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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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大

賽中，本校同學獲得 1 個

一等獎、4 個二等獎、6 個

三等獎及 11 個優秀獎共 22

個獎項；而本校更連續五年

獲大會頒發組織獎，實在可

喜可賀﹗

參觀北外附屬外國語學校

觀課後發言

國 慶 訪 京 團

由清華大學學生帶領參觀大學校園

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合照留念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應教

育 局 的 邀 請 於 26-9-2013 至

1-10-2013 與香港教育同工到

北京及天津參訪，認識祖國在

經濟及教育方面的發展。

參加假人民大會堂舉行之國宴

參觀天津新發展區

校 長 的話

本校第五次榮獲世界華人
學生作文大賽組織獎

各位親愛的家長、同學：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日前病逝，終年 95 歲。曼德拉為自由進行了不懈的鬥爭，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他的謙遜、愛心
和人道精神贏得了人們的愛戴。我們在視頻上，見到不同膚色的人都在互相擁抱，一同悼念這位以愛服人的偉大領袖。

曼德拉最偉大的地方是他教曉全世界愛和包容的重要，人與人之間不應因為種族而出現歧視和敵對的情況。反思近
年香港社會上的分歧與抗爭、對立與仇視等現象，心內不無感慨。同是中國人，為了文化差異而排斥敵視；同是香港人，
為了政見分歧而對抗攻擊，種種鬥爭無日無之，難道就不可以多一點包容，心平氣和、互諒互讓地解決社會問題嗎？這
種謾罵，甚至粗暴的擲雞蛋、身體碰撞等行為，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破壞了香港文明的國際形象，更會影響了下一
代的道德價值的成長。難道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一言不合就謾罵動粗嗎？我們生活在群體社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
見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每個人都期望自己的意見得到尊重和接納，但先要學會尊重和接納與己不同的聲音。

放諸學校的情境，道理也一樣。學校有數百位學生，來自數百個家庭，不同的家長有不同的意見和訴求，學校會聆
聽和尊重，但現實中卻不能夠同時採納所有意見，我們希望家長能體諒，相信學校會以大部分學生的利益為考慮原則。
現代家庭孩子少，一切以孩子為中心，在大量的寵愛和關注下長大的孩子一般較自我，不懂遷就，在人際關係上容易碰壁，
一不順心便會大發脾氣，家長希望孩子懂得為人設想，成為人見人愛的人，就要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學會尊重、包容和
體諒了。願與各位互勉！

敬祝

家庭幸福！生活愉快！

沈耀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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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屆 聯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日
本校於 9 月 30 日 ( 一 ) 參與由五邑工商總會主辦的第九屆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是

日主題為「八段煉身，知法安心」。

當天上午，老師齊來學習八段錦，以強身健體。下午，大會為老師安排了兩個校園法

律講座：第一個講座由胡少偉博士為我們主講「校園法律陷阱」，第二個講座則由本會五

邑司徒浩中學許小光校長為我們分享「如何防止校園性騷擾」。是日講座內容非常豐富，

老師們都滿載而歸。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主禮 陳錦臺總監督向許小光校長致送感謝狀

胡少偉博士主講「校園法律陷阱講座」

老師也來煉身

日期 訪校團體 主題 施教及主講

25-10-2013
( 五 )

寧波公學
中文科校本課程
觀課及分享

鄭麗娟

1-11-2013
( 五 )

香港教育學院
小班中心

中文科校本課程
觀課及分享

鄭麗娟

20-11-2013
( 三 )

五旬節于良發學校
中文科閱讀策略
觀課及分享

鄭麗娟
李幸玲

22-11-2013
( 五 )

