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去年年底，本人參加了由教聯會主辦之華夏園丁大聯歡專業交流活

動，與香港80多位校長、老師一起到海南海口市，和內地、星加坡、台灣、

澳門等地200多位教師進行了豐富、充實、創新的學習活動，既了解了當地

風土人情，更瞭解到國家在教育方面的各項措施。

正因如此，本人特別倡導加強姊妹學校計劃，也讓我們更多的老師、學生都能踏進內地及其他國家，進行深入的交流、

互相學習，確保學童在成長中有更廣闊的視野和胸襟。剛好，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政府也表明將投

放更多資源給學校推動姊妹學校計劃，真是難能可貴。

本校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已於去年年底產生，本校同寅會一如既往，願意與家教會的家長們積

極配合，強化家校合作，特別是本年度學校增加了不少資源推動電子學習及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等，都需要吸納家長們更多的意見。隨著光陰飛逝，本校不經不覺已在本區服務十五年，我們將

會推動更多的項目，確保學生的素質不斷提高，茁壯成長！

最後，預祝各位羊年吉祥，新春納福！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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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 :  梁兆棠校長

負責老師 :   雷蔚琳主任、周可琳老師、蔡慧玲老師、李曉彤老師

家庭探訪活動

公益金親子賣旗活動

親子農田樂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9月19日，我校全體教師到學生家中進行家庭探訪活動，希望藉此加深對學生

的認識及了解其學習需要，並加強家校合作，同時傳達老師對學生的關愛。家

長們都熱情招待，老師們都感到賓至如歸呢!

家長教師會與「公益金」於十一月十五日

舉辦親子賣旗籌款日，所籌得之善款，

將不扣任何開支，全數撥捐屬下受資助的

157間社會福利機構，十分有意義!

本年，「親子農田樂」進行新

一輪的種植活動。家長和學生

們由準備種植盆、混合泥土都

參與其中，學習耕作、享受親

子農耕樂趣之餘，也共享天倫

之樂!一舉兩得!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已於12月5日

晚上舉行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中順利

誕生!六位家教會委員將於未來兩年任期

內，盡心履行會務，並成為學校與家長之

間的溝通橋樑。

出版 事、 務組家 長 及公關

梁兆棠校長、陳意娥女士、陳翠娥女士、 

MS GURMIT KAUR、麥嘉慧女士、 

傅宣瑜女士、楊輝容女士、黃錦良副校長組員來一張大合照!爸爸們在教導子女

混合泥土

家長和學生們也為
離島區的公益事務
出一分力

家教會主席周太和蔡老

師在收集脹鼓鼓的旗

袋，成績很好呢!

出發前大合照!



課 及展 小 班閱 讀 N C S
「齊來上小學」跨學科學習 資優教育培訓計劃

善用小班環境優化學與教

推動電子學習的教與學

從幼稚園進入到小學的生活，一年級學生需逐步適

應校園生活的轉變，所以於學期初，本校安排不同的學

科合作，從教學內容着手，進行跨學科課堂教學及活動

設計，讓小一學生適應入讀小學的生活。

為了讓資優學生在學科

上有更大的進步，本校現推

動跨學科解難能力訓練的資

優教育培訓計劃。

本校在一至三年級推行小班教學已有數年。早年，

我們嘗試在中、英、數、常以「合作學習」的形式為

學生創設合作與交流的學習平台，以加強互動學習的效

能。現在，我們已能全面地運用「小班教學的六個核心

原則」來設計課堂教學。而今年的重點項目在於「善

用 學 習 資 源 ， 照 顧 學 習 差

異」，以優化校本課程。

組徽設計比賽
為了增強學生對自己組

別的歸屬感，學校舉辦了組

徽設計比賽。以下為組徽設

計比賽的得獎作品：

隨着科技的進步，

電子學習是教與學的新

趨勢。本校多年前曾以

電子學習作試點，優化

教與學，效果顯著。本

年度，學校透過政府及

企業的支援共購買了近

100部平板電腦，以配

合電子學習的推動，讓

學生不但愉快學習，還

提升學習水平。

同學耐心地繪畫自己最

喜愛的上課地方

在音樂課裏，同學們唱唱歌，
多歡樂！

同學們學習使用電腦室的設備

本校特別邀請了曹錫光博士蒞
臨講解，使有關家長對資優課
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學們學習用英語與人溝通

