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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很多人都擁有智能產品。日常生活中，我們

不難在車廂、巴士站、食館、路上......看到人們拿着手機，似乎在現代

化的社會，資訊及通訊科技已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們已給電子產品操控了！就連我們的下一代也不能倖免。

衞生署報告指出1，有五分之一的受訪中小學生每日花超過三小時

使用互聯網，其中約有三分之二家長曾經或間中因使用互聯網及電子

屏幕產品與子女爭執。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亦會對身體造成若干潛在的

健康風險，如肥胖、視力、頸痛和上肢痛症等，身體也變得欠缺活力。

縱使科技為我們帶來好處，但我們亦應該取得平衡，否則孩子長大後就

要面對各種身體上的毛病。

有見及此，學校在本年度參加了康文署舉辦的「我智FIT健體計

劃」，活動是針對體重過重或過輕的學童，透過一系列的體育活動，建

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在眾多的運動項目中，我們為學生揀選了一些富趣味的運動如

體適能、武術、保齡球和滾軸溜冰，希望藉此培養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

另外，學校亦成立了女子足球隊，希望讓女同學也有機會接觸足球運動，鼓

勵學生恆常做運動、訓練堅毅的意志和團隊精神。球隊成員大部份是三、四年級學

生，她們每星期均進行集訓，還參加了足動全城女子七人賽。看到她們穿著耀目的

球衣，在球場上專注地練習，讓我深深體會到運動帶來的好處真不少！

學校把STEM教育結合到日常生活上，讓學生活學

知識、激發創意、促進自學。在學習3D打印課程時，我

們請五年級同學把學校附近的環境及建築物以3D立體模

型打印下來，從中鼓勵他們多觀察身處的社區。學校位於東大街，街道上有很

多具特色的建築，學生透過觀察、構思、加入個人的創意，把整條東大街的特

色建築物展現出來，當然少不了筲箕灣官立小學3D模型，它們全部都是由同學親自設計，你看他們真是很

棒啊！

筲箕灣官立小學於1958年創校，今年已踏入60周年，感謝前任校長王齊樂校長為迎鑽禧校慶親筆題

字，為校慶錦上添花。在60年裏，學校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當中有很多成為社會上傑出人士，致力

貢獻社會。為了隆重慶祝，學校已準備了一系列的活動迎接筲小鑽禧紀念，請大家拭目以待。

梁靜宜校長

校長的話
齊來運動 樂趣無窮

「筲小聯歡迎甲子 英才樂育慶綿長」

活學知識 啟發創意

1 2014年《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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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本校教師積極裝備自己，透過不同的電子媒介及獎勵計劃，讓學生從有趣的遊
戲中，輕鬆增進學科知識。

學習與自 電主 子學習

發揮創意遊走 藝術天地

遊戲學習跨進 知識寶庫

「e」悅讀跳躍 字裏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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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四年級中文科獲教育局提供校本支援服務，老師期望透

