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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2014 年 07 月

五邑鄒振猷學校

校 長 的 話
光陰荏苒，轉眼間，一學年又過去了。

今年，我們終於完成了「趣味語文校本課
程」的浩大工程，更於 5 月 30 日舉行了全港
分享會。是次分享會，出席者共 160 多人，他
們對校本課程都讚譽有嘉。兩年來，老師們付
出的辛勞和犧牲，她們對教育的熱忱和委身，
實在令人敬佩。我也以擁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
伍而驕傲。

來年，是一個令人充滿期待的新開始，因
為我們將會施行開創先河的新時間表。學校一
直十分關顧孩子的成長需要，回顧過去數年，
我們發現自從施行全日制後，學生的作息生活
出現了明顯的改變──留校時間延長了，加上
補習風氣旺盛，學生離校後仍須參加補習班，
以致休息及遊戲時間不足，影響了孩子的身心
發展。有見及此，我們特別推出新時間表，把
學科的課堂集中在上午時段，下午進行另類課
程，包括：周會、德公課、多元智能課、原本
安排在課後的保底拔尖課及新增設的知趣學
堂。上午精神暢旺，集中學習更事半功倍；下
午開始疲憊，進行多元多趣的增益課程，會令
學習生活更多姿多采。

我們大膽更改時間表，正是希望令孩子的
成長更健康，當然，要達致這個目的，必定需
要家長的配合。只有家校合作，孩子才有健康
而均衡的發展。

敬祝

生活愉快！

沈耀光校長

喜訊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榮獲 2013-2014
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課程領
導），表揚她在帶領學校課程發展方面的
努力和貢獻，這已是鄭副校長第五個教師
獎項，實在可喜可賀！

本年度，本校連續第四年榮獲「關愛校園」榮譽，該計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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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天賜老師代表學校領獎

朱錫林校董、沈耀光校長和李幸玲老師一同到場觀禮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鄭麗娟副校長榮獲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
許狀（課程領導）

特首梁振英先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和各評審與課程領導的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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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工作坊

日期 主題 講者

30/9/2013

八段錦 江淑嫻導師

校園法律陷阱 -性騷擾
五邑司徒浩中學
許小光校長

學校法律事宜 香港教育學院胡少偉博士

7/2/2014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

校內特別考試安排
教育局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李婉雯小姐

23/6/2014 知識管理
香港教育學院

戚國安先生、梁曼瑜女士

香港大學羅嘉怡博士

分享會 及 交 流 課
一 .校外分享會及交流課

二 .團體到訪
日期 訪校團體 主題 施教及主講

學生支援講座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再度應邀拍
攝香港電台卓越教室電視節目，是
次拍攝的主題是戲劇教育。

學生訪問

學生排練

學生介紹自行設計的新妖精

鄭副校長指導學生創作新故事

鄭麗娟副校長接受訪問

香港大學：兒童文學與創作

教育局：讓
戲劇帶領孩
子走進文字
世界

小班中心訪校

沈校長接受
人民網專訪

中文科交流課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六十
多萬編寫「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至今計劃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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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別於 5 月 30 日舉行分
享會，與業界同工簡介課程設計及
分享喜悅。當天出席的同工共 165
人，出席者包括：大學學者、教育
局同工、出版界、中學、小學、幼
稚園的校長及老師。各界對校本課
程有極高的評價。

趣 味 語文校本課程分享會

鄭麗娟副校長介紹趣味
語文校本課程的特色

香港教育學院黃潔貞博士

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高級
教育主任文慧玲女士致辭

教育同工參觀課程展覽

香港中文大學黃顯華教授

校本教師發展日
為了配合學校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學校每年均會舉辦３天

校本教師發展日，本年度的主題如下：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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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教 育
本校每一學年會為家長安排不同類型的

課程及工作坊 , 以讓他們積極進修。新一年
的家長教育有以下的課程及工作坊：

1. 家長八段錦工作坊

2. 小一家長工作坊

3. 故事姨姨工作坊

4. 抗逆力工作坊

5. 沒有眼淚學習

6. iLearn 小一英語家長講座

7. P.1-6 數學科網上平台家長簡介會

8. 書伴我行 -讓孩子終生喜愛閱讀計劃

9. 不是怪獸大學家長工作坊

iLearn 小一英語家長講座

第
四
屆
校
友
校
董
選
舉
結
果

表揚教師計畫已踏入第十九屆，經由校內
教師推選，本年度獲表揚的教師為陳寧欣老師
及黃昭芸老師。

此外，「家長也敬師」運動不經不覺已
踏入第二十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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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和陳惠蘭老師。

陳寧欣老師及黃昭芸老師合照
吳菁儀老師和陳惠蘭老師合照

五邑工商總會聯校畢業典禮於 6
月 30 日假張祝珊英文中學舉行。那
天，我們邀請了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容寶樹先生蒞臨主禮、致訓詞及頒
發畢業證書，使典禮生色不少。

中樂團精彩表演

陳錦臺校監致歡迎辭

陳鴻基理事長MBE.J.P.
進行校務報告

容寶樹先生致辭勉勵同學

主禮人與畢業生合照
楊健聰同學獲頒傑出學生獎

小司儀對白精警

校外社工到校主講「沒有眼淚的學習」工作坊! 

