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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炎炎夏日，艷陽高照，大家都期盼著暑假的來臨，我也懷著感
恩的心向大家報告學校的一點成績，更祝願各位同學有一個充實而
精彩的暑假。

本年度，可以說是學校的豐收年：學校連續三年獲得「關愛校
園」的榮譽，及連續四年獲得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優秀學校獎，
學生更再次在這個作文大賽中獲得一二三等獎項，而我們的民歌隊
更榮獲全港民歌大賽的全場總冠軍，女子籃球隊亦獲得屯門區冠軍
……學生在不同範疇都取得驕人的成績，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老
師的悉心訓練亦居功至偉，在此，讓我向一群無私奉獻的老師們致
敬。

學校一直十分重視孩子品德的培養，今年更以「變身港孩
go!go!go!」作為全年德育活動的主題，以多元化的活動培養孩子
的自理能力、情緒智能及抗逆力。這個活動除了得到同學的喜愛之
外，更喚起了同學對港孩三低問題的關注。

學習動機和興趣是學習的最強動力，我們相信只有孩子喜愛上

課，才有機會學得好，所以，我們積極發展遊戲教學及戲劇教育活
動，學生都十分喜愛遊戲和戲劇課堂，他們在高互動、高參與的課
堂中，寓學習於遊戲和戲劇之中，大大提升了學習成效。

近年，小班教學進行得如火如荼，為了配合小班的優勢，我們
特別進行了小班化教學研究，老師們設計的單元教案更獲教育局及
香港教育學院邀請輯印成書，這是對學校和老師們的肯定，將來我
們一定會發展更多優質的教材，讓孩子學得更好。來年，我們更成
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六十多萬元，重新編寫一套更切合孩子
需要的趣味語文校本課程，期望讓孩子更喜愛學習中國語文。

雖然，屯門區的適齡學童人數銳減，不少學校都出現收生困
難，但我們一直都緊守崗位，默默耕耘，盡力做好教育的工作，所
以，近年收生的情況亦十分理想，在此，讓我再次多謝一群優秀的
教師團隊，以及勤奮盡責的職工，我更要感謝一直支持學校的家長
們。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為孩子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沈耀光校長

去年，本校參加了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小班教學研究」計劃，
撰寫單元教學設計。小班中心負責人與大學教授、小學校長及副校長組成顧問團，從 303
間小學遞交的 422 份教學設計中，挑選了 22 份優秀的教學設計，成為最後入選作品，輯
錄於《香港小班教學單元設計實踐與分享（小學）》一書中，作為教學示例供其他學校
參考。本校中文科的教學設計是其中一份入選作品，更獲大會頒發嘉許狀。

《香港小班教學單元設計實踐與分享（小學）》 大會頒發嘉許狀

小班教學交流課

中小銜接分享會

榮獲世界華人學生

作文大賽獎項

香港小班教學單元設計示例分析 (小學 )出版

本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共吸引了海內外 23 個不同地區，超
過 600 萬華人學生參賽。在是次大
賽中，本校同學共獲得 1 個一等獎、
3 個二等獎及 14 個三等獎共 18 個獎
項，本校更第四度榮獲「優秀學校
獎」，實在可喜可賀﹗

日期 講題 機構 講者

1/11/2011 小班教學（觀課及分享會） 香港教育學院   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鄭麗娟副校長

1/11/2011 學校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局 沈耀光校長

16/11/2011 校本課程的規劃、實施和評估 教育局

鄭麗娟副校長

20/1/2012 單元教學的推進與扣連 香港教育學院

9/2/2012 課堂學習研究與教師專業發展 南元朗官立小學

17/2/2012 單元教學（觀課及分享會） 香港教育學院  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13/3/2012 課後學習支援計畫導師培訓 香港教育學院

30/3/2012 中小銜接 (中文科 ) 教育局

2/4/2012 課後學習支援計畫導師培訓 香港教育學院

16/5/2012 粵劇教學（觀課及分享會） 香港教育學院   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18/5/2012 電子學習校本經驗分享 聰穎教育 沈耀光校長

26/5/2012 科組領袖與建立團隊 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鄭麗娟副校長

30/5/2012 準教師面試須知 香港教育學院 沈耀光校長

2/6/2012 戲劇教育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副校長

25/6/2012 學校自評與外評 順德聯誼總會   伍冕端小學 沈耀光校長   鄭麗娟副校長

30/6/2012 小班教學案例分享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副校長   許詠琴老師