學生正用心學習。

老師分組指導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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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季軍 3C 小兔組

總冠軍 1B 熊貓組

總亞軍 2B 小牛組 

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 
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 
中山教學觀摩交流活動

繽紛校園  愉快學習

學校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

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

的專家到校支援。這計劃包括三次

的工作坊、五次的到校支援共同備

課、觀課及到中山跟內地的小學進

行小班教學的觀摩及交流。今年支

援的科目是二年級常識科。蔡麗儀

老師及賀婉文老師於11月26日至

28日隨香港中文大學的專家及其他

參與這計劃的老師到中山進行教學

觀摩交流，以了解內地推行小班教

學的模式及與內地的老師交流小班

教學的經驗。

本校在一至三年級推行小

班教學，並採用多元化的學習

策略教導學生，讓學生有更多

機會與同學互動及進行分組

活動。今年，學校為了方便

學生分組，並讓學生有更愉

快的學習環境，還增添了一

些色彩繽紛的桌椅呢！

與內地老師交流

內地學生上課的情況

觀課活動

我們的新桌椅，顏色多繽紛！

有了新桌椅，學習更愉快！



及 教 組師 專業 發 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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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坊 閱讀工作坊

圖書館及閱讀活動

「快樂思考力」講座

電子閱讀計劃

本校教師在新學年前已參加了由班主任工作研究會

和香港教育研究交流中心合辦「班主任工作坊14-15」之

「教育心理學家傳授學生輔導錦囊」，內容豐富實用，為

學童提供優質教學作好準備。

為 推 動 電 子

學習以提升教與學

效能，本校舉辦了

「Samsung平板

電腦課室操控系統

介紹講座」，全體

教師皆積極學習相

關知識，並應用於

日常教學上。

本 校 學 期 初 安 排 了 閱

讀 工 作 坊 ， 使 教 師 對 推 動

「從閱讀中學習」有更深入

的了解。

新學年一開始，學校就準備了不少閱讀活動，大家

一齊來參加吧﹗

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

工作，本校教師深明此道。

因此，積極參與「快樂思考

力」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透

過專業顧問蔡婉珊女士的精

采講解，豐富了教師在心理

學上的識見，為學生發展做

好充分的準備。 

今年，學校增添了近100部平板電腦，方便同學利用

資訊科技進行自學。五、六年級更進行電子閱讀計劃，學

生可以在星期一、三及五的早讀時間利用平板電腦閱讀報

章新聞及故事等。

老師正投入於閱讀學習活動

校長也來參與呢！ 

Samsung平板電腦課室
操控系統介紹講座

學校增添了近一百部平板電腦同學們都在認真閱讀！

最喜歡學校的午讀時間，不只同
學們在專心閱讀，連班長、風紀
和老師也一起閱讀呢﹗圖書館管
理員還會主動陪同低年級的同學
進行閱讀，真棒﹗

週會上，我們還介紹了
本年的圖書館管理員和
課室閱讀大使呢﹗

在開學的家長會中，我們招募
了「悅讀爸媽」，感謝家長們
的參加！希望下學期有機會聽
到你們跟孩子說故事呢﹗

一開學，老師們先來個閱讀
工作坊，一齊學學圖書分
類，校長也積極參與呢﹗

家長日到了，當然少不
了書展﹗希望同學和家
長都選到好書﹗

今年，我們設計了「貓頭鷹博
士閱讀獎勵計劃」。在週會介
紹有關活動後，同學們都顯得
興致勃勃﹗



敬師日

一年級迪士尼動感之旅

秋季旅行

本學年的「敬師日」於9月10日舉行，各班代表均向

老師獻上鮮花，藉以表達敬意，場面十分溫馨感人。

為讓小一新生能投入小學校園生活及增進師生之間的

感情，我們參加了「迪士尼樂園」學習之旅。

我們於11月21日舉行本年度學校旅行日。一至四年級同學到大埔海濱公園，而五至六年級同

學則去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當日天氣晴朗，各位老師及同學都玩得非常愉快。

梁兆棠校長接受學生們

所送的鮮花及敬師卡
