至小六的同學玩科學遊戲，通過

舞動彈弓、測試同學聽力、用膠管做樂器等遊戲，讓學生認識

聲音的產生和音階與頻率的關係。同學們反應踴躍，場內充滿

了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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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意 能，發 術創 潛藝拓展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創作經驗，本校在上學期參加了一些校外比賽如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比賽，在校內亦舉

辦了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讓學生能夠積極參與不同的視藝活動。恭喜各位得獎的同學!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初級組 高級組

獎項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冠軍 陳立舜 P.3B 梁賀正 P.4A

亞軍 蘇俊然 P.2A 鄒桐 P.5A

季軍 李子瑤 P.2B 蔡舒雯 P.6A

優異 楊黛盟 P.2B 黄芷晴 P.6B

優異 朱雪遙 P.3A 曾卓穎 P.5A

鄭順明 P.6B

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比賽 

班別 參賽者姓名 獎項

3A 郭旆言 亞軍

1A 林俊心 優異獎

4A 梁賀正 優異獎

除了參加比賽外，六年級

學生更於2016年  1月27日參觀

了香港文化博物館，展覽的主題為「祝福的印記－傳統童服裏的故

事」。同學們在是次參觀中認識了不少中國傳統的兒童服飾如帽子、坎

肩、女褂等 ， 服飾上的動物或圖案有其傳統的象徵意義，同學們獲益

不少!

初級組

中西區滅罪宣傳
創作比賽亞軍 
3A郭旆言

高級組

中西區滅罪宣傳
創作比優異獎 
4A梁賀正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低級組季軍 
2B李子瑤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低級組冠軍 
4A梁賀正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高級組亞軍 
5A鄒桐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高級組季軍 
6A蔡舒雯

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
比優異獎 
1A林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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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廣普來推

為提升同學們聽、說普通話的能力，普通話科透過不同的活動，鼓勵同

學在課堂以外，多聽多說普通話。

逢星期三的普通話日，普通話大使會於小息和午息時與同學用普通話交

談；本年度普通話科印制了附漢語拼音的「弟子規」小冊子，讓同學們於普通

話午間廣播時間學習「弟子規」，並由各班同學代表示範朗讀。同學們在學習

普通話的同時，亦認識了「孝」和「禮」等中國文化。

普通話科活動多元化，上學年曾邀請「小學巡迴教育劇場」來校表演，校

內又進行了普通話才藝表演。本學年已經進行的活動還有「諺語、格言」拼音

遊戲，同學們都踴躍參加；另外，29位同學參加了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其中，有20位同學取得了優良獎狀，成績斐然。二月初校內舉

行「華服日」，同學們積極練習「說唱弟子規」，為演出作好準備。希望老

師和同學繼續努力，為推普出一分力。

通話

普通話大使大合照

老師培訓同學進行午間廣播
小學巡迴教育劇場

二乙班同學練習「說唱弟子規」表演，
由曾舒薇老師琵琶伴奏。

高級組

普通話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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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有多元化的音樂學習經歷，音樂科安排了多種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參與。

在欣賞現場音樂會方面，有二年級學生到荃灣大會堂演奏廳，欣賞音樂事務處管弦樂團的「走進管弦大觀園」管

弦樂音樂會;四年級學生到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欣賞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團的「武俠」中樂音樂會;並有一至三年級學

生在活動室，欣賞親臨本校的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組的「樂韻播萬千」中樂音樂會。  

此外，校方善用社區資源，安排了大約一百位學生及家長免費欣賞現場音樂會─「庇理羅士管樂團周年音樂會

2015」彼得與狼。樂團用新穎的手法介紹音樂，運用生動的旁白和個性鮮明的角色扮演，讓觀眾一邊聽故事，一邊

欣賞音樂，令學生大開眼界。

為了讓學生有多元化的音樂學習經歷，音樂科安排了多種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參與。

在欣賞現場音樂會方面，有二年級學生到荃灣大會堂演奏廳，欣賞音樂事務處管弦樂團的「走進管弦大觀園」管

弦樂音樂會;四年級學生到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欣賞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團的「武俠」中樂音樂會;並有一至三年級學

生在活動室，欣賞親臨本校的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組的「樂韻播萬千」中樂音樂會。  

此外，校方善用社區資源，安排了大約一百位學生及家長免費欣賞現場音樂會─「庇理羅士管樂團周年音樂會

2015」彼得與狼。樂團用新穎的手法介紹音樂，運用生動的旁白和個性鮮明的角色扮演，讓觀眾一邊聽故事，一邊

欣賞音樂，令學生大開眼界。

跑 園・出 繽校 紛樂李陞

四年級學生到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欣賞「武俠」中樂音樂會

二年級學生到荃灣大會堂演奏廳欣賞
「走進管弦大觀園」管弦樂音樂會

學生及家長免費欣賞「庇理羅士管樂團
周年音樂會2015」彼得與狼

合唱團在「MegaBox x海洋公園全港
小學生新聞短片創作大賽頒獎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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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樂表演方面，本校合唱團曾獲不同團體邀請，在活動中擔任表演嘉賓，例如: 「MegaBox x海洋公園全港小

學生新聞短片創作大賽頒獎禮」、「中西區家長教師聯會第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十六屆理事會就職典禮」等。此

外，五至六年級的合唱團團員參加了「第十五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團員們在比賽前努力練習，結果

獲得「匯知碟」分組季軍。

音樂科鼓勵學生實踐公益少年團「認識、關懷、服務」的精神，除了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外，還會透過音樂分享，