過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探討更有效的教學方法，提升中文科學與

教的效能。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潘慧如博士領導

四年級科任老師組成課研小組，定期進行備課會議，設計校本讀寫

課程。校本讀寫課程以教科書為依據，通過「讀寫結合」的方法訂

立寫作題目和寫作的學習重點。在讀文教學方面，老師按單元進行

仔細的備課，進一步提升教師的語文素養。寫作課程方面，兼顧實用文寫作訓練及配合學生生活和學習上

的需要。

在寫作教學方面，每一個課業都考慮寫作前對學生的輸入，讓學生有足夠的信心和能力完成寫作。課

業設計包括：學習重點、範文、小練筆、好詞好句和寫作大綱等元素，部分更設計分層工作紙，以照顧學

生的學習多樣性。在記敘文的寫作課業中，除了教導學生運用倒敘法外，還有鼓勵學生在文章中加入細節

描寫來豐富文章內容，以及建議感想段採用情、理、期望等角度來構思。在說明文的寫作課業中，循序漸

進地教授說明文的結構、分說段的寫法和不同的說明方法等。

課研小組於本學年結束前主持校本分享會，跟全體中文科教師分享四年級共同備課的經驗和成效。

到校支援
課研

促
持

進
續

成效
專 業討論

教育局校本中文科支援服務

潘博士與科任老師進行共同備課，討論各單元的學習重點。

透過I-PAD搜尋貓的叫聲。

科任老師進行同儕觀課。
老師，我想嘗試解決這難題。

同學們依據課文內容找出

作者遊盧園的路徑。 同學們根據搜集的資料進行討論，看看
怎樣描寫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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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our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Support Programme on Foster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o Enhance Small Class Teaching” offered by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programme aims to nurture highly competent English 
teachers and develop effective pedagogies at school. Professional support in curriculum design has 
been provided to our P.4 English teachers.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come together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good practices in the areas of e-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cross-curricular collaboration, etc. As a special educational activity, all of our P.4 students had an outdoor 
learning trip to Stanley Plaza on 25th and 26th April, 2018 where they interviewed tourists visiting Hong 
Kong in English.

Support Programme on Foster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o Enhance Small Class Teaching

Learning English at SKWGPS

“STEM-in-Context”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STEM education, the “STEM-in-Context”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December, 2017. Students of different class levels were asked to write on a STEM-
related topic. Here are some of the winning entries:

If I become an inventor, I will invent a cooking 
robot.  My parents are always busy at work and they 
sometimes can’t come home on time to cook for me 
and my siblings.  Sometimes they are too tired to cook 
after work.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invent a cooking 
robot to lessen their burden.  This 
cooking robot can make three 
dishes in just five minutes.  I believe 
it could be a great help to many 
families in Hong Kong.

M y favour i te  human 
architecture i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 t stretches 
from Dandong in the east 
to Lop Lake in the west of 
China. It was built from the 
7th Century BC to the 17th 
Century. It was built to protect the Chinese 
states and empires against the raids and 
invasions of the various nomadic groups of 
Eurasian Steppe. It is special because it is 
extremely enormous and that it can even 
be seen from the moon, its shape is like a 
huge dragon. It is also the longest cemetery 
in the world, with a recorded length of 8,852 
km long. 

I think the Great Wall is the most 
magnificient piece of architecture in human 
history as its construction time spanned 
over an incredible 24 centuries (2,400 years) 
and it required the greatest human effort of 
any ancient construction in history.

My favourite inventors are 
the Wright Brothers.  They were 
born in the USA.  They invented 
the aeroplane.  Their inven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world because 
people can fly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by plane.  
They are my favourite inventors because they were 
smart and they did not give up despite a lot of failures.

“My Favourite Inventor” 
By Tsang Fan Wing (2C)

“If I become an inventor, I will invent a/an……”
By Wang Ka Yan (3D)

 

“The most magnificent architecture in 
human history”
By So Yu Chai (6A) 

Our students had an exciting learning experience interviewing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bout their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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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能力好像一顆寶石，只要經過琢磨，可成美鑽。如果學生知道自己可以是琢磨這顆美鑽的

工匠，從而成為一個推動學習的老師，那麼，學習就更具意義及能達致更大的成效。「自主學習」在本校

已發展至第三年，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學生已察覺自己在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老師更重要。綜觀過去

三年，數學科老師在學習活動的設計上頗具心思，促進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電子學習亦是近年學與教的大趨勢，本校前年參與Wifi-900計劃，推動電子學習。老師透過電子學習

軟件及利用電子互動學習工具令數學科學與教更具成效，學生學得更有趣。

數學學習 主 提升可 效自 能靠電 子

學習原來可以很有趣！

你這樣出數字卡，我該怎樣回應呢？

運用kahoot進行電子學習。

透過遊戲學習，要贏就要靠自己。

自定方向，在校園附近尋「寶」。

我終於找到「寶」！

我們用平板電腦去尋「寶」！

SKW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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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簡單的一張紙，其實當中蘊藏很多實驗元素。本校在3月23日為全校學生舉行了 點「紙」咁簡單 

