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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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卓越鍊剛毅熱切求真

效基督學捨己榮神愛人

辦學宗旨

校訓

辦
學
宗
旨
及
校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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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團
校
董
會
架
構

梁小甜牧師

楊建強牧師

余達心牧師

朱琼玉女仕

袁月梅博士

梁林天慧女仕

法團校董會成員

梁大輝先生

校監

辦學團體校董

鍾頴欣女士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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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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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崑老師

羅秀英女士

郭楚恩老師

梁宇紅女士

教師校董

家長校董

辦學團體校董

柳子權校長劉文輝先生 倪紹強先生 張豐先生

法
團
校
董
會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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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事
件
簿

9月1日 開學禮

9月30日 中秋晚會

8月25日 金巴崙長老會教師退修日

9月3日 領袖生立願禮

8月19日 優質教師工作坊

09 - 10 年度大事年表

10月10日家長日及家教會就職典禮

10月16日 乘風航海上歷奇活動

11月26日 秋季旅行
11月28日 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12月13日 十周年校慶感恩慶典

12月21日 聖誕感恩晚會
12月21日 聖誕感恩晚會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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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 新加坡交流團

4月1日 黃埔軍校

2月23日 聯校陸運會

3月31日 南山學習生活體驗日

2010年1月18日 常識科戶外學習日

5月29日 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5月24日 西藏考察團到訪

6月25日 劉村小學交流會

6月26日 幼稚園伴讀計劃畢業禮

7月2日 第十屆畢業禮

7月5日 謝師宴
7月14日 結業禮

校
園
事
件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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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周
年
校
慶
活
動

嘉湖銀座舉行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2009年11月28日，耀道小學假嘉湖銀座商場舉行了
「十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學習成果展」。當日，我們
邀得友校己連拿國際學校（ESF Glenealy School）
副校長Ms Best 擔任主禮嘉賓。Ms Best除了為耀小
頒發「十周年校慶中文詩歌創作比賽」之獎項外，
亦聯同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青草地幼稚園校長、耀
小一條龍中學耀道中學校長及區內多所幼稚園校
長，主持了簡單而隆重的十周年啟動禮儀式。
隨著啟動禮儀式過後，一連串「英普雙語」之歌
唱、朗誦表演活動，為啟動禮掀起高潮。同學表演
精彩，為十周年校慶啟動禮增添不少歡樂氣氛。

己連拿國際學校（ESF GlenealySchool）副校長

Ms Best為我們擔任主禮嘉賓。

YD亮燈儀式見証十周年校慶活動正式開始。

同學的普通話集誦表演嬴得不少掌聲! 

嘉賓們一同切餅慶祝耀小踏入十周年。

十周年校慶慶典

藉著天父的帶領，學校於天水圍已建校十年，為慶
祝這基督的恩典，我們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全校
師生與天水圍居民共度既歡樂又難忘的時刻。

鍾校長為學校構思了一個名為「Yao Dao Buddy」
的小伙伴，這位「耀道好朋友」，貌似小火焰，身
穿紅衣裳，配上「白色十架」的記號，其象徵著耀
道小學滿載基督火熱的心，肩負基督的使命，將這
火熱的心燃點開去，為該校師生及區內居民帶來喜
樂，宣揚天父的大愛。

十周年感恩校慶慶典暨開放日
學校於09年12月12日至13日一連兩日，舉辦了十周
年校慶第二炮慶祝活動──「十周年感恩校慶慶典
暨開放日」。學校邀請了區內居民到校，同賀耀小
十周年校慶。
當日，耀道小學於內地之姊妹學校──深圳市公明
實驗學校邱世和校長與其校老師及管樂團學生一
行40人專程從內地來到天水圍，參與耀小之感恩慶
典。而該校管樂團，更為典禮演奏序樂，為整個典
禮隆重地揭開序幕。
典禮過後，我們亦安排了英語攤位遊戲、「Yao 
Dao Buddy」留影廊、聖詩點唱站、吹氣彈牀、吹
氣迷宮以及大抽獎等豐富節目，予到場人士於耀小
度過愉快時光，務求讓他們感受耀小在天水位圍植
根十載的喜悅及恩典。 耀小之內地姊妹學校深圳市公明實驗學校，為「十周年感恩校

慶慶典暨開放日」典禮演奏序樂。　

「耀小十周年感恩校慶慶典暨開放日」圓滿結束，一
班勞苦功高的老師及家長拍照留念。

「Yao Dao Buddy」留影廊成為家長與子女爭相拍照之地。

管
理
組
織



9

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5月29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那天正是耀道小學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及兩個校園新建設──遠程教室和
空中花園的開幕典禮。當天，學校很榮幸邀請了律政司黃仁龍司長，以及優質教育基金主席黃振南先生
擔任主禮嘉賓。而黃仁龍司長更為耀小全體師生致勉勵辭，其勉勵令我們十分鼓舞！在一眾嘉賓的見證
下，耀小師生於崇拜當中，一同數算天父的恩典，一同感謝神為耀小帶來的豐碩成果。
　
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數算無盡恩典
本年度，是耀道小學創校第十個年頭。在這十年裡，學校栽培了許多精英，造就了不少傑出學生，這都
是神所賜的恩典。為了感謝天父的保守，學校於5月29日舉行了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將榮耀、成果，全
歸給耶和華。

律政司黃仁龍司長訓勉  高度讚揚耀小學生
在崇拜的過程當中，最令我們感欣慰的，就是黃仁龍司長給我們的勉勵說話。他說了許多令我們感動的
話，藉以鼓勵我們，使我們明白到，居住於天水圍的孩子，不一定較區外的孩子遜色。只要我們有信
心、有機會，就一定成功。他更力讚擔任司儀的同學們，能運用流利英語及普通話主持每個環節。這番
話，帶給我們無限的動力，令我們欣喜萬分，並以此成為我們日後奮發的目標。

薪火相傳  同頌主恩
此外，梁大輝校監及鍾穎欣校長，以「傳光禮」儀式，將基督的光和熱，以及耀小校訓的精神傳給我
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面，我們能做到榮神愛人、追求卓越表現的學生。最後，鍾校長帶領耀小師
生，聯同本校教會牧師、教會代表及家長代表，以一首「獻給我天上的主」呈獻給我們的天父。
當天的典禮得以順利進行，全靠天父的保守。十年已經過去，耀小的每一分子都祈盼著學校將來有更多
個年頭，培育更多人才！    

律政司黃仁龍司長(中)及優質教育基金主席黃振

南先生（左二）擔任感恩崇拜主禮嘉賓，二人於

典禮前與鍾校長（左一）、余校董（右二）及梁

校監（右一）拍照留念。

 

本校紅十字少年團團員，親自為黃仁龍
司長貼上校慶標貼，黃司長笑逐顏開！

崇拜典禮進行前，鍾校長陪同主禮嘉賓
黃仁龍司長進場。

主禮嘉賓黃仁龍司長，為十周年感
恩崇拜致勉勵辭。

耀小同學們細看場刊內的歌詞，用最悅耳的歌

聲獻給天父，以感謝神的恩典。

梁大輝校監（左排後四）、鍾頴欣校長（右排後四）及學生
代表，正以「傳光禮」儀式，象徵「薪火相傳」。

鍾校長帶領耀小仝人，以一首「獻給我天上的主」呈獻

給天上的父神。

十
周
年
校
慶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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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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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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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校園新建設

校外大型橫額

天悅閘數碼資訊站

地下接待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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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新

建

設

一樓走廊活動大海報 一至四樓電錶房門畫

二樓橫樑英語橫額
一樓遠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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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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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建

設

空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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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表
現
評
量
數
據

班級

結構
教職員工編制

全校共21

班，共557

人。

編制內教學人員 編制外教學人員 其他員工

校長 1人 教務主任 1人 外籍英語教師 1人 行政經理 1人

圖書館主任 1人 小班教學主任 1人 學生輔導主任 1人 會計主管 1人

課程發主任 1人 英文科科主任 1人 半職學校社工 1人 行政助理 4人

學校發展及

資訊科技教

育主任

1人 學務主任 1人 校園宣教師 1人 資訊科技及資

優教育培訓

導師

1人

訓輔主任 1人 德育及公民

教育主任

1人 網絡系統支援

統籌員

1人

學生事務

主任

1人 聯課活動助理 2人 校園電視台

技術統籌員

1人

宗教主任 1人 學生支援助理 3人 I.T行政支援

見習助理

1人

資優教育

主任

1人 教師 21人 學校服務員

(包括部份時間)

7人

共 39人 共 4人 共 17人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教師資歷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4人 10%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 37人 93%

教師教學經驗

具有0至4年教學經驗 9人 22%

具有5至9年教學經驗 10人 25%

具有10年或以上教學經驗 21人 53%

其    他
已接受特殊專業訓練的教師 3人 8%

已達英文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12人 100%

管理與組織範疇

教師專業發展

家長對學校的意見

學生對學校的意見

我對學生的學習觀感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
的觀感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5為最高分
1為最低分

我對學生的學習觀感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
的觀感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我對教學的觀感

5為最高分
1為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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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學校的意見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數
據

實際上課日數

小一至小四 186

小五 187

小六 175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中國語文教育 23

英國語文教育 20

數學教育 16

小學常識科 14

藝術教育 8

體育 6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小一至小三 9.2

小四至小六 18.5

參與制服團體或社區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

小一至小三 25

小四至小六 100

學生出席率

小一 99.8

小二 99.6

小三 99.6

小四 99.6

小五 99.6

小六 99.6

5為最高分
1為最低分

我對學
校管理
的觀感

我對校
長專業
領導的
觀感

我對中
層管理
人員專
業領導
的觀感

我對教
師專業
發展的
觀感

我對學
校課程
和評估
的觀感

我對教
學的觀

感

我對學
生學習
的觀感

我對學
生成長
支援的
觀感

我對學
校氣氛
的觀感

管
理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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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支出一覽
項目 金額

薪金津貼 14,218,902

學校及班級津貼 444,587

升降機維修津貼 42,985

中文科 5,727

英文科 4,353

數學科 171

常識科 3,182

體育科 17,244

普通話 518

音樂科 2,376

教務委員會 17,866

聯課活動 8,728

圖書館推廣活動 33,036

訓輔導 7,605

德育及公民教育 7,764

課程發展 59,339

綜合家具 71,817

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附表一) 398,080

學校發展工作 48,000

資訊科技(附表二) 243,909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附表三) 310,000

融合教育(附表四) 989,825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82,910

成長的天空 162,260

小班教學計劃(附表五) 628,405

中文廣泛閱讀 4,016

宗教發展 9,202

學生事務 1,887

資優教育 7,084

設立法團校董會及其他運作的津貼賬 84,973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122,923

英語話劇及戲劇津貼 2,050

綠化校園津貼 22,000

遠程教室 167,300

新來港兒童津貼 31,600

網上校管系統 53,157

資源學校津貼 149,422

環保基金小型環保阬程津貼 240,000

2009/10年度總支出 18,705,203

平均每位學生(共556人)支出 33,642

辦學團體撥款

學生活動及用具支出 178,936

學校基建 154,926

財

政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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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創造空間(附表一)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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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內容 項目 收入 支出

學校發展津貼 09-10撥款 405,667

學校發展津貼餘款 08-09餘款 28,014

提升資訊科技能力 聘用2名I.T技術支援人員 163,405

減輕教師非教學工作 聘用1名行政及文書處理人員 70,875

建立及推廣關愛文化 聘用1名資優培訓員 163,800

合計 433,681 398,080

項目 收入 支出

撥款 259,204

上網專線 每月4,850X12 58,200

Firewall 10,056

其他消耗品 如碳粉、電腦線、電腦配件等 68,553

聘用I.T.技術支援人員 107,100

合計 259,204 243,909

項目 收入 支出

08/09餘款 162,423

撥款 227,143

購買由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提供之學生輔導服務

(提供駐校輔導主任1.5人)

310,000

合計 389,566 310,000

項目 收入 支出

08/09餘款 143,610

撥款 940,000

專業職業治療師服務 49,500

聘用學習支援專任教師 780,255

課程管理 70,000

學生輔導0.5人 90,000

教育資源 70

合計 1,083,610 989,825

項目 收入 支出

08/09餘款 1,884

撥款 638,000

聘用三名小班教學專任教師 628,405

合計 639,884 628,405

財

政

報

告

管
理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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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教職員團隊

第五排： 李德金女士  陳華琼女士  容振成先生  陸廣基先生  鍾凱明先生  潘宏斌先生

黃炳蘭女士  鄧小青女士

第四排： 李家明老師  陳振崑老師  林國榮老師  黃盛源導師  龐立剛老師  胡民漢老師  

梁偉健老師  蔡偉基老師　林麗菁女士

第三排：

　

林宛怡小姐  何嘉敏姑娘  賴佩盈老師  黃嘉莉老師  林偉杰老師  

Ms Siobhan Thomas  鄧詠芝老師  余嘉欣老師  陳名寶姑娘  鍾瑞芬老師  　

吳敏蕊老師  蘇婷老師  樊慧敏小姐　黃港茹小姐  李頴欣老師    　

第二排： 劉敏怡小姐  楊嘉妍老師  黃少珠老師  馮潔怡老師  郭楚恩老師  梁淑儀老師  

蘇易玲姑娘  林琬琪老師  胡心屏老師  鍾瑞芬老師　黃麗華老師  李錦雲老師 

沙愛茜老師  袁佩琴女士

第一排： 蘇詠賢主任  潘詠恩主任  李文章主任  林敏儀主任  梁麗儀主任  袁慧詩主任 

鍾頴欣校長  梁大輝校監  梁小甜牧師  陳詠欣主任  嚴佩儀主任  陳婉詩主任 

羅秀萍主任  羅嘉儀主任  蔡麗玲主任

金榜題名

優秀教師獎
袁慧詩主任  羅嘉儀主任

優秀員工獎
樊慧敏小姐  林宛怡小姐

長期服務獎
嚴佩儀主任  陳振崑老師梁偉健老師

榮休嘉許獎

李文章主任

專

業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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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報告摘要

外評日期：二零零九年十月五、七、八日及十四日

校外評核隊伍成員：

隊長：陳志楷先生

隊員：蔡展輝先生、邱芷茵女士、楊麗貞女士、葉韻梅女士(外間評核人員)

節錄：

一、學校的表現

1. 學校的持續發展

  「…校董會關注及支持學校的發展，清楚學校運作，能本著辦學精神及理念，投放資源為

   學校及學生提供支援。校長領導力強，努力實幹，致力建立教師的團隊精神，學校的管

   理基礎已漸穩固…」

    

2. 學與教

  「…學校的課程策劃能配合本身的需要與課程改革步伐，穩中求進…」

  「…學校明白學生學習的多樣性，為提升教學效能，學校投放大量資源，於小一至小四年

  級率先試行小班教學，冀能透過小班學習環境及教學技巧，加強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

  要；此外，亦為部分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業成績稍遜、學習能力較弱或較高的學生，提

  供不同的支援措施。學校在人手調配、課程調適及學習評估上均作出適當部署，以期達致 

  全校參與，支援學生的學習需要。本年度學校更倡議進行合作學習，並採用異質分組安排

  課堂活動，冀能在課堂上照顧個別差異，惟觀課所見，分組活動的成效參差，活動設計及

  帶領技巧仍待改進，科組尚可深化課研會議，聚焦討論照顧學習差異的策略，以發揮有關

  教學安排的優勢…」

 「…學生的學習態度普遍良好，對學習有興趣，樂於參與課堂活動。教師多利用提問，查

 考學生的已有知識或誘發他們運用過往所學引入課題，學生亦多樂意回答，部分更表現積

 極踴躍，能力較強學生的口語表達不俗。學生大都守規有禮，課堂秩序良好。教師友善親

 切，師生關係和諧。

 教師的教學態度良好，普遍講解清晰、有條理。他們用心備課，大部分教師能因應教學內

 容為學生組織不同的教學活動。教師能運用不同的教學資源協助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幫助他們理解和掌握教學內容…」

3. 校風及學生支援

  「…學生和家長均清楚學校的獎懲制度，一般受教守規，集隊及上落梯間的秩序良好；   

  教師關心學生，能以正面的態度鼓勵學生…」

  「…學校重視學生的品德行為，表揚學生良好的行為和培養學生關愛、欣賞別人的態

  度。學校更善用校園電視台進行午間直播，或在大型活動中表揚有良好表現或自律的學

  生，有助提升活動的果效…」

  「…學校按學生不同階段成長的需要，有系統地編寫「成長課」課程，更按月訓的主題編   

  訂「成長小記」，讓學生每月自我評估，反思及檢視自律的表現，構思良佳。學校及德

  育公民教育組製作德育及公民教育通訊「親子學堂」，有助家校溝通和輔導家長支援學

  生學習和處理子女的情緒問題，期望在家長合作後，讓學生健康地成長…」

 「…學校針對學生的負面情感，於各級設生命教育課程，加強學生健康和藥物教育之外，

  亦安排有需要的級別參加躍動生命足跡計劃，讓學生體會生命的意義，強化愛惜生命，

  從而建立健康及積極的人生觀，安排恰當…」

管
理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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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設學習支援組，能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提供多項支援服務…」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並建立不同的溝通渠道，讓教師與家長定期接觸，彼此交流  

  緊密。家長愛護學校，信任學校…」

 「…學校能因應發展需要，與社區、教育專業組織及教會保持聯繫，又建立跨境交流

  網絡，與內地學校結盟，交流教學心得及兩岸教育最新資訊；參加教育局內地老師交

  流計劃，發展中文科課程。學校帶領學生到外地進行交流活動，豐富他們的學習經

  歷，拓闊視野。本年度學校接受教育局邀請作為融合教育資源學校，為其他學校提供

  支援。學校努力維繫畢業同學，為校友會的成立作出鋪排…」

  「…校長努力完善學校的行政管理，教職員清楚和認同學校的辦學目標和方向，積極

  投入工作。在宗教氣氛熏陶下，營造了一個愉快和友愛的學習環境。教師親切友善，

  對學生關懷愛護，師生關係良好，學生喜愛學校生活，積極參與活動。高年級學生樂

  於充當「大哥哥大姐姐」，關顧低年級的同學，亦樂於服務學校和社區，具責任感，

  校園內充滿關愛氣氛。家長認同學校的辦學精神，欣賞校長和教師付出的努力。教職

  員、學生及家長對學校均具歸屬感…」

4. 學生表現

  「…學生淳樸有禮，守規受教，互助互諒，朋輩間相處融洽。他們對學校有歸屬感，

  喜愛校 園生活，樂意參與課堂內外活動。在課堂內，學生有不少與同學分享和合作

  的機會。他們樂於服務學校和社區，風紀員和服務生能緊守崗位，表現盡責稱職…」

  「… 學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和校外的活動和比賽，在朗誦、田徑、攝影及錄像

  等比賽中獲得不少獎項…」

  

5. 總結

  學校成立十年，一向抱有教無類的精神，推行全人教育，落實為區內學生提供良好

  服務。校長到任後更積極推動學校發展，增強管理，教職員齊心合作，共同努力，積

  極求進。學校關注學生語文能力發展，加強閱讀策略以提升閱讀成效，又安排語文科

  加強科本語文活動，努力為學生打好基礎；亦因應學生能力的差異及需要支援有不同

  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投放資源，率先進行小班教學，並以全校參與模式為學生提供

  支援服務，本年度更參與成為資源學校，就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安排與區內學

  校分享經驗。學校著重學生品性培養，在教師的關顧及宗教氣氛的熏陶下，學生淳樸

  有禮，守規受教，相處融洽，校園內充滿關愛氣氛。

校

外

評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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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中文
本年度中國語文科繼續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此外，科

任老師亦透過「內地教師專業發展交流協作計劃」，向內地專業老師「取經」，引入語文教學新元素，

讓語文課堂更見教學成效。

我愛吃奶油，我要多擠一些！ 

愉

快

學

習

多元化學習活動

開啟「讀寫」大門

「我手寫五感」是寫作活動的主要目的，學生透過不同類型的寫作活動，以親身體驗，激發寫作的興趣

及靈感。

「果撻」製作寫作活動

 三年級學生學習自製「果撻」，製作後，學習把製作經過及感受寫下來。

我的「果撻」完成了，你要試試嗎？ 老師和家長義工們也來品嚐同學們的
「傑作」。

「懷舊玩意鬥一番」寫作活動
四年級學生嘗試玩「懷舊玩意」，這次難忘的經歷，當然要一一記下來。

「挖子」是怎樣玩的？先聽聽老師講解吧！ 跳!跳!跳!跳橡皮繩多好玩!

