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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分享會及交流課
日期 講題 機構 講者

18/9/2012 小班原則及提問技巧 教育局 鄭麗娟

9/10/2012 引領思維閱讀工作坊 教育局 鄭麗娟

16/10/2012，15/1/2013 交流課 教育局 鄭麗娟

31/10/2012，7/11/2012
15/2/2013

中文科功課輔導策略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

1/11/2012 提問技巧 台山商會學校 鄭麗娟

5/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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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幸玲

6/11/2012 學校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局 沈耀光

8/1/2013 圖式教學 教育局 鄭麗娟

22/2/2013 中小銜接 教育局 鄭麗娟

鄭麗娟副校長施教六年級交流課
李幸玲老師施教二年級交流課

小班中心訪校
教育局及友校老師到校觀課

2012年10月19日(五)，江門市江海區外事僑務局、教育局及江門市中學、
小學及幼稚園的校長共十三位教育同工到本校參觀及交流，當天陳錦臺校監和
朱錫林校董更親自到校支持，交流活動包括：學校簡介分享會、校本課程展覽
及參觀校舍，內地同工對學校的發展極感興趣，更深表讚賞呢！

嘉賓參觀校本課程展覽

中樂團即興演奏一曲將軍令

嘉賓參觀英語室

陳校監代表接受紀念品

江門市江海區教育同工訪校

大合照留念

本校第四次榮獲世界華人
學生作文大賽組織獎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共吸引了海內外 26 個不同地區，超過 700 多萬華人學生參賽。在是次大賽中，本校同學獲得

1個一等獎、3個二等獎、14個三等獎及 8個優秀獎共 26個獎項；而本校更連續四年獲大會頒發組織獎，實在可喜可賀﹗

春風輕吹，綠意盎然，新一年又悄悄來臨了。中國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同學們為自己訂下了新一年的目標沒有？近年，
社會上就出現了一批對生活沒有目標，對甚麼事都提不起興趣的年青人，他們終日沉迷電玩，流連網絡世界，追求官能刺激，對學習、
對生活都充滿厭倦，不喜歡與人溝通，更沒有正常而健康的嗜好，行為和情緒都出現偏差，自律性和責任感都很低，這現象實在令人
憂慮。有見及此，學校近年十分積極推行提升學習動機的計畫，我們努力研究遊戲教學和戲劇教育，期望學生在玩中學；我們加入了
體驗式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動手做，從做中領悟；我們加強了小組學習模式，增加學生與學生溝通的機會，促進同學間的互動。施行
了一段時間，我們發現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高了，上課的氣氛熱烈了，孩子們的動機也提升了。此外，我們亦推行了一連串的港孩活
動和律子計畫，喚起同學們對自律性和責任感的關注，推行了兩年，我們喜見同學的進步，但要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習慣尚須長時間的
堅持，我們會繼續優化原來的計畫，讓好習慣在孩子的心裡生根發芽。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同學們自身的努力啊！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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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屬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優化課堂計畫
為了配合學校優化教學的目標，本年度中英數常四

科均同時就小班教學的六大原則及各科的發展焦點，如
戲劇教育、自主學習及思考方法等，進行課研計畫。科
任會透過共同備課，輪流施教來改良教學設計，並安排
同儕觀課、評課，以收互相觀摩、交流，提升教學能力
之效。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能力，本校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653,100 編寫《趣味語文

校本課程》。計畫為期兩年，2012-2013 年度編寫一至三年級課程，2013-2014 年度將編寫四至六年
級課程。校本課程包括：閱讀教材、單元工作紙、寫作工作紙、專題研習、創意文學教材等，而我們
亦特別加強了戲劇、遊戲及大型活動的元素，令學生在遊戲中學習，在體驗中領悟，讓學習更深刻。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上學期教材（一至三年級）

年獸來了！

愛麗絲手指劇場，好有趣啊！ 我是南亞裔插班生卡里姆

馮耀宗先生主講若石健康法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主禮 陳錦臺總監督向葉娟卿女士致送感謝狀 老師們正進行小組討論

本校於 10 月 22 日 ( 一 ) 參與五邑工商總會屬下小學舉行的第八屆屬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是日主題為「精教樂活」。

當天上午，我們邀請了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研究中心專業發展顧問葉娟卿小姐為我們主講「小班教學設計實踐現況及如何規
劃有效的教學設計」;下午，我們邀請了本會退休校長馮耀宗先生為老師們主講「若石健康法」。

