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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實踐「全人教育」及「以學
生為中心」的辦學宗旨，注
重學生在靈、德、智、體、
群、美六育方面的均衡發展，
並積極營造熱切學習、追求卓
越和融洽共處的校園氣氛。

管理組織

校訓

尚卓越鍊剛毅熱切求真
效基督學捨己榮神愛人

管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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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甜校監

余達心校董

袁月梅校董

楊建強校董

朱琼玉校董

生命的教育

「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錄自明‧胡玉峯

寒日梅花

學捨己，耀主聖名   
效基督，道成肉身

Hold on to instruction, do not let it 
go; guard it well, for it is your life.

(Proverbs 4:13)

校董贈言

校董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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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天慧校董

劉文輝校董

梁大輝校董

倪紹強校董

柳子權校長

生命啟迪生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積極，是不想自己無所成；
樂觀，是因人世多有苦難；
奮發，是不負人家厚望； 
堅毅，是要達成心中理想。

Hold on to instruction, do not let it 
go; guard it well, for it is your life.

(Proverbs 4:13)

校董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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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開學禮

9月11日：新增課後多元智能課

9月21日：中秋晚會

8月29日：小一迎新週

9月5日：領袖生立願禮

9月11日：新增課後多元智能課

10月6日：家長日暨家長教師會就職禮

8月29日：新增初小暑期外籍英語補習班

9月7日：小一校園生活體驗日

9月13日：新增小一至小三早上口風琴班

10月18日：班際朗誦比賽

0 7 - 0 8年度大事年表

10月18日：校園電視台直播節目啟播

07 - 0 8年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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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乘風航海上求生訓練

12月21日：感恩日聖誕劇

12月22日：「佳音傳遍天水

圍」張建忠局長到訪學校

10月18日：學校旅行日

12月17日：己連拿國際學校交流活動

12月21日：新增課後外籍英語話劇課

1月1日：參與「愛鄰舍

音樂分享會」社區活動

12月1日：學科挑戰日

12月17日：名人蘇詩黃家長講座

12月22日：「佳音傳遍天水

圍」小記者訪問馬時亨局長

1月9日：攝影隊入選TVB兒童數

碼攝影比賽並獲兩個全港獎項

2月4日：送豬迎鼠賀

新春之中國布偶表演

07 - 0 8年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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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戲劇組任「UNICEF

兒童之友日」的演嘉賓

4月19日：伯裘盃全港數

學攤位比賽獲多項獎項

4月30日：黃埔軍訓體驗營

3月15日：參加港台新聞

採訪比賽奪多個全港獎項

4月2日：5E黃海儀同學獲選

為十大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4 月 2 5 日 ： 非 洲 「 希 望 之 光 」

Watoto兒童合唱團到本校演出

3月25日-28日：新加坡

英語學習交流團2008

3月3 0日：參與影音使團

「方舟東遊記」舞台劇演出

4月12日：家長教師會親子一天遊

4月25日：小女童成立典禮 5月13日：小記者獲選全港十大小記者

並能訪問奧運火炬手兼奧運代表麥素寧

2月23日：參與TVB智激校園比賽

07 - 0 8年度大事年表



8

5月15日：全校為四川地震災民籌款

5月29日：香港電台「從 

四川地震中探究生命意義」

7月2日：英語話劇 

"The Sound of Music"首演

5月17日：新增「家長英語學堂」

7月9日：第八屆畢業禮 7月11日及14日：結業禮

5月2 7日：小記者與 

環境局邱騰華局長對話

5月30日：全港小學3D

電腦動畫比賽獲季軍

07 - 0 8年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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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管理與組織範疇

班級結構 教職員工編制

全校

共28班

(共801人)

編制內教學人員 編制外教學人員 其他員工

校長 1人 學務主任 1人 外籍英語教師 1人 書記 3人

圖書館主任 1人
德育及公民 

教育主任
1人 學習支援專任教師 3人 行政助理 3人

課程發展主任 1人 教務主任 1人 學校社工 2人
資訊科技及資

優教育培訓員
1人

學校發展及資訊

科技教育主任
1人 小班教學主任 1人 多元學習課程老師 6人

資訊科技 

支援助理
2人

訓輔主任 1人 資優教育主任 1人
工友

(包括半職)
10人

學生事務主任 1人 聯課活動助理 3人

學習支援主任 1人 教師 28人

宗教主任 1人 共44人 共12人 共19人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教師資歷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3人 7%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 38人 84%

教師教學經驗

具有0至4年教學經驗 6人 13%

具有5至9年教學經驗 19人 42%

具有10年或以上教學經驗 20人 45%

其它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44人 100%

已達英文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14人 100%

教師專業發展

07-08年度閱讀習慣統計

全年圖書館借書總數量 12642本

平均全年每位同學借閱圖書數量 15.78本

全年圖書館借閱中文圖書總數量 12408本

平均全年每位同學借閱中文圖書總數量 15.49本

全年圖書館借閱英文圖書總數量 234本

平均全年每位同學借閱英文圖書數量 0.29本

註： 全校共801名學生

全年平均每名學生借閱課室中英文圖書各：10-30次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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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對學校的意見問卷結果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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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薪金津貼 16,664,078

學校及班級津貼 861,780

升降機維修津貼 42,985

學務委員會 5,119

中文科 7,229

英文科 13,871

數學科 930

常識科 2,554

音樂科 3,343

體育科 37,577

普通話科 641

視藝科 40,706

教務委員會 41,978

聯課活動 21,285

圖書館推廣活動 36,745

訓輔導 4,952

德育及公民教育 20,967

課程發展 62,510

綜合家具 286,686

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附表一) 1,478,660

項目 金額

資訊科技(附表二) 288,884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三) 399,266

融合教育(附表四) 561,143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77,000

成長的天空 145,872

小班教學計劃(附表五) 639,603

中文廣泛閱讀 5,283

英文廣泛閱讀 6,002

學校發展工作 97,129

宗教發展 15,419

學生事務 1,655

資優教育 22,343

第三個資訊科技及優質基金科技津貼 202,134

設立法團校董會及其運作的津貼帳 451,615

奧林匹克主義及運動津貼 5,0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113,850

英語話劇及戲劇津貼 11,694

校園耕地津貼 10,000

2007/08年度總支出 22,665,690

平均每位學生(共801人)支出 28,297

學校支出一覽

範疇內容 項目 收入 支出

學校發展津貼 07/08撥款 1,066,964 　

學校發展津貼餘款 06/07餘款 679,169 　

增加教師額外空間 聘用兩名教師 　 711,774

提升資訊科技能力 聘用兩名I.T.技術支援人員 　 281,488

減輕教師非教學工作 聘用三名行政及文書處理人員 　 271,068

建立及推廣關愛文化 聘用一名校園宣教師 　 111,340

照顧有關學習需要學生 與一條龍中學聘用一位教育心理學家 　 102,990

　合計 1,746,133 1,478,660

為教師創造空間(附表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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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綜合津貼(附表二)

項目 收入 支出

撥款 253,492 　

上網專線每月$4.500.000x12月 　 54,750

Firewall 　 21,000

其他消耗品如碳粉、電腦線、電腦配件等 　 88,946

聘用I.T.技術支援人員 　 124,188

合計 253,492 288,884

項目 收入 支出

06/07餘款 96,222 　

撥款 432,056 　

購買由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提供之 　 399,266

學生輔導服務(提供駐校輔導主任1.5人) 　 　

合計 528,278 399,266

項目 收入 支出

06/07餘款 86,071 　

撥款 550,000 　

專業職業治療師服務 　 50,100

聘用三名學習支援專任教師 　 510,105

合計 636,071 561,143

項目 收入 支出

06/07餘款 124,360 　

撥款 606,000 　

教材及教具,07/08教師培訓 　 30,879

聘用兩名小班教學專任教師 　 608,724

合計 730,360 639,603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附表三)

融合教育(附表四)

小班教學計劃(附表五)

12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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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教師團隊

蔡偉基老師　梁偉健老師　樊潤輝老師　龐立剛老師　李家明老師　林國榮老師　陳振崑老師

蘇易玲姑娘　吳敏蕊老師　林詠恩老師　黃嘉莉老師　朱秀玲老師　關惠文老師  鍾瑞芬老師　李靜儀老師

陳名寶姑娘　王偉玲老師  任淑貞老師  羅秀萍老師　陳秀嫻老師  賴佩盈老師  Ms Oliver Susan

郭楚恩老師  鄧麗明老師  伍捷盈老師  林偉杰老師

沙愛茜老師　王麗恩老師　黃少珠老師　林敏儀老師  袁麗嬋老師　黃嘉慧老師  李錦雲老師  胡心屏老師

梁滿英老師　蔡麗玲老師  鄧鳳珠老師　李靜宜老師

陳紅紅主任  蘇詠賢主任  陳美穎主任  潘詠恩主任  陳詠欣主任　袁慧詩主任  鍾穎欣校長  梁麗儀主任

嚴佩儀主任  陳婉詩主任  羅嘉儀主任  溫梓薇主任  李文章主任

專業團隊

第五排
第四排
第三排

第二排

第一排
(左起) 

13專業團隊



金榜題名

羅嘉儀主任

伍捷盈老師

劉敏怡小姐

優秀教師獎 優秀員工獎

長期服務獎

四位得獎者各得購物券、獎狀一張及在學校地下大堂金榜題名

鄧麗明老師 李文章主任黃少珠老師

林麗菁女士袁慧詩主任

    高效的書記 朱英忠先生　陳佩瓊女士  林麗菁女士　樊慧敏小姐　黃港茹小姐　劉敏怡小姐

  專業的IT人員 黃盛源先生　潘宏斌先生　鍾凱明先生

勤奮忠厚的工友 何惠琪女士　李德金女士  謝旺陽先生　容振成先生　黃炳蘭女士  梁美琪女士

14 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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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中文發展新路向
本年度，中國語文科重新規劃一系列校本課程。透過全

面推行校本新課程，於課堂中滲入多元化學習模式，藉

以加強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及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

單元教學計劃
於課本各單元中選取一課作重點式教學，並利用所刪減

之課文作重點教學之配套，以鞏固重點教學目標。

識字教學
小一及小二加入識字教學課，旨於提升學生於「認讀字

詞」、「應用字詞」及「書寫字詞」的能力，並藉此增

強學生的閱讀能力，在語文上建立良好根基。

愉快默書
默書增設「愉快默書」，讓學生積累詞匯，培養語感，

引發他們學習漢字的興趣，並主動學習。 

推行新全語文寫作
小三至小六進行「新全語文寫作」。每次寫作均擬訂一

個「母題」及兩個評估重點，學生於寫作時需按「母

題」自行創作「子題」，再根據評估重點進行寫作。學

生可依重點把文章寫好，亦透過自行創作「子題」發揮

創意，提升對寫作之興趣。

小三寫作課活動一寫作母題：做「果撻」

在寫作課前，全體小三同學們先親身體
驗做「果撻」。然後，在寫作課中，把
該次「多元感官」的經歷「大做文章」

平民區的同學

這位同學用心自製「果撻」

貧民區的同學

同學們各自品嚐自製
的「果撻」，多滿足

富豪區的同學

小五寫作課活動一寫作母題：感受

本年度，我們為小五同學舉辦了「貧富下午茶」寫作課

活動。透過活動，讓同學們親身體驗不同階層人士的生

活狀況，加強他們的寫作靈感，亦藉以提高他們的寫作

興趣。此外，經過是次活動的親身經歷，好讓同學學會

珍惜食物，關心身邊的人。

快樂學中文

愉快學習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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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精英在台上「一決高下」 無論高小（左）或初小的同學（右）都認真作賽

與香港教育學院合辦語文課程

校內比賽

校外比賽

本年度，我們挑選了一班尖子，參與本校與香港教育學

院合辦之「學生溝通能力躍進工程」培訓課程，藉此進

一步加強學生在讀寫聽說四方面的語文能力。此外，我

們亦與學院合辦「升中語文培訓課程」，讓小六同學於

升讀中學的過程中銜接得更理想。

本年度，我們首度舉辦「社際語文常識問答比賽」，讓各社「語文精英」團結合作，在比賽中發揮所長，盡展學習

成果。

我們為一班「語文尖子」搭橋，推薦他們參加由大埔

三育中學主辦之「校外即場作文比賽（中文組）」，

讓他們一展潛能。

同學們正在拔尖課中學習閱讀策略 一班小六同學參與「升中語文培訓課程」之講座

其中ㄧ位參賽「語文尖子」獲頒發優異獎狀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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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愉快學習

本年度學校投放大量資源重點提升學生的英

語能力。為了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本

年度我們舉辦了一連串有趣的英語活動。希

望學生透過參加不同的英語活動，讓他們發

現原來學習英語也可以很有趣的！

To help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standard, the school 

has continued to provide lots of resources to organiz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is year.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we hope that students of our school can 

experience how enjoyable learning English is!

This year our part-tim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Miss 

Jennifer, will continue to conduct English drama classes 

every day after school from October 2007 to May 2008. 

More than 140 students from P.4 to P.6 attend drama once a 

week. In the lesson, students learn English through games, 

activities, role-plays, miming and short performances etc. 

Students say that they enjoy the drama lessons and they are 

not afraid of speaking English anymore. These classes have 

increased the student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We are playing a role play!
你猜我們在扮什麼？

Name	姓名：

Nationality	國籍：

Experience	教學經驗：

I can’t move!
我不能走動啊！

The students’ happy faces show they are 
enjoying the lesson!

看同學的笑臉便知道他們有多享受課堂哩！

課後英語話劇班(小四至小六同學)

Drama	Education	(English	Drama	Class	for	P.4	to	P.6	students)

提昇學生英語水平仍是本校發展重點

之一。故此，由2007年10月至2008年

5月，約140位小四至小六同學參加了

課後英語話劇班，外籍英語老師Miss 

Jennifer利用不同的遊戲及活動，

如角色扮演，默劇及即場表演等，讓

同學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學習英語。

同學們相當享受這些課堂，他們皆認

為話劇班不單減少他們學習英語的恐

懼，更能提昇他們學習英語的動力。

快樂學英語	Learning	English	is	Fun

Jennifer	Adams

The	USA	美國

5	years	work	experience	as	a	drama	teacher	
五年英語話劇教學經驗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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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ading	Session	on	Thursdays

Reading	Activity	-Interclass	Activity

To better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 our 

school has arranged a new reading session every Thursday 

morning. Students have a 30-minute reading session to 

read their favourite English books. After the reading 

session, an on air sharing session is held. A student 

is chosen to share their favourite book on air. Some 

students also like to write the new vocabulary items in 

their own dictionary - My Vocabulary Book.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teachers have tailor 

made different reading kits for different levels. Near the end 

of the school term, each level had an interclass activity to 

share what they had learnt in the reading lessons.

There was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performances, 

singing, Edu-click games, role-playing and some other exciting 

games. The activities really helped us consolidate what we've 

learnt and we enjoyed these sessions so much.

My vocabulary book is  
full of new words now!

我的生字冊已記滿生字了！

Pick me, pick me! I know the answer. 
老師，老師，我知道答案啊！

Students are very attentive to read 
English books in morning reading session. 

學生們很專注地閱讀英文圖書

Are we good actors?
我們的演出如何呢？

My first Vocabulary Book!
我的第一本生字冊！

We had so much fun when we 
watched teachers’ performance.

在我們演出之先，先看看老師的示範。

新增星期四英文閱讀課

班際英語閱讀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更濃厚的閱讀興趣, 我們逢星

期四早上新增了一節閱讀課給同學。他們可

以在30分鐘的閱讀課內選擇他們喜愛的英

文書籍閱讀。緊接著閱讀課的是好書分享直

播。一位被選中的學生會透過中央直播分享

他最喜愛的英文書。不少同學喜歡在這段時

間將一些新的詞語寫在他們自己的字典一

生字冊內。

為提昇同學閱讀的興趣，小三至小六

英語教師在教授故事書後為同學安排

了不同的活動及比賽，當中包括表

演、唱歌、Edu-Click電腦互動遊戲

及角色扮演等。這些與閱讀課內容相

關的活動及遊戲不單能提昇同學的興

趣，更有助鞏固他們所學到的英語知

識。

愉快學習



學與教

19

English	Day	Camp	2008

This year, 90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join the English Day 

Camp on 24th May, 2008. It was held at CPC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With the student helpers from secondary school, we did 

many activities on that day, such as song singing, treasure 

hunt, picture dictation, drama, guessing game, story telling, 

tongue twister etc. Students enjoyed the English Day Camp.

Hooray! We won a prize!
我們勝出了！真開心！

Ms Sue is helping us to do storytelling!
Ms Sue 教我們如何利用圖卡說故事

Opening ceremony.
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

Group game at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我們正進行集體遊戲

一起唱Do Re Mi！ We are the winners!
第七組勝出了！

英語日營	2008

5月24日，約90位小四同學參加了在金巴崙長老

會耀道中學舉行的英語日營活動。在外籍導師

及耀道中學的英語大使協助下，同學們進行了

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唱英文歌、尋寶

遊戲、看圖作句、話劇、猜猜遊戲、講故事及

急口令等，他們均表示很享受這些英語活動。

Professor	Paws	Programme

On 7th, 14th, 21st and 28th April, some Primary 4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join the Professor Paws Programme where dogs and their 

owners came to our school.  

Students learnt English by having activities with the trained 

dogs—Professor Paws. They learnt how to take care of the pets as 

dogs are people’s good friends. During the activities, students 

also asked and answered questions in English. 