故事姨姨分享說故事的技巧 !

家長八段錦工作坊

聯校畢業典禮聯校畢業典禮

盧洛同學代表向母校致謝

四屆校友校董已
於 4 月順利選出，當
選者為岑俊彥先生，
是屆任期會由 2014 年
10月至 2016年 10月，
本校謹此恭賀岑先生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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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
活動

獎項 /獎勵

閱讀創未來

屯門閱讀節 2013

啟航禮
熱心參與證書

與作家會面 -( 一 ) 君比、(二 )周蜜蜜

填色及繪畫比賽 (初小 ) 1 季 3 優異

徵文比賽 (高小 )
1 季 2 優異

標語創作比賽
2優異

閉幕及頒獎典禮
800 元書券

禮閱讀在屯門 2013 社區書展頒獎典禮 優良閱讀風氣學校 +1000 元書券

423 閱讀日

全校齊閱讀

(高小 )小組說故事比賽、封面設計比賽

(初小 )個人說故事比賽、書簽設計比賽

好書分享 (校長、教師、學生 )

書伴我行

親子閱讀計劃

512 親子圖書閣開幕禮
親子圖書架連 80 本優質圖書

519、526 親子閱讀 (家長 )工作坊

啟蒙導師 (家長實習 )
2 本優質圖書 (中、英 )

新地 2014 齊讀好書計劃書展活動 716 書展 (40 名學生免費出席書展 ) 現場買書津貼 (250 元 / 人 )

CCYS 圖書館

-獎勵活動

-閱讀推廣活動

參觀屏山圖書館 +文物徑 (12 月 )

參觀中央圖書館 +維園年宵市場 (1 月 )

故事姨姨、閱讀天使、早讀時段

標語朗讀比賽、說故事 (升級任務 )

來自 6A 班的冠軍組合 : 聶彤同學及李思敏同學

第二十三屆校內陸運會及
親子競技遊戲已於 2014 年 2 月
28 日順利完成，本屆賽事共有
六百多人次參加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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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陸運會非常成功。

五年級班際接力賽之激鬥！

閱讀 推廣組活動

今 年， 閱 讀
推廣組參與了一些
社區閱讀活動 , 又
嘗試全校一同參與
423 閱讀日，更組
織圖書館家長義工
和閱讀大使出外學
習，同學們都能在
各項活動中享受閱
讀，擴闊視野。

親子閱讀工作坊我們畢業了 !

書伴我行  親子閱讀工作坊

書伴我行  親子圖書閣開幕禮圖書館家長義工耐心地聽
同們朗讀優異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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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英語日作出了嶄新
的嘗試，首次舉辦班際英語話劇比
賽及英文歌唱比賽。當天各參賽同
學均施展渾身解數，而更重要的是
同學於英語學習上都有所進益。

衝！衝！衝！

陸運會

同學們表現投入！

家長教師學生接力賽得獎健兒！

(3A 班劇目 :The Enormous Crocodile)

哇！大鱷魚來了 !

(1A 班 劇 目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保衛家園！

1B 班的同學很踴躍參與英文歌唱比賽 !

(4B 班劇目 :Magic F
inger)

三隻人形小鴨正在商討如何對付人類。
(2A 班劇目 :Cinderella)
哇 ! 狼來了 ! 快逃啊 !

同學們很喜歡聽故事姨姨說的精彩故事！

423 閱讀日
封面、書簽設計比賽

閱讀創未來 -啟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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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到底老婆餅多少錢一個呢 ?

於店舖門外合照

出發前來個大合照認真地研究地圖

不說不知面前的是一口古井呢 !

終於找到目的地，很是興奮

電 波少年
繼去年的尖沙咀之行，本年度五邑兵團的優秀隊員獲

安排到元朗進行「大搜查」，他們要同心協力到不同地點
進行任務，看相片便知道他們渡過了充實而難忘的一天。

凌空取物不容易

嘩！我已得知箱中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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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學生回到學校合
作破解難題，最後，當然成功
緝拿「疑犯」歸案啦﹗