為社會弱勢社群送上關懷及祝福。本年度合唱團邀請了致力於推動生命教育，通過文字和音樂發放正能量的失明女作

家及音樂創作人汪明欣小姐，教導本校合唱團團員，希望合唱團團員也能通過音樂為社會發放正能量。

合唱團在「中西區家長教師聯會第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
暨第十六屆理事會就職典禮」表演

29

失明女作家及音樂
創作人汪明欣小姐
教導本校合唱團

合唱團參加「第十五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我校的體育隊伍於2015年均參與了多項校際比賽。

田徑校隊於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均取得優異的成績，5A

班姜以謙同學在男子乙組擲壘球比賽中獲得冠軍；6A班吳靜儀同學在女子

特別組推鉛球比賽中獲得季軍；5A班李昆洛於男子乙組跳高比賽中獲得殿軍。而男子

接力隊，5A班李昆洛同學、6B班林明宇同學、6A班洪竣銘同學、6B班鄭順明同學在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中獲得冠軍的成績。

游泳校隊於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中也有理想的表現；當中男子接力隊，

6A班梁傲德同學、6B班黃駿鎧同學、6B班梁偉洲同學和5B班雷銘澤同學於男子甲

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獲得第七名。而6B班黃芷晴同學在女子甲組50米

蛙泳獲得第八名。

足球校隊本年度小學校際足球比賽中雖未能於小組賽中成功

出線，但每場比賽均全力以赴，拼搏到底，已深得在場「打氣」的

家長和球友一致的好評讚賞，見到球員們的成長和進步，那份欣喜「非筆

墨」所能形容。

同學們、崔校長和嘉賓來合照

金牌運動員－姜以謙
足球校隊的「全家福」

合作無間，出生入死的好隊友!

開波前，振臂一呼!!!

整裝待發，全力以赴

游泳校隊賽前來張合照
「

體 賽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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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校隊的「全家福」

愛「 護 我要地球 」墨兜

為了愛護地球，給學生認識環保的重要性，本校在十二月生活教育時段為學生舉行了一場宣

揚環保訊息的講座，當天主講嘉賓講解了溫度上升，全球暖化將會對我們帶來的影響。在講座完

結時，驚喜出現了！卡通人物「麥兜」專程到校為我們打氣！希望同學都能為環保出一分力，齊

心愛護我們的家。最後「麥兜」還和全體學生拍照留念呢！

另外，本校也有為環保出力，連續第三年參加由香港佳能主

辦的「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過去兩年，本校都在「最高回收

人均比例獎」中得到第三名。本年度的截止時間將會定於四月，

各位家長、同學，如果你們有用完的墨兜(不限牌子)，記緊帶回

學校交給陳SIR，每五個回收墨兜都可得到一支限量版麥兜原子

筆呢！

好消息！本校已獲教育局批出撥款進行「wifi 900」工程！根據本校計

劃，15-16年度學校先進行網絡覆蓋工程、購買平板電腦供學生學習一至

六年級電腦科使用電子書上課。16-17年度會擴展至三、四年級常識科，

17-18年度再推至二至五年級常識科及二年級數學科使用平板電腦

進行學習。從進度看，本年度的計劃已完全達標，全校每一處都

已有無線網絡覆蓋(獨立專線，200MB)，平板電腦亦已就緒，學

生將會嘗試運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時代更新，教學模式將會不

斷轉變，本校亦會與時並進，將新的觀念引進學校。展望將來，

每位學生都能「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再不用背着沉

重的書包上學去，而是輕輕鬆鬆，每人手執一部平板電腦，一個

小書包已足夠了！

行到 邊 上， 到「 」邊！

打氣大合照，你找到自己的頭像嗎？

無線網絡全天候覆蓋校舍

每個課室都有一部AP，可容許

40個戶口同時登入並下載一條高

清短片。

新購置的平板電腦。

31



校 優本資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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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 英語面試、演辯課程、 
唱談普通話、英語陞星Sing、 
中文、英文及普通話朗誦

邏輯數學 機械人工程師、科技活動、教育局網上 
資優課程(數學、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空間 書法及水墨畫班、紙黏土、 
集體創作及創意小畫家

音樂 中樂團、合唱團、 
非洲鼓、口琴及樂韻唱遊

肢體動覺 田徑、足球、乒乓球、游泳、 
中國舞、醒獅及勵志健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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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張力、教育局網上資優課程
(地球科學、天文學、古生物學)

綜合 週五顯才薈萃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5A班鄒桐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 4A班梁賀正

參加第一屆香港演辯代表隊選拔賽（小學組）－ 5A班陳澤鎧、祝友銘、黃恆康、6A班陳心悅及洪竣銘

參加辯論課程的同學正發表一些時事新聞的意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數學）－ 

4A班梁傲行、馮正彥、6A班梁傲德、陳心悅及袁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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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 中樂班及中樂團

機械人資優課程

為了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音樂科除了通過校

本增潤課程，讓學生認識中國樂器及欣賞中國音樂外，更

開辦中樂班(二胡、笛子、古箏、柳琴)及中樂團，鼓勵學

生學習中國樂器，體驗中國音樂帶來的樂趣。

柳琴班

古箏班

笛子班

二胡班

機械人資優培育課程已經是第三年舉辦了，今年更首次推展到

四年級。有幸被挑選的十四位四至六年級的同學由專業導師的指導

下學習機械知識，藉此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

 此外，第二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於12月12日 (星期六) 順

利完成， 再次恭賀本校「機械人工程師」各組員獲得「全場總季

軍」。是次比賽於英皇書院舉 行，當日崔校長及本校家長更親身到

現場支持，為同學們打氣，場面好不熱鬧呢！「第二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得獎名單：全場總季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4A 馮正彥 5A 李卓謙
4A 李譽軒 5A 姜以諄
4A 梁俊彥 5A 姜以謙
4A 梁傲行 5B 譚鈞澤
4B 謝沛權 6A 傅景垌