「新少年論壇」寫作活動

六年級學生要為「學生不用穿校服上課」爭辯一番。

在辯論前夕，離不開先寫下論點和論據，以表明自己

的立場。

「新少年論壇」──「學生不用穿校服
上課」，你會贊同哪一方呢？

內地語文教學新元素　　

以讀促寫打好寫作根基 

五年級
「小寫作」
示例(下學期)

五年級
「小寫作」
示例(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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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故事新編」小圖書製作，鼓勵學生閱讀圖書，並發揮他們的無限創意。

 

學生在小圖書的封面及內文裏也圖文並茂，一絲不苟。

試後活動
本年度，我們於期終試後，分別舉辦了「社際語文常識問答比賽」，讓各社「語文精英」盡展所長；

以及「中國文化展風采」，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四社「語文精英」在台上鬥智力。 雖然只是一場遊戲，但學生們絕無欺場。

「社際語文常識問答比賽」

「中國文化展風采」

初小及高小學生對「成語大電視」相當感興趣，無論是「猜」或是「給予提示」的學生都發揮了無盡的思考。

校內比賽

校園新設施　親子命名比賽

本年度，學校增添了「遠程教室」，其將會成為我們跟

外界進行語文交流的好地方。我們就這個新建設舉行了

命名比賽，藉此讓學生一展創作才華，並增強他們對學

校的歸屬感。
「遠程教室」命名比賽得獎結果張貼於校園壁報上，
供學生欣賞。

愉

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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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英文
提昇同學的兩文三語是學校重點的發展項目之一。而英語的提昇更是本校每年的重點。學校除了為同學

策劃了完善的課程以提昇他們的聽、說、讀、寫能力外，亦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及課程，使同學在課堂以

外亦能多接觸英語，大家可從以下介紹中了解更多。

「英文說故事」

Story-retelling

為使同學有更多說英文的經驗，

本年度英文科配合了校本閱讀計

劃，要求每位同學每一學期向全

班推介一本自己喜愛的英文圖書。

此活動除了可訓練同學的膽量，

亦能提昇他們撮寫故事及英文說

話的能力，老師們均表示學生的

表現不錯呢!

 今年學校繼續在星期四舉行英語日，除了用英語進行宣

佈及小息期間進行英語活動外，外籍老師Ms Thomas更跟

一班校園英語大使，在早上為全校同學直播英語故事，

並配合工作紙以鞏固同學對故事的了解。

「英文故事齊齊聽」

Live English Broadcast by NET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樓一瑩同學正向同學推介她最愛的英文圖書。

Ms Thomas 正跟兩位英語大使進行英文故事直播。

同學們均留心聆聽樓一瑩同學的分享。

「小一銜接課程」 

P.1 Bridging Programme
由幼稚園升到小學，對於大部分

小一同學來說是一大挑戰。為讓

初升小一的同學有更佳的適應，

學校在開學的第一週為小一同學

安排了「小一銜接課程」，讓同

學溫故知新，亦先學習課堂內常

用的英語，為同學們的英語學習

打好基礎。

同學在合作排出A至Z的正確次序。

這是專為「小一銜接課程」而設計
的工作紙。

你懂得這些正確的英語嗎？ 同學們很認真地完成工作紙呢！

「英文錯與對」

Write Good English 

Campaign

英文文法是同學學好英語重要的一環，

有見及此，學校參考了台灣學校的做法，

把同學常犯的英語文法及正確的寫法張貼

在校園每一角落，讓同學多看多讀。

期間，老師亦為同學設計了工作紙，好讓

同學更能掌握正確的英語，從而提昇他們

的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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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戲劇教學」

Drama –in –Education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語常會的英語戲劇

教學，老師完成培訓後，把不同的戲

劇元素帶進課堂內。透過活動，同學

們須用英語表達自己，亦需要運用身

體不同部分造出不同物件，真是充滿

歡笑的英文課!在學期末的問卷中，

更有九成同學表示十分喜歡課堂，相

信戲劇英語課真的為同學帶來不少歡樂。

我們像一把風扇嗎？ 我是國王！我的皇冠漂亮嗎？

「英語日營」

English Day Camp 

得到有心企業—香港勵進營教育諮詢有限公司【ELC(HK)Ltd】的支持，學校於四月舉辦了「英語日營」。

雖然只是短短2小時，但四十多位五、六年級的同學均能在活動中運用英語與外籍老師進行活動，參與的

同學均表示他們比之前更有勇氣與外籍人士溝通，這實在令人鼓舞! 

大家在留心聆聽外籍老師的講解。 在活動結束前來一張大合照吧！

「英語日」 

English Day 
「多聽多講」是學習外語的成功秘訣之一。學校一向重視同學

的英語發展，故每星期四均定為「英語日」，該天的所有宣佈

以英語廣播，小息更有英文卡啦ok及今年新增的活動，包括英

文網上遊戲及英文朗讀活動，小息完結後，老師亦為各同學重

溫常用字，把握每時每刻締造更佳的英語學習環境。
除了同學外，原來陳婉詩主任也喜歡唱英文
卡啦OK的。 

你知道他們在排隊做什麼嗎？原來他們要找英語
大使朗讀英文呀！ 

老師在同學排隊
上課前先跟他們
重溫英文常用字。 

「校外比賽」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每年的校際朗誦節均是同學發揮所長的好機會，本年度除了在英詩集誦取得優異的成績，更有部分同學在

英詩獨誦比賽中分別取得冠、亞及季的佳績。為讓更多同學能參與其中，本年度老師亦訓練了不少同學參

加不同的校外比賽，包括:2009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第十一屆元朗區小學英文故事比賽及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舉辦的少年兒童朗誦大賽，參與的同學均取得相當優異的成績，令人鼓舞!

6C劉翊翹及6E梁惠琳分別在校際朗誦節
奪得冠軍及亞軍。 

這些同學參加了「2009元朗區青少年英文
朗誦比賽」並奪得銀獎及銅獎佳績。 

 6C文楚儀及6E梁惠琳參加了「第十一屆
元朗區小學英文故事比賽」並取得優異的
成績。 

愉

快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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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盒中藏着甚麼東西？同學們透過搖動盒子，細心聆聽，
分享意見，才能達到共識。

快樂學數學
本年度數學科教學目標
數學科教學目標主要讓學生學習數、圖形與空間、度量、數據處理及代數等範疇的基本知識，理解及掌

握數學的基本概念和計算技巧，進而應用數學，亦希望透過估算和估量的基本策略，培養學生的「數字

感」和「空間感」。

全組積極參與遊戲，團隊精神表露無遺。

看！手中有數、心中有數，能否算出瓶內波子的數目？ 先量度，後計算，透過動手操作學習，知識更為鞏固。

同學透過實物操作，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才能將抽象概念具
體化。

小小年紀，領導才能盡顯，居中策劃，分派隊員，四出以
步距量度景物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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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1. 學科知識－協助學生學習「健康的生活」、「人與環境」、「日常生活的科學與科技」、「社會與      

   公民」、「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和「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六個範疇的知識。

2. 共通能力－發展創意思維及掌握生活、獨立學習和思考能力。培養對自然及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

    心，了解科學與科技對世界的影響。

3. 價值觀和態度－培養學生對家庭、社會、祖國和世界所擔當的角色和履行的責任。 

快樂學常識

全方位學習活動—舉行戶外學習日，各級按課程內容安排相關的參觀地點，讓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全

方位學習。

一年級：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三年級：香港濕地公園及屏山文物徑

四年級：海防博物館及孫中山紀念館

五年級：香港歷史博物館及文物探知館

六年級：香港歷史博物館及文物探知館

試後活動日—常識科舉辦趣味科學活動。

水火箭成為當日最吸引的活動。

攤位遊戲除了考身手，還要懂得動物分類啊！三年級的同學十分享受Edu-click的問答比賽。

愉

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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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常識

老師正在指導學生探究的重點。

六年級的同學正認真地量度實驗結果。

四年級的同學在探究活動中體現合作

精神！

專題研習—上學期以工作紙形式為專題研習作預備及訓練，下學期按照各級的課程內容制訂主題，

同學以分組形式進行專題探究以培養學生九種的共通能力。

科學探究活動—每級最少進行一次科學探活動以培養科探和解難能力。

學生以四人一組，正製作環保校園的模型。

看我們六年級學生的作品，用的是環保物料啊！

立法會參觀—配合六年級課程往立法會作實地參觀。

6A班於皇后像廣場合照 6B班於立法會大樓內合照

6C班於立法會大樓外合照
6D班於立法會大樓外合照

6E班於終審法院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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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普通話

同學們都把用心栽種的右竹帶回校參加比賽。

同學參加少兒普通話水平試，
拿到優異及優良的成績。

課程目標

1. 舉辦活動，營造學習普通話的氣氛，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2. 以教授普通話語音為重點。

課程特色

為了提高同學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並能活學活

用，逢星期三，普通話大使會在午間進行天氣報告

及兩文三語一分鐘(粵普對比及英語的說法)活動，

學習粵普對比的同時，又能學習英語的說法。他們

更會在第一個小息在集隊操場主持粵普對比及聲韻

母遊戲，同學們還可以在乒乓球區大展歌喉，唱唱

普通話歌曲。另外，老師積極帶領同學參與課外

普通話活動和校際朗誦比賽，希望通過多元化的活

動，提升同學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讓他們在輕鬆愉

快的環境下學習普通話。

一人一花—增強綠化

意識，培養學生對種

植的興趣及環保意識。

同學們很認真地選出最喜愛的花朵，投下心水一票。

公益金籌款—學生

可透過參與公益金

便服日籌款，幫助

社會有需要的人，

為社會的公益事務

獻出一份力量。參與公益做善事，大家都十分快樂。
換上一身便服的風紀同樣醒目。

同學參加元朗區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

在二十多名參賽者當中拿到金獎。 保齡樂繽紛，粵普對比及聲韻母遊戲
真好玩！

同學在試後活動的「普普同樂日」中表演話劇。

愉

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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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1. 課堂內容涵蓋中、西藝術，讓同學能夠接觸不同文化   

   的藝術創作，拓展他們的藝術視野。

2. 課程以單元為主，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3. 透過評賞及創作過程，讓學生表達個人情感和思想。

4. 發展學生視覺認知，建立他們的共通能力，陶冶情意

   及品德。

愉快視藝課 

愉快學電腦

學生發揮合作精神，共同設計創意無限的藝術作品。 

課程目標

1.為學生創造更多使用電腦學習的機會。

2.增強學生在中英文輸入法的能力，以提升學習效能。

3.善用網上資源，以提升學生的學科知識及學習興趣。

 

課程特色

1. 採用專題式設計，按每級學生的電腦認知能力及配合其他科目的學習需要而訂定學習內容。

2. 一、二年級的學生需要學習英文輸入法，而三至六年級的學生需要學習中文輸入法。

學生透過輕鬆有趣的藝術活動，
認識更多不同的視覺藝術知識。 

透過多元化的藝術課堂，讓同學接觸
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 同學從作品中，表達出他們靈活的思維和多變的

創造力。 

同學們於小息期間也能

使用電腦進行學習。

期望及總結：

本校除了期望各級學生能掌握不同的電腦知識和技能

外，亦期望他們能把所學到的電腦知識與技能，靈活

運用於學習其他科目上，以達至學以致用，相得益彰

的果效。

四年級同學設計的月曆也很精美! 

年級 特色

一 介紹電腦的硬件及軟件，讓學生對電腦有一個基礎的的認識。

二 學習使用Word 作文書處理及海報設計。

三 學習在網上搜尋資料的技巧。

四 學習中文輸入法及圖像處理軟件「非常好色」。

五 學習使用匯報軟件PowerPoint及Excel處理數據及製作統計圖。

六 學習使用圖像處理軟件Photoimpact，處理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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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音樂課 

同學們於聖誕感恩晚會中表演出色，令在場觀眾聽出耳油!

你看! 同學們所創作的自製樂器是否很有水準?

課程特色
每位學生從小均有學習樂器的機會，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學習
彈奏口風琴，而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則學習吹奏木笛，藉以培
養學生的音樂興趣，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

課程目標

1. 改善學生的健康素質

2. 加入體適能測試，藉以提升學生的健康及體適能表現。

課程特色

初小體育課：教師多透過基礎活動如遊戲課及用具操控，培養學生的身體協調及反應。

高小體育課： 1. 著重各種類型的球類活動、體操、舞蹈及田徑等項目。

             2. 體育老師教授同學相關的體育常識及技巧，藉以提升學生對體育的知識，以保持身體

                健康。

愉快體育課

同學們正在進行「仰臥起坐」測試，這是體適能考核的其中一項。
同學在活動中運用田徑課學習到的接力技巧﹗

初小的同學運用課堂
上學習到的技巧，應
用於試後活動的競技
活動中。

同學在老師的指
導下玩數字球。

愉

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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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K書標語設計比賽」分初小及高小比賽，各同學運用無比的創意，設計出精彩的標語。得獎同學

名單如下：

快樂閱讀活動
本年度圖書館一如以往，舉辦一連串有關閱讀的活動，鼓勵同學多閱讀，培養學生有良好的閱讀習慣。

以下將簡介其中數個活動：

初小冠軍作品 高小冠軍作品

愉快宗教課
課程目標

1. 透過本校宗教課堂，讓學生認識基督教真理。

2. 學生能實踐聖經真理。

3. 學生能認識福音，並且相信主耶穌基督。

課程特色

1. 本年度每級每一個循環週設一節宗教課，課堂以      

   團契的形式進行——以課本的聖經故事作為藍本，    

   加上詩歌、分享、祈禱及遊戲等活動貫穿課堂，

   形式活潑輕鬆。

2. 學生需要於每一個學期完成一份宗教專題研習，

   內容乃配合各級不同的課程而設計的。

3. 利用祈禱紙「天父，我有話說」定期讓學生學習為    

   學校的人和事祈禱。

4. 製作書籤等小禮物送給同學、老師、學校或家人，    

   讓學生實踐如何關心人和愛學校。

這些就是由學生自己設
計送給別人的小禮物。

「天父，我有話說」
祈禱紙滿載著同學寫

給上帝的心底話。

 

   名次    初小組別    高小組別

   冠軍    1C陳銘賢    5D張思捷

   亞軍    2C鄭凱文    4B陳樂庭

   季軍    2B羅美姿    4A文婉珊

圖書館是知識庫，

增值自己要光顧，

文明規則要遵守，

溫柔說話好幫手，

宣揚閱讀我帶頭，

實際行動人人有。

     

     (1C 陳銘賢) 

書本知識無限量，

共聚一桌齊分享，

文學、童話多精采，

書本趣味每日添，

書本階梯齊搭上。 

     

     ( 5D 張思捷 ) 

B) 幼稚園伴讀計劃

本年度圖書館招募了70位三至六年級的同學參加「幼稚園伴讀計劃」。這些同學經過老師的培訓後，為

本區四間幼稚園的同學於星期六進行英文故事伴讀。參加伴讀活動的幼稚園包括：

 1. 青衣商會天水圍幼稚園

 2. 佛教慈光幼稚園

 3. 雅麗斯俊宏軒幼稚園

 4. 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幼兒學校

「伴讀計劃」除了能提供機會讓本校同學服務社會外，

還幫助本校同學提升英語閱讀能力！

看！我們的耀小伴讀義工很
用心教導小朋友做工作紙。

聖誕帽做得真漂亮！

 
我們一定會再參加「幼稚園伴讀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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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世界閱讀日

