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光荏苒，轉眼間學校已經三十歲了。我在創校翌年到任，不知不覺亦已過了二十九個年頭。
我一直陪伴著學校成長，見證了學校的不斷改革和蛻變。近年，我們著力建立關愛的校園文
化和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並透過編寫不同科目的校本課程，以提昇教師的專業能量，成
果已日漸彰顯。孔子曰：「三十而立」，學校正值「壯年」，我們會繼續抱持年青人的
衝勁和熱情，加上累積的經驗和智慧，昂首闊步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在學生方面，我認為首要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特別是在責任感和承擔方面，亦
希望可提升他們明辨是非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避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能立足
於價值觀已被扭曲，且混沌和紛亂的社會。

在教師方面，我們希望繼續透過校本課程及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教師的
專業能力。此外，我們亦會進一步鑽研不同的教學策略，如小組學習、遊戲教學和戲劇
教育等，令學生能學得開心，學得有效。

在學校方面，我們會改動上課的時間表，將所有授課的堂在上午完成，午飯後，學生可
在校做功課或參與不同的活動。我們希望為學生創設一個更均衡的學習環境，令學生能有更多時間休息和發展自己的興趣，
以舒緩他們的學習壓力。我們亦會繼續為學生安排豐富多姿的學習經歷，讓學生能享受校園生活。

我們堅信，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是最重要的，他們要願意學，才會學得好。此外，我們亦希望同學們都會喜愛老師，
喜愛學校，以作為本校的學生為榮。

校

長
感

言

第十五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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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一等獎、3 個二等獎、5 個三等獎及 4 個優
秀獎共 14 個獎項，實在可喜可賀﹗

沈耀光校長應教育局的邀
請 於 26-9-2014 至 1-10-2014
期間參加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
團，認識祖國最新的發展。

第十五屆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人民大會堂

出席教育部晚宴

參觀北京大學

參觀北京小學

參觀北京軍區
第六裝甲師

登萬里長城
與教育局楊潤雄
副局長合照

觀看國慶升旗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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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正在設計分層工作紙

輔導技巧講座

本校於 10 月 22 日舉行「中文科公開
課」，由鄭麗娟副校長示範戲劇教育的課堂，
課後與業界同工進行交流及作專題分享。當
天出席的同工共 130 人，各界反應踴躍，對
本校的中文科教學有極高的評價。

參加者正參觀校本課程展覽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講者

23/8/2014 小一選校攻略 五邑張祝珊幼兒園
鄭麗娟
李幸玲

28/8/2014 專業成長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鄭麗娟
19/9/2014 小班的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 鄭麗娟

20/11/2014
優質教育基金推廣活動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教育局

鄭麗娟
李幸玲

25/11/2014 新任校長培訓課程 教育局 沈耀光

26/11/2014 學校體驗 香港教育學院 沈耀光
29/11/2014 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 教育局 鄭麗娟

專業成長分享會

小一選校攻略

優質教育基金推廣活動

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

本校於本年度再次獲得「環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審批通過「青
苗伴驕陽計劃」，獲撥款約二十六
萬元，進行「安裝太陽能板」及
「更換 LED 燈」兩項工程。

太陽能板將會安裝於本校天
台，工程完成後，除可供電給學校
設施外，亦可協助常識科進行科
技教育課。而更換 LED 燈工程將
會於各樓層的走廊進行 ( 全校課
室已於2010年更換T5節能光管)。

以上改善工程不僅能改善學
生的學習環境，同時亦能減少耗電
量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從而減
低地球暖化所帶來的危機及災害。
而透過此計劃，我們亦期望學生
及家長均能提高環保節能的意識，
共同身體力行，實踐環保生活。

校本教師 發展日
為了配合學校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學校每

年均會舉辦校本教師發展日，本年度上學期的
主題如下：

日期 主題 講者

25/8/2014 正向思維工作坊 李錦棠校長

29/8/2014 輔導技巧 伍沁慧姑娘

3/10/2014

創意教學工作坊
鄭麗娟副校長
周文斌主任

分層工作紙工作坊
梁偉基校長

何芷君副校長及教師

校
外

分
享
會

校
外

分
享
會

青

苗
伴驕陽計

劃

老師以戲劇形式進行創意教學活動

李錦棠校長到校主持正向思維工作坊

小班的未來分享會

有 130 位來自不同地區的中文老師到校觀課

鄭副校長進行戲劇教育分享會

鄭麗娟副校長正進行中文科公開課

參加老師積極評課

中文科 公開 課中文科 公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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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長城