4/7/2012 科組領袖與建立團隊 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鄭麗娟副校長

10/7/2012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培僑小學及鐘聲小學 鄭麗娟副校長

分享會及交流課

科組領袖與建立團隊分享會

南元朗官立小學到校交流

校長的話

外評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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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教師計畫已踏入第十七屆，經由校內教師推選，本年度獲表揚的教師為陳寧欣老
師和黃昭芸老師。

此外，「家長也敬師」運動已踏入第十八屆，本校教師收到不少家長和學生送贈的敬
師卡及網上敬師卡，當中所表達的敬意，實在令老師們非常感動。

本年度獲得最多敬師卡的分別是劉婉玲老師、陳惠蘭老師和黃昭芸老師。
劉婉玲老師、陳惠蘭老
師和黃昭芸老師合照

表揚教師計劃及家長也敬師運動

科技教育
本科希望通過科技教育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以及訓練學生的共通能力。

為了配合學校優化教學的目標，中英數常各科均進行了遊戲教學、戲劇教育、自主學習及從常識到通識等
課研計畫，嘗試運用新的教學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及思維能力。

中文科戲劇教育：在黑暗中發
光的海倫凱勒 (盲啞的體驗 ) 中文科戲劇教育：后羿射日 (定鏡畫面 ) 英文科戲劇教育：暖身遊戲 英文科戲劇教育：角色動態模仿

陳寧欣老和黃昭芸老師合照

消防員正在介紹消防工具。

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科每年都會為學生舉行參觀活動，讓學生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及擴闊視野。

同學們一起到公園進行學習。

老師向同學介紹植物的特性。

同學正在測試在不同環境

下的噪音情況。

我們的學生有機會上台做實驗。
這裏有很多關於粵劇的資

料，有助同學們完成專題。

一年級 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二年級 八鄉消防訓練學校

四年級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三年級 嘉道理農場

五年級 科學館
六年級 香港文化博物館

時事論壇
為了提高小五及小六學生的時事觸覺，本科

特別安排了時事論壇，讓他們有機會發表對時事
的意見，從而提昇多角度思考及批判思維能力。

台下觀眾就「香港政府應否讓內
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向醫院管
理局代表作出質詢。

正反兩方就「香港政
府應否復建居屋」展
開激烈的討論。

四年級 氣動賽車 五年級 電動賽車

六年級 水火箭

一年級 神奇滑梯

三條神奇滑梯在
一起，有心思！

三年級 保溫盒

量度雞蛋的溫度時，同學們都很仔細地觀察溫度的變化。

二年級 電力發光玩具

同學正進行投票 !
加油！加油！我們的氣動

賽車開動了。

各電動汽車齊集，
等候比賽！

要先為水火箭加

氣，才能成功發射。

中英數常課研計畫

常識科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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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嶺南之風 六年級：太平山頂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香港科學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香港歷史博物館 孫中山紀念館

學校於午息定期舉行「學術週」，目的是希望培養
學生的自學能力及態度，並且營造校園的學術氣氛。看，
學生玩得多投入﹗

本校於 19-20/6 為同學安排了參觀活動，同學在不同參觀地點都獲益良多。

那天山頂大霧籠罩，景色有點迷濛呢﹗來到「嶺南之風」了，看﹗我們多興奮﹗

四年級：荃灣三棟屋博物館

在古色古香的三棟屋博物館前，同學多鬼馬﹗

為了提高同學的寫作興趣及動機，每年四至六年級學生都會
跑出課室作戶外實景寫作活動。

我們回到古代了！

經導賞員介紹後，同學們對

孫中山先生的事跡更為了解

科學館內活動情況

活動組參觀

中文科實景寫作

學術週
與戲服合照

常識科——科學探究活動

體育科——班際跳大繩比賽

普通話科——齊來說普通話 視覺藝術科——摺紙活動

數學科——估重量活動

好大條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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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都滿載而歸，看﹗他們多興奮！

第二十一屆校內陸運會已於
2012 年 2 月 21 日順利完成，本
屆共有六百多人次參加比賽，參
與率十分高。運動員全力以赴參
賽，看台上的觀眾看得投入而興
奮，足證今年的陸運會實在非常
成功。

我一定要跑得比你快 各位，小心呀！ 終於可以站上頒獎台了！

陸運會

本年度六年級之畢業營已於 2012 年 6 月 14 日至 15
日順利完成，學生與老師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烏溪
沙青年新村一起渡過了兩日一夜，為小學生涯留下難忘的
回憶。

