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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感言
沈耀光校長

時光荏苒，轉眼間學校已經三十歲了。我在創校翌年到任，不知
不覺亦已過了二十九個年頭。我一直陪伴著學校成長，見證了學校的
不斷改革和蛻變。近年，我們著力建立關愛的校園文化和豐富學生的
學習經歷，並透過編寫不同科目的校本課程，以提昇教師的專業能量，
成果已日漸彰顯。孔子曰：「三十而立」，學校正值「壯年」，我們
會繼續抱持年青人的衝勁和熱情，加上累積的經驗和智慧，昂首闊步
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在學生方面，我認為首要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特別是在責任感
和承擔方面，亦希望可提升他們明辨是非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避
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能立足於價值觀已被扭曲，且混沌和紛亂的
社會。

在教師方面，我們希望繼續透過校本課程及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
以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此外，我們亦會進一步鑽研不同的教學策略，
如小組學習、遊戲教學和戲劇教育等，令學生能學得開心，學得有效。

在學校方面，我們會改動上課的時間表，將所有授課的堂在上午
完成，午飯後，學生可在校做功課或參與不同的活動。我們希望為學
生創設一個更均衡的學習環境，令學生能有更多時間休息和發展自己
的興趣，以舒緩他們的學習壓力。我們亦會繼續為學生安排豐富多姿
的學習經歷，讓學生能享受校園生活。

我們堅信，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是最重要的，他們要願意學，
才會學得好。此外，我們亦希望同學們都會喜愛老師，喜愛學校，以
作為本校的學生為榮。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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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五邑工商總會屬下的其中一間小學，創建於一九八四

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歷史。本校原為一所半日制小學，至 2007

年 9 月 1 日正式轉為全日制，學校教學語言以中文為主。

學校歷史

本校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著重啟發兒童心智，培

養其健全品格，以及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的均衡

發展，讓兒童在一個愉快及優良的學習環境中成長，潛心學問，

修養人格，日後能成為社會的棟樑。

辦學宗旨

春風滋潤萬物，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都在春風之下茁壯成

長。溫柔的春風從不嚇人，只是靜靜的吹拂，柔和的流動，為大地

帶來生氣；慈愛的春風從不選擇，萬事萬物都得到蔭庇，從英偉的

木棉到嬌弱的小草，都一起沐養在和風的撫摸中；堅韌的春風永不

止息，細水長流，源源不絕。教育宛如春風，溫柔、慈愛、堅韌。

我們相信無論世界怎樣改，教育怎麼變，在教育裡有一樣東

西是永遠不變的，就是愛。我們堅持在春風吹拂之下締造一張張歡

欣的笑臉。

教學信念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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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願景

校  訓

本校期望可以創造出優質的學校文化，使學生在愉快的環境

中學習。在品德上，陶鑄出富有愛心、關懷別人、懂得與別人分享

和合作的健全人格；在學習上，培養成熱愛知識、獨立思考、主動

求學和具創造力的素質，從而為其終身學習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校的校訓是「明道律己」。「明道」，最籠統的意義是明

白道理。道，可解作道路，指人生正確的方向和路徑。本校希望

通過教育，學生可以找尋到正確的人生路向，而不致誤入歧途，

長大後做個堂堂正正、守法循規的好人。道，也可解作道德。本

校甚注重學生品德的薰陶，並着重培養學生健全人格和優良品

德。道，也可解作道理，指各種事物的規律和原理。學校除了要

培養學生優良的品德外，也要傳授學生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並

訓練學生掌握正確的思考方法。「律己」，就是約束自己。一個

人懂得律己，才能夠在德行和學問上有進步。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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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白 話 語 譯 ：

我們用心教育學生，使他們將來可以為人民服務，就好像一座高大

的房屋一樣，為人提供安居之所。我們的師生不但擁有很多優良的美德，

並且能將它們發揚光大。我們亦是喜愛學習的一群，在風景優美的地方，

我們都會拿起書本，一起閱讀，並且分享彼此的閱讀心得。我們都會以

古代的大哲為榜樣，學習他們的求學方法與處世為人態度。我們一定會

竭盡所能去終身學習，不會令學習中斷。就像美麗的雲霞在天空中自由

自在地飄蕩一樣，我們均擁有一個自由、充實而愉快的人生！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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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校董
羅志光副主任

校長校董
沈耀光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鄒悅仁監督

辦學團體校董
陳錦臺總監督(校監)

辦學團體校董
歐陽永監督

辦學團體校董
朱錫林監督

辦學團體校董
鄧漢秋監督

辦學團體校董
伍鴻深理事

辦學團體校董
陳中偉副理事長

校董
黃河清先生

教員校董
胡嘉蓮副校長

家長校董
莫偉群女士

家長校董
莫翠霞女士

校友校董
岑俊彥先生

本校於2007年 9月 7日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負責管理學校，
實踐校本管理的精神。法團校董會是一個多方共同參與的管治架
構，主要持分者，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員、家長、校友和
獨立人士參與決策，以保證學與教的質素。

法團校董會 (2014-2015 年度 )法團校董會 (2014-2015 年度 )

辦學團體校董
趙寧波理事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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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架構

資優教育 課外活動

課程發展

保底課程 健康校園

閱讀推廣 德育及公民教育

評估 家長聯繫

專題研習 學生支援

分科 對外聯繫

幼稚園聯繫

電子學習 幼小銜接

家長教師會 法團校董會 校友會

學與教發展 校風及學生支援 管理與組織

學校發展委員會
(諮詢組織 )

校長
校政決策委員會
(決策組織 )

訓輔

中
文

視
藝

數
學

體
育

英
文

音
樂

常
識

電
腦

普
通
話

學生事務

人事管理

資訊科技

資源管理

自評與外評

教師專業發展

財務

級圈 (全體老師 )

教師事務

危機小組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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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120%

100%

80%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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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資料
1. 教職員人數

校長 副校長 課程統籌主任 主任 英文科主任 教師 圖書館主任 外籍英語教師 駐校社工

1位 2位 1位 4位 1位 28 位 1 位 1 位 1 位

書記 行政助理 資訊科技統籌員 英文教學助理 教師助理 工友 花王

2位 1位 1位 1位 5位 6位 1位

2. 教師資歷

2.1 教師獲得最高學位 2.2 教師專科專教的百分比

2.3 教師的教學年資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或以上 1科 2科 3科

45%

35%

25%

15%

5%

50%

40%

30%

20%

10%

0%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5 年以上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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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位於屯門兆山苑，毗鄰蝴蝶邨公園，為一

所設備完善的標準二十四班校舍。本校除普通課室

外，更設有：中央圖書館、電腦室、學生活動中心、

視覺藝術室、音樂室、校園電視台、英語室、常識室、

遊戲室及輔導室。

此外，本校禮堂、雨天操場、全部課室及特別

室均已安裝了空氣調節設備、電腦、投影機、實物投

影機、熒幕及擴音機，讓學生在寧靜、舒適的環境中

上課，以及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從而提升學習效能。

校舍環境優美
圖書館

視藝室
電腦室

校園電視台

籃球場

英語室

學生活動中心

常識室

遊戲室

禮堂

中華文化長廊

校舍設備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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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結構 (2 0 1 4 - 2 0 1 5 年度 )

學校特色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總班數

班數 5 4 4 3 2 3 21

 積極將學校發展為學習型組織，不斷創新及自我完善

 積極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及共通能力

 一至六年級採用平均能力分班，避免標籤效應及加重學生壓力

 全校推行小班教學（每班25人），透過遊戲、戲劇及小組教學，

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能力

 引入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開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如為學

生舉行戶外學習、境外考察、通識論壇、科技教育及進行情境

教學

 重視學生德性發展，建立關愛的校園文化

 自編中文科校本課程、提昇閱讀、寫作及思維能力

 創設英語校園，透過英語戲劇、小組會話、英語日等提昇學生

的英語能力

 中英文科均以閱讀為課程主幹，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和興趣

 開設中、英、數資優課程，進一步強化學生的學習能力

 重視與家長的溝通和合作

1984-2014

25



興

高高興

校
慶
篇

校
慶
篇



三十周年校慶活動一覽表三十周年校慶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 負責人

4/2014 中英文校慶作文比賽 中英文科

6/2014
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中文科

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視藝科

8/2014 夢想浮雕牆 視藝科

9/2014
校慶主題曲 音樂科

夢想飛行棋設計比賽 德公組

10/2014

童夢高飛繪畫比賽 視藝科

學校歷史知多少 常識科

學校數字大搜查 數學科

七巧板設計比賽 數學科

生日卡設計比賽 數學科

11/2014

校慶廣告創作比賽 中文科

給學校的生日卡 電腦科

校慶賀詞／急口令 中英普

校慶海報設計比賽 視藝科

12/2014 專題書展、名人故事 圖書館

2/2015 五邑名人展 常識科

3/2015 主題曲歌唱比賽 /勵志歌曲歌唱比賽 音樂科

4/2015 境外考察：五邑尋根之旅 活動組

6/2015 奇妙之夜 (以夢想為題 ) 活動組

7/2015 校慶才藝匯演 活動組

全年

尋夢人 (分享一位成功人士的奮鬥故事 ) 德公組

生命戰士學生講座 德公組

勵志電影院 活動組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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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奇怪的夢

1B 林景佳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變成了一塊大石頭

我不能走，不能吃，連喝水都不能
只好在花園裡哭著，哭著……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見到我的好朋友在玩耍

他們在猜謎語
我也想一起玩呢！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是一位中文老師

我在教導學生中文
看看我多神氣！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看到窗外下雨了

我馬上準備雨衣
突然，一陣風吹過來，真冷啊！

我覺得做夢很有趣
我真喜歡做夢呢！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2B 袁沅琪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飛到消防局
幫助勇敢的消防員
消防員有很多任務
他們要舉行防火安全活動
又要跑進火場救火
我會幫他們實現撲滅火災的夢想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飛回家去
幫助懷了小寶寶的媽媽
當小寶寶一出世
媽媽要照顧小寶寶
又要做家務
我會幫她實現不用做家務的夢想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飛到醫院去
幫助仁愛的醫生
醫生有很多工作
他們要醫治病人
又要巡視病房
我會幫他們實現濟世為懷的夢想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幫助自己
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唱歌
又想跳舞
我要揮動神仙棒
實現做歌星的夢想

追求夢想不會晚

3B 彭敬謙

親愛的爸爸：

你好嗎？工作辛苦嗎？

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一個夢想，但這個夢想賺不到生活費，所以你把夢想放棄了。

你還記得嗎？在一次閒談中，你告訴我你曾經夢想成為職業籃球員，但是為了養媽媽，為了養我
這個「貪吃鬼」，你不惜放棄夢想，做了另一份較能賺錢的工作，當時我心裡想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啊！

你經常和朋友一起練習，切磋球技，可見你仍是熱愛打籃球的。雖然你的年紀已不少了，但你仍
有健碩的身體，我希望你可以放膽去追夢，即使做不成職業籃球員，也可以做一個業餘的籃球健將啊！

爸爸，所謂「追求夢想不會晚」，你就放膽去追夢吧！

祝

夢想成真！

兒子

敬謙敬上

五月五日

二年級冠軍中文校內寫作比賽 

(2013-2014 年度 )

中文校內寫作比賽 

(2013-2014 年度 )

一年級冠軍

三年級冠軍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28



二十年後

4A陳心如

2034 年，我終於達成我的兒時夢想了！經過多年來的努力，我終於發明了一輛用
環保物料造成的汽車。

小時候，地球暖化的問題十分嚴重，雖然我年紀小，但我已立下志願，夢想有一
天能夠成為環保發明家，解決環境的問題。

今天，我已晉身為全球最年輕的發明家，我發明了一輛超級環保跑車──「動能
跑車」。跑車的車身不是鋼鐵，而是用五千張紙皮壓縮而成，所以十分輕巧；車內的
座椅是用回收再用的廢棄沙發加工製造的，但各位不用擔心舊沙發會臭氣薰天，它們
已經過一比九十九的消毒藥水和除臭機清理過，既環保又衞生；更重要的「動能跑車」
是用廢氣推動的，無需氣油，減少空氣污染。

「動能跑車」已通過嚴格的測試，確保安全可靠，而且可以使用我另一項發明
──複製機不斷複製，收到訂單才安排複製，節省製作過程的人力及物資。

我不但獲得「世界發明獎」的世界組冠軍，而且「動能跑車」的銷量驚人，能夠
為地球出一分力，真是令我十分自豪。

夢想神燈

5B 陳美彤

一天晚上，正在睡覺的我被一道七色的光芒刺進我的眼簾，我便醒來了。

我一睜開眼睛，只見一位很漂亮的女子展現在我面前！她頭戴金冠，手拿金杖，
腳踩祥雲，面容慈祥，可是我卻有些害怕，說：「你……你想做甚麼？」她溫柔地對我說：
「別害怕，我是『夢想神燈』裏的女神──露娜，我可以幫你實現任何夢想！」

我聽得有點着迷了，心裏想：我是個農夫的孩子，家境貧窮，每天都要到田裏耕種，
又不能上學，生活苦不堪言！何不趁這個時候讓她幫我實現發財的夢想呢？哈哈哈！
這樣我就可以不勞而獲啦！哈哈！想到這裏，我的臉上已經樂開了花！

「嗯……露娜女神，你說你能實現我任何夢想嗎？」我說。「是的。」她說。
「那……你能令我發大財嗎？」我笑瞇瞇地問。「當然可以！把這片四葉草放在神燈上，
然後許下你的夢想吧！」露娜邊說邊拿出神燈。

神燈上鑲有很多閃閃發亮的寶石，非常精緻。我向神燈走過去，把四葉草放在上
面，並許下夢想。

突然，神燈和露娜都不見了。屋裏滿滿的只有數不清的、金燦燦的錢幣！我頓時
目瞪口呆。過了一會兒，我歡呼道：「太好了！太好了！我再也不用下田耕種了！」

從此，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花錢、花錢、再花錢。日復日，年復年，我的金錢慢慢
地花光了，而夢想神燈再也沒有出現，我又變成了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光蛋。因為我太
久沒有下田，農地已變得一片荒蕪。就在我快要餓死的時候，露娜又出現了，她在我
耳邊輕聲地說：「光靠別人來實現夢想，自己沒有付出過絲毫努力的人，是最要不得
的……」

突然，我從床上醒了過來，冒了一身冷汗，說：「原來一切只是夢，人還是靠自
己的努力，才能達成夢想的！」

四年級冠軍

五年級冠軍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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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是夢想的好朋友

6C王慧盈

堅毅，就是堅強和毅力。它是實現夢想不可或缺的一環。由古至今，所有成功人士
都具備這種特質。

貝多芬，一位世界知名、成就非凡的音樂家，沒有人會否認他對音樂的貢獻。正因
為他如此卓越，所以他所走的路也比一般人崎嶇。他在晚年時失聰，這對一位音樂家來
說，無疑是對他宣判了死刑，但他並沒有放棄，反而加倍努力創作出一首首美妙的樂曲，
流傳後世，永垂不朽，實現了他的音樂夢。

現代的成功人士又如何？最為香港人熟悉的現代成功人士，首選「亞洲首富」──
李嘉誠先生。他年青時由內地來香港，由工廠工人開始白手起家，勤奮好學，努力打拼，
憑著過人的鬥志和毅力，終於建立了現今的億萬王國，生意遍及全球，當中的辛勞就只
有他自己明白，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少一點毅力也不能達成他的夢想。

《時間簡史》是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它的作者霍金先生在成功的背後也有一個令
人心酸的故事……霍金大學畢業的時候，醫生告訴他他患上了一個不治之症，他很快就
不能動彈，只能靠輪椅代步；他的喉嚨也因為插過喉管以致不能發出一絲聲音，但他並
沒有屈服在命運的魔爪之下，他雖然要使用電子儀器幫助溝通，身體又被困於輪椅上，
但他的意識無時無刻不在浩翰的宇宙裡奔馳，不斷探求知識，不斷飛向那個平凡人不能
觸及的彼岸。他靠的是甚麼信念？答案早已呼之欲出──就是探索宇宙奧秘的夢想。

堅毅既是如此重要，如果人們沒有堅毅的特質又會有甚麼後果呢？近年，其中最為
人垢病的就是「港孩」問題。「港孩」泛指一些驕生慣養的香港兒童。他們不懂自理，
凡事倚賴別人照顧；他們沒有毅力，學習上容易半途而廢；他們不懂面對困難，跌倒了
就只會哭，從不懂自己爬起來。遇事退縮，不會堅持，害怕困難，容易放棄，這種人即
使有夢想，也永遠無法達成。

俗語有云：「人沒有夢想，就和死魚沒有分別。」各位家長，難道你們希望自己的
孩子變成一條死魚嗎？如果不是的話，那就從今天開始放開雙手，培養孩子堅毅的特質，
讓他們向夢想進發。請謹記，堅毅是夢想的好朋友，沒有堅毅就不能實現夢想了！

六年級冠軍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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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I can …
Cheng Yin Chi P. 4A

I hope I can be a person that will not die. 
I want to have this special power because I 
enjoy my life very much. I can go to many 
places in the world.

