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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校長的話
根據全球學生閱讀能力測試 2011 的結果，香港學生在參加測試的

45 個地區之中，閱讀能力排名第一，但在閱讀興趣、閱讀動機、閱讀
信心及對閱讀課堂的投入四項均位列榜末，這個結果對於香港的教育工
作者和家長而言，都可以說是當頭棒喝。香港的家長大都十分重視孩子
的學業成績，考試掛帥，用盡方法催谷，務求把孩子的分數推至最高，
短期而言，可能真的會有成效，但從一個人的長遠發展來說，這種分數
第一的手段卻會同時扼殺了孩子的學習興趣，即使現時的成績高企，但
背後沒有興趣支撐的話，一離開考試，孩子就不會再主動地閱讀、自發
地學習，究竟我們是在培養一個終身學習的人，抑或製造一台考試的機
器呢？

最近，正進行小一插班生的面試，其中一位屢試屢敗的母親在面
試後感觸落淚，因為她一向不贊同贏在起跑線的論調，沒有為孩子安排
密麻麻的課外活動，更沒有進行學科操練，只是每天進行親子閱讀，培
養孩子的閱讀興趣，但卻令孩子在面試時有落後於人的感覺，她更開始
懷疑自己的教養方法。坦白說，聽到這位母親的心聲，作為教育工作者
的我實在感到心痛，須知贏在起跑線，卻會輸在跑道中，孩子可能永遠
無法到達終點，揠苗助長又怎會有好結果呢？

要扭轉這種過於功利的教育方式，一點不容易，但我們必須保持
清醒，堅守教育是培養人的生命工程的原則，不求短期回報，應該把眼
光放遠，從小培養孩子成為一個愛學習、享受學習的人，那麼，在人生
這條馬拉松的賽道上，孩子才會成為真正的生命贏家。

願與天下家長及教師共勉！

沈耀光校長

喜訊

梁潔華博士頒獎給鄭副校長

熱烈恭賀鄭麗娟副校長榮獲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主辦的 2013 優秀教師選舉的「優秀
教師獎」( 教育管理組 )。繼「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香港傑出教師獎」及「海華師鐸
獎」後，這是鄭副校長獲得的第四個教師獎
項，學校仝人致以衷心的祝賀。

第九屆優秀教師獎

日前，鄭麗娟副校長接
受《明報教得樂》專訪，分
享中文科教學心得。

明報教得樂專訪

謝天賜老師代表學校領獎

關愛校園榮譽
本年度，本校連續三年榮獲

「關愛校園」榮譽，計劃是由教
育局、香港基督服務處及香港輔
導教師協會合辦的，目的是表揚
積極推廣及實踐關愛文化的學校。
本校獲此殊榮，實有賴全校教職
員的努力及家長的支持，謹此與
各位分享這份喜悅。

鄭麗娟副校長應香
港電台的邀請拍攝《卓越
教室》節目，該節目為一
小時的個人特輯，主要
追蹤鄭副校長編寫校本
課程的工作及心路歷程，
有興趣者可到 http://
outstandingteachers.
eTVonline.tv 瀏覽。

陳錦臺校監、朱錫林校董、沈校耀光長、

李幸玲老師和許詠琴老師同來觀禮

胡嘉蓮副校長、郭麗琼女士及
盧穎欣同學代表學校領獎

至「營」學校
本校接獲衞生署通

知，繼續成功取得「健康
飲食在校園運動」中的
「基本認證」、「健康午
膳優質認證」及「健康小
食優質認證」資格，並獲
嘉許為「至『營』學校」，
以表揚本校師生及家長
於推動健康飲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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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參觀校園電視台

日期 講題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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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2012 交流課（引領思維） 教育局

31/10/2012 中文科功課輔導策略 (初小 ) 香港教育學院

7/11/2012 中文科功課輔導策略 (高小 ) 香港教育學院

1/11/2012 提問技巧 台山商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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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13 交流課（故事圖式） 教育局

2/2/2013 中小銜接 教育局

15/2/2013 中文科功課輔導策略 香港教育學院

22/2/2013 有備無憂 香港教育學院 沈耀光

20/3/2013
學與教特色及學生培育 中華基督教會屬校 沈耀光  鄭麗娟

15/4/2013

9/4/2013 戲劇教育 教育局

鄭麗娟

16/4/2013 交流課（戲劇） 教育局

22/4/2013 校本課程的規劃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31/5/2013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交流課暨分享會 本校