5A 祝友銘
6B 鄭俊毅
6B 梁偉洲

獲獎故然高興，但最重要是
大家吸收了寶貴的經驗。

家長親身到場支持我們呢！

你看！大家多投入
製作機械人呢！

當天比賽情況激烈，各人出盡渾身解數呢！

參加辯論課程的同學正發表一些時事新聞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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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樂團

本校一向著重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本年度更致力培養學生自律守規，愛己愛人的良好品格。本年度推行了多元

化的輔導活動，如：主題性校本輔導活動、「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非常夢想家」之生涯規劃計劃及風紀

訓練等，以期強化學生良好的品行。

導輔 活 采動多姿
伴我長成健康 路

主題性校本輔導活動 「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

「非常夢想家」之自我認識訓練營
領袖培訓計劃之風紀訓練

「學生大使-跳躍生命」計劃

學生大使與導師合照！

再難的挑戰也難不到我們「風紀隊伍」的！

哥哥姐姐們與 
小一學生相處融洽

不怕困難，挑戰自我!

好兄弟，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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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融齊區共 起舞

為提供藝術教育平台，讓學生對中國舞蹈文化有所認識，並

藉此透過藝術學習，分享和欣賞，表達對社會關心之情，本校於

2015年11月22日安排學生出席「社會共融齊起舞」活動。當天學

生分別跟不同的藝術或義工團隊演出，並由業餘中國舞推廣中心

創辦人鄒文輝導師帶領下，演出由他首編之勵志健身舞， 將健康

及生命的訊息傳至社區。

同學們跟長者一起表演，並落力投入於每個動作中。

除了同學表演，校長更作嘉賓一起出席
參與活動，給同學支持和鼓勵。

當天就連觀看表演的同學們也一起上台，起動參與舞蹈工作坊。

鄒文輝導師在台上帶領同學們

一起跳健體中國舞。

校長與家長們也組BAND表演。

同學們穿起中國服後，個個精神抖擻。

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們一起參與和支持社區共融齊起舞。

是次活動又見證了家長給予學校

和學生的支持和鼓勵。

同學參與共融齊起舞，除了認識中國舞蹈外，

更可達致強身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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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大使

普通話大使

星陞 義工隊
本校自2013年起，建立了一隊龐大的學生義工服

務隊伍─「陞星義工隊」，與「香港婦女基金會何郭

佩珍耆康中心」緊密合作，每年透過申請各項基金，

開辦了3個學生與長者共同學習，一起參與服務的興

趣班，包括「健康美食工作坊」、「健體中國舞」、

「小結他」、「我是小廚神」、「雜耍樂」等等，引

入社區資源，提升學生生活技能，引領他們建立正確

價觀，學懂與長者相處，並共同服務。

「小結他」班的學員跟長者一起
到護老院去作表演服務。

在「我是小廚神」課程中，同學有機會
跟長者學習和合作，達致薪火相傳。

除表演外，義工隊同學藉探訪，
表達對長者的關懷。

同學正跟長者一同出席耆幼共融
嘉年華，長幼共融，一起學習，
一起活動，薪火相傳。

同學們跟長者一起到社區
中心表演健體中國舞。

伴
讀大使

同學於表演活動上盡顯雜耍本領。

對於高難度的表演勳作， 
同學們一樣表演得揮灑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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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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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領袖生、大哥哥大姐姐、伴讀大使、陞星義工隊之與友同行、課間操大使和

閱讀大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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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大使

圖
書
館

領
袖
生

童軍

普通話大使

風紀

公
益

少
年
團

課間操大使

伴
讀大使

大哥哥
大

姐
姐

基督少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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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英獎陞精 不停
2015-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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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

5A 曾卓穎 季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

2A 蘇俊然 季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

5A 姜以謙 季軍

2015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 1A 李宥熙 幼童組 總冠軍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賽總決賽

4A 梁傲行
6A 梁傲德

銅獎
銅獎

Singapore and Asian Schools 
Math Olympiads 2015 Finals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決賽

4A 馮正彥
6A 梁傲德

銅獎
銀獎

2015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高小組-古箏

6A 李敏樺 亞軍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
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5A 李昆洛 5A 林荊婕
5A 黃恆康 6A 陳心悅
6A 張朝匡 6A 蔡舒雯
6A 洪詩晴 6A 李敏樺
6A 吳靜儀 6A 徐煒鏗
6A 黃勃旋 6B 林淑靜
6B 王雨晴

匯知碟
分組季軍

2015-2016年度中西區滅罪宣傳
創作比賽

3A 郭旆言 亞軍

北角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5A 李昆洛
6B 林明宇
6A 洪竣銘
6B 鄭順明

男子組4×100米接力
冠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A 姜以謙 男子 乙組
擲壘球  冠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吳靜儀 女子 特別組
推鉛球  季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A 李昆洛 男子 乙組
跳高  殿軍

2016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學界醒獅觀摩賽

醒獅校隊 小學醒獅觀摩大賽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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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藝輕人 術展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課外學習經驗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本校非洲鼓校