I hope I can fly. If I have this special 
power, I can fly anywhere I like and I don’t 
need to take the public transport. I can fly to 
my school and my home in a very short time. 

I hope I can do magic so that I can turn 
all the rubbish into money and food. Then I 
can distribute them to all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 hope I can do everything I want with 
my special power. If I can do that one day, I 
will be very happy and excited.

In My Dream
Ng Lok Yan P. 1B

I have a dream.

In my dream, I am a bird. 
I have a long mouth, big eyes 
and long legs. I am in the blue 
sky. I can see many colourful 
birds. I can fly and I can see 
many birds flying. I can see 
a bird under the swing in the 
park. I am a happy bird.

A Letter to Fairy Bella
Lee Hoi Ching P. 2C

Dear Fairy Bella,

I am your friend Angie. I'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because you are kind, 
sweet and very cute. I wish to have 
very long hair just like Rapunzel, and to 
be a pretty princess with sparkly eyes. 
I want to have a lot of toys and clothes 
made of golden silk.

If you give me these things, I will 
take you to where I live and let you be 
the leader of the entire kingdom. But of 
course, you cannot lead me. Well! That’s 
all for today! I have to say goodbye but 
thanks, Bella. 

Yours, 

Angie

My Dream School
Lung Man Hin P. 3B

In the dream, I can see 
my dream school in the sea. 
Its name is LMH School. It is 
colourful. In the classroom, we 
can see a lot of beautiful fish. 
On the first floor, there are 
many sweets on the floor. On 
the ground floor, the children 
can borrow toys to play with.

In this school, we can learn 
how to drive ships. At recess, 
we can go to the beach to play 
volleyball. After lunch, we can 
go to the sixth floor to play on 
the swings and enjoy some fun 
games.

On Mondays and Tuesdays, 
we always wear our swimming 
suits because we have swimming 
lessons. 

I think this is a magical 
school because it is in the sea!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3-2014)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3-2014)

Primary 1 Champion

Primary 3 Champion

Primary 2 Champion

Primary 4 Champion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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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become 25 years old
So Man Chung P. 5A

When I become 25 years old, there is a goal that I really want 
to achieve. I want to be a pilot, like the people who drive planes 
in the TV drama, ‘Triumph in the sky’. I would lik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it is so cool. Then many people will like me very 
much!

Being a pilot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so I must start preparing 
now! First, I think I need to eat more food and become very tall like 
Mr. Tse because the people who work on planes are very tall. Then, 
I must read more books to improve my English because pilots need 
to use English to talk to one another at work. Finally, I need to 
sleep and eat more to keep myself healthy. Then, I can be as happy 
as the sunshine, both at study and at work!

I hope I can be a pilot and travel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e 
beautiful England or the snowy Finland. I hope this dream will come 
true in the future!

My Dream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Chan Pak Yu P. 6C

I thought Hong Kong will be a space city in 2046. It has been 
in my mind since I was six. But now I think Hong Kong will be an 
electronic city in 2046. 

At that time, people will have their own mobile phones which  
can become a tool of transport! We touch the place on the screen 
and we can get there. It is convenient. There will be mobile flats. 
Houses will be built on the sea so that more land can be used 
to build other buildings such as shopping malls and tall office 
buildings.

In the street, there will be no rubbish around because the 
robots will clean up the rubbish on the ground. People can buy 
everything they need such as food, clothes, toys and electronic 
items on their phones and they will appear at home in a second! 
People won’t need cash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y can use their 
mobile phones to pay. Instead of going to school, students will do 
self-learning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at home. 

All these seem to be crazy but I think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make them come true!

Primary 5 Champion

Primary 6 Champion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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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2013-2014 年度 )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2013-2014 年度 )

總冠軍
1C 黃穎妮

心有凌雲志，展翅夢飛翔！

高歌三十載，結伴創輝煌。

親子組

1C 曾泓銘

風雨同路三十載，

攜手振翅夢飛翔。

1A 葉博熙

不怕山高萬重浪，

展開雙翼夢起航。

中級組

3B 丘倩兒

欲求凌雲志，攜夢付實踐，

茁壯展理想，翱翔顯風姿。

4B 李羨恩

讓心靈展開翅膀，

向未來夢想飛翔。

4B 蔡靜怡

小小船兒已啟航，

夢想就在最前方。

6C 盧洛

敢夢想‧敢飛翔，

追尋理想見驕陽！

6C 梁舒雅

隨夢飛翔，

成就理想！

6B 楊浚文

追逐夢想，勇敢飛翔，

向着目標，逐步邁向。

總冠軍

亞

亞

亞

冠

冠

冠

季

季

季

標誌設計比賽 (2013-2014)標誌設計比賽 (2013-2014)

高
級
組

冠 1C 黃穎妮

冠 4A 黃志軒

亞 1A 葉博熙 季 2A 姜尚余

亞 5A 徐潔穎 季 5C 何樺鎌

初
級
組
優
勝
作
品

高
級
組
優
勝
作
品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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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芳名
上午校及全日制

沈耀光校長
 (任期:2001-現在)

劉潔明校長
(任期 : 1984-2001)      

 周衞民校長
(任期 : 1985-1993)

 吳茲寶校長
(任期 :1993-1995 年 3月 )

 黎麗美校長
(任期 :1995 年 3月 -8 月 )

黃錦耀校長
(任期 :2001-2002) 

 胡嘉蓮校長
(任期 :2002-2007)

沈耀光校長
 (任期 : 1995-2001)

下午校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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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體操隊的表演神乎其技

八十年代
本校創立於 1984 年。創校初

期，本校致力發展學生體藝潛能，
成績斐然。

1986 年花式集體操

1989 年本校同學入選香港小學籃球代表隊，
前赴福州參加埠際賽

1986 年第一屆音樂比賽

1984 年創校開幕典禮

1984 年創校揭幕儀式

1988 年本校參加新界區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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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戶外教育營

九十年代，本校為學生提
供的課外活動日趨多元化，學
生的潛能得以進一步發揮。學
生在不同的校際比賽中屢獲殊
榮，為校增光。

1998 年交通安全隊榮獲總監盾

1990 年本校榮獲校際朗誦比賽女子組獨誦冠軍

足球校隊屢獲殊榮

中樂團成立了

科學探究日營

 1999 年，校舍改善工程竣工，學校增
設了電腦室、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學生
輔導室等，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空間，
學生的學習成效更大。

1999 年校舍新設施啟用典禮

電腦室

九十年代

本校榮獲「畫出錦綉河山，為
慶祝建國繪畫活動」亞軍

光碟資源中心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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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代
優化學習環境

千禧年代，學校多次成功申請優質教
育基金，建立標準校舍以外的設備，如多媒
體學習中心、電腦音樂創意教室、校園電台
及家長資源中心，優化學生的學習環境。

多媒體教育中心成立

電腦音樂創意教室暨家長資源中心啟用典禮

校園電台啟用典禮

學校慶典 再創高峰
2004 至 2008 年，學校曾舉

行的大型典禮有「童心顯龍情開
幕典禮」、「童心顯龍情綜藝表
演」及健康繽紛嘉年華。

童心顯龍情開幕典禮

童心顯龍情綜藝表演

健康繽紛嘉年華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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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  成果豐盛
踏進千禧年代，本校課程

發展迅速，先後設計了生活教
育科、中文、英文、數學校本
課程、並曾多次與教育界同工
舉辦講座，進行專業的交流及
分享，成果豐碩。

理同理心連心研討會

行動研究分享會

教育局同事指導學生如何進行
專題研習

生活教育科分享會

專題研習分享會

教研活動 促進交流
千禧年代，本校的教師專業活動日

趨頻繁及多元化。我們的專業活動除了
有主題講座、公開課、教師歷奇外，還
與大專院校進行課堂學習研究計劃，使
教師能緊貼時代的步伐，同時亦能促進
教師之間的分享及交流的文化。

課堂學習研究計劃

公開課

本會第一屆屬聯校教師發展日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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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日

全日制生活  活力再展現
踏進 2004 至 2005 年度，學校逐

步轉為全日制學校。為了豐富學生於
校內的生活，本校設有早讀時段、早
操、午息活動及全年的學習活動。

午息棋類活動

學生生活 豐盛多姿
課堂內外，學校藉著舉辦不同

的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中樂團匯演

獅藝隊表演

參觀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

早操

藝墟

早讀

三千七百人牧童笛

校園電台播音活動

喜氣洋洋盆菜宴
學生進行街頭訪問

專題研習口頭匯報

粵劇講座

馬兒入校園
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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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巡校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關心學校的發展，除委派辦學團體校董管

理學校外，更定期巡校，與各持分者會面，了解學校最新的發展。

小司儀歡迎首長巡校
舞蹈組學生表演多優美！

首長觀看
一年級學生上課

中文集誦隊表演
令人拍案叫絕

首長與老師合照留念

學校慶典
本校於 2011 年成

立遠程教室，並開展
了跨校、跨區及跨境
的實時協作教學活動。

遠程教室啟用典禮

於 2012 年，承蒙歐陽永校董撥款資助學校成立「歐
陽永活動室」，為學生及家長提供一個學習場地，讓我
們可以舉辦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歐陽永活動室」啟用典禮

首長與表演生合照留念

學校新發展（2010-2014）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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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
本校積極推動關愛校園

文化，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
供適切的支援，協助同學們
建立緊密的人際關係，本校
更連續四年榮獲「關愛校園」
榮譽，以表揚我們積推廣及
實踐的校園文化。

學校榮獲「關愛校園」榮譽

大哥哥大姐姐說故事

小一自理日營

小一適應課程
言語治療服務

新時間表
 由 2014 年 9 月開始，學校施行新時間表，以「重新規畫課時，平衡身心，營造健康多姿
的校園生活」。

 在新時間表下，學生星期一至五上午會依循環週上課（上午 8:10- 下午 3:30），上午有六
節，每節 40 分鐘，所有分科課堂均安排在上午時段。

 下午有兩節課堂，學生進行延展課程，每節 45 分鐘，示例如下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00-2:45 周會 導修 導修 導修 導修

2:45-3:30 德公課 閱讀天地 多元智能課 資訊影院 民歌樂園

學生喜迎新時間表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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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勤為學，專業發展精而博
教育的目的是為世界培育人才，所以學校和教師都必須與時並進，不斷提升，自我完善，才能配合世界的

發展，為孩子提供最適切的教育。

一．校本教師發展日

為了配合關注事項的發展，每年學校都會舉辦四天校本教師發展日，以讓老師們對發展項目有更深入的理
解，並擁有共同語言，有利於專業對話。

知識管理工作坊
學生支援工作坊

二．專業交流時段

教師的經驗是寶貴的隱性知
識，每逢星期五課後舉行的專業
交流時段正是提供機會讓老師分
享教學的經驗和進修的得著。

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校本交流課

戲劇教育交流課

四．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

各科各級老師會透過定期的
共同備課會議商討教學難點及策
略，並配合有焦點的同儕觀課，
互相促進及提升。

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五．校本支援計劃

每年，學校都會參加不同科目的校本支援計劃，引入外力及校外專家，帶領老師進行特定目標的課展計劃，
從而提升老師的專業能力。

三．交流課

為了觀摩不同的教學策略，我們會安排校本
或科本交流課，一位老師施教，全體老師觀課，
然後進行集體評課，交流教學心得。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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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同工訪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訪校

北京教育同工到校交流

南元朗官立小學訪校

本校老師到江南小學交流

本校老師到江海區銀泉小學交流
江門市江海區教育同工訪校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中心訪校

業界同工到校觀課新老師茶聚

七．新教師入職輔導

對一位新老師來說，入職第
一年是十分關鍵的一年，所以我
們特別重視新教師入職輔導的工
作。學校會為每位新老師配屬一
位啟導人員，在日常事務、教學
工作、和學生及家長溝通等環
節，予以指導及提醒，更會透過
觀課、茶聚等活動，加強新教師
的教學能量。

本校老師到廣州
沙面小學交流

英皇同學會小學訪校

六．境內外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我們十分珍惜和業
界交流的機會，除了接待境
內外的教育團體及友校到訪
外，我們也會探訪其他學
校，以及到國內參訪。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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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度身做。照顧需要最周到
校本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為中心，以社會為背景，透過中央、地方與學校三者的權力、責任重新分配，賦

予教師權力與責任，由他們結合校內外資源與人力，主動進行學校課程的計劃、實施與評鑑 ( 黃政傑，1985) 
。由於校情不同，故此，校本課程實有其學理基礎及實際需要。一刀切的教科書設計，對象是全港學生，只能
針對同齡學童的普遍需要，不能對焦同校學生的學習狀況。為了更切合學校及學生的需要，學校一直重點發展
校本課程。

一．中文科：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由老師自行編寫的中文科校本課程，選材以趣味為原則，題材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和興趣；多元化的單元
組織重心兼顧不同的能力培養；重點提升閱讀、寫作及思維能力；大量運用遊戲、戲劇、小組教學策略，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效能。

中文科趣味語文閱讀教材 中文科專題研習 老師創作的童書系列 創意文學教材

二．英文科：PLPR/W

教育局的英文讀寫計劃著重閱讀的輸入，調適
教科書的課程內容，加入大量的圖書，透過圖書豐
富的語境帶引學生走進英語閱讀的文字世界。

英文科圖書 英文科校本課業

三．數學科：

數學教學重在解難，解難背後需要一個自主的
學習空間，讓學生自行設定策略解決數學的問題。

數學科單元學習冊 數學科速算冊

四．常識科：專題與科探

常識科要教授的不是知識，而是思維能力。專題研
習的設計要求學生在佈題中自行搜集資料，整理、分析、
綜合，進而評鑑或提出新方法；科學探究旨在培養探知
求真的科學精神，由發現問題到提出假設、驗證、歸納、
推論等過程，正能達致科探的目標。