E) 閱讀大本營 

4月23日為「世界閱讀日」，本校為響

應此活動，舉行一連串活動，包括

「日日看書我至叻」、廣播劇播放、

閱讀攤位遊戲和圖書義賣。其中最受

歡迎的圖書義賣，共籌得700多元善款，

善款將會用作添置圖書館設備之用。 

D) 「健康有營新煮」

一年一度「健康有營新煮意」又和大家見面。適逢4月份學校舉

行「水果月」，因此星期二中央咪直播的「閱讀Go,Go,Go」集

中介紹水果的營養，讓同學更加認識吃水果的好處。到5月份以

水果為主題的烹飪比賽正式舉行。烹飪比賽分為三組：Sweet 

Home Sweet 親子組、Sweet Memory甜品組、Party 美食組及

食譜設計大獎，整個比賽共有100多人參加。經過激烈的比試

後，烹飪比賽結果如下：

由於攤位遊戲很受歡迎，同學今次要
大排長龍了。

每一本圖書都想買，究竟選哪一本呢？

袁慧詩主任和3C班同學為我們演出英語
廣播戲。

比賽項目 得獎美食及得獎者

Party美食組

冠軍 甜味咖啡杯：曹均珮4C、陳嘉莉4C

亞軍 水餃套餐：劉嘉欣6D、王嘉瑤6D、石穎彤4A

季軍 小小蛋卷：李祖瑜5D、李文靜5D、袁瑋彤5D、盧淑慧5D

Sweet Memory 甜品組

冠軍 雜果忌廉杯：曾樂怡5C、廖美琪5C、陳葆真5C

亞軍 Let's「糕」：吳咏瑤5D、楊燕5D、謝天偉5D、鄭天芯5D

季軍 七彩有營「Go」「糕」「高」：黃曦5D

Home Sweet Home親子組

冠軍 芒果芝士蛋糕：鄭凱文2C、鄭少英

亞軍 雜果芝士三文治：練偉皓4A、練旖琦

季軍 雜果芝士三文治：練偉皓4A、練旖琦、周景妹

食譜設計大獎

冠軍 雜果忌廉杯：曾樂怡5C、廖美琪5C、陳葆真5C

亞軍 愛心青檸味啫喱糖：曾子瑤4C、曾子婷

季軍 Let's「糕」：吳咏瑤5D、楊燕5D、謝天偉5D、鄭天芯5D

同學烹飪水準真高！

除美味食物外，還有精美食譜，同學真是
文武雙全。

老師、家長和同學評判揀選最喜愛的食譜並一起
拍照！

除了逢星期二及星期四的早讀課外，為培養全校愛閱讀的習

慣，我們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第一個小息，全體同學攜帶自

己喜愛的圖書，安坐集隊操場閱讀，凝聚一股全校愛閱讀的

風氣。

全校一起閱讀，氣氛真好！

你看同學聚精會神閱讀「耀信」，可想而知今期
的「耀信」一定很精彩！

愉

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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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的課外活動以八大智能為基礎，包括：語言智能、數理邏輯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肢體動

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及自然探索智能。多元智能課逢Day3於2:20pm-3:40pm進

行，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發揮同學所長，有關活動如下： 

智能類別 年級 課程 負責老師

語言
一、二 閱讀愈精靈 蘇詠賢

三、四 普普遊樂園 羅秀萍

數理邏輯 五、六
趣味數學 李文章

棋樂無窮 龐立剛

視覺空間

一、二 摺紙樂無窮 李錦雲

三、四 數碼影像大放送 陳婉詩、黃盛源

五、六
藝術多多FUN 林琬琪

校園攝影之旅 蔡偉基

視藝天地 李家明

肢體動覺
一、二 舞出樂趣 吳敏蕊

三、四 以手代口 黃嘉莉

五、六 籃球 梁偉健

音樂 三、四 聽出耳油 潘詠恩

人際
一、二

集體遊戲
FUN FUN FUN

鄧詠芝

五、六 集體遊戲 楊嘉妍

內省

一、二 故事天地 鍾瑞芬

三、四 團契 沙愛茜

五、六
「識識」相關 黃麗華

創意思維 陳詠欣

自然探索

一、二 有「營」特攻隊 嚴佩儀

三、四 行山樂 李頴欣

五、六 科學小遊戲 胡文漢

以手代口

學手語，學會多一種與別人溝通的方法。

 

行山樂

李老師悉心教導學生紮營的方法。

科學小遊戲

透過剪紙遊戲，動動科學家探究的頭腦。

普普遊樂園

透過互動遊戲，學習普通話拼音，真有趣！

集體遊戲

“加油！努力！同心協力，就事成！”

團契

聽過沙老師的課，完成活動工作紙，加深體會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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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影像大放送

同學正努力地把拍攝後的相片加工，多認真！

愈讀愈精彩

看來同學們很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喔！

同學們小心奕奕地把食物

圖片分類。

有「營」特攻隊

校園攝影之旅

從小認真學習攝影，長大後會否成為

大攝影師？

視藝天地

簡單的材料，動動手，動動腦筋，

便可製成不簡單的藝術品。

集體遊戲FUNFUNFUN

看！同學們多投入遊戲中，真多FUN!

 

摺紙樂無窮

齊齊來，愛摺紙，顯心思！

故事天地

鍾老師從旁指導著女同學說故事，
同學們都拍掌。

趣味數學

經過同學們互相討論，終於拆解了這條數學題了！

透過小組練習，同學們的籃球技術進步不少！

籃球

愉

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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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跨學科服務學習
本學年，全體四年級同學到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霞幼稚園

進行服務學習。

五年級跨學科服務學習已踏入第四個年頭了! 

全體五年級的同學進行探訪前，花了約近一個月的時間在不同科目的課

堂裏學習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希望能在探訪當天學以致用。

同學到達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後，先訪問長者，然後跟他們

遊戲，教他們學英文，學唱英文歌，一起數白欖和唱「帝女花」。

參加的同學都表示透過服務能體驗到服務社區的樂趣和明白施比受更有

福的道理。

 

跨學科學習內容:各班探訪日期

你看! 我們已合力完成了工作紙! 耀小同學耐心地為幼稚園小朋友說故事

班別 日期

4C 16/3/2010

4B 17/3/2010

4A 19/3/2010

科目 學習內容

中文科 學習講故事技巧

英文科 學習講故事技巧

音樂科 學唱歌

視藝科 完成視藝作品

2:00:-2:30pm 一起唱歌 

2:30-3:00pm 閱讀中英文課外書

3:00-3:25pm 圖書活動

3:25pm 送禮物 

同學正用自製的問卷訪問長者

日期 班別

14/5/2010 5A

17/5/2010 5B

19/5/2010 5C

20/5/2010 5D

各班各班服務日期:

科目 學習活動

班主任課

1.腦力激盪

2.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3.設計遊戲

多元智能課 認識長者工作坊

中文科 作文(服務學習後感)

英文科 作文(My reflection)

數學科 立體禮物盒製作

常識科 剪報（長者）

聖經科 書籤製作

視藝科 珠寶盒設計

音樂科 粵曲帝女花及數白欖

電腦科 問卷設計

伴讀內容:

跨學科學習內容:
這位婆婆很感謝耀道堂所送的禮物! 學英文, 一點也不難呢!

一看就知道「老友記」
很喜歡我們送的珠寶
盒了!

帝女花表演贏得
老友記不少掌聲!

五年級跨學科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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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跨學科服務學習
吸取了五年級時服務長者的經驗，本年度全體六年級同學到了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服務一班智障

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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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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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兩校的同學有機會進行大合奏!

班別 日期 時間

6A 6B 6D 10/12/2009 2:00-3:30pm

6C 6E 12/12/2008 2:00-3:30pm

探訪時間

跨學科學習內容:

科目 學習活動

班主任課
1.腦力激盪

2.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多元智能課 智障兒童特徵工作坊

中文科 作文(服務學習後感)

英文科 作文(My reflection)

常識科 剪報（題目: 智障兒童）

聖經科 書籤製作

視藝科 小禮物製作

音樂科 練習詩歌“彩色拼圖”

電腦科 問卷設計

感謝楊日霖學校的老師教導
我們敲擊樂 

希望你喜歡我們親手
做的書簽和小禮物!

耀小基本能力評估
及小老師計劃
為了提昇同學的學術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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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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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幫助一班未達標的同學，學校安排了70多位來自

四至六年級的小老師為他們在小息進行補習。我們真

的很感謝小老師們願意犧牲小息時間為學弟學妹進行

溫習。
四年級小老師

　五年級小老師
　六年級小老師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澳洲）2010
於本年四月份，一班小三至小六同學參加了由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澳洲教育評核機構主辦的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澳洲）2010。

本年度共有130位同學參加數學科評估，其中

有17位同學考獲良好證書，9位同學考獲優異

證書，而6E馮嘉杰及3C李振邦同學更考獲一級

最高榮譽證書。

另外，有76位同學參加英文科評估，其中有10

位同學考獲良好證書，值得表揚。 

 

同學專心應考，希望在國際性的評估中
取得佳績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澳洲）
2010的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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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了Admiralty School 作交流學習!

新加坡英語遊學交流團
201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校長及四位老師的帶領下，三十多位英語尖子浩浩蕩蕩出發到新加坡進行

學習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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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港後，同學在校內舉行了分享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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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小和Queenstown Primary School 的老師在圖書館內合照

3D電影很精彩啊!  感謝Yishun Primary School 的老師跟我們上視藝課!

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 很興奮! 在魚尾師前來一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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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餐廳餐飲禮儀體驗
為表揚和獎勵於上學期考試中獲取品學兼優的同學，學校於3月2日及3月3日舉辦了一次學習體驗活動—

「法國餐廳餐飲禮儀體驗」。在這次體驗活動中，獲獎的同學除可以到La Parole 法國餐廳享用豐富的

午膳外，還學習到基本的餐桌禮儀，令同學們留下一個既難忘又愉快的回憶。

在La Parole法國餐廳的門前，大家來拍張大合照吧！

由專人負責教授同學們閱讀菜單、使用餐刀、餐叉及

用餐之禮儀，實在令同學獲益良多啊！

黑暗中對話 Dialogue in the Dark體驗活動
為獎勵及表揚於本學年獲得「傑出學生獎」的同學，學校特別為他們於7月9日安排了一次別開生面的體驗

活動----「黑暗中對話 Dialogue in the Dark」。當天，12位學生在視障導賞員的帶領下，親身經歷在

黑暗的環境中探索、發掘及反思，藉此讓學生體驗另類的學習模式。

活動後感：

    6C     文楚儀

在這次活動中，令我深深體

會到視障人士生活在黑暗中

的恐懼，亦明白到他們在日

常生活中會遇到的不便，所

以，從今以後，我都會主動

幫助他們的。

       4C     洪美欣

在這次活動中，讓我感受到

失去雙目，只可用其他感官

來感受身邊一切事物時的無

助。雖然如此，但我十分欣

賞視障人士那份不屈不撓的       

精神啊！。

        4A     陳健星

透過參與這次活動，讓我感受

到視障人士看不見東西時那份

無助和害怕的感受，藉此提醒

我們要好好保護自己的「靈魂

之窗」啊！

「校園英語大使」
Speak Smart—English Ambassadors

繼往年的國際英語拼音班(IPA)後，今

年Ms Thomas再為小五、小六的尖子同

學提供英語會話訓練，同學在課堂上更

可多聽多講，大大提昇了自己的英語能

力，這課程的同學更成為本校的英語大

使，協助在校園內推廣英語活動。

Ms Thomas正在訓練同學
如何利用英文說故事。

你看我們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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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們為一班校園小記者，安排了一連串的課後訓練，以及校內、校外實踐機會。此外，我們

更讓他們與區外的校園小記者進行交流。故此，這一年裡，校園小記者無論在採訪及撰稿的技巧上，

或在個人的思維與視野上，均增益不少！

     校園小記課程
活動多元化　實踐機會多

流動校園小記者駐校計劃
我們參加了外界機構舉辦之「流動校園小記者駐校計劃」，讓我們的小記者接受專業的廣播技術員、

新聞記者及演藝人員的訓練。

演藝人員教導小記者有關演繹的技巧。

小記者正嘗試現場主持天氣報告。

明報小記者體驗營

小記者參加了由明報舉辦之「小記者體驗營」，

由專業記者親身教導採訪及撰稿的技巧。

採訪體驗活動
我們除了安排小記者參與課內、課外的訓練外，

還為他們製造實踐的機會，讓他們嘗試採訪校

內、區內，以及境外的人物，擴闊他們的視野，

增取更佳的體驗。

由明報記者主講之小記者體驗營，給予小記者們

寶貴的經驗。

小記者正主持校園資訊新聞節目，於節目中

訪問鍾校長。

特約小記者充當小導賞，接待遠道由西藏來的教師。

小記者於「南山區南海小學學習生活體驗日」中採訪

當地的學生。

資優生交流活動

我們安排了校園小記者與區外多所學校的小記者

進行交流，各區學生各有所長，互相切磋。

本校小記者(紅衣者)於資優生交流活動中，跟區外多所

小學的學生進行交流。

小記者成果共賞

小記者們參加了香港電台舉辦之傳媒初體驗計劃

採訪比賽，他們於比賽中汲取了寶貴的經驗，更

獲得優異的成績。

傳媒初體驗計劃採訪比賽獲優異成績

小記者於採訪

比賽當日，訪

問了香港家庭

教育學院主席

狄志遠先生。

校園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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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

小記者編製的《耀信》
學生報。 小記者編製的

《傑出校友系列專輯》。

本年度，校園小記者共製作了四份刊物，分別有兩期《耀信》學生報及兩期

《傑出校友系列專輯》，供校內及區內人士閱讀，了解耀小更多資訊。

編製學生報

創意無限   工程積木
本學年工程積木小隊隊員可說渡過了充實的一年，繼出席了多次

機械人工作坊，亦參加了由耀道中學舉辦的機械人外型設計、機

械人短跑及機械人拔河比賽，讓工程積木小隊隊員眼界大開。

在過去四個學年，工程積木小隊製作了不少集創意與科技於一身

的作品。今年同學再次發揮創意，製作出多款不同的線控裝置玩

意，務求讓大家眼前一亮。
耀道中學黄老師正為同學示範操作四足機械人。

兆榮正細心地指導初小同學操作線控
工程積木。

李老師正示範如何操作工程積木，你看同
學多用心！

工程積木小隊出席了耀道中學舉辦的
機械人工作坊。

今年，是耀小辯論隊成立的第二年，由12位五、六年級的同學組

成。雖然我們未能在比賽中獲得任何獎項，但卻在一連串緊密及

嚴格的訓練中，獲得非常寶貴的經驗與知識。

第九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辯論比賽暨埠際賽

「省港小學組粵語第八場賽事  對 沙頭角中心小學 」 

(隊員:6C文楚儀 6E俞可程 6E 何靜怡 6E梁荣鋒 6E 何敏怡)

「省港小學組粵語第八場賽事  對 墊江縣永平學校 」

(隊員:6C文楚儀6C劉翊翹6E黃詠賢 6E樓一瑩)          
網上實時辯論比賽(省港小學組粵語)快要開始，
同學們作最後的準備。

經過密集式的訓練，四位參賽的隊員氣定神閒，
看來是信心十足。

第七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校際辯論賽

(隊員:6E黃詠賢 6E 陳瑋 

      6E樓一瑩 6E 李嘉豪)            

同學在辯論時雄辯滔滔，絕不比
中學生遜色。

尖

子

培

訓



40

學
與
教

學
與
教尖

子

培

訓

耀道小小攝影師（攝影隊）
攝影隊主要由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組成，隊員人數共15人。透過每星期一次的課後訓練，隊員都能夠學會

各種數碼攝影技術。一如以往，隊員都勇於創新，樂於作多方面嘗試，作品風格可謂百花齊放。

本年度，攝影隊隊員在接受了一系列的攝影訓練後，更當起小導師，真正做到學以致用。隊員曾到上水

培幼幼稚園及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服務，開班教導幼稚園小朋友數碼攝影，成為攝影班小導師。隊員在

活動中表現專業，能夠把自己所學發揚光大，更與幼稚園小朋友一起拍下不少佳作!

即使在校園內的常規訓練中，隊員也可以拍

出具個人風格的人像構圖。

在隊員的攝影眼中，校園附近的公園也變成了
寧靜優美的風景。 

大家都全神貫注地研究如何把眼前的東西拍得最美。 

隊員化身「攝影小導師」，教授幼稚園
小朋友攝影技術。 

看到他們的笑容，就知道隊員和小

朋友都打成一片，樂在其中。

隊員運用事先準備的「迷你的我」，
拍出獨特的畫面，照片絕無後期加工。

遊樂場的康樂設施也成為了隊員
拍攝的「道具」。 

只要花點心思，簡單的事物
也可以是拍攝的題材。

《攝影隊部份學生佳作》

用創新的角度，拍出充滿
透視感的佳作!