隊於17-12-2015參加了由中環及半山分區委員會、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

政事務處及中西區校長聯會主辦之「年輕人藝術展才華」。當晚各隊表演隊

伍來自中西區，可謂精英群集，而本校之非洲鼓校隊更有幸榮獲「最佳團隊

獎」。

才 華

表演當晚，每個同學都化身

成小非洲土人，樣子可愛有趣。

比賽前，所有表演團隊一起來個大合照。

同學們表演時，彼此十分合拍。

比賽當天，家長、導師都全力支持，同學們自然落力地表演。

家長協助幼小的同學化妝，以增添他們的信心。

同學們得了「最佳團隊獎」，

自然心情興奮。

同學們在後台等待時心情輕鬆愉快，
皆因他們每個都有豐富的演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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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業發師專
本年度校方舉辦了一系列嶄新的師專業發展活動，當中主題包括「如何教好一節課？」、「教育與法律」

及「危機處理」等。教師透過參與講座、角色扮演、工作坊、分組討論等活動，增加對上述範疇的認識，有助

教師回饋學與教。詳見下表：

動展活

日期 課程名稱 出席 主辦機構

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 學習社群 陳曉虹主任 教育局

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 小班教學副校長學習圈 袁藹儀副校長 教育局

25-8-2015 教好一節課 全體老師
教育局小學 

校本課程支援組

19-10-2015
中西及南區學校管理及行
政的法律知識分享會

崔家祥校長 
袁藹儀副校長 
林楚君主任

教育局

20-11-2015
中西區聯校教師培訓

「危機處理技巧工作坊」
全體老師 中西區校長聯會

20-11-2015 身心靈健體工作坊 全體老師 本校

4-12-2015 危機演習訓練 全體職員 東華三院

19-2-2016
2015-2016年度

官立小學培訓「中文科評
課技巧工作坊」

陳曉虹主任
傅永心老師
黃浩然老師

教育局官校組及
官小校長會

中西區聯校培訓

學校得到中西區校長聯會的邀請，於香港潮
商小學參加由陳德恆校長主講的《教師面對
的法律挑戰及相關的處理技巧》講座。

教師到中山公園室內運動進行球類運動，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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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一堂課？

崔家祥校長致送感謝狀予教育局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曹美玲小姐。

教師細心聆聽曹小姐講解「一堂好課」的要素。

為優化老師的教學效能，以配合課

程發展方向，校方特意安排到校專業支

援服務，當中包括數學科校本支援計劃

(小四及小五)和外籍英語教師支援計劃

(讀寫範疇)─Key Stage  II  Intergration 

Programme(NEW KIP for P.4)。科任老師

定時與該科的課程發展主任進行備課、觀

課及評課，參與的教師建立了一個彼此學

習及反思教學策略的學習平台，此舉有效

促進教師組成專業及積極的學習社群。

校 學支本教 劃援計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蕭女士每週到校
與數學科老師進行備課會議。

教師到中山公園室內運動進行球類運動，舒展身心。

NET Section 支援老師定時到校與小四英文科老師及NET進行備課及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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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業交校專
本校以「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為目標。校方刻意安排不同老師到友校進行交流及參與課堂觀摩

活動，參與教師將有關的體驗於科務會議中進行專業分享，令全體教師獲益良多。詳見下表：

動流活

探訪友校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香港教育學院盧敏玲教授與超過十間小學老師

分享其「變易理論」研究心得。

崔家祥校長出席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舉辦的課堂研究的講座，
與香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盧敏玲教授及友校校長們拍照留念。

崔家祥校長參與香小學校長訪校團，並與眾校長及教育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專業發展及培訓)容寶樹先生合照。

崔家祥校長、袁藹儀副校長、陳曉虹主任及鍾佩欣老師得到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的學生代表，熱情款待。

日期 課程名稱 出席 主辦機構

10-12-2015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
學－香港小學校長訪校

崔家祥校長 袁藹儀副校長
陳曉虹主任 鍾佩欣老師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
小學

29-1-2016至2-2-2016 「自主學習」－探究活動
陳曉虹主任 陳守恩老師

劉德謙老師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

校

31-8-2015 變易理論課堂研究
崔家祥校長 陳曉虹主任
鍾佩欣老師 黃浩然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
磡信義學校

3-11-2015 外評經驗分課
崔家祥校長 袁藹儀副校長
陳曉虹主任 林楚君老師
蘇麗珊老師 姚佩藍主任

德信學校

11-12-2015 校本數學課程發展 黃慧娟老師 冼蔚文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

磡信義學校

4-2-2016 校本中文課程發展 黃浩然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1-2-2016 常識科跨科專題探究學習 崔家祥校長 陳曉虹主任 大埔墟寶湖道小學

22-1-2016 分享家校合作及外評經驗 崔家祥校長 聖安多尼學校

探訪友校－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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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新加坡

廣 儕結同
學海無涯，精益求精。本校為求不斷創新，與時並進，樂於與各方交流，廣結教學伙伴，互相觀摩，互相學習。

 副
校長圈

專 流業交 ・

2015年7月10日山西省贛州市文清路小

學到訪，參觀本校校舍及設施，交流兩地

教育心得。

2 0 1 5年 1 1月 2 5日南洋大學   ( N a n y a n 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鍾光勉博士 (教師培