五．德育及公民教育科

有系統的價值教育能補滲透式課程的不
足，我們為學生訂定了六年的縱向架構，透過
體驗式活動教學，讓學生親身感悟正確的價值
觀和做人的態度。

德育及公民教育校本課程

常識科專題研習 科技學習冊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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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專題
(哪個發射角度能令
紙飛機飛得最遠？ )

本校認同「資優教育普及化、普及教育資優化」的理念，致力提供以人
為本、多元化的優質教育。學校不斷努力開拓資源，透過多元化而有系統的
學習活動，並在靈活豐富的教學方法及環境下，發掘及培育每位學生的多元
潛能，從而啟發他們高層次思維、創造力、個人與社化能力，以激勵他們積
極自我提升，追求卓越，尋求革新，邁向真、善、美，展現超卓表現。

本校參考香港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施行資優教育：

照顧一個不能少，學習支援最重要

為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本校提供適切
的支援服務，協助同學提昇社化能力及學習表現。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功輔班學生參觀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新來港學童英語班

學校功課輔導班
駐校社工與同學一起參加活動

學校成立愛心 Buddy 小組，讓
高年級同學照顧低年級同學

言語治療服務

資優教育夠全面，學生潛能盡展現

第一層全班式 (正規課堂 ) 創意思考策略、閱讀策略、創意寫作、解難能力訓練、思考方法、科探活動等

第二層抽離式 (課後 )
風紀培訓、朗誦訓練、戲劇小組、口語溝通小組、校園報編輯小組、
常識學會（科探）、校園藝術創作班、各類校隊訓練等

第三層校外培訓
推薦學生參加小領袖培訓計畫、教育局網上資優課程或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之學員等

領袖訓練
(服務學習工作坊)

校園藝術創作班
(壁畫創作 )

科探活動
(水火箭 )

戲劇小組
(才藝大匯演演出)

領袖訓練
(電波少年)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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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美食製作

小一家長會

小一模擬課程

迎新日

小一適應課程
小一成人禮

幼小銜接莫忽視，適應過渡更容易

本校十分重視幼小銜
接，希望透過全年多元化
的活動，讓準小一學生及
家長加深對學校的了解，
感受關愛的校園文化。此
外，老師透過活動讓學生
及早適應小學的生活及診
斷學生的個別需要，以提
供更適切的支援。

親子電腦班

精靈小荳芽幼兒課程

親子競技活動

中小銜接除障礙，昂首闊步迎未來
六年級學生行將畢業，將會面對升中的新挑戰。為使學生升上中學作最

佳準備，昂首面對困難，本校為學生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措施：

1. 升中面試技巧課程：

老師會為學生進行面試技巧訓練課程及進行模擬面試，使學生從容面對
升中面試。

2. 家長講座 :

本校為五及六年級家長及學生舉辦多場講座，向他們分析中學學位分配
機制、講解各階段的選校策略，令家長能為子女選擇一間合適的中學。

3. 參觀中學

老師匯集區內中學的收生資訊，派發予六年級的家長及學生，並帶領學
生及家長參觀不同的中學，以了解各校的實況。

4. 校友分享

為了讓六年級學生及家長了解中學生活的轉
變，及早準備，本校邀請校友到校為學弟、學妹分
享中學生活。本校亦會為小六生與就讀同一中學的
學兄、學姊作出配對，以便於升中後互相支援。

升中家長講座

參觀中學

中學生活分享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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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求自學，共通能力齊開拓

專題研習是針對一個主題作更深入的探討。學生圍繞著一個問題或一個需要再詳細解釋的題目，計劃如何
透過有效的資料搜集、整理、分析、綜合、反思等過程，對先前懷疑的問題作出結論，歸納新論據或建構新知識。

「專題研習」是跳出以課本為主導的學習模式，這種模式與結構性學習互相補足。在研習過程中，學生的
學習動機和興趣得以提升，亦同時掌握了學會學習的能力，這種興趣及能力更成為推動終身學習的動力。

一、專題能力架構

年級 重點 內容 科目及學習活動（舉隅）

二、中文科專題研習

身為中國人，好應該認識中華文化，從而培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中文科在培養文化素養方面，更是責無
旁貸，故此，我們於各級均設計了圍繞中華文化的專題研習，以讓孩子能透過閱讀、搜集資料、訪問等探究過
程中，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欣賞之情。

年級 專題名稱 研習背景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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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專題匯報 P.6 粵劇推廣計劃

常識科專題匯報 P.5 孫中山生平話劇

年級 專題名稱 研習背景

三、常識科專題研習

中文科專題研習展示

中文科專題匯報 P.4 團團圓圓 中文科專題匯報 P.5 好吃好吃 中文科專題匯報 P.6 舞台上下

中文科專題匯報 P.1 喜氣洋洋賀新春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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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世代日日新，電子學習不後人

隨著科技進步及網絡流通，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成為現今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電子學習可填補課
堂內外各種學習及教學策略的不足，如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照顧個別差異。本校持守有效使用為原則，引入
不同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的資源及研究可行有效的教學策略，改進教學工作及促進學生學習。

流動裝置計劃
為了探討如何運用流動裝置提升學習效能，分科發展小組搜尋適用的教學軟件 ( 運用
ipad)，於課堂上試行及評估成效，並於校內分享會推廣。

電子學習平台
中英數三科均設有校本電子學習平台，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平台自行批改及分析學生表現，
以便老師跟進。

資訊科技教材 各科科任搜尋及研發適用的資訊科技教材，並於備課時商討如何配合教學內容施教及評估成效。

遠程教室
為了加強跨校及跨境的互動學習文化，促進交流，學校與校外機構聯繫，參加有關機構舉辦
的跨校及跨境學習交流活動。

校園電視台
學校安排學生參與校園電視台節目製作，並運用電視台節目，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媒體，擴闊
學習面。

遠程教室開幕禮

跨境英文課
利用 i-pad 進行課堂活動

校本電子學習平台

跨校普通話交流課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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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課程目標：

·認識自我，管理自己，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格。

·培養社會能力，提昇與他人和諧相處的能力。

·認識生存環境，瞭解人與環境生命共同體的關係。

·探索生命的意義，提昇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二 .學與教特色：

以學生為本，運用多元化形式及生活化的教材，讓學生進行反思及得到啟發。

講座

模擬遊戲

互動劇場

團隊遊戲

體驗式

實地考察

品德教育要緊守，堅持信念抗洪流

周會 《海倫·凱勒》戲劇欣賞 「一人一水果」老人院探訪活動

三 .校園氛圍：

德育主題活動 :

學校每年都會以不同的價值觀作為全年德育主題，舉行不同類型的氛圍活動。

周會 :

學校每星期均會為學生設計不同主題的周會活動，一方面回應社會議題，另一方面亦可配合各級學生的成
長需要。

愛心捐獻活動 :

為了培養學生推已及人的態度，學校每年均會舉行四次愛心捐獻活動。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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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風氣齊推廣，齊來做個讀書郎

閱讀推廣組成立的目的是於校內推廣閱讀的風氣，提
昇學生的閱讀興趣。為達致這個目標，我們經常帶領學生
參與社區閱讀活動及舉行校內閱讀活動。我們曾參與「閱
讀創未來屯門閱讀節2013」，又在學校舉行「423閱讀日」、
「書伴我行」親子閱讀計劃、故事姨姨說故事、CCYS 圖書
館獎勵活動，同學們都很喜愛這些活動。我們組織圖書館
家長義工，支援圖書館工作；我們又帶領閱讀大使出外學
習，擴闊同學的視野，使他們更享受閱讀的樂趣。

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化身為閱讀天
使，為小一、二的學弟、學妹說故事。

423 閱讀日
封面、書簽設計比賽優勝者

閱讀創未來—啟航禮

親子閱讀工作坊──我們畢業了 !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書伴我行」親子閱讀工作坊

故事姨姨說的故事真精彩！

圖書館家長義工耐心地聽同們朗讀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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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並重德滿載，五邑校園滿關愛

品德培養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除訂立清晰明確的
校規和獎懲制度，每年更透過不同類型的輔導活動 ( 包
括預防性、發展性和補救性），以培養學生的自律能力
和責任感，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早．回校」活動

五邑好友「營」

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領袖培訓

學校重視領袖培訓，故設立了五邑兵團。我們每年均會為兵團成員提
供培訓，以發展學生的領袖才華、提昇各領袖生的素質；能建立一隊良好
的服務團隊，為老師及同學服務，同時亦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

五邑兵團大合照
風紀培訓

「電波少年」領袖培訓活動

家長教育

訓輔組每年均
舉行不同的家長講
座、工作坊及親子
活動，以提昇家長
培育、照顧及管教
孩子的能力。家長講座

家長工作坊

親子日營

摘星計劃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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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重環保，至營學校意識高

除學業成績外，本校亦非常注重學生的品德培養。

環保意識方面：

學校成立環保先鋒小組，讓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
活動，如：實地考察、有機耕種等，增進他們的環保
意識，並將所學實踐於生活當中。

學校每年均申請康文署舉辦的綠化校園資助計
劃，於校內各處栽種植物以綠化環境，並舉行班際盆
栽種植比賽及一人一花比賽，讓學生親自栽種，加深
綠化意識。

學校於每個課室內及雨天操場放置回收箱，讓同
學將垃圾分類回收，為地球減碳盡一分力。

學校積極爭取校外資源，改善學校的環保設施，
如：學校於 2010-2011 年度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資助約四十萬元，改善本校課室的
空調及照明設備，並為全部課室的玻璃窗貼上隔熱膜以減低室溫。

學校積極參與校外機構舉辦的環保活動，如：沖沖五分鐘、香港
無冷氣夜、地球一小時、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惜物減廢在我手等。

健康飲食方面：

本校自 2010 年起獲衞生署頒發「至營
學校」榮譽，表示學校於行政、健康午膳及
健康小食三方面均達至衞生署的指標。

本校每年均會配合衞生署的「開心果月」，
舉辦不同活動，如水果派對、心意咭設計比賽、
開心果月龍處榜、英文填字比賽等，讓學生培養
每天進食水果的習慣。

環保先鋒在學校天台進行有機種植。

學生積極參與環保活動

課室安裝一級能源冷氣機

學校榮獲「至營學校」榮譽。

為培養學生進食水果的習慣，本校家
教會會於午膳時間售賣時令水果。

綠化校園計劃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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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多姿采，發展潛能育英才

本校一向以來均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並訂下四個目標：

一、令學生得以均衡發展；

二、發展學生潛能；

三、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四、擴闊學生視野。

課堂以內：本校為學生安排多元智能課及舉行每月大型活動。

多元智能課
中詩集誦、英詩集誦、普通話集誦、小童軍、科探先鋒、遊戲書中樂、DIY 製作、音樂遊戲、
籃球、集體遊戲、科探尖子班、黏土相冊製作、超級巨聲、足球、乒乓球、趣味電腦程式、
美食製作、多元編織

每月大型活動
五邑好友營、英語主題活動日、旅行、聖誕聯歡會、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陸運會、閱讀日、
奇妙之夜、戶外參觀活動、試後活動、學生才藝大匯演

課堂以外：本校為學生開設二十多個校隊、課外活動小組及收費興趣班，以發展學生之潛能。

校隊及課外活動小組
田徑校隊、籃球校隊、足球校隊、乒乓球校隊、中樂團、唱遊組、民歌、視藝、朗誦、數學、
電腦、常識、戲劇、幼童軍、小女童軍、環保先鋒

收費興趣班 舞蹈、跆拳道、圍棋班、英語班、奧數班、樂器班、視藝、游泳、乒乓球、足球、籃球等

五邑好友營

小童軍

聖誕聯歡會

學生才藝大匯演

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

陸運會奇妙之夜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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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考察廣見聞，拓寬視野結良朋
本校每年都會籌辦境外考察活動，讓學生能透過親身體驗，於實際的環境中學習。同學在考察活動中，不

但增廣見聞、拓闊視野，而且更能培養同學之間的溝通協作能力，以及學習獨立自主的精神。

境外考察活動

年份 主題 地點

2004 祖國遊蹤 深圳

2005 清遠連南文化交流 清遠連南

2006 國父史蹟之旅 廣州、中山、澳門

2008 人民奧運在北京 北京

2009 多元文化的體會 新加坡

2010 城鄉情濃 -上海、蘇杭之旅 上海及蘇杭

2011 花樣台灣環保生態遊 台灣

2012
福建鄉情 -廈門古城文化遊 福建

珠三角境外考察遊 珠三角

2013 山青水秀桂林遊 桂林

2014 惜福賞自然 -台灣環保之旅 台北

祖國遊蹤

清遠連南文化交流

國父史蹟之旅

人文奧運在北京

城鄉情濃 -上海、蘇杭之旅

花樣台灣環保生態遊

福建鄉情 -廈門古城文化遊

珠三角境外考察遊

惜福賞自然 -台灣環保之旅
多元文化的體會

山青水秀桂林遊

1984-2014

57



並肩作戰家長隊，義工服務貢獻巨

本校家長義工隊成立已超過十多
年，家長義工一直是學校的一支龐大
的支援隊伍。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學校
義務工作，多年來默默耕耘，在不同
層面參與培育學生的工作，令學生享
有多元化的活動，家長義工實在是學
校的寶貴資源。

家長義工大合照

家長姨姨說故事

家長姨姨賣水果

製作農曆新年擺設及吊飾義賣

中文科活動義工常識科參觀活動義工

家長日義賣活動

家長義工擔任親子興趣班導師

家長義工擔任家長興趣班導師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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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一葉粽班

家校合作力量強，共謀福祉最理想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02 年成立，至今已有 12 年。家教

會成立後，家長與老師攜手合作，共同舉辦不同的活動，如
親子活動、籌款活動、親子興趣班、敬師活動等，促進父母
與子女的溝通，亦加強了家校合作。本校深信家校同心，群
策群力，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長常務委員

教師常務委員

敬師日
謝師會

參觀清明上河圖

假日農場親子遊

啟德郵輪碼頭親子遊

高高興興逛年宵

親子步行籌款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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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育人恩情重，校友回歸報春風

本校校友會於 2007 年成立，至今已有七載。自校友
會成立後，學校每便舉行了不同的活動（如聚餐、球類、
燒烤、打邊爐等活動），促進了校友與母校之間的情誼
及校友之間的聯繫。

近年，在學校的大型活動中，校友經常回校擔任活
動義工，使活動進行順暢，同時亦豐富了學弟、學妹的
學習生活。校友回報母校之情，深深地埋在學弟、學妹
的心坎中。

校友會會員大會

校友與沈校長一起燒烤

老師與校友齊打邊爐
燒烤後進行大抽獎

校友與老師打保齡球

校友會常務委員接受感謝狀

已升讀大學的校友帶領學弟、學
妹遊覽大學校園後與老師合照 校友會餘興節目：猜猜我是誰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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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愛上語文，超越語文