STEM活動，讓學生動腦筋做科學探究實驗。所有實驗活動均使用再用紙作為材料，既環保又有新鮮感。

一、二年級學生探究紙張的形狀與承托力的關係，認識不同柱體的支撐力。三、四年級學生利用相同的紙

材，比較橋台的距離、橋面的摺數、橋面的摺向等對紙橋所能負載重量產生的影響。五、六年級學生體驗

不同結構與力學的關係，製作承重量最高的紙橋。

這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生活化的材料，進行STEM實驗，讓學生動手參與、探索及創作，加強解

難、協作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從而激發創意，啟發思考。

咁簡單點 S「 T E M 動活紙 」

紙橋下加設橋墩，
承載更多的重量。

動手做、 用心學 、活體驗。

經過測試後，我們發現圓柱體能承受最大的重量啊！

紙橋的摺數越多，支撐點就越
多，承載的重量也越多了。 學生先估計紙橋能夠承受書本的重量，再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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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018年4月11日舉行了常識科STEM科技日。為了配合學校的課程發展，本校常識科科技日增

添了STEM元素（科學、科技、數學、工程）。

各級學生利用在課堂中學會的科學原理進行了科技探究活動。當日同學表現非常雀躍和投入。主題包

括：一年級─紙杯機械人，二年級─不倒的汽水罐，三年級─磁力賽車，四年級─磁力小火車，

五年級─輕鬆過電關，六年級─實物投影機。是次活動不但增加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還提升了他

們自主學習、解難、協作及溝通等能力。

常 S T E識 M科 科技日

同學正在試驗磁力吸引電池的威力！

同學合作製作實物投影機機身。

同學聚精會神地擺放汽水

罐的「姿態」。
老師協助同學把水倒進汽水罐內。

我們成功完成
「輕鬆過電關」活動！

我們利用顏色筆將

鐵線繞成線圈。

我們耐心地設計及
研究電路圖！

我們比試一下誰的賽車更強勁。

我們一起製作「機械人」。

看！我成功將線穿入紙杯內！

梁校長協助同學正確地安裝電池。

組員投入地一起設計賽車路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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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展的一套電腦圖形化程式語言，可以用來創造互動式故事、動畫、遊

戲、音樂和藝術。為了配合STEM教學所提倡的觀念，本校於五年級及六年級的電腦科中加入了Scratch

課程，利用設計遊戲的概念，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透過設計簡單的小遊戲，可將自己的創意運用其

中，達到更理想的學習效果。

遊 戲創 作 Scratch程式設計

透過循序式指令思考，同學找出電腦

需要的執行指令方塊。

Scratch內的角色需預先設定，同學仍可運用
自己的創意將角色改為心目中所想的角色。

透過條件判斷來選擇兩種或以上的情形，不單可挑戰學生的思考方式，
也可為未來程式設計能力打好基礎。

電腦最大特色是永遠不會累，
所以就算有錯，總有改正的機會。

同學嘗試運用程式解決問題。

透過反複漸近學習過程，同學逐步

建立基礎程式設計能力。
學生的Scratch作品-「接雞蛋」
終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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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小校園電視台於本學年正式啟用。校園電視台是本校最大的資訊發佈平台，包括進行早會、活動宣

傳、頒獎、學習成果分享……等，師生們都可以透過校園電視台獲得最快最新的消息。此外，本校亦鼓勵

同學參與節目的籌備和製作，培養學生的創意，給予他們演出機會，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園電視台校

老師好介紹：好書推介

早會直播進行中

老師當起主播，雖然是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但學生卻

感到很新鮮呢！

老師當主播

學生當主播

本校會繼續致力探索及開展更多不同

的頻道，讓更多同學能成為校園節目中的

小主角，分享他們的校園生活點滴。

重要宣布：火警演習須注意事項

活動宣傳：「開心果月」

英語廣播：復活節的故事
活動匯報：STEM day當天的活動情況

訪問：校長訪問姊妹學校的嘉賓，
他們透過電視台與筲小學生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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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旨在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力及評賞藝術的能力，並發展藝術創作的技能。透過課堂教學