訓院助理院長) 及陳玉貞博士 (教學實習與學校

協作副院長) 到訪，本校簡介學校的辦學理念

和特色、教師專業發展及資優教育，並由五

年級孿生兄弟姜以諄、姜以謙同學擔任學生

導賞員，大家共渡充實而愉快的交流時光。

　　袁藹儀副校長作為「小班教學副校長學習圈」成員，在葉祖賢

校長 (下圖左七) (香港培僑中學前校長、香港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計劃前

總監) 的帶領下，與學習圈內的副校長定期進行專業交流，互相探訪，分

享教育新發展的見解和心得，互相學習，切磋砥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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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中的長眼
2015年度是本校推行2013至2015年周年計劃的總結年。學校一向十分重視家校合作，因此於2015年四月

向全校家長、學生及老師派發問卷，進行了一個全面的自評工作，了解不同的持分者對本校各項工作的觀感。

「學與教」、「健康生活習慣」、「全校性輔導活動及親子活動」及「學校改善措施」是家長意見調查的重

點，當中包括量性及質性的寶貴意見，當中的結果不單檢視了2013至2015年度的學校發展重點工作的成效，更

能為學校開展未來三年的發展作參考。現將有關調查結果作重點展示。

為配合整體教育發展趨勢和校本發展需要，學校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提升教學成效」為各科的專業

發展重心，教導學生學習及選擇合適的多角度思考策略解決學習問題，他們較常用的方法包括敍事六要素、

故事手掌、四何法、六何法和腦圖等。約85%學生表示會思考自己所用的多角度思考策略是否有效。「學習日

誌」、筆記及使用字典等亦是學生學習的必用工具。家長對有關工作成效的觀感如下：

小李陞 學

家長對「學與教」的觀感：

1. 98% 家長認同校方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參與，如周五顯才薈萃、時事新聞分享、專題研

習活動等，均有助他們以清晰口語及文句表達自己。

2. 96% 家長認同學生想從不同科目學到新知識，渴求學習。

3. 94% 家長認同分組學習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效能(小五及小六年級適用)

4. 91% 家長認同學生喜歡主動探究新事物。

5. 91% 家長認同學生喜歡用不同的方法及多個角度思考去解決問題。

6. 88% 家長認同「學習日誌」有助不同能力的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提升自我檢視能力。

7. 87% 家長認同學生能掌握學校裏的學習。

8. 85% 家長認同學生喜歡應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解決新的難題。

9. 80% 家長認同學生會主動對不明白的事情尋求答案。

10. 77% 家長認同學生發現自己的成績退步時， 

會改善學習方法，以達到某科的要求。

11. 77% 家長認同學生能主動及認真完成「學習日誌」。

家長對「全校性輔導活動及親子活動」的觀感：

為協助家長培養學生勇於面對困難，積極尋求解決方法的人生態度，本校定期舉辦家長講座及親子活動予

全體家長參與，家長及學生常常踴躍參加。家長對有關工作成效的觀感如下：

1. 100% 家長認同校方推行的活動能讓自已明白健康的家庭生活及身心健康的重要。

2. 100% 家長樂意與孩子繼續參與由校方舉辦的親子活動。

3. 99% 家長認同透過參加親子活動能讓為親子間的關係更緊密。

4. 97% 家長認同推行「陞兒健康成長」計劃能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

5. 97% 家長認同校方推行的活動能培養學生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

6. 96% 家長認同透過參加親子活動能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態度。

7. 95% 家長能按時檢視學生在「陞兒健康成長」計劃的表現，並給予學生正面的回饋及建議。

8. 95% 家長認同透過參加親子活動能培養學生正面的情緒及品格。

9. 90% 家長認同學生在參與「陞兒健康成長」計劃後，在生活習慣及態度有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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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健康生活習慣」的觀感：

學校在「幫助學生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這個關注事項中共訂立三個目標，分別為學生能制訂健康的

生活模式，管理自己的身體；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抗逆力，使學生能正確地處理情緒；學生懂得欣賞及關心別

人，積極投入學校、家庭和社區活動。91%學生認為計劃成功幫助自已制訂健康的生活模式，，88%學生表示自

己有健康的飲食習慣，82%學生表示自己有定時做運動。為此，學校舉行了多項活動，例如定期檢查書包及零

食、推行課間體育活動、「交齊功課獎勵計劃」、安排與健康生活相關的講座等等。家長對有關工作成效的觀

感如下：

1. 95% 家長認同學生會關心家人

2. 94% 家長認同學生懂得欣賞自己的優點

3. 91% 家長認同學生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4. 88% 家長認同學生懂得欣賞身邊的事物

5. 87% 家長認同學生有充足的睡眠

6. 86% 家長認同學生有健康的飲食習慣

7. 86% 家長認同學生會正面思考的方法

8. 86% 家長認同學生會自動自覺完成自己的工作

9. 86% 家長認同學生會盡力解決困難

10. 80% 家長認同學生會協助做家務

11. 79% 家長認同學生有定時做運動

12. 77% 家長認同學生有良好的自理能力

13. 75% 家長認同學生不會過於沉迷喜愛的事

14. 74% 家長認同學生會盡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15. 70% 家長認同學生能正確地處理情緒

家長對「學校改善措施」的觀感：

為學生提供更理想的學習環境，學校每年都會推行不少改善措施，追求卓越。家長對有關工作成效的觀感

如下：

1. 99% 家長認同考試及測驗日期將固定安排於星期四至二舉行，以便學生能有充裕的時間溫

習及準備，以減低考試壓力。

2. 99% 家長認同學校成立校友會，凝聚校友。

3. 99% 家長認同學校推行「飛躍未來」計劃，協助本校小五及小六學生及早預備升中。

4. 99% 家長認同學校推行資優教育，包括：機械人、科學探究活動及話劇訓練。

5. 97% 家長認同傑出學生選舉獎項原本從初小(一至三年級)及高小(四至六年級)學生中選出各

一位傑出學生，現多增加一至兩位，進行面試，讓學生有更全面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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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超過150位家長在問卷調查中發表了許多欣賞學校的地方，現選取較精采的家長心聲與大家分享。