是日講座內容非常豐富，老師們都獲益良多。

三年級戲劇課：患難見真情

趣味語文大挑戰

中秋派對：吃水果學五感
中秋派對猜燈謎

中國神話大跳棋，學生玩得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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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五年級家長會
本校於 9月 21 日（五）

及 10 月 19 日（五）下午分
別舉行一至四年級及五年級
家長會，班主任與家長分享
學生的學習情況。梁主任並
為五年級家長安排「升中選
校」講座，而沈校長則介紹
學校本年度的新政策，藉此
加強家校的溝通和了解。

家長細心聆聽老師講解學生上課情況

沈校長向家長介紹學校的新政策 梁主任為家長講解升中選校事宜

家長義工隊

尹老師向家長簡介活動 家長義工分享美食

各家長義工齊集禮堂來個大合照！

家長日
本校於 12 月 8 日 ( 六 ) 舉行家長日，上午時段各班主任個別接

見學生及家長。當天我們在雨天操場舉行展銷，並在電腦室進行親
子電腦班，招待下學年準小一學生及其家長。

本 校 於 10
月 4日 (四 )下
午舉行第一次
家長義工隊聚
會，當天各家
長義工踴躍出
席，場面熱鬧。

親子齊來製作中式月餅

情緒管理技巧工作坊 老師向小一家長介紹中英數校本課程

英文 PLP-R/W 課程
本學年本校先在一年級推行教育局 NET 

Section的英文閱讀寫作計劃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 Writing (PLP-R/W)。此
計畫得到教育局的大力支援，除了為本校學生提
供大量的英文故事圖書外，亦定時派顧問老師
到校與本校老師商討學習內容及提供專業意見。

一年級學生每周共有四節 PLP-R/W 課堂，
每節均由外籍英語教師、英文科任及英文助理
一同協教，以充分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此外，課堂透過說故事、角色扮演、唱詠、拼
音遊戲及讀寫活動，培養學生對閱讀英語故事
的興趣，以及提升他們的閱讀技巧及寫作能力。

同學們正聚精會神聽外籍
英語老師 Miss Jennifer
說故事

老師透過遊戲與同學溫習數字 同學們正在玩拼音遊戲

同學們正運用英語向老師拿果凍
果凍真美味呢！同學們透過唱詠學習有關顏色的詞彙

各家長齊集等候室，耐心等候面見班主任
家長及同學於雨天操場
閱覽及選購課外書籍。

我們的準小一學生及家

長到校進行親子電腦班
看！這位同學正享受由家長
義工精心炮製的美味小食！

家長學堂
本校每年都會為家

長安排不同類型的課程
及工作坊，幫助家長自我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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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準小一學生能愉快和順利地由幼稚園生
過渡為小學生，盡快融入小學生活，本校於 7 月中
及 8月下旬進行了一個名為「做個快樂小一生」的幼
小銜接課程。我們希望透過活動能盡早了解學生的需
要，並提供適切的學習安排，以讓學生能適應小學生
活。而校方亦於 8月下旬安排家長工作坊，以讓家長
了解小一生之需要，攜手協助學生學習。

學生一同做熱身，上體育課各同學十分專心上音樂課

模擬上課活動
老師向同學講解各科須注意的事項

家長齊集課室聆聽老師的講解

家長也一同回校學習新知識

小一成人禮暨親子日營
我們於 10 月 20 日 ( 六 ) 進行小一成人禮暨親子日營活動。我們先在禮堂進行「小

一成人禮」，學生們都十分努力將學習成果向家長展示；活動後，家長與學生一同乘車
往元朗賽馬會大棠渡假村進行「自理自律大挑戰」及親子活動。

學生精彩表演

四班小一同學一同大合唱：生命有價

同學正積極完成任務
(用筷子夾物 )

看！多孝順的女兒啊！

大合照時間到了！

小學 生活 嘉 年華
為了增加幼稚園家長對小學的認識，本校在 9 月 8 日 ( 六 ) 及 15 日 ( 六 )

舉行了「小學生活嘉年華」活動，參加人數眾多，氣氛十分熱鬧。

校本課程展覽

學校簡介講座

展藝工房

數碼影樓 兒童樂園
故事天地

「升級港孩」攤位遊戲

小一模擬課程及適應課程

校園遊4



全體大合照

團隊合作訓練 (小二及小三 )

一人一愛心捐獻活動

學生踴躍參與一人一水果敬老行動

本校的五邑兵團成員於全校同學見證下一起
宣誓就職，他們分別是風紀、學術大使、閱讀大
使及活動大使。典禮完結後同學與老師更一起拍
攝大合照，為全年的工作揭開了序幕。