語文是學習之本，語文學習可以認識世界、可以透視人性、可以感悟人生、可以啟迪思維，語文學得好，
可以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要孩子學好語文，首要是燃點學習興趣，只有「喜歡」才有機會學得好。建基於這
個信念，我們自行編寫了中文科趣味語文校本課程，主教材外更加入不同形式的輔助教材及全方位學習活動，
以讓學生的語文學習更有趣、更全面。

一、校本課程發展

本校的中文科校本課程採單元教學的設計，選擇多元化的單元組織方法，同時以閱讀能力為主幹，螺旋教
授不同的閱讀策略，並以生活內容作為選材參考，均衡發展讀寫聽說等語文能力，有機地結合共通能力及文化
品自思等其他範疇的能力。而為了提升學習動機及興趣，更特別設計了遊戲教學及戲劇教育的教學策略，並以
不同的延伸活動增加學生運用語文的機會。

二、專題研習

除了學科知識，我們也重視培育學生的共
通能力。我們根據學生的程度，配合中文科的
教學內容，設計了以中華文化為主軸的專題研
習活動，藉以提升學生的創意、溝通、批判思
維能力，以及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三、創意文學教材

經典文學名著是語文的寶藏，我們每年為學生訂購中西名著
各一本作為教材，配合戲劇及創作活動，一方面培養閱讀能力，
另一方面培養創意思維。

繪本創作學習作品

戲劇教育

校本課程包括：單元閱讀教
材、單元工作紙、專題研習、童書
創作、創意文學、電子學習平台
等，現已完成了一至六年級的課
程，經多方評估後，成果非常正
面。此外，本校中文科校本課程更
得到業界的認同，已多次應邀主持
分享會及進行教學示範。

四、童書創作

兒童的腦袋蘊藏了無限創
造力，我們特別為每級編寫了
一本繪本故事書作為閱讀材料，
閱讀後由學生模仿故事的形式
自行創作自己的繪本故事書，
在本校就讀的孩子在畢業時都
會擁有六本個人的創作。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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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推廣計劃

我們相信學生在一個閱讀氣氛濃厚的校園中，會
受環境的薰陶而漸漸愛上閱讀。因此，我們為學生提
供了不同的閱讀資源，除了教材之外，我們特別編製
了陽光閱讀冊，選材配合單元教學的主題；課室內更
設有「閱讀百寶箱」，箱內的圖書是老師精心為孩子
挑選的，由老師推介後便供學生借閱；老師更會定期
帶領學生到圖書館進行課外閱讀課。我們期望孩子能
從小培養閱讀的習慣，做一個終身的讀書人。

六、電子學習平台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科技
的年代，這一代的學生都習慣
運用電子產品溝通和學習，我
們也特別建立了校本電子學
習平台，自行製作不同類型的
語文練習，供學生鞏固所學。

七、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習環境不應局限於課
室及書本上，所以我們會為
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活動，
包括：實景寫作、趣味語文
大挑戰、說故事比賽、文學
作品演繹比賽、書法比賽、
作文比賽等。

八、校外比賽成績

我們十分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的校外
比賽，以發展潛能。而學生在作文比賽
及朗誦比賽中皆取得不俗的成績。寫作
方面：連續多年榮獲「世界華人學生作
文大賽」的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及
優秀組織獎；朗誦方面：每年都榮獲香
港校際朗誦節的獎項。

校外比賽

分享會及公開課

圖書館課

電子學習平台

九、業界的認同

本校的中文科深得業界同工的認同，
經常應邀主持分享會及公開課，更有不少
友校及教育團體到訪觀摩。

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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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  活學活用  多元氛圍

一、課程目標

本校英文課程旨在利用不同類型的文本發展學生的閱讀能力和創造力，為學生於課堂內外提供更多使用
英語的機會。並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鼓勵自主學習，建立正面價值觀，從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和態度。

二、學與教特色

1. 校本教材

為了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本校老師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設計校
本教材，包括學習日誌、文法練習、寫作課業、聆聽練習及閱讀理
解練習，並設計任務為本之教學活動及課業，讓學生能活用英語及
打穩英語的基礎。

2. PLPR/W 課程

於一至三年級推行 PLPR/W 課程，由外籍英語教師及科任協教，利用圖書以單元教學模式，配以不同課堂
活動 (如唱歌、動作遊戲等 )，讓學生於輕鬆的環境中，發展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及培養不同的共通能力。

閱讀及寫作

◆ 以不同層次的閱讀教學策略 ( 朗讀、
講故事、分享閱讀、導讀及自讀 )，
令學生掌握基本閱讀能力

◆ 以全班及小組活動，逐步帶引學生經
歷不同的學習寫作階段，由模仿、分
享寫作、指導式寫作、自行寫作，並
讓學生掌握基本寫作能力

◆ 體現閱讀與寫作的能力轉移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

◆ 利用唱歌、吟詠、肢體遊戲、拼音遊戲及其他不同類型活動，令學生掌握拼音、讀字、聆聽及理解、
說話及表達自己的能力和自信。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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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戲劇教學策略

◆ 在英文課堂內加入戲劇元素及透過戲劇遊戲，提
升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興趣。

4. 校本英語網上學習平台

◆ 學校因應英文校本課程而設計了一個嶄新的學習
平台，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內容包括：詞彙
運用、默寫練習、文法結構學習、閱讀故事、聆
聽練習等等，進一步鞏固同學的學習。

三、閱讀推廣計劃

良好的閱讀習慣能為學生建立良好的學術基礎，
為了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我們於每一個課室內均設有
Reading Treasure，內有科任老師為學生挑選不同的程度
的圖書，供學生輪流借閱。而四至六年級課程中更加入文
學名著欣賞，學生每年會閱讀兩本名著故事。

四、環境氛圍

1. 午息英語活動

為了讓學生多接觸
英語，在午息時，老師及
服務生與同學以英語玩遊
戲和傾談，增加學生運用
英語的機會。

2. 英語日活動

每年舉行英語日
活動，同學能夠參加攤
位遊戲、歌唱比賽及話
劇比賽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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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具創意，敢解難，愛探究，愛數學

「數學概念要學曉，基本運算不可少，還要探究和遊戲，創意解難是目標。」

解讀 : 我們認為「概念」是學習數學的基石，因此我們著重學生對概念的理解。此外，「快」和「準」是
學習數學的基本要求，故適量的操練是不可缺少的。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我們利用不同的遊戲及探究活動，讓學生愉快學習，且能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
廿一世紀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意，所以我們特別設計校本課業來培養上述能力，最終
目標是培養具創意，敢解難，愛探究，愛數學的學生！

一、校本課程發展

本校的數學科校本課程以教科書的單元為骨幹，加入校本課業設計，教材包括學習日誌、單元學習冊及速
算冊。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一至二年級於每日課堂會以遊戲作暖身活動，先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三至
六年級會安排速算及巧算的訓練，從而達至「快」、「準」的基本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老師透過預習任務、
課堂活動及延展任務，讓學生探究、傳意、推理、構思、建立與解決數學問題。此外，為了培養學生的解難能
力，我們會於每個單元加入高階題目，讓學生探究和討論，並鼓勵學生一題多解，給予空間他們發揮創意。

速算冊 單元學習冊 學習日誌

二、解難教學

我們重視發展學生的解難能力，因此會利用波利亞 (Polya) 解難的模式，教授學
生解題技巧。此外，我們利用不同的思考題目，有系統地教授學生不同的解難方法，
如思考圖、試誤、列表、逆向思維等，藉此讓學生體驗解難的樂趣，增加成功感，誘
發學生自主學習。

三、數學氛圍活動

本科每年均會舉辦不同形式的數學活動，營造豐富的數學氛圍，如：數學競技、
數學遊蹤及估量活動等，以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近年更以「數學好玩」為主題，
介紹不同種類的數學遊戲給學生，並進行分級比賽，以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數學好玩

數學遊蹤

數學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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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校園」學習活動

在一至六年級，每學年最少
安排一次「走出校園」學習活
動，通過活動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並體驗數學於生活之中。

五、估量活動

各級配合課程內容，進行估量活動，以提升學生的估算能力及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圓周有多長 ?
容量有多少 ? 體積有多大 ?

六、校外比賽成績

我們十分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以發展潛能，
如奧數比賽、數學遊蹤比賽、攤位設計比賽、解難比賽和串
串橋比賽等。學生在攤位設計比賽中的成績尤其特出，曾多
次奪得冠軍及最具創意獎。在 2013-2014 年度，約 60 人次獲
得數學比賽之獎項，可見學生表現出色。

同學們在拍攝公園中對稱的物件

究竟一公里有多長 ?

究竟公園在學校的哪個方向 ?

同學們正在搜集不同小食的價
錢，找出不同的付款方法

本校榮獲伯裘盃數學比賽全場總冠軍

本校榮獲數學攤位設計比賽冠軍及最具創意獎
數學科校際比賽，成績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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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樂於思考，勇於探究
孩子對周邊的事物充滿好奇，有無窮無盡的想像力，從孩子的角度思想，別有洞天。透過引導孩子從生活

經驗開始，細心觀察思考，自主探究學習，孩子對概念會更深刻，學習興趣亦能大大提升。在現今訊息萬變的
年代，學生必須要學會從已有知識探究出更多新知識，才能適應不斷轉變的社會。教師有責任讓我們的孩子具
備這種與時並進的能力，同時也要幫助他們提升思維能力、創造力等共通能力，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一‧課程目標

本科採用探究式學習，透過不同的課內及課外活動，幫助學生掌握共通能力、知
識和價值觀。 

二‧學與教特色

1. 時事課

為了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度、敏覺力、多角度思考、批判性思考能力及正確的價值
觀，本校隔週安排時事課，透過提問及討論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身邊的事件。

2. 科技教育

通過科技教育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下是各級科技教育題目：

一年級－滑梯 二年級－電力發光擺設

三年級－保溫盒 四年級－氣球車

六年級－水火箭

3. 專題研習

學生透過專題研習發揮自主探究的精
神，培養共通能力及自學能力。

以下是各級專題研習題目：

年級 主題 任務

一年級 遊公園 為居住的屋邨設計一個新的公園

二年級 我們的驕傲
為學校交流活動設計一幅以「中國人的驕傲」為主題的海報，向參
與人士介紹自己國家的傑出人士

三年級 親親濕地 為學校製作一份《親親濕地報》，藉此宣傳濕地保育的信息

四年級 昔日香江 創作一個名為「昔日香江」的廣播劇，藉此反映香港昔日生活面貌。

五年級 尋找國父的足跡
創作一個反映孫中山先生生平事蹟的舞台劇，以讓市民更了解孫中
山先生的生平及貢獻。

六年級 不朽的藝術–粵劇 為了推廣中國藝術文化，撰寫一份推廣粵劇的計劃書。

五年級－尋找國父的足跡一年級－遊公園 六年級－不朽的藝術–粵劇

五年級－電動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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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經歷

1. 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科每年會為學生安排參觀活動，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及擴闊視野。

以下是各級參觀地點：

一年級－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二年級－嘉道理農場

三年級－濕地公園

六年級 － 文化博物館

四年級－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孫中山先生紀念館

2. 時事論壇

為了提高小五、小六同學的時事觸
覺，本科特別安排了時事論壇，讓學生有
機會發表對時事的意見，從而提升其多角
度思維及批判能力。

3. 科學實驗活動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動機及興趣，本科特別在課堂以外時間，設計不
同的趣味科學實驗，讓學生從活動中明白科學原理。

4. 科技日

本校每年都會安排科技日活動，學生會於當天參與不同科技活動，藉此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時事論壇
科學實驗活動

四 .校外比賽成績

學校每年都會鼓勵同學參加校
外比賽，並於多個科技比賽獲得佳
績。當中水火箭、磁力車、創意飛
機等項目獲得冠軍、亞軍及一等獎
等，成績令人滿意。

科技日參觀 － 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開放日

飛行大賽

紙船載重大賽

羅馬炮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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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漫步於色彩與線條中
我們的價值觀：引發美感與創作力

我們的願景：懂得欣賞、樂於創作

本校視覺藝術科希望透過藝術訓練陶冶學生性情，讓學生
懂得從美的角度欣賞事物，令學生思考人與社會、環境和世
界的關係。我們希望透過課程設計幫助學生獲得藝術及美感
經驗、知識、技能、價值觀與態度。同時以不同類型創作及
各項評賞活動，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一 .正規課程

本科透過各項創作及評賞活動，提升學生對視覺藝術創作
的興趣，以及培養審美的能力。本科的課程設計，把視覺藝術
知識、評賞及創作整合在單元主題中。透過單元式主題學習及
活動教學，注重學生學習整體知識、學習過程以及藝術評賞
能力，循序漸進讓學生掌握藝術觀念，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

二 .跨藝術的學習活動

本科除了視覺藝術的元素外，亦會連結相關的藝
術表達形式，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透過與音
樂科的合作，讓學生探討帶有實驗性的藝術表現形式，
豐富學生的創作經驗。我們希望以此讓學生擁有足夠
的藝術技巧及藝術視野，達至昇華品味的理想。

題目：奇異的樹林

三 .氛圍活動　　

本科會在課堂以外時間，
安排視藝活動，目的在培養學
生自學能力及態度，並營造校
園藝術氣氛。

五 .參加校外比賽

我們會鼓勵在視覺藝術科有興趣及
潛質的學生參與不同的比賽。而學生在
填色、設計方面皆取得不
俗的成績。平面及立體
作品：連續多年榮獲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的
一等獎、二等獎、三等
獎及優秀獎。

四 .美化校園

美化校園是一項有特色的視藝科活動，我們正打造塑
膠彩壁畫及浮雕畫。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藝術創作，提
升本校的藝術氣氛，令學生對學校更有歸屬感。

課堂學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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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與音符共舞

音樂是人類重要的傳情達意工具，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學生運用創造力、演奏技巧及聆聽能力，把音樂
的特質和其中蘊含的感情表達出來。透過創作、演奏及聆聽的綜合活動，學生獲得豐富和全面的音樂學習經歷，
並達致音樂課程的四個學習目標：培養創意及想像力、發展音樂技能與過程、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及認識音樂
的情境。本校透過不同的綜合音樂活動、跨藝術形式的學習及多元化的音樂隊伍，讓學生盡展音樂的才能。

一、綜合音樂活動

在音樂科課程中包括創作、演奏 ( 歌唱及樂器演奏 ) 和聆聽活動，本科在一至六年級課程中滲入配合課題
的綜藝音樂活動，如音樂創作課程、口風琴及牧童笛課程等，讓學生從活動過程中獲得豐富及全面的學習經歷。

聲響創作活動
口風琴及牧童笛課程

音樂與舞蹈

二、跨藝術形式學習

本科於每級進行跨藝術形式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把音樂與其他學習領域的內容有系統地連繫，不但擴闊學
生的學習經歷，更能深化他們對所學事物的瞭解，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學習經歷

1. 多元化的音樂隊伍 

本校已開辦不同類型的音樂隊伍，如中樂團、合
唱團、民歌隊、唱遊組等，隊員經常參與校內及校外
的表演和比賽，如「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
賽」、「動感聲藝展」、「學校音樂節」、「屯荃元
區小學校際音樂比賽」、「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元
朗區兒童鋼琴大賽」等，學生屢次於比賽獲得優異成
績，不但能為校增光，而且更能拓寬他們的視野及增
強他們的自信心。

中樂團

民歌隊

唱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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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外表演及比賽