幼小銜接一環一直是本校十分重視的，我們深信
透過開辦不同的課程，可讓準小一學生愉快和順利地
由幼稚園生過渡為小學生，盡快融入小學生活。本校
由 7 月中至 10 月中進行了一個名為「做個快樂小一
生」的幼小銜接課程，內容包括有小一模擬課程、小
一英文預備班、迎新日、小一適應課程及小一成人禮
活動，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能了解學生的需要，並
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以讓學生能盡快適應小學的新
生活。而校方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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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本年度成功申請由香港浸會大
學主辦的「Amway18 區校園有機小農夫計劃
2014-2015」，並已於天台設置有機農圃。此
活動不但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園圃的管理和運
作，讓他們身體力行去領略農耕精神，還可以
令學生領略食物得來不易，藉此培養學生惜食
的美德，並能鍛鍊學生的毅力和耐性，提高其
解難及團體合作的能力。

剛設置完成的天台農圃

各班的植物管理員正在天台農圃進行翻土工作

學校為感
謝各位家長對
學校的支持，
於 10 月 16 日
（四）下午舉
辦聯歡聚餐，
當天共有 70名
家長義工出席，
場面熱鬧。

家長義工 隊家長義工 隊

沈校長感謝各家長義工回校協助活動

鄭副校長與家長義工互相交流學生學習情況

各家長義工正享用美食。

幼
小
銜
接

家長義工暢聚聯誼

故宮

中華文化 長廊中華文化 長廊
為了增加學生對中國歷史及國家發展的認

識，本校特別於地下建造了「中華文化長廊」，
以故宮及萬里長城為背景，營造中華文化的氣氛，
並以展板展示中華文化及中國歷史的資料。

在小一適應課程中，老師
細心指導同學完成工作紙

這是小一英文預備班上課情況

家長也學習，回校學習如
何做一個「升級爸媽」 同學正進行小一模擬課程

小一成人禮多壯觀呀 !

同學與老師在迎新日
一同玩遊戲

A m w a y 1 8 區校園
有機小農夫計劃 2 0 1 4 - 2 0 1 5

A m w a y 1 8 區校園
有機小農夫計劃 2 0 1 4 -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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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學習活動

二年級同學正介紹盤古開
天闢地後的世界。

袋中的物品是甚麼？讓我利用
「五感」來介紹一下吧﹗

同學一邊吃棉花糖，一邊在
「五感觀察表」記下重點。

愛麗斯的故事是怎樣的？
讓我來告訴你吧﹗

流落到小人國的格列佛，究竟有何遭遇呢？

在「墳地慘案之良心胡同」中，
同學十分投入地演繹角色。

除了在台上演繹的同學，原來
台下的同學也相當投入呢﹗

木偶劇場
學習共融

互動劇場
學習理財

英文科學習活動

外籍英語教師於午息時
到課室與同學交談。

同學於小息時利用
走廊上的字詞海報
進行自學活動。

數學科學習活動

二年級同學們
在利用滾輪量
度走廊的長度

五年級同學們正在利用指南針在
量度不同地方的相互位置，究竟
乒乓球桌在涼亭的哪個方向 ?

看 ! 我們正在創作自己的
音樂作品，多高興呢 !

創作完畢，讓我們
演奏給大家聽吧 !

唱歌的時候，我們最愛
加上律動動作 !

一邊唱，一邊跳 !
真是高興極了 !

只要看到我們張開圓圓的嘴巴，就
知道我們能唱出優美的旋律啦﹗

德育及公民教育

透過多元化及生活化
的活動，讓學生反思及得
到啟發。

五年級同學進行大課
伴我同行

同學於午息時到英語室
進行英語棋類遊戲。

同學演繹淘氣的湯姆裝
牙痛時，相當神似呢﹗

活動
各科學習

視
藝
科

校慶貓頭鷹設計

駐校藝術家計劃 - 
立體繪畫課堂

同學們利用 ipad 上數學課
一年級同學從遊戲中學習如何「合
十」，利用數卡找出 10 的組合 !

音樂科學習活動

我們都會吹奏口風琴，很動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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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趣學堂知趣學堂
本校本年度逢星

期二、四、五第 7 及
第 8 節於一、二年級及
四、五年級開設知趣學
堂。知趣學堂共分資訊
影院、民歌樂園及閱讀
天地，目的是提供課堂
以外的學習機會給學
生，拓寬他們的學習面
及學習經歷。

民歌樂園齊唱齊跳

閱讀天地齊齊靜讀

五邑兵團

就職典禮
本校於 9 月 22 日舉行

2014-2015年度五邑兵團就職
典禮，透過就職典禮，向同
學介紹各個兵團的職務，亦
肯定各兵團成員的貢獻，有
助提升他們的形象。

兵團代表宣誓 沈校長向全體兵團成員致訓詞

風紀隊長致詞

資訊影院齊來發問

為了培養學生閱
讀課外書籍的興趣和
習慣，五邑圖書館投
放了各式各樣的資源
去豐富館藏。讓我們
一起到「知識寶庫」
裡尋寶吧！

全體五邑兵團大合照

圖書館尋寶記

(介紹館藏的系列書籍 )