They enjoyed the programme very much. They received their 

certificates and the souvenirs in the last lesson. They all 

promised to tell others to be kind to pets.

Touching the dogs 
is not scary! It is 

interesting!
我們不再害怕狗了！

“..Pet Cadets show you how…” 
We learnt the “Pet Cadets 

Song” in the 3rd lesson.
我們正與導師及狗教授

學習唱歌及跳舞

Look! How smart 
“Ah Fat” is!

看！「亞發」相
當「威猛」啊！

Let’s take a group photo.
One, two, cheers!

導師、狗教授及同學來一張大合照

狗教授教英語計劃

本年四月連續四個星期一，約40位四年

級同學參加了狗教授教英語計劃。導師

帶同已受訓的狗隻到校，與同學一起進

行英語活動。在活動期間，同學必須用

英語發問及回答問題，這實在是一個寶

貴而難忘的學習機會。

在最後一節的課堂上，導師頒發證書及

紀念品給每位同學。同學們不單享受課

堂，他們更答應會愛護動物及把這重要

的訊息傳達給同學及親友。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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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mbassadors

‘We are proud to be English ambassadors’ said the boys and girls who 

all have a badge showing ‘Speak to me in English’ on their cardigans. 

This year, about 50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evels were chosen as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The ambassadors help to 

carry out different activities at school.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P3 to P6.
他們就是三至六年級的英文大使

Let’s know more about their duties. 
讓我們知多一點關於他們的工作吧！

英語大使

今年約有5 0名來自不同級別的

學生被英文老師挑選成為英文大

使。照片中的英文大使配戴著襟

章自豪地說:「我們以成為英文大

使感到自豪。」

Level 年級 Duty 工作

Primary 3
三年級

Singing in karaoke sessions.
在英文卡啦OK時段和同學一起唱歌。

Primary 4
四年級

Reporting weather and sharing songs.
午間天氣報告和英文歌分享。

Primary 5
五年級

Playing English games with students.
主持英文攤位遊戲。

Primary 6
六年級

Reading buddy session with 
P.1 and P.2 students.

陪伴小一小二的同學閱讀英文故事書。

Learning through play, 
that’s what I like!

我最喜愛寓學習於遊戲！

We love singing English 
songs during recess. 

我們愛在小息時候唱英文歌

We look forward to listening to our Big Buddy 
to read stories to us every Thursday morning.

每個星期四的早上，我們都期待大哥哥 
大姊姊來說英文故事給我們聽

Spelling	Competition

On 8th May, though we didn’t have English dictation, I could see nearly 

all students had a piece of paper in their hands and were revising the 

words. It was the day of our Spelling Competition.

We had this competition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in the classroom. We all 

tried hard to listen to Ms Sue’s recordings and write down the words. I 

didn’t imagine spelling could be that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Besides the attractive prizes, those who could spell all the words 

correctly could use the school lift for two weeks. How lucky they were!

Opening ceremony.
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

Group game at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我們正進行集體遊戲

英文串字比賽

5月8日早上，學校為同學舉辦了英

文串字比賽。在英文早讀課期間，

同學留心聆聽錄音，努力默寫生

字。只要將60個生字寫得正確，同

學除了獲得豐富的禮物外，還可使

用學校電梯兩星期，真羨煞旁人！

同學們都覺得這次串字比賽既有趣

又能幫助他們認識更多英文生字。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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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chool	Scrabble	Competition	2008

T i n 	 S h u i 	 Wa i 	 A r t s 	 F e s t i v a l	
–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M u s i c a l	
Broadcast	“The	Wizard	of	Oz”

Summer	 Engl ish	 Phonics	
Class	for	New	P.1	Students

Playing Scrabble helps improve our spelling. This year, four 

bright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They 

enjoyed playing scrabble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It 

was an exciting experience!

This year, 60 of our students attended the “Tin Shui 

Wai Arts Festival 2008” audition, which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and Theatre Noir. Luckily, 12 of our students have been 

selected to join the Musical Broadcast “The Wizard of 

Oz” on 20th and 21st of September, 2008.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ollowing students for being selected: 

We have employed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Mr Lee Holt, 

to conduct an English phonics class to our new P.1  

students. Through learning with games, songs, rhymes 

and other activities, we hope that our new students can 

build a good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English.

6B Lin Ho Kwan 連可君5F Cheng Man Man 鄭文敏5F Andy Ling 凌諾豪 6E Ip Yee Man 葉綺雯

全港小學Scrabble大賽2008

天水圍藝術節一演出大型
百老匯音樂劇“綠野仙蹤”

暑期英語拼音課程(準小一生)

串生字不再是一件苦事了！原來玩Scrabble

能幫助我們串生字的。本年度我校派出四位

代表參加了全港小學Scrabble大賽。他們很

享受與友校同學一起玩Scrabble的過程。

本年度我校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及NOIR專業話劇

團舉行的“天水圍藝術節2008”遴選活動。經過兩

小時的遴選，我校共有12位同學成功入圍。他們將

會於2008年的暑假跟來自其他天水圍小學的同學一

起接受密集式的戲劇訓練並會在9月20及21日於元

朗大劇院作兩場的公開演出。預祝他們表演成功! 

恭喜以下入選同學:

本年度學校繼續投放大量資源提升學生的英語水

平。為了鞏固準小一生學習英語的基礎，本年暑假

學校聘請了外籍英語老師Mr Lee Holt，透過有趣

的遊戲、兒歌及多元化的活動教授學生英語拼音，

同時提昇學生的拼音及閱讀能力。

The Audition 藝術節遴選情況

班別Class 姓名 Name 班別Class 姓名 Name

3B 鄒  薇 Cindy 5E 李嘉慧 Kathy

3D 楊浩然 Spark 5E 萬思恩 Venus

3D 符史婷 Winnie 5F 梁家銘 Jacky

4C 戴  瑩 Kiki 6B 張家俊 Tommy

5C 吳咏琪 Ashley 6E 陳  圓 Michelle

5E 劉韻儀 Mary 6E 劉曉彤 Angela

We are learning words with “p”sound!
今天我們學習“p”的英文拼音

When you hear words beginning with “p”, run!
聽到有“p”音的英文字就要跑!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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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同學歡迎的一站！大家「瞻前
顧後」，一齊量度籃球場的周界。

同學們目不轉睛地閱讀智慧廊中的掛
圖，從而學習量度大樹高度的方法。

數學遊縱 

全港小學生Rummikub
數學遊戲大賽

同學創意無限，設計數學攤位遊戲，喻
學習於娛樂，更能將快樂與大家分享。

請大家擦亮眼睛！同學們滿載而歸，參
加魔力橋數學遊戲大賽確是獲益良多。

第八屆伯裘盃數學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全神貫注，積極參與，最重要的
是喜形於色，想必已找到答案。

遊戲是最佳的學習方法。益智遊戲除了激發學習動機，

啟發思考，更能培養體育精神。本校安排同學參加不同

性質的數學比賽，不少比賽是與遊戲有關的，如伯裘盃

數學攤位遊戲設計比賽、Rummikub數學遊戲大賽等。最

受同學歡迎的是校內的數學遊縱，同學們在校園內四出

走動，各出奇謀，務求最快覓得有關資訊，解答問題，

完成遊縱。勝出者獲頒禮物，落敗者也不氣餒，因為參

與者皆獲得最寶貴的禮物一歡樂。

競爭能驅動前進，促進學習。本校除了透過遊戲來激發

學生學習外，本年度更推行速算訓練，務求讓學生掌握

計算技巧，與時間競賽，克服困難，使枯燥無味的計

算，轉化為樂趣無窮的競賽。

快樂學數學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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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大使
為了提高同學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逢星期三，普通話大

使會在午間進行天氣報告及播放普通話歌曲。

課外普通話活動
此外，我們積極帶領同學參加不同的普通話活動，如校際

普通話朗誦比賽、德育故事演講比賽、電台廣播訓練《電

台節目製作課程》等。

校際朗誦比賽得獎
在朗誦比賽中，三位同學在獨誦組取得亞軍、一位同學取

得季軍。另外，我校六年級的同學更取得集誦組季軍。

普普同樂日
我們在試後活動還舉行了普普同樂日，與同學們一起猜

謎、唱歌、玩遊戲，透過不同的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

的興趣。

課室裡有大量的圖書，隨處
可見，不怕沒有圖書看！

大家在寧靜的環境中閱
讀，當然看得特別入神！

為了提昇同學的閱讀興趣和培養大家良好的閱讀習慣，

今年圖書館進行了不少創新的活動和改革。首先在圖書

館開放時間方面，鑑於同學在上課時段未必能有足夠的

時間到圖書館進行閱讀，因此，我們延長早上集隊前和

放學時候圖書館的開放時間。詳情如下：

為配合提昇全校同學的閱讀風氣，星期二及星期四的早

上，全校實施早讀時段，規定每位同學必須在這時段進

行閱讀。這兩項定期的活動，相互配合及發揮作用，有

助培養同學有良好的閱讀習慣。

每周我們會有兩次好書推介的電視直播，分別是逢星期

二「中文圖書分享」及星期四的「英文圖書分享」，每

次圖書分享我們都會邀請不同的老師和同學為全校分享

閱讀圖書的心得。

一班同學參加香港電台普通話
台廣播訓練班，試做電台主持

圖書館開放時間

早讀時段 電視台直播《好書齊分享》

圖書館閱讀活動

普通話大使正在進行天氣報告普通話語音知識知多少？
班際比賽定勝負

圖書館新改革

時段 時間 服務對象

早上時段 7:50am-8:15am 小一至小六學生

放學時段 3:40pm-4:45pm 小三至小六學生

每週都會有不同的 
同學為大家分享圖書

這個星期四我們邀
請了袁慧詩主任為
我們分享英文圖書

快樂學普通話

快樂閱讀活動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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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年我們邀請在閱讀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同學，出任學校圖書館的代表，到書店為學校圖書館挑選圖書，並在書上簽

名留念，表揚他們在閱讀上的熱誠，以示獎勵。

此外在四月份，圖書館舉辦了別開新面的〝健康有

營新煮意〞《烹飪比賽》。這活動受到廣大同學的

歡迎，比賽分為三組：Sweet Home Sweet 親子組、

Sweet Memory甜品組及Party 美食組，共有150多人

參加。這次活動吸引不少同學閱讀有關烹飪方面的圖

書，而且在比賽過程中，同學嘗試將所學習到的烹飪

知識，繪畫及製作成色彩斑爛的食譜，對他們的創作

力和寫作能力的提昇也有一定的刺激及鼓勵作用。

「閱讀愈有營」閱讀獎勵計劃

「健康有營新煮意」

選書前，排排坐，先細心
聆聽書店負責人的說話

你看！連椰皇上也繪畫
了圖案，真是厲害！

這些就是我們挑選的圖書看見我的大名嗎？是不是簽得很漂亮？

我們的獎品就是烹飪書一本！

比賽項目 Party 美食組 Sweet Memory 甜品組 Home Sweet Home 親子組

冠軍
鮮蝦雜菜雲飩

5B 練旖琦 5B 廖穎琳

三少有營Chocolate慕絲蛋糕

5E 林悅莊 5E 黃海儀

辣椒小炒薄餅

5E 黃曉玲 1B 黃敬雄

1B 黃潤霖 1B 曹小林

亞軍

牛肉迎奧運

6E 劉曉彤 6E 鄧雪婷

6E 張潔琛

四色水果椰子飯

5E 鄭嘉慧 5E 楊斯顯

5E 陳芝平

南瓜撻

5E 林悅莊 5E 蘇潤嫻

季軍

夢幻王國

3E 呂明慧 3E 姚詩慧

3E 江曉彤

水果乳「珠」

6E 楊曦憧 6E 劉淑瑩

6E 陳圓

脆脆餅

3C 梁芷瑩 3C 江麗燕

試後活動期間，圖書館亦首次製

作《故事廣播劇》，由本校同學

配音，分別以中央廣播及在電視

以簡報形式播出。透過聲音的演

譯，希望令同學對文學名著產生

興趣，不再害怕閱讀文字，從而

提昇他們深度閱讀的興趣。

故事廣播劇

未入課室前，快些整理好大家的戲服 究竟劇中人物是由誰人配音呢？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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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	新面貌
去年暑假，我們以「支持扶助 關愛共融」為題，舉行填色比賽，並選取得

獎作品，在學校側閘圍牆繪成壁畫，給同學一個全新面貌。除了校園壁畫

外，我們同時將高年級學生作品「瓷磚畫」裝裱在一樓梯間的牆壁上，令

學校四周的藝術氣息愈來愈濃厚。

在「新世界 众力量」展覽中，所有作品都是以和平及反戰為題

側 閘 圍 牆 的 壁 畫 有 助 宣 揚 
「支持扶助 關愛共融」的訊息

一樓梯間的瓷磚畫，你看到當
中包含多少個英文生詞？

五年級同學的面譜設計是否既富中國色彩，又各具特色？

快樂學視藝

發揮創意	共襄善舉
四至五月期間，本校四十位五、六年級同學參加了「青年藝術協會」舉辦

的「新世界 众力量」青年藝術計劃。他們的作品已於五月份在尖沙咀新

世界中心展出，同學們更為無國界醫生籌得五千多元。

藝術園地 

位於地下集隊操場的「藝術園地」是向同學提供課堂外美術知識的地方。

下學期的主題是「中國傳統藝術一面譜」，五年級同學更配合主題，發

揮創意進行面譜設計。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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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多元智能課於逢Day3進行，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的多元智能課培養學生八大智能。各級各項課程詳見下表：

智能類別 年級 課程 負責老師

語言

一、二 普通話唱遊 陳美穎

三、四 普通話童謠欣賞 陳紅紅

五、六

Scrabble 袁慧詩

辯論比賽 陳順中、楊塋沁

英語遊戲 Ms Sue

數理邏輯

一、二 智力小比拼 胡心屏

五、六
推理遊戲猜一猜 賴佩盈

趣味數學 關惠文

自然探索

一、二 有「營」特攻隊 嚴佩儀

三、四 恐龍之旅 李靜儀

五、六
數碼遊踪 龐立剛

大自然探索 鄧鳯珠

肢體動覺

一、二 耍功夫 郭楚恩

三、四 足球興趣班 李家明

五、六
排球 樊潤輝

籃球 梁偉健

視覺空間

一、二 摺紙 任淑貞

三、四

攝影 蔡偉基

手工藝 吳敏蕊

手印印 黃嘉慧

五、六

編織 羅秀萍

手繩編織班 陳秀嫻

錄像製作 陳婉詩

手繩 梁祝君、張良玉

音樂
一、二 音樂FunFunFun 李錦雲

五、六 聽歌學英文 溫梓薇

人際

一、二 集體遊戲 李建英、鄧詠文

三、四
烹飪 林偉杰

團隊遊戲齊齊玩 伍捷盈

五、六 美食廚房 林詠恩

內省

一、二 提摩太團契 潘詠恩

三、四
撒母耳團契 黃少珠

創意思維B 王偉玲

五、六 創意思維A 陳詠欣

快樂多元智能課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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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bble”遊戲能
訓練出串字高手！

從少便要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喔！ 團隊遊戲齊齊玩！師生樂也融融呢！

一隻隻紙鶴摺得栩栩
如生，飛呀！飛呀！

老師正在指導我們完成小手工 美男廚房？男孩子都可以下廚呢！

啦！啦！啦！齊齊齊唱詩歌！ 「我捉」、「我閃，
哎呀！給你捉住了」

如何學會上乘耍功夫？腰馬合一

在外籍老師教導下，
學起英語份外專心

錄像製作，難不到耀小學生 不要小看我，射球"3
分波"給你瞧瞧啦！

「織織，復織織」我
要織件溫暖牌給媽媽

一邊學普通話，一邊唱遊．真高興！ 這個「甫士」不錯，
我要做個攝影師！

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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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跨學科服務學習
為了讓五年級同學體驗服務社區的樂趣，讓同學明白施比受

更有福的道理，與往年一樣，學校特地安排全體五年級同學

進行跨學科服務學習! 

進行探訪前，同學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在不同科目的課堂裡

學習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希望能在探訪當天學以致用。

終於到了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同學到達長者中

心後，先訪問長者，然後跟他們遊戲，教他們英文，學唱英

文歌，一起數白欖和唱「帝女花」。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同

學們很快就跟長者們打成一片了。同學們覺得那些長者十分

親切、熱情，他們的精力還比年輕人旺盛呢！

伯伯很喜歡我們的禮物呢! 婆婆跟我們一起唱帝女花看!長者們多投入!