我們十分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而中
樂團更經常應邀作校外表演，藉此可以豐富同學們
的學習經歷，及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愛‧屯門」屯門區公民教育嘉年華暨頒獎典禮

中西器樂比賽 2013

屯元荃區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動感聲藝展

2. 氛圍性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於音樂方面的自學能力及態度，讓他們
發揮音樂潛能，所以我們為他們提供許多豐富音樂經歷的
活動，包括超級巨星歌唱比賽、午間音樂欣賞及班際音樂
比賽等，以營造校園的藝術氣氛。

超級巨星歌唱比賽

超級巨星頒獎禮

校內音樂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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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運動與健康
本校體育科課程有以下的發展特點：

1. 專業化團隊

本校所有體育教師均持有專科體育教學資格，教學經驗豐富。體育科已
實施專科化教學多年，除教授體育技能外，亦肩負多項課外體育運動培訓工
作，並已建立全面的校隊培訓，於校際比賽屢創佳績。

本校教師持有多項體育相關的教練及裁判資格：亞洲足協足球教練、籃
球總會教練、田徑教練、手球總會教練、軟式排球教練、花式跳繩教練及亞洲羽聯裁判。

2. 體能課

鑑於香港學童體能有日漸下降的趨勢，為增強學生的體能及培養學生恒常做運動的習慣，本校除了每週設
有兩節體育課之外，一至二年級每週更增設一節體能課。課堂透過不同的內容，如循環訓練、定位訓練、接力
遊戲及耐力跑訓練，以提高本校學生的體能質素。

3. 運動獎勵計畫

本校為培養學生恒常運動的習慣，體育老師會於課堂教授具強度的家居運動，並製作示範片段，利用 CCY 
Channel 時段內播放及上載至學校網頁。另外，學校會鼓勵學生於指定時段內，每星期在學校參與體育活動最
少兩次，每次三十分鐘 ( 不包括體育課 )，如課前活動、校隊訓練或體重達標計畫等。

4. 聯課活動

為了鼓勵學生善用課餘時間及發掘同學的潛能，我們提
供了多元化的聯課活動。本校每年都會舉辦校內陸運會及試
後班際比賽，讓學生一展所長及培養同學之間的團隊精神。

試後活動

5. 校隊訓練

本校設立了不少校隊，如田徑、游泳、足球、籃球、排球及乒乓球，
隊員在老師的訓練下，表現積極投入，於屯門區校際體育比賽中曾連續七
年榮獲團體全年總錦標。

男子籃球校隊女子籃球校隊

足球校隊

乒乓球校隊

連續七年榮獲屯門區小學校際
體育比賽團體全年總錦標

田徑校隊

校內陸運會

氛圍活動：跳大繩比賽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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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我是中國人
普通話是我國全國通用的語言，「普通」是代表「普遍、通行」的意思，

它也是漢民族的共同語。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 ; 以北方話的詞匯作
為它的基本詞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規範。

為甚麼我們要學習普通話呢？

由於漢民族有許多不同的方言，各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如果我
們要消除語言上的隔閡，就必須學好普通話。

我們是中國人，普通話是我們國家的語言，因而我們要學好普通話，才能促進中
國人相互間的交際和思想交流。另外，內地和香港在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越來越頻密，使普通話的重要性日趨顯現，所以學習普通話是很重要的。

一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對普通話的聽、說、讀、寫能力，提升學生對普通話科的興趣和
自信心，是我校普通話科的教學目標。

二 .學與教特色：

課堂教學

教師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採取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為學生創造聽、說
的語言環境，從而增強他們的普通話能力。

三 .氛圍活動：

除了課堂教學以外 , 學校還舉辦不同的普通話的活動 , 讓學生樂於學習，
並善於表達，有充分展現才華的機會。

1. 午息朗讀

針對學生容易混淆，近音或難發音的字，本科編輯了一套趣味較強的朗讀手冊，通過寓學於樂，利用
午息朗讀時間反覆練習，以達到識辨效果。

2. 校園電視台節目

我們學校設有校園電視台，由各級學生製作普通話節目，利用我們學校的中央廣播，讓學生欣賞同學的成果。

3. 課堂以外的活動

通過攤位遊戲，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既能溫故知新，鞏固所學，又能增強學生說普通話的信心。

4. 校外比賽

每年，我校發掘不少普通話高水平的學生去參加不同的朗誦和講故事比賽。同學們的積
極參與，換來的是驕人的成績，分別在香港學校朗誦節和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屢
獲殊榮。尤其在集體朗誦方面，成績輝煌，我校在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
誦一、二年級組及三、四年級組同時獲得冠軍。此外，在普通話獨誦和講故事比賽方面，
成績也不錯，屢獲獎項。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榮獲冠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小學三、四年級榮獲冠軍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優異獎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優異獎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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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裝備自己，迎向未來

現今社會，資訊科技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為了讓學
生們能保持競爭力，本校電腦科亦隨著社會步伐不斷作出改進，務求
令他們有最好的準備。

一、課程特色

本校的電腦科主要沿用教科書，再輔以校本課業，內容包括速成
輸入法，影片剪接及資訊素養等，務求令學生學得更全面。

本科相信電腦學習應重實習多於理論，因此，由三年級開始，我
們會加入一個運用他們曾學習過的不同電腦技能來完成的綜合課業，
讓他們能學以致用，溫故知新。

此外，為了鼓勵同學貼近資訊科技發展，本科會不時留意網上一
些適合學生們進行自學的軟件，並製作成自學課業，以供學生於家中
下載並進行自學。

透過本科的學習，我們希望學生既能增進對電腦的認識，又具備
利用資訊科技有效處理資訊的能力，並能培養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興
趣及正面態度。

二、氛圍活動

本科每年均會舉辦校內比賽，以增加學生們對電腦科的學習興趣，
例如：打字比賽、電子賀卡設計比賽以及配合學校每年主題之繪畫比
賽。透過這些比賽，讓同學能更積極學習不同技能，亦能讓同學發揮
無限創意。

本科於高年級的課餘興趣班中，讓學生學習應用由英國麻省理工
大學研發的編程軟件—SCRATCH 來嘗試自行編寫電腦遊戲，讓學生盡情
發揮創意之餘，亦能學習運用邏輯思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遊戲。

同學正用心設計電腦遊戲

得獎學生及部份得獎作品

三、校外比賽

本科每年均會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校外比賽，藉以吸收經驗、
擴闊眼界，當中包括電腦繪圖、打字比賽及個人電子檔案大賽等
等。

此外，本科每年均邀請五年級所有同學參加由電腦教育學會
舉辦的挑戰獎勵計劃，以鼓勵同學能為自己訂立計劃的完成目
標，並取得挑戰計劃的最高殊榮。

挑戰獎勵計劃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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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四年榮獲關愛校園榮譽

連續七年獲得屯門區小學校際體育比賽
團體全年總錦標

連續五年榮獲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優秀學校獎

優質教育基金傑出計畫優異獎

至「營」學校 午膳優質認證 基本認證 小食優質認證

學校成就學校成就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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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光老師

教師成就教師成就

沈耀光校長

公職：

教育局校長資格認證評審員

教育局新任校長培訓課程講師

優質教育基金評審及監察專責委員會委員

課程發展議會數學教育委員會委員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主席

鄭麗娟副校長

獎項：

2013-2014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課程領導)

2009-2010 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中國語文學習領域)

第九屆優秀教師獎

第七屆香港傑出教師獎

第六屆海華師鐸獎

公職：

教育局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擬任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
培訓課程導師

香港教育學院教學顧問

公職：

亞洲羽毛球聯會高級裁判

亞洲足協 C級足球教練

屯門區學體會游泳召集人及教練

朱偉恒老師

公職：

亞洲足協 C級足球教練

屯門區女子籃球隊區隊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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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表現：

1. 升中派位成績

本校學生於升中派位成績歷年均高於全港
水平，學生表現非常理想。

年度
獲派第一志願 獲派第一至第三志願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2013-2014 年度 87% 78% 99% 91%

2012-2013 年度 81% 76% 90% 89%

2011-2012 年度 85% 72% 93% 86%

2010-2011 年度 89% 70% 93% 84%

2009-2010 年度 91% 75% 98% 89%

2. 寫作比賽獎項

本校於 2009 至 2013 年期間，榮
獲「世界華人小學生作文大賽」一等
獎 6名、二等獎 18名及三等獎 38名，
合共 62 個獎項。這項大賽每年約有 34
個國家，共700多萬華人小學生參加。

世界華人作文大賽頒獎典禮

非學業表現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在最近五年，本校學生在校際比賽獲得超過 1500 個獎

項，成績斐然。本校校隊在最近五年表現最為突出的有下列各隊：

1. 隊際方面：

   1.1 學術

       「世界華人小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集誦冠軍、普通話集誦冠軍

        粵港澳伯裘盃數學攤位設計比賽總冠軍

        藝術交流大賽普通話繞口令初小組冠軍

        中英文現場作文大賽中文組亞軍

        大中華區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講比賽香港站卓越表現獎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屯門區 ) 數學解難季軍

學生成就學生成就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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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田徑

集誦

中樂

民歌

數學

1.2 體育

        連續五年獲得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組冠軍或亞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組冠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甲團體冠軍

        全港校際保齡球錦標賽雙人賽冠軍及季軍、個人賽亞軍

        精英跆拳道邀請賽男童團體冠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九人足球比賽季軍

1.3 藝術

        全港小學民歌比賽冠軍

        屯元荃區小學音樂比賽中樂合奏冠軍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初級組小學合奏冠軍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

        向老師致敬—繪畫比賽初小組亞軍 (全港 )

        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女子高級組甲等獎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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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個人表現

本校多年來，人才輩出，湧現了無數閃閃耀眼的「五邑之星」。在 2013-2014 年度，表
現最為突出的有以下幾位同學 :

鄧浩廷

 MF 音樂聯賽高級組冠軍、自選曲目組冠軍、自我風格中級組季軍

 屯元荃區小學音樂比賽中樂合奏冠軍、中樂獨奏冠軍及西樂獨奏冠軍

 全港青少年鋼琴賽中童組金獎

 亞洲學生朗誦音樂比賽冠軍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初級組小學合奏冠軍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鋼琴高小組亞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鋼琴兒童組傑出獎

 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演奏級組亞軍、現代鋼琴作品組季軍

 《夢想 Hong Kong》國際青少年藝術盛典總決賽鋼琴兒童組銀獎、民族樂器兒童組銀獎

 小小慈善音樂家校際八級組亞軍

 學校音樂節賽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 -高級組亞軍、揚琴獨奏 -中級組季軍

龍文軒

 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中級組冠軍及四級鋼琴獨奏冠軍 

 美樂級際音樂比賽獨奏考試組冠軍及獨奏演奏組冠軍

 香港金紫荊青少年鋼琴大賽冠軍

 演奏家鋼琴大賽冠軍

 小小慈善音樂家鋼琴獨奏冠軍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兒童組亞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銀獎

 屯荃元區小學校際音樂比賽西樂獨奏季軍

常紹禧

 全港青少年跆拳道比賽色帶組冠軍

 新界區際跆拳道比賽色帶組冠軍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色帶組冠軍

 精英跆拳道邀請賽男童團體冠軍

 全港小學跆拳道比賽 41-44 公斤級別亞軍

 小學籃球邀請賽亞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季軍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新手邀請賽 12歲組別季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 米季軍

李雪游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冠軍

 陳黃淑芳紀念盃籃球賽冠軍

 馬振玉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冠軍

 屯元區「小營籃」邀請賽冠軍

 屯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甲組跳高

冠軍及 60 米優異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冠軍

 梁植偉盃籃球邀請賽亞軍

 外展教練計劃之五人足球比賽亞軍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二等獎

 粵語詩詞獨誦優異及英詩集誦優異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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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樂

 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50 米蝶泳第一名、四式接力第一名及自由式接力第一名

 港清盃游泳友誼邀請賽 25 米自由式冠軍、25 米背泳冠軍、自由式接力冠軍、

 25 米蝶泳亞軍、25 米胸泳亞軍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50 米蝶泳第一名、自由式接力 第二名、

 50 米自由式第三名及背泳第三名

 屯門區小學校際水運會男乙 50 米自由泳亞軍、50 米蝶泳亞軍

 聖誕泳濤愛心盃男子 25 米自由泳冠軍、25 米胸泳冠軍、25 米背泳冠軍、

 25 米蝶泳冠軍、自由泳接力冠軍、4X25 米四式接力冠軍

 YM 分齡游泳賽 50 米蝶泳亞軍

 水陸鐵人耐力大比併 8-9 歲第二名

 銀禧紀念游泳錦標賽男子 50 米碟泳亞軍、50 米背泳季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E組 4X400 米接力季軍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男子 50 米蝶泳殿軍

丘倩兒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美術一等獎

 香江盃藝術節填色、繪畫及設計比賽榮譽金獎

 敬雙親心意卡設計比賽初級組冠軍

 向老師致敬 2012—繪畫比賽初小組亞軍 (全港 )

 合家歡聚迎中秋填色比賽季軍

 預防傳染病海報設計比賽季軍

 閱讀創未來屯門閱讀節標語創作比賽季軍

 屯元荃區小學音樂比賽中樂合奏冠軍及揚琴獨奏優異

 普通話集誦冠軍、英詩獨誦優異及粵語詩詞獨誦優異

盧穎欣

 屯元荃區小學音樂比賽中樂合奏冠軍

 中英文現場作文大賽中文組亞軍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女子小童組長器械亞軍及短器械季軍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女子兒童長器械季軍、短器械季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合奏小學組季軍

 屯門閱讀節徵文比賽高小組別優異及標語創作比賽優異

 英詩集誦組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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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1999-2015)

年份	 計劃名稱 撥款

2014 - 2015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出版計畫 $146,700

2013 - 2015 提升視藝科老師教學效能 $236,000

2012 - 2014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635,100

2010 - 2011 建立遠程教室發展中國少數民俗交流計劃 $163,500

2008 - 2009 運用新科技處理學校行政工作 $114,900

2006 - 2007 校本資優教育計劃 $201,500

2005 - 2006 改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150,000

2004 - 2005 課堂戲劇教育計劃 $219,700

2003 - 2004 「兩文三語、校園電台」計劃 $250,000

2001 - 2002 為學校改善人力資源以促進在教與學活動中應用資訊科技教育 $215,460

2001 - 2002 小泳手栽培計劃 $106,900

2001 - 2002 編製生活教育科課程 $193,000

2001 - 2002 千禧多媒體課室 $264,000

2001 - 2002 電腦音樂創意教室 $577,000

2000 - 2001 編製德育課程及成立課程發展小組 $91,300

2000 - 2001 建立多媒體語言實驗室 $730,000

2000 - 2002 國樂普及推廣計劃 $319,800

1999 - 2000 假期英文閱讀計劃 $122,000

1999 - 2000 電腦教育光碟資源中心 $180,000

合共： 4,916,860

額外資源
本校於 2010 及 2014 年成功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申請撥款，安裝節能設備，既能

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亦可減少學校的耗電量及溫室排放氣體，從而減低地球暖化帶來的危
機及災害。