英皇書院
同學會小學

中文科閱讀策略
觀課及分享

鄭麗娟
李幸玲

團體到訪

為了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本年度本校於中英數常四科均

進行「優化課堂學習研究計劃」，由科主任帶領同級科任老師深入

鑽研教學方法，並安排全校老師參與觀課，以促進學與教的成長。

科目 年級 課題 研究人員

校 外 分 享 會 及 訪 校 活 動

校

外

分

享

會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講者

16-10-2013 學與教管理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鄭麗娟

31-10-2013 從校本領導層面看新任常識科教師的成長 教育局 沈耀光  鄭麗娟  陳敬文  唐永康

6-11-2013 有備無憂 香港教育學院 沈耀光

12-11-2013 中文科功課輔導策略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

13-11-2013 新任校長培訓課程 -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局 沈耀光

4-12-2013 讓孩子愛上語文 教育局 (屯門區 )及屯門區小學校長會 鄭麗娟  李幸玲  許詠琴

10-1-2014 圖式教學 ( 中文科 ) 台山商會學校 鄭麗娟

11-1-2014 中小銜接（中文科） 教育局 鄭麗娟  李幸玲

數學科交流課：利用 2

1
作

為中間人比較分數的大小

優化課堂

學習研究計劃

學與教管理講座
中文科交流課

小班中心訪校

寧波公學訪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到訪

常識科分享會

常識科交流課：閉合電路
全體老師觀課

中文科交流課：學生以靜像畫面了解課文的情境及人物的感受
英文科交流課：學生學習

如何組織段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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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小一家長與學生到校參加

親子電腦班。

家長細心聆聽老師講解學生上課情況

12 月家長日
本校於 12 月 7 日 ( 六 ) 舉行家長日，上午時段各班

主任個別接見學生及家長，彼此了解及交流學生近況。

當天我們在電腦室進行親子電腦班，招待 2014-2015 年

度準小一學生及其家長。而在雨天操場除舉行展銷外，

還為志願機構進行「愛心朱古力義賣」活動，向學生及

家長宣揚「施比受更有福」的訊息。

家長十分踴躍向老師提問
沈校長與家長分享選擇中學的心得

沈校長向畢業生家長義工致送感謝狀

看!各家長義正享用美食。

家 長 義 工 隊

愛心朱古力義賣，同學也來參與。

各家長義工齊集禮堂來個大合照！

本校於 9 月 28 日（六）上午舉行一至六年級家長會，

班主任與家長分享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沈校長向一至四年

級家長介紹學校新政策，並為五、六年級家長主講「升中選

校須知」，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

一 至 六 年 級 家 長 會

老師與家長互相溝通學生學習情況。

同學齊集視藝室欣賞

素描作品展覽。 一家大細挑選益智書籍和物品。
家長與學生一同分享美食。

學校為答謝各家長義工一直以來的支持，於 10 月 10 日（四）下午舉辦聯歡

聚餐，並向他們致送感謝狀，聊表心意，當天各家長義工踴躍出席，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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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數碼影樓

攤位遊戲

學校簡介講座

1C班大合照 !

老師帶領同學參觀校舍

唱完 K，當然要來個大合照囉 !

家長姨姨弄的小食真

好味，yummy!

「校友會」活動花絮
「2013-2014 年度校友會會員大

會」已於 2013 年 9 月 2日 (一 )順利

舉行，當天約有 40位校友回校參加會

員大會，會後更一起吃下午茶、玩遊

戲及唱卡拉 OK，氣氛非常熱鬧。歡迎

大家登入學校校友會網頁觀賞照片。

( 節目預告：校友會將於 2014 年

1 月 25 日 ( 六 ) 舉行保齡同樂日，詳

情會於稍後公佈，請大家留意校友會

網頁或 facebook)

我們於 10 月 12 日 ( 六 ) 進行小一成人禮。當天，各班小

一同學先輪流表演，然後一同除掉名牌，象徵已成為正式的小學

生。最後，學生還向家長致送感謝卡，場面溫馨感人。

學生精彩表演

開放日
為了增加幼稚園家長對本校的認識，我們在 9 月

7 日 ( 六 ) 及 8 日 ( 日 ) 舉行了「開放日」，兩天的活

動，場面參加人數眾多，十分熱鬧。

校本課程展覽

校園遊

展藝工房

兒童樂園

小一模擬課程、迎新日、小一適應課程
本校十分重視幼小銜接一環，因此我們為學生開辦了不同的課程，以讓準小一學生能

愉快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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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透過這課程能了解學生的需

要，並提供適切的學習安排，以讓學生能儘快適應小學新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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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攜手協助學生學習。
老師協助學生製作名牌

家長也一同回校學習如何做一個「升級爸媽」
學生模擬集隊情況

Yeah! 我們贏了 !

