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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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校訊
2015 年 08 月

五邑鄒振猷學校

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同學：
轉眼間，新學年又到了，相信大家都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新一年的來臨，學校也正密鑼緊鼓地籌備新學年的

發展計劃。

近年，社會上掀起了「贏在起跑線」的潮流，不少家長為了子女有更「美好」的前途，自小已安排了「密麻
麻」的生活時間表，把課餘時間填得滿滿的。自小培養興趣原是美事，但過量或過於功利則把美事變成壞事了。
有見及此，學校今年特別改動了時間表，除了學科學習之外，增加了下午時段的延展課程，藉以擴闊孩子的興趣，
以及平衡繁忙的學習生活。來年我們將繼續優化知趣學堂的內容，進一步拓寬接觸面，讓孩子嘗試更多元的學習
模式，我們更期望家長能把時間釋放給孩子，多安排戶外活動，以讓他們的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

除了作息有序之外，兒童肥胖亦是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問題，我希望家長能利用暑假為有過胖問題的孩子建立
健康飲食及每天運動的習慣。

健康的身體固然重要，良好的人格更不容忽視。近年，社會上瀰漫著抗爭對立的氣氛，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
欠缺包容、體諒、互信，這是作為教育工作者感到痛心又擔心的情況。孩子自小耳濡目染，對其個性成長有極其
嚴重的影響。人欠缺了包容，眼中只有自己，不懂得聆聽不同的聲音，長此下去，社會只有進一步撕裂，人與人
的關係將會崩潰。學校是育人之地，我們絕對不希望孩子的成長有此缺憾，我們會不斷強化品德及價值教育，但
更期望家長也能在日常生活上多教導孩子包容兼聽、體諒互愛的處世態度。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我們相信孩子自小在關愛的環境下成長，對其個性的塑造有正面的影響，但若欠缺家庭
的合作，學校再努力也是徒然，讓我們攜手帶引孩子走上積極向上的成長路，做個身、心、靈都健康的人。

祝

家庭幸福！生活愉快！                                                                                      

沈耀光校長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Prof.Maurice Galton 到校探訪 

英國劍橋大學
Prof.Galton 訪校

校
長
的

話

5 月 11 日，五邑工商總會首長到

學校巡視，首長們先去觀看一年級的同

學上德公課，然後到校園電視台試玩數

學平板電腦活動，最後便到禮堂觀看同

學們的精彩表演，節目豐富，首長們均

表示十分滿意安排。

首長巡校

沈校長代表

接受紀念品

分享本校全人

發展的情況

嘉賓與學生共膳 嘉賓觀課

家長分享

甘肅省校長交流團訪校甘肅省校長交流團訪校

甘肅省小學校

長教育交流團

小導遊帶領嘉賓參觀校園

首長與表演學生合照

首長與老師合照

首長在利用 i-pad 玩數學遊戲

高級組合唱團獻唱《祝福》

5A 班說中國神話故事

中樂團表演最有氣勢

首長到雨天操場觀察
同學的放學情況

首長在「敢夢‧夢飛翔
浮雕牆」前留影

首長和一年級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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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校共舉行了四場由鄭麗娟副校長施教的中文科公開
課，每場均有過百位業界同工參與，總觀課人次達 529 人次。
課後，鄭副校長更作專題分享。從活動後的問卷所見，各界
對公開課讚譽有嘉，對本校的中文科教學有極高評價。

中 文 科 公 開 課

來自不同學校的中文老師到校觀課

參加者參觀校本課程展覽

家長留心聽講，學習管教小朋友之方法

不經不覺，表揚教師計畫已
踏入第二十屆，經由校內教師推
選，本年度獲表揚的教師為鄭麗
娟副校長及胡嘉蓮副校長合照。

此外，「家長也敬師」運動
也已踏入第二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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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老師。

主禮人與畢業生合照

本校每年均會為家長安排不
同類型的課程及工作坊，以
讓他們積極進修。本年度主
題包括：
1、「正向思維」
2、「親子有方‧管教有法」小組
3、「正向生命方程式」
4、「敎養孩童如何終生學習」家長工作坊
5、家長專題講座 -「視覺及處理眼睛常見

的問題」及「沒有眼淚學習」
6、「愛兒不溺愛 - 正確的管教方法」家長

講座
7、「家添正能量」講座
8、「正向生命方程式」家

長小組
9、「談性說愛」家長講座

小司儀對白精警
陳錦臺校監
致歡迎辭

陳鴻基理事長
進行校務報告

李錦光先生
致辭勉勵同學

聯校畢業禮 香港五邑工商總會屬下小學聯校
畢業典禮於 6 月 30 日假五邑司徒浩中
學舉行。那天，荷蒙教育局新界西首席
教育主任李錦光先生蒞臨主禮、致訓詞
及頒發畢業證書，使本會蓬蓽生輝。