老鼠記者系列 (中、英 )

*National Geographic
 Kids

* 君比系列
Secret Seven

Early ReaderMagic School Bus *Magic Tree House( 神奇樹屋 )

* 科學智叻星 (雙語漫畫 )

* 專題書展 (名人傳記 /故事 )

* 學習遊戲 (中、英、數、邏輯 )

* 親子閱讀圖書角

* 閱讀大挑戰 5



同學參觀陸佑堂

師生大合照

學校旅行學校旅行

五邑好友營五邑好友營五邑好友營
本校於 10 月 10 日及 11 日舉行「五邑好友營」，一至三年級進行一天日營，四至六

年級進行兩日一夜宿營活動，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抗逆解難、堅毅解難的能力。

一年級同學自行準備午膳！
同學都聚精會神地進行活動 同心協力，完成「同心竹」挑戰

本 校 於 11 月 14 日 ( 五 )
假大欖郊野公園 ( 大棠自然教
育徑 ) 舉行學校旅行，同學於
郊野公園進行各項活動，例如
燒烤、前往教育徑及集體遊戲
等，大家樂而忘返。

前往教育徑

五、六年級燒烤

同心協力 奪 錦標
本校於 9 月 2 日舉行「同心

協力奪錦標」，透過不同的團隊遊
戲，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凝聚班內共
力，最後選出每
級一班冠軍和最
具團隊精神獎，
氣氛熱烈。

6B 班拼砌的「30」真清楚！

我們成為五年級冠軍呀！

10 月 18 日，本校一眾小六學生在老師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往香港
大學遊覽。香港大學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學生們先參觀最古老的
建築物——陸佑堂，了解它的歷史，之後前往大學圖書館，沾染大學生
的書卷氣，最後到達荷花池及孫中山先生銅像，聽老師講解國父孫中山
先生與香港大學的淵源，同學聽得津津有味。

接着學生們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一下車便看到聞名的百萬大道，接
着參觀中文大學圖書館，並在門前的雕塑《烽火台》前合照留念。由大
學校友及老師帶領學生參觀楊振寧教授的銅像，講解楊振寧和李政道兩
位教授的學術成就。學生們沿着大學校園順步到了崇基學院的未完湖，
領略香港中文大學的風光，並由校友講述未完湖的故事。

最後，學生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與校友別離後，便乘旅遊車回校。

校友作導遊

聖誕聯歡會
為了增加節日氣氛，我們在

12月22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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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學生大合照

天才表演花絮

這組三年級同學獲勝了！

集體遊戲

我講個秘密你知呀…

看我們的動作多一致

敢夢·夢啟航 -大學校園遊

在百萬大道留影

在崇基學院拍團體照留念

到達香港大學

同學們都十分享受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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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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項，亞軍41項，季軍39項，
殿軍 1項，優異 71項，合共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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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文集誦 一、二年級 冠軍 中文集誦隊

粵語詩文集誦 四年級男子組 冠軍 4B 鄧晋雷

英詩獨誦 一、二年級女子組 冠軍 2C 林穎涵

英詩獨誦 三、四年級女子組 亞軍 3B 鍾曦曈

粵語詩詞獨誦 六年級男子組 亞軍 6A 蘇文聰

英詩獨誦 一、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1D 黃濼霏

英詩獨誦 一、二年級男子組 季軍 2C 黃栢濤

普通話詩詞獨誦 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A 李思慧

粵語詩詞獨誦 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6A 吳汶穎

粵語散文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中文集誦隊

粵語詩文集誦 小學三、四年級 優良 中文集誦隊

英詩集誦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英文集誦隊

普通話詩詞集誦 一、二年級 優良 普通話集誦隊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小學組 冠軍 6A 蘇文聰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 1B 周雅文

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六年級 冠軍 6C 林靜宜

 數學奧林匹克解難邀請賽 升小三
金獎

3B 林顥倬
二等獎

數學奧林匹克解難決賽
升小三 二等獎 3B 林顥倬

升小五 二等獎 5B 曾梓灝

第三屆 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一年級 金獎 2A 陳晉禮

三年級 銅獎 4C 周玟希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初級組 季軍 2D 黎彥亨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4

吹管新苗組 冠軍 3C 袁沅琪

小合奏組小學組 亞軍 中樂團

吹管新苗組 亞軍 3B 馮俊斌

彈撥新苗組 亞軍 3D 何思程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演奏家鋼琴大賽 練習曲組
第一名 4A 龍文軒