奇妙之夜

五邑大笪地

咦？怎樣才能「逃出生天」？

看！我們成功完成任務！
黑夜拼出疑犯圖

互相扶持闖難關

經過下學期的努力，學生利用自己的星
星金幣，競投老師捐贈的禮物，最後各人都
投得所愛。而未能投得老師禮物的同學亦利
用星星金幣換領小禮物，各人都滿載而歸。

梁老師的可愛盆栽很受歡迎！

換一條「扭計蛇」啦！

每位同學都可揀選心愛的小禮物。

各同學高舉「戰利品」！

競投情況非常激烈！

我得咗啦，投得沈校長的益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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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
至 17 日由老師帶領 26 名學生
到深圳黃埔軍校參加軍事歷奇
訓練活動。透過四天的軍訓活
動，期望能提升學生自律性、
自信心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步操訓練

我們畢業了！

彩彈大戰 

乘坐坦克車

學習軍體拳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投擲手榴彈

本年度，全年交齊功課而入選「迪士尼奇妙學習之
旅」的共有 59 位學生，他們和老師及家長姨姨在樂園內
盡情地玩上一天。

進入樂園前來個大合照

有秩序地排隊，迎接刺激的機動遊戲！

本年度六年級之畢業營已於 6 月 19 日至 20 日順利
完成，學生與老師在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一起渡過了兩
日一夜，為小學生涯留下難忘的回憶。

惜別會盡訴心聲

巡遊匯演真精彩！

要回家了，十分不捨啊！
進入樂園，心情十分興奮！

我們要勇闖灰熊山谷 !

各班表演各精彩

三五知已單車樂
桌球耍樂笑呵呵

師生籃球大決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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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楊健聰同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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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中之星」與校長合照

五邑之星——星中之星選舉結果

五邑之星大合照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 6 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74 項，亞軍 75 項，季軍 89 項，殿軍 5 項，優
異179項，合共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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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1 3 - 2 0 1 4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學術

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

一等獎 5B 鄭烷桐  陳靜雪 (畢業生 )

二等獎 2A 張鎮雯  6C 盧洛  關志聰 (畢業生 )

三等獎 4A 莫栢迪  4B 甄柏瑜  5A 蘇文聰  5B 吳汶穎

第九屆中英文現場作文大賽 中文組 亞軍 6A 盧穎欣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14 -- 亞軍 6C 王慧盈

第六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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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林顥倬 6A 聶彤

第十四屆粵港澳伯裘盃 數學攤位設計比賽
全場總冠軍

5B 馮樂欣  5B 鄭烷桐  5C 易佩華  5C 龔梓斌  5C 陳炎林
6B 蔡冰怡  6B 溫冉瑜  6B 陳穎儀  6C 廖詠儀

最富創意獎 5B 馮樂欣 5B 鄭烷桐  5C 易佩華 5C 龔梓斌  5C 陳炎林

2014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金獎 1A 陳晉禮 2D 林凱瑩

銀獎 2A 莫潤朗  2D 黃靖桐  3B 龍文軒   3C 鮑 曉  5B 羅晞彤

銅獎
1A 黃栢濤 1C 黃穎妮  2B 梁逸晴 3A 鄧晉雷  4A 陳心如
4B 莫凱傑  5A 黃凱妍 6A 楊健聰  6B 馮梓健

奧林匹克 (港澳杯 )決賽
小二組　

銀獎 2D 林凱瑩

銅獎 2D 黃靖桐

小三組 銅獎 3A 翁嘉權

國際陳盃香港賽區邀請賽 小一組 銀獎 1D 張曉楠 1D 麥青雲

《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小一組 金獎 1A 陳晉禮

小六組 季軍 6A 楊健聰

多元智能盃
數學比賽小四組 三等獎

4A 鄭硯智
心算比賽中級組 銅獎

屯門區校際數字串串橋大賽 團體 優異獎 5C 李家偉 5C 龔梓斌  6A 陳碩賢 6A 劉炘杰  6C 嚴展翔

2014 屯元區小學數理遊踪精英賽 -- 銀獎 5A 蘇文聰 6A 陳嘉健  6C 楊昊東

第二屆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飛行比賽 冠軍 5A 陳錦豪 5A 熊家亮  5B 楊翱維

衝上雲霄——升空火箭比賽 2014 -- 一等獎 5A 蘇文聰 6C 陳柏諭  6C 劉朗韜 6C 王慧盈

達文西投石器製作比賽 2014 -- 最佳合作獎
5A 陳錦豪  5A 熊家亮  5A 蘇文聰  5B 楊翱維  5C 陳炎林
5C 龔梓斌  5C 林靜宜  6B 馮梓健  6B 謝展能  6B 黃琮傑
6C 陳柏諭  6C 劉朗韜  6C 王慧盈