校本課程

科    目：班主任課

學習活動：1.腦力激盪

          2.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科    目：多元智能課

學習活動：認識長者工作坊

科    目：中文科

學習活動：作文（服務學習後感）

科    目：英文科

學習活動：作文（My Reflection）

科    目：數學科

學習活動：立體禮物盒製作

科    目：常識科

學習活動：專題研習（長者特徵）

科    目：聖經科

學習活動：書籤製作

科    目：視藝科

學習活動：小禮物製作

科    目：音樂科

學習活動：練習粵曲

科    目：電腦科

學習活動：問卷設計

探訪	
社區長者

在視藝課完成的鏡架

我們終於完成禮物盒了！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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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跨學科服務學習
六年級同學吸取了去年服務長

者的經驗，本年度十月他們再

接再厲到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

學校進行服務學習。雖然大部

份同學之前都沒有接觸智障兒

童的經驗，但是經過一個月的

跨學科學習，所有同學在進行

服務學習當天都表現得非常投

入和積極，他們更發揮無限的

愛心和耐性照顧一班智障小朋

友，同學傑出的表現實在值得

欣賞！
我們到了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我們正在教導楊日霖紀
念學校的同學製作模型

我們正在訪問楊日霖紀念學校的同學

在本校禮堂進行大合唱我校同學與楊日霖紀念
學校的學生一起演奏

科    目：班主任課

學習活動：1.腦力激盪

          2.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科    目：多元智能課

學習活動：智障兒童特徵工作坊

科    目：中文科

學習活動：作文（服務學習後感）

科    目：英文科

學習活動：作文（My Reflection）

科    目：數學科

學習活動：立體圖形製作

科    目：常識科

學習活動：專題研習（智障兒童特徵）

科    目：聖經科

學習活動：書籤製作

科    目：視藝科

學習活動：小禮物製作

科    目：音樂科

學習活動：練習詩歌“彩色拼圖”

科    目：電腦科

學習活動：問卷設計

探訪
特殊學校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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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小學科挑戰日

在2007年12月1日，學校第二年舉辦之「學科挑戰日」順

利舉行，當天我們邀請了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孔郭

惠清太平紳士作主禮嘉賓。當日，除了不同學科的攤位

遊戲外，還有藝墟、愛心拍賣場、兒童吹氣彈床、家教

會美食坊、跳蚤市場及抽獎環節等，每個來賓都滿載而

歸！

主禮嘉賓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
孔郭惠清太平紳士於開幕禮致辭

小朋友及家長也樂於參與我們同學設計的攤位遊戲 跳蚤市場擺賣的

貨品也不錯啊！

同學們親自設計有關學科知識的攤位，

一時間也考起了參加的小朋友呢！

三位負責英語爭霸戰比
賽小司儀5C吳咏琪、6E
葉綺雯及6E楊曦憧

鍾校長陪同主禮嘉賓孔太、校監
梁牧師、耀道中學柳校長及家教
會主席張女士一同主持開幕儀式

家長也以自己的烹飪技巧來開設美食
攤位,不讓孩子專美!

一班正等待參賽的小
朋友滿有信心，先來
一張合照

一班家長陪伴子女
參賽，多溫馨！

一班小女童軍與一眾嘉賓合照

5B班攤位獲得本年
度最佳攤位設計獎

全體老師及學校職工於挑戰日閉幕禮後拍大合照

鍾校長與英語爭霸戰
比賽得獎小朋友合照

全港幼稚園英語爭霸戰

學校首次舉辦全港幼稚園英語爭霸戰，我們公開邀請全

港幼稚園參加。而整個比賽分「校際組」及「親子組」

兩個比賽項目。當日有不少來自各區的幼稚園親臨天水

圍，到本校參與比賽。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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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小基本能力評估

國際學科評估(澳洲)	

家長學堂

同學要熟讀中英數評估內容才能達標

同學專心致志應考

鄧鳳珠老師正在講述英文的八大詞類 家長嘗試利用電腦學習英文文法

為了提昇學生的學習水平，鼓勵學生對自己的學業成績作出

承擔，培養他們成為一個盡責的學生，本年度繼續進行「耀

小基本能力評估」以確保每位一、二年級學生於中、英、數

三科均達基本能力才獲升班。

經過三次評估後，一、二年級共有三十一位同學未達標，校

長個別會見未達標家長及同學後，部份同學需要留班或試

升。家長及老師均表示此評估有助確保學生於升班前達到基

本能力要求並能有效提昇學生的學習水平。

本年度，共有183位同學參加了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澳

洲教育評核機構主辦的數學科評估，本年度數學科的成

績跟往年一樣有不俗的表現。其中有25位同學取良好證

書，14位同學取優異證書，而3E班吳咏瑤同學更獲得一

級最高榮譽的證書。

同學在英文科評估也有不少進步，共141位同學參加英文

科評估，其中11位同學取良好證書，而5E班萬思恩及5F

班曾素如同學更獲得優異證書。學科評估可令同學認識

自己的學術水平，知道自己距離國際水平有多遠。希望

同學明年繼續努力，為自己爭取佳績。

本年度的「家長學堂」於2008年5月17日

(星期六)舉行，家長學堂按家長的英語水

平分為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首次舉

行的家長學堂共有90多位家長參加。學習

內容主要包括：I-pen 的使用，善用測、

考範圍表及不同級別英文文法的教授。

負責的鄧鳳珠老師希望透過是次分享，讓

父母學會在家中協助子女溫習英文，並提

昇親子關係。是次家長學堂舉辦成功，希

望明年有更多家長受惠。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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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8日是 戶外學習日，全校同學走出課室，各級到不同的地方參觀，進行全方位學習。

常識專題研習

一年級同學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

六年級同學到香港海防博物館參觀

其他參觀活動
除了戶外學習日外，為配合常識科課本的學習內容，高年級的同學到了不同的地方進行參觀學習。

專題研習
為培養學生不同的共通能力，提升學習技能，一至六年級同學分別就一個主題進行專題研習，讓學生從研習過程中學會學習。

五年級同學於12月到香港科學館進行「趣味科學示範及

綜合節目」活動。

六年級同學到立法會參觀，當日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先生

帶領同學參觀立法會大樓。

二年級同學到天水圍消防局及八
鄉消防訓練學校參觀，消防員跟
老師同學們在消防車前拍照留念

同學在進行電的實驗活動

四年級同學到香港文化博物館
參觀，他們在門外拍大合照

同學們與張文光
先生在立法會會
議廳拍照留念

同學正在進行訪問活
動，並把內容記錄下來

三年級同學到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參觀，同學正在欣賞不同種類的貝殼

同學被邀請進行實驗示範

同學正在進行腦力激盪活動

五年級同學到香港歷
史博物館參觀，同學
們在電車前拍照留念

學生在小型會議
廳進行角色扮演

同學正進行分組活動，
討論專題研習的內容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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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5日至28日，在校長及五位老師的領導下，

四十位五年級的英語尖子浩浩蕩蕩出發到新加坡學習英

語。在四天的旅程裏，同學們到了新加坡的小學進行探

訪交流、跟當地的同學一起上英語、體育、科學和電腦

課。除了上課外，我們也參觀了當地不少名勝，例如：

魚尾獅公園、小印度、夜間動物園等。同學們在這遊學

團中除了學習到英語外，還認識到當地的文化。

回校後，四十位同學在校內舉行了分享會及出版了學生

報，藉此讓其他沒有參加交流團的同學都有機會認識新

加坡的文化。

新加坡英語遊學交流團

 一班英語尖子在魚尾獅前合照

在小印度跟一位印度人合照, 她很有善呢!

大部份同學都是第一次離開香港到外地旅遊

我們跟新加坡的同學一起玩遊戲

在科學館與機械人對話

資優教育尖子培訓 	

資優教育尖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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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揚和獎勵於上學期獲取品學兼優的同學，學校於2

月4日為同學安排了一次既開心又有趣的學習活動一

「Pizza Hut 開心之旅」。透過這次活動，不但讓同學

了解製作Pizza的過程及學習簡單用餐禮儀，更可一嘗造

Pizza的經驗和品嚐其他美味的小食。這真是一次愉快難

忘的學習經驗。

7月16日，二十多位於本學年在成績及品行方面均有卓越

表現的同學，一起參加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辦的「迪士尼

科學行動」。當天，同學除可享受樂園的設施外，還可

參與「迪士尼科學行動」。

在專業的導師帶領下，同學不但能參與有趣的科學活

動，藉此認識到大自然的各種元素是透過互相融合、明

白到個人與科技的緊密聯繫，還從中了解迪士尼夢想工

程師是怎樣利用這些元素創造3D米奇幻想曲、巴斯光年

星際歷險、瘋帽子旋轉杯和獅子王慶典等經典的遊樂設

施。

本年度，一共有接近四十多位尖子，參與「校

園小記者」課後抽離式拔尖培訓課程。

本學年，除了培訓小記者們學習採訪、撰稿等

技巧外，我們更透過「校園資訊台」的成立，

讓他們學習報道新聞的技巧。

另一方面，一班小記者更參與了多個校外採訪

活動，訪問了不同人士，最後分別編製了四期

《耀信》學生報，報道校內校外各項消息，學

生的表現令人滿意。

Pizza	hut開心之旅	

迪士尼戶外學習日

校園小記者(耀信學生報/校園資訊台/校外採訪活動及比賽)

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大開眼
界，一次過滿足了三個要求！

同學們齊齊動手製作Pizza，
看起來真像個大師傅。

咚！咚！咚！我們打非
洲鼓的技巧不錯吧！

由自己親手製
造的Pizza，味
道格外滋味！

同學們一起享用美味的漢堡飽和
薯條，個個都吃得津津有味啊！

我們整裝待發，準備
製作美味的Pizza！                                 

成功了，這是我到們精心
製作的模型，厲害嗎？

小記者學習新聞報道的技巧（左）以及採訪、撰稿的技巧（右）

小記者培訓課程實錄

資優教育尖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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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訪問己連拿國際學校的學生   小記者專訪己連拿國際學校校長於採訪過後，鍾校長與小記者們
跟己連拿國際學校的學生合照

小記者們拼盡全力進行採訪，雖是「模擬」，但大家也挺認真，也挺「專業」！

我們在比賽中奪得多個獎項，其中包括「小學錄像組全港亞軍」（右）及「小學錄像組全港最佳創意獎」（左）

兩位小記者正於校園直播室報道校園資訊

模擬新聞採訪比賽花絮

校園資訊台成立
速遞每月最新資訊

校外採訪活動一專訪己連拿國際學校

參加模擬新聞採訪比賽

校園小記者每月搜羅校園不同資訊，定期向同學報道校

園最新動向。

己連拿國際學校的學生，每年都會在聖誕節的時候，為

我們的同學送上聖誕禮物，增添不少歡樂氣氛。為答謝

他們，於去年十二月，一班小記者到該校進行探訪，以

表示我們對他們的謝意。這次探訪，為我校同學帶來不

少難忘的回憶。

本年度，我們一班小記者繼續參加由香港電台主辦之第四屆傳媒初體驗模擬新聞採訪比賽。我們一共派出三隊小記

者參與是項比賽，分別有兩隊錄像組及一隊報刊組。我們更在比賽中勇奪多項殊榮！

資優教育尖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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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小記者參加由香港電台及香港青年協會合辦之

「奧運精神  普及全民」活動，並擔任「2008奧運小記

者」。我們被安排訪問了08奧運香港火炬手，優秀女運

動員麥素寧小姐。

在是次活動中，他們親身到香港體育學院追訪運動員。

透過與運動員直接對話，讓他們更了解運動員的心路歷

程，亦加深對奧運精神的了解和認識。

我們一班小記者參與由香港電台通識網舉辦的「愛的教

室」之《震動心靈－從四川地震中探究生命意義》分享

會。當日，他們透過「視像會議」，跟上海、北京及寧波

的學生進行分享，彼此抒發四川大地震後之感受和體會。 本年度，小記者們共編製四份學生報，全年無間為

家長及同學們報道校園最新資訊。

奧運小記訪問本屆奧運火炬手麥素寧小姐

小記者正透過視像
會議跟內地學生對

小記者們很高興能與內地學生交流

訪問本年度奧運火炬手

參與四川地震分享會

小記精心編製一《耀信》學生報

慧魚(fischertechnik)是世界著名的創意工程積木，

1963年始創於德國，是展示科學原理、科技應用和發揮

創意的理想教具，現時已被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小學和

大學廣泛採用。

「慧魚創意工程積木」現有超過500件不同種類的零部

件，全部採用優質塑膠製造，尺寸準確、不易磨損而且

容易組裝，極適合用來學習科技和發揮創意。

工程積木小隊在過去兩個學年製作了不少集創意與科技

於一身的作品。本學年，他們製作了一個夢幻遊樂場，

快去看看，或許是你夢寐以求的地方呢﹗

工程積木

你們完成了甚麼作品呢？ 我們便是工程積木小隊裏其中
三個最優秀「砌積木高手」！

子為，你知道這件積木汽車才
是這張照片的「主角」嗎？

這件外型精緻的作品就是柏森的作品 這座「火箭發射塔」就是這
兩位「女中豪傑」的傑作

衍焯，你的作品很有創意啊!

資優教育尖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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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生攝影隊主要由五、六年級的學生組成， 隊

員人數共25人。每星期一次的課後攝影培訓課程，讓隊

員由淺入深地學會各種數碼攝影技術。累積了上學年的

經驗，隊員的攝影技巧也表現得更成熟，部份作品更流

露出濃厚的個人風格，優秀作品比往年多。

在每星期一次的常規訓練，攝影隊的訓練場地並非只局

限在校園內，隊員間中也會到校園外的社區設施當中

尋找拍攝題材。此外，攝影隊在本年度亦舉行了多樣

化的校外拍攝活動。隊員曾參加由耀道中學舉辦的南丫

島「漁」「風」之旅，與耀道中學的師生一起到南丫島

遠足，並用數碼相機拍下了許多南丫島的漁村風情。另

外，隊員亦曾到香港教育學院參加攝影講座，從專業攝

影師的分享中汲取寶貴的經驗。此外，隊員亦曾到元朗

屏山作實地考察，並用照片記錄了屏山的古建築與現代

社會的融合。

為總結全年活動，攝影隊於試後活動期間在校內舉行了

第二次攝影作品展，除了展示出本年度的獲獎作品，也

展出了隊員們一年來的心血結精。

耀道小小攝影師（學生攝影隊）

學生攝影隊校外得獎名單：

1.香港視覺藝術節07/08一會行會走的藝術品

2.視藝創意大巡遊攝影比賽 (小學組)

4.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辦—Da Da De De 識多D兒童數

碼攝影比賽—高級組

3.「童」享無煙環境相片大募集—高級組

隊員在南丫島「漁」「風」之
旅，除了拍照，還有釣魚

香港濕地公園大自然之旅，出發前大合照 社區內的每個角落也
可以是拍攝的好題材

隊員在濕地公園享受拍攝樂趣 攝影隊到香港教育學院參加
攝影講座及巡遊攝影比賽

新舊合一，就是攝影
眼中的屏山文物徑

6E曾杰南在「童」享無
煙環境相片大募集(高
級組)比賽獲全港亞軍

全神貫注，只為拍
一張滿意的照片

6E鄭宛霖與5A麥裕熙於Da 
Da De De 識多D兒童數碼攝
影比賽(高級組)的獲獎情況

在每星期一次的課後訓練，隊員
努力學習不同類型的攝影技巧

獎項 得獎者

優勝獎 5F康韻詩

入圍獎 6E鄭宛霖

獎項 得獎者

高級組全港亞軍 6E曾杰南

獎項 得獎者

最具溫馨獎 6E 鄭宛霖

最具趣味獎 5A 麥裕熙

入圍獎

5A 譚浩然 5B 陸嘉愛 5F 曾素如

5F 蕭寶華 5F 鍾宏業 5F 康韻詩

6C 許曼芙 6E 黃曉盈 6E 劉曉彤

6E 曾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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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訓一班熱愛演戲及英語說話能力較強的同學，學校

特別為他們提供為期一年的英語話劇拔尖課程。經過多

次的遴選、定期的練習和密集的綵排後，終於他們學有

所成，並於七月份不同的典禮及活動中公演了五場。每

場觀眾的反應都非常熱烈，觀眾都讚賞同學的英語發音

正確，歌聲悅耳。這足證明同學的付出沒有白費！

「IT領袖生獎勵計劃」是由Microsoft主辦，希望透過不

同之獎勵級別，鼓勵學生參與群體活動，訓練學生的IT

技能，讓學生從中建立信心及領導能力。

在平日的校園生活中我們會在使用電腦上支援教師與同

學。另外，每星期我們會接受一節課後訓練，學習更多

有關資訊科技的知識和技能。

英語話劇

IT領袖生

出場前各演員整"妝"待發！ 各演員演出時非常有默契！

男主角淩諾豪跟女
主角萬思恩合照

我們一班I.T.領袖生一起參與全校領袖生
的立願禮，承諾竭力為老師及同學服務。

我們參加了「『數碼媒體由我創2008』之文物
保育電腦遊戲設計比賽」，其中兩位參賽的同
學正在台上介紹他們所設計的電腦遊戲。

同學表演落力，嬴得觀眾熱列掌聲

資優教育尖子培訓 	



學與教

39

創意思維

藝術小兵團

練旖琦同學正在認真地製作模型 我們的環保城巿終於完成了！四位同學與環境局局長邱
騰華先生細談環保理念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創作自己的作品

藝術小兵團捧着自己的作品多興奮！ 同學們「全副武裝」來製作混凝土浮雕，真的一點兒也不簡單啊！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發揮潛能的機會，本校成立了創意思

維組，目的是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及訓練，開拓他們的

創作空間，提升應變與解難能力。

本學年同學們參加了由有線兒童台主辦的「環保城巿模

型設計比賽」，透過此活動不但可提高學生對環保的認

識，同時，亦可加強同學循環再用方面的實踐經驗。

本年度學校特別聘請外間機構到校培訓校內具藝術潛能

的同學，十五位「藝術小兵團」在上學期學習利用塑膠

彩繪畫，主題為「喜樂」。而下學期，他們則學習利用

混凝土創作大型浮雕。完成後的作品，將會裝置在校園

內，相信校園又會呈現一番新面貌。

奧林匹克數

奧數班的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並訓練他們具備解難、自學、創意及應變等能力。同學除了學習解題技