老師與同學在草地場上進行足球賽 同學們分享在校的難忘事件

各班以舊曲新詞向師長及同學道謝

同學在多用途室進行活動

畢業營

1 月 20 日 是 農 曆
新年主題活動日，當天
的活動除了有洗邋遢、
猜燈謎、逛年宵外，還
有今年新增的「中華狀
元慶新年」問答比賽，
同學在那天都玩得十分
投入、高興。 當天不少同學都穿了中國傳統服飾

回校，到處充滿著喜氣洋洋的氣氛。 

沈校長和胡副校長即席揮毫，為同學寫揮春。

同學都爭相回答問題，戰況激烈。

同學們逛年宵時買了不少揮春及賀年裝飾，多美麗﹗    
同學在課室努力地清潔。

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

本年度參賽者有備而戰，比賽氣氛十分熱烈，禮堂內更座無虛席呢 !

很多歌迷呢 !

實力非凡的 MJ 作表演嘉賓 ! 實力派歌王 !
新一代五邑歌后 !

超級巨聲歌唱比賽花絮

海洋公園奇妙學習之旅

開餐了 !4



本年度四次生日會已圓滿結束，老師和同學都很
喜歡這個活動呢﹗

當天，同學們帶
同心愛食物與同
學 分 享， 多 豐
富。

奇妙之夜
本校於 5 月 18 日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主題活動   ——奇妙之夜之「最後一滴水」。當晚學生回到學校，進行保護水源

大行動。學生從活動中培養愛惜水源，珍惜每一滴生命之水的態度。

眼明手快又齊心

出力！用力！最後一滴

奇怪！不是這一幅嗎？

準備拯救大行動運水講究平行力

灌水入樽無問題

小心！一滴也不可濺

蜘蛛網陣不易闖

遊戲時間，同學們玩個不亦樂乎。

生日會

為了培養同學的責任感，本校特別舉辦了交齊功課獎勵計
劃。凡於10月至5月期間交齊功課或只欠交一次者，均可參加「海
洋公園奇妙學習之旅」。本年度入選的同學共 86 人，大家都樂而
忘返，渡過了非常難忘的一天 !

海洋公園奇妙學習之旅

同學於「香港老大街」與「包租婆」合照 酷熱天氣警告正生效，還是躲進
企鵝的家好了 !

學生在自然生態課程中扮演

熊貓探索大自然
坐纜車，未出發，先興奮 !

站在這兒就像在海底一樣 ! 好肚餓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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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與人分享、推己及人的精神，本校於本學年舉辦「一人一水果敬老行動」、「一人一利是籌款活動」、「一
人一蚊雞助養行動」及「一人一罐頭扶貧行動」等活動，希望全校學生透過不同的愛心捐獻活動學習幫助區內有需要家庭
以及世界上其他偏遠地區的貧困兒童。

學生送贈水果予區內的長者
全校學生所募捐的利是

學生踴躍地捐贈罐頭 協助整理罐頭的同學

全校學生所募捐的罐頭

4 月 21 日舉行的風紀培訓集中討論隊員日常工作
時會遇到的問題，透過分組角色扮演，同學們都上了
寶貴的一課 !

噢 !被抓住了 !

本年度「摘星計劃」班際自律比賽的得獎班別，早前
派出代表和老師到玩具店挑選益智遊戲。而下學期的得獎
班別更會得到資助購買生日會食物呢 !

一起到玩具店挑選禮物

同學們可憑「星星金幣」於農

曆新年主題活動日中換取美食!

下學期的得獎班別從校長手中領取獎狀
看我們的「戰利品」!

「五邑之星 : 星中之星選舉」除了表揚 10 位於校外比賽屢獲殊榮的同學外，更希望透過他們努力不懈的精神，成為其
他同學學習的榜樣。

經過全校師生及評審團投票，6B 蔡鈞樂同學在 10 位「五邑之星」中脫穎而出，成為「星中之星」，可喜可賀。

獎項 得獎人

五邑星中之星 6B 蔡鈞樂

五邑之星
4A 鄧浩廷    5B 梁栢林     5B 彭芷晴
6A 文樂偉    6A 劉嘉敏     6C 劉昌鵬
6C 楊靖言    6D 黃祉彥     6D 楊葹蕎

五邑之星大合照「星中之星」與校長合照

一人一愛心捐獻活動

風紀培訓摘星計畫

五邑之星 : 星中之星選舉結果

二人一組練習服務時注意事項 同學們都認真投入討論

熱身遊戲中同學都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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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仔細閱覽各科展板 家長與學生一同欣賞同學的作品 !