在學校裡面或外面，

每當見到李陞小學的小朋

友，都是蹦跳嘻哈的笑聲，

活潑又禮貌的表現，讓人第

一的感覺，學校生活是非常

開心。

我 欣 賞 崔 校 長 為 學 校 的 貢獻，欣賞在校的每一位老師熱心與愛心地教導學生，欣賞每一位默默辛勤為小朋友們打點工作的校工姨姨和叔叔，因為有你們在學校凝聚的力量，才令小朋友們有開心、健康的校園生活。謝謝！

欣賞學校安排考試、

測驗在星期四至二舉行，有

更多時間溫習，欣賞學校多

方面的活動，帶領學生們有

更多發揮，多謝老師們及校

長，感謝你們的努力。

學校能夠全面發展

學生的德、智、體、群、

美，欣賞學生的長短處，

加以取長補短，學校進行

小班教育能顧及不同程度

的學生需要。

為家長及學生創

造多方面能力提升的

活動機會，讓家長和

學生在眾多的實踐活

動中成長和提升。

欣賞學校能用心照
顧學生，用多種不同形
式鼓勵學生學習，定時
舉辦多種課外活動，增
加學生知識。

老師與時並進，

透過不同的教學方式，

提升學生主動探究新事

物的能力及有追求知識

的渴望。

校方能盡用資源或

開創新源頭，能協助學生

融入生活，增廣見識及眼

界，如科研、資優活動，

學生的表現投入。

小班教學使老師與

學生有足夠時間互動，

能夠關注個別學童的學

習進度，加以輔導。

同學友愛，正/副
校長和老師的關愛，員
工的友善，那便是「李
陞小學」快樂和學習共
冶一爐的大家庭。

多謝校長、各位老師

和教職員盡心盡力為學生安

排豐富、有意義、有學術性

的各種校內外及課餘活動，

好讓子女獲得多姿多彩的校

園生活，我給予滿分！加

油！更上一層樓！

由往年和今年，看到學校

努力向外尋找支援，贊助及和

有關發展學童的資優教育、獎

學金等，都是校長、老師學校

團隊的高度合作，雖然校舍有

所局限，但都能夠適當地尋找

各活動據點，十分欣賞。

學 校 地 方 小 ， 但

設備齊全，每級只有兩

班，使老師更能照顧每

位學生，令學生能每天

開心地上學。
學 校 推 行 的 活

動能培養學生實踐健
康的生活模式，在生
活習慣及態度方面有
正面的改變。

欣賞學校結合校內
校外多元化的活動，給
學生提供全面的輔導，
讓學生有全面的發揮。 學校裏的教職

員都很熱情友善，安

排的每一次活動都很

人性化。

全 方 位 學 習 ，

跨學科活動能建構學

生的深層次的知識。

老師常主動
聯 絡 家 長 ， 保 持
良好溝通。

學校舉辦了多元
化的活動，使學生及
家長有親子的機會，
也學會更多事物。

老師很關心同

學，很細心照顧子

女的需要，員工很

友善。

校 長 和 老 師

都很細心，校工亦

非常有禮。

對 同 學 的 優 點
加以鼓勵，不足加以
糾正，照顧盡責，師
生關係融洽。

學校與家長

建立了密切的溝

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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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予人印象團結，並

以積極態度面對各項批評及

建議。近幾年在擴闊及加深

學生能力上不斷進取，同時

又踏實而不做作，充足而不

浮誇，師生的共同努力及成

績均叫人眼前一亮。

老師與各位同學都相處

融洽，學生的學習態度認真，

老師教導各同學改善不良習

慣，令學生對學習有興趣。老

師建造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

境，令學生有歸屬感。

學校課程按主題編寫教學計

劃，能配合辦學宗旨，兼顧兒童

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

全面發展。並多次安排校外活動

和參觀，讓兒童獲得具體經驗，

從中所領悟的是一生都受用的。

把學生帶出課
室 ， 把 家 長 引 進 學
校，帶動整所學校新
的風氣和活的景象，
相當成功。

欣賞校長和老師

很關懷學生的需要，

愛 護 照 顧 每 一 位 學

生，令他們有一個愉

快的環境學習。

陞 兒 健 康 成 長
計劃對家長及學生生
活習慣及生活態度改
善很有幫助。

老 師 對 學 生 的 能

力有充份的認識，可做

到 因 材 施 教 。 學 校 也

因 應 學 生 的 不 足 ， 去

輔助學生(e.g. Smart 

Speller, 功課輔導)