巧外，更會透過遊戲來發展思維。

「加油、努力，我要在30分鐘
內解答愛因斯坦的邏輯謎題，
成為世界上2%的推理精英！」

「魔力橋」(Rummikub)數
學遊戲有助數字感的培育

「唉！真是艱深。無
論四隻手如何左穿
右插，仍然是綁在一
起，永不分離。」

「哈哈！我們終於成功分
開了。你們還未想出辦法
呀，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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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3B班的張詠心， 
我 最 喜 歡 的 科 目 是 英 文

科，因為在課堂上只要我專心
上課，老師便會常常讚賞我，有
時更會給我們小獎品作為獎勵。我
最喜歡課室裡的圖書角，因為圖
書櫃有很多有趣的圖書，在小
息的時間我們可以借來閱

讀。

我是三年級的吳咏瑤。 
最喜歡的教學活動有BINGO、

角色扮演和分組活動。我最喜
歡課室張貼同學的作品，因

為可以讓同學間互相觀
摩。

我是三年級的
謝天偉。我喜歡小
息時和老師談功課
問題。我喜歡在課
室裏的玩具角。

我 是 3 B 班 的 
黃穎芯。上課的時
候，我時常舉手答
問題，因為可以為
我的小組取分。 

在優質教學分享會中，教師
分享教學策略、技巧，彼此
樂也融融，團隊精神盡顯

溫梓薇主任、鄧鳳珠老師
與小班學習圈教師進行共
同備課，分享教學經驗

王偉玲老師、李錦雲老師與
小班學習圈教師共同製作教
材，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並不是新的教學方法，它只是利用小班的有利

條件去創設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氣氛，從而使學生積

極參與，主動學習。小班人數較大班為少，資源較大班

為多，故能增加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的機會。教師須提

供多樣性的互動學習歷程，讓學生透過積極參與，從而

激發學生潛能。

若想透過小班來優化教學，教師必須先裝備自己。因

此，老師們除了於2007年8月在校內進行了「優質教學分

享會」外，更積極鼓勵教師參加「小班學習圈」、研討

會、工作坊、講座等來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

教師培訓

曾參加小班教學圈的教師心聲

學生心聲

高效教學

王偉玲老師：參與了小班教學學習圈後，除了豐富了我的教學知識外，透過拜訪其他學校，一方面可以看看別校老師的實際課堂教學，取長補短，亦能接觸他校的同學，了解不同的學習文化，從而達至教學相長。

鄧鳳珠老師：我學習

到能透過「合作學習」提

昇學生的協作能力、學習

動機，並能照顧學生的個

別差異。其次，在課堂內

我學會多採用「思考—討

論—交流」來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

溫梓薇主任：小班

教學是一個講求學生

主動參與、自由發揮

的教學活動，它對於

學生選擇與創造的過

程均十分重視。

高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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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投影
機與投影
白幕已經
是每個教
室的必備
設施

新購置的手提電腦將會放在
電腦輔助教學室供同學使用

放學或學校大型活動時，資
訊站會不停地播放校園內外
的活動片段，使同學和家長
更清楚學校的現況。

全部配備LCD顯示器的多
媒體語言學習室(MMLC)

小息時，資訊站會播出同
學們要留意的大小宣佈。

只要一部影像處理伺服路、
一部數碼攝錄機、一張背景
布幕及兩支無線咪，便能健
成產量豐富的耀小電視台。

能到校園電視的直播室參
加直播工作，可能是不少
耀小同學的心願吧！

有了電動白幕，再加上新購
置的無線網絡投影機，老師
舉辦活動便更加方便了!

老師只要自備顯示器，學
校便可提供電腦主機系
統，再毋須到學生電腦室
使用電腦，非常方便。

我校邀請了資深IT專家一
香港青年協會網站總監魏遠
強先生到校主設「網絡陷阱
和潛在危機」的家長講座。

在另一次的工作坊中，魏
遠強先生親自教導家長
如何安裝免費的「家長過
濾」軟件，以防孩子在網
上接觸不良資訊。

資訊科技

教室基本IT設備(包

括所有教室及特別學

習室)

●電腦主機及CRT顯
示器
●液晶投影機
●投影白幕
●擴音設備及咪箱 

電腦特別學習教室
各電腦學習室均能容納一班同學一人一機上課,同享學

習資訊科技的樂趣。而本年學校更翻新電腦輔助教學室

(CAL Room)，添置了20部全新的手提電腦供同學使用。

校園資訊站
在地下心形廣場前，學校安裝了

一部52吋的液晶大電視，為的是

在小息及放學時不斷為同學及家

長，送上校內的最新消息。

互動溝通Interaction
資訊科技一日千里，打破了地域、時間的界限，使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更緊密。

網上校園電視台 (http://tv.cpcyd.edu.hk)

本年度亦增設了網上校園電視台，讓同學及各界人士也

可以重溫耀小電視台的精采節目。

學校內聯網 (http://eclass.cpcyd.edu.hk)

自去年購入新的內聯網系統後，同學使用率亦不斷上

升，更慢慢成為他們網絡生活的一部份。
校園電視直播室
學期初，學校將一樓的影印房改建成校園電視的直播室。

課程整合Integration	of	IT
除了日常的電腦課外，學校的其他不同的學習活動，也

會融入IT元素，使學

習的效能可以事半

功倍，例如五年級

服務學習、常識科

的專題研習，以致

同學平日使用的各

種自學工具。

家長培訓

有鑑於互聯網上的不良資訊日益泛濫,學校便針對這方面

的需要，申請了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推廣過濾軟件計

劃」資助，舉辦了相關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有蓋操場電動	
白幕置備

教員室電腦邁向	
一人一機
本年度，學校斥資十多萬

元，為每一位老師提供電腦

主機系統，以方便他們備課

及製作教材，進一步提高教

學效能。

校園設備大檢閱

全新學校網站主頁 (http://www.cpcyd.edu.hk)

為配合學校重點發展英語的目標，學校網站主頁也換了

新裝與各界見面。

校園自學天地 五年級常識專題網

高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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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定期於課後進行備課會，老師教得好，學生學得更好!

為了提升老師的專業及學與教效能，老師們在下課後會

定期進行備課會。 透過定期的備課、觀課及評課，不但

能提升教師的專業，亦能提升課堂的教學質素，讓學生

學得更有效、更愉快。

本年度，全體中文科和英文科老師共進行了14次備課

會，數學科老師進行了11次備課會。老師進行備課會時

積極認真，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2007年11月6日至8日，本校全體老師參加了由中聯辦

協辦的「粵港教師專業發展交流團」。首先，我們拜訪

了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然後到了幼兒園及小學進行參

觀。翌日，我們到了廣州市越秀區育才學校及東風西路

小學進行課堂觀摩及跟當地的老師進行交流討論。最後

一天，我們到了南越王墓及余蔭山房參觀當地的名勝古

蹟。我們十分感謝中聯辦賴副處長為我們在國內安排優

秀的小學讓我們參觀學習，令我們全體老師獲益良多!

備課、觀課及評課文化

粵港教師發展交流團	

一班老師浩浩蕩蕩到達了深圳市

觀課後我們與國內的老師進行交流

我校老師正進行觀課

老師們於南越王墓留影

我們到了南山教育局拜訪當地官員

參觀南山一所著名的幼兒園-蓓蕾幼兒園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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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9日的下午，同學們提早放學，為的是讓老師

們進行同儕觀課活動。老師們在觀課前一星期進行集體

備課，並於當天進行示範教學。當天陳婉詩主任、林敏

儀老師及黃偉玲老師分別進行了中文、英文及數學課的

示範教學。       

觀課後，老師為課堂進行了講課及評課。當天耀道中學

的老師也有到來參加是次觀課活動。觀課日舉行後，中

小學老師都認同此活動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為使耀道中小學的老師溝通更緊密。本年4月26日，耀道中

小學的老師聚首一堂在耀道中學進行了教師交流會。首先中

小學中文、英文及數科的科統籌在會上講解了各科的評估內

容，這有助中小學老師更清楚了解彼此的評估特色。接著中

小學老師以小組形式分科討論課程特色及教學難點。靠着中

小學老師的通力合作，一條龍學校的特色及優點必能發揮得

淋灕盡致。

觀課交流及備課

耀道中小學教師交流會

陳婉詩主任及3D班同學
進行中文科示範教學

林敏儀老師及5D班同學
進行英文科示範教學

耀道中學的老師也有參與是次觀課活動

英文科老師於示範課後進行評課

王偉玲老師及5B班同學
進行數學科示範教學

中文科老師於示範課後進行評課的情形

耀中洪老師正在講解中
學部中文科的評估模式

中小學老師分組討論
中小學課程如何接軌

耀小李文章主任老
師正在講解小學部
數學科的評估模式

一條龍中小學的老師來一張大合照

耀小鄧麗明老師正
在講解小學部英文
科的評估模式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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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福音工作

宗教主題：「常存喜樂」
全年主題金句：「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18節》

同學於早會上，透過詩歌及老師的分享，認識

喜樂的源頭並領略喜樂的真義，亦從年中舉辦

的不同活動去認識信仰、學習體會神的恩典和

信實。

持續性的福音工作
早會

親親耶穌故事時間、「天父，我有話說」祈禱時間

逢星期二的兩個小息時段，同學可以聽聖經故事，亦可以跟老師分享心事和彼此代禱，參與對象主要是小一至小三同學。

老師與同學一同以歌聲及動作讚美天父。

同學們既會熱烈地回答問題，也會安靜和專心地祈禱。

耀道堂校園宣教師何嘉敏姑娘在遊戲
室跟同學分享聖經裏的真人真事。

同學們懷着單純的心，正在學習「凡事交託」的功課呢！

年紀小小的主持與同學分享耶穌的事蹟

除了廣東話外，本年度更以英
語及普通話教同學朗讀金句。

月份 每月分題 月份 每月分題

07年9月 喜樂的源頭：盼望 08年1月 喜樂的源頭：謙卑

07年10月 喜樂的源頭：寬恕 08年2、3月 盡本份的喜樂

07年11月 喜樂的源頭：節制 08年4月 順服的喜樂

07年12月 喜樂的源頭：知足 08年5月 服侍的喜樂

靈命栽培

靈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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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3B黨」小組、耀道堂「少年無限」團契

「3B黨」對象為小五、小六同學。除小組活動外，本年亦舉辦了3B黨聯組活動，另外，老師亦帶同學參加耀道堂

「少年無限」團契，讓他們初步接觸教會生活。

基督少年軍

當老師分享有關天水圍居民
的見証時，大家都聽得入神

在「少年無限」裏，耀道堂的哥哥姐姐
與學生一同玩遊戲建立友誼，讓他們了
解信仰的真義，神的恩典真豐富啊！

在3B黨聯組活動中，我
們排除萬難，終於贏得
全場總冠軍了，Yeah！

我們各人精神抖擻地參與一年一度的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原來搓湯圓也不簡單呢！

秋高氣爽，到郊外放
風箏就最寫意了！

到長者中心探訪，與公公婆婆們
分享歡樂，我們也感到很滿足！

我們正聚精會神地學習怎樣把
自己的皮鞋擦得光光亮亮。

參與「好撒瑪利亞人」活動。

我們的使命

1.以基督少年軍的宗旨為基礎。 

2.以基督教教育讓隊員認識基督教信仰，建立良好價值觀，培育基督

  化人格，以達成全人發展的目的。  

3.提供紀律生活及團隊精神。 

4.提供技能及領袖訓練，以啟發潛能。 

5.培養服務社會精神。

靈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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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活動

復活節活動

為了紀念耶穌復活，並讓同學體會耶穌釘十架受苦的經歷，於復活節活動當天，我們在操場設置了三個活動點，希望

同學更明白耶穌受苦和復活的真正意義。

專題活動一英語superfun暑期活動

「英語superfun」是一項於07年暑假舉辦的活動，一方面邀請了遠道從英國、烏干達等地而來的老師，教授同學英

語，另一方面是透過不同活動讓同學學習聖經。

音樂科老師在十二月時與同學
齊唱聖誕歌，倍添節日氣氛。

由全體一至三年級同學組成的口風琴隊
隆重登場，表演排練多時的曲目助興。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
協會(ACM)同工到校給
同學送上聖誕祝福。

「多謝校長！」校長到各
班送上祝賀及聖誕禮物。

聖誕重頭劇「小星星」告訴
大家耶穌降生的大好信息！

「感謝天父賜我們有聯歡時間、也
賜我們有老師和同學、感謝……」

「赤腳走石路」 「荊棘冠冕」 「沉重十架、殘酷的釘」

來自英國和烏干達的老師教授同學英語。 各位同學吃飯了！ 留心聽！早會信息齊分享。

聖誕感恩日及晚會

靈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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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營火會」讓我們有新的體驗。 「大打掃」讓我們跳出耀道、服務社羣。

小五福音營

小六畢業營

宗教日

牧師正運用不同的佈
道工具解說罪和救恩
與我們的關係。            

同學被抽中考背金句。

「預備，Go!」三日兩
夜的營會正式開始！

大家共同獻計，合力砌出一個
既穩固又有承托力的鞋架。

「競技活動」讓我們發揮團結精神。

「分組討論」令同學深
化剛聽到的福音信息。

耀道堂實習同工陳雪
華哥哥向同學分享天
父在他身上的作為。

耀道堂敬拜隊擊鼓彈琴，
將最好的音樂獻給神。

離別在即，同學以文字
表達對老師的謝意。

大 家 在 親 身 體 會 「 看 不
見，但卻存在」的道理！

耀道堂校園宣教師、幹事和
實習同工以歌聲、非洲鼓和
結他帶領同學敬拜天父。 大家一同來摺「喜樂的

心」，齊齊分享喜樂事！

我們要努力破解「營地追縱」的
密碼一「Jesus loves you」。

這是一個難得的時刻一與
老師燈下暢談、彼此代禱。

很多同學都舉手決志相信
主耶穌，真令人雀躍啊！

牧師跟同學分享
寶貴的救恩。

靈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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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福音工作

社區福音工作

教師祈禱會及心靈讀物

校長代表學校謝
謝他們的來臨。

正在上體育課的同學主動
地上前跟他們打招呼。

剛到埗的一刻 台上既富動感又震
動心弦的演出。

表演過後於操場清唱
一首感謝歌，以答謝
學校對他們的接待。

制服隊伍送上紀念品，接
着……來個熱情的擁抱！

區內中、小學、幼稚園
及居民到校欣賞，當天
兩場表演均座無虛席。

非洲小朋友、老師和同
學來個大合照，印証着
基督的愛是無界限的！

大家埋頭苦幹地找字粒砌金句，更使出渾
身解數演譯金句，教師們果然樣樣皆能！

你猜猜、我猜猜，看
誰是最後勝利者。

校監梁小甜牧師分享喜樂的
祕訣，大家都洗耳恭聽。 

透過守望、祈禱、「號角」月刊及名人見証單張，為教師們帶來心靈上的支持。

教師團契

本校多次借出場地，供校外福音機構舉辦佈道會，使區內居民得聞福音。其中兩次更有本校學生參與欣賞或表演，令

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Watoto希望之聲音樂會
Watoto是由一班愛滋遺孤組成的非洲兒童合唱團，他們雖然有痛苦的經歷，但卻因着信仰變得充滿喜樂和盼望，更

到世界各地演出，分享神在他們身上奇妙的作為。

靈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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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方舟東遊記
以「挪亞方舟」事蹟為題材的「方舟東遊記音樂劇」，於本校上演兩場，其中有二十多位學生參與飾演小動物，除了

讓同學更認識這件事蹟外，亦體會神的信實和慈愛。

婦女查經班
除了團契和崇拜外，耀道堂亦於平日舉辦查經班，與

婦女們細味神的話，當中也有我們的家長參與呢！

教育主日
一年一度的教育主日除了教會弟兄姊妹外，亦有老師參與，而今年更有本校詩班、畢業生及家長獻唱，一同恭敬敬拜

和仰望神。

演員落力的演出、小演員生動的造型、再配合專業的燈
光、佈景及服裝，令「挪亞方舟」事蹟活現在大家眼前。

在傳道人的帶領下，大家都用心學習神的恩言。

能夠參與這次大型演出，
我們都感到十分榮幸！

大家齊集聖殿，一同數算主恩。 誰令畢業生及家長勇於站出來獻
唱？就是那位厚賜萬物的神啊！

靈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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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是教育局的撥款計劃，為學校師生和家長舉辦活動、講座、小組及提供輔導服務。

為了提升學生的抗逆能

力及明白積極面對挑戰

的重要性，訓輔組、學

生輔導組、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聯課活動組舉

辦了一系列抗逆活動，

透過挑戰活動或別人經

歷的分享，讓學生勇敢

面對逆境及困難，盡力

克服跨勝。

學生講座

「默書、測驗無有怕！」
小一專題講座

「生命勇士」講座：
玻璃骨症人士分享

「至激歷奇」宿營

「 強 人 是 我 」 
反欺凌學生講座

親子歷奇日營

全方位學習小組：
增強學生學習興趣

「時間小主人」小組：
善用時間

「關愛長者」親子義工服務：
探訪獨居長者

親子義工活動：
為天水圍居民送上快樂聖誕

「應付精神壓力」
家長講座

「如何培養子女獨立能力」
家長講座

「焦兒不慮，見焦拆焦」工作坊：
探研焦慮症

「小一至叻星」 
小一適應活動

廣州交流一
探訪暨南大學附屬小學

廣州交流一
參觀民航職業技術學院

學生小組

親子活動 家長講座

教師工作坊 其他活動

校本輔導

學生、家長、教師講座及小組

講座及歷奇活動

抗逆活動

校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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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際秩序比賽
透過老師的評分讓學生檢視自己在班上的行為表現，提醒他們遵守課堂秩序，並讓他們明白課堂行為直接影響自己及