14/6/2013 運用校本教材照顧學習差異 香港大學

21/6/2013 夥伴支援計畫：小班教學（中文科） 教育局

24/6/2013 單元組織 天主教伍華小學

沈校長代表致送紀念品

首長參觀電腦室

中國舞表演

首長與表演學生合照

中文集誦隊朗誦表演

觀課：小一生活教育課

小司儀口才出眾，妙語如珠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於 5 月 20 日到本校巡視，除了與本
校師生及家長會面外，還欣賞了學生的才藝表演，包括中文
集誦、舞蹈、歌詞朗誦及民歌表演，盡顯學生多方面的才華，
首長們都看得笑逐顏開呢！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巡校
民歌表演《明天會更好》

首長與老師合照

到 訪 江 門 市 學 校 考 察 活 動

校外分享會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訪校

鄭麗娟副校長主持
中小銜接講座

沈校長與友校同
工分享學校特色

本會校長及老師到訪銀泉小學	
在江南小學合照留念

沈校長在「校長沙龍」中
主講「生命工程」

中華基督教會屬校副校長訪校

觀課活動
江南小學學生送給我們的紀念品

為加強江門市及香港兩地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本會校長
及老師於 3 月 28 日及 29 日到訪江門市江海區銀泉小學及江
南小學，與學校管理階層分享管理學校經驗和教學理念。

通過校長沙龍、觀摩課堂、教學研討等活動深化了兩地
學校在學校管理、校園文化、課堂教學等方面的溝通、交流
與合作，促進兩地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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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語文校本課程交流課暨 分享會
本年度，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六十多萬，以兩年時間重新設計趣味語文校本課程，至今，一至三年級的校本課程

已完成，從觀課、課業及評估表現、問卷調查結果可見，教師、家長和學生都十分喜愛新校本課程。來年，我們將繼續編
寫四至六年級，期望孩子的學習興趣和語文能力都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問題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本校特別於 2013 年 5 月 31 日舉
行了全港性的「趣味語文校本課程分享
會」，與優質教育基金代表、出版界、
業界同工分享成果，是日參加者十分踴
躍，出席者包括：大專學者、教育局、
優質教育基金代表、出版界、小學及幼
稚園同工近 100 人，參加者對於校本課
程都有極高的評價。

參加者參觀課程展覽

鄭麗娟副校長進行四年級的交流課——十一海難

香港大學羅嘉怡博士撥冗光臨

香港教育學院黃潔貞博士和資深英文科課程設計者韋惠英女士

五邑工商總會聯校畢業典禮
五邑工商總會聯校畢業典禮於 6 月 28 日假五邑司徒浩中學舉行。是日

荷蒙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屯門 ) 梁灼輝先生蒞臨主禮及頒發畢業證書及獎項
給畢業生，使大會生輝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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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一學年除了為學生籌備不同的學習活動外，亦為家
長安排了不同類型的課程及工作坊，包括：
1.	 Primary	Longman	Elect	iLearn 網上英語學習平台簡介會
2.	 情緒管理
3.	 小一家長工作坊
4.	 家長在家處理行為問題兒童的方法
5.	 如何處理因學業所引致之親子衝突
6.	 如何培養八種 EQ 特質
7.	 「自尊自信，學業必進」講座

家 長 教 育

校外導師到校主講「如何培養
8種 EQ 特質家長」工作坊 !	

表揚教師計劃及家長
也敬師運動

表揚教師計畫已踏入第
十八屆，經由校內教師推選，
本年度獲表揚的教師為鄭麗
娟副校長及陳惠蘭老師。

此外，「家長也敬師」運動已踏
入第十九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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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菁儀老師和劉婉玲老師。

鄭麗娟副校長及陳惠蘭老師合照

吳菁儀老師和劉婉玲老師合照

「2012-2013 年度校友會會員大會」暨「第三屆校友會常務委
員選舉」已於 2012 年 12 月 8 日順利舉行，七位當選的委員包括：

當天約有 60 位校友回校參加會員大會，同學
們並於會後一起吃下午茶、玩遊戲 ( 大電視、記憶
大考驗、Human	 Knot、相似同團 )	、球類活動及
唱卡拉 ok，氣氛非常熱鬧歡愉。歡迎大家登入學
校校友會網頁觀賞更多照片。

沈校長主持家長講座

各小一家長耐心地聆聽老師
教授的應試技巧 !

「校友會」 活動 花絮

司庫
張俊雯

秘書
譚書慧

宣傳
方美玲

康樂
岑俊彥

總務
黃海儀

主席
張萃芳

副主席
林舒航

同學們到操場打球，重溫往昔美好時光。
唱完 k，當然要來個大合照囉 !

舊同學相聚一起，一邊吃一邊暢談近況，真開心 !