表揚教師計劃及家長也
敬師運動

參加老師積極評課

分享會

4 月 13 日是學校的第三
次校本教師發展日，是日我們破天荒安

排了電影欣賞活動──全體老師一起觀
賞了《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改編自一
位充滿教育熱誠的幼   稚園校長感動人
心的真人真事，觀賞後，我們回校進

行心靈對話，分享內心的感受及對
教育的看法。

《

五
個小孩的校長》

觀賞電影前拍照留念

電影開始了

觀賞後的心靈對話

 電

  影

  欣

賞

校外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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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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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015 擬任校長課程—教師專業成長 香港浸會大學 鄭麗娟

9/3/2015 如何透過戲劇教育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九龍靈光小學 鄭麗娟

4/3/2015
7/3/2015
13/3/2015

中層管理課程—專業社群 香港浸會大學 鄭麗娟

12/3/2015
14/4/2015
12/5/2015

創意寫作工作坊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鄭麗娟

9/4/2015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分享會 優質教育基金 鄭麗娟

15/4/2015 課後學習支援伙伴計劃培訓課程導師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

15/4/2015 中文科示範課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

16/5/2015 口語溝通教學分享會 香港理工大學 胡嘉蓮

15/6/2015
19/6/2015

小學課程領導工作坊 :學會學習 2.0 香港中文大學 鄭麗娟

18/6/2015 閱讀推廣 長洲聖心小學 梁滿英

3/7/2015 卓越教學論壇 香港教育學院 鄭麗娟

18/7/2015 中小銜接 教育局 鄭麗娟  李幸玲

創意寫作工作坊為準教師安排的語文示範課 口語溝通教學分享會

家長教育

校外社工何先生正
與家長分享教養孩
童終生學習的方法

鄭麗娟副校長及胡
嘉蓮副校長合照

吳菁儀老師和劉雅文老師合照

家長與導師分享正向
生命之價值觀

戲劇教育分享

中樂團表演精彩
蘇文聰同學獲頒傑出學生獎

英 語 日

音樂科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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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獸叔叔為同學說故事，
同學都靜心欣賞。

五年級同學表演的《牛郎
織女》，贏得全場掌聲。

中文科   文學活動日
學習活動

一年級同學樣子可愛，說
的故事也相當吸引呢﹗

為配合二年級的專題——《好玩﹗
好玩﹗》，中文科特別邀請了木
偶劇團來為學生示範傳統木偶劇。

六年級同學帶大家
「回到南宋」，讓大
家看看當時的情況﹗

由五年級同學親身示範
何謂餐桌禮儀，相信能
令大家有深刻的印象。

三年級同學在《字尋樂
趣》中學會了象形文字、
歇後語、字謎等，並進
行遊蹤活動，一展所學。

一年級同學開心地
吃果凍，然後用五
感記下果凍的顏
色、味道等。

四年級同學到山頂遊覽，然後回校寫作。

英 語 日

你們看﹗這隻鵝生下了金蛋呢 ! 

快把它賣掉吧 !

高年級的同學利用 iPad

進行 Scrabble 遊戲。

二年級的同學在報告自行設計的菜單。
小薑餅人，快乖乖地跟我們回去吧。

齊來吹奏口風琴 !
上音樂課最開心就是可以一邊
唱歌，一邊律動！

我們會用不同的環保物料
自製敲擊樂器。

看 !我們也會吹奏牧童笛。

P1 社區睇真 D

P3 交通安全大使

P6 競選區議員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科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培養

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P5伴我同行

P3 貧富宴

P6 萬眾一心

英文科英文科

二年級同學們的表演非常合拍呢！
六年級英文資優班
的同學正利用 iPad
進行創作活動。

同學們正透過製
作麥皮學習以英
語表達程序。

學習活動

一年級的同學正在參與
sentence-making 遊戲。

音樂科 學習活動

製作名信片後，同
學們進行模擬寄信，
扮演郵差的老師會
替同學們派信。

三年級同學很喜歡人面餅乾。

同學正用心地閱
讀 在 My First 
Dictionary 內
累積了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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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的哥哥姐姐化身為愛心閱讀天使，
為小一、二的學弟學妹說故事。

熱切期待「演藝日樂隊及合唱工作坊」的開始！

摘 星  計劃

早上中英文故事時間，同學們很喜歡
聽故事姨姨說的精彩故事！

書伴我行家長閱讀工作坊 (第二期 )菜姨姨

屯門閱讀節 2014「閱讀愈有趣」啟航禮屆閱讀攤位遊戲 屯門閱讀節——頒獎禮暨與作家會面 ( 讀後感

寫作比賽——亞軍4B 丘倩兒;優異5A黃志軒)

「閱讀在屯門 2014」 社區書展暨「學生閱讀獎勵計劃」頒獎禮  

閱讀推廣組帶領同學和家長一同參與社區和
學校內外的各項閱讀活動 , 同學們都能在活動中
享受閱讀的樂趣，真的是「閱讀愈有趣」。

五邑戰士，一飛衝天！

摘星計劃的目
的在於培養學生訂
立目標，並努力實踐
的態度。而經過一年
的努力，很多同學
們都儲了很多獎印 ! 
在試後活動的「五邑
大笪地」中，同學們
能夠以獎印換取禮
物或競投老師送出
的禮物。快來看看當
天實況吧 !