家長與本校老師分享教導學生的心得

準小一家長與學生一同在視

藝室進行美食製作工作坊。 雨天操場之美食義賣，老師也來幫手呢！

沈校長抓緊家長到校機會，
與家長茶聚暢談。

本校於本學年邀請了基督教
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的專業社工到校舉辦了三次「港
爸港媽工作坊」，希望與家長分
享有關提升子女自理自律、情緒
管理及抗逆能力的心得。

有關提升子女自理自律能力的工作坊

家長們都認真地評估子女的自理能力

家長們都用心聆聽講者的分享

本年度的校友會會員大會暨第三屆校友校董選舉已於
5 月 5 日圓滿結束，當天共有 34 位校友出席，會後校友
們跟老師們一起聚餐，並於餐後進行集體遊戲。歡迎大家
登入學校校友會網頁觀賞更多照片，共享校友們的喜悅。

沈校長與候任校友校董李海堅合照。
校友們相約回來探望班主任，場面溫馨。

校友與老師一起聚餐，暢談甚歡。你猜猜他們在玩甚麼遊戲？

本校全年為家長舉辦了 18 項不同類型的課程和工作
坊，參加人次多達 400 人次。本校期望家長能運用所學的
知識及技能，協助同學成長。

梁主任為家長主持升中講座

校外導師到校主講「有機上網」講座

家長們正進行閱讀工作坊，

仔細閱讀活動教材。

家長教育港爸港媽工作坊

校友會會員大會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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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本校同學本年度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獲取佳績，共獲得冠軍65項，亞軍67項，季軍85項，殿軍10項，優異100項，合共327項，

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各獲獎學生的喜悅和各同學及家長分享。(篇幅所限，只列冠軍、亞軍及季軍 )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學術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作文大賽 /

一等獎 2A 羅子峰 鄭麗娟副校長

二等獎

4B 余天朗 關子筠老師

4C 聶彤 趙露儀老師

(畢業生 )陳咏雪 葉明美老師

三等獎

2B 劉梓恒 6A 陳子柔 鄭麗娟副校長

4B 李思敏 5C 黃炫霖 李幸玲老師

2B 甄柏瑜 3C 李兆炫 李小萍老師

4C 溫冉瑜 6B 蔡穎彤 陳敬文主任

5B 張煒琳 鄭永慈老師

6C 唐雪恩 許詠琴老師

(畢業生 )楊樂芝
(畢業生 )李蔚彙

胡嘉蓮副校長

(畢業生 )吳智豪 葉明美老師

(畢業生 )張焯杰 程淑賢老師

第十屆屯門小學徵文比賽 2012 高小組 亞軍 6B 勞雪瑩 鄭麗娟副校長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2A 郭皓旻 吳菁儀老師

粤語散文集誦 亞軍 一、二年級中文集誦隊
卓詠怡老師  
許詠琴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5B 梁栢林 鄭永慈老師

粤語散文集誦 季軍 五、六年級中文集誦隊
胡嘉蓮副校長
葉明美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3B 李雪游 卓詠怡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4B 蔡冰怡 李幸玲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5B 彭芷晴 鄭永慈老師

第四屆中小學電子學習檔案大賽 小學組 -- 成長檔案
冠軍 6B 鄭雅文

陳惠蘭老師
亞軍 6B 勞雪瑩 6B 容紫晴

第十二屆粵港澳伯裘盃 數學攤位設計比賽
冠軍
季軍

最富創意獎
數學校隊

陳寧欣老師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　 季軍 唐永康老師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屯門區 ) 數學解難個人賽
季軍
銅獎