6A 蔡嘉希同學代表同學致辭

各兵團隊長於台上宣誓 其他成員於台下宣誓
沈校長頒授委任狀

五邑好友「營」
本年度的五邑好友「營」於 10 月份舉

行，我們為每級同學設定了不同的主題，以
更能切合不同年齡的成長需要。

級別 主題 地點
P.1 自理自律 元朗賽馬會

P.2 情緒智商
大棠渡假村

P.3 團隊合作

P.4 抗逆解難 西貢戶外訓練營

P.5 紀律鍛鍊 青少年發展聯會德育發展中心

P.6 堅毅不屈 長洲救世軍白普理營

遊繩下降 (小四 )

為了培養學生與人分享、
推己及人的精神，本校於本學
年繼續舉辦「一人一水果敬老
行動」及「一人一蚊雞助養行
動」等活動，希望全校學生透
過不同的愛心捐獻活動學習幫
助區內有需要之長者以及世界
上其他偏遠地區的貧困兒童。

學生代表到老人中心送贈水果予長者

五邑兵團就職典禮及大合照

團隊合作訓練 (小二及小三 )

穿「窿」水管 (小四 )

團隊合作訓練(小二及小三)

運動攀登 (小六 ) 同心竹 (小六 )自理訓練 (小五 ) 步操訓練 (小五 )

使用筷子訓練 (小一 ) 摺疊衣服訓練 (小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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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奪錦標
為取得勝利，大家必須團結一致 ! 9 月份開課週的「同心協力奪錦標」令班中同

學互相認識，增進班中同學的感情，對班的歸屬感自然增加 !

看我們的人龍有多長 !

全力一跳，為我班爭取冠軍 !

一二三，包 !
一號秘密聲，只給老友聽。 完成了 !

多元智能課
本校逢星期三第八、九節安排學生進行多元智能課，而一至二年級學生上學期進行集誦訓練；下學期則安

排小童軍訓練。至於三至六年級學生全年共進行四類活動，以拓寬學生的接觸面，發掘不同的潛能。四類活動組
別如下：

球      類： 足球、乒乓球、手球

藝      術： 多元藝術、超級巨聲、DIY 製作

科學與科技： 科探尖子班、電腦遊戲設計、跟機械人對話

其      他： 美食製作、集體遊戲、日本文化

學校旅行
本校於11月23日(五)

假粉嶺宣道園舉行學校旅
行，同學於園內進行各項活
動，例如大滾輪、攀石、足
球比賽等，大家樂而忘返。

同學於巨型滾輪中翻滾
挑戰攀石牆

草地場上進行足球比賽

同學於禮堂進行集體遊戲

五、六年級燒烤

足球

多元藝術
科探尖子班

美食製作 跟機械人對話

電腦遊戲設計

聖誕聯歡
為了增加節日氣氛，我們在12月21日(五)舉行「聖誕聯歡」

活動。同學們除了在課室開派對外，還到禮堂參加天才表演。

同學們在課室開派對

天才表演花絮

老師學生大合照

同學們都十分享受及投入

集誦

家長、老師、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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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2012-2013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承接著去年的輝煌成績，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12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25 項，亞軍 20 項，季軍 35 項，

殿軍 4 項，優異 67 項，合共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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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及隊際獎項 )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學術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冠軍 3A 彭芷欣 吳菁儀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冠軍 5C 盧洛 鄭永慈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冠軍 6B 彭芷晴 卓詠怡老師

粤粵語散文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亞軍 一、二年級中文集誦隊
卓詠怡老師  
許詠琴老師

歌詞朗誦 小學組 亞軍 6B 彭芷晴 6B 梁栢林 卓詠怡老師

英詩獨誦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2A 陳鈺婷 周文斌主任

普通話獨誦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4A 蘇文聰 李小萍老師

粵語獨誦 
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季軍 4A 蘇文聰 李幸玲老師

英詩獨誦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季軍 5C 陳競賢 李雪怡老師

粵語獨誦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6C 曾梓浩 鄭永慈老師

粤粵語散文集誦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 五、六年級中文集誦隊
卓詠怡老師  
李幸玲老師

普通話詩詞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一、二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李小萍老師
葉明美老師