幼稚園攝影班結束後，我們一同來個大合照。

在幼稚園的班房內，「小導師」正忙於把自己
所學教導給幼稚園小朋友。 

「小導師」示範如何拍出有創意的照片，
「小徒弟」也樂於專心受教。 

兩個人一起拍，
會否拍得更美？ 

下課了，「師傅」與「徒兒」一起拍照留念。 

《幼稚園攝影班—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幼稚園攝影班—

上水培幼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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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小劇社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0 

今年耀小劇社台前幕後成員達25位精英份子。當接受了上學期的訓練

以後，他們便為2010年3月中的學校戲劇節比賽，劇社團員能在公演

時，由燈光音響，以至舞台換景、發施號令，全部都由學生負責！耀

小劇社每年表演的劇目是希望能夠帶出一個訊息，讓同學看完話劇後

能夠有一個反思，而今年的訊息是「珍惜身邊的人和事」。

布偶「力奇」是劇中主角之一

得獎者 獎項

6E 俞可程 傑出女演員獎

4C 陳嘉莉、4C 曹均珮、4C 劉嘉儀、

5D 呂明慧、5D 吳咏瑤、5D 謝天偉、 

5D 黃曦、5D 楊燕、5D 羅文駿、

6C 黎燕婷、6C 劉翊翹、6C 李嘉儀、

6C 文楚儀、6C 戴瀅、6C 鄧韻然、

6E 張曉琳、6E 朱尉霖、6E 俞可程、 

6E 陳旭俊、6E 何靜怡、6E 何敏怡、

6E 樓一瑩、6E 黃詠賢、6E 李崇威、

6E 葉綺珊

傑出合作獎

演員變出多把傘子的魔術

初次加入黑光劇元素
看看演員是多麼的投入演出！耀小劇社台前幕後與校長合照

藝術小兵團
 ‧希望透過不同的藝術學習經歷，培育一群有潛質的小藝術家。

 ‧同學透過不同的訓練，認識更多藝術知識和創作技巧。

 ‧鼓勵學生發揮所長，製作不同的作品，美化校園環境，

          增加他們的成就感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校外藝術比賽，藉此開拓他們的藝術

          視野，放眼世界。

藝術小兵團替冷冰冰的校園升降機，換上燦爛奪目的彩衣。小兵
團利用了彩色膠貼，在升降機內牆上，設計了不同造型的熱氣
球，上面更載着同學的歡笑臉。讓人們一踏進升降機內，便感受
到校園的溫暖和歡愉。 

藝術小兵團的成員更嘗試「拜師學藝」，向不
同的繪畫大師學習，模仿他們偉大藝術創作之
餘，不忘注入自我的新風格，創作出極具水準
之作品，大家都稱讚不已。

除此以外，他們
更發揮無限創
意，決意為他們
的大本營 — 視
藝室進行「大革
新」，務求令視
藝室添上獨特感
覺。他們把室內
的木椅子改頭換
面，變成不同的
可愛造型。視藝
室頓然變成了野
生動物園，變成
了兒童夢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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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製作班
動畫製作班歡迎喜愛繪畫、動畫或電腦同學參加，學員會學習不同動畫製作的方式，如：Stop Motion

(停格動畫)、手繪動動和電腦動畫。學生會為角色配入人聲或混入音樂，創出獨一無二的創意動畫，

更會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

獲獎項目：

片    名：選擇錯誤

參與學生：陳婉琳、林栢森、戴娜娜、鄭文敏、羅志強、羅志偉

獎    項：冠軍、最佳技術製作獎

手機「M3抗毒廣告短片」創作大賽

「青少年防火精英」電腦動畫創作比賽

使用玩具作為人物角色，配上人聲，使人印象難忘

片    名：齊做個防火精英

參與學生：6E 朱尉霖、5D 羅文駿、5D 余杰雄

獎    項：冠軍（公開組）

首次參加公開組比賽，並能奪得冠軍

拉闊(Life)生命工程之「抗毒高解象」青少年廣告短片創作比賽

片    名：唯「毒」你是不可嘗試

參與學生：4A 劉善瀞、4B 何敏妮、4C 夏坊心、6D 王嘉瑤、6D 祝金燃、6E朱尉霖

獎    項：優異獎

無論包裝得如何美觀，始終毒品是有害的

IT 領袖生

IT領袖生在打字比賽中擔任評判，
多神氣！

鍾校長與胡老師及一眾IT領袖生於立願禮
宣誓盡力為學校服務！

IT領袖生的設立，目的不單單為同學

提供更多的機會接觸電腦，更希望發掘

同學在電腦科方面的潛能，發揮同學們

的才華。IT領袖生除了於每天小息當值

外，更會參加課後的資優課程，接受專

業的培訓，其中更包括設計遊戲軟件。

本年度，IT領袖生更開始肩負起另一重

任，就是代表耀道小學外出比賽，為學

校爭取殊榮。



43

尖

子

培

訓
提防網上罪行，結交網友要審慎

片名： 網路迷陣

參與學生： 陳婉琳、何慧姿、盧子威、萬思恩、黃海儀

獎項： 優異獎

 

電影製作班
電影製作班是一個自由度高的資優班，目的是希望能讓同學自由地發揮他們的創意。學員可嘗試參與

電影製作中的不同崗位，如：編劇、演員、拍攝和後期剪接等。我們更安排學生參加跟錄像有關的活

動和比賽，今年比賽獎項如下：

手機「M3抗毒廣告短片」創作大賽

片名： 吸毒的後果

參與學生：

秦煒程、麥慧中、

楊斯顯、葉翠儀、

翁偉傑、何慧姿

獎項： 網上點擊熱爆獎

 

「敢於夢，勇於試」計劃-

「敢於夢，勇於試」短片創作比賽

片名：
敢於夢，勇於試，

創出無限可能

參與學生：
5D 吳咏瑤、6C劉翊翹、

6C 文楚儀、6C 戴瀅

獎項： 十優作品

 

健康網上短片大賽

片名： You are what you watch

參與學生：
5D 吳咏瑤、5D 謝天偉、吳咏琪、凌諾豪、

萬思恩、鍾妮

獎項：

最佳視覺效果獎：亞軍

最佳女主角：冠軍(吳咏琪)

最佳女主角：季軍(吳咏瑤5D)

最佳劇本：季軍

最佳影片 (公開組)：季軍

 

一班小學生希望利用互聯網傳送正確的價值觀 耀道小學是在所有參賽隊伍中奪得最多獎項的學校

短片內容講述網路陷阱多，結交朋友要小心 耀小學生與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合照

同學扮演吸毒後昏迷時的情況

短片帶出勇於嘗試，才能跳出生活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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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數
學生在奧林匹克數班，通過列表、繪圖、規律等方法，學會有效整理

數據資料，審慎制定解題方案，從而準確分析結果。而奧林匹克數班

可貴之處，乃在於由學生主導研習過程，導師只是從旁協助。學生可

以創建解題方案，透過試誤逐步自行分析方案成功和失敗的原因；學

生甚至可以自訂題目，訓練逆向思維，提高邏輯思維能力。

其他同學都順利完成所有題目，大家都很
有成功感。

敲擊樂小組
本年度敲擊樂小組是由二至三年級的同學組成，透過演奏敲擊樂器

的訓練，讓學生從音樂中尋找樂趣，建立自信心和團隊合作精神。

看看4C 麥兆榮設計了不少題目考考同學，
不知道你是否也能找出規律和答案呢?
236b,369c,493d,536e,? ,793g
401,452,603,654,? , 856
掃把,喜羊羊,語文天地,? ,香港歷史之謎

如果兆榮設計的題目難不倒聰明的你，
就試做做 4C 陳沛充所設計的題目吧﹗
1/10000,10/10000,100/10000,？  
15,60,300,1800,?  

最後，你也試試4A 張灼謙設計的題目吧﹗
100.1, 90.3, 80.5, 70.7, ?, 50.11
123, 246, 738, 2952, 14760, ?

同學會接觸不同的敲擊樂器，他們正在打
非洲鼓。

同學除了在敲擊樂小組中進行練習外，他們會在小息的小小演奏家時段為同學表演，
看她們很認真地演奏樂曲。

創意思維
創意思維是讓學生透過解決不同形式的問題，

培養他們應變及解難的能力和創意，擴闊他們

思維的領域，從中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本年度創意思維小組，除了在課堂內透過不同

的遊戲和任務，培養同學的創意及解難的能力

之外，並透過參與「香港創意思維比賽2010」

，藉以提升同學們的團隊協作及領導的才能。

在歷時數月的預備比賽的過程中，同學在劇本

的創作、道具及服飾的製作、排練的協調，他

們皆能從中表現出創新的思維、積極的態度及

團隊的合作性。

這就是我們創作的雞蛋降落裝置了! 究竟他們看到了什麼那麼興奮呢?

參與香港創意思維
比賽時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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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贊助17萬元，為

校園添置新的遠程教室。

在遠程教室內，配備了很多先進的

視訊拍攝設備，透過遠程通訊的技

術，我們可以與世界上任何的地

方，進行視像通話及不同的教育交

流活動。

 

校園新設備

遠程教室可同時容納60多位學生在這裡進行視像
學習。

學校技術員正與國內的教育單位
進行遠程技術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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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SMS流動電話短訊發佈系統

本年度，學校家教會特別贊助學校為所有家長

提供「學校流動電話短訊服務」，只要家長登

記了用以接收短訊的流動電話，便可以不時接

收有關家校合作活動的資料訊息，非常方便。

 

學校網站主頁

為配合學校重點發展英語的目標，學校網站主

頁亦以中英對照的形式為大眾提供學校資訊。 

學校全新內聯網

為配合未來的發展需要，學校的內聯網使用全

新的系統，功能更完備。 

學校網站http://www.cpcyd.edu.hk 內聯網http://eschool.cpcy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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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將IT的元素融入，使學習的效能可

以事半功倍，例如四至六年級的跨學科服務學

習、常識科的專題研習，以致同學平日使用的

各種自學工具。 

學校網頁內的「學習工具」
四年級常識專題網

家長培訓

科技一日千里，為了使家長們也能與時並進，

我們每年特別為家長舉辦了「家長學堂」。而

家長的報名亦非常踴躍，可見我們的家長積極

學習，為下一代作好榜樣。

「家長學堂」課堂內容包括：電腦基本操作、

電腦輔助英語學習及互聯網應用等的課程。

學校的IT主任陳詠欣老師
正教授家長收發電子郵件。

由英文科主任林敏儀主任教授家長們如
何利用學校網頁內的學習工具輔助孩子
學習英語。

教
學
新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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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學校分享

本年度我校獲得教育局的邀請成為全港六所資源學校

的其中一間，並有機會到不同的學校為不少校長、

老師、社工及準教師分享本校如何透過全校參與模式

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日期 題目 服務學校/

機構名稱

對象及人數 分享者

1
06/11/2009 全校參與支援不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 長洲錦江小學 15位老師及
校長

鍾頴欣校長及
袁慧詩主任

2
11/12/2009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Inclusive 
Practices

香港教育學院 30位老師及
社工 

鍾頴欣校長、
袁慧詩主任及
李錦雲老師

3 19/1/2010 融合教育及教師專業
發展 香港教育學院 30位老師及

社工 
鍾頴欣校長及
袁慧詩主任

4
25/1/2010 分層課頁與優化課堂

策略
課程領導學習

社群

8位課程發展
主任及1位教
育局人員

袁慧詩主任

5 21/4/2010 融合教育及教師專業
發展 香港教育學院 40位老師 鍾頴欣校長及

黃麗華老師

6 21/4/2010 如何照顧情緒有問題
的學生

教育局

特殊教育組
50位老師 袁慧詩主任

7
26/4/2010 優化課堂策略 課程領導學習

社群

8位課程發展
主任及1位教
育局人員

袁慧詩主任

8
10/5/2010 融合教育分享

教育局

特殊教育組 

10位西藏教
育局官員及
香港教育局

官員

鍾頴欣校長、
袁慧詩主任及
胡心屏老師

9 2/6/2010 融合教育與教師發展 香港教育學院 20位多位前
線老師

鍾頴欣校長及
袁慧詩主任

鍾校長到長洲錦光學校進行分享 袁慧詩主任為教育局特殊教育
支援組進行分享

鍾校長為教育學院一班前線教師進行分享

來自教育學院的老師正在進行數學科觀課 鍾校長及黃麗華老師正為學員講解課堂設計及分享教學心得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一班來自西藏的教育人員及香港教育局官員到本校
進行全納教育的交流活動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本校曾為以下學校或機構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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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提供優質教育給學生。提供優質教育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一班優秀的老師。為提升老師的專

業，學校於本年度安排了一連串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給老師參加，藉以培訓全體老師成為一班更優秀

的教師。

日期 事項/活動 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有系統的模式 其他模式

19/8/2009 優質教師工作坊 6 小時

25/8/2009 金巴崙長老會三校聯合退修日程 5小時

28/8/2009 訓輔須知講座 2小時

3/9/2009 合作學習工作坊 3小時

5/9/2009 落實合作學習工作坊 1小時

23/10/2009 教師專業發展日 7小時

11/1/2010 提問技巧工作坊 2小時

9/2/2010
教師專業發展日

(觀課及講座)
3小時 2小時

5/3/2010 元朗區教師專業發展日 6小時

25/6/2010 楊裕海老師教學示範 1小時

金巴崙長老會三校聯合退修日 到姊妹學校深圳市公明實驗小學進行交流學習

團隊訓練

到保良局雨川小學進行交流學習

楊裕海老師進行中文科的示範教學

本年度，全體老師共接受了4053個小時的專業培訓，平均每位老師接受的專業發展訓練時數為107小時，

可反映本校老師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有關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詳情如下: 



48

學
與
教

學
與
教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內地教師交流計劃
今年是我們第三年參加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今年，我

們的交流題目是《小陣地  大收穫-----推行「小寫作」項目、優

化讀寫結合教學的實踐和探索》。

     透過每週一次的集體備課，我們把落腳點放在學生寫作能力

的提高上，透過「小寫作」不同的訓練點，讓學生鞏固不同的寫作

技巧，為「大寫作」鋪路搭橋。

    在三月八日的互訪周活動中，我們嘗試進行了《＜鷸蚌相爭＞

故事新編》的「小寫作」同課異講教研活動。

     而在七月九日，我們非常有幸獲教育局邀請，跟其他老師分

享我們的一些教學心得。

語常會英語話劇課程
SCOLAR-Drama-in 
Education English 
Alliance Programme 
2009/10

英語話劇課程導師林小姐到校為英文科老師進行話劇
教學培訓

我們這個「定鏡」如何呢?
最後一次的檢討會，大家也獲益不少！

每周一次的集體備課，是老師們思維碰撞
的陣地。

同學們在小寫作課中樂於分享意見

在同課異講的
「小寫作」課，
同學們都有出色
的表現。

本年度學校再次參加了語常會的英語話劇課程，透過一連串

的活動，包括:密集式的教師培訓，跟香港藝術學院英語話

劇專業人士進行備課、觀課及評課，導師到校培訓等，實在

令英文老師們獲益良多，同學們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也提昇了

不少呢！

這是本年度五年級同學
「小寫作」學生作品選萃。

七月九日那天，小五中文科任老師到教育局分享推
行「小寫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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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同工專業分享會
為了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本年度數學科籌辦了五次教師專業分享會，讓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教師除了探

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遇上的難點，更讓教師探討有效的教學策略。數學課程共分為「數」、「圖形

與空間」、「度量」、「數據處理」及「代數」等五範疇，教學正是透過這五範疇來培養學生構思、探

究、推理、溝通、建立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數學科專業分享會中，梁偉健老師為大家分享如
何透過ELPS四個步驟來引導學生建立抽象思維及其
重要性。

龐立剛老師分享在「數」範疇教學中的難點及其教
學策略。

黃麗華老師：於數學科專業

分享會中，老師可透過討論、

活動，彼此分享教學心得，

豐富數學科教學法，從而提升

教學質素。

李家明老師：數學科專業分享

會能讓數學老師們共同研習

教學方法，分享教學心得，是

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吳敏蕊老師：專業分享會提供

一個機會讓數學科老師分享教

學上的難點，透過討論和分

享，教師能認識一些對學生有

幫助的教學方法，有助提升教

學質素。

「合作學習」工作坊
本校教師關心學生，更關注學生的學習差異問題。研究指出合作學習是一種小班常用的教學策略，只要

教師設計適切的小組學習活動，同學在組員積極互賴下，便能有助解決學習差異問題。因此，本年度課

程發展主任為教師籌辦合作學習講座，讓教師掌握合作學習技巧，並應用於課堂教學，從而提升學與教

的效能。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為教師解說合作學習在教學上的應用。
教師進行合作學習活動，鍾頴欣校長也參與教師的討論呢！

家長齊來觀課，體會合作學習的優點。看！同學
正積極地投入學習活動中。

同學透過討論，加深對課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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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福音及關顧工作
A.教師團契及生日會

老師們正閱讀心靈小品。 走遍校園，尋找聖經金句的答
案。

試一試是哪種賀年食品……童年的回憶浮現出來了！

老師們以雜誌紙設計出來的揮春，你喜歡嗎？

「恭祝各位主恩滿溢，身體健康！」

老師也舉行生日會，你想一同參加嗎？

B.教師祈禱會
一同談談生活和工作近況、一同禱告、一
同仰望信實而滿有恩典的神。

C.小天使計劃及生日卡
當老師收到「小天使」的禮物
後，便會在表格上貼上貼紙表
示謝意。

大家於整年裏會簽上生日卡及
不同的賀卡或問候卡，彼此送
上關心和祝福。學生福音工作

宗教主題：「主恩連連」

全年主題金句：『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哥林多後書9:8)

天父的恩典既真實又奇妙，適逢今年為本校十周年校慶，故此透過不同的宗教活動，讓同學和老師

體會天父豐足的預備，一同為自己和耀道小學感恩。

聖經的話是寶貴的！每年我們均會依據宗教主題訂立「主題金句及每月金句」，而本年的金句均與

「恩典」有關，我們於早會及宗教課堂上，經常鼓勵同學朗讀及背誦金句，藉此讓同學自小將真理

牢記於心。

月份 每月金句

09年9月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詩篇103:8)

09年10月 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詩篇30:5)

09年11月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哥林多後書12:9)

09年12月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提摩太後書2:1)                                         

10年1-2月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有恩典、施憐憫。你們若轉向祂，祂必不轉臉不顧
你們。                                          (歷代志下30:9)

10年3-4月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羅馬書3:24)               

10年5-7月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詩篇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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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正在展示同學的照片，分享在工作上的恩典。

高年級同學攜手將「救恩」這份禮物唱出來，真是
「恩典太美麗」了！

耀道堂的哥哥姐
姐也趁着早會時
間，同來分享天
父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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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持續性的福音工作：

1.早會：

每逢星期三的早會，基督徒老師會跟學

生分享天父在自己身上的恩典，老師們

以不同形式，將自己兒時或長大後的經

歷，向同學一一呈現。

2.【恩臨耀道 感謝連連】恩典卡分享

    本年度，同學在不同時段於恩典卡上寫下天父

的恩典，學習為着大小事情而感恩。

於校園壁報板上展示各級同學的恩典卡，亦會在早會
上將恩典卡讀出，名乎其實是「恩典遍校園」呢！

3.【Morning歌】

   【Morning歌】顧名思義是在每天早上播放

的詩歌，那就是一些傳統和家傳户嘵的詩歌，

例如：《谷中百谷花》、《感謝神》、《奇

異恩典》等。同學在聽過詩歌後可參加問答遊

戲，從而了解詩歌帶出的意思，幫助同學靈命

成長，認識信仰更多。

      
     【Morning歌】口訣

   Morning歌   Morning 歌
      每早八點為你播
      福音信息遍校園
      恩典從來不間斷
      常聽詩歌獲益多

      你我得力笑呵呵

每週會更新壁報上的詩歌，同學便可以認識更多既有意思
又悅耳的詩歌啦！

4.祈禱大使   

每逢星期二及四的早上，會由祈禱大使帶領
全校同學祈禱。

祈禱大使進行了一項名為【關心老師大行動】的活動，他們會訪問校長和老師的近況，然後為他們祈
禱，亦會親自寫上書簽，為師長送上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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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每天在梯間都會讀到這些金句，金句提醒他們要數算主恩。

5.勉勵金句

6.少年無限

老師帶領同學參加逢星期六於耀道堂舉行的【少年無限】聚會，引領同學認識信仰，投入教會生活。

「耶穌愛你」這首詩歌能觸動你嗎？ 「你們逃不過我的手掌了，哈哈！」 能夠跟哥哥姐姐分享心事和互相勉勵，
感覺多好啊！

B.節期活動：

1.聖誕感恩日

初小口風琴表演是每年不可缺少的助興節
目之一。

老師和詩班獻唱一連串聖誕歌及思想耶穌降生的事蹟。

藝人彭家麗小姐以歌聲向家長
分享自己信主的經歷，並主持
大抽獎。

難得與家人在學校禮堂玩遊戲，小朋友
們不亦樂乎呢！

【好好丑丑佈道隊】透
過默劇傳福音，又在校
園內與小朋友拍照，帶
來無窮歡樂！

分班聯歡為聖誕感恩日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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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苦體驗活動

「赤腳走石路」、「沉重十架」、
「荊棘冠冕」，同學們，你們能體驗
耶穌的苦嗎？

尋找耶穌的故事

同學正在努力尋找與耶穌受苦及復
活有關的事蹟。

  復活節活動「終極金句」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
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
義。           (羅馬書4:25)

《耶穌傳》電影欣賞及反思

高年級同學欣賞《耶穌傳》後，會完成
「反思工作紙」，思想耶穌犧牲的愛。

C.專題活動：

1.小五福音營

「我們一同唱詩歌、寫心聲和剪報紙砌金
句，這些片段真難忘！」

老師和耀道堂同工們粉墨登場，為的是
想同學們多認識主耶穌啊！

看見同學真誠地分享，老師感到欣慰!