及課餘藝術學習、創作及參觀等活動，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實踐藝術創作應用於生活之中，並擴

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及提升對視覺藝術作品的欣賞能力。

視 覺藝 術科

同學以飲食和運動這兩個項目作為主題，在課堂上分級進行創作，

設計與主題有關的創意作品，從而認識健康飲食及多做運動的重要性，

培養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活出身心健康成長之路。

為 了 喚 起 同 學 對 藝 術

文化的欣賞及興趣，鼓勵他

們欣賞花卉的美態和提高同

學對愛護植物和自然環境的

意識，本校十二位同學參與

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舉

辦的「二零一八年香港花卉

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

賽」。 透過不同的筆觸，用心展現會場內造型獨特的園林景點及花藝擺設
的美態，在作品中展現大會的主題──「心花放」。

參與同學都感
恩能有此機會
參與户外的繪
畫比賽。

冠軍 1D鄭樂賢

亞軍 1C余淑祈
季軍 1B褚曉敏

冠軍 2C蔡曉萱

亞軍 2D劉君嵐 季軍 2A鄭家興

冠軍 3B黃美瑤 亞軍 3A葉姵廷
季軍 3B林立坤

冠軍 4A張卓琳 亞軍 4D陳詩貝 季軍 4C區芍悠

冠軍 5A龍秋彤 亞軍 5C蔡欣琦
季軍 5D楊敏妮

冠軍 6A蕭樂淋

亞軍 6B吳海盈 季軍 6B張文軒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二零一八年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活出身心健康美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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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是本校的教育宗旨，故此，學校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校外課程，涵蓋美術、體能訓練、中西樂器訓練及舞蹈等各方

面，藉此機會發掘及培育學生的才華，擴闊其視野及社交圈子。

藝展身手體

筆墨中顯想像。

小提琴的聲音很動聽啊！ 樂器潛能大測試

咚！咚！咚咚咚！鼓聲響遍天。
民歌、童謠聽出耳油。 

同學為表演認真地練習。

唏！呵！唏！跆拳道真好玩！  

踢球、運球……女子足球顯英姿！

比賽場上一分鐘、場下十年功。
蜘蛛製作大比拼 花式跳繩體驗同學高度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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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本年度繼續參與由教育局舉辦之「同根同

心─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由梁校長、張

副校長及老師帶領六十多位五年級學生於12月14日至

12月15日往中國東莞市及中山市進行學習交流活動。

學生透過實地考察，更深入認識當地重要歷史人物的

生平事蹟。此外，我們到訪姊妹學校─東莞市長安

鎮中心小學，兩地師生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學生彼此

了解中港學生的學習及生活方式之異同。

活動的首天，學生先前往東莞市參觀林則徐紀念

館及銷煙池，認識林則徐先生的事蹟，明白相關的歷

史與毒品的禍害。一眾師生於下午前往東莞市長安鎮中心小學，進行文化學術交流，加深彼此的認識，各

人樂在其中。探訪活動完結後，師生下榻於當地酒店，分組進行分享會，反思及分享所見所聞。活動的第

二天，師生轉往中山市，參觀孫中山故居及孫文紀念公園，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相關的歷史及他

的貢獻。

參與的學生都十分認同是次學習活動不僅愉快，而且別具意義，既能認識中國歷史，又能與不同的學

生進行交流，更可以擴闊視野。同時，學生透過境外活動，發揮自我管理及與同學協作的能力，在旅程中

得到寶貴的學習經歷，獲益良多。

學習 拓境 展外 孩 子眼 界交 流

5A 何梓軒我們參觀了虎門林則徐紀念公館及銷煙池、孫中山故居和孫文紀念公園，認識前人英勇事跡，為國犧牲的情操、愛國為民和保家衞國的偉大思想。
我衷心感謝學校組織這次交流活動，讓我有機會增廣見聞，拓闊視野。感恩校長和各位領隊老師，您們辛苦了，謝謝！