全班同學的學習。

風紀活動
模範風紀選舉

風紀團隊訓練日營

課室清潔大行動

走廊排隊快！靜！齊！你都做得到！

全民投票：校長投
下神聖的第一票

團隊的合作、信心的考驗、解難的能力—都在風紀團隊訓練活動中體現了！

抹抹窗、掃掃地、清潔桌椅齊參與！

獎證計劃：為鼓勵同學在學業、品行、秩序、活動及服務等方面做得更好，訓輔組印制了獎證，由校長及老師派發給

表現良好的學生，學生們可憑獎證換取小禮物，以示獎勵。

左上右落不碰撞！

同學們參與投票，體
現民主選舉精神。

靠左排在黃線內，預留右邊讓人行！

選舉結束了，幾箱選票
留待書記姐姐點票！

我們都是模範風紀！

排排隊，守秩序，
齊齊換禮物！

訓輔活動

校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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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特聘3位協作老師提

供小組教學、社交小組、讀寫小組及功課輔導班等。協

作老師會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適切學生學習程度的課

程，課堂的運作變得更多元化，例如中文科教學當中引

入了腦圖去解釋概念的關係、現實生活現象的分析及討

論、針對學生學習的弱點加以調節課堂的進度及內容，

令課堂能發揮「以學生為主導」的效能。

「親親老師」是一項專為小二及小三同學而設的計劃，

目的是讓同學透過小老師於午息時間進行「讀、默、

寫」的訓練，以及多感官學習的遊戲，引發他們對中

文、英文及數學的興趣，訓練教材是以耀小BCA為藍本。

小老師亦可藉此計劃溫故知新，同時也可訓練他們的耐

性及溝通技巧，學習如何聆聽和表達從中提升他們的自

信心及樂於助人的精神。此外，耀小的師長們亦會定時

關心同學的學習情況，從而建立全校關愛的文化。

由2006年9月起，學校來

了一位半職的駐校教育心

理學家—梁希然姑娘提供

駐校服務。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的目標是協助學校和

家長照顧學生在學習上的

個別差異，服務的內容包

括為學生提供的服務，例

如為個別學生進行評估 

(如智能評估)，協助家

長和老師瞭解學生在發展

和學習上的強、弱項，

並一起制定和實施跟進方

案，幫助學生有效地學

習。

小組成果頒獎禮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親親老師計劃

三位協作老師為小組同學舉辦頒獎禮，並邀請
校長及老師參加，一起分享大家的喜悅呢！ 本校駐校教育心理

學家梁希然姑娘

老師、小老師和同學的關係十分融洽呢！ 小老師正在指導同學閱讀圖書老師關心同學的學習情況

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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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本校為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了不同的支援策

略，如拔尖及補底課程。在補底範疇，我們支援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透過不同的政策，如小組教學、課後

輔導、課程調適、正音小組、職業治療、個別學習計劃 

、朋輩支援、親親老師計劃等，讓有特殊需要的同學能

及早獲得治療及有效地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此外，我

們亦與區內社區機構合辦一些提升學生自信心的活動，

如魔術訓練班及外出參觀等。

照顧學生特殊學習需要

言語治療師與語障的
同學進行小組訓練

職業治療師透過聯線練習
訓練同學的小肌肉發展

職業治療師透過小組
活動訓練同學感統

本校老師到楊日霖學校交流

同學到灣仔的金紫荊廣場參觀

同學參觀香港大學及訪問港大學生運用視覺策略於課堂中

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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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應週的第一天，我
們請來了香港硬筆書法
協會主席雷超榮先生到
來教小朋友及家長如何
是執筆的正確姿勢

另外，學校亦請來了三
和堂的註冊經絡治療
師，向各位家長教解正
確坐姿及其重要性

在適應週內，家長可
在課室內與小朋友一
起上各學科的預備課

已畢業的中一學長與六年級
的大哥哥一同帶小一的小朋
友到處參觀校園，務求令他
們更認識校園的每個角落

小一校園生活體驗

小一新生適應週

為了幼稚園的家長和學生更了解小學的校園生活，我們

特於9月7日舉辦了「小一校園生活體驗日」。當天體

驗日的節目內容十分豐富，除了由鍾校長為學校作一簡

介外，還於各特別室設置了課堂的體驗活動，如樂器即

席演奏示範及體驗、工程積木展覽及示範等等，而且英

語話劇組的同學更表演了英語劇「綠野仙縱Wizard of 

Oz」，使到場的來賓也樂而忘返。

到訪的天恩幼兒園小朋友
與一眾「綠野仙縱Wizard 
of Oz」演員拍照留念

天恆幼兒學校的
小朋友在嘗試操
作工程積木

其中一班天恆幼兒學
校的小朋友與校長們
及老師一起拍照留念

大朋友與小朋友也玩得非常
投入，大家都認認真真地完
成視藝科的名畫大拼貼呢！

幼稚園到校參觀
除了體驗日外，我們還會應個別幼稚園的要求，安排準小一生的家長到校參觀，讓他們可以對耀小有更深入的了解。

1月16日佛教慈光幼
稚園家長到校參觀

6月23日青衣商會幼稚園家
長到校參觀，我們的小司儀
向來賓簡介當天的活動內容

家長們到圖書館參觀家長正參觀英語室

初小校園適應

小一校園生活體驗日

為使一年級的新同學能夠更快適應小學生活，我們特於8月23日舉辦「健康開學嘉年華」，讓家長及同學更了解校

園，又於8月27至29日舉行「新生適應週」，使同學能夠儘快習慣小學生活的常規。

初小校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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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小一新生家長迎新晚會

課後多元智能學習課程

為了讓小一的新同學及家長更認識學校，我們特別在7月2日舉行新生家長會。校長除了介紹本校的課程特色、教學

概況及設施配套外，她還向家長講解如何令孩子盡快適應小學生活。

本年度學校特別調撥資源，聘請了六位老師為小一及小

二同學設課後多元學習課程。同學能在校由老師指導輕

鬆完成家課，一同溫習，之後再參與不同學習活動，如

棋藝、資訊科技、身體動感、音樂律動、視覺藝術等，

務求讓同學能盡享學習樂趣。回家後同學們再沒有功課

壓力，能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聚，讓童年過得更有意義

和更快樂。

到場的新生家長非常
專心地聽校長的講解

同學們正專心地聆聽老師的指導

當天的小司儀分別由
1A凌諾冰、5E黃海儀
及2B陳嘉莉擔任

本校多元學習課程老師

全新英語歌劇The Sound 
of Music於當天首度公演

校長與家長分享
小一適應之道

初小親子生日會

為了營造親切及溫馨的氣氛，讓學生感受校園的歡樂，同時也可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從而增進家校之間的聯繫，

本校曾為小一至小三的同學舉辦「親子生日會」。

校長、家長和老師一起為初小的同學慶祝生日

初小校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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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管理員

今年圖書館管理員共有四十五人。每年圖

書館都會在五月招募新一屆圖書館管理

員，並且在學期終進行訓練班，務求被挑

選的同學能對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加深認

識。

今年耀道小學成為《閱讀小先鋒交流日營》的東道主，

當天耀道小學的圖書館管理員負責招待來自灣仔的東華

三院李賜豪小學及將軍澳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的50多位同學，讓不同區域的同學來一次閱讀交流，真

是十分有意義和值得紀念！

為了獎勵表現出色的管理員，圖書館主任和同學到餐廳吃一頓下午茶。

拍一張大合照來作紀念！ 圍個圈，慢慢分享我們的閱讀心得！

我們圖書館管理員人強馬壯！

一年一度聖誕聯歡會又可以大吃一頓！

一年一度聖誕聯歡會又可以大吃一頓！

康體大使
本校共有33位康體大使，他們的職責是於小息時協助同學進行乒乓球、羽毛球、跳繩及呼啦圈活動，並協助老師管

理校內的體育用品。

康體大使負責管理小息的體
育用品。看！他們多認真

鍾校長、郭老師和康體大使來個大合照！小息期間，康體大使
維持活動區的秩序。

制服團隊

制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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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香港紅十字少年團(JU86)
本校的香港紅十字少年團已有四年的歷史。本年度，我們招收了一批小四的新隊員，經過一年的訓練，這批新隊員已

對紅十字運動有所認識。他們除了接受一般的技能訓練，例如紅十字故事、急救、健康常識和步操外，還參與了一些

公益活動，例如賣旗、售賣樂施米和籌款活動，履行紅十字的使命，提供無私和至善的關懷給弱勢社群。

隊員在接受了「紅十字故
事」的訓練後，要利用Edu-
click來回答問題進行考章。

紅十字少年團聯同基督少年軍在校內發起不同的
籌款活動，幫助中國貧農戶和四川地震的災民

紅十字隊員經常擔任各項大型活動的招待工作於耀小挑戰日，紅十字隊員在校內擺放了
有關「健康和運動資訊」的攤位遊戲。

小女童軍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NT393隊小女童軍正式於2008年4

月25日成立。我們根據小女童八大綱領進行了一連串活

動及訓練，大部分小女童軍都能親身體驗小女童軍的團

隊生活。小女童軍多次參與學校活動，負責服務，如在

耀小學科挑戰日、派發樂施米傳單、畢業禮。雖然她們

都是一、二年級的同學，但在每次服務中都表現出色，

得到老師的讚賞。

成立及宣誓儀式當天，我們和分
區總監霍麗逑總監及家長合照

霍麗逑總監為小女
童軍扣上宣誓章

李靜儀老師正從霍麗逑總
監手上接過我們的隊旗

別小看小女童軍個子小，站起來挺有神氣的 你看可愛的小女童軍和嘉賓一起拍照，多開心呀！

鍾穎欣校長正接受
393小隊的註冊證

小女童軍在耀小學科挑戰日當天負責招待嘉賓

制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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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嘉年華中的攤位遊戲包含了中、英、數等學科知識元素

齊來「味分高下」！同學們要
蒙眼，靠味覺猜出賀年食品

每年均會設有賀年製作攤
位，今年的賀年金魚吸引
了不少同學前來製作

國情教育

節日活動

全校師生均穿上
賀年服，為當日
的活動增添不少
節日氣氛

林師父教導同學操
控提綫木偶的技巧

小木偶如同真猴
子一樣，爬上同
學身上，令同學
又驚又喜

林師父正在演出《鍾
馗醉酒》，精湛的技
術令小木偶活靈活
現，同學們均凝神貫
注地欣賞精彩的表演

送豬迎鼠賀新春

本校已是第二年舉辦賀年活動，今年的迎春匯演邀請了林戈師父為我們表演提綫木偶劇，加上迎春嘉年華中豐富的攤

位遊戲，全校在一片歡樂聲中迎接新春。

每月升旗禮

國旗、區旗及校旗每月均會在本校徐徐升起 「國旗下講話」每月均
有不同的主題，包括中
華美德、中國的少數民
族、城市和歷史人物等

全校師生一同參與升旗禮

德育及公民教育

為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本校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進行升旗禮，並由學生主講「國旗下講話」。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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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緊張刺激的「奧運click- 
click」於7月8日順利完成

國慶週

為慶祝國慶，本校於十月舉辦了「耀小狀元紅爭霸戰」，讓學生寓學習於娛樂，還製作了「耀小狀元紅」小冊子，學

生可以透過閱讀增加對祖國的認識。

為爭取「耀小狀元紅」的榮
譽，各班代表均認真地比賽

比賽前，同學作最後衝刺，努
力熟讀「耀小狀元紅」小冊子

第一屆「耀小狀元紅爭霸
戰」吸引了很多同學圍觀

2008奧運巡禮

2008北京奧運是中國人熱切期待的盛事，本校藉著一系列「2008奧運巡禮」活動強化學生的正面價值觀，例如堅毅

拼博、奮力進取和超越自我等奧運精神，同時讓學生有機會與祖國分享喜悅，增加對祖國的歸屬感。

午間分享「奧運小故事」共介紹了
五位中國奧運名將，分別有劉翔、
劉璇、王義夫、熊倪及余翠佁

吉祥物介紹

「推廣奧運精神和馬術運動巡
迴展覽」(展板由康民署提供)

由校園小記製作，一連三輯《奧運專輯》於早上直播時段播放。

學友社出版，內裏刊
登了北京奧運的資訊

北京奧運的金牌設計

展出與北京奧運有關的
新聞剪報，並於早上直
播時段進行問答遊戲

中國第一金

7月9日50位學生參
觀元朗大棠騎術學校

教練正在示範
如何餵飼馬匹

騎 呀 ， 騎 呀 ！ 
你看我多威風！

刷呀，刷呀！同
學正為馬匹刷身

參觀騎術學校

午間分享「奧運小故事」

展覽

派發《競報香港特刊》

奧運專輯 

奧運click-click 

展覽 「直擊2008北京奧運」新聞展板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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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生活教育計劃
本年度，本校繼續參加「生活教育活動計劃」之課程，為學生提供健康教育及預防藥物濫用課程。該課程深受同學的

歡迎，同學們均積極參與課程內的各項教學活動。

主題活動「健康生活	由我做起」

健眼操

本年度，學生每天進行健眼操，以實踐健康生活。全套健眼操共有四

式，同學會在第二節課完結時在課室一起做這套保健操。

健康大使訓練計劃

健康大使團隊由十九位五年

級和六年級的同學組成，他

們在校內肩負起推廣健康生

活和飲食文化的使命。健康

大使主持午間分享、班際健

康常識問答比賽、小息攤位

遊戲及擔當導賞員工作。

關注學童脊骨健康

為提高家長及同學對脊骨健康的關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學期初便替全校學

生量度書包重量，評估同學的書包會

否對其脊骨健康造成影響，得出結果後

通知家長改善建議。本組還拍攝了一輯

「正確使用書包」之宣傳短片，並設

「SPI護脊書包」銷售攤位，讓家長替

子女選購更合適的書包。

同學們都全神貫注地看著會發光的透視螢幕，
仔細地觀察人體的循環及神經系統的運作

同學們有沒有把人體器官放錯位置呢？經過一番努力，同學終於
把食物金字塔砌好啦！

時段 活動

全年
健眼操、健康大使訓練計

劃、關注學童脊骨健康

每個學期一次 健康資訊展覽

每個學期一次 學生講座

上學期

家長講座

健康生活獎勵計劃(小一

至小四)

下學期

「至營新角度」學生及家

長工作坊

「健康fit人」健康生活

管理小組

「我最喜愛健康食物」試

食會及選舉

班際健康常識問答比賽

健康大使充滿自
信，主持各項活
動均表現出色

健康大使正在向同
學講解健康資訊

家長力量不可少！家長們協助量度
書包的重量，是學校的好幫手！

國民教育日營
國民教育日營是由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目的是透過展覽和工作坊讓學生認識國情、學習中華美德及提升國民的素質。

本校已連續四年安排五年級同學參加該日營，以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每位同學都認真地學習升旗的方法 恭喜！新一屆的優秀國民已經誕生啦！同學在中藥園內辨認各種草藥的特性

本年度，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以「健康生活 

由我做起」為題，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題活

動，並加入了「責任感」這個品德目標，期

望同學能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任。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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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展覽

本年度共提供了兩次健康資訊展覽，並設有小息攤位遊

戲和班際健康常識問答比賽深化同學對健康資訊的認

識。

學生及家長講座

本校邀請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的社工到校為同學及家長

舉辦專題講座。

健康生活獎勵計劃

健康生活獎勵計劃專為小一至小四同學而設，學生利用

健康紀錄冊每天進行自我檢視，學習建立健康的生活習

慣。本組製作了一系列宣傳短片向學生教授生活技能，

如執書包、摺衣服、梳理頭髮等。

「我最喜愛健康食物」試食會及選舉

今年五月，本組舉辦了「我最喜愛健康食物」選舉，目的是讓學生認識及嘗試多種健康食物。在選舉前，我們設立試

食攤位，並由健康大使講解食物的營養價值。

色彩繽紛的展板吸引了不少同學圍觀

社工哥哥的演繹生動有趣，令全場同學興奮不已！

大家是否已養成這六項基本的生活習慣呢？

對象 講題

初小 「健康生活 由我做起」、「食物基本法」

高小 「整全健康生活模式」、「識飲識食新一代」

家長 「如何在家中協助子女建立健康生活」

蘋果片、龍眼乾、合桃……好美味呀！

有賴一班健康大使的協助，一連四天的試食會得以圓滿結束。多謝！多謝！

同學一邊試食，一邊聽健康大使的講解

果汁、水果乾及芒果是本
校學生最喜歡的健康食物

玫瑰花茶和豆漿都好受同學歡迎呢！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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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及價值教育