新任常委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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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主題 活 動 日
今年 3 月 28 日本校舉行了「英語主題活動日」，本

年度活動主題是「童話世界」，活動包括有「屠龍遊蹤」、
「歡樂舞會」、「奇妙世界」及課室英語活動。當天同學
透過不同的活動運用英語，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公主也射球！

電波少年
18 位來自五邑兵團的精英分子，於 4 月 12 日齊集，

參與本校的「電波少年」歷奇之旅。他們走出屯門到尖沙
咀，進行老師派遣的特別任務。過程中他們需要自行管理
金錢，亦要使用地圖作定位，相當考驗他們的解難及合作
能力。最後，各組都能排除萬難，順利完成所有任務 !

五 邑 大 笪 地
一年一度的「五邑大笪地」已於 7 月 11 日舉行。今年

老師送出了禮物供同學競投，整個過程非常激烈﹗競投過
後便是所有同學挑選文具、精品及益智棋類的環節，最後
大家都滿載而歸 !

男女子甲乙組最佳運動員！

衝！衝！衝！

六年級女子組各得獎健兒！

陸 運 會
第二十二屆校內陸運會已於 2013 年 5 月 16 日順利完

成，本屆賽事共有
三百多人次參加比
賽，參與率十分高。
運動員全力以赴，看
台上的觀眾看得興
奮，足證今年的陸運
會實在非常成功。

屠龍遊蹤

出發了！趕快找出
惡龍，救出王子！

惡龍快點現身！
原來惡龍在賣
水機上！

終於找到惡龍了，趕快
寫下答案！

進入「奇妙世界」前拍照留念！

看我的眼界多準！

讀英文急口令沒難度！

釣魚活動很有
趣呢！

拋圈子，讀生字，
Very	easy ！

歡樂舞會

同學們正在舞台
上跳舞！

全體同學跳舞很
熱鬧呢！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
寫出英文字詞呢！

我們勝出了！

投籃說英文字詞
遊戲很刺激呢！

這句對白是哪個童話
故事人物說的呢？

奇妙世界

終於找到彌敦道了 !

任務之一 :	全組同學與外籍人士拍照

我們到底在哪裡 ?

目標在望了 !

面對各款精美禮物，
真的很難挑選啊 !

很多同學在落力競投 !

你有大企鵝，我有海綿寶寶 !

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同學投得老師的禮物
並與老師合照

5



尋找失去的笑容

畢業營
本年度六年級之畢業營已於 7 月 4 日至 5 日順利完

成，學生與老師在賽馬會大棠渡假村一起渡過了兩日一
夜，為小學生涯留下難忘的回憶。

生活教育科活動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格。

生命農夫	生涯．人人規劃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為了培養本校同學的責任感，
本校特別舉辦了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凡於 10 月至 5 月期間交齊了所有
功課或只曾欠交一次者 ( 一至三年
級 )，均可獲邀參加「迪士尼奇妙學
習之旅」。本年度入選的同學共 81
人，同學們於 6 月 24 日參加了由迪
士尼樂園設計的課程，他們從活動
及講解中獲益良多。接著，同學們
留園活動，大家都樂而忘返，渡過
了非常難忘的一天 !

體驗式教學活動

貧富宴

競選區議員

講座

有教無「慮」

團隊遊戲

合作無間

奇妙之夜
本校於 5 月 16 日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主題活動			——	奇妙之夜。

當晚學生回到學校，接受鬥智鬥力的挑戰，最後，同學們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成功尋回班主任失落的笑容。

疊緊膠杯非輕易黑夜尋找隊員
看！我們成功完成任務！

咦？老師的笑容在何處？ 手足情深闖難關

在城堡前來個大合照

「小小世界」前留影

高年級同學正進行科探活動

實地考察

健康繽紛嘉年華
齊滅罪	護法紀

音樂分享會

大細路劇團	班長大王

試試做個動畫師

利用小裝置學習動畫原理

伴我同行

香港小童群益會	家添戲 fun

互動劇場

師生分享生活趣事

畢業班大合照

桌球高手

神箭手就是我

各班的表演都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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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人

2 0 1 2 - 2 0 1 3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承接著去年的輝煌成績，本校同學本年度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56	項，亞軍	57	項，季軍	75	項，殿軍	10	

項，優異		183		項，合共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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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季、
殿及團體優異獎 )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學術

視藝

五邑之星大合照
「星中之星」與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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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芷晴同學在 10 位
「五邑之星」中脫穎
而出，成為「星中之
星」，可喜可賀。

五邑之星  星中之星 選舉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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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舞蹈及其他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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