年份 計畫 撥款 用途

2010 年 環保節能校園 $400,000

1. 改善本校課室及空調照明設備
更換 22 部課室冷氣機為一級能源標籤冷氣機
更換課室光管為 T5 節能光管
為全部課室的玻璃窗貼上隔熱膜

2014 年 青苗伴驕陽計畫 $260,000
2. 安裝環保設備

安裝太陽能板
更換 LED 燈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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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主辦機構 講者

業界的認同
本校一直致力為孩子提供優質的教育，我們的努力備受業界的認同，在過去十多年應邀

主持的分享會、講座及公開課已超過 140 次，本校更曾多次接受報章雜誌的訪問，本校教師
亦曾發表教育性文章及應邀拍攝電視節目。

一、最近五年（2010-2014）應邀主持的分享會及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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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章專欄：

 報    章：星島日報

 日    期：6-8-2013

 文章名稱：文化是浸出來的

 作    者：鄭麗娟

四．電台／電視台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 節目名稱 機構 對象

14/6/2008 課堂學習研究 飛躍學堂 香港電台第一台 沈耀光

8/2012 教師心路歷程 教學有心人 香港電台第一台 鄭麗娟

13/6/2013 卓越教師 卓越教室 香港電台電視部 鄭麗娟

7/2014 戲劇教育 卓越教室 香港電台教育電視部 鄭麗娟

三 .報章採訪

日期 報刊名稱 主題

28/6/2002 大公報 鄒振猷學校的德育課

23/12/2002 地區星報 生活教育科 (貧富宴 )

11/3/3/2008 明報～教得樂 拼圖閱讀：找出教學盲點

18/3/2008 明報～教得樂 剖析整合，砌出主旨

25/3/2008 明報～教得樂 引導提問，激發主動性

18/6/2013 明報～教得樂 不一樣的課堂

4/9/2013 明報～教得樂 中文靠多讀多寫

10/9/2013 星島日報 優秀教師分享心得

9/2013 教圖：小學通訊 讓語文學習從趣味開始

4/2014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線月刊 普教中

4. 書    名：《優質觀課的理論與實踐》

 出 版 社：香港教育學院院校協作與學校體驗事務處

 文章名稱：課堂學習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的營養素

 作    者：鄭麗娟

5. 書    名：《香港小班教學單元設計示例分析 
   （小學）──實踐與分享》

 出 版 社：教育局與香港教育學院

 文章名稱：中文科教學設計

 作    者：鄭麗娟

6. 刊    物：教師傳真

 機    構：教師中心

 文章名稱：讓孩子愛上文字

 作    者：鄭麗娟

8. 報章專欄：

 報    章：星島日報

 日    期：27-8-2013

 文章名稱：誰之錯

 作    者：鄭麗娟

1. 書    名：青少年成長的價值教育

 出 版 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機    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文章名稱：如何透過生活教育科推行德 
 育及公民教育

 作    者：鄭麗娟

2. 書    名：教學行動研究報告匯編

 機    構：香港教師中心地區教師專業交流計劃

 文章名稱：利用範文引路、資料搜集法和辯論活動 
 能否改善小六學生寫作議論文的能力

 作    者：胡嘉蓮、張文暉、鄭永慈、梁志文

3. 書    名：《課程領導與校本課程發展》

 出 版 社：教育科學出版社 (北京 )

 研究報告：通過改良同儕觀課的模式以協
助老師進行教學反思

 作    者：鄭麗娟

二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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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合照教師合照

( 由左至右 )

第五排：Jennifer VAN WYK 伍沁慧姑娘 朱偉恒副主任 鄭永慈老師 唐永康副主任 謝天賜主任

 陳邦彥老師 羅志光副主任 何穎軒老師 陳寧欣副主任 卓詠怡老師

第四排：朱星蓉老師 鄭美玲副主任 李小萍老師 趙敏嘉老師 陳惠蘭老師 李幸玲副主任

 許詠琴副主任 鄭碧梅老師 湯翊程老師 何舒迪老師

第三排：范進財老師 劉雅文老師 李姮慧老師 李雪怡副主任 林倩怡副主任 吳菁儀老師

 梁滿英老師 關子筠老師 

第二排：黃昭芸副主任 張遠玲老師 梁永健主任 周文斌主任 劉亦嘉老師 尹麗儀主任 陳敬文主任 

第一排：胡嘉蓮副校長 沈耀光校長 鄭麗娟副校長 劉慧蘭主任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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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左至右 )

後排：吳凱恩小姐 何愷欣小姐 胡嘉蓮副校長 沈耀光校長 鄭麗娟副校長 張善汶小姐 陳炯棉小姐

前排：鄺啟駿先生 陳振東先生 鄭嘉偉先生 李麗菁小姐 尹珮琪小姐 冼嘉瑤小姐

(由左至右 )

陳順好姨姨 黎杏苑姨姨 陳春珠姨姨 鄭麗娟副校長 沈耀光校長 胡嘉蓮副校長 劉華輝叔叔 成北河叔叔

職工合照職工合照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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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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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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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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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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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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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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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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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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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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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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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各班合照 (2014-2015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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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聲

一生磨一鏡
胡嘉蓮副校長

童年時，老師說的一個故事深刻地藏在我的記憶寶盒裏……

在荷蘭，有一個青年，一生去做的就是費時、費勁的打磨鏡片工作，一做便是六十年。終於，
他磨出了一面複合鏡片，並利用它發現了當時科技尚未知曉的微生物世界，他就是荷蘭科學家
萬‧列文虎克。老師說罷故事便囑咐我們做事要專一而有恆心。我明白老師的苦心，但那時對萬‧
列文虎克的故事感到詫異：為何他能熬過時間的磨練，甘願一生去磨一鏡？

不知是機緣巧合，抑或受萬‧列文虎克的影響，我從初出茅廬到現在，一直在學校工作，每
天重複又重複地上課、下課、批改、備課、開會……或許有人會問：你甘願嗎？你不覺苦悶嗎？回
首往事，發覺時間流轉快速，和學生們的小故事卻多得如恒河沙數，根本就沒有時間去發悶。

記得那年，班中有一個小女孩非常喜歡寫作。她努力練筆，文章思路廣闊。看她的美文，實
在令人賞心悅目。我常把她的寫作去投稿，結果好幾次刊登了她的作品，每次我們都開心好幾天。
她小學畢業那天，拉着我的手和我話別，說要搬家遠去。一別經年，如今，小女孩已長大，成為一
位中文老師，在她任教的學校有她的小天地，繼續在她的文學花園裏撒種、灌溉……

又記得那年，一位剛升上中學的女孩回來找我。那個女孩子，聲線甜美，舉止優雅，在她四
年級時，我邀請她參加獨誦比賽，和她進行訓練，結果她在比賽獲獎，從此她對朗誦生喜愛之情。
她升上中學不久，拿了一篇朗誦誦材回來找我，說誦材很難明白，不知如何表達，心感焦慮。我看
了看誦材，給她解說，給她指引，給她練習。她天資優厚，而且非常努力，我相信她一定會成功的。
一天，她拿着一盒西餅回校，說她在朗誦比賽獲
得冠軍。我看到評判給她的評價甚高，心樂開了
花……

往事難忘，每年的「文學作品演繹大賽」都
是考試後同學的盛事，我和孩子們興致勃勃地
寫劇本、做道具、排戲……一年又一年的上演不
同的劇目：《包青天》、《草船借箭》、《西遊記》、《八
仙過海》……都為我們留下很多快樂的記憶。

作為教師，每天的工作排山倒海，優化教
學的工作日新月異，要鑽研的功夫，要啄磨的技
巧，相信一輩子也學不完，那有時間談苦悶？
況且我尚未磨出一面稱心如意的鏡子！在未來
的日子，我會更努力，盼望終有一天能像萬‧
列文虎克一樣磨出一面鏡，並在鏡中看到更廣
闊的世界。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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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人生路
鄭麗娟副校長

「在你身邊路雖遠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過高峰另一峰卻又
見，目標推遠讓理想永遠在前面……」

學校三十歲了，記得我入職時，學校才是個十多歲的年青小伙子，一切
都顯得青澀而充滿活力；見證著學校過去十多年的發展，小伙子慢慢成熟，
摸索到努力的方向和要走的路。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教育夢，要圓這個夢並不
簡單，但我們相信只要堅持信念，緊守崗位，終有一天理想就會出現在眼前。

「路縱崎嶇亦不怕受磨練，願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驗，愉快悲哀在身邊
轉又轉，風中賞雪霧裡賞花快樂迴旋……」

過去十多年正是香港教育界風起雲湧的年代，要在洪流中站得住腳並不
容易，但能勇於接受挑戰，面對艱難險阻的，才是有機會攀上高峰的人。樂
要嚐，苦也要嚐，樂中找肯定，苦中尋突破，人才會保持一顆上進的心。

「毋用計較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願將歡
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讓疾風吹呀吹，儘
管給我倆考驗，小雨點放心灑，早已決心向著前……」

成績是鼓勵，考驗是磨練，失敗是學習，人生就
是一場如此有趣的歷程，就像跑馬

拉松，路有高有低，在起伏中
才能欣賞身邊不同的景致；順
境時謙卑，逆境時沉著，麻雀要
又高又低地飛才會飛得遠，人要
面對得失才會走得穩。

人生三十而立，學校三十而
穩。在學校三十歲生日的日子，
我祝願學校能穩步向前，再創高
峰！

教師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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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投五邑懷抱
梁滿英老師（圖書館主任）

重回五邑，與你們相遇，是主奇妙的安排，也
是我們的緣份！

二十七年前，我初出道教學，五邑鄒振猷學校
就是我第一所任教的學校。一年多後，我轉到中學任
教，之後又轉了好幾所中、小學。想不到，在 2013
年中， 我剛完成學校圖書館的管理課程，就重回五
邑，擔任圖書館主任，負責在學校營造閱讀的風氣
及向同學推廣閱讀的工作。

在圖書館裏，我有幸能遇上一班愛校、愛小朋
友的家長義工及一些喜愛閱讀和學習的小朋友！這
是上天給我大大的喜樂，真是感恩 !

李幸玲老師（中文科科主任）

不經不覺，我已在本校工作超過十個年頭。看見學校的硬件、軟件、老師和同學
都在不斷進步，大家精益求精的態度，確實令人欣喜和感動。前幾年，我經歷了人生
的低潮，想起黑暗的那些年，我在教育路上感到迷惘、失落、迷失，幸得校方給予我
機會，令我重新振作，再在教育路上與學生攜手前進。

本校最令外界讚譽的是中文科校本課程，我十分榮幸能參與兩次校本課
程的編寫，對我的專業成長確實有很重大的幫助。過程雖
然十分艱辛，但看見學生的進步，得到家長的支持，
獲得同事的認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這幾年，我成為了母親，看著女兒的成長，深深
感受到為人父母對子女的期望、關愛及擔心，亦感受到
學校或老師對一個小朋友的成長影響之大，這令我常常
警惕自己要做得更好。

今年是三十周年校慶，在此我衷心祝願學校能繼往
開來，為社會培育出更多茁壯的樹苗。

教師 聲

1984-2014

103



Miss Jennifer VAN WYK（Native English Teacher）

I have been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at Chow Chin Yau 
School for 2 years now. Teaching the students English and getting to 
know them has been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 have a lot of happy 

memories and I am always delighted when the students run 
up to me, to greet me and talk to me in English. 

This year the school will celebrate its 
30th anniversary. What a great achievement! 

I look forward to taking part in the celebrations 
with the staff and the students. 

I wish everyone good luck for the next 30 
years!

我和母校的緣分
張遠玲老師

緣分天注定，冥冥中自有安排。想不到，十年前我從母校畢業，十年後竟能
回來母校再續未了緣。只是，我不再是小學生了，而是一名初出茅廬的教師，這
身分的轉變，為我帶來一種很微妙的感覺：一切彷彿都是我熟悉的，然而事實卻
不然。踏入四乙班時，我猶記得自己曾坐在這個教室裡聆聽
老師的講解；現在，站起來向學生傳授知識的人，是
我。因此，我更要警惕自己：我有沒有言傳身教，把
昔日所學薪火相傳下去，以延續每位老師的教學使命？
學生是我的師弟妹，我更應珍惜他們，幫助他們健康成
長。

老師的工作非常艱鉅，對我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
戰。幸而，校長、兩位副校長及全體老師均樂意賜教，
協助我慢慢建立自信，勇敢面對不同難關，真令我感激
不盡。我能在母校三十周年回來成為教師，真是一種難
得的緣分！在此，謹向母校說一句：「生日快樂！」

教師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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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凱恩 (行政助理 )

適逢學校三十周年校慶，我再次加入這個大家庭。說是再次，過往我是莘莘學
子的其中一員，如今已踏進社會工作，輾轉下回到母校服務。還記得當年跟母校匆
匆一別，怎想到再見已是十多年後。在踏進校園的一刻，真可說是百感交雜。

小學生涯的段段回憶湧上心頭，看見那些在廊道上嬉戲歡笑的學生，彷彿有我
細小的身影；課室傳來朗朗的讀書聲，好像也有我的童音縈繞；操場上排著

隊學打跟筋斗的小伙子，使我憶起第一次成功翻過去的喜悅。

青蔥懵懂的時光叫人快樂，返回母校任職是熟悉，
也是榮幸。學校不單助我奠下穩固的知識基礎，又讓我
發展我的事業，一句「謝謝」也不能道盡我對母校的感
激之情。

最後，容我以舊生的身份祝願校長、老師和所有職
員身體健康；讓我以職員的身份跟大家說聲工作順利；還
冀望學弟、學妹跟我一樣，在這裏渡過簡單、快樂的學習
時光，茁壯成長。

伍沁慧姑娘 (社工 )

在本校工作快要踏入第五個年頭了，回想起當初毅然離開穩定的工作崗位，投
身學校社工的行列，當時的心情既興奮又擔憂。興奮的是因為我終於可以如願以償，
做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為學生和家長服務；擔憂的是社會上的學生和家庭問題愈來
愈嚴重，自己是否真的能夠勝任此工作崗位，為學校、家長和學生排難解憂呢 ? 的
確，在學校服務的這幾年內，在學生輔導服務的層面真的出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危
機和難題，但憑著校方的領導和信任、老師對學生的關懷和循
循善誘、家長的合作和支持，我們都能夠將這些危機
和難題逐一化解，令學生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未來的日子，我衷心希望學校、老師和家長可
以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攜手同心，陪伴我們的
學生一起面對成長路上遇到的挑戰和考驗。今年是學
校三十週年校慶的大日子，我在此祝福校務蒸蒸日上，
並相信在此充滿關愛的校園中，必能培養出包容善解，
知足感恩的學生，他日成為社會的棟樑。

教師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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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畢業生 楊健聰  (2014 年六年級傑出學生 )

時光飛逝，漫長的小學生涯轉眼間便結束了。回想小時候的我第一次
步進校門，想到要在五邑鄒振猷學校度過六年的小學生活時，心情是無比擔
憂。我擔憂認識不到新朋友，擔憂學不會新知識；到了現在，因著老師的悉

心教導，令我不斷進步，令我逐漸成長當年的憂慮已一掃而空。

這幾年，有不少同學陪伴我一起學習，一起度過
快樂的時光。每當遇到困難時，我們都會齊心
協力，尋找解決的方法。

畢業在即，臨別依依，我會銘記老師的教
誨，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希望老師們身心
健康、工作愉快，同學們前程錦繡。學校即將踏
進三十週年，我衷心祝福母校繼續培育出更多人
才，再創高峰。