黃錦良副校長接受學生們所送的鮮花及敬師卡

「

摘
星之旅」計劃活 動 及 藝 術發課 展外 組

校

本
訓輔活動

全校師生大合照

五至六年級攝於曹公潭

一至四年級攝於大埔海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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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星之旅」計劃

講座

訓 輔 及 學 生支援 組
登 上 太 空 ， 是 人 類 對 天

文 、 科 技 發 展 的 一 項 重 要 里 程

碑，也是一個高不可攀的科學技術。

本年度，本校以「摘星之旅」作為校本訓輔

計劃的主題，非常有趣及有意義。除了鼓勵我

校同學要有不斷進取，不斷探索的崇高理想外，更

鼓勵同學要不斷嘗試，勇於實踐的精神。正如登上太

空一樣，都是人類經過無數次失敗的經驗後再不斷努

力，才創造出一次又一次的驚世成就。

校

本
訓輔活動

小冊子內頁

標語設計優勝作品

校長向全校同學訓話壁報板介紹

封面

林心雲老師及王靜怡老師為
同工分享班級經營心得

班班滿天星

班級經營分享

班相口號
飛躍之星

勤
學守規大激鬥

為配合本年度校本訓輔活動，培

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並透過活動，提

高學生對紀律守規的自覺性及自律性外，同時鼓勵

學生主動學習，本年度舉行了「勤學守規大激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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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警訊紀律訓練
營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自律

守規，同時了解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訓 輔 及 學 生支援 組

低頭向前爬！

充滿自信

小心掉下來啊！
往上爬！

小心頭啊！

完成任務！

低頭再低頭！

跨越重重障礙快跑！

廚餘分類回收

動能單車
環保署贊助本校推行「綠色學校計劃」，利

用環保的設施作教育材料，讓學生可親身接

觸環保的科

技與生活的

聯 繫 ， 並 認

識 當 前 的 環

境問題。

一樓飯堂

吃剩的廚餘可放入廚餘
機進行分解

地下設立廚餘回收堆肥種
植場，讓學生利用一樓飯
堂的廚餘作種植肥料

種植場由本校的「綠FARMER」打理

高年級的學生協助學弟學妹開盆
同學於課堂上討論廚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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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民教育課教導學生再生能源的知識

同學們既可運動，又可協助發電。



回收活動
本校定時於校內舉辦回收活動，旨在讓學生體會回收分

類，珍惜資源的學習經歷。

組園綠 色 校德 育及少年警訊紀律訓練

營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自律

守規，同時了解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綠色學校銅獎國際安全學校

有機耕種

咪嘥嘢校園

環保旅行

本校獲環境保護署頒發「香港綠色學校獎」── 

銅獎，成為本區第一所獲獎的小學。為讓學生能於安全及健康的環境

裏學習，本校在學校硬件及學校

配套上，均著重健康及安全意

識。本校經職安健及世衛審核

後，最後獲得此項殊榮。
本校再次榮獲 
世界衛生組織頒發 

「國際安全學校獎」。

本校的環境保護大使

中秋月餅罐回收活動 同學們踴躍支持回收活動
舊電腦電器回收

舊衣及校服回收

綠TEENS

為了提升學生愛護環境及減少製造

廢物的意識，並鼓勵學生「知行合

一」，本校舉辦了環保旅行活動。

本校一向注重環保

教育，本年參與了

「咪嘥嘢校園」計

劃，旨在教導學生

身體力行，環保減

廢以及珍惜食物。

我們自備碗筷！

我有自備餐盒！

本校全力支持世界糧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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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月獎賞計劃