感謝老師給予孩子

很多機會展示自己的特

長，感謝學校培育學生積

極進取的精神，謝謝全校

老師對學生的愛，學校處

處充滿愛！

我欣賞學校能從多方

面去舉辦親子活動系列，

我從「面對衝突，建立和

諧親子關係」的講座中，

獲益不少，非常感謝學校

的校長和社工。

學校活動範圍雖小，

但是五臟俱全，最重要的

是校長、全體老師、校工

等都很有愛心，認真地教

育小朋友，讓學生學習更

多知識及本領。

上 由 校 長 ， 下 至
校工，也非常關注各同
學的學習與日常表現，
令各同學亦感受到學校
就像第二個家，亦很愛
這個家。

老師及校長對指導六

年級同學升中的功夫充分，

一些如何面試的細節都有提

示，可以幫助我的子女舒緩

心理壓力，我們作為家長也

不用那麼擔心。

我十分欣賞學校
以學生為中心，令學
生可以愉快地學習，
減少面對考試和升中
的壓力。

非常欣賞校長每天都在門口迎接同學上課，十分友善親切。

欣賞老師們對學生的關

心和寬容。遇到不乖的學生

都會細心地教導，還有一群

細心的校工和兩位平易近人

的校長和副校長，讓我的子

女每日回到學校都很開心。

老師和校長很有

愛心，很親切，學生在

學習方面積極進取，謝

謝老師的鼓勵。

雖然校舍面積較少，
但校長、老師都盡能力提供
多方面的教學方式，讓學生
們能夠善用所有器材及地
方，學生能夠善用學校的努
力及資源。

我喜歡參加家長

講座和親子活動，能

有效提高知識，學習

很多知識。 李陞小學校長，
教師們有教無類，作育
英才，學校在西營盤，
交通方便。

老師負責任，

教學認真，經常與家

長聯絡，反映學生的

情況。
校風嚴謹，

獎罰分明。
欣賞學校的校長

領導有方，學校的老
師非常盡責，教導我
的兒女的行為、品德
和知識。 小班教學，學

習氣氛良好，老師
主動關心學生，與
家長一起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

校外活動能與

時並進，機械人，

科學探究等活動很

有意義。

功 課 量 適 中 ，
學生在愉快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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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力陞新 軍

周思薇老師

各位好，我是周思薇老師，很高興加入

李陞這個充滿温情的家。我是2A班的班主

任，任教二、四年級英文、普通話科及二

年級的常識科。

我很欣賞同學們尊師重道，對師弟

妹們愛護有加，同學間亦能融洽相處。

李陞實在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學習經歷，

為同學創造了學科以外的學習空間，並培

育學生各方面的潛能。此外，我也很欣賞

家長義工們不辭勞苦地為李陞服務，實在難

能可貴。在此希望每一位同學在新的學年學業

進步! 家長及同工們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曾舒薇老師
大家好，我是曾舒薇老師，很高興

能加入李陞這個大家庭。我是3B班的班
主任，同時也任教音樂科和數學科。

我很喜歡和同學相處，因為你們會
為我的生活帶來很多樂趣；我很喜歡聽
到同學唱歌，因為你們的歌聲總會令我
感動。

在此希望每一位李陞的家庭成員生
活健康愉快!

張少華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張少華

老師。今年九月，我來到李陞小學這個

大家庭跟同學一起上課。我是1B班班

主任，主要任教中文、常識和普通話；

我也任教五年級中文科。同學們活潑好

學，循規蹈矩，我十分喜愛你們！希望

同學繼續努力學習，在品德、學問和各

方面都能爭取佳績。

黃浩然老師

相信小三、小四的同學對我也不會

感到陌生。我是黃老師，我任教三、四

年級中文和常識科。我最喜歡多元智能

活動，所以在課外活動節，我的活動叫

「玩樂百寶箱」，希望同學在愉快的活

動中學會不同的知識和技能。

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成

效。學習更有成效，希望同學能享受每

一節課堂。

 Michael Morgan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chael Morgan. I am from Canada. I was 
born in Victoria, and am the eldest of seven children. Since 
my father was in the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we moved 
many times: I went to school in England, Nova Scotia, Ontario 
and Alberta. I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and have 
a B.A. in English Literature. After a number of years as a 
surveyor, I studie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started teaching 
in Japan in 1985 at high schools and then at a university. 
After 17 years I moved to Hong Kong and have been teaching 
here for 13 years. I really liked Japan and I also like Hong 
Kong very much. For hobbies, I have done Tai Chi, scuba 
diving, cycling, photography and stamp collecting – oh and lots 
of reading.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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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4日是一個特別而又值得紀念的日子。它既是李陞小學的60周年校慶音樂劇

之夜，亦是李陞小學校友會成立典禮的大日子。

回想當日，不同年代的校友都一同來到上環文娛中心參與母校的校慶盛典，同時亦在

各位嘉賓、家長、老師和同學見證下，我們的校友會在一片喜悅和祝福中正式成立。

其實校友會能夠成立，實在有賴各位校友的參與，以及很多人無私的付出。藉此機會，

我要代表校友會向他們說聲謝謝。當中有前任校長何慧屏校長及現任校長崔家祥校長，沒有他

們的帶領及指導，校友會根本不能成立；還要向袁藹儀副校長、陳曉虹主任、岑智敏老師和已晉

升調任的薛慰苗主任說聲謝謝，沒有她們的督促和提點，校友會亦難以實現在母校60周年時成立的計劃。當然，我們亦

要向與我們緊密合作的伙伴－李陞小學家長教師會道謝，他們從旁的協作，使我們很多事情都得以解決。最後，我

更要感謝一群一直長期與我並肩作戰的理事們，他們的參與，使成立校友會的夢想成真。

我期望在未來的日子，校友會能為母校作出貢獻。我們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會收集大家的意見，滙集各方

的力量，團結各屆校友，維繫情誼，回饋母校。

友會 －校 送給母校的禮物
校友會主席的話：

校友會理事會名單及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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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8日是本校「校友重聚日暨校友會會員大會」，
當天李陞小學校友會理事會成立。