普通話詩詞集誦
小學三、四年級

優良 三、四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鄭美玲老師

英詩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一、二年級英詩集誦隊
李雪怡老師
呂雪玲老師

英詩集誦
小學四至六年級

優良 四至六年級英詩集誦隊
謝天賜老師
周文斌主任

「2012 健康生活樂繽紛」活動

雞蛋撞地球
最具環保
精神大獎

6A 鄭藹澄

尹麗儀主任
唐永康老師健康環保

英文常識問答比賽
季軍

4A 蘇文聰 4A 熊家亮 4B 伍永嵐
5B 謝展能 6A 鄭藹澄 6A 陳君慧
6A 劉嘉宜 6C 李嘉喬 6C 勞啟賢 
6C 顏嘉怡

2012-13 屯元區小學
數學能力增值比賽

 邏輯推理組 季軍
6A 關志聰 6A 鄭藹澄
6C 羅海宏 6C 李嘉喬

陳寧欣老師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2/13 科學知識測驗 二等獎 6C 吳家良
尹麗儀主任
唐永康老師

AMC 澳洲數學比賽 六年級

特優獎 6A 關志聰

校外導師
優等獎

6A 李偉傑 6A 卞俞鑫 6B 胡穎瑩
6C 戴延容 6C 羅海宏 6C 文泳芝

體育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200 米 季軍 5B 溫冉瑜

羅志光老師
及

朱偉恒老師

女子丙組 60 米 季軍 4A 陳曉楠

女子甲組團體 優異 女子甲組田徑隊

女子甲組 4X100 米 優異 女子甲組田徑隊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 女子丙組田徑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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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2C 丘倩兒 3A 黃志軒 4A 徐潔穎 
4A 馮樂欣 4C 李翠

林嬋老師
葉明美老師
黃昭芸老師

二等獎
3B 黃鈞諾 4A 李雪游 6A 黎學儀
畢業生：黃婉婷 鄧嘉兒 馮樂行

三等獎
2A 陳鈺婷 5B 溫冉瑜 5C 梁舒雅
5C 王慧盈 6A 陳芳怡
畢業生：黃芷晴 楊靖言

向老師致敬 2012-- 繪畫比賽 初小組別 亞軍 2C 丘倩兒 古錦秀老師

亞洲學生朗誦音樂比賽 中小組 冠軍

5C 鄧浩廷

校外導師

第一屆 MUSIC TWELVE 青少年音樂比賽 9歲以下組 冠軍

2012 全國青少年藝術精英大賽 鋼琴組 二等獎

MF 音樂聯賽 高小自由選曲組 季軍

MF 音樂聯賽 (歌唱 ) 少兒組 冠軍

6B 彭芷晴
MF 音樂聯賽 小提琴少兒組 冠軍

第四屆香港小童聲公開歌唱比賽 少兒組 冠軍

2012 全國青少年藝術精英大賽 (歌唱組 ) 少兒組 亞軍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鋼琴 ) 青苗組 銀獎 2C 鄧晉雷

美樂級際音樂比賽

四級以下 (巴赫組 ) 冠軍 2A 龍文軒

一級 亞軍 2C 溫尚哲

三級 季軍 2A 龍文軒

校園新世代排舞比賽 小學組 BREAKING 冠軍 6C 曾梓浩

全港校際舞蹈公開賽第七站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個人崙巴 金獎

4C 陳焯琳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雙人查查 銅獎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個人查查 銅獎

第三屆陽光盃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
拉丁舞獨舞 C項 (6-8 歲組 ) 銅獎

拉丁舞獨舞 R項 (6-8 歲組 ) 銅獎

體育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仁愛堂陳黃淑芳
紀念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女子田徑隊
羅志光老師

及
朱偉恒老師

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恩平工商會
李琳明中學

男女子混合組 4x50 米 冠軍

鐘聲慈善社
胡陳金枝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梁植偉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明愛屯門
馬登基金中學

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男子組 4x100 米 殿軍

陳黃淑芳紀念盃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籃球校隊 朱偉恒老師

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賽 04-06 年組 季軍 足球校隊 陳敬文主任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男子 50 米背泳 冠軍
4B 陳子樂

校外導師

男子 50 米蝶泳 亞軍

女子四式 4X50 米接力 季軍
5B 溫冉瑜

女子自由式 4X50 米接力 季軍

黃大仙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I組 50 米背泳 亞軍

4B 陳子樂北區第二十七屆水運會 男子 I組 50 米背泳 季軍

元朗區第二十九屆水運會 男子 I組 50 米背泳 季軍

明愛盃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精英邀請賽 男子搏擊綠藍組 冠軍 5B 黃光安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賽暨新手賽 套拳組 金獎 4B 羅晞彤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2
女子小童組短器械 季軍