學習月獎賞計劃

活用電子教學 提升教學效能

小跳豆小學遊蹤2014 齊來慶中秋同樂日

本年度的「學習月獎賞」，10月份已舉辦「中普月學習

活動」及11、12月份「英文月學習活動」，每星期定了一天安

排該科的4個攤位活動，透過遊戲中學習，完成了攤位遊戲便可

獲得一個「學」印，每累積四個「學」印，可換小禮物一份以作鼓

勵，同學都表現得十分投入及雀躍。

本校入選Samsung Smart 

School Citizenship Project，

獲三星電子有限公司送贈38部

平板電腦。此外，本校在去年

入 選 教 育 局 「 電 子 學 習 支 援 計

劃」，成為全港首100間學校，獲

撥款興建全校無線網絡及購買50部

平板電腦。現時本校共有平板電腦

98部，並已添購多項設備，為全力

推動資訊科技教學作好準備。

本校在各科目及年級均嘗試使用平板電腦教學，加強師

生之間的互動性及課堂的趣味，有效提升教學效能。

本校於2014年8月27、28、29日舉行

了一連三日的小跳豆課程，參加學生分別為

本區的K2及K3小朋友，課程內容豐富，

包括：英語樂滿Fun、創意小手工、動

感彈床、敲擊樂、至NET小超人及小

小科學家，小朋友們十分投入，亦和

老師們及本校學生打成一片。

活動於2014年9月6日舉行，對象為

本區的K2及K3小朋友。當日場面十分熱

鬧，活動內容包括：猜燈謎、拼拼圖、吃

月餅、湯圓製作、中秋花燈製作、創意小手

工及英文話劇，無論小朋友或家長都十

分積極投入參與，歡笑聲不絕。

「中普月」及「英文月」攤位
活動，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各攤
位活動，從遊戲中學習。

黃副校長代表本校參與Samsung Smart School 
Citizenship Project開展禮

中文科寫作活動

──故事相簿

學生進行匯報
學生學習更用心

P5、P6電子閱報計劃

數學科電子書計劃

校 友 、 新 教師入 職 生新 組及

小朋友學得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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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資

務

訊

組

科 技 及校務 組

老師、小朋友和家長都打成一片，笑聲滿載。



珠心算班

英 文 科

標語創作比賽

即興朗誦比賽

我校參加了由離島區議會旅遊

漁農及環境衛生委員會主辦的「社

區減廢行動—不浪費、多再用、

精明回收」標語創作比賽，6A翟穎琪同學更奪得冠軍！

實在可喜可賀！

本校與「香港珠心算專業教

育協會」合辦的珠心算訓練班。珠心

算是目前教育界普遍認同可以啟發學童智慧、強化思

考邏輯、提升數學運算、加強記憶和鍛煉意志的優質

課餘活動。

我校六年級同學參加

了由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

會舉辦的「小學德育中英

文即興朗誦比賽」，經過

連場激戰後，勇奪冠軍!

為配合二年級英文科課程“The Magic Science 

Museum”的教學內容及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本校於

10月10日安排了二年級學生到香港科學館參觀，同學均

表現得十分興奮。 

我校早前參加了《2014全港兒

童朗誦節英語組P.5-P.6詩詞獨誦比

賽》，6A張穎恩同學及胡鈺茵同學於比

賽中分別榮獲冠軍及亞軍，成績令人鼓舞!