本年度交齊功課的同學，獲安排到迪士尼樂園參加奇妙學習之旅。他們
除了可以自由享用園內的設施外，也可參加「演藝日樂隊及合唱工作坊」。
此活動讓學生欣賞世界級表演的同時，亦能認識演出前應作的準備，領略專
業表演者的演出秘訣。

進行活動前的指定動作 -大合照！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很多同學們都能夠換取喜歡的禮物

這些同學當天順利擊敗其他對手，成功投得校長及老師送出的禮物 !

閱讀伴成長，身心更健康閱讀伴成長，身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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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營畢業營畢業營

高級組合唱團

慶祝成功破解密室！

活動前由場地職員簡介

各班表演精彩

籃球大決戰

電波少年
初級組合唱團

音
樂
科
校
隊

花
絮

中樂團表演

進入密室前要帶上面罩，增加神秘感

生日會分享美食

學校挑選出本年度有優異表現之五邑兵
團成員參與 4 月 18 日之「電波少年」活
動，透過「密室逃脫遊戲」，培養學
生的領導才能及與人合作的能力。
遊戲中同學要透過智力、體力、
想像力、同伴合作來破解謎團及
克服困難，從而達到「成功逃
脫密室」的要求。

本年度六年級之畢業營
已於 6 月 25 日至 26 日順利
完成，學生與老師在香港童
軍總會洞梓童軍中心一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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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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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操訓練

5. 彩彈大戰
6.我們畢業了！

2. 學習軍體拳

3. 投擲手榴彈

——星中之星選舉結果五
邑

之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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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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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邑星中之星 6A 李雪游

五邑之星
4A 龍文軒  4B 丘倩兒  4B 鄧晉雷  5A 鄭硯智  5B 廖耀彬
6A 陳曉楠  6A 李雪游  6A 蘇文聰  6B 陳子樂  6B 羅晞彤

本校於 6月 19 日舉行了一個別

開生面的主題活動——奇妙之

夜。當晚學生回到學校組成夢

想穿梭隊，拯救小振和小猷，

令他們最後能回到未來。

奇妙      夜之

找到了！就是這一幅 黑白過關沒難度 我們全猜中

童年與現在，分別很大呢！

步步為營心膽跳

真難找！究竟在哪兒？

五邑之星大合照
「星中之星」與校長合照

4. 乘坐坦克車

本校於 4 月
8 日至 11 日由老師

帶領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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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歷奇    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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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 6月為止，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68 項，

亞軍 79 項，季軍 92 項，殿軍 4 項，優異 170 項，合共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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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
二等獎 畢業生 王慧盈

三等獎 2C 紀天恩 3A 譚錦渝 5A 陳心如 5A 黃志軒 5B 梁頌賢

第 9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決賽

　五年級 一等獎 5B 廖耀彬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15 / 亞軍
6C 林靜宜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14/2015) 小學組 銅獎

海鷗社第 13 屆屯門區小學生徵文比
賽 2015

初小組 季軍 3D 陳晴朗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英文寫作比賽 小學組
Most Memorable
Ideas Awards

5B 蔡靜怡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4/2015 小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
4A 龍文軒  4A 彭敬謙  4B 鄧晉雷
5A 馮曉逸  5B 何智程  6C 林靜宜

第十四屆粵港澳伯裘盃

　全場 總冠軍 4C 黎澆晴  4C 周玟希  5A 鄭硯智 
5A 黃志軒  5B 蔡靜怡  5B 王宇森

數學攤位設計比賽

冠軍

亞軍
6A 吳汶穎  6B 鄭烷桐  6B 馮樂欣 
6B 楊翱維  6C 陳炎林  6C 陳焯琳

小學數學短片
創作比賽

季軍
2C 林穎涵  2C 紀天恩  3B 黎澆如 
3B 莫潤朗  6A 蘇文聰  6C 李家偉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比賽

一等獎 2A 陳晉禮  5B 廖耀彬

二等獎
2A 葉博熙  3B 林顥倬  3C 林凱瑩  4A 龍文軒
4A 鮑  曉  4B 楊睿騫  5A 鄭硯智  5B 曾梓灝
5B 莫凱傑

三等獎
2A 莫凱竣 2C 黃栢濤 3A 梁逸晴 3B 莫潤朗
6A 黃凱妍 6A 蘇文聰 6B 羅晞彤 6C 刁  睿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B 林顥倬 3C 林凱瑩 5B 曾梓灝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比賽