成長課

本年度一共有十二節成長課，學生輔導人員會按不同級

別學生的成長需要而編制課程，並製作「成長小記」，

作為師生討論道德價值的良好平台。

本校透過成長課及不同的活動來培養學生正確的道德觀

及良好品格。本年度，我們以培養學生的「責任感」為

目標，每月均設有相關的週訓以教導學生何謂「責任

感」。

義工服務

從小訓練學生擔任義務工作，可以讓學生學會關懷別

人。本年度，本校舉辦了一次親子售旗活動，共有26個

家庭參與。

籌款活動

本年度共進行了三次籌款活動，分別有「哈樂利是」籌

款、「樂施米義賣大行動」及「四川賑災」籌款。

教師午間分享

教師午間分享設於星期一的午膳時段進行，由全校老師

負責輪流主講。老師會因應該月的品德內容與同學分享

自己的童年往事、日常見聞或寓言故事等。藉著老師的

分享，薰陶學生成為一位有負責任的好孩子。

盡責之星

每月，各班均會選出兩位學生成為「盡責之星」加以表

揚，藉此對全體學生起正面的教育作用。

講座

本校每年均會安排不同主題內容的講座給學生，透過不

同講者的分享，令學生潛移默化培養出良好的品德。

同學都好喜歡寫成長小記，對老師的回應深感興趣

學校聯絡主任一黎警長每年均會為本校主持講座

「盡責之星」紀錄卡上曾出現過很多獲得表揚的學生

家長和同學帶着興
奮的心情出發啦！

「先生、小姐，
請買旗啦！」

為中國貧窮農戶籌款，
同學們都踴躍捐助

中國四川發生嚴重的天災，
身為中國人當然要出一分
力，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全年品德主題：「責任感」

月份 範疇 週訓

九月
自己

我要學會照顧自己

十月 我要愛惜自己

十一月

學校

我要努力讀書

十二月 我要愛護校園

三月 我要尊敬師長

四月 家庭 我要孝順父母

五月
社區 我要愛護社區

六月
個人成長 群性發展 學業發展

P&G 給成長中的您

黛安芬 給成長中的您

生命的起源

健康生活 由我做起

飲食基本法

整全健康生活模式

識飲識食新一代

健康小博士

塗出網樂

生命勇士

電腦罪行

道路安全

強人是我

校園欺凌

及暴力

男女相處

默書考試無

有怕

升中適應

面試特工隊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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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性教育
為了提供更完整的性教育課程，本校除了教授常識科的常規課程外，還加入了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的講座及護苗教育車

課程。

姑娘除了講解女性乳房發育的過程，
還教導女生如何選購及配戴女性內衣

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看！同學多投入欣賞布偶短劇 同學對護苗教育車上新奇的工具感到興趣

敬師活動

今年五月，本校參加了「家長也敬師」活動，老師們均

收到家長和學生送贈的心意卡，還收到由學生代表製作

的手工藝花，以示同學的謝意。

主題式教育日營

為培育學生成為良好的網絡公民，本校已連續兩年參加

由香港善導會賽馬會青衞谷舉辦的「網絡公民」工作

坊，今年我們共派出約40位小三及小四的同學參加。

校外比賽

本年度，本校參與

了兩項校外比賽，

分別是「元朗區德

育故事演講比賽」

及「我愛媽咪」對

話設計比賽。

講座
本校引入外間的支援，邀請專業人士為學生主講不同的性教育講座。

護苗教育車課程
本校參加了由護苗基金舉辦的護苗教育車課程，為小二及小六的學生提供有關預防性侵犯的教育。透過啟發性的遊

戲、卡通、活潑生動的布偶短劇和多媒體的教材，讓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中學習保護自己的身體。

大家留意一下，老師們笑得多燦爛！

同學們在青衞谷拍照留念

透過「我愛媽咪」對話設計比
賽，同學可以向母親盡訴心中
情。6E駱緯賢取得高級組冠軍 5F吳慧如同學於高級組中取得優異成績

對象 講座主題 負責的機構

小一至小三 生命的起源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小四至小五 男女相處之道 香港路德會

小五女生 P&G 給成長中的您 P&G香港有限公司

小六女生 黛安芬 給成長中的您 黛安芬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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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育

時事專題

和諧快綫
本年度小三及小四同學參加了和諧之家舉辦的情緒教育課程，和諧之家除了安排學生在流動教育車「和諧快綫 

Harmony Express」上課外，還會透過問卷協助學校甄別出有情緒困擾之學生，有助學校進一步跟進學生的情況。

「不雅照片」之反思
「不雅照片」事件被廣泛報導，本校即時作出跟進。

「四川地震」顯關懷
5月12日中國四川發生嚴重地震，本校即時發起關懷四川災情之行動。

本校會利用時事新聞作教材，引導學生進行反思，從而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及道德觀念。

同學們都很喜歡
這個流動課室呀

鍾校長與高小同學就事件進行分
享，及後由班主任進行跟進活動

早上進行全校直播，讓
同學了解四川的災情

下車後，學生還會利
用「情緒護照」自學

經過問卷調查，我們發
現大部份同學都能以正
確的態度看待事件

發起全校賑災籌款

同學積極參與
車上各項活動

本校以聖經話語引導
學生分析及反思事件

全校為四川災民祈
禱，送上無限祝福

同學小心翼翼地製作
自己的「和諧快綫」

透過「給家長的
信」提醒家長要
關注子女對事件
的看法和感受，
並需作出指導

同學撰寫心意卡送
給四川受災兒童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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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為教育局的撥款計劃，為有

較大成長需要的小四學生提供為期三年的活動，希望透

過提升學生情緒管理、與人相處、問題解決的能力和樂

觀感，增加學生的抗逆力。

對象 「成長的天空」活動 日期

小四

迎新啟動禮 02/11/2008

輔助小組(6次) 11/07-04/08

挑戰日營(保良局元朗大棠渡假村) 26/01/2008

愛心之旅(協助製作敬師日的花

朵，及清潔校園圖書閣的圖書)
10/05/2008

再戰營會(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16-17/05/2008

親子日營(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15/06/2008

家長教師分享會 16/06/2008

結業禮 16/06/2008

小五

小五戶外活動一至激行山樂 08/03/2008

小五愛心之旅一植物護理工作

(濕地公園)
31/05/2008

小六

小六重聚 07/12/2007

小六愛心之旅一植物護理工作

(濕地公園)
31/05/2008

小六戶外活動一長洲大搜索 07/07/2008

結業禮 16/06/2008

校園、老師、學生齊同心，讓「成長的天空更加成功

我們的立願一組員於啟
動禮中寫下對自己的期望

透過活動訓練組員
之間的合作和溝通

在宿營期間，利用遊戲提
升組員解決問題的能力

小四組員為學
校清潔校園圖
書閣的圖書 

小四組員耐心地製作
敬師日的手工藝花

小五的組員學習於野
外煮食。看！他們多
留心聽導師講解

小五小六的組員一同
前往天水圍濕地公園
為自己的社區服務

家長和組員齊心完成
「汽球列車」的任務

你看！有不少的家長來參加
親子日營活動，用行動支持
「成長的天空」的組員

小四組員用自
製手工藝花表
達對老師感激
的心意

老師的祝福！學生的感謝！ 我們畢業了！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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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活動

全動感小息活動

本年度，學校為了讓各級同學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因此

成立了一個小組織一「社」。學校把全體師生分成四

社，分別是愛社、真社、毅社和敬社，並鼓勵全校同學

參與各項以社際形式舉辦的活動。 

此外，學校希望各社的師生透過社制組織，全心全意合

力處理社務，促進彼此間互相認識，發展良好的人際關

係，以及團結合作精神，從以對學校增加歸屬感。

在本年度的耀道中、小學聯校運動會中，各社的健兒、

社導師及啦啦隊都使出渾身解數，為所屬之社爭取佳

績。

活動時間：逢第一個小息 活動項目：跳繩、呼拉圈、羽毛球及乒乓球

毅社導師也來拍一張照片

轉呀！轉呀！呼啦圈
一直深受初小歡迎

同學們酷愛打羽毛球呢！ 乒乓球是男同學的至愛我跳、跳、跳！跳
繩可以強化身心

黃老師為甚麼對着鏡頭打氣呢？

你看！愛社啦啦隊隊員每個都精神奕奕地打氣嘩！敬社啦啦隊果然準備充足

聯課活動

聯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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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朗誦比賽

透過班際朗誦比賽，同學能對朗讀的技巧有更深的認識和增強自信心。

不知道我們可愛的造型
能否表達我們的創意

每班的比賽水準都勢均
力敵，要選出優勝班
別，真難到評審老師

經過各同學的努力，
我們終能脫穎而出

高年級同學演繹詩
歌，既認真又緊張

興趣班

身體運動智能

空手道班一我有信心，
這個招式難不到我的

跆拳道班一教練正指
導學員套拳的基本動作

小型網球班一 勝
利！這個回合又贏了

視覺空間智能

輕黏土工藝班一我們正在
用黏土製作自己的喜愛動物

輕黏土工藝班一你看，我
們的製成品有多麼美麗！

書畫班一每位同學
都認真地學習畫畫

聯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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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學習歷程檔案

黃埔軍校		培訓小領袖

目的：鼓勵學生多累積親身的學習經歷，以文字

與圖畫的形式，對曾參與的學習活動（包括校內

或校外比賽、訓練或活動）進行反思，從而總結

學習成果，實踐於往後的生活中。 

他們登上了坦克車，好威風喔！ 他們正進行軍體拳的第一式，
每個的步伐、動作多有力

經過四天三夜的操練，我們終於畢業了小軍人來到陸軍軍官學校參觀

他們是這次軍事訓練中
的優秀小軍人！真棒！

學校設立全年表現優異獎及進步
獎，藉以肯定同學們努力的成果

於4月30日至5月3日，本校部份四至六年級同學參加了

四天三夜的黃埔軍訓營。

在軍訓營中，同學透過軍事訓練，培養堅毅、嚴守紀律

及團隊的精神。學校亦希望從中培訓一些屬社小領袖為

學校服務。

在這四天裏，同學們必須按軍官的指示，進行嚴格的步

操訓練、軍體拳訓練、野外炊事訓練及障礙訓練，所有

日常活動都要在指令下進行。在操練中，同學們果然表

現出刻苦耐勞及團結的精神。

上學期 下學期

月份 學習目標 月份 學習目標

九月 盡責小主人 一月 珍惜時間、善用金錢

十月 關懷家國心 二月 健康與運動

十一月 愛求真、愛學習 三月 積極進取

十二月 多多禱告、常常喜樂 四月 尊重別人

五月 保護環境

得獎同學名單

全年表現優異獎 進步獎

4A 王晶婷 4A 王可楓

4B 李文淵 4B 祁卓威

4C 陳麗盈 4C 鄭嘉森

4D 王嘉曉 4D 何曉晴

4E 徐靖雯 4E 黃思慧

聯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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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秋季旅行

試後活動

笑一笑！學生、家長及老師來個大合照

要常常「?」答案是：「喜樂」

正在進行班際跳繩比賽，好激烈呢！

五、六年級的同學可
以享受燒烤的樂趣

我們正在進行普通話Eud-Click活動

真社加油！敬社加油！

初小同學與校長都玩得樂而忘返

數學遊踪時，需要量度籃球場長度

常識攤位遊戲，真好玩喔！ 同學示範工程積木的機本操作

二年級同學正在扮演小
主播，似模似樣呢！

為初小設立運動講座，提
升同學對運動健康的認識

日期︰2007年11月5日（星期一）   地點︰香港浸會園

學術類活動

1.社際語文常識問答比賽

2.English Fun Day

3.數學科活動日

4.常識攤位遊戲

非學類術活動

1.宗教日

2.音樂會及社際歌唱比賽

3.視藝達人爭霸戰

4.跳繩同樂日及班際馬拉松比賽

5.科技活動

6.普普同樂日

7.金裝廣播劇．

猜、猜、猜

5.資優成果分享體驗日

6.2008奧運巡禮

7.學期終結茶會及課室

清潔大行動

聯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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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1A同學，科科攞A，秩序No.1，校規緊記，

人見人愛，錫哂我哋！

班主任感想

黃嘉莉老師：看見同學們能夠適應小學的生活，也喜歡上學，看見他們臉上的笑

容，真的要為他們感恩。

黃嘉慧老師：從小毛頭甚麼規矩都不懂，到現在已是循規蹈矩、又仍是天真活潑

的可愛小孩，實在使我很感動，你們一 

張張蘋果般的笑臉永遠也會 

留在老師的腦海裏。

陳芝蓓  陳啟軒  陳建邦  鄭嘉雯

張詠晶  程愷穎  蔡頌恒  莊進文

李振豪  李振邦  呂芷希  吳維民

戴  蓉  戴樹峰  譚美寶  曾啟釗

黃寶盈  黃少康  黃紹鋒

1A

班徽

班呼

1B班    小綿羊   純真乖巧 存喜樂  

積極學習 盡責任   相親相愛 樂助人

陳慧昕  陳伊汶  周澤源  卓志強

姜豪杰  高愷姍  林彥彤  劉宙桐

梁樂翎  李希怡  凌諾冰  廖家謙

盧嘉怡  黃頌恩  黃嘉琪  黃敬雄

葉家浩  李鋅琪  鄭凱鋒

1B

班主任感想

關惠文老師：我們1B班的班徽是一隻小綿羊。原因是除了因為李靜宜老師喜歡小綿羊外，另一方面，

我覺得你們在外表上、性情上也很像小綿羊，像小綿羊般純真可愛。 

看見你們一班小綿羊一天一天的長大，一天一天的進步，心裡也覺得很開

心。 

盼望你們每天常存喜樂的心，開開心心享受校園生活。

李靜宜老師：我很感恩能夠看到1B班純真的小綿羊逐漸投入學校生活，並樂於學習

每一樣新的事物。盼望你們會謹記我們的班呼，常常保持一顆喜樂的

心去面對生活；在學校及家庭中作一個乖巧、積極學習和盡責任的孩

子；亦能與身邊的人相親相愛。我衷心祝福你們能夠享受天父給你們的

生活，在關愛中成長。

班窩精神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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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1C班小蜜蜂  愛助人勤做工  常喜樂跟主腳踪

班主任感想 (黃少珠老師、李錦雲老師)

一個個天真活潑可愛的小臉孔，從幼稚園升上小一已差不多一年時間，每天看見

他們開心上學和認真地學習，盼望他們能在主的愛裏快樂成長，做一個神所喜悅

的小孩子。

陳俊維  陳銘恆  鄭焯欣  張嘉淇

莊樂怡  朱家信  符史發  劉國東

劉雅淋  羅冠傑  李蔚倩  李琬儀

盧淑明  蘇裕銘  曾樂兒  黃澤冲

余嘉藍  高佩如  譚富豪  蕭嘉穗

1C

班徽

班呼

We help each other! We can do 

better! And Happy together!

歐陽梓汶 陳嘉莉  陳樂庭  陳紫燕

陳慧盈   張凱健  馮子榮  何翠瑩

洪美欣   劉善瀞  羅國豪  梁家達

劉嘉儀   麥嘉男  莫健澄  吳卓軒

蕭寶欣   鄧智龍  蔡銀鈴  徐芷由

楊志涎   余國傑  吳澍浩  曾文詩

2A

班主任感想 (鄧麗明老師)

和你們相處了兩年，越與你們親近，就越覺得你們可愛。鄧老師希望來年亦能繼續

做你們的班主任，因為不知不覺間我已當你們作我的兒女了！不過，無論怎樣我也

希望你們好像我們的班徽一樣，成為一尾開心又獨特的美人魚。要努力讀書，做個

乖孩子啊！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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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2B小天使可愛又聰明Yeah！

班主任感想 (鍾瑞芬)

2B每一個都是小天使，是神所喜愛的小孩。他們那可愛的臉孔、燦爛的笑

容、有趣的意念都給我無比的力量，但願這班小天使跟我一起以信心、盼望

跟隨主，結出豐盛的聖靈果子，踏上美麗的彩虹路。

陳健星  陳沛充  張潔瑤  卓  瀅

趙嘉傑  何敏妮  洪珮霖  洪逸明

郭浩然  黎倩儀  樓一婷  李珈昊

廖楚民  勞俊傑  文婉珊  巫卓敏

魏理聰  魏天樂  冼茗萱  譚慧珊

黃振曦  謝紫琪  楊文傑

2B

班徽

班呼

2C叻又醒！2C乖又靜！2C活潑又精靈！

陳美因  陳倩怡  張凱俊  曹均珮

周文進  康韻馨  葉恆超  黎嘉琪

劉鈞賢  李恩池  梁皓棠  李勇威

麥兆榮  莫許烙  吳日酮  彭浩添

冼茗慧  曾子瑤  黃麒祐  黃少琼

邱學俊  易智澎  姚文彬  練偉皓

2C

班主任感想 (郭楚恩老師)

2C班24個「BB」都是我的心肝寶貝。今年首次當上初小班主任，起初怕會「疏忽照

顧」，後來才發現2C班個個都是精靈能幹的活寶貝：能言善辯、身手敏捷、敢於直

言、樂於助人……記得老師要你們寫下「小時候看大理想」嗎？希望你們從小就有理

想，朝著理想奮鬥！祝願天父每天庇護著你們，有著健康快樂的童年，茁壯成長！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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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1C班小蜜蜂  愛助人勤做工  常喜樂跟主腳踪

班主任感想 (沙愛茜老師)

綿羊是一種給人感覺乖巧、順服而帶點傻氣的小動物。

而3A班的小朋友也是一樣，他們個個也是小可愛。

陳巧兒  陳國輝  陳美文  張文傑

鍾敏妮  方嘉希  HENNA  嵇文萱

郭振成  郭羽軒  鄺允康  劉曉峰

劉英敏  李巧如  盧芷菁  陸華昌

麥嘉怡  顏文軒  岑民謙  蕭家朗

譚國鋒  曾樂怡  謝宗衍  黃嘉豪

黃栢君

3A

班徽

班呼

3B  3B  全新BB  每天進步  一「睇」就知

陳迪鴻  陳梓聰  鄒  薇  張澤銘

張詠心  何炎柯  郭志威  黎子健

林  瑩  梁美琦  麥兆榮  文健麟

吳卓敏  蕭億駿  譚志城  鄧卓盈

鄧嘉麟  溫傢竣  溫文妮  黃雅君

黃穎芯  葉文杰  黃希嵐

3B

班主任感想 (李家明老師)

3B班每位同學都有無窮無盡的潛質，只要加點自信，加點恆心，

相信每位同學也能將他的優點展現出來，努力啊！3B！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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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3C班，小嘴巴，專心上課人人讚他/她

班主任感想 (吳敏蕊老師)

在3C班的班房裏，總會聽到同學的笑聲。3C班的每一位同學都喜歡表達

自己的意見、喜歡和老師分享你們的生活經驗，更喜歡老師讚賞你們 :) 

時間在不知不覺間流走了，你們將升上四年級，希望每一位同學除了在

學業上能更進一步外，亦保留著那顆赤子之心。

陳嘉俊  陳瑞軒  陳梓彥  鄭志鵬

張卓玲  張凱雯  何兆君  郭嬡宜

鄺允傑  劉振星  羅文駿  梁芷瑩

李頌賢  李慶暉  呂秀慧  麥珈霖

吳嘉銳  彭利盈  譚少盈  鄧錦勝

黃樂勤  黃偉強  楊杰豪  楊汶欣

鄧智峰

3C

班徽

班呼

信望愛,3D人人都有信望愛,Yeah ! 