2.復活節活動

本年度除了「耶穌受苦體驗活動」、「復活節電影欣賞及反思」外，亦首次舉行復活節崇拜，讓同學在

嚴肅的氣氛下思想復活節的意義。另外，宗教組設計了一連串尋找「終極金句」的活動，同學需透過欣

賞「《耶穌傳》電影」、「信仰疑難解究」及「尋找耶穌的故事」三個活動，砌成一句與耶穌受苦和復

活有關的「終極金句」。
小息活動

初小同學正在欣賞卡通----《復活節的故事》。

復活節崇拜

梁小甜牧師透過話劇向全校師
生宣講信息。 

同學恭敬地向
天父獻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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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六畢業營

耀道堂同工和同學玩遊戲，又向同學傳福音，從他們的服侍，可以看到耶穌的愛。 團隊遊戲是少不了的活動！

「感謝天父賜食物，這全是祢的恩典！」儘管全身濕透，同學仍堅持到底，
務求儲起最多的水，成為勝利者。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都不會錯失分享
的機會。

3.宗教日

不論高小或初小同學，都使盡渾身解數回答聖經問題，神的話又再次進入同學心裏了！

嘉賓以一曲《不要驚動愛情》向同學
分享自己的信仰歷程。

訓輔活動
秩序訓練

開學初，訓輔組安排學生接受秩序訓練，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還舉行了課堂及集隊秩序比賽，得分未如

理想的班別會交由訓輔主任進行秩序訓練。透過訓練及比賽，讓同學們養成遵守秩序的良好習慣。

排隊快、靜、齊！書包也要
學排隊！ 

集隊及行進： 課堂中：

行進時要注意隊形。 

禮貌運動

訓輔組分四個時段定出「禮貌範疇」，指導學生對人要有禮貌：

推行時段：

月份 九、十月份 十一、十二月份 二、三月份 四、五月份

禮貌範疇 起立、敬禮、坐下 早晨、午安 多謝、唔該 借借、對不起

我們坐在座位上聽同學回答問題。 站著回答老師的問題，
是尊重老師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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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抹抹桌子吧！ 

清潔活動

中秋晚會及秋季旅行後，家長和同學們都要負責清理場地。

中秋晚會
秋季旅行

廢物箱要給「餵飽」了！ 

不要少看我們年輕，掃起地來
似模似樣！

課室清潔大行動

初小、高小學生同心協力，齊齊參與課室清潔大行動。

好學生獎證計劃

獎證計劃是為了在學業、品行、秩序、活動及服務等方面做得

出色的同學而設的。同學們集齊30張獎證便可換取禮物了。禮

物方面，除了書券、文具、玩具和日用品外，今年還有由比利

時進口的巧克力呢！最榮幸的是獲特別獎的同學可以與校長茶

聚及獲比利時曲奇餅帶回家與家人分享呢！

給校長款待，真榮幸啊！ 要和家人分享曲奇餅呀！

 謝謝老師

「春風化雨暖透我的心」，同學

們在「謝謝老師」活動中向老師

表達謝意，送上小禮物，還與老

師聯歡：大食會、遊戲……

同學代表讀出敬師卡中家長及學生寫
給老師的感謝說話。

送個小沙樽給老師，已令老師
笑逐顏開了！

乘風航海上歷奇訓練計劃

透過乘風航海上歷奇活動，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有勇氣接受挑戰，面對逆境時能克

服困難，取得成功的經驗。 

真的嗎？同學駕駛橡皮艇在飛馳？她領了
「鴐船執照」沒有？ 空中飛人跳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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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一日遊活動

「基督教勵行會」為天水圍

區居民申請了「香港迪士尼

樂園」免費入場券，耀道堂

還津貼車費，讓本校學生及

家人免費遊覽迪士尼樂園。

當日領隊社工、老師及42個

四年級學生家庭共152人在

暢遊樂園之餘，還可一聚天

倫。 在迪士尼樂園門前先來張大合照！

天樂一家與米奇拍照留念。

家長/親子活動﹕

親子同樂日：你看，家長和我們玩得多
投入！ 

「孩子網上安全」家長講座：家長們很專
心地學習有關互聯網的知識呢！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學生、家長、教師講座及小組

本學年，學生輔導組舉辦了不同的學生、家長、教師講座及小組，以下是其中的一些活動：

學生講座：

「生命勇士」講座：消防隊長胡麗芳女
士分享她面對逆境的經歷，很勵志呢！ 

「和諧校園齊創造」講座：和諧校園
齊創建，開心笑臉常出現！ 

「男與女相處」講座：和異性恰當地相
處可以讓我們變得更成熟得體呢！ 

學生輔導活動：

「自理小管家」小組：我們學會自理
 的技巧，成為自己的小管家！ 

「和諧先鋒」義工小組： 謝謝父母支持
我們參與訓練， 讓我們成為「和諧先鋒」呢！

「小白3歲Sing級頒獎禮暨新歌試播會」
 義工活動：讓我們這群小義工透過舞
蹈向大家宣揚和諧訊息吧！ 

「提升子女自律自理能力」
家長講座：講者很欣賞家長
抽空參與講座呢！ 

生活適應活動：

「小一至叻星」小一適應 (入班活動)
：我們一起玩遊戲，一同做朋友。

「小測、考試無有怕！」小一講座：我
們透過遊戲，學會如何為評估及考試作
準備了。

升中適應之「面試技巧」講座：社工透
過模擬面試，教導我們面試技巧，很生
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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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靈活運用了教育局提供「新資助模式」的資源來支援及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使他們在學習

上及早得到適切的幫助。本校亦與社區機構合作，為同學提供功課輔導班、興趣班及外出參觀等，讓同

學擴闊視野及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

為了更有效及全面地照顧校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本年度提供以下不同類型的支援： 

特殊教育老師為學生進行讀寫訓
練。你看，同學們都認真地上課。 

言語治療師為學生進行小組訓練。 

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項目 內容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在小一時甄別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
生，從而及早提供適切的輔導和支
援。

功課、默書及考試
調適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功課、
默書及考試調適。

小老師計劃 由高小學生擔任小老師，協助一、二
年級的同學進行溫習，溫習內容包
括默書、小測及BCA考試。透過此活
動，學生不單能提昇對學校的歸屬
感，亦能在學習上得到合適的支援。

課堂支援 個別班別於中文及英文課堂時會轉為
小班教學，以便老師能更適切地照顧
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

課後輔導 為協助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能更有
效掌握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學習內
容，本年度校方開設課後輔導班。老
師於課後為學生進行補底輔導教學，
協助成績稍遜及在學習上有困難的學
生提高學習興趣和能力。

活動樂繽紛 特殊教育老師及職業治療師定期到校
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服務，以個別
及小組形式訓練學生專注力、提升學
習能力及進行感覺統合等訓練。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定期到校為學生及家長提
供支援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為有需要
的學生提供評估及訓練、安排老師及
家長講座等。

教育心理服務 由教育局提供教育心理服務，為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評估，並為教師
及家長提供支援和諮詢服務。 

個別學習計劃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因應其個別
需要和學習進程編訂個別學習計劃。

社區機構支援服務 社區機構為同學提供功課輔導班、興
趣班及外出參觀等，讓同學擴闊視
野，並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
力。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活動樂繽紛

社區機構支援服務

與社區機構合作，帶領同學走出課室，到機場
及迪欣湖作戶外學習。雖然當天的天氣很炎熱，
同學們興奮的心情卻沒有減退。 

小老師計劃

四年級的小老師

我們年紀雖小，但
教導一、二年級的
同學進行溫習，沒
有難度啊！

我們笑容
滿 面 ，
便知道我
們是有愛
心的小老
師。

六年級的小老師

我們人多
勢眾，當
然是最有
經驗的小
老師。

融
合
教
育

五年級的小老師



58

校
風
及
學
生
支
援

校
風
及
學
　
生
支
援

「模擬小一學習生活體驗」及
                 「家長觀校」活動
為了讓幼稚園的家長和學生更了解小學的校園生活模式，學校於本年度舉辦了「模擬小一學習生活體

驗」及「家長觀校」活動。兩頊活動的內容十分豐富，學校除了安排家長參觀學校外，還安排同學到

小一課室上體驗課，為升小一作好準備，深受區內幼稚園的師生歡迎。

天樂幼稚園的小朋友在音樂室爭着敲
大鼓啊！

播道會天恩幼稚園的小朋友在操作工程
積木。

看看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的小朋友上中文
課時多專心啊！

小朋友最愛玩的是「跳飛機」啊！ 鍾校長正為青衣商會幼稚園的家長介紹
學校。

陳震夏幼稚園的師生們與YAO DAO Buddy
一起拍照留念。

小一新生適應週
為使一年級的新同學能夠更快適應小學的生活，學校特於8月26至28日舉行了「新生適應週」，使同學

能夠儘快習慣小學生活的常規。

看看同學們上中文課時多留心啊！ 在編班試中，同學們那認真地作答的態度，
值得一讚！

在「認識校園---校徽拼拼拼」
攤位遊戲中，同學和家長們都十
分投入啊！

初

小

校

園

適

應

午膳服務生
一群五、六年級的同學，在每天午膳後，都會到

一、二年級的課室協助低年級同學清洗托盤。從

收拾桌子，到抹桌子、洗托盤，每一個步驟也

不能輕看！通過教導學弟學妹正確的清洗托盤方

法，除了幫助初小同學適應校園生活外，也可以

訓練他們成為整潔、盡責的好學生。

二樓，就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最後，用清水沖洗，讓托盤在膠盤上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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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適應課程
全級六年級學生於上學期到一條龍中學---耀道中學參觀及參與體驗課，藉此讓同學對中學的教學方式有

所了解，並能儘快適應中學生活。

同學對顯微鏡的用途相當感興趣啊！ 同學們有說有笑，多愉快的英語課！

初小親子生日會
這是小一至小三的同學熱切期待的活動！本年度共舉

行了四次生日會，讓同學、家長能在學校與老師一起

慶祝生日。生日會節目豐富，有唱歌、遊戲、派發生

日禮物等，最吸引的是分享由家長親自烹調的美食，

同學都感受到家長和老師的關愛，樂而忘返。

生日之星大合照。

我們希望快高長大，學業猛進！

鍾校長祝福生日之星。
我是遊戲達人！

課後耀小多元學習課程

小一至小三的學生每天放學後或在假期、試後活動進行「耀小多元學習課

程」。學生除了做功課和溫習外，還會進行一些有益身心的學習活動，如

手工、棋藝、圖書閱讀等等。「耀小多元學習課程」是替學生提供一個查

詢及完成功課、讀書溫習的平台，讓學生突破學習上的難點，溫故知新。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不是在求答案，而是在尋找學習的方法，更要養成自

律、盡責做事的好行為。

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正努力
地默寫英文。

哇！學生上了一整天課，仍很認真
地做功課。

看！學生多專注地聽老師的講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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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
基督少年軍的宗旨

1. 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帶領青少年

   認識基督、接受基督，讓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和   

   生命的主。

2.達成基督化人格：引導青少年人學像基督，培養    

  像主一樣的人格，其中包括服從、虔誠、紀律及

  自愛等良好質素。

09/10年度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31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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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經歷了多姿多采的一年。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隊員們擴闊了眼界、學會了欣賞大自然、

提升了自信心和學會了不少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天父的認識更多更深。

各人抖擻精神，準備進行升旗禮。

原來學習地圖知識也十分有趣的。

我們征服了青衣自然徑，很興奮啊！

終於到達山頂，你看，那是青馬
大橋啊！

處身大自然中，我們悠閒地一起靈修。

沿途風景十分美啊！

參觀水警基地令我們大開眼界。

不用擔心，我們只是在學習包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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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
領袖生立願禮：
為了加強領袖生在同學心目中的認受性，表達學校重視領袖生的服務，讓領袖生立願，以服務同學為榮，

訓輔組特別為風紀、圖書館管理員、康體大使及IT領袖生安排了領袖生立願禮。

校長頒授崗位，正式委任同學成為
領袖生，她是康體大使呢！

領袖生齊聲宣誓，竭力為同學服務。 風紀隊陣容鼎盛，氣宇軒昂，不愧為
學校警察！

圖書館管理員文質彬彬，果真是
「讀書人」呢！

康體大使可不是陪同學參與康體活
動的，他們要維持秩序，收拾康體
用品。

相信IT領袖生要安排指導同學使用電腦，
他們的電腦知識一定不弱。

服務生茶會：
2008年度下學期，因「人類豬型流感」肆虐，全港小學需要停

課，領袖生最期待的服務生日營也被迫取消了。訓輔組於2009

年度特別為領袖生們預備了服務生茶會，答謝他們一年來為學

校及同學服務的辛勞。

多謝家長義工姨姨為同學預備食物，真是色、香、味俱全呢！

同學真有口福，食物款款味道美，
賣相佳！

服務生日營：
2009年度服務生日營假麥理浩夫人度營村舉行，營內有許多免費活

動供同學參與：繩網陣、射箭、攀石、手工藝、球類活動……應有

盡有，同學們總會找到喜歡的項目參與。

別看他如此輕鬆，你到繩網陣走走便知有
多難了！

千辛萬苦攀到岩頂了！

英姿颯颯，年紀小小，力氣可不少，
中紅心啦！

攀石、爬繩網都太刺激了，靜靜地結
條手繩也不錯。

制
服
團
隊
及
服
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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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
風紀集訓
風紀隊是學校的紀律部隊，指導同學

遵守紀律，協助老師維持秩序。投入

服務前，風紀要集訓，明白崗位內

的工作。集訓中亦強調風紀的服務精

神，希望風紀有良好的服務質素。

聽聽風紀的守則：先管自己再管人！ 風紀總隊長現場演繹怎樣指導同學排隊。

風紀團隊訓練
2008年度因「人類豬型流感」停課關係，2009年度舉辦了兩次風紀團隊訓練，上學期的一次旨在訓練

2009年度的風紀，下學期則訓練2010年度的風紀。

支持多一會，不要壓下來啊！
集思廣益，討論一下怎樣解決值崗時經
常遇到的棘手問題。

要信任夥伴的帶領！

「信任天梯」上的你很重呀！
我信得過你們不會放手讓我掉下來！

風紀及制服隊值崗
除了風紀外，訓輔組還安排了基督少年軍及紅十字少年團隊

員值崗，學習指導同學守秩序及提醒同學對人要有禮貌。

提醒同學要用消毒液。

指導同學依次序上課室。

小息時、風紀管理班上同學。

在遲到同學的手冊上登記遲到資料。

替初小同學通知老師到教員室外會面。

國旗下的講話
除了風紀外，訓輔組還安排了基督少年軍及紅十字少年團隊員

值崗，學習指導同學守秩序及提醒同學對人要有禮貌。

風紀總隊長主講
「國旗下的講話—
新年記趣」：向同學
介紹不同國家、不同
民族的新年有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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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童軍
宗旨

培養隊員的群體合作精神，同時也培養她們自治和自務的能力。成員可從各項活動中的學習及分享，

發展多項技能及自信心，裝備自己，實踐「日行一善」的精神，繼而服務家庭、學校及社區。

小女童軍除了服務人群，還會學習一些生活
技能。看！這位隊員多享受製作“湯圓”，
真是又圓又大呢！

是次請來梁偉健老師講解及示範紮
營技術，每位小女童軍都很用心聆
聽喔！

由胡心屏老師帶領下的小女童軍，每位
成員都勇於嘗試，樂善好施。

香港紅十字少年團(JU86)
宗旨

本校的香港紅十字少年團共有38位成員。本年度，隊員除了接受一系列的技能訓練外，還在校內發起

了兩次籌款活動，分別為青海地震的災民及本港的老人籌款。另外，紅十字隊員每年均會為校內各項

大型活動進行招待工作，隊員的服務表現亦得到老師的讚許。`

技能訓練

繩結

手語

急救

步操

聯誼活動

聖誕聯歡會

競技賽

全校師生為青海籌款

紅十字隊員協助敬老護老
愛心會售賣愛心券，為本
港的長者籌款。

於十周年感恩崇拜中，紅十
字隊員協助招待黃仁龍司
長。

紅十字隊員聯同基督少年
軍每月進行升旗禮

小五隊員主講「國旗下的
講話」，為大家介紹中國
的歷史人物。

服務

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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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大使
康體大使在第一個小息負責協助同學進行乒乓球、羽毛球、

跳繩及呼拉圈活動，並協助老師管理校內的體育用品。康體

大使共分2小隊，每隊有1名總隊長、兩名隊長及11位成員。

每次活動後，康體大使除了整理用品外，還要把它們
放回原處，十分稱職！ 隊員之間互相協助，同心合力，

齊把工作做好！

鍾校長、郭老師與康體大使來個大合照。

看！這位康體大使很用心
地收拾每一件體育用品。

圖書館管理員
為了加強服務，今年圖書館的開館時間延長至下午5時，讓有

需要的同學可盡享借閱圖書的樂趣。此外今年我們第一次參

與舉辦「世界閱讀日」，當天除了有廣播劇播放外，操場上

還有攤位遊戲，最特別是加插了圖書義賣，讓愛閱讀的同學

以低廉價錢購買圖書。6月份試後活動，管理員參觀了大埔教

育學院及景行出版社，並合力為圖書館選購圖書。

圖書館延長了服務時間，讓更多同學享用圖書
館服務。

看！世界閱讀日的攤位遊戲很受歡迎啊！ 我們的管理員負責義賣圖書。

大埔教育學院內有香港教育博物館，還有專人介紹館內資料。

管理員來到景行
出版社為圖書館
挑選有趣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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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來到景行
出版社為圖書館
挑選有趣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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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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進行了九次。升旗禮

後，校內的制服隊伍及服務生團隊輪流主講「國旗下的講話」，向同學介紹中華美德、中國的少數民族、

城市和歷史人物等。 

國情教育
升旗禮

升旗隊由本校的紅十字少年團及基督少年
軍所組成。

國旗、區旗及校旗每月均會在本校徐徐升起。 「國旗下的講話」：
基督少年軍的隊員為同學分享
國慶期間的慶祝活動。

透過國民教育日營中的展覽、體驗活動及講解，讓學生認識國情、學習中華美德，從而提升國民的素質。

本校已連續六年安排五年級同學參加該日營，以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國民教育日營

同學踴躍地分享感受。 同學蒙著眼睛，勇闖難關，體驗中國人
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精神。

由優秀國民帶領全體同學宣誓，
承諾做一位愛國的國民。

本年度的「耀小狀元爭霸戰」利用兩個不同的形式進行。小一至小四的同學在熟讀「耀小狀元紅」小冊子

後進行問答遊戲；小五及小六的學生則進行「中國六十年大事知多少」配對遊戲。

(一) 國慶周

節日活動

「耀小狀元爭霸戰」吸引了很多同學圍觀。 你知道國家主席是誰嗎？
學生透過遊戲，回顧祖國六十年來
所發生的大事。

今年的迎春嘉年華除了有攤位遊戲外，高小的同學更可參與新春競技賽，師生同樂，全校在一片歡樂聲中

迎接新春。

(二) 送牛迎虎賀新春

新年快樂!