為配合本校的資訊科技教學

發展及英文科課程 “Mouse to 

Mouse”，三年級同學於課堂上

嘗試運用平板電腦撰寫及寄出電子

郵件，他們都十分認真地完成。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老師教授珠心算

中 文科

經過同學們努力練習， 

於比賽中發揮超水準表現。

數 學科

二年級英文科全方位學習 
【參觀香港科學館活動】 
A Visit to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運用平板電腦於課堂上

進行英文寫作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同學們試玩各項科學展品

英文科老師向學生講
解小冊子內容

同學們都玩得很投入

同學們正認真地
撰寫英文電郵

老師細心地指導學生

亞軍胡鈺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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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樂隊於「星亮才藝馬拉松」表演

本校鼓勵學生從小學習樂器，以豐富學生的藝術生活。

聖約翰簡易急救課程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

星亮才藝馬拉松
2014-2015學校樂器班

學生學習簡單急救常識

學生們用心聆聽導師講解

通 話 科普

音 樂 科

為讓學生遇上意外時

能適時應變，保障自身安

全，本校特邀聖約翰救傷

總會，為本校學生進行一

小時簡易急救課程。

為了培養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並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普通話朗誦比賽，而今年他們的表現亦非

常出色。另外，三、四年級的同學參加了普通話集誦比賽，讓學

生爭取表演及比賽機會。而在本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我校普通

話集誦隊更取得優良佳績，學生亦得到寶貴經驗。

為提升學生對綠色生活

的了解，體會環保建築的尖

端科技及先進設計，並提高

學生對可持績生活摸式的認

知，本校特安排學生參觀香港首座零

碳建築──零碳天地。

參觀零碳天地

學生認識再生能源

各年級均有參與獨誦的同學，表現十分投入。

普通話集誦隊的同學精神抖擻，動作一致。

鼓樂隊隊員的颯爽英姿

同學們在上小提琴課

看！拉得多認真!

同學們在上古箏課紀潔琳、阮彩銣同學在 
「星亮才藝馬拉松」上表演 

《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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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年度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動感校園──香港沙灘節

2014大嶼山區學界足球比賽

2014-15年度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乒乓球賽

2014-15年度保良局 
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小學接力邀請賽

2014-15年度
    全港小學籃球挑戰賽

動感校園──活力操 單車總會講座

女子甲組跳高冠軍 6A周倩婷
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6B譚凱婷
男子甲組壘球冠軍 5C HUSSAIN ARSLAN
男子甲組壘球季軍 5B AFZAN MEHMOOD
男子特組400米冠軍 6B梁栢豪
男子特組鉛球亞軍 6B梁栢豪
男子特組200米冠軍 6C賴耀斌
男子特組鉛球冠軍 6C賴耀斌

本校獲邀參加2014-15年度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小學接力邀請賽，並奪得小學組冠

軍。成員包括：6B梁栢豪、6B吳

偉駿、6C陳建熙及6D盧家聰。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REAL)課程是由香
港欖球總會編制及派出資深教
練以英文授課，目的是讓學生
們在活動中增強英文的聽、講
及寫的能力。

2014年10月12日，本校獲邀請參加由動感校園舉辦的「2014香港沙
灘節」。透過這次活動，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種類的活動，例如堆沙、沙
灘欖球、沙灘瑜珈等。

本校於大嶼山區學界足球比賽中獲得

男子隊亞軍及女子隊殿軍的佳績。

本校參加了2014-15年度全港

小學籃球挑戰賽，並獲得男子組亞

軍。成員包括：6B梁栢豪、6B謝

棓琛、6C岑浩淙、6C賴耀斌、6C

陳俊曦、5A胡嘉健、5B余曉鋒、

5B張宇豪、5B吳啓楠、5B梁振璇

及5C吳俊帆。

10月份，本校安排
四年級學生響應「動感
校園」計劃，參與活力
操的訓練，目標是培養
學生養成恆常做運動的

好習慣。

 本校邀請了香
港單車總會派出專業
的教練到本校進行單
車比賽的講解。

看！拉得多認真!