3D believes in faith, hope and love.

歐曉華  陳美婷  陳葆真  陳子藝

陳芷珊  周俊濠  鄭嘉穎  張詠詩

符史婷  江海緯  梁婉君  李浚匡

凌耀宗  廖凱威  廖美琪  盧志康

盧淑慧  魏理俊  戴娜婷  謝文謙

謝明珠  黃  曦  王嘉欣  黃寶瑜

楊浩賢  嚴亮焜  葉峻豪  余杰雄

袁瑋彤

3D

班主任感想 (梁滿英老師)

感謝主！祢將廿九個有不同優點及特質的小朋友帶到3D班，使課室裏充滿

喜樂和生氣，令教與學都成為樂趣。求主祝福3D的同學，各人都能身心健

康地成長，祝福家人，祝福社會。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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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太陽花，我愛他，充滿希望笑哈哈，3E班是頂呱呱，成績一定誇啦啦

班主任感想 (胡心屏老師)

3E班的同學就像太陽花一樣，充滿了生氣。他們大部分同學都積極、努力學習，只

是還有小部分同學需要再加把勁兒。我希望3E班裏27朵向日葵可以茁壯成長。加油

啊！親愛的3e班同學！

陳建晴  陳穎茵  鄭德豪  鄭天芯

張展豪  張文軒  張思婕  莊芷敏

丁嘉樂  馮婷婷  馮盈洛  江曉彤

羅曼婷  李雪怡  梁恬榕  李文靜

李祖瑜  呂明慧  吳咏瑤  魏卓怡

單堯靖  戴洋洋  謝天偉  蔡康富

黃觀濤  楊  燕  姚詩慧

3E

班徽

班呼

4A乖，4A醒，4A頭腦好清醒，4A活潑又精靈

陳俊成  陳潔儀  陳榮鋒  陳永佳

鄭焯瑩  張嘉順  周詠昭  蔡任樺

樊銘裕  何梓溶  高悅華  黎永鏗

劉建邦  羅雨柔  馬啟仁  鄧文俊

蔡江鴻  徐志穎  溫華駿  王晶婷

王可楓  黃冠恆  謝婉淳  楊世榆

葉展成  袁曉琳

4A

班主任感想 (賴佩盈老師)

4A班給我的感覺如同我們的班呼一樣，真的是活潑又精靈。大多數的同學都

很樂於幫助老師。可能有時會比較頑皮貪玩，但心地都是善良的。不過，有

部分的學生真的不夠用功。希望4A班能努力學習，發掘自己的潛能。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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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道德榮耀我哋勁！4 B  4 B勤又醒！耀出佳績創名聲！

班主任感想 (梁偉健老師)

轉眼間又到了學期終結的時候，回顧你們在這學年的表現，不論在課堂

規律及行為表現上，確實比學期初時大有進步，我期望你們能繼續努

力，爭取更好的成績。

陳嘉荣  陳廣明  張芷玲  蔡秋杰

莊樂華  馮羽成  何德偉  祈卓威

黎家柏  林敬創  劉志銘  羅健強

李文淵  李美莉  文嘉維  莫艷珠

石穎彤  鄧嘉欣  謝偉業  黃樂儀

丘志華  袁嘉豪  葉智君  邱蔓遙

4B

班徽

班呼

4C 班，棒!棒!棒!動靜皆宜不簡單，努力讀書不懶惰，守時有禮，讚!讚!讚!

陳麗盈  陳旭俊  鄭漢生  鄭嘉森

鄭詩淇  趙詠賢  朱雪兒  朱尉霖

馮鎮星  符慧兒  何頌恩  何敏怡

郭善衡  劉翊翹  劉德明  樓一瑩

李嘉儀  梁芷柔  連浩彬  倫佩文

麥智榮  文楚儀  莫家俊  吳汶澔

潘柱鋒  冼冠傑  戴  瀅  鄧韻然

尹嘉慧  黃靖婷  黃浩霖  黃雅筠

黃惠琳  黃詠賢  王游達  楊  政

葉志權  葉俊彥  余嘉豪  祝金燃

4C

班主任感想 (羅秀萍老師)

今年的四C班，人數比以往增加了十幾人，課堂也熱鬧多了。雖然有時新加

入的同學還不怎麼習慣用普通話交談，但也有很大的進步。看著同學們上

課的反應，流利地用普通話朗讀課文和回答問題，讓我感受到小朋友的語

言能力真的很強，只要提供適當的語境，加以訓練，就會有好的效果。4C

班，你們要繼續努力呀！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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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4D至醒﹗4D至勁﹗4D個個是精英﹗

班主任感想 (蔡偉基老師)

4D班同學喜愛閱讀，求知慾強，個個都充滿活力、動感和朝氣，上課時總是充滿歡

笑的。希望你們能夠像雄獅般渾身是勁，積極進取，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陳俊軒  陳俊華  陳國賢  陳紫珊

朱麗怡  艾菲素  德  欣  何曉晴

何東宇  高家龍  林瑋強  劉嘉慧

李嘉淇  李國俊  李文濤  李安琪

李健諾  劉嘉欣  盧靜嵐  吳倩欣

石健安  曾文達  溫子鋒  黃俊宇

王嘉俊  王嘉瑤  黃寶明  任嘉豪

葉家銘  黃兆爾

4D

班徽

班呼

4E people, smart and helpful.

陳駿杰  陳衍綽  陳建誠  陳念孝

陳宝欣  陳思齊  陳  瑋  張曉琳

朱家欣  徐靖雯  馮創毅  馮嘉杰

馮子恩  馮盈峰  何靜怡  葉綺珊

簡海俊  簡家輝  關嘉樂  郭俊銘

黎燕婷  李崇威  李詠梅  梁惠琳

梁瑋桐  梁荣鋒  戴心怡  鄧心瑜

湯愷怡  黃承軒  黃思慧  黃綺玲

楊顯鋒  楊銘傑  俞可程

4E	

班主任感想 (蔡麗玲老師)

我欣賞你們自覺和做事有效率。有智慧的人，除了腦筋靈活外，他還懂得分

配時間、做適當的事、多思考和探究。4E的同學，要成為有智慧和樂於助人

的人啊！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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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5A融洽又有禮   學習積極又專心  齊心盡展我所能

班主任感想 (李靜儀老師)

第一年接觸5A班同學，發現他們很喜歡說笑，所以班房裏常出現笑聲。盼

望看見他們在學業和品德上的長進，做到守規自律，勤奮互愛的一班。

陳  浩  陳健超  陳諾行  陳寶儀

陳寶玉  陳佩琪  陳珮兒  朱國威

鍾敏珊  馮淑敏  何安琪  許雪欣

簡善樂  簡詠儀  賴藝偉  林嘉韻

林緯培  李文靖  梁俊偉  梁耀榮

麥裕熙  文慧儀  巫家華  德  文

譚浩然  黃智豪  黃頌賢  黃婉蓉

楊焯軒  余靜茵  袁慧儀

5A

班徽

班呼

5B5B個個醒，以禮待人人人讚，Yeah!

陳建林  陳竟欣  陳詠婷  陳婉盈

張錦怡  趙嘉華  鄧美思  洪慧欣

黎匡言  林浚麒  劉慧玲  羅芊豆

羅竣鴻  羅兆聰  梁翠儀  梁婉婷

李美慧  廖潁琳  羅凱隆  陸嘉愛

莫建樑  彭雄威  潘浩然  曾嘉偉

曾家瑤  曾煜權  徐澄澄  黃大楊

黃穎珊  王詠宜  邱觀鵬  姚迦俊

練旖琦

5B

班主任感想 (王偉玲老師)

感恩的心，為我們創造了奇蹟。而我們要做的只是問一問自己：究竟什麼東

西是我們注意的焦點？只要我們把焦點放在好的事情上，人生將會打開新局

面，因為如果你每天皆心存感恩，每一天你也會擁有快樂與滿足的時刻。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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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同心合力  互相幫助  5C一定有進步

班主任感想 (任淑貞老師)

親人會死、孩子會哭鬧、情人會變心，我們會老、會生病……。人生充滿變數與苦

痛，我們不可能總是順心如意。因此我們不要為了生活享受而奔波忙碌，卻忘了去

享受生活。快樂與苦惱，都是靠自己追尋的，希望每一個人都懂得珍惜目前，享受

每一秒。

陳翠珊  陳曉婷  陳琼欣  陳國維

陳麗珊  陳鈺霖  張雯愉  張紫依

莊詠嘉  何偉鋒  許敏婷  葉梓頌

江俊傑  林嘉倩  林錦玲  劉梓雋

劉燃芳  李皓智  梁嘉誠  梁念祖

梁穎思  羅儀燁  莫兆鏗  吳咏琪

薛振鐘  謝諾源  溫文旭  黃翠琳

黃振威  黃柏鴻  王偉超  周海盈

5C

班徽

班呼

5D、5D，同學愛心係多D，上堂表現係醒D!

陳樂恒  陳艷明  陳婉琳  鄭淑芬

鄭思敏  卓文杰  蔣文權  周家進

葉惠婷  江智勤  龔傳硯  林栢森

李俊華  李庭軒  梁桂恩  梁詠欣

李信鈞  馬嘉麗  潘凱彤  戴娜娜

譚  楊  謝灃杰  溫學艷  尹麗媚

溫宝欣  黃浚賢  黃可怡  楊祥鴻

姚文榕  姚穎詩  余詩敏  鄭麗儀

5D	

班主任感想 (林敏儀老師)

從你們對同學的接納，對新同學的照顧，你們完全地實踐了班呼的精神：

「5D、5D，同學愛心係多D」。感謝天父讓我能擔任你們的班主任，好讓我

看見天父給你們各人的善良和恩賜，願你們繼續努力，明年能考上一間好

中學。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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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5E有48粒星，粒粒閃耀盡精英！

班主任感想 (陳振崑老師)

孩子們，你們知道嗎，你們每一個都是極美麗的，祝福你們活得幸福、快

樂，深願你們能各自發揮天父給你們的能力，為其他人們帶來祝福，這廖

廖數字無法表達我對你們深切的期望，我疼愛的

孩子們，努力呀！

歐嵐烽  陳芝平  陳松松  陳科伊

陳廣效  鄭嘉慧  張美萍  曹覺亨

周子為  周耀東  朱世傑  秦煒程

鍾鎮滔  丁嘉兒  馮麗盈  何慧姿

黃文浩  關梓謙  林悅莊  劉翠瑚

劉韻儀  李嘉慧  盧子威  麥慧中

萬思恩  譚安琪  鄧俊朗  曾俊棋

曾昊彬  蔡錦輝  黃靖菲  黃曉鈴

黃海儀  胡兆昌  胡  苡  楊翠珊

楊斯顯  楊雨山  葉翠儀  翁偉傑

5E

班徽

班呼

5F，5F！ We are the best！

陳志豪  陳可兒  陳健登  陳佩兒

陳沛如  陳咏欣  周燕琳  鄭文敏

張碧雅  張婉善  周圳榮  莊文蕊

周聖高  鍾  妮  鍾宏業  何杏梓

康韵詩  郭咏欣  鄺旭英  李  禎

李嘉玲  李倩盈  梁嘉銘  凌諾豪

廖綺婷  羅志強  羅志偉  盧易翔

雷淑然  文嘉敏  莫志健  莫慧婷

吳維達  吳慧如  伍恩儀  蕭寶華

曾素如  黃俊軒  黃啟彥  黃耀賢

5F

班主任感想 (鄧鳳珠老師)

幸福，往往是身受時不知，失掉後才覺可貴。所以不要為自己沒有的悲傷而活，

要為自己擁有的歡喜而活。

你有沒有四肢與眼睛可用？有沒有關心及愛你的父母及師長？有沒有一本想看的

好書？有沒有想吃的美食？一個想看的電視節目？一次你等待的旅遊呢？

親愛的5F班同學，把你擁有的美好事物寫下來，數算你的幸福，

就會活得感恩，並懂得謝謝天父的厚愛了。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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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女仔琴棋書畫樣樣精、男仔各樣運動無得頂！

班主任感想 (林偉杰老師)

親愛的6A班同學，今年我們一起設計的班呼－「女仔琴棋書畫樣樣精，男仔各樣運

動無得頂」，相信用來形容你們是最貼切的！雖然今年我們一起相處的時間有限，

但你們每張可愛天真的臉孔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中，成為美好的回憶！

歐偉聰  陳繼森  陳廣朗  陳蔚珊

張曉彤  張淑芬  鍾仕彪  馮詠恩

韓梓維  林巧玲  劉麗虹  劉善芯

羅家俊  羅永超  梁明智  李鍵朗

呂英豪  吳健城  吳佩孚  潘進華

鄧婉雯  黃美君  任嘉欣  邱美雪

楊靜欣  袁智仁

6A

班徽

班呼

6B 6B is the best! Smarter and brighter than the rest!

陳俊康  陳曉鋒  陳曉文  陳嘉慧

陳慧光  鄭筠穎  鄭玉蓮  張志威

張家俊  張穎霖  張詠梅  池小麗

馮廣傑  何倩儀  何文豪  羅詠儀

李振宗  李綺琪  李彥樺  梁頌恩

李子安  連可君  文睿熙  莫昌達

吳加裕  潘芷晴  曾鎧鎣  曾凱如

曾子婷  曾慧晴  謝浩然  王家欣

王葉菁  胡嘉琪  殷嘉琳  邱雅媛

嚴竣騰  葉子雯  姚雅慧  袁楚熒

6B	

班主任感想 (伍捷盈老師)

6B班的吉祥物揮動著手，並臉帶笑容，這正好代表了6B班同學開朗、友善

及樂觀的性格。吉祥物腳踏彩虹及流星，雨後的彩虹及夜空中的流星為人

們帶來希望，期望6B班的同學能積極面對未來，享受愉快的中學生活，並

祝願前途無限!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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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班呼

6C 6C，個個日日錫老師，女同學個個似西施，男同學個個鐘意唸詩，全班

最靚仔嗰個係龐老師

班主任感想 (龐立剛老師)

感謝你們，感謝你們讓我過了愉快的一年，感謝你們讓我在這一年肥了二十多

磅，我很珍惜及懷念跟你們上課時快樂的時光，午飯時的閒聊及搞作，我會將這

視為珍貴的回憶，好好地保存著。

當然，我對你們是充滿期望的，我期望你們能作正直、善良的人；我期望你們有

自己的理想，不要迷失；我期望你們不要作自私的人，做任何事之前也應考慮對

其他人的影響，當然能幫助別人就更好了! 

希望你們也享受這年共渡的時光。

陳慧嫦  趙婉婷  周文傑  周耀聰

鍾嘉俊  許曼芙  許偉誠  簡海傑

劉姿柔  劉佳妮  羅子朗  羅尉之

羅綺婷  李港龍  廖致顥  麥智豪

潘伯銘  蘇裕誠  唐智盈  曾佩淇

黃敬堯  邱嘉美  楊曜康  楊珮琳

葉龍少

6C

班徽

班呼

6D，6D，我哋至堅，女仔夠靚，男仔夠IN！

陳浩賢  卓麗虹  張國軒  蔡忠欽

鍾岡志  馮浩賢  謝龍觀  景嘉浩

鄺海銓  黎海欣  劉楓華  劉浩然

李秀眉  李嘉慧  廖詩敏  麥嘉軒

麥梓聰  危子豪  湯雪恩  黃曉雯

黃國生  黃美鈺  黃潘朗  葉雅晴

葉沛瑩

6D

班主任感想 (樊潤輝老師)

一年轉眼間又過去了， 回想起這段日子，真是百感交雜. 無論是好是壞，是苦

還是甜， 都差不多是時候告一段落了.在這裏，我送給你們一句話， 希望你們

能記在心中:你們要靠自己的雙手開拓道路，種怎樣的因，就會結怎樣的果。努

力吧!