你知道十二生肖的英文名字嗎？

祝各位 笑口常開 !

「寫揮春」是每年最
受歡迎的攤位。

老師和同
學一同參
與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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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著重增加學生對健康、營養、藥物的認識

及協助學生建立社交溝通技巧。課堂於哈樂車內進行，

透過特別的教學設備，讓學生輕鬆和愉快地學習。

健康教育

同學們準備登上哈樂車

同學積極參與討論 哈樂陪伴同學健康成長

生活教育課程

本年度，本校進行了兩個不同的「向誘惑說不」主題周。

「向誘惑說不」主題周

日期 主題 活動內容

上學期 樂不思毒

1)禁毒講座(學生及家長)

2)禁毒Magic Show

3)攤位遊戲

4)「反吸毒健康大使」小組

下學期 網絡陷阱

1)專題講座(學生)

2)展覽及問答遊戲

3)「健康使用互聯網」工作坊

透過講座讓家長及學生明白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 透過魔術表演引導學生思考毒品對人生
的影響。

學生積極參與攤位遊戲。

開心「果」日是一年一度的學界盛事。今年4月28日，耀小

與全港500間學校參與開心「果」日，當天全校師生一起在

校園內吃水果，真震撼！除此以外，我們更在5月份舉辦開

心「果」月，通過「水果咭」、午間水果圖書介紹、水果急

口令等不同活動，培養同學每天吃水果的習慣。

開心「果」日及開心「果」月

每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同學都預備了不同的水果

每天都有吃水果的同學獲得嘉許狀

老師也參加開心「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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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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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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自律」為題，培

養學生在學習和守規方面的自律精神。每月均設有相關月訓以提醒學生何謂「自律」。

品德及價值教育

月份 月訓 生活實踐/具體目標

九月 自立主動

1. 自動自覺，早睡早起。

2. 適當地分配溫習和遊戲的時間。

3. 每天主動收拾個人用品，如書包、書桌、玩具和房間等。

十月 勤學求上進

1. 守時不遲到。

2. 認真完成功課。

3. 建立良好的讀書習慣。

十一月 愛整潔 重衞生

1. 穿著整齊清潔的校服回校。

2. 帶備紙巾回校使用。

3. 打噴嚏或咳嗽時用手或紙巾遮蓋口鼻。

4. 勤修剪指甲及洗手。

十二月 節約克己

1. 減少上網和打機的時間，多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

2. 不隨便買玩具及零食，建立儲蓄的習慣。

3. 不吃剩飯菜。

一月及二月 健康情緒

1. 遇不如意時，主動尋求協助。

2. 生氣時，保持冷靜，坦誠與別人表達自己的感受。

3. 保持心境開朗，樂觀面對困難。

三月 以禮待人

1. 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2. 說話語氣要溫和，不打岔別人的說話。

3. 接受別人美意要道謝，開罪別人要道歉。

4. 排隊時不爭先恐後。

四月 盡責守規

1. 時刻遵守校規。

2. 服從師長的指示。

3. 檢點自己的言行，不傷害他人。

五月 愛護校園
1. 保持校園清潔，並協助清潔校園。

2. 要有公德心，善用及愛惜校園設施。

本年度，我們以「齊自律 我做到」為題推出一系列的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自律性。

(一) 主題活動「齊自律 我做到」

時段 活動內容

上學期 秩序比賽(課堂表現)、「向誘惑說不」主題周 - 樂不思毒

下學期 秩序比賽(集隊表現)、「向誘惑說不」主題周 - 網絡陷阱

全年 交齊功課/守時不遲到計劃、清潔運動、午間直播(表揚學生的自律行為)

要令自己班的幼苗健康成長，
便要交齊功課啦!

要趕快到達終點，便要守時
上學了!

交齊功課/守時不遲到計劃：
做得好的同學可得「勤」貼紙
一枚。

風紀高舉分牌，各班同學均
知道自己的集隊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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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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小的課程

加入了抗逆元素，以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二) 成長課

學生每循環周撰寫一次「成長小記」，反思周

會或成長課之得著，及檢視自己的自律表現。

本年度，我們在「成長小記」中加入了家長評

估部份，讓家長評估子女的自律表現，並寫上

鼓勵說話，強化「成長小記」作為德育及公民

教育的評估工具。

(三) 成長小記

同學喜歡寫成長小記。 家長每月均會寫上鼓勵說話。

本年度，周會由本校老師負責分享，以每月

的月訓為題，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和良好

品格。

(四) 周會

老師身體力行示範甚麼是「節約克己」。

周會內有不少學生的分享時段。

老師利用新聞時事引導學生反思
價值觀的問題。

「品德之星」表揚自律的學生，每兩個月由

班主任推選一至兩位同學成為「品德之星」，

於班內加以表揚，藉此對全體學生起正面的

教育作用。

(五) 品德之星

品德之星可以與校長共晉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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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增設校長飯局，獎勵品德之星，以及在「成長小記」中有良好表現的學生。學生可以一邊吃飯，

一邊與校長聊天。

(六) 校長飯局

大家齊集乒乓球區共晉午膳。

同學喜歡與校長聊天。

學校為同學預備了美味的
「瑞士雞翼」。

本校每年均會安排不同講題的講座給學生，透過不同講者的

分享，令學生潛移默化培養出良好的品德。

(七) 講座

學生輔導人員親身示範面試的技巧。

個人成長 群性發展 學業發展

P&G 給成長中的您

生命勇士

道路安全

網絡陷阱

樂不思毒

與異性相處

男女相處

與異性相處

默書考試無有怕

面試特工隊

升中適應 「道路安全」講座

藉著「好人好事」表揚計劃推廣欣賞文化，建立關愛校園。

我們鼓勵學生多發掘好人好事，並把它寫下來，由老師協助

於周會時段讀出，以及把好人好事卡貼在心靈感恩樹上，供

學生閱讀。每位老師亦會撰寫好人好事卡表揚學生，並於星

期一的早會時段公開表揚同學的行為或品格。計劃實行了一

年，校內已漸漸建立了欣賞文化。

(八) 「好人好事」表揚計劃

每個課室都設有好人好事收集箱，
方便同學在小息時自由撰寫及提交。

學生可於小息時閱讀同學所寫的
好人好事卡。

學生認真撰寫好人好事卡，
表揚同學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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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們除了舉辦

利是捐贈活動外，還為

中國青海地震的災民籌

款。

(九) 籌款活動

為青海地震災民籌款，同學和老師都慷慨解囊。

每年舉辦的利是捐贈活動，協助學生養成
捐贈的習慣。

本校多年來舉辦「家長也敬師」活動，每年家長與學生均積極填寫心意卡，送給老師表達謝意。今年，

我們特別在「謝謝老師」活動日讀出部份敬師卡，並由小四成長的天空的成員代表全體學生向老師致送

小禮物，場面溫馨!

(十) 敬師活動

老師們收到學生敬送的心意卡均會甜在心頭。

老師收到學生的禮物，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為了提供更完整的性教育課程，除了常識科的性教育課程外，本校還加入了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的講座及

護苗教育車課程。

講座

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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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講座主題 負責的機構

小五及小六 男與女 香港路德會

小六 與異性相處 香港路德會

小五女生及家長 P&G 給成長中的您 P&G香港有限公司

學生留心地聆聽講者的講解，
部份學生亦有爭取時間發問。

護苗教育車課程
護苗教育車課程由護苗基金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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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學生均喜
歡到護苗車上課。

護苗車上的特別
器材，連六年級
的學生也被吸引呢!

小二的同學學習如何
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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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舉辦的情緒教育課程是專為三年級同學而設。

透過遊戲，讓學生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並帶出和諧家

庭的組成要素，把訊息帶回家中。除了一節的情緒教育

課外，和諧之家還為有需要的同學開設小組輔導，進一

步改善同學的情緒健康。

情緒教育
和諧快綫

同學都喜歡在「和諧快綫 Harmony Express」內上課。

學生會利用《情緒護照》進行自學。

小組輔導學習形式多樣化，
學生和家長都投入參與。

學生聯同其他義工合力演繹歌曲《和諧新一代》。

生命教育

「躍動生命足跡」計劃是一個為學校度身訂造的生命教

育課程，由明愛樂勤學校舉辦。透過一天的日營活動，

讓學生體會生命的意義，強化學生愛惜生命、尊重生命

及關愛生命的意識。

「躍動生命足跡」計劃

同學在明愛樂勤學校拍照留念。

同學正利用手語跟樂勤的學生打招呼。

學生自製薄餅，材料包含了甜、酸、
苦、辣四種味道，比喻人生不同的經歷。

「大腳八」遊戲考驗學生的合作性，加油!

同學都為自己的目標奮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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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為教育局撥款贊助的活動。校方利用問卷選出有較大成長需要的小四學生參

加為期三年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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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增加學生

抵抗逆境的能力(抗逆力)。本校已經連續六年於校內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

2009-2010年度成長的天空各年級活動一覽表

 

「成長的天空」活動 日期

小四

迎新啟動禮 13/10/2009

輔助小組 (兩組各6次) 10/2009-04/2010

愛心之旅1 (協助製作小禮物以配合「謝謝老師」的活動) 7/11/2010

挑戰日營 (宣道園) 14/11/2009

親子日營1暨優質家長工作坊 (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28/02/2010

親子日營2 (浸會園) 9/05/2010

再戰營會 (保良局北潭浦渡假營) 14-15/05/2010 

愛心之旅2 (探訪天悅邨長者屋) 12/06/2010

結業禮 17/06/2010

小五

親子日營 (0809活動-曹公潭戶外康樂營) 27/09/2009

Pizza Hut 開心之旅 (上水廣場Pizza Hut) 17/10/2009

小五重聚(小組活動) 18/11/2009

小五戶外活動-至激行山樂 5/12/2009

小五愛心之旅 (慶新春攤位活動) 8/02/2010

小五愛心之旅 - 植物護理工作(濕地公園) 17/04/2010

小五黃金任務(個別面談) 10/09-12/09

小六

小六重聚(小組活動) 25/11/2009

小六戶外活動-沙灘歷奇長洲兩日一夜宿營 (長洲白普理營) 22-23/01/2010

小六愛心之旅 – 校園義務工作 27/03/2010

小六黃金任務 (個別面談) 02/10-04/10

結業禮 17/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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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活動

學校、老師、學生齊同心，讓「成長的天空」更加成功。 

看！我們多用心地製作沙樽。小四的
成員耐心地製作送給老師的小禮物。

小四的成員在挑戰日營中，
互相合作一同完成任務。

在宿營期間，透過遊戲提升組員的合
作性，亦藉此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家人一同合作，齊心合力完成挑戰。

小四成員前往天悅邨長者屋進行探訪活動，為長者帶來一個歡樂的下午。

小五活動

一同合作、一同分享，小四成員同心協力製作

美味的薄餅。

家長們也身體力行參與親子日營，

用行動支持「成長的天空」的成員。

透過遠足行山活動鍛鍊成員的毅力。

小五成員專心地為慶新春攤位作準備。

小五成員於慶新春攤位時，

耐心地教導低年級學生製

作新春手工。

小六活動

利用遊戲和小六的成員重溫
「成長的天空」計劃內容。

利用不同的歷奇活動，提升組員

解決困難的能力。

小六成員付出自己的心機和時間協助美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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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徽

全動感小息

耀小學生個個活潑好動，為讓他們動動手腳之餘，

又輕鬆一番，故此本校於第一個小息提供乒乓球、

羽毛球、呼拉圈及跳繩活動。

看我使出的「變幻球「吧！

轉呀──轉呀──男女同學
都愛玩呼拉圈！

「跳繩強健身心。」
齊來跳──跳──跳！

看我的發球有多厲害吧！

秋季旅行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的秋季旅行在2009年11月26日舉行，是次活動的地點上水展能運動村。

這次旅行的目的是藉着透過同學參與户外活動，擴闊視野，讓同學培養獨立自主精神，並能從中加強

家校的接觸和溝通。

李老師，你烤的香腸很美味啊！

嘩﹗沙老師和5A班同學一起玩彩虹球，真開心啊！

這位小女孩的攀爬技巧確實不俗。

敬雄，你能射進球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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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一至六年級的秋季旅行在2009年11月26日舉行，是次活動的地點上水展能運動村。

這次旅行的目的是藉着透過同學參與户外活動，擴闊視野，讓同學培養獨立自主精神，並能從中加強

家校的接觸和溝通。

班際朗誦比賽

班際朗誦比賽對同學來說，是每年一度的大事，也給予同學發揮潛能的好機會。是次朗誦比賽形式包括：

英文、普通話及粵語組，同學們都用心練習，為本班出一分力。

班際朗誦比賽得獎名單

組別 獎項及獲獎班別

一年級英文朗誦 冠軍1B

二年級中文朗誦 冠軍2A

三年級英文朗誦 冠軍3C

四年級中文朗誦 冠軍4A

五年級及4C班英文朗誦 冠軍4C

亞軍5A

六年級中文朗誦 冠軍6E

亞軍6B

別看這班同學神情失落，其實他們正表達「失望」之心情喔！

這班同學除了聲線動聽外，還以動作配合誦材內容，十分認真呢！

單看這班同學的「陣型」，已甚有氣勢。

從三位評判的眼神看，便知台上的參賽者有多厲害！

恭喜6E班的同學勝出！

聯

課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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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興趣班

本校十分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除關注同學的學業成績外，亦希望培養學生多元化的興趣，發展其多元化

的潛能。故本校聯絡不同的專業團體及機構，於星期六為學生開辦興趣班。

別看模型這麼「迷你」，做起來可
不容易啊！

導師用心指導，同學細心聆聽，必定
學有所成。

透過互動小遊戲，學習英語拼音，so funny!

看！同學聚精匯神地學習素描，真難得！

想學習快人一步，參加記憶法訓練班啦！

這位同學的腳刀技術很厲害喔！

齊跳舞，做運動，學禮儀！

教練的悉心教導，
「我終於練成肩倒立啦！」

本校派出小型網球學員參加比賽，
跟鄰校切磋球技，多難得！

小商店模型班 水墨畫班

英文拼音班 素描班

記憶法訓練班

跆拳道班

爵士舞班

小型網球班

體操班

黃埔軍校體驗營  培訓屬社小領袖

在2010年3月29日至4月1日期間，

本校40位來自四至六年級的同學

參加了由聯課活動組及訓輔組合辦

的四天三夜「黃埔青少年軍校軍訓

體驗營」。是次體驗營中，同學透

過軍事訓練，培養堅毅、嚴守紀律

及團隊的精神，學校亦希望從中挑

選一些屬社小領袖，在未來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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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訓練及障礙訓練，所

有日常活動都要在指令下進行。同

學們活像一位小軍人，在各項操練

中表現出刻苦耐勞及團結的精神。

參觀軍事設施後，四位老師和小軍人在退役坦克車
前留影。

小士兵正聚精會神地裝
拆步槍。

嘩﹗這是是次訓練的重頭戲
--------叢林彩彈戰。

經過一連串的艱辛訓練，終於畢業了﹗學員與教官
及4位老師來一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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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士兵正聚精會神地裝
拆步槍。

陳俊丞 周嘉灝 鄭盈如 張旨樂

張倚婧 朱皓茵 黎俊華 林可欣

劉嘉愉 李健朗 吳穎林 吳越軒

魏學勤 彭智剛 鄧宇軒 

黃嘉慧 任駿軒 容曉瑩

 

1B
班主任感想

1B班你們可愛的笑容、天真的說話，常常使我甜在心裏。這一年除了看到你們知識上增長了不少，還

看到你們結交了不少新朋友，真替你們高興。盼望升上二年級後，你們能更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快

高長大，精乖伶俐！ 

程兆恒 周家盈 周珮瑜 朱家浩 朱健婷

何玉怡 高影雪 盧意政 巫俊豪 冼威良

蘇鈺焱 司徒啟俊 曾梓樺 黃焯霖 王嘉莉

黃琝軒 黃煒燁 陳可靖

1A

班主任感想

1A班每一個小朋友都是

既獨特又受教的可人兒，

他們一顆單純愛人的心常常令老師感動及欣慰。每一次走進他們的班房就像走進「天堂」一樣，有許

許多多的歡樂、祝福、關懷和愛。

1A小天使，要繼續燃點愛啊！

班主任姓名
黃少珠老師

班主任姓名
梁淑儀老師

1C
班主任感想

堅其志，若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

必有所成。願你們為自己幸福的人生邁進。

班主任姓名
黃嘉莉老師

班徽

陳卓楠 陳銘賢 張灼鍵 張靖彤

何家俊 許雯靜 劉嘉儀 李卓謙

麥兆昌 魏樂兒 司徒迪倫 鄧逸豪

黃傅花 胡紫嫣 楊潔盈 葉美欣

余健威 李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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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俊杰 周嘉軒 蔡韋洹 馮俊禧

何嘉軒 許育銘 洪茂菁 黎俊謙

林祉諺 李善恩 李子豪 李睿倩

李展宇 廖瑞康 NISHA  黃巧欣

黃顯晴 黃嘉敏 黃少朋 胡曉彤

陳浩暉

2A

班主任感想

時光飛逝，轉眼已一年了！很高興能成為2A班班主任，因為你們每一位都很可愛！雖然你們也有頑皮的

時候，但是，你們同學與同學之間互相包容，並熱心幫助老師與同學，這些我都十分欣賞的！老師知道

你們每一位都極具潛力，希望你們來年能繼續努力，好好學習！ 

班主任姓名
鄧詠芝老師

2C

陳俊平 陳睦淇 陳曜熙 鄭家雯

張婉儀 張袁怡 蔡嘉儀 徐耀龍

何皓鵬 HARRY  高駿偉 高詩敏

郭蓉蓉 羅添寶 李穎熙 羅美姿

伍寶臨 石嘉豪 杜禮澄 黃俊榮

黃子宥

2B

班主任感想

不經不覺已連續兩年成為你們的班主任，看見你們無論身高或智慧也不斷增長，真的要為你們感恩！

雖然2B班不是所有同學也品學兼優，但感謝天父賜給你們一顆受教的心！老師在這裏向大家送上祝

福，希望大家天天也活得健康、快樂及有意義！並希望大家能夠學會關心身邊每一個人；做事不會計

較；多欣賞，少批評！加油吧！

班主任姓名
林偉杰老師

鄭凱文 鄭禮賢 曹楚翹 鍾正民

洪珮茹 洪會俊 葉偉姮 黎家俊

黎穎彤 林健榮 李敏維 梁勤樂

盧子靜 麥嘉豪 TAYAAB 吳錦波

冼家豪 蘇浩文 王卓賢 楊家燕

葉敏

班主任感想
2C班的同學大多都是很聰明和可愛的。即使是比較頑皮的學生，也會有善良

的一面。您們亦懂得尊敬師長，愛護同學。當然，亦有個別學生需要培養良

好的品德。希望各位2C班的同學在學業和品行上都能更上一層樓!