唐永康老師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六年級 金獎 6A 文樂偉 唐永康老師

五年級
金獎 5B 沈弘熙

林倩怡老師
銅獎 5A 關志聰

《港澳盃》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六年級

亞軍 6A 文樂偉

校外導師

銀獎 6B 鄭雅文

銅獎 6D 譚芷晴

華夏盃

全國初賽　 一等獎 6B 鄭雅文

港區賽 季軍 6A 文樂偉

港區賽 季軍 6B 鄭雅文

港區賽 季軍 5A 關志聰

晉級賽 三等獎 4A 劉朗韜

第八屆伯樂計劃
數學 金獎

6A 文樂偉
科學 銀獎

AMC 澳洲數學比賽 六年級 特優獎 6A 文樂偉

思維騰飛創作室 速算合 24 數學比賽 銀獎 6B 鄭雅文

亞洲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總決賽 (香港賽區 ) 六年級組 亞軍

6A 文樂偉亞洲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初賽 中一年級 (越級 ) 二等獎

希望杯總決賽 六年級組 銅獎

「創意科技奧運會 2012」活動 風力車 最佳設計獎 常識學會成員 
尹麗儀主任
趙敏嘉老師

舞蹈

葵青區舞蹈大賽 青少年組 甲級獎

4B 盧慧嵐 4C 溫冉瑜

校外導師

荃灣區舞蹈大賽 東方舞少年組 銅獎

屯門區舞蹈大賽 東方舞少年組 銀獎

藝林雅座

12 歲以下組查查、鬥牛、倫巴 冠軍

6C 劉穎琳

12 歲以下組牛仔 、森巴 亞軍

獨舞 10 歲以下森巴 冠軍

獨舞 10 歲以下倫巴 季軍

紫荊盃體育舞蹈錦標賽

 女子組 鬥牛舞 第一名

女子組 查查 第二名

女子組 拉丁舞五項 第二名

女子組 拉丁舞雙項 第三名

女子組 拉丁舞三項 第三名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 乙級獎 舞蹈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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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體育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女子甲組田徑隊

羅志光老師

朱偉恒老師

鄭永慈老師

女子乙組跳高 冠軍 3B 李雪游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6D 楊葹蕎

女子甲組 100 米 亞軍 6A 劉嘉敏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A 劉嘉敏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 E組 4X100 米 冠軍 女子田徑隊

女子 E組跳高 冠軍 6D 楊葹蕎

男子 E組 60 米 冠軍 6C 劉昌鵬

女子 E組 60 米 亞軍 6A 劉嘉敏

女子 F組壘球 亞軍 4C 王慧盈

男子 F組壘球 亞軍 3B 林煒晃

男子 E組 4X100 米 季軍 男子田徑隊

女子 E組跳高 季軍 6B 鄭雅文

男子 E組 100 米 季軍 6C 劉昌鵬

男子 E組 400 米 季軍 6B 蔡鈞樂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 E組 60 米 冠軍 6C 劉昌鵬

羅志光老師
及

朱偉恒老師

男子 E組 4X100 米 季軍 男子田徑隊

女子 E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田徑隊

男子 E組 100 米 季軍 6C 劉昌鵬

女子 F組壘球 季軍 4C 王慧盈

女子 E組跳高 季軍 6A 劉嘉敏

九龍城區第三十八屆田徑
運動大會

男子 E組 60 米 冠軍
6C 劉昌鵬

男子 E組 100 米 季軍

飛達全港田徑新星大賽 男子 4X100 接力賽 冠軍 5A 林卓熙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中華基督教會
何福堂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女子田徑隊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冠軍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仁愛堂陳黃淑芳
紀念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新會商會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男子籃球校隊

女子籃球校隊

鐘聲杯 3人籃球 女子組 冠軍

陳黃淑芳紀念盃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女子組 冠軍

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信、望、愛」小學三人籃球
挑戰賽 (2012)

女子組盃賽 冠軍及亞軍

男子組碟賽 冠軍及亞軍

2011-2012 年度梁植偉盃籃球賽 男子組 亞軍

第七屆馬振玉體藝邀請賽
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 亞軍

男子組 季軍

第七屆馬振玉體藝邀請賽
乒乓球賽

團體 季軍 乒乓球校隊 鄭永慈老師

第七屆馬振玉體藝邀請賽
五人足球賽

優異盃 第一名
足球校隊 陳敬文主任

邱子田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優異盃 亞軍

屯門區青少年足球訓練班暨
足球大比拼

/ 冠軍

2A 曹家健

校外導師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 / 季軍

屯門區賀歲盃足球嘉年華 兒童組 季軍

第十五屆屯門區小學校際
水運會

女甲 50 米蛙泳 冠軍
6D 黃祉彥

女甲 100 米蛙泳 冠軍

少年游泳自我挑戰日 女子 A組

第一期 25 米胸泳
第二期 25 米胸泳
第三期 25 米胸泳
第一期 25 米蝶泳
第二期 25 米背泳
第三期 25 米捷泳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

6D 黃祉彥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組
200 米胸泳
100 米胸泳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亞軍
亞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 H

組

200 米個人四式
100 米胸泳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亞軍
季軍

離島區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

力
亞軍

九龍城區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

力
亞軍

2011-2012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 11-12 歲 50 米胸泳 亞軍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

力
季軍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 女子 4X50 捷泳接力 亞軍
6A 何卓穎

第六周年會慶游水錦標賽 女子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9



藝術

第十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匯知盃
全場總冠軍

和諧音色演繹獎
最具民歌氣氛獎 民歌隊 劉婉玲老師

關子筠老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二十五週年銀禧校慶活動
SING SING 相識小學民歌比賽 金獎