2014 年 MF 音樂聯賽 鋼琴練習中級組

美樂音樂學校級際音樂比賽

鋼琴練習曲組五級以下
第一名 4A 龍文軒

鋼琴演奏中級組

鋼琴表演 第二名 3C 王晨霖

第四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 初級組 亞軍 2D 葛書婷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四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2A 葉博熙  2C 黃穎心  2D 黃穎妮  3D 麥煒虹
3C 張鎮雯  4B 丘倩兒  4B 陳凱熙  5A 黃志軒
5A 鄭硯智  6C 陳希妍  畢業生 溫冉瑜

二等獎

2A 莫凱竣  2C 周文熙  2B 林詠彤  3C 翁令恩
3C 黎毅正  4A 黃芷琪  4C 黃懿君  4C 曾礽曦
4C 周玟希  5A 鍾健一  5B 葉繕僮  6B 馮樂欣
6B 鄭烷桐  畢業生  鄭然升  劉穎姿

三等獎

2A 鄧焯楷  2A 吳英秀  2B 林景佳  2C 劉晞汶  
2D 黃成真  3A 陳淑賢  3B 莫潤朗  3B 姜尚余  
4A 龍文軒  4B 鄧晉雷  4B 馮婉翹  4B 葉倩盈
5A 莫柏迪  5A 曹家健  5B 李羨恩  6B 李瑞榮
6C 陳炎林  畢業生  周泳如  盧  洛

合家歡嘉年華中秋節繪畫填色比賽 高級組 冠軍 5A 鄭硯智

「愛 ·家人」年曆卡創作比賽 初小組 冠軍 3B 蕭樂

2014-2015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2014-2015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音樂音樂

視藝視藝

學術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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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峰舞蹈杯 單人鬥牛 冠軍 6C 陳焯琳

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學生組 冠軍 5B 溫卓賢

元朗西區幼童軍主席比賽 2014 團體 冠軍 6C 何樺鎌

童軍總會新界地域主席錦標比賽 團體 冠軍 6C 何樺鎌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團呼比賽 團體 亞軍 6C 何樺鎌

體育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新會商會中學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田徑隊
佛教梁植偉中學 冠軍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亞軍

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季軍

新會商會中學 男子組 殿軍 男子田徑隊

第十八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 100 米 冠軍 6A 李雪游

女子甲組 200 米 亞軍 6B 陳美彤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 E組 4X100 接力 亞軍 6B 陳子樂  6B 鄧子健  6C 李家偉  6C 呂旨獻

陳黃淑芳紀念盃小學 5人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籃球隊蔡章閣盃小學三人籃球挑戰賽 女子組 冠軍

琳明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深培中學小學五人足球友誼賽 　--- 季軍 男子足球隊

社區共融計劃足球大比拼 初小組 亞軍
3A 蔡明軒

兆康少年足球比賽 06-08 組別 亞軍

第十七屆港清盃游泳友誼邀請賽

香港學生 4×25 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6B 陳子樂

男子初級組 25 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男子初級組 25 米背泳 冠軍

男子公開組 4×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男子初級組 25 米蝶式 冠軍

男子公開組 4×25 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男子高級組 50 米胸泳 季軍

第五屆 YM 分齡游泳賽 男子 F組 50 米蝶泳 冠軍 6B 陳子樂

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男子 11 歲 50 米蝶泳
亞軍

6B 陳子樂10-13 歲 4×50 米四式接力

男子 11 歲 50 米自由泳 季軍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H組 50 米蝶泳

季軍 6B 陳子樂
男子青少年 H組 100 米蝶泳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 MH 組 100 米蝶泳 季軍 6B 陳子樂

第五屆黃仙區「街坊盃游泳錦標賽」
男子 10 歲組 50 米自由式

季軍 6B 陳子樂
男子 10 歲組 50 米蝶式

2014 友會游泳聯賽

男子 9-10 歲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林柏言男女子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 9-10 歲 50 米蛙泳 亞軍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兢技冬日節

4x50 接力 金獎

4C 林雅汶50 米蛙泳 銀獎

4X50 4 式接力 銀獎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4 女子 I組 100 米蝶泳 亞軍 4C 林雅汶

讓愛回歸武出活力慈善金盃賽 2014 男子組速度賽 冠軍 3A 呂樂謙

精英小學暨幼兒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個人組 亞軍 6B 羅晞彤

2014 年精英跆拳道個人套拳比賽 品勢組 亞軍 6B 羅晞彤

第八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品勢組 季軍 6B 羅晞彤

男子組 30-33 公斤 季軍 6C 陳炎林

2014-2015 年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男子組 33-36 公斤 季軍 6C 何卓鋒

其他其他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