5B 江詩婷
這次「同根同心」的經歷使我非常難忘，因為我是

第一次在沒有家人的照顧下留宿酒店，甚麼都是自己處理
的。

這次的交流團行程緊密，如參觀孫文紀念館和威遠
炮台、姊妹學校交流等，活動一個接一個。我雖然十分疲
倦，但獲益良多。

在行程中，國父孫文的紀念館展出了他日常生活的點
滴，也有革命的資料，使我對他的認識增多。閱覽過林則
徐奮勇抗英的事蹟，令我對這位民族英雄肅然起敬。

感謝天公造美，師生於歷史人物林則徐的紀念銅像前拍照留念。

學生遊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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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周昊當天早上七時半，我們就在學校集合，然後乘車到深圳關口。我們過關後，再坐兩個多小時車程才到達林則徐紀念館及銷煙池。看見他們用石灰浸化，把所有鴉片銷毀，令我感到很神奇；在威遠炮台，我們拍下了不少歷史遺跡。下午，我們到了姊妹學校，跟他們一起進行遊戲和分享小吃。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們吃過美味的早餐後，便到孫中山紀念公園及孫中山故居參觀，了解和認識孫中山先生的事蹟。最後，我要感謝所有領隊老師和同行的同學。

5D 蔡旻妏

在這次富有教育意義的旅程中，我遊歷了

中國的古物古跡，令我大開眼界。我們到了東

莞市的威遠炮台、東莞市長安鎮中心小學、林

則徐紀念館、中山市的孫文紀念公園和孫中山

故居紀念館。參觀炮台時，我感受到當時的戰

況和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參觀林則徐紀念館

時，加深了我對林則徐先生的敬重，我們要像

他一般忠心愛國。當我們探訪東莞市長安鎮中

心小學時，令我不禁回想起以往在內地就讀時

的學校，非常親切。兩天的時光真短，我期望

再有機會到境外學習。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當地導遊的講解。

你舀湯，我盛飯，各人盡顯合作精神。同學彼此認識，

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完成第一天充實的行程後，學生仍不
忘在酒店內與組員進行分享，好學精
神十分可嘉。

第二天，學生參觀中山市孫故居紀念館，猶如
走進歷史隧道，細味孫先生的生活點滴，了解
這位歷史偉人的生平事蹟。

旅程結束前，師生於孫文紀念公園內合照，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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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8日是本校的開放日及「迎

鑽禧校慶」開展禮。當天我們很榮幸邀請了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文靜芬校

長蒞臨主禮。首先，主禮嘉賓頒發幼稚園「最

緊要健康」對話填色比賽獎項，接着是各項的

匯演，同學們的演出精彩，觀眾的掌聲響遍禮

堂。最後壓軸項目是「迎鑽禧校慶」開展禮，

梁靜宜校長聯同一眾主禮嘉賓上台為校慶對聯

揭幕。這對聯由現年九十四歲的前任筲箕灣官

立小學王齊樂校長為慶賀我校六十周年校慶創

作及揮毫。「筲小聯歡迎甲子，英才樂育慶綿

長。」甲子為六十年的意思，筲小在這六十年

裏，作育英才，延綿不絕。鑼鼓聲響，醒獅舞

動為開放日精彩的活動揭開序幕。

筲 小聯 歡迎
長

習

英 才 育樂
甲子

慶 綿

校長與嘉賓為校慶對聯揭幕。     

迎鑽禧開展禮

   鑼鼓聲響，醒獅舞動，為開放日精彩的活動揭開序幕。

     中樂團大合奏    

藝術體操展美態。
  舞衣耀眼，姿態動人。

合唱團悠揚歌聲響遍校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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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衣耀眼，姿態動人。