中西器樂比賽 2012 　 新星盃 季軍 中樂團

2011 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鋼琴八級考試組 冠軍

4A 鄧浩廷

校外導師

紫荊花盃第四屆學界藝術人才選拔賽 7-9 歲組 冠軍

青少年優秀藝術新人選拔賽 鋼琴兒童組 金獎

MF 音樂聯賽 6-8 級考試組 冠軍

第三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音樂家公開賽 鋼琴八級 亞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中樂兒童組 季軍

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八級演奏組 季軍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彈撥樂中級組 第三名 4A 鄧浩廷 6D 黃祉彥

彈撥樂初級組 第三名 6B 劉啟泰

第 6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 六級 亞軍 6B 吳藹娗

鋼琴獨奏 - 三級 亞軍 4A 陳競賢

鋼琴獨奏 - 二級 亞軍 1C 龍文軒

鋼琴獨奏 - 三級 季軍 4A 張溢朗

揚琴獨奏 - 初級組 季軍 4A 鄧浩廷

第 5屆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 巴赫初級組 一等榮譽獎 1C 龍文軒

2012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金獎

4A 鄧浩廷
少童組 金獎

中童組 金獎

公開組 銀獎

兒童組 金獎 4A 陳競賢

中童組 銀獎 6B 吳藹娗

兒童組　 銀獎 2A 鍾健一 4A 張溢朗 4B 楊健聰

中童組 銅獎 4A 謝卓瑩 5A 林沛謙

兒童組 銅獎 4B 吳卓峯

幼童組 銅獎 1B 黎毅朗

小小慈善音樂家 2012 二級組 第一名 1C 龍文軒

第 6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 三等獎 4A 張溢朗

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最佳才藝獎 銀獎 4A 盧穎欣

第 4屆中日韓國際青少年書畫大賽 / 　金獎 3A 李瑞榮

父親節咭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1B 丘倩兒

環境保護吉祥物手帕設計比賽 / 傑出獎 4C 黃光安
林嬋老師

地球村 2011-2012 繪畫比賽 / 三等獎 6D 黃婉婷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體育

黃大仙街坊盃游錦標賽

女子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銀獎

4B 朱寶婷 4C 溫冉瑜

校外導師

女子 4X50 米四式接力 銀獎

公開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銅獎

公開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銅獎

女子 50 米蛙泳 銅獎

女子 50 米蝶泳 銅獎 4C 溫冉瑜

女子 50 米背泳 銅獎 4C 溫冉瑜

男子 50 米背式 金獎

3A 陳子樂

男子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金獎

男子 50 米蝶式 銀獎

男子 4X50 米四式接力 銀獎

男子 50 米自由式 銅獎

泳濤 2012 挑戰盃暨台灣慧行盃遴選賽 男子 7-8 歲 50 米背泳 季軍 3A 陳子樂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4X50 米四式接力 第三名 4C 溫冉瑜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女子小童組套拳 一等獎 4A 盧穎欣

三十一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男子短器械 一等獎 6A 陳善南

第三屆誠武盃

兒童隊搏擊 亞軍

5C 譚思進兒童套拳初級組 亞軍

兒童搏擊初級組 季軍

精英跆拳道套拳比賽 / 銀獎 3A 羅晞彤

全港跆拳道正道館觀摩邀請賽 羽量級 8-10 歲 季軍 5B 黃欣桐

2011-2012 全港公路單車賽 少年組 11-13 歲 冠軍

6B 蔡鈞樂

新城市點滴環島單車賽 / 亞軍

2011-2012 飛鵝山計時賽 少年組 11-13 歲 亞軍

2011-2012 蒲崗村繞圈賽 少年組 11-13 歲 亞軍

2011-2012 全港公路繞圈賽 少年組 11-13 歲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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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家長教師會

會
訊 2012 年 8 月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1882   傳真：24642977   電郵：mail@fdccys.edu.hk   網址：www.fdccys.edu.hk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及各位同學 :

你們好！ 2011 年 12 月 3 日，本人當選為第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時，心情既興奮又緊張。本人自
上任後，得到校長的支持、各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的協助，一起推動家教會的活動，使會務得以順
利推展。本人謹此向各位致謝！

在這半年以來，我和常委們一起參與籌備活動，如：高高興興逛年宵、親子一日遊、親子興趣班、
家長日展銷、謝師會等。在各項活動中，我們喜見義工鼎力的支持、家長熱烈的參與及孩子燦爛的笑臉，
都為我們日後的工作注下了強心針。