學生一同遊戲，互相了解

小一成人禮

四班小一同學一同除掉身上名牌

家長從同學手上接過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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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定向(小六)

樂高塔(小四)

學生踴躍參與一人一水果敬老行動

學生代表到老人中心送贈水果予長者

學生代表與長者一起玩遊戲

兵團代表宣誓就職後與沈校長合照

一人一 愛 心 捐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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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全校學生透過不同的愛心捐獻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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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邑兵團大合照

本年度的五邑好友「營」已於 10月 11日及 12日順利完成，

我們為每級同學設定了不同的主題，切合不同年齡的成長需要。

五邑好友「營」

年級 主題 地點

執拾書包訓練(小一)

團隊合作訓練(小三)

午膳時大家分工合作(小三)

運動攀登(小四)

步操訓練(小五)

學生代表與老人中心的長者大合照

本校的五邑

兵團包括風紀、

閱讀大使、活動

大使和學術大使

各人在不同的崗

位上盡心盡力，

為同學服務及協

助營造更理想的

校園生活。

五邑兵團就職典禮

打掃訓練 ( 小二 )

摺疊訓練(小二)

使用刀叉訓練(小一)

同心竹(小六)
歷奇挑戰考驗(小五)5



挑戰繩網陣

你看我們多有默契 !

為了培養同學之

間的團隊合作精神，

建立班的歸屬感，本

校於開課週舉行「同

心協力奪錦標」班際

比賽。當天同學們都

積極參與，氣氛熱烈!你看我們多親密 !
動腳不動用手，無難度!

班主任正與同學埋首商量 !
我們勝出了！

你能看出我們砌了甚麼字嗎？

本校於11月18日(一)

假元朗大棠渡假村舉行學校

旅行，同學於渡假村內進行

各項活動，例如燒烤、繩

網、單車及集體遊戲等，大

家樂而忘返。

同學於渡假
村內踏單車

五、六年級燒烤

老師、學生大合照

學校旅行

同學製作小手工

集體遊戲

同心協力 奪錦 標

同學們在課室開派對

老師學生大合照

聖 誕 聯 歡 會

為了增加節日氣氛，我們在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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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表演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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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11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34 項，亞軍 33項，季軍 43 項，殿軍 3 項，

優異 64 項，合共 177 項，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各獲獎學生的喜悅跟各同學及家長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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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冠軍 普通話集誦隊

普通話集誦 小學三、四年級 冠軍 普通話集誦隊

中詩獨誦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亞軍 6A 楊健聰

中詩獨誦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B 李羨恩

中詩獨誦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B 蔡靜怡

中詩獨誦 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季軍 5A 蘇文聰

中詩獨誦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6C 盧  洛

英詩獨誦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季軍 3A 鄧晉雷

英詩獨誦 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季軍 5A 蘇文聰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季軍 6C 王建棕

中詩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中詩集誦 A隊

中詩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中詩集誦 B隊

英文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英文集誦隊

英文集誦 小學四至六年級 優良 英文集誦隊

屯門閱讀節 2013 徵文比賽高小組別 季軍 4A 黃志軒

「2013 健康生活樂繽紛」活動 雞蛋撞地球 亞軍 6C 劉朗韜

第八屆速算合 24 數學比賽 新秀組 金獎 6B 張芷妍

奧數希望杯 三年級　 銅獎 3A 鄧晉雷

音樂

第十五屆級際音樂比賽
獨奏演奏組 (9 歲以下 ) 第一名

3B 龍文軒

獨奏三至四級考試組 第一名

小小慈善音樂家鋼琴獨奏 三級組 第一名

第三屆香港金紫荊青少年鋼琴大賽 四級組　 第一名

第四屆演奏家鋼琴大賽 獨奏四級組 第一名

MF 音樂聯賽 2013

Czerny 高級組 冠軍

6C 鄧浩廷

小學自選曲目組 冠軍

自我風格中級組 季軍

2013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鋼琴高小組 亞軍

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演奏級組 亞軍

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現代鋼琴作品組 季軍

演奏家鋼琴大賽 初級組　 季軍 3A 鄧晉雷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3 小合奏組小學生組 季軍 中樂團