同學們在上古箏課

女子團體季軍 6C許多真 6C林楚桑  
 6D樊裕慈 5A曾煥芝  
 5C戴芷萍
女子單打季軍 6C許多真

女子單打殿軍 6C林楚桑

6A周倩婷

6B梁栢豪
田徑隊合照

5C HUSSAIN ARSLAN

沙灘瑜珈

大合照
堆沙 沙灘欖球

男子隊成員
3C黃俊傑、5A陳卓熙、5A林鍵宗、 5B AFZAN MEHMOOD、 5C HUSSAIN ARSLAN、6B吳偉駿、6C陳建熙、6D古開業、6D盧家聰、 6D伍浩文

女子隊成員

3A鄧芊芊、3A劉璧蔚、4A蕭芷欣、4B陳筠婷、
5A馮恩倩、6A胡鈺茵、6A曹玉婷、6A翁倩雯、
6B姚麗敏、6C林楚桑、6C石學恩、6D陳諾晴

動感校園──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體 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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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	
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6C葉美婷 小學組優異獎

德育中英文即興朗讀比賽 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6A文凱琪	 6A張穎恩	 6A胡鈺茵 冠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集誦隊 季軍

離島區社區減廢行動──	
不浪費、多再用、精明回收標語創作比賽

離島民政事務處 6A翟穎琦 冠軍

英文科
2014全港兒童朗誦節	英語P5-6詩詞獨誦 小寶教育集團 6A張穎恩 冠軍

6A胡鈺茵 亞軍

德育中英文即興朗讀比賽 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5A朱敏	 6A鄭智烽	 6A紀潔琳 季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A朱敏 優良

5A曾煥芝 優良

英文集誦隊	 優良

視藝科
「愛在東涌	健康生活」親子填色比賽 靈糧堂怡文中學 6A紀潔琳 亞軍

4A尹穎斯	 6A林靖雯 季軍

3A黃詠賢	 5A黃嘉霈 優良獎

3A黃嘉柔	 3A林樂遙	 5A蔡錦壇	
6A梁美構	 6A馬浣鈴

優異獎

香港冰雪之旅填色比賽 娛樂聯盟有限公司 6A馬浣鈴 優異獎

體育科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學界體育聯會 5C戴芷萍	 6C許多真	 6C林楚桑	

6D樊裕慈
女子團體季軍

6C許多真 女子單打季軍

6C林楚桑 女子單打殿軍

大嶼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學界體育聯會 6B梁栢豪 男子特別組400米冠軍

6B梁栢豪 男子特別組鉛球亞軍

6C賴耀斌 男子特別組200米冠軍

6C賴耀斌 男子特別組鉛球冠軍

6A周倩婷 女子甲組跳高冠軍

6B譚凱婷 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5C	HUSSAIN	ARSLAN 男子甲組壘球冠軍

5B	AFZAN	MEHMOOD 男子甲組壘球季軍

2014年小學籃球挑戰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6B梁栢豪	 6B謝棓琛	 6C岑浩淙	
6C賴耀斌	 6C陳俊曦	 5A胡嘉健	
5B張宇豪	 5B梁振璇	 5B吳啓楠	
5B余曉鋒	 5C吳俊帆	 	

男子組亞軍

2014年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3C黃俊傑	 5A陳卓熙	 5A林鍵宗	
5B	AFZAN	MEHMOOD	
5C	HUSSAIN	ARSLAN	
6B吳偉駿	 6C陳建熙	 6D古開業	
6D盧家聰	 6D伍浩文	 	

男子組亞軍

3A鄧芊芊	 3A劉璧蔚	 4A蕭芷欣	
4B陳筠婷	 4B張穎童	 5A馮恩倩	
6A胡鈺茵	 6A曹玉婷	 6A翁倩雯	
6B姚麗敏	 6C林楚桑	 6C石學恩

女子組殿軍

其他
2014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6A林靖雯 優秀小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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