5A 盧穎欣
女子小童組長器械 季軍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女子組輕量級 冠軍 6B 黃欣彤

男子組雛量級 季軍 4C 何卓鋒

跆拳道套拳比賽 色帶組 季軍 4C 黃曼菲

全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2 男童色帶組 季軍 5A 劉炘杰

2012 國慶盃跆拳道套拳比賽 色帶 F組 季軍 6C 林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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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家長教師會

會
訊 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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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會已於 2012 年 12 月 8 日 ( 六 )

舉行第六屆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員大
會，出席大會的共有 92 名會員。當天
除進行會務報告及通過周年工作計畫
外，本會亦於大會中公佈「第六屆家
長校董」結果。

郭主席進行會務報告

教師委員接受委任狀

粵語集誦表演

普通話集誦表演

家長踴躍出席

第六屆家長校董選舉

第六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郭麗琼女士 --

副主席 章惠成先生 胡嘉蓮副校長

秘書 -- 許詠琴老師

司庫 -- 尹麗儀主任

教育 -- 陳敬文主任

康樂 鍾愛芬女士 劉婉玲老師

總務 黃麗霞女士 --

聯絡 丁順友女士 --

各位親愛的家長 :

不經不覺，我已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一職一年了。我感謝家長的推選，讓我有機會為大家服務。我會竭盡所能，
做好我的工作。我深信家教會的成功，是要得到家長支持及參與。在我們籌辦的家教會活動中，如親子逛年宵、親子
步行籌款、親子一日遊、親子興趣班等，都得到家長們熱烈的響應，令我們各常委都感到鼓舞。

這一年以來，我經常到學校擔任義務工作，亦常與教師常委開會，得知老師的工作原來是非常繁忙的。他們既要
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又要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工作真的殊不簡單啊！因此，本年度我
們發動家長義工，在某些特定的日子，為教師炮製「愛心糖水」。我們希望校長、老師們能「潤潤喉，窩窩心」。

我期望家長們繼續支持家教會的工作，給與我們更多的意見，使我們的工作更切合家長、老師及學生的需要。

祝各位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

郭麗琼
二零一三年一月

主席的話

英詩集誦表演

家長校董郭麗琼女士及莫偉群女士接受委任狀

本年度於「家長校董選舉」中，本會共收到選票629 張，
投票率達 79%。郭麗琼女士於是次選舉中獲最高票數，當選
為家長校董；莫偉群女士獲第二高票數，當選為替代家長校
董。本會在此恭賀郭女士及莫女士當選，並感謝所有候選人
的積極參與！

家長委員接受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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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師會 (11-12)
為了讓畢業生表達對老師多年教導的謝意，本校在 7 月 16 日 ( 一 ) 舉行「謝師會」活動，讓學生、家長和老師在享受自助餐美食中

渡過歡樂的時刻。

同學老師齊合照 !友誼永固 豐富自助餐

敬師活動
為了讓學生向教師表達敬

意，我們特別在 9月 7日 (五 )
舉行「敬師日」活動，當天全
體同學齊集禮堂，除向老師送
上親手製作的敬師文件夾外，
還與民歌隊同學一起載歌載
舞，齊聲合唱「敬師頌」，場
面溫馨。

收費興趣班

英語會話及拼音班

跆拳道班樂器班

圍棋對奕班

親子興趣班
為了提供機會增進家長與子女之間的感情

及慶祝中秋節，本校特別於 9 月 22 日 ( 六 )
舉行親子月餅製作班，家長和同學們同心協力
製造愛心月餅，場面溫馨。

導師向家長及同學講解製法

家長及同學合力製作月餅 爸爸和囡囡也來做月餅﹗看看我的愛心月餅終於
大功告成了！ 

2012-2013 年度
工作計畫
日期 活動

9/2012 敬師日

8/12/2012 會員大會

8/12/2012 家長日展銷會

16/12/2012 步行籌款活動

6/2/2013 農曆新春活動

21/4/2013 親子一日遊

4/5/2013 家長日展銷

12/7/2013 謝師會

7/2013 捐贈校服

全年性活動

學生興趣班

家長興趣班

出版會訊

民歌隊為敬師日揭開序幕

各同學與民歌隊一同載歌載舞

楊健聰及章曉蔚同學擔任敬師日小司儀

沈校長及家教會主席頒發最具
心思及意義設計獎給盧穎欣、
吳汶穎及丘倩兒同學沈校長及兩位副校長一同接受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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