班主任姓名
賴佩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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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芝蓓 陳建邦 周澤源 鄭凱鋒

卓志強 張嘉淇 張詠晶 程愷穎

蔡頌恒 莊樂怡 高愷姍 林彥彤

羅冠傑 梁樂翎 李琬儀 廖家謙

譚富豪 鄧嘉穎 黃澤冲 黃頌恩

黃少康 余嘉藍 吳志軒  

3A

班主任感想

3A學生很可愛，他們的笑聲很動人。每看到3A學生的進步和努力，令我心裏由衷地感恩和安

慰。能夠當上3A的班主任，我感到很榮幸。盼望3A每一位同學在身、心、靈上，都可健康、

愉快地成長。

班主任姓名
黃麗華老師

陳啟軒 陳銘恆 鄭嘉雯 張雅晴

張雅倫 符史發 洪彥穎 姜豪杰

劉宙桐 李振豪 梁家達 李希怡

李蔚倩 吳梓健 黃紹鋒 蘇裕銘

鄧智龍 丁浩宇 曾啟釗 黃敬雄

楊詠婷 李鋅琪 

班主任感想

3B班的同學大多活潑可愛好動, 而且他們懂得互相體諒、包容, 我非常欣賞! 他們肯主動服

務, 也是令我欣慰的一項! 與他們相處的每天, 都像經歷了春夏秋冬一樣! 不經不覺已到了學

期尾聲, 心有依依不捨之感! 希望3B班同學繼續努力, 為自己的未來打拼! 加油! 

班主任姓名
李頴欣老師 3B

陳俊維 陳慧昕 鄭永發 朱家信

高佩如 劉雅淋 李振邦 凌諾冰 

盧嘉怡 盧淑明 呂芷希 吳維民

蕭嘉穗  戴蓉  戴樹峰 譚美寶

曾樂兒 黃嘉琪 黃寶盈 葉家浩

容曉玥 廖昊明

3C

班主任感想
不知不覺來到耀小已工作了一年，還記得我第一天接觸的同學，便是純真無邪的3C班小朋

友。想不到這裏的同學這麼乖巧、可愛、機靈，實在是上天給我的恩典。3C班同學們，你們

實在是我的驕傲。

班主任姓名
余嘉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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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星 張灼謙 張凱健 卓瀅 

莊樂明 馮子榮 洪珮霖 葉恆超

劉善瀞 梁皓棠 梁子新 練偉皓

勞俊傑 麥嘉男 文婉珊 巫卓敏

莫健澄 吳澍浩 魏天樂 彭渼茵

冼茗慧 譚慧珊 曾文詩 曾奕飛

邱學俊 楊文傑 易智澎 姚文彬

符浩仁 

班主任感想

不一樣的4A班，每個有說有笑，也有哭與愛。看着他們的成長，不是他們陪

伴我經過秋去春來、冬暖夏涼的美好歲月嗎？但願這班小天使懷着一顆純潔

的心，珍惜朋友的友誼，體諒父母的愛，結出豐盛的聖靈果子，齊踏上美麗

的彩虹路。     

班主任姓名
鍾瑞芬老師

4A

歐陽梓勤 陳樂庭 陳美因 陳倩怡

陳慧盈 張凱俊 周文進 方嘉希

何翠瑩 何敏妮 洪逸明 黎倩儀

劉鈞賢 羅浩然 羅國豪 李珈昊

李恩池 李正豪 廖楚民 吳卓軒

魏理聰 冼茗萱 蕭家朗 蕭寶欣

黃振曦 黃麒祐 謝紫琪 葉文杰 

4B

班主任感想

4B班同學都是純真、活潑的好學生。

讓老師每天都帶著笑容走進課室，與你們一起上課。

希望你們來年更認真學習，並享受耀小的學習生活。

班主任姓名
吳敏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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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毅臻 歐陽梓汶 陳嘉莉 陳沛充

陳紫燕 張潔瑤 趙嘉傑 曹均珮

夏坊心 康韻馨 洪美欣 郭浩然

郭倩盈 黎嘉琪 劉嘉儀 樓一婷

李勇威 麥兆榮 吳日酮 彭浩添

曾子瑤 蔡銀鈴 徐芷由 黃少琼

楊志涎 楊振廷 余國傑 呂卓汶

班主任感想

眨眼間，一年又過去了。回想起這一年與4C班同學相處的時光，實在感慨萬

千。班中同學們個性不同，有的談笑風生、有的沉默寡言、有的熱心助人……

但在我心目中，他們是那麼天真活潑、純良受教的孩子。雖然有時他們也會有

些爭執，但彼此都能互相包容和體諒。更令老師欣慰的是同學們在這一年裏，

無論在品行和學業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4C班的同學們，你們要繼續努力呀！ 

班主任姓名
羅秀萍老師

4C

陳美婷 陳梓聰 周俊濠 陳梓彥

鄭嘉穎 鍾敏妮 江海緯 郭志威

郭嬡宜 郭羽軒 鄺允康 羅曼婷

羅安妮 李巧如 梁美琦 梁芷瑩

李頌賢 凌耀宗 吳韋鋒 顏文軒

蕭億駿 戴洋洋 譚國鋒 鄧錦勝

謝明珠 黃觀濤 黃樂勤 黃雅君

黃寶瑜 黃穎芯 楊浩賢 楊汶欣

 

5A

班主任感想

5A班的同學:

     這一年來你們辛苦嗎?

希望你們永遠記著要有收穫就必須要付出，正如母鷹會攪動巢窩，迫

使雛鷹離開巢窩學飛，雖然看似十分苛刻，但你們知道嗎，母鷹會在

雛鷹之下展開翅膀保護著牠們。天父就是那隻的母鷹，而你們這些小

雛鷹要成長就必須經歷很多的考驗，考驗過後，便能一飛沖天。

                                                      沙老師  

班主任姓名
沙愛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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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曉華 陳美文 陳瑞軒 張凱雯

張景嵐 張詠心 張詠詩 馮婷婷

何兆君 HENNA  嵇文萱 鄺允傑 

劉英敏 羅翠兒 李慶暉 陸華昌 

麥珈霖 麥嘉怡 文健麟 魏理俊 

魏念恩 彭利盈 岑民謙 司徒玫蔓 

譚志城 鄧智峰 鄧嘉麟 溫傢竣 

溫婷善 王嘉欣 黃偉強 葉峻豪 

班主任感想

時間過得很快，這個學年又到了尾聲。不過，與5B班同學一起所經歷的一切

我還記得很清楚。5B班是一班很有活力和充滿陽光氣息的小朋友，不論好事

還是壞事，他們每天都總會給我很多「驚喜」!雖然這樣，我還是很喜歡他

們，真的多謝他們這一年陪我一同成長。 

班主任姓名
楊嘉妍老師

5B

 陳國輝 陳葆真 陳迪鴻 陳子藝

 陳芷珊 鄒薇   鄭志鵬 張澤銘

 張卓玲 張文傑 何炎柯 郭振成

 黎子健 劉曉峰 羅柏立 羅煥池

 李浚匡 廖凱威 廖樂潼 廖美琪

 盧志康 盧芷菁 呂秀慧 麥兆榮

 吳卓敏 戴娜婷 譚少盈 鄧卓盈

 曾樂怡 謝宗衍 謝文謙 黃嘉豪

 黃栢君

5C

班主任感想

我十分開心有你、妳、您…每一個5C班的同學陪我渡過這一年耀小的

生活。雖然你們有時會比較頑皮，但是活躍好動的你們在我心目中，

全部都是善良乖巧、獨一無二的，我們之間相處的每一個畫面都是我

寶貴的回憶。

班主任姓名
蘇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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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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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史婷 江曉彤

林津伊 劉振星 羅進輝 羅文駿

李雪怡 梁恬榕 梁婉君 李文靜

李祖瑜 盧淑慧 呂明慧 吳咏瑤

單堯靖 謝天偉 黃曦   楊杰豪

楊燕   嚴亮焜 姚詩慧 余杰雄

袁瑋彤 何杰聰 莊權峰

班主任感想

親愛的5D班，我們又一起度過了第三個年頭了，今年發生了很多大事小事，我相信你們每一個都可以從

這些大事小事裏汲取教訓、汲收經驗。五年級的你們已懂事了，懂道理了，不要只顧玩耍，而讓寶貴的

時光流逝。加把勁兒，先為升讀一所理想的中學打拚吧!期待着你們自信地踏上講台領過畢業證書呢!

班主任姓名
胡心屏老師

5D

陳俊華 陳嘉荣 陳潔儀 陳永佳

莊樂華 高家龍 高悅華 郭善衡

黎家柏 林敬然 劉嘉慧 李安琪

梁俊偉 連浩彬 盧靜嵐 吳汶澔

石穎彤 鄧嘉欣 鄧文俊 謝偉業

蔡江鴻 王嘉俊 黃兆爾 任嘉豪

邱蔓遙 楊政   袁嘉豪 

 

6A

班主任感想

兩年的時間轉眼即逝，這兩年間收到不少窩心的禮物，包括敬師卡、零食、手織的頸巾，以及別出心

栽的畢業短片。但是，眾多禮物之中，那一份才是老師的最愛呢？

答案就是同學們的成長。林老師很享受這兩年的時間，看著同學們的成長，長大的不單是身驅，還有

在待人接物方面的長進，這一切都令我感到很欣慰。中學是新的環境，希望大家開拓自己的天空。

班主任姓名
林國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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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明 陳紫珊 張嘉順 張芷玲

蔡任樺 朱麗怡 馮羽成 艾菲素

莫德欣 何德偉 祁卓威 劉建邦

羅健強 李文淵 梁芷柔 李健諾

李美莉 羅凱隆 吳子豪 潘柱鋒

石健安 曾文達 溫子鋒 溫華駿

黃俊宇 王可楓 丘志華

班主任感想

轉眼間，一年的小六生活快將過去。展望各位「仔仔女女」的中學生涯，有掛心，亦有老懷安慰之

感﹗其實你們都有天父加給的恩賜，只是你們用了「懶惰」這扇門將恩賜關了起來，如果大家願意

拿起「勤力」這條鑰匙開啟大門，便會發現自己無限的潛能﹗我送給你們的「小腳板」，希望你們

喜歡，未來的路，我不能每天與你們同行，但願「小腳板」能陪伴着你們，提醒大家要規行矩步，

更重要的是：只要你願意，天父會陪你走人生每一步﹗願你們早日得着主耶穌的恩典﹗

班主任姓名
李家明老師

6B

陳麗盈 陳榮鋒 鄭漢生 朱家欣

朱雪兒 徐靖雯 樊銘裕 馮創毅

符慧兒 馮鎮星 何頌恩 何曉晴

黎燕婷 劉翊翹 劉德明 李嘉淇

李嘉儀 李國俊 羅雨柔 倫佩文

麥智榮 文楚儀 莫家俊 莫艷珠

冼冠傑 戴心怡 戴瀅   鄧心瑜

鄧韻然 尹嘉慧 黃靖婷 黃浩霖

黃思慧 黃惠琳 王游達 葉智君

葉家銘 余嘉豪

6C

班主任感想
有句話是這樣的："To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we must not only act, but also dream; 

not only plan but also believe." 在過往的經歷中，透過生活的驗證，這句話對我來說是真實

的。

若你喜歡跟老人家傾談，他們總會跟你說，人生就像是一齣戲，又或是一本小說。我們都是作

者，都正在努力地寫著這個未完成的故事。小學階段只是整個故事中的一小個單元，甚或只是短

短的一頁。所以，對於你們要離開母校，除了對你們有不捨之情外，我倒是為你們感到興奮雀

躍。因為你們將要展開新的一頁。

這個故事是沉悶還是充實，不在乎你的技巧有多好，只在乎你有多用心去寫。總相信，真誠的作

品才能感動人。做事有點馬虎了事的你，或許在小學的單元裡沒用心去寫，不要緊，反正都已成

過去。但下一個單元呢？你會如何選擇？願你做一個出色作者，為自己人生的故事，寫上精采而

豐盛的一頁，又一頁。

班主任姓名
馮潔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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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軒 陳國賢 鄭詩淇 蔡秋杰

周家進 周詠昭 何梓溶 何東宇

黎永鏗 林瑋強 劉志銘 劉嘉欣

李文濤 馬啟仁 文嘉維 吳倩欣

徐志穎 王晶婷 王嘉瑤 黃冠恆

黃樂儀 黃雅筠 謝婉淳 楊世榆

葉展成 袁曉琳 祝金燃

班主任感想

親愛的6D班同學，

轉眼間，你們將要離開學校，轉到中學繼續你們的學業了! 這一刻，你們會如何看待及評價你們六年在小

學的日子，是愉快還是悲哀? 是滿足還是遺憾? 當然，這已成為過去的回憶了! 然而，這回憶或經驗總可

以成為我們將來處事的指引，若然以往做得好而感到愉快，請循著這方向繼續自己的將來，使自己能覓取

更多愉快的經驗。相反地，若小學的生活讓你感到遺憾或缺乏的話，請你也好好總結自己的經驗，想想究

竟可以如何改善自己，使你們將來在中學，甚至乎更遠的日子裡，不會再重蹈覆轍，好好將自己的道路修

正，讓自己可以向著一條幸福而快樂的道路上行走。衷心祝福大家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將來，而不是抱有遺

憾的一生。

班主任姓名
龐立剛老師

6D

陳駿杰  陳衍綽  陳建誠  陳念孝

陳寶欣  陳思齊  陳 瑋   陳旭俊

鄭嘉森  張曉琳  趙詠賢  朱尉霖

馮嘉杰  馮子恩  何靜怡  何敏怡

葉綺珊  簡海俊  簡家輝  關嘉樂

郭俊銘  樓一瑩  李崇威  李詠梅

梁嘉祐  梁惠琳  梁荣鋒  李嘉豪

湯愷怡  黃承軒  黃詠賢  黃綺玲

楊顯鋒  楊銘傑  葉志權  葉俊彥

俞可程

6E

又一年了！你們是滿有學習動力的一群，這是令老師深感欣慰的。很懷念跟你們上課的日子，你們的反應

及答案總是叫人喜出望外！很珍惜跟你們一起渡過的每一個難關，不論是學業上、家庭上、朋友相處上….