展望將來，我們期望有更多家長參與我們的活動，給予我們更多寶貴的意見，使我們的服務更切合家長及
學生的需要。祝各位

家庭幸福、身體健康！

高高興興逛年宵

主 席 的 話

本校與家長教師會合辦之「親子步行籌款活動」已於 2011 年 12 月 18 日圓滿結束。當天，本校師生及家
屬近 130 人齊集學校，浩浩蕩蕩地向元朗大棠自然教育徑出發，場面十分熱鬧。最後，所有參加者都能順利
完成全程，並獲發紀念狀。在是次籌款活動中，全校家長及師生共籌得港幣22,725元，扣除成本港幣3,300元，

共餘款港幣 19,425 元，本會將全數捐給學校，以作學生福利事宜。

大合照

出發了 !

完成了 ! 大家都很需
要休息一下。

本年度之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於一片歡樂聲中
渡過。同學利用於上學期努力收集的星星金幣，在
「福星高照逛年宵」環節中換取食物及飲品。同學
更可購買年花及精品、寫揮春及參加攤位遊戲，大
家都滿載而歸。

即席揮毫，字體多端正

一同看我的收穫 好味道

坐下來慢慢品嚐
全賴家長義工鼎力協助

祝老師龍精虎猛、步步高陞 看看有甚麼軟件能幫助學習

親子步行籌款活動

中國文化多精彩

一同合照多溫馨

家長日展銷
本會於 12 月及 5 月舉辦家教會

展銷及義賣，活動除可為家教會籌募
經費外，更方便家長及學生購買圖
書、多媒體學習材料、書包、皮鞋及
健康食品等。是次活動深受家長歡
迎，並為本會籌得二百多元的經費。

郭麗琼

祝老師龍精虎猛 ,步步高升

小小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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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全年為家長舉行三個興趣
班，分別是農曆新年擺設及吊飾手
工藝、凍餅班及書畫班。

家長耐心地製作新年擺設

導師指導家長完成新年擺設

看！家長的畫作多漂亮呀！

家長十分認真學習。

家長與導師分享製作甜品心得。

各家長的製成品呀！ Yummy!

4 月 1 日，家教會舉行海下灣海岸公園、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親子一天遊。本年度參加人數有 300 人，反應非常熱烈。
那天早上，我們先到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參觀紅樹林自然生態區。在品嚐豐富的海鮮宴後，下午我們又到獅子會自然教育
中心參觀，那裏有蝴蝶館、貝殼館、中草藥園及地質學堂等，展品豐富。那天，我們都渡過了既充實又愉快的一天。

親子一日遊

陸運會親子活動及接力賽
本年度校內陸運會親子活動及家長教師學生接力賽已於 2012 年 2 月 21 日順利完成。當天參加一、二年級親子競技遊

戲日的家長及學生人數有 201 人，參與率十分高。而家長教師學生接力賽亦有 6 名教職員、9 名家長及 9 名學生，共 24 名
參賽者，場面熱鬧。經過一輪龍爭虎鬥後，由朱偉恒老師聯隊奪魁。

奪魁隊伍大合照
學生與家長合力闖關優勝班別大合照

家長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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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境外考察
2012 年 8 月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1882  傳真：24642977  電郵：mail@fdccys.edu.hk  網址：www.fdccys.edu.hk

2012年 4月 10日至 13日，我們帶領學生到珠江三角洲境外考察。我們遊覽了五邑(新會、台山、
開平、恩平、鶴山 )，更前往「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親睹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民主革命先驅的遺風。
是次考察，我們更到了國內一間小學探訪，讓中港兩地小學生來一次文化交流，促進彼此的瞭解
和增進彼此的友誼！

珠江三角洲文化遊

考察日程 :

第二天

第一天

第一天 學校  海戰博物館  南風古灶、石灣公仔街

第二天 祖廟 黃飛鴻紀念館 五邑大學 梁啟超故居紀念館 小鳥天堂

第三天 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 立園 自力村碉樓群 歐陸步行街

第四天 小學交流活動 翠亨村孫中山紀念館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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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盧穎欣：

在這次考察中，我獲益良

多，學會了照顧自己和如何與

別人相處。我到過不同的地方

和景點；遇到不同的人和事。

較難忘的便是到菊城小學，我

還用普通話跟一位學生交談

呢！

6A 胡家荃：
在這個遊學團中，我不但玩得很開心，而且還認識了很多事物和在歷史長河留下足跡的名人，例如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是參觀自力村那些直立的碉樓群，那些站得直立的碉樓雖然經過許多風雨，但仍然屹立不倒，好像想教我要堅毅不屈似的！這次旅遊也蠻不錯呢！