2014 年畢業生  蔡冰怡 (2014 年六年級優秀學生 )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已快結束了，過往的點點滴滴仍歷歷在目。
再過幾天，我們就要為小學生活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了。

曾經，我們都想快點長大，變得更加成熟，認識更多的朋友；現在，反而卻愈
來愈捨不得和自己奮鬥了六年的「戰友」和老師話別。

回想一年級的我初到學校時，對學校的環境一無所知，對上課的內容一竅不通，
幸得各位老師用耐心和愛心教導我、栽培我，令我變成一個懂事又
自信的學生。我就像一株幼小的樹苗，每天都受到陽
光的照射和雨水的滋潤，得以健康茁壯地成長。

老師，謝謝您！是您教會了我知識，教會了我做
人的道理，以後，無論我們走到那裡，都會銘記老師
的教誨，做一個有用的人。

母校，謝謝您！是您孕育我們成長，使我們有勇氣
面對前路的險阻，離別在即，容我再說一聲：「母校，
謝謝您！」

學生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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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聲

2014 年畢業生  王慧盈 ( 榮獲全港微型小說續寫大賽亞軍 )

時光荏苒，彈指間，我的六年小學生活就要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了，而母校快
要迎接三十週年校慶，我謹向母校致以最摯誠的祝福和衷心的
感謝。

站在學校大門外，忽然感慨萬分。想起昔日的我帶著七分
緊張、三分期待來到這所小學。如今，我們成長了，也要告別
校園了！然而我永不會忘記屬於我們珍貴的「五邑精神」，更
不會忘記在學校所認識到的人和學到的道理。

離別之際，我希望能留下更多的美好回憶，在此祝福學校
生日快樂！

2014 年畢業生 劉朗韜 (2014 年六年級優秀學生 )

母校在屯門創校轉眼便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間，學校不斷
完善校園的設備，令我們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加上老師春風化雨
的精神，培育出眾多優秀人才，為社會貢獻良多。

而我在學校的六年間，老師不斷給與同學們發展潛能的機會：
我們有機會參加校園電視台的拍攝工作，這項訓練令我們有機會
訓練勇氣和口才；老師又帶領我們參加不同的比賽，汲取寶貴的
經驗。雖然我們未必每次比賽都成功，但能擴闊視野，這是難得
的學習經歷。

升上中學後，我們會更努力學習，回報老師的教導。我期望師長們身心康泰，
學校繼續邁步向前。

2014 年畢業生  黃梓怡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在五邑鄒振猷學校已兩年了。

雖然，我插班來到這裡才兩年多，但這裡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可不比別的同學少。 
在此，讓我感謝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們，是您們讓我學會了很多
知識，給我機會去嘗試不同的事物，也讓我知道凡事該盡力去做。
這些教導都令我終身受益，我一定會銘記於心。

老師，謝謝您們，不辭勞苦、耐心地教導我們；學校就像我
的另一個家，既溫暖，又開心。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悉心孕育
我的「家」。在此謹祝每位老師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我再次衷
心地向崇高的母校說一聲：母校，謝謝您！生日快樂！

198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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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晞彤 (2014 年五年級優秀學生 )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學校已經過了三十個年頭了，雖然我只在五邑鄒振猷學校生
活了五年，但這短短數年，就是我奠下學習基石的最重要時光。

學校就像一片良田，老師是農夫，學生就是一顆顆種子。老
師每天都努力栽培我們成長，三十年來從不間斷，為的就是希望
我們能夠努力讀書，成為一棵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老師年復一年，努力地培育一代又一代的社會棟樑。同學們，
請不要令老師失望，我們要努力讀書報答老師的教導之恩。

最後，謹祝學校三十周年生日快樂！

易佩華 (2014 年五年級優秀學生 )

在五邑的五年生活中，我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要藉着
學校三十周年的機會好好感謝他們。

記得在二年級的時候，在老師們的幫助下，令我對學校的環境
更熟悉，朋友也變得更多。轉眼間，我已升到五年級，我參加了中、
英、數的資優班，功課越來越多，題目越來越難，讀書壓力也越來
越大，幸好，經過老師悉心的指導，我的成績也越來越進步。

今年是學校三十周年校慶的大日子，我要好好感謝多年來教導過
我的老師、社工和職工們，是你們令我茁壯成長，謝謝你們給我的美好回憶，祝願五邑
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生日快樂！

蔡靜怡 (2014 年四年級傑出學生 )

 時光靜靜的流淌，轉眼間我已經在這個充滿關愛和融洽的校園裡度過了四年的時間。
還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情景：我緊緊拉著媽媽的手，心裡緊張極了，一直在想老師會不會很
兇？同學會不會很難相處？但是當我踏進校門，我的心情一下子便輕鬆起來了，因為我看
到了許多親切的笑臉——那就是我的校長和老師們。

 我愛我的學校，因為我的校園很美，這裡有經常傳出美妙旋
律的音樂室，寧靜而書香濃濃的圖書館，滿載歡聲笑語的操場……

 我愛我的學校，因為這裡有慈祥的校長、和藹可親的老師，還
有一班經常互助互勵的好同學。

 我愛你，我的學校，你令我在獲取知識、建立友誼的同時也學
會了感恩，令我成為一個自信而樂於助人的好孩子。

 我的學校，請接受我最誠摯的祝福，祝福你桃李天下，芬芳滿園。

學生 聲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108



莫偉群（本屆度家長校董、6B 李瑞榮家長 ）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已渡過一個學年。我有幸能夠在過
去一年參與五邑鄒振猷學校的校董工作。

作為一位校董，我在法團校董會中學習到如何管理一所學校，學
會聆聽各持分者的意見，學會表達自己對學校的憧憬，我的得着遠比
我的付出為多。在此感謝校監、校董、校長、副校長及各位老師在過
去一年的日子，共同為創建五邑鄒振猷學校的未來而努力，大家同德
同心，創造出五邑輝煌的佳績。

我相信我校在此優良的基礎下，學校會繼續結出碩果纍纍！

莫翠霞女士（本屆家長校董、6C 林靜宜家長）

五年前，我帶着小女參觀本校，看到學校校長和老師對學生的和顏悅色，看到學校
為學生舉辦的活動，又看到學校將學生的佳作編印成書，我便感受到學校把所有的資源
全都投放在學生身上，使學生發展所長，我便決定為女兒選讀這所
學校。五年以來，女兒在學校度過了豐盛的五年，我便知道我的決
定是正確的。

本年度學校已三十歲了。「30」於人生有一種成熟穩重的感覺，
既有活力又有經驗，是人生豐盛的年代。我能與學校共同度過三十
周年校慶，邁向未來，是本人的榮幸。我在此謹祝校董、校長、教
職員、家長生活快樂，各位同學前程錦繡！我更祝願五邑鄒振猷學
校在三十周年這個豐盛的年代再攀越另一個高峰，校務蒸蒸日上！

何美好女士（本屆家長教師會主席、4B 丘倩兒家長）

本人有幸能當選為本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實在要在此感謝家長們對本人的信任和支持。
本人上任不到一年，經常與校長、家長及老師常委共商家教會會務，盼望透過家校合作，
加強溝通，支援學校的發展，最終為孩子建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培育孩子成才，成就他

們的未來。

在本人擔任主席期間，感受到老師用愛心去灌溉孩子的心靈，
用他們最大的努力發展所長孩子。老師們每天不但耐心地給學生傳
授知識，還為他們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為的就要孩子們學得開心，
學得牢固。別小看這些半天或一天的活動，在活動背後都是老師們
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呢。

今年學校踏進三十周年，本人祝願學校桃李滿天下，個個孩子都
能展現他們卓越非凡的一面。本人更祝願沈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
長、各位同學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家長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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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敏儀女士（本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4B 鄧晉雷家長）

本人有幸於上年度當選為家長教師會副主席，使我更深入了解學校的發展，看
到了老師們為學生無私的付出。校長和老師一直默默耕耘，為
學生創造愉快而溫暖的學習環境，促進孩子多元化的發展。
在學習方面，學校為學生設計的活動日趨多元化，使學生樂
在其中；在教學法方面，愈見創新，激發了學生無窮的創意和
主動學習的精神。我在此衷心感謝學校為孩子付出的一切。

適逢今年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我謹祝學校生日快
樂，同時祝賀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們身心愉快、身體健康！

袁惠琛女士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畢業生廖曦旻家長 )

今年是五邑鄒振猷學校創校三十周年，首先恭祝學校生日
快樂！

我很高興可以和學校一同分享這份喜悅，同時亦要感謝校
長、老師、職工一直以來為培育下一代所付出的努力。自女兒
一年級開始，我已經在學校參與家長義務工作，希望可以藉此
回饋學校，為學校出一分力。在參與義工工作期間，我親身感
受到老師對工作的熱誠，對學生的循循善誘及關愛，在大家的
努力耕耘下，學生們茁壯成長。我的女兒能夠畢業於本校，使
我感到自豪和驕傲！

郭麗琼女士（第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畢業生楊健聰家長）

轉眼間，我和孩子一起在五邑鄒振猷學校已度過了六個年頭。

每天孩子回校上學，我便在校內當義工，當中也有很多難忘的事情，令我感到最深刻
的一定是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我看到同學們在逛年宵買花的時候，個個都是喜氣洋洋，
到處洋溢着濃濃的新年熱鬧氣氛，心裏就有說不出的高興。又有一次校外參觀活動，我當
家長義工，從旁協助老師。當我看到同學們表現積極、投入，勇於發問，心裏
不期然暗暗欣賞這些小人兒呢。

小兒六年的學習生活已結束，實在使我感到依依不捨。我要感
謝校長、老師們給予我很多機會在學校擔任義務工作，藉此與小朋
友一起分享歡樂的時光。每當我看到他們一天一天健康、快樂地成
長，那份甜滋滋的感受便一湧而上。

本年度是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我祝願學校桃李滿門！
祝願老師、家長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更祝願同學們前程錦繡！

家長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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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愛青女士 ( 畢業生蘇文君、６A蘇文聰家長 )

光陰似箭，眨眼間小兒已小學六年級，很快就要畢業了。在過去的五年，有賴一眾
老師的悉心教導，讓小兒有一個充實而快樂的校園生活。五邑的老師不單著重學生於學
業方面的長進，更會時常給予機會，讓同學在其他範疇一展所長，發掘他們的潛能。記

得小兒於初小的時候，性格較內向，對上台表演不太熱衷。但經過老師
的鼓勵，令他漸漸對朗誦產生了興趣，並樂意參與校內活動，個
性因而變得更活潑開朗。

兒子的經歷令我回想起女兒在五邑的成長歷程。女兒在五邑
的六年間，同樣得到很多發揮才能的機會。而這些經驗，成為了一
面帆，推動她在中學繼續尋找自我、追逐理想。兩個孩子能享受一
段這麼多姿多彩的小學生活，全賴老師悉心照料，在此衷心感謝各
位老師。今年是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周年校慶，謹祝學校校務興隆，
全校師生健康快樂。

岑俊彥 (2002 年畢業，現職實習醫生，現任本校校友校董及本屆校友會常務委員 )

我今年大學畢業，快將投身社會工作，恰巧亦是母校校慶三十載。

這令我回想起兒時讀書的點滴。那些日子真的很快樂和難忘。假若時間可以倒流，我
會選擇回到小學時期。

認識我的老師們都會記得小時候的我是多頑皮，成績多普通。縱使如此，老師們都沒
有放棄我，而且很耐心地教導我，給予我很多改過的機會。他們更常常鼓勵我要多作嘗試，
因而得到很多參加校外活動的機會，從而將「百厭」的精力去專注於其他事情上，並增加
自信心。還記得那時在大清早六時許，便已經回到學校練習跑步、跳高、跳遠，目的就是
準備區運會，羅 sir、鄭 sir 是多麼的用心栽培我們；放學後，我還有機會參加劉老師的
機械人學會去砌 Lego 機械人、數學學會的奧數操練、合 24 及電腦學
會的電腦知識。這些事情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裹。在老師們
努力不懈的培訓下，就成就了今天的我。

光陰似箭，這個「百厭」的小毛頭成長了。我今年將會成為
一個實習醫生，希望能回饋社會，幫助更多的人。校慶三十年，
我衷心祝福母校繼續培養更多優秀人才；老師們工作愉快；學弟
學妹前程似錦。

家長 聲

校友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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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婉笙 (2002 年畢業，現職護士 )

 時光飛逝，原來我已經離開小學生活十二年了 ! 有天，突然收到周文斌老師的
邀請，才知道今年是母校的創校三十周年。首先，感謝母校為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
環境，感謝各位老師的循循善誘，使我這棵小樹苗能夠茁壯成長，孕育出今天的我。

 畢竟在母校畢業後已有十二年，過往小學生活片段在我腦海裡變得零零星星。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六話劇表演，當年在胡嘉蓮老師帶領下，我們 6B 班同學們上演了
一齣精彩的《草船借箭》，不知道大家還會記得我們努力排練的成果嗎 ? 小一我第一
次參加英文朗誦、小四我們還與李 sir 在天才表演合唱了「Do-Re-Mi」、小六我們又表

演了跳繩表演、小六在周文斌老師教導下參加了我第一次的英文寫作比賽……一切
一切都是母校給我的美好回憶。

 現在，我已經投入社會工作，回饋社會，做一位好護士。最
近，我與朋友們回到母校為學弟學妹舉辦了健康講座。想不到，當
年三樓的圖書館已搖身一變，成為了活動室 ; 而圖書館亦已搬到地
下，感覺又大又新呢。

在母校成立三十周年的大日子，我祝願母校桃李滿門，各位老
師工作愉快 !多謝各位老師們用心栽培我們 !