舞蹈

中港澳舞蹈交流友好邀請賽 個人倫巴 冠軍 1B 周穎筵

兒童青少年拉丁舞 個人倫巴 金獎 5C 陳焯琳

視藝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3A 鄧晉雷  4A 黃志軒  5A 吳汶穎
5B 馮樂欣  5C 章曉尉  畢業生 黎敖藍

二等獎

2C 黃靖桐  3A 林雅汶  3A 黃懿君
3B 黃芷琪  3B 丘倩兒  4A 林柏言
4A 鄭碩智  4B 卜穎嵐  5B 黃濼勤
5C 陳炎林  畢業生 李沃霖 鄭藹澄

三等獎

2A 譚迦允  2C 莫家昇  3A 黎澆晴
3B 鄭鈺婷  4B 李羨恩  4B 何泳姻
5C 易佩華  6B 張溢朗  畢業生 劉嘉宜
陳靜雪    李嘉喬    郭倩如

第四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西畫小學組 二等獎 5B 陳美彤

合家歡聚迎中秋填色比賽 高級組 季軍 3B 丘倩兒

「預防傳染病」海報設計比賽 2013
初級組

冠軍 2C 梁凱雯

季軍 3B 丘倩兒

高級組 亞軍 5B 李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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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第十七屆屯門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高 冠軍 李雪游

女子乙組跳遠 冠軍 陳曉楠

女子甲組鉛球 季軍 廖詠儀

男子甲組 400 米 季軍 常紹禧

女子乙組 60 米 殿軍 陳曉楠

女子乙組團體 殿軍 女子乙組田徑隊

女子甲組團體 優異 女子甲組田徑隊

馬振玉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籃球隊

陳黃淑芳紀念盃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男子組 亞軍 男子籃球隊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田徑隊

第十一屆水陸鐵人耐力大比併 男子 8-9 歲水陸鐵人 第二名 5B 陳子樂

第十六屆港清盃
游泳友誼邀請賽 2013

男子小飛魚組 25 米自由泳 第一名

5B 陳子樂

男子初級組 25 米背泳 第一名

港區小飛魚 4X25 米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男子小飛魚組 25 米胸泳 第二名

男子中級組 25 米蝶泳 第二名

香港小學生 4X50 米
自由式接力邀請賽

第二名

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2013

男子 10 歲組 50 米蝶泳 第一名

5B 陳子樂男子 10 歲或以下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男子 10 歲或以下 4X50 米四式接力 第一名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男子 10-11 歲 50 米蝶泳 第一名

5B 陳子樂
男子 11 歲或以下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二名

男子 10-11 歲 50 米自由泳 第三名

男子 10-11 歲 50 米背泳 第三名

女子四式接力 50 米 亞軍
3A 林雅汶

女子 50 米蝶式 季軍

第四屆 YM 分齡游泳賽

男子 F組 50 米蝶泳 亞軍 5B 陳子樂

女子 50 米蛙泳 季軍

6B 溫冉瑜
女子 50 米蝶式 季軍

2013 國慶盃
女子 50 米蛙泳 亞軍

女子 50 米蝶式 季軍

全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3 男童色帶輕 41-44 公斤　
冠軍 6A 常紹禧

季軍 6A 鄭然升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女子小童組長器械 亞軍

6A 盧穎欣
女子小童組短器械 季軍

2013 國際會套拳大賽 套拳賽　 季軍 6B 黃光安

2013 第七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新手邀請賽
10 歲組別 亞軍 5C 陳炎林

12 歲組別 季軍 6A 常紹禧

全港小學跆拳道比賽 2013 男童 41-44 公斤
亞軍 6A 常紹禧

季軍 6A 鄭然升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暑期 2013 分區錦標賽 新界西 E組
冠軍 2A 呂旨皓

亞軍 2B 蔡明軒

2013 兆康少年足球比賽 06-08 組別 冠軍 2B 蔡明軒

青少年足球訓練班暨
足球大比併

初級組　 亞軍 1C 曾泓銘

中級組　 季軍 3C 聞  俊

「2013 健康生活樂繽紛」活動 電動槍標靶射擊比賽 冠軍
5B 黃濼勤  5C 翁卓行
6A 蔡思禮  6B 方敬然
6B 金川翔

HK OPEN 青少年盃 2013
12 歲以下

氣槍實用射擊
亞軍 5B 黃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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