班窩精神



83

校風及學生支援

班徽

班呼

堅毅、勤奮、快樂

班主任感想 (陳美穎老師)

你們是一群天真、活潑、乖巧、勤奮、惹人疼愛的孩子，在你們身上我幾乎找不到

可以挑剔的地方.眼看著時間一天一天的流逝，你們即將走出校門，心中縱使有千

萬個不捨得，但也要強忍住淚水，輕輕地說聲:孩子們多多保重! 我知道你們會帶

著老師平日的教誨和提醒展開雙臂﹐振翅高飛﹐實行我們的班呼:擁有一顆堅毅、

勤快、快樂的心，勇敢地向前走，鳯生命揚帆前進，駛向碧波滔滔的大海……

最後容許我再喊一次:「親愛的6E班」再見了!無論你們走到那裏，請相信自己的能

力，只要你們肯，你們便能做到。在我眼裏你們

永遠是最棒的，我以你們為榮!

陳秀珠  陳  圓  陳旭鋒  鄭宛霖

張潔琛  張德文  莊漢俊  方翠柔

許安娜  葉綺雯  鄺嘉雯  郭翊翀

賴振興  黎家偉  劉曉彤  劉淑瑩

駱緯賢  麥梓淘  麥永權  吳俊賢

潘梓筠  邵峻軒  冼熙諭  戴文鈺

鄧佩珊  鄧雪婷  鄧依雅  曾杰南

溫坤儀  黃俊發  黃曉盈  黃穎怡

胡馨月  邱展浩  邱學豐  楊秋月

楊志偉  楊曦憧  俞可欣

6E

班徽

班呼

Go!Go!Go!

陳軒怡  陳樂怡  陳思煥  鄭竪羲

張家樂  張壽泰  蔡嘉銘  何閏楸

許珊珊  葉漢森  關婷宜  黎兆軒

劉妍君  羅俊宗  梁碩麟  梁芷晴

李奮達  馬浩飛  吳燕珊  魏國駿

杜朗程  曾文佩  謝曉峰  謝國豪

6F

班主任感想 (林詠恩老師)

希望各位同學能發揮你們的所長,努力向前,不輕言放棄。

班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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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信

家長日/升中家長晚會

家長義工隊

鍾校長與耀道中學柳校
長親自解答家長的提問

四位家長義工與鍾校長齊齊切蛋
糕，慶祝家長資源中心成立五週年

在答問時間中，家長積
極提問有關升中問題

家長義工正協助學
生量度書包重量，
真是辛苦你們了！

家長十分專心聆聽升中派位之方法及程
序，可見她們極為關注子女的升中問題

在「學科挑戰日」那天，家長義工擺
設的「美食亭」，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她們就是為學校作出無私奉獻的家長義工，感謝你們的辛勞！

學校盼望每位六年級同學都能入讀最切合同學能力及興趣的中學，讓他們各方面的潛能都得以充份發揮。故學校於

上、下學期均設升中家長晚會，為家長講解升中派位之方法及程序，好讓同學能升讀心儀的中學。

為了促進及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學校的家長義工隊逢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都由一隊義工隊當值，以協助及支援學校

的各項非教學工作，從而減輕老師的工作量，衷心感謝你們對學校作出的貢獻。

家校共融

校長定期也向家長發出家書，將學校的近況與新發展一一細

說，希望家長能更了解校園的情況。

家校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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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午膳供應商遴選

家長教師會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繼續舉辦親子活動、家長講座等以

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和溝通。此外，家長教師會亦協

助本校監察午膳供應商遴選事宜，以及撥款贊助「全年

英文科成績躍進獎」之獎學金，這更進一步提高家校合

作的力量。

家長們齊來參與試食，就
食物的款式及質素來評分

其中一間午膳供應商的員工正
為同學們講解食物的營養成份

為選取08/09年度午膳供應商，學校在進行招標

工作後，於6月6日舉行了午膳供應商試食會，以

投票結果作為其中一項評審準則。當天約有120人

出席試食會，其中包括教師、家長代表和學生代

表，出席者就味道、款式及付款方式等作評審準

則，投票選出來年度之午膳供應商。

最後經本校午膳監察委員會(成員包括教師代表及

家教會家長委員代表)討論，根據試食會的投票結

果、午膳付款方法、公司規模、營運經驗以及行

政支援等準則，順利選出下年度午膳供應商。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就職禮暨會員大會

新春自助餐 新春自助餐安排抽獎環
節，圖中為家教會主席
（右一）與得獎家庭合照

家教會與本校合辦「健康
上網樂趣多」家長講座

親子一天遊

副主席
鍾校長

副主席
楊秀玲女士

文書
陳詠欣主任
龐立剛老師

司庫
梁歡群女士
陳婉詩主任

總務兼宣傳
鍾秋娣女士
蘇詠賢主任

康樂
馮健敏女士
樊潤輝老師

增選委員
張艷玲女士  伍雪雲女士  林冬梅女士  梁宇紅女士  
劉日芳女士  王偉玲老師  陳振崑老師  林敏儀老師

主席
張雷女士

顧問
梁滿英老師
曾鳳英女士

義務核數
劉達榮先生

07－08年度架構

家校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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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6B嚴竣騰 6B連可君 6E楊曦憧

各班代表上台授憑後，
與主禮家賓中聯辦賴勇
平副處長拍攝留念

小二
2A洪美欣 2B陳健星 2C曹均珮

小四小五
5F鄭文敏 5E黃海儀 5E萬思恩
4E馮嘉杰 4E楊銘傑 4E梁榮鋒

全體畢業生藉着歌聲來向老師及
家長表達謝意，場面相當感人

每位畢業生均會上台接受梁大輝校董及鍾校長之祝賀

小一
1A吳維民 1B凌諾冰 1C盧淑明

小四
3E吳咏瑤 3D盧淑慧 3D廖凱威

傑出體藝獎
6E陳 圓 6E陳旭鋒

耀小精神獎
6E鄭宛霖 6C廖致顥 6C葉少龍

名級傑出學生

畢業禮

本年度學生分組概況

第八屆畢業禮於7月4日晚舉行，當晚節目相當豐富，除有授憑儀式、頒發各獎項、畢業生獻唱外，還有英語話劇等

節目，讓每一位畢業生都留下一次難忘的回憶。

本學年各級的傑出

學生分別在畢業禮

或結業禮中獲頒發

獎狀及獎學金，以

示鼓勵，恭喜！恭

喜！

*獲派首三志願學校之學生人數佔83%

學生學業成就

06-08年度小六派位結果

本年度共有約六成的學生(學生人數178人)升往Band 1及Band 2中學。

本年度派獲位概況

●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 趙聿修紀念中學

●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 元朗商會中學

●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 元朗公立中學

● 天水圍官立中學

● 元朗信義中學

●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 香港中大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學生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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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年度學生非學業成就統計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元朗區小學校

際陸運會

男子乙組100米 冠軍 5F 陳志豪

男子乙組60米

跳遠

亞軍

冠軍
5D 黃浚賢

女子乙組100米 冠軍 5E 譚安琪

女子乙組200米 冠軍 5B 梁翠儀

女子甲組100米 冠軍 6E 劉曉彤

女子甲組鉛球 亞軍 5B 曾嘉瑤

男子公開組200米 亞軍 6A 羅永超

男子丙組4×100米接力 殿軍
3A 譚國鋒 3B 文健麟 3C 劉振星 4A 黎永鏗

4A 楊世榆 4C 莫家俊

女子乙組4×100米接力 冠軍
5B 梁翠儀 5B 張錦怡 5E 譚安琪 5E 李嘉慧

5E 張美萍 5F 莫慧婷

女子甲組4×100米接力 季軍
5E 鄭嘉慧 6A 張淑芬 6B 王家欣 6C 邱嘉美

6E 劉曉彤 6E 楊秋月

第一屆國慶盃

青少年田徑錦

標賽

女子C組60米

女子C組100米

第四名

第六名
6E 劉曉彤

男子D組60米

男子D組100米

冠軍

冠軍
5F 陳志豪

女子D組200米

女子D組100米

女子D組60米

冠軍

第四名

第五名

5B 梁翠儀

女子D組100米 第八名 4E李嘉慧

灣仔區田徑 

公開賽

男子D組60米

男子D組200米

男子D組跳遠

冠軍

冠軍

季軍

5F 陳志豪

女子D組100米 亞軍 5B 梁翠儀

女子D組60米

女子D組100米

季軍

季軍
5E 譚安琪

女子D組60米 冠軍 5E 李嘉慧

男子D組4×100米接力 冠軍 4A 黎永鏗 5D 黃浚賢 5E 曹覺亨 5F 陳志豪

女子D組4×100米接力 冠軍 5B 梁翠儀 5E 李嘉慧 5E 譚安琪 5F 莫慧婷

元朗區學界排

球比賽
排球比賽 亞軍

5A 德  文 5F 陳志豪 5F 羅志偉 5F 羅志強
5F 盧易翔 6D 黃潘朗 6E 陳旭鋒 6E 邱展浩
6E 黃俊發 6E 邱學豐 6E 黎家偉

葵青區田徑 

公開賽

男子D組100米

男子D組200米

冠軍

冠軍
5F 陳志豪

男子D組60米 亞軍 5D 黃浚賢

女子D組200米

女子D組60米

冠軍

亞軍
5B 梁翠儀

女子D組60米 季軍 5E 李嘉慧

男子D組4×100米接力 冠軍 4A 黎永鏗 5D 黃浚賢 5E 曹覺亨 5F 陳志豪

女子D組4×100米接力 冠軍 5B 梁翠儀 5E 李嘉慧 5E 譚安琪 5F 莫慧婷

學生非學業成就

學生在校際及課外活動等方面的表現，以及其他傑出的成就：

學生非學業成就



88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第六十一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比賽

中文聖詩比賽(高級組) 優良 四至六年級詩班

中文聖詩比賽(中級組) 良好 三至四年級詩班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 2B陳沛充 5D鄭淑芬 6B連可君

良好 6B鄭筠穎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4C陳旭俊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5E胡 苡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5E李嘉慧 6E陳旭鋒

優良 6B姚雅慧 6B冼裕盈 6E俞可欣

良好 4E湯愷怡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4E梁惠琳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 5F張婉善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亞軍

2A徐芷由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4C文楚儀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4C朱尉霖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季軍

5E楊斯顯

五、六年級男女子普通話集誦 6E

五、六年級男女子粵語集誦 5D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優良

2B樓一婷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2B黎倩儀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2B譚慧珊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4C劉翊翹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4C樓一瑩

三、四年級男女子粵語集誦 3A,3B,3C

三、四年級男女子普通話集誦 4C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6E陳圓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6E黃穎怡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6E劉淑瑩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良好 5E秦煒程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一至三年級男女英語集誦

冠軍

2B,3D

五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5E李嘉慧

六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6E陳圓

六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亞軍 6E楊曦憧

四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季軍 4E梁惠琳

三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優良

3E劉子祈

五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5E黃海儀

五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5E萬思恩

五年級英文詩詞獨誦 5E陳科伊

三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良好

3E謝天偉

五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5C吳咏琪

四至六年級男女子英語集誦 6B

學生非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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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全港十八區(天水圍區)

小學數學比賽

數學遊蹤 殿軍 5E 黃文浩 5E盧子威

數學比賽 全場總冠軍
6B 嚴竣騰 6E 莊漢俊

6E 陳旭峰

數學智多星 亞軍 6E 莊漢俊

第八屆伯裘盃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暨

數學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數學比賽暨數學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亞軍及最富創意獎

5B 陳竟欣 5B 莫建樑

5B 鄧美思 5B 黃大楊

5B 練旖琦 5B 黃穎珊

5B 陸嘉愛

優異獎

5B 陳婉盈 5B 張錦怡

5B 李美慧 5B 王詠宜

5B 羅芊豆 5B 廖潁琳

5B 陳建林 5B 曾煜權

5B 趙嘉華 5C 羅儀燁

5C 張雯瑜 5C 陳鈺霖

5C 林嘉倩

2008友校小學

數學競技邀請賽

數學競技邀請賽

一等獎 6E 陳旭鋒

三等獎
5E 李嘉慧 6B 嚴竣騰

6B 陳俊康

六年級組計算競賽 亞軍
6B 嚴竣騰 6B 陳俊康

6E 陳旭鋒 6E 莊漢俊

2008香港小學

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二等獎

計算競賽二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6B 嚴竣騰

總成績三等獎

計算競賽三等獎 6B 陳俊康

總成績三等獎

數學競賽三等獎
6E 陳旭峰

計算競賽三等獎 6E 莊漢俊

第十五屆香港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比賽 銅獎 6E 陳旭鋒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香港電台

「第四屆傳媒初體驗計劃」

模擬新聞採訪比賽

小學錄像組
全港亞軍

6E 劉曉彤 6E 許安娜

6E 楊曦憧 6E 劉淑瑩

小學錄像組

全港最佳創意獎

全港最佳新聞報導員

最後五強

優異獎

5E 萬思恩 5F 吳慧如

6E 葉綺雯 6E 陳  圓

小學報刊組 優異獎
5F 鍾  妮 5F 凌諾豪

5F 陳咏欣 5F 張碧雅

學生非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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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新界鄉議局主辦第二屆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選舉

獲選成為十大

傑出學生之一
5E 黃海儀

學校戲劇節2008 戲劇比賽

傑出劇本獎

《童夢圍城》

陳詠欣主任

6E 陳  圓

傑出女演員 6E 陳  圓

傑出合作獎 戲劇組

教育局與香港教育

城主辦「奧運精神」及

運動示範短片創作比賽

小學組奧運精神短片創作 全港亞軍
6D 李嘉慧 5B梁翠儀

黃盛源先生 (IT組)

小學組運動示範短片創作 全港亞軍
5F 陳志豪 5E 譚安琪

黃盛源先生(IT組)

天水圍青年協會主辦的

有情人元宵攤位設計比賽
有情人元宵攤位設計比賽 冠軍

5C 林錦玲 5B 李美慧

5B 羅芊豆 5B 鄧美思

5B 陳竟欣 5B 王詠宜

5B 廖潁琳 5B 張錦怡

「童」享無煙

環境相片大募集

「童」享無煙環境

相片大募集 (高級組)
亞軍 6E 曾杰南

數碼媒體由我創

2008一保育特工隊
3D動畫(小學組)

季軍

最佳技術應用獎

5D 陳婉琳 5D 余詩敏

5E 陳科伊 5E 林悅莊

5E 黃海儀 5E 葉翠儀

5E 楊斯顯

元朗區小學生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故事演講比賽 優異獎 5F 吳慧如

「天水圍的孩子」

獎勵計劃
天水圍的孩子 獎學金 6B 嚴竣騰

「我愛媽咪」

對話設計比賽
對話設計比賽(高級組) 冠軍 6E 駱緯賢

香港視覺藝術節07-08

會行會走的藝術品視

藝創意大巡遊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小學組)
優勝獎 5F 康韻詩

入圍獎 6E 鄭宛霖

2007元朗區

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普通話朗誦比賽 銅獎 4C 文楚儀

TVB主辦─Da Da De De識

多D兒童數碼攝影比賽
數碼攝影比賽(高級組)

入圍獎

最具趣味獎
5A 麥裕熙

最具溫馨獎 6E 鄭宛霖

入圍獎

5B 陸嘉愛 5F 曾素如

5F 蕭寶華 5F 鍾宏業

5F 康韻詩 6C 許曼芙

6E 黃曉盈 6E 劉曉彤

6E 曾杰南

香港小學學界跆拳道

套拳比賽
男子黃帶組 冠軍 4C 潘柱鋒

學生非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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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朗誦節

第6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在這次校際音樂比賽中，初小和高小詩班均獲得良好和優良成績，我們會繼續努力，將天父給我們的唱歌恩賜，以歌

聲將榮耀歸與天父。

經老師和同學們的努力，我們取得了英文朗誦

節一至三年級男女英語集誦冠軍，厲害嗎？

高小詩班

同學們在比賽前作最後練習，個個都信心十足，做到最好

初小詩班

學生非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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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三屆中小學聯校陸運會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假天水圍運動場舉行。雖然當日天氣比較清涼，但

運動場上健兒激烈的比賽，看臺上同學熱烈的加油聲，令整個陸運會的氣氛也熾熱起來。

各就各位，預備，Go！

衝線的一剎那！ 排除萬難，向着目標前進

參加親子比賽獲得獎項，心情特別興奮

看吧！是否充滿動感？ 在聯校陸運當天，舉行了一場精彩絕倫的中小學師
生足球比賽，讓老師及同學有一次同場比賽的機會

聯校陸運會

聯校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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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訓練

本校除了注重學業成績外，亦著重學生的體育發展，因此特別設有不同的長期訓練。本校的運動隊伍包括：田徑隊、

籃球隊、排球隊、足球隊、花式跳繩隊等。

排球隊

足球隊

運動校隊

籃球隊

花式跳繩隊 田徑隊

運動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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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體 報 導

星島日報 
07年11月20日

星島日報 
08年2月21日

奇妙恩典2008年2月號

94媒 體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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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S & Bounds 跳蹦蹦07年秋季號

95 媒 體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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