屯門閱讀節 2013 標語創作比賽 初小 季軍 3C 丘倩兒

舞蹈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高小組中國舞 甲等獎

舞蹈校隊第二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舞蹈組 亞軍

屯門區舞蹈大賽
中國舞 銀獎

東方舞 銅獎 6A 盧慧嵐  6B 溫冉瑜

葵青區舞蹈比賽 東方舞 銀獎 6B 溫冉瑜

荃灣區舞蹈比賽 東方舞 銅獎 6A 盧慧嵐  6B 溫冉瑜

第 42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芭蕾舞 -群舞組 銀獎 2C 蕭樂瑤

視藝
敬雙親心意卡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丘倩兒

防火安全海報設計及圖畫填色比賽 --
金獎 4A 黃志軒

銅獎 5B 馮樂欣

「預防傳染病」海報設計比賽 2013 初級組 亞軍 2B 蔡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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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3
鋼琴兒童組 傑出獎 6C 鄧浩廷

拉弦新苗組 冠軍 3C 鮑曉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2014 初級組小學合奏 冠軍 中樂團

屯荃元區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中樂小組合奏 冠軍 中樂團

中樂個人獨奏 冠軍
6C 鄧浩廷

西樂個人獨奏 冠軍

西樂個人獨奏 季軍

3B 龍文軒

第 66 屆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冠軍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中級組 冠軍

揚琴獨奏 - 中級組 季軍 6C 鄧浩廷

 小學合唱隊 - 初級組 - 8 歲或以下 優良 唱遊組

第二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歌唱組 亞軍 6A 聶彤 6A 李思敏

2013/14 學校動感聲藝展 演藝組 銅獎 合唱團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 優良表現獎 民歌隊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金獎 4B 劉梓恆 5C 梁富饒  6C 鄧浩廷

銀獎 3B 龍文軒 6A 楊健聰

銅獎 6B 張溢朗

兒童組
銀獎 4A 鍾健一 4A 彭芷欣  3B 龍文軒

銅獎 3A 黎毅朗 3C 周玟希

幼童組
銀獎 1A 葛書婷 1B 鍾健朗

銅獎 1A 陳晉禮 1A 紀天恩  1B 伍樂恩 2A 黎毅正

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兒童中級組 冠軍
3B 龍文軒

小小慈善音樂家
鋼琴獨奏自選曲組 冠軍

校際八級組 亞軍

6C 鄧浩廷
《夢想 Hong Kong》國際青少年藝術盛典總決賽

鋼琴兒童 B組 銀獎

民族樂器兒童 B組 銀獎

薈藝盃才華比賽 小學歌唱組 銀獎
4A 彭芷欣

香港青少年綱琴公開比賽 英國皇家音樂 3級考試組 亞軍

HKYFF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鋼琴精英大賽 銅獎 2D 馮婧姼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籃球隊

男子組 季軍 男子籃球隊

2014 屯元區「小營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及季軍 女子籃球隊

男子組 亞軍 男子籃球隊

2014 梁植偉盃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女子籃球隊

深培中學小學五人足球友誼賽 -- 亞軍 男子足球隊

外展教練計劃之五人足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女子足球隊

聖誕泳濤愛心盃

男子 25 米自由泳

冠軍

5B 陳子樂

男子 25 米胸泳

男子 25 米背泳

男子 25 米蝶泳

自由泳接力

4X25 米四式接力

銀禧紀念游泳錦標賽
男子 50 米碟泳 亞軍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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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濤甲午新春盃 女子 4X5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林雅汶

第十七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男乙 50 米 背泳 亞軍
5B 陳子樂

男乙 50 米 蝶泳 亞軍

女甲 100 米 蛙泳 季軍 6B 溫冉瑜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子 50 米蝶泳 殿軍 5B 陳子樂

2014 南華體育會校際保齡球錦標賽

團體賽 亞軍 6C 劉朗韜 6C 黎鎧彤  6B 陳穎儀 6C 吳婉楹

雙人 亞軍 6C 劉朗韜 6C 黎鎧彤

雙人 季軍 6B 陳穎儀 6C 吳婉楹

單人 殿軍 6C 劉朗韜

第一屆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

男童團體 10-12 歲 冠軍 5C 陳炎林  6A 常紹禧  6A 劉昕杰

男子色帶搏擊組 (28-32 公斤 ) 冠軍 5C 陳炎林

男子色帶搏擊組 (40-44 公斤 ) 冠軍 6A 常紹禧

第三屆新界區跆拳道比賽
男子少年色帶組 10-12 歲 冠軍 6A 常紹禧

　男子少年色帶組 8-10 歲 亞軍 4A 曹家健

精英跆拳道邀請賽 　女子色帶組 冠軍 5B 羅晞彤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男子色帶組　 亞軍 4B 溫卓賢

第 12 屆日本國際跆拳道比賽 青少年組 季軍 6A 常紹禧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男子兒童組蠅量級 季軍 5C 何卓鋒

美妙人生之親子兒童跆拳道金盃賽 速度賽 季軍 2A 呂樂謙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
女子兒童長器械

季軍 6A 盧穎欣
女子兒童短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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