校友會旨在團結校友，
維繫情誼，回饋母校。

校友會主席黎志仁先生(左)及副主席廖國安先生(右)攜手帶領
李陞小學校友會正式成立，送給母校鑽禧校慶一份大禮物。

李陞小學校友會理事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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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圖書及扭扭波活動，師生親子齊參與。

本年度的義賣圖書活動在2016年1月9日至12日

在本校舉行。此活動收集到逾一千本捐書，包括中

英文圖書，每本圖書的售價為10至50元一本。活動

的目的為籌集款項以資助家教會的活動、推動閱讀

風氣及鼓勵學生支持環保。 

此外，家教會很榮幸邀得何傲然女士扭氣球義

賣，氣球的造型別緻有趣，很受學生歡迎。本活動

共售出942本二手圖書，連同扭氣球義賣所得款項

及捐款，共籌得6,135元。

活動能順利進行，實有賴各家教會委員、家長

義工、家長及學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本會感謝各位

家長義工的幫忙。

欣賞學校為學生舉行圖書義賣籌款活動，讓家長可
以把已看完的書捐出，給其他同學欣賞，也令我們可閱讀
更多課外書！

我能夠參予學校的義賣圖書籌款活動，把家中多出了
的圖書贈給學校，實在十分高興。

2A 陳啟豐家長

扭扭波義賣活動很有新意，歡迎學校舉辦更多有創
意的活動。

2A 何瑋倫家長 黃詠潔

義 書及賣 活圖 動扭扭
家長心聲

2A 陳昕瑤家長 周安怡

波

午 小組膳關注
上學期，家長教師會的午膳關注小組已進行了兩次探訪，

各位家長義工細心觀察學生飯盒的温度、衞生及派發情況，又

訪問同學，認為供應商提供的飯盒質素理想，家長大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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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圖書及扭扭波活動，師生親子齊參與。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15年10

月31日舉行，當日除了報告會務及財政，還即場進行本

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選舉，更邀請了資深傳媒人車淑

梅女士主持親子講座，內容豐富，家長一致好評。

6B 黃美羚家長 林麗華

參加過幾次這種形式的

講座，對車淑梅女士主講的講

座有很多認同的價值，尤其是

親情的重要性。

周 員大年會 會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職位名單

崔校長致送感謝狀予第二十一屆
家教會常務委員。

 4A梁賀正家長 何桂儀

感謝學校重視學生家長對學校教育的

參與，為家長舉辦多種親子活動和講座。

學校邀請了善於培育子女的金牌DJ車淑梅

女士主講「共建快樂家庭．攜手發放正能

量」，使各位家長都獲益良多，使我們在教

育子女方面，得到新的啟發和認知。我們要

多作關懷，驅走自以為是，不要因對子女的

期望過高而管教過嚴，以致各走極端。

職位 委員姓名(子女班別及姓名)

主席 黎兆宇 (4A/黎清霖)

副主席 袁藹儀副校長

文書
何傲然 (3B/黃曉朗)  

張美珊老師

司庫
冼愷儀 (2B/李卓業  5A/李卓謙)

林楚君主任

康樂

宋秀梅 (4A/宋家豪) 

李春萍 (1A/李宥熙)

梁文麗 (1A/林俊心)

陳守恩老師

總務

白偉光 (5A/白炯昕)  

徐軍 (3A/徐英棣)

劉寶芝老師

聯絡
譚艾亮 (5A/祝友銘)

鄭瑩娜 (2B/楊黛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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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不經不覺，下學期已經開始，莘莘學子於聖誕節假後，又要迎接

下半年的學習，春節、復活過後，又要考試再放暑假了。日復日、年復

年……我在李陞小學的家教會任職，已到了第九個年頭，下學期將到達

第十年了，比很多老師在這兒服務還久呢！

走在西環街道上，不時遇到一些熟識的李陞小學家長或學生的面

孔，他們對我微笑、點頭，雖未必有深入的交談，但一個笑臉，卻令人

感到温暖。小學生涯，同學間比較單純，感情來得真摯，若能維持到成

年、老年也是好朋友，便更加難得。

事實上，人生之中，總要經過不同的學習階段，每個人都要裝備自

己，準備以後的生活。小學更是我們人生的基礎，是最重要的地基。相

比我小時候，現在的課程來得更艱深，有時候，我看女兒的功課，一時

三刻也摸不著頭腦。但是，時代巨輪向前滾動，身為家長只能盡能力幫

助兒女好好準備自己，接受挑戰；孩子們也要抖擻精神，為將來努力。

執筆之時，仍只是一月下旬，離新年假期已不遠矣。李陞小學的孩子們，你們又打算怎樣過你的假期呢？

在電視節目、智能電話的遊戲中沉迷？玩樂是應該的，但是，只談玩樂，不理功課，不將自己學習的根基打

好，怎麼能幫助自己面對未來的挑戰呢？

好好想一想，在玩樂及學習中，找到自己的平衡點，玩要盡樂、學要全心，方為上策啊！祝願李陞小學教

職員、學生、家長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主 話席的

31-10-2015(星期六)  家長講座

5-1-2016至15-3-2016(逢星期二)  家長學堂之親子溝通有妙法工作坊

9-1-2016(星期六)  圖書義賣

20-2-2016(星期六)  親子旅行

16-4-2016(星期六)  親子賣旗日

30-6-2016(星期四)  畢業聚餐

家長教師會活動大計如下，

         敬請各位家長密切留意：

顧問：崔家祥校長     編委：黎兆宇主席  白偉光先生  徐軍先生  鄭瑩娜女士  袁藹儀副校長  劉寶芝老師  張美珊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