港澳公開賽

銀獎 3C 林凱瑩 3B 林顥倬 5A 鄭硯智 6A 蘇文聰

銅獎
2A 葉博熙 2A 陳晉禮 2C 黃栢濤 4A 鮑  曉 4B 鄧晉雷 
5A 林芷瑩 5B 廖耀彬 5B 莫凱傑 5B 曾梓灝 6B 羅晞彤

香港區晉級賽
銀獎 3B 林顥倬

銅獎 3C 林凱瑩  5A 林芷瑩  5B 曾梓灝

智力奧數《騰飛盃》第四屆

小二組 銀獎 2A 陳晉禮

小五組
銀獎 5B 曾梓灝

銅獎 5B 莫凱傑

第九屆《南方盃》國際數學競賽 / 銅獎 2A 陳晉禮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屯門區 ) /　 銅獎 6A 黃凱妍  6A 蘇文聰  6B 羅晞彤

2014/15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　 銅獎 6A 黃凱妍  6A 蘇文聰  6B 羅晞彤  6C 刁睿

第 26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5 團體賽 三等獎 6A 黃凱妍  6B 蘇文聰  6C 易佩華

第五屆屯門區數學串串橋比賽 團體賽 優異獎 4A 彭敬謙  6A 黃凱妍  6B 馮樂欣

魔力橋數字比賽 團體賽 優異獎 6A 蘇文聰  6A 黃凱妍  6B 馮樂欣  6B 楊翱維

第二屆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設計比賽 冠軍 5A 鄭硯智  5A 馮梓晴  5A 黃志軒

飛行比賽 亞軍 5B 廖耀彬  5B 梁志康  5B 何泳姻

衝上雲霄 ~升空火箭比賽 2015 / 季軍 5A 鄭硯智  6A 蘇文聰  6B 楊翱維  6C 陳炎林

2014-2015 年度校際比賽
得獎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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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2015 屯元區「小型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籃球校隊優異

2014-2015 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田徑校隊

男子組 殿軍 男子田徑校隊

梁植偉盃乒乓球小學邀請賽比賽 女子組單打 亞軍 5A 朱晶晶

兒童節足球同樂日 2015 挑戰賽 U10 組 冠軍

3A 蔡明軒
第二屆嘉寶盃 U9 組 冠軍

2015 新明苑盃足球公開賽 U10 碟賽 亞軍

2015 北區創毅英華足球盃 / 季軍

第二屆小學蔡章閣足球挑戰盃 /　 優異獎 足球校隊

第十八屆小學校際水運會

男乙 50 米蛙泳 季軍 5A 林柏言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6B 陳子樂

女丙 50 米自由泳 季軍
4C 林雅汶

女丙 50 米背泳 殿軍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兢技冬日節

男子 4X50 4 式接力 冠軍

6B 陳子樂
男子 50 米蝶泳

亞軍
男子 50 米背泳

泳濤銀禧紀念游泳賽挑戰盃 2015 男子 50 米蝶泳 季軍

元朗佛教小學跆拳道品勢比賽 全港公開賽 冠軍
6B 羅晞彤

小學生暨幼兒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全港公開賽 亞軍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搏擊組 冠軍 3C 李澤泓

2014-2015 年度全港跆拳觀摩邀請賽 兒童組 季軍 5A 曹家健

2014-2015 全港小輪車分齡聯賽暨全港小輪車公開賽 全港公開賽 亞軍及季軍 1A 黃塱寬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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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歌唱組 亞軍 5A 彭芷欣 

第 67 屆學校音樂節

二重奏中級組 金奬 4A 龍文軒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冠軍 4A 龍文軒

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 -中級組 亞軍 4A 龍文軒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冠軍 4C 周玟希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
銀獎

1B 周雅文 1D 陳穩謙 2A 陳晉禮
2C 紀天恩 2D 葛書婷

銅獎 2C 鍾健朗

兒童組

金奬 4A 龍文軒

銀獎 4B 鄧晉雷 4C 周玟希

銅獎 3C 黎毅正 4B 黎毅朗

中童組 銅獎 5A 鍾健一 5A 彭芷欣

迪士尼 90 週年鋼琴大賽 2014 全國初級組 第二名 4A 龍文軒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中樂獨奏 B組 季軍 5B 葉繕僮

第十一屆《德藝雙馨》
中樂獨奏兒童 A組 季軍 3D 陳晴朗

中樂獨奏 B組 季軍 6C 陳焯琳

小小慈善音樂家 小童組 季軍 1B 周雅文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親職共融悅讀計劃 2014 故事人物造型設計比賽 中級組 冠軍 4B 丘倩兒

體
育

音
樂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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