你們要知道啊！除了家人、老師，上帝也是你們隨時的幫助，要捉緊祂，讓祂成為你們的生命的主！

班主任姓名
林敏儀老師

班主任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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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學期結束後，學校均會邀請家長到校與班主任面談及

領取成績表，以增加學校與家長之溝通，從而促進家校合作。

 

家長日

家長們一邊在等候與老師
面談，一邊認真地填寫家
長問卷。

老師正與家長面談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家長日當天，學校增設的「書展」深受同學和家長的歡迎。

升中家長晚會
學校分別於上、下學期舉行升中家長晚會，為家長及六年級學生講解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及程序，好讓學生能升讀心儀的中學。

鍾校長在升中家長晚會
中親自解答家長的問題。

家長義工隊
十分感謝一班不辭勞苦的家長義工，單是星期一

和星期四當值的義工，總計已有二十多人，還有

其他數以十計未能固定時間回校協助的家長們，

我們的義工隊可謂陣容鼎盛！

見到他們無私的協助，學校和各同學真的要向他

們說聲多謝呢！孩子們，因著他們的付出和你們

的爸媽的愛，大家真的要加倍努力啊！加油！

 

義工第一次聚會
協助同學外出參觀：
每年全校有數以十計
不同的參觀活動，有
賴義工們的幫忙，使
同學們能得到更佳照
顧。

新春聚餐：他們誰是真正的廚神？
想不想嚐嚐他們的手勢？

下午茶聚：每隔一段時間，義工們便會
一起飲茶、吃午飯，暢談近況。

擔任烹飪比賽評判：看看這些小廚神多神氣！

學校推廣前期工作：人多好辦事，
你一定無法想像我們義工隊的生產
力有多高！

送舊迎新：經過一年的積極參與，
義工們相互間的關係進深了不少。

常識科試後活動：看，義工們
在活動中多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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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是學校最重要的伙伴，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就是讓我們的小朋友能健康成長。一個家校共

融的關係，能有效促進教育的成效，你也是我們家教會的一份子嗎？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PTA家長教師會09－10年度架構

義務核數 
劉達榮先生

顧問 
曾鳳英女士

司庫
范利洪女士
陳婉詩主任

秘書
陳詠欣主任
龐立剛老師

總務兼宣傳
鄭育紅女士
蘇詠賢主任

康樂
郭楚恩老師
甄家愛女士

增選委員
袁慧詩主任 
林敏儀主任

蘇淑嫻女士 
朱素婷女士 

廖燕芬女士 
羅秀英女士

陳偉文先生 
蘇詠賢主任 

副主席
鍾校長

副主席
劉日芳女士

主席
梁宇紅女士

家教會常委就職典禮。

中秋晚會：家長們正欣賞自己的小朋友表演。

新春盆菜宴：不知是不是校長也一起拍照，所以大家的
姿勢、表情都是四平八穩？

發生了甚麼事，
笑得如此開心？

親子一天遊：看那藍藍
的天空多麼漂亮！

學做蛋糕鬆一鬆：班蘭蛋糕味道一流！

育兒分享：分享的是
個男家長，他育有五
個資優孩子呢！相信
參與者一定有所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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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業成就
08-10年度小六獲派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元朗信義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獲派首三志願學校之學生人數佔89%

一至六年級傑出學生

三年級傑出學生(3C容曉玥、3C吳維民、
3C凌諾冰)與校董梁小甜牧師合照。

一年級傑出學生(1C張靖彤、1C胡紫嫣、
1B劉嘉愉)與校董梁小甜牧師合照。

二年級傑出學生(2C鄭禮賢、2A黃嘉敏、
2C曹楚翹)與校董梁小甜牧師合照。

六年級傑出學生(6E馮嘉杰、6E 葉俊彥、
6C劉翊翹)與主禮嘉賓梁林天慧博士合照。

四年級傑出學生(4C楊振廷、4C洪美欣、
4A陳健星)與校董梁小甜牧師合照。

五年級傑出學生(5D吳咏瑤、5D盧淑慧、
5D符史婷)與校董梁小甜牧師合照。

  六年級
耀小精神獎

  六年級
傑出體藝獎

六年級傑出體藝獎(6C 文楚儀、6B朱麗怡、6E陳衍綽、
6C莫家俊、6C劉翊翹與校董袁月梅博士合照。

六年級耀小精神獎(6B莫德欣、6E梁荣鋒、6E樓一瑩、
6A邱蔓遙)與校董梁小甜牧師合照。

學
生
學
業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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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品學兼優學生：

學
生
學
業
成
就

   

一年級     ニ年級  三年級

1C胡紫嫣 1C余健威 2C曹楚翹 2A李睿倩 3C凌諾冰 3C李振邦

1B劉嘉愉 1C葉美欣 2C鄭禮賢 2B伍寶臨 3C容曉玥 3C盧淑明

1C張靖彤 1A朱家浩 2A黃嘉敏 2C鍾正民 3C吳維民 3C黃嘉琪

1A周家盈 1A黃琝軒 2B羅美姿 2B黃子宥 3C陳慧昕 3C葉家浩

1B鄭盈如 1C楊潔盈 2A胡曉彤 2A李善恩 3C劉雅淋 3B吳梓健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陳健星 4B冼茗萱 5D符史婷 5D李文靜 6C劉翊翹 6E樓一瑩

4C洪美欣 4C曾子瑤 5D吳咏瑤 5D余杰雄 6E梁荣鋒 6E葉綺珊

4C楊振廷 4C曹均珮 5D袁瑋彤 5C盧志康 6E馮嘉杰 6E陳  瑋

4C樓一婷 4C陳紫燕 5D盧淑慧 5C戴娜婷 6E楊銘傑 6E黃詠賢

4B何敏妮 4C劉嘉儀 5D鄭德豪 5C廖凱威 6E趙詠賢 6E張曉琳

上學期獲獎學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B劉嘉愉 1A巫俊豪 2C曹楚翹 2C洪珮茹 3C凌諾冰 3C李振邦

1C胡紫嫣 1A周家盈 2A黃嘉敏 2A李善恩 3C容曉玥 3C黃嘉琪

1C張靖彤 1C楊潔盈 2B羅美姿 2B黃子宥 3C吳維民 3C盧淑明

1A朱家浩 1C余健威 2C鄭禮賢 2C吳錦波 3C劉雅淋 3B李振豪

1B鄭盈如 1A王嘉莉 2B伍寶臨 2A李睿倩 3C陳慧昕 3C葉家浩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陳健星 4C劉嘉儀 5D符史婷 5C戴娜婷 6E黃詠賢 6E陳思齊

4C楊振廷 4C陳紫燕 5D盧淑慧 5D余杰雄 6C劉翊翹 6E馮嘉杰

4C洪美欣 4C樓一婷 5D吳咏瑤 5D李文靜 6E陳 瑋 6E簡海俊

4C曹均珮 4C張潔瑤 5D袁瑋彤 5C廖凱威 6E葉俊彥 6E樓一瑩

4C麥兆榮 4C陳嘉莉 5D鄭德豪 5A鄭嘉穎 6E黃承軒 6E梁荣鋒

下學期獲獎學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A曾梓樺 2A許育銘 3A卓志強

1B任駿軒 2B郭蓉蓉 3B李希怡

1C司徒迪倫 2C麥嘉豪 3C戴  蓉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吳澍浩 5A黃樂勤 6A陳俊華

4B周文進 5B黃偉強 6B何德偉

4C吳日酮 5C郭振成 6C樊銘裕

5D張思婕 6D李文濤

6E陳衍綽

   

家長教師會英文科成績躍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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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參加項目 獎項 得獎者

第六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一年級女子組中文獨誦 優良 1A王嘉莉 1A周家盈

一年級男子組中文獨誦 優良 1A盧意政

二年級女子組中文獨誦 優良 2A李善恩 2A胡曉彤

三年級女子組中文獨誦
優良 3A張詠晶 

良好 3A余嘉藍

一、二年級男女子組中文集誦 優良 P1-P2女學生

三、四年級男女子組中文集誦 優良 4A,4B (部分學生)

五、六年級男女子組中文集誦 優良 6E班學生

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亞軍 5D李雪怡

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優良 2B高詩敏 2C盧子靜

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優良 3C凌諾冰 3C容曉玥 3C劉雅淋 

3C蕭嘉穗 4C曹均珮 4C陳嘉莉 

4C劉嘉儀

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優良 5D張思婕 6C劉翊翹 6C文楚儀

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良好 2B陳睦淇

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良好 3C陳慧昕

五、六年級男女子普通話集誦 優良 6C班學生

第六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

誦比賽

五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冠軍 5D吳咏瑤

六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冠軍 6C劉翊翹

六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亞軍 6E梁惠琳

四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季軍 4C陳嘉莉

一、二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優良 1C胡紫嫣 2A胡曉彤 2C曹楚翹

三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優良 3C戴蓉 3C呂芷希

四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優良 4C徐芷由

五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優良 5D張思婕 5D李雪怡

六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 優良 6C文楚儀

一至三年級男女子組英語集誦 優良 3A班學生,3C班學生

四至六年級男女子組英語集誦 優良 4C班學生,5D班學生(部分)

第六十二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6E俞可程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 6E梁惠琳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6C劉翊翹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 4B方嘉希

一級鋼琴獨奏 第二名 4C郭倩盈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6E陳旭俊

中文聖詩組

13歲或以下小學合唱

良好 P3-P.6詩班

詩歌合唱 良好 5B麥嘉怡 5B張詠詩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廣東話組

布偶「奇」遇記

戲劇比賽 傑出女演員獎 6E俞可程

戲劇比賽 傑出合作獎

4C曹均珮 4C劉嘉儀 5D呂明慧 

5D吳咏瑤 5D謝天偉 5D黃 曦  

5D楊 燕  5D羅文駿 6C黎燕婷  

6C劉翊翹 6C李嘉儀 6C文楚儀

6E張曉琳 6E朱尉霖 6E俞可程 

6C戴  瀅 6C鄧韻然 6E葉綺珊 

6E何敏怡 6E樓一瑩 6E黃詠賢6E

陳旭俊 6E李崇威 

2009中國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6C 劉翊翹

ERT 拯救地球行動之學校

《植林造紙》壁報設計

比賽

壁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 6C 劉翊翹

英文千字王比賽 英文千字王比賽 優異 4C郭倩盈 6E陳旭俊 6E趙詠賢 

6E李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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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初級組

冠軍 2C黎家俊

亞軍 2B羅美姿

季軍 2B高詩敏

小學中級組

冠軍 4C楊振廷

亞軍 4B冼茗萱

季軍 4C劉嘉儀

小學高級組

冠軍 5B鄧智峰

亞軍 5D李祖瑜

季軍 5D李文靜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初級組

冠軍 2B羅美姿

亞軍 1B黃嘉慧

季軍 1A朱家浩

小學中級組

冠軍 4C劉嘉儀

亞軍 4C陳嘉莉

季軍 4C楊振廷

小學高級組

冠軍 6E葉俊彥

亞軍 6E楊銘傑

季軍 6E何靜怡

全港數碼遊戲創作大賽 創作大賽 亞軍 5D羅文駿 6A莊樂華

健康網上短片大賽2009

最佳影片 季軍 5D吳咏瑤5D謝天偉

最佳視覺效果 亞軍 5D吳咏瑤 5D謝天偉

最佳女主角 季軍 5D吳咏瑤

最佳劇本 季軍 5D吳咏瑤 5D謝天偉

元朗區啦啦隊比賽 啦啦隊比賽 季軍

3C曾樂兒 3C陳慧昕 3C凌諾冰 3C戴  蓉

3C黃寶盈 4B陳美因 4B陳慧盈 4B陳倩怡

4B何翠瑩 4B何敏妮 4B黎倩儀 4B謝紫琪

5B張詠詩 5B馮婷婷 5B麥嘉怡 5D鄭天芯

3A林彥肜 3B李希怡 4A彭美茵 4A冼茗慧

4A譚慧珊 4A麥嘉男 4C陳紫燕 4C劉嘉儀

4C樓一婷 4C曾子瑤 5A陳美婷 5A梁芷瑩 

5A謝明珠 5A黃寶瑜 5C陳葆真 5C曾樂怡

傳媒初體驗比賽 模擬新聞

採訪小學組

優異  4C 陳嘉莉 5D謝天偉 5D吳咏瑤 5D楊 燕     

 6C 劉翊翹

「青少年防火精英」電腦動畫

創作比賽

動畫創作比賽 冠軍 5D余杰雄 5D羅文駿 6E朱尉霖

小白兔心聲2010宣傳活動之「

小白明信片設計比賽」

初級組 亞軍 2B陳曜熙

第十屆伯裘盃數學攤位遊戲

設計比賽

數學攤位遊戲設

計比賽

優異獎及

最具創意獎

  5D陳穎茵 5D李雪怡 5D盧淑慧 5D李文靜 

  5D姚詩慧

2010香港小學

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

二等獎

6E馮嘉杰

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一等獎 6E馮嘉杰

數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一等獎 6E馮嘉杰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數學比賽 殿軍 6E楊銘傑

數學比賽 優異獎 6E楊銘傑 6E梁荣鋒 6E馮嘉杰

數學比賽 優良 6E葉俊彥 6E陳旭俊 6E李嘉豪

2010華夏杯數學

奧林匹克初賽

數學比賽 六年級特等獎 6E馮嘉杰

數學比賽 五年級三等獎 5D盧淑慧

數學比賽 三年級三等獎 3C盧淑明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六年級組)

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

銀獎 6E馮嘉杰

「MAP數學探險之旅」

數學學習平台

學習平台

數學科全校

成績優異學生

 1C胡紫嫣 1B劉嘉愉 4C郭倩盈 3C吳維民 

 3B吳梓健

常識科全校

成績優異學生

 1C胡紫嫣 3C吳維民 1B劉嘉愉 4C郭倩盈       

 6E梁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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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元朗區小學第十一屆

英語講故事比賽

講故事比賽 優異 6C文楚儀 6E梁惠琳

2010 Children Speech 

Competition

Speech ompetition Merit 3C陳慧昕 3C容曉玥 3C劉雅淋 

  3C凌諾冰

2009元朗區兒童

普通話朗誦比賽

朗誦比賽 銅獎 4C曹均珮 4C劉嘉儀 4C陳嘉莉 

  6C文楚儀 6C劉翊翹

元朗區青少年

英文朗誦比賽

朗誦比賽 銅獎 1C胡紫嫣 1A王嘉莉 5D李雪怡 

  5D張思婕

銀獎 3C陳慧昕 3C呂芷希 4C陳嘉莉

  5C吳咏瑤

2009元朗區兒童

普通話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金獎優異 3C陳慧昕 3C凌諾冰

第四屆港自由盃全港

公開業餘拉丁舞排名大賽

青少年組 季軍 6E 陳衍綽

屯門仁濟第二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4x100m 殿軍 5A譚國鋒 6B馮羽成 6C莫家俊 

  6D黎永鏗

2009年度香港青少年

分齡田徑賽

男子D組60米 亞軍

6C 莫家俊男子D組100米 冠軍

男子D組200米 冠軍

2009年第九屆新界區校際標

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小學校際組森巴 亞軍

5D黃曦小學校際組華爾滋 第五名

小學校際組單人快步 第五名

第三十四屆元朗區

田徑運動大會

男子兒童100米 季軍 5A譚國鋒

男子兒童100米 冠軍 6C莫家俊

男子兒童60米 冠軍 6C莫家俊

女子兒童100米 亞軍 6B朱麗怡

女子兒童跳遠 季軍 6B朱麗怡

男子兒童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5A譚國鋒 6A王嘉俊 6B馮羽成 

  6C莫家俊 6D黎永鏗

09-10年度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組甲組100米 冠軍 6C莫家俊

男子甲組壘球 季軍 6A王嘉俊

男子男組4X100米接力 亞軍 5A譚國鋒 6A王嘉俊 6B馮羽成

6C莫家俊 6D周家進 6D黎永鏗

女子甲組跳遠 冠軍 6B朱麗怡

女子乙組100米 冠軍 5A黃雅君

女子乙組跳遠 冠軍 5A黃雅君

女子乙組4X100米接力 季軍 5A鍾敏妮 5A黃雅君 5C陳芷珊

5C黃栢君 5C曾樂怡 6C劉翊翹

男子甲組團體成績 季軍 5A譚國鋒 6A王嘉俊 6B馮羽成

6C莫家俊 6D周家進 6D黎永鏗

女子乙組團體成績 亞軍 5A鍾敏妮 5A黃雅君 5C陳芷珊

5C黃栢君 5C曾樂怡 6C劉翊翹

2010中國金紫荊花獎

國際標準舞公開大賽

雙人CHA CHA 第四名 6E陳衍綽

梁省德小學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

4x100米接力 亞軍 6A王嘉俊 6C莫家俊 6D黎永鏗 

  6C莫家俊

全港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4X100米 亞軍 5A黃雅君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2009-2010

香港學生運動員選舉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6C莫家俊

耀道中學足球邀請賽 足球邀請賽 季軍

5A鄺允康 5D張文軒 6A吳汶澔

6A王嘉俊 6A鄧文俊 6A莊樂華

6B黃俊宇 6D陳國賢 6D陳俊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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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陸運會
第五屆中小學聯校陸運會已於2009年1月日30日(小學初賽)及

2010年2月23日(中、小學決賽)順利舉行，比賽當日各同學在

運動場上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此外，各社的社導師及啦啦隊亦使出渾身解數，為所屬之社打

氣。至於社際全場總冠軍，則由蘇詠賢及吳敏蕊老師所帶領的

敬社奪得總冠軍。是次聯校陸運會在一片歡樂聲中結束。現在

讓我們一起重温當日精彩片段。

 每個參賽健兒也拼盡全力向終點跑去。

你看他們接棒的姿勢多專業呢！ 我們敬社勇奪全場總冠軍！敬社老師和
社長多開心！

這是師生接力賽的得獎老師和同學
愛社師生勇奪冠軍，恭喜、恭喜！

學校朗誦節及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節不但是學界的盛事，亦是耀小同學們最喜歡參與的校外比賽之一。同學們無論在

中文朗誦、英文朗誦或普通話朗誦比賽中，均表現得十分出色，共有40多名參賽者取得良好或優良之成

績。在音樂比賽中，參賽的同學們均取得優良之成績，當中4C班郭倩盈同學還取得一級鋼琴獨奏第ニ名，

實在可喜可賀。

朗誦節比賽得獎者合照 音樂節比賽得獎者合照

籃球隊
男子籃球隊隊員積極進行訓練，期望來年取得理想成績。 

這是我校的籃球隊隊員，挺威風的。 隊員認真地練習。

校隊訓練
本年度體育組同工在課後時間，積極為本校運動員進行多項專項訓練，而今年各校隊在多項比賽中

亦取得理想的成績，現為各組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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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
 本年度男子足球隊亦積極進行訓練，並在耀道中學舉辦的小學友校五人足球邀請賽中勇奪季軍。

足球隊成員和教練團合照。 足球隊在友校五人足球邀請賽中勇奪季軍。

6C莫家俊在體育方面表現突出，獲校方推薦參加由屈臣氏集團舉辦的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其後獲主辦機構邀請出席頒獎典禮，除了獲頒發「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證書外，並獲邀請參加特別為得獎同學而設的領袖才能工作坊

及獲得獎學金港幣500元以示鼓勵。

看！家俊獲頒發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證書，多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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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隊
田徑隊隊員參加了多項校外比賽，在元朗區第三十四屆田徑運動大賽,及元朗區校際陸運會，同學

們憑着他們的拼勁勇奪多個獎項，在運動場上盡顯他們的潛能。此外，本年度學校田徑隊有3位隊

員(5A黃雅君、6B朱麗怡、6C莫家俊)在元朗區校際陸運會表現優異，獲邀加入元朗區田徑隊進行訓

練，並代表元朗區出席於2010年3月5日在城門谷運動場舉行的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還

獲得彪炳的成績。

耀小田徑隊其中的一位健兒(前排右二)與其
他元朗區的精英代表在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區
際田徑比賽中又奪得優越成績。

田徑隊隊員再次挑戰自己，參加了元朗區校際陸運
會。他們和校長、老師來一張大合張。

四位女健兒奪得甚麼獎？就是全港
小學女子乙組接力亞軍。本校代表
5A黃雅君(左二)

這四位男甲健兒勇奪接力亞軍及團體季軍。
很厲害喔！

這幾位女乙代表勇奪接力季軍及
團體亞軍！在頒獎臺上準備接受
獎項。

本校6C莫家俊(後排右二)勇奪男子甲組100米冠軍！

6B朱麗怡於女子甲組跳遠奪得冠軍，
可喜可賀。

5A黄雅君在女子乙組100米及跳遠
均取得冠軍，真厲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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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陽光校園專訪

星島陽光校園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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