6B 勞雪瑩：
四日三夜的行程，印象最深的是開平雕樓，雕樓的設計揉合了中西風格，集居住和防禦的功能於一身，非常特別。經過這幾日的行程，我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技巧，也變得更自律。這次考察令我獲益良多，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參加。

6D 曾寶慧：

學校為我們舉辦考察活
動，除了是想我們學會獨立之
外，還希望我們能在玩樂中學
習，我也十分喜歡這些活動，
我的自理能力更有所提升，以
往煲水等工作是依賴家長幫
助，今次卻由自己負責。

李沃霖：

「五邑」真有趣。有

各有特色的建築物，例如

碉樓。我與國內小學交流

中，覺得內地的小學生十

分棒，他們會懂得照顧自

己和善用時間來學習。

學生心聲

5A 蔡嘉希：

在這四日三夜裡，有很多不同的人不眠不休地照顧我們：嘉
瑩姐姐，Echo 哥哥，駱叔叔和四位老師。而我最想多謝就是
四位老師了。因為當大家在酒店已經累得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時，老師才剛剛開完會還要逐一巡房，確保我們安全；當我
們在旅遊巴上嘻嘻哈哈談天時，老師便爭取時間去休息。
老師，謝謝你們！

5C 陳鈞婷：

想起在珠三角境外考察
的經歷，真的不捨。公仔街
的陶瓷飾物琳瑯滿目、精美
絕倫；小鳥天堂內的小鳥品
種繁多，自由自在；廣東中
山菊城小學內的師生熱情招
待，親切可嘉……

6A 江慧珊：
前兩夜，我和老師同

一間房，很多人都說和老師
一間房十分不好。但我經過
這兩夜，我發覺和老師同房
是件難得的事，老師更可以
讓我們有安全感。

4C 聶彤：

我在這次遊學團中真

是學到很多東西。學到甚麼

呢？我知道甚麼是「四邑」、

「五邑」。最後我還想在這

裡感謝帶領我們的老師們，

多謝你們四天的照顧和帶

領！

第四天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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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我們帶領學生到福建境外考察。我們遊覽了經濟富庶的廈門、懷舊的
泉州、別具特色的土樓及景緻醉人的鼓浪嶼。這趟非一般的學習旅程既愉快又難忘。

福建鄉情 - 廈 門 ． 古 城 文 化 遊

考察日程 :

第一天 集美學村  陳嘉庚紀念館  歸來堂  鰲園  中山路老街

第二天
洛陽橋  南少林寺  中國閩台緣博物館  西湖公園  海外交通史

博物館  開元寺

第三天 南靖田螺坑土樓  裕昌樓  塔下村

第四天 黃金海岸環島路  胡里山砲台  華僑博物館  鼓浪嶼

第一天

第二天

5A 關志聰

四月十日，我們懷着興

奮的心情出發了！飛機飛行

了一小時，我們便到達了福

建，隨即暢遊集美學村。華

燈初上，我們便去逛中山老

街，那裏五光十色，展現一

派繁華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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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姚麗欽

這次旅程，我學

會照顧自己，認識到

不少朋友。我體會到

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

更加深了我對我的家

鄉（福建）的認識呢！

6A 劉嘉敏
我們在福建那幾

天參觀了不少景點，

品嚐了不少美食，滿

載而歸。最後，我要

感謝導遊哥哥的介紹

和老師們對我們的照

顧。

6D 楊施蕎

在這四天的旅

程中。我和同學互

相扶持，互相幫助，

同學之間的情誼也

更進一步呢！

6C 鄧嘉兒
正 所 謂「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現在我真正明白它的含意。

學
生
心
聲

第三天

第四天

5B 張煒琳
我覺得土樓的居民

十分友善。我在土樓認

識了一位居民，她是一

個啞子，她以手語告訴

我她的經歷……

6A 江綺雯

第三天，我參觀了

田螺坑土樓群。它從上

看下去，像一朵朵花；

從下往上看，像西藏的

布達拉宮，真是壯觀

呀！

4C 廖詠儀
我最喜歡鼓浪嶼。那裏風光如畫，美不勝收。它的碼頭形狀像鋼琴一樣，別具特色。

6C 許
茹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鋼琴博物館。那裏有

一個自動播放的音樂古

琴，工作人員只須用

腳不停踏古琴的踏板，

它便能彈奏出動聽的樂

章，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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