沈蕙雯 (2003 年畢業，現職言語治療師 )

今年適逢母校 30 周年校慶，很榮幸在此有分享的機會。

時光飛逝，回首一看原來我已畢業了十一年。我今年大學畢業，正式脫離了學生的
身份，踏上征途，面對工作上各種各樣的挑戰。最近與小學摯友聚舊，每次除了談談近
況外，大家免不了一同沉醉於小時候的生活片段。「想當年……」，每次談起小學的事
情，總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猶記得那年每逢小息，我和好朋友總會跑到教員室去。不是
被老師「召見」，不是需補交家課，只因我們最愛在此時找老師聊天，站在老師的工作
桌旁，甚麼事情也找來說一番。也許因我們常來「打擾」，其他老師竟也知道我們的名
字，可想而知我們這班常客到教員室的程度是多頻密呢。現在回想起來，老師那少許的
休息時間也被我們霸佔了，真是苦了忙著批改的老師呢！不過，我們每次找
老師傾談，老師總會歡欣地陪伴我們。正因這份情，我們至今
仍與老師保持聯繫，那種亦師亦友的感覺真的很窩心！

感恩母校給了培育我成才的學習環境，給了我一群循循善誘
的老師，更給了我這難忘的六年。在母校30週年校慶的大日子，
祝願母校校譽日隆，期盼母校培育更多莘莘學子成才，回饋社會，
為社會發光發熱。

校友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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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繹永 (2005 年畢業生、現為英國華威大學經濟、政治及國際研究學系三年級生 )

對於五邑的栽培，我無法以三言兩語表達出我的感激和道謝。我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五
邑，或許沒有今天的我；沒有五邑，或許我不會明白學習原來是這麼重要的。六年來，我從
母校身上學到的不是讀好書、找份好工作、滿足父母期望這麼簡單，而是認識自己，學會學
習（learn how to learn)，明白到幸福並非必然，進步是要自己努力的道理。

記得有一次我連續好多次測驗不及格，我以為老師這次見家長是要責怪我，結果她反而
是每天親自早點回校來幫我溫習（那時我是下午校的 )，令我在考試取得好成績。起初我不
太願意，所以老師就為我準備了飯盒和糖果，還針對我的弱項集中教導和解釋，結果令我重

拾讀書的興趣和動力，考到全級第一名。

事實上，五邑充滿著很多春風化雨的美麗故事，只要用心欣賞
就一定能體會到的。我很慶幸我是五邑的學生。無論事情多艱難，
老師都會為我們排難解憂，守護著我們，使我們茁壯成長。到我升
上中學，要應付很多公開試，甚至是大學的考試時，母校對我的教
誨使我勇敢地跨過人生每一個難關，成為了我的引路明燈。

適逢母校卅載，我謹祝母校繼往開來，作為英才，創造更多的
里程碑。

陳欣彤 (2005 年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系三年級學生 )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今年既是母校的三十週年校慶，亦是我從這裡畢業的第九個
年頭。在這匆匆的歲月裡，我相信母校定必經歷了不少改變及進步，為提供更優良的教育作
好準備，使學校能在將來邁向新的一頁。

回首昔日，我剛小學畢業，偶爾也會回校逛逛，探望師長。可是，隨著學業日漸繁重，
又要應付公開考試，已很久沒回母校了。雖然校舍外貌不變，但昔日熟悉的兒時樂土已漸漸
變得陌生。大概是因為不少曾任教我們的師長都相繼離任，熟悉的面孔也就愈來愈少。儘管
如此，在母校那六年的美好、歡樂的校園生活依然歷歷在目。

驀然回首，小學生活應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無憂的時光吧！既沒有沉重的讀書壓力，又
不用顧慮前途問題，每天的學習生活都是歡愉、快樂的。我的知識也在不知不覺間累積起來。
這些都為我們日後的學習奠定穩固的基礎。藉此機會，我由衷地向我們勞苦功高的班主
任和科任老師致謝，感謝您們誨人不倦，每天不厭其煩地督促我們勤
奮學習。此外，母校亦致力為我們提供課外學習機會，例如：舉辦
興趣班、參觀活動、大型跨科專題研習、各式各樣的模擬選舉等，
使同學們能從小經歷不同的事物，培養及發掘自己的興趣和專長。

過去的時光總是美好的。在這裡，我遇上了一班疼我的好老師、
好朋友、好同學，度過了無憂無慮的六年校園生活。這些永不褪色的
回憶永遠都會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成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最後，在此衷心祝願母校能持續進步，繼續發展，令更多的小師
弟、小師妹能享受我所享受過的美好童年生活。

校友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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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萃芳（2006 年畢業生、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
現任本校校友會常務委員）

白駒過隙，現在大學二年級的我原來已畢業了八年，回想六
年的小學生涯到底為我帶來了甚麼？

成長，該是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環。雖然我已不記得第一
天踏進校門的情景，但大概是一個束著孖辮、穿著藍色校裙、背著紅色

書包、天真無知的小女孩，緩緩步入成長的大門。除了知識方面的增長，我學到更
多的是做人的道理：待人有禮、守時、遵守規則、自律、誠實、尊師重道、積極樂
觀……這些淺白卻畢生受用的道理又有多少人真的做到？我得感激母校在年月裏頭
給我塑造了良好的個人品格，畢業時可謂成熟懂事多了。

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是我眷戀的。就讀小學時，我的活躍度和參與度都要比中
學和大學高出好幾倍，甚麼學會、制服團隊、校隊、比賽、班會、話劇表演、交流
活動、擔任司儀……以至不論是學術、運動、音樂、藝術、領導才能等方面我也有
所涉獵。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我的童年回憶，讓我有過許多新嘗試和經歷，更發掘
了我不同方面的潛能，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在此我不得不感謝曾經給予我機會，鼓
勵過我的良師益友。

我真的十分慶幸自己在這裏遇到了良師益友，他們除了是教授我知識的老師，
也是我的好朋友。下課後，我們會在三樓或走廊聊聊天，說說軼事；臨近考試時，
可向他們訴說學業上的煩惱，他們會教我如何應對，給予我正面的鼓勵；帶領課外
活動時，他們則與學生打成一片，一起打球演話劇，從不計較付出多少。我知道您
們每一位都是疼愛學生的好老師，因為我真切地感受到。即使歲月逝去，只要學生
有求，您們定必願意伸出援手並加以提點，是我 們一大後盾和支持。

伴隨我長大的還有一班好同學，那時我們總
是走在一起，做甚麼？讀書，但不是互相比較而
是良性競爭，彼此切磋交流，一起爭取進步；做
小組專題，在其中一位的家中一邊玩一邊做，笑
聲總是不絕於耳成了最愉快的學習過程；參加
課外活動時，總有她們的陪伴，一同瘋癲，從
不孤單；我們又為班付出，一起排練歌唱比賽
和畢業演出，曾笑過、哭過、吵鬧過，與她們
經歷的點滴奬猶如昨日發生，而我們如今在大
學重聚了。

六年的小學生活，原來過得這麼快樂。
沒有母校，就沒有今天的我和你，就讓我
們——回到這裏、回憶過去、回饋母校。

校友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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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君 (2008 年畢業生、2014 年屯門十大傑出學生、現就讀香港大學法律系 )

以前常覺得「光陰似箭」這比喻俗套，現在才發現這話不假。不經不覺，我已畢
業六年。最近回母校探望老師，發現很多事情都不同了︰操場多了空調，壁畫換了風
格，校園添了很多新面孔……但我仍然覺得這裏很熟悉，因為時間能改變環境，但帶不
走回憶。經過校園電視台，我會想起當時和同學首次錄影，卻緊張得頻頻口吃的情景；
到了禮堂，看著師弟妹在台上載歌載舞，也讓我憶起以前在台上表演的時光；走上三
樓，站在教員室外，一幕幕向老師請教的畫面再度在腦海浮現。原來，在校園內不同

角落，都藏著我們成長的片段，將它們串連起來，就成了一本本珍貴的紀念冊。 
中學的生活多姿多彩，我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盡情發掘自己的興
趣，當中不乏踏台板的機會，例如辯論及演講。但我第一個舞台，
是在五邑的禮堂。感謝曾裁培我的每一位老師，感謝您們讓我找到
自己的長處，找到發光發亮的地方。那天當我看見師弟妹在台上表
演，年紀輕輕，卻毫不怯場，所展現的才華和勇氣，贏得滿場掌聲
時，我就知道，一株株幼苗在您們的悉心照料下，將茁壯成長，擁
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今年是母校的三十周年紀念，在此祝母校校運
昌隆，老師及師弟妹生活愉快！

陳欣婷 (2008 年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系一年級學生 )

這年是母校三十周年校慶，慶幸獲邀抒發感言。這一年亦剛好是我中學六年的完結。畢
業年，正好使我勾起與這幢母校的絲絲回憶。

大約一個月前，我參與了我校的畢業典禮。坐在台下細聽著同學的畢業謝辭，不由得我
不想起「那些年」，我亦曾代表全體畢業同學，昂然站在台上，告知我們的師長和父母，我
們在這裡除了學懂了知識，還學會了「感恩」和「珍惜」。

當天期盼著人生的新一頁，原來又走了一圈，就這樣，又到了最後。

六年的時間，或許過得太快。不過驀然回首，感覺從未離開過這幢校園。也許是因為我
家鄰近校舍，我認為更多的卻是我未想過要離開。中學生活雖然忙碌，我還是會相約數個兒
時的玩伴，參與母校的開放日和活動日。

有人說六年的時間，足以令一個本來熟悉的地方變得陌生。不過因為這裡，
我倒不認同。每次回到學校，曾教導過我的老師都會掛上一張熟悉
的笑臉，噓寒問暖；文憑考試，心力交瘁之際，得到了曾經的班主
任──唐永康老師支持，使我重拾鬥志；中六聯招選科，頓覺迷失
方向，玩伴們突然認真，大談夢想。

很多很多這樣細碎的事，交織出一個完整的我，還有多年的片
段和故事。我慶幸有「五邑」的人和事成為我曾經或依舊在路途上
的旅伴，感激你們帶來了這個獨一無二的我。

最後，依然是「感恩」和「珍惜」，再多的就是「期盼」，盼望
著母校繼續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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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慧 (2008 年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一年級學生 )

小學，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學習知識的溫室。也許你未必能完全投入參與每項活動，也許
你並不是各個組織的隊長或隊員。但是，小學，可能是你第一次真正認識、了解自我的里程
碑。至少對我來說，是對的。

突然想起，原來已六年了。霎眼間，我已成為一位準大學生。六年的時間並不短暫。可
是，六年前的點滴卻歷歷在目。記得三年級學期末，一位老師推薦我加入風紀隊。剛開始的
時候，我只是一個迷茫的小風紀，不敢發言，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後來經過風紀訓練營各種
的歷奇活動，令我在明白團隊的重要性，領悟到自己亦是風紀隊的一分子。從那時起，我便

活躍和積極起來。六年級，我第一次擔當起風紀隊長的大任，作為學校的大師姐，師
弟妹的榜樣。因為母校，讓我第一次找到自己在學校擔當的角色。
因為母校，讓我能在往後的日子有信心擔起重任。星星之所以看起來
明亮、閃爍，是因為有夜空的鋪墊；學生之所以成功、快樂，是因為
有校園生活的點綴。五邑鄒振猷學校，是我人生的起點，有幸遇到那
麼多好老師、好同學、好朋友，謝謝您。

欣逢母校卅載，在此我衷心感謝各位師長多年來諄諄教導，才能
成就我們，亦希望五邑鄒振猷學校能培育更多莘莘學子，成為未來的
社會棟樑，嘉言懿行能夠得以薪火相傳，再創更多的十年，再創高峰。

招樂敏 (2008 年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一年級學生 )

時間的巨輪不斷運行著，時光飛逝，霎眼間，離小學畢業不知不覺已有六年的時間。驀
然回首，昔日和同學在操場上蹦蹦跳跳、上課時嘻嘻哈哈的時光，彷彿只是昨天的事，小學
時那無憂無慮的生活，每天輕鬆的上課，剛完成文憑試前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有時候
真的十分想念和嚮往那天真爛漫的小學時光。

而今年是我中學畢業的日子，雖然中學的生活的確比小學的記憶深刻，但後者的回憶和
重要性卻是不可埋沒的。想當年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加上他們對我的鼓勵，使我能夠突破
重重難關，得到自信心，繼而考上一所心儀的中學。而小學裏的優質教育，不但教了我許多
人生處事的態度和人生道理，更為我在學業上奠定良好的根基，使我能夠在學業上更得心應
手，容易適應新環境。

及至文憑試放榜後，五邑老師的噓寒問暖，卻是份外窩心。
我將會再次踏入另一個新環境──大學，心裏有一點點的期盼和緊
張，而我不忘一班一路陪著我成長的小學老師和同學，沒有你們當
日的支持和鼓勵，我可能也不能夠成功的走到這一步。

母校創校三十週年，並不是一個短的日子，這是母校仝人多年
來的努力成果。今後，希望母校能繼續發光發熱，為社會培育更多
未來的棟樑，亦希望各位老師工作愉快，同學前程錦繡，共同為五
邑鄒振猷學校創造更美好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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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淳清 (2008 年度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一年級學生 )

首先，在此感謝母校老師的邀請，讓我在母校三十週年校慶間寫下對母校的感想。轉
眼間，又一個六年過去了。這象徵著中學生涯的結束，自己的人生踏入了另一個階段，同
時也代表了自己已從母校離開了六年。這六年間，母校亦轉變了不少──還記得六年前的
雨天操場並沒有安裝空調，夏天時大家更熱得汗流浹背，但這無阻同學對接下來的課堂的
期盼和興奮。雖然母校在自己的印象中改變不少，但學校的人情味依然很濃，老師和同學
深厚的感情依然不變！

適逢三十週年校慶之際，我要感謝母校對我的培育。老師們用心的裁培，對同學的愛
護和關心，默默在背後為學生所作的付出一都讓我銘記在心坎中。學校並不只是一個傳
遞知識的地方，它更是一個教曉學生做人道理的地方。小學的六年間，母校一直教導我們
作為一個有品德的學生，教會我們待人要有禮而真誠，教會了我們在困難中堅持，這令我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讓我成為今天的我，比任何的知識更畢生受用！我亦
非常感激母校為學生提供了展現才華的的平台和機會，如各種的課
外活動、興趣班、主題日，讓學生能恣意、自由地展示自我，發揮
所長，在學習中成長。

「育才成廣廈」─母校校歌中的第一句，我深信母校於建校
的三十年間，已教育了、成就了不少人才。在此，我獻上最衷心的
祝福，願母校今後能培育更多人才，桃李滿天下，成就更多的學子，
作為社會的廣廈！

Sumair Hussain (2007 年畢業生、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一年級學生）

不知不覺離開五邑鄒振猷小學已六年了，回想起以前的點點滴滴，多美好啊！

從前的早上，和藹可親的沈校長在早會上親切地傳授他的人生道理和金句，這些道理
經常在我遇上困難的時候給我指引。老師們上課時悉心的教導，為我的學業我打好升學的
根基。

現在升上大學，雖然我再聽不到師長的教誨，但我仍會牢
牢記着沈校長及各位老師的教導。記得有一次，程老師對我們
說：「要好好珍惜現在的人和事。」當時我不明白她所講的話，
現在我終於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了。

希望五邑鄒振猷學校的學弟、學妹珍惜在五邑的日子。適逢
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週年校慶，我衷心祝福母校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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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五邑鄒振猷學校三十週年校慶

黃兆怡會計師行
兆怡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文咸東街 18 號至德大廈 7 樓 704 室

Room 704, 7/F, Gee Tuck Building,18 Bonham Strand,Hong Kong

電話：(852)2559 0418  傳真：(852)2548 8585

致意

學 校 膳 食 服 務
Tel: 2101 1386  Fax: 2665 6291

www.heartymeal.com.hk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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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光明書局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黃兆怡會計師行

兆怡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原美（美心集團）

朗文香港教育

陳鴻基理事長

協興印刷設計公司

顧問

沈耀光校長

委員

鄭麗娟副校長  劉慧蘭主任    梁永健主任    周文斌主任

尹麗儀主任    陳敬文主任    謝天賜主任    鄭美玲副主任

李幸玲副主任  陳寧欣副主任  唐永康副主任  羅志光副主任

黃昭芸副主任  林倩怡副主任  趙敏嘉老師    關子筠老師

梁滿英老師    葉明美老師

總編輯

胡嘉蓮副校長

( 排名不分先後 )

致意
With Compliments

朗文香港教育

Longman Hong Kong Education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康和大廈 6 樓

6/F Cornwall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K.
電話 Tel: (852)3181 0000  傳真 Fax: (852)2565 7440
網址 Website: www.ilongman.com
電子郵遞 E-mail: info@ilongman.com

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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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夢
夢飛翔

敢夢  
夢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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