 當日的展品展示了同學們自主學習及科研探究的成果，當中的程式電腦遊戲、STEM機械人世界、

電子學習區等攤位都展現同學各方面的潛能。此外，配合「健康生活展動力」主題，操場上的運動天

地-「鯉躍龍門」、「跳繩樂繽紛」、「小型保齡球」吸引了不少來賓參與。家長教師會委員及家長

義工協助攤位進行，展現筲小大家庭的温馨，校園內滿載歡笑聲，洋溢着歡樂的氣氛。

康生活展健 能啟動 潛力 自 主學 習

奇趣坊，製作小書籤及小飾物。

家長教師會委員落力指導小朋友摺書角。

家長教師會委員耐心
教導小朋友摺風車。

同學們的視藝作品令
參觀者目不暇給。

同學運用3D打印，
把東大街活現眼前。

電子學習區裏全神
貫注的小朋友。

本校同學設計的
STEM機械人。

程式電腦遊戲
令人着迷。

 跳繩樂繽紛

   鯉躍龍門  小型保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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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於2017年7月21日進行簽約儀式後，成功與長安

中心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冀望能促進兩地學校的交流與合作，讓兩地師生能彼此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擴闊

視野。

學校粵 港姊 妹

到訪長安中心小學

本校約七十位師生到訪姊妹學校——長安中心小學。

長安中心小學小蓮花藝術團精湛的舞蹈表演。

在破冰活動中，本校
學生與姊妹學校的同
學互相認識交流。

大家交換資料，保持聯絡。

同學全情投入「英語節世界嘉年華活動」，親身感受「藝慧教育」的精神，與姊妹學校的同學們一同以藝學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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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筲箕灣官立小學

長安中心小學的13位老師到訪本校作交流。

兩校互相交換紀念品。

本校學生向姊妹學校的老師講解及示範科技活動。

姊妹學校的老師觀看同學們進行既緊張又有趣的STEM DAY「點『紙』咁簡單」活動。

校長向姊妹學校的老師講解「筲小電視台」的運作，並讓他們在播映室內體驗錄影的樂趣。

本校誠邀長安中心小學的老師於2018年3月23日到本校交流，並參與STEM DAY活

動。透過此次探訪，兩地老師互相交流教學、行政、管理等經驗和心得，促進專業發展及

加深認識兩地文化，共同提升教育素質。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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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安排學生進行每月一次的集體早

操，藉以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體育科老師編排了一些簡單的手腳協調動

作，配合節奏明快的音樂，讓學生舒展筋

骨，開展一天愉快學習的好時光。

我智健 康生 活

女子足球隊

Fit
早操

「校園女子足球推廣計劃」

車路士足球學校的「足球兩面睇計劃」

本校今年首次成立女子足球隊，並與校外機構合作，邀請專業教練教

授同學足球技術及比賽戰術。女子足球隊每星期二課後進行訓練，期望各

隊員能享受踢足球的樂趣，從中培養團體合作及體育精神。

  本校今年參與了香港足球總會舉辦的「校園

女子足球推廣計劃」，足總於9月22日到學校進行

探訪，為同學準備不同的足球遊戲及比賽，藉此推

廣足球運動。教練們又向同學介紹香港女子足球的

小知識，加深了同學對香港女子足

球的認識。同學反應熱烈，樂在其

中。

本校今年參與了車路士足球學校的「足球

兩面睇計劃」，於1月24日的足球分享會上，邀

請了足球名宿山度士先生分享勵志的足球經歷，

更與同學們進行了不少互動遊戲，加深學生了解

足球正向觀賞價值及賭博的風險。此外，計劃亦

提供了足球工作坊，於週五課外活動時段為足球

隊進行專業的足球訓練，提升隊員們的技能，同

學們都非常投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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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智fit計劃」

本校今年參與了由康文署主辦的

「我智fit計劃」，透過參與健康講座及

武術、體適能、保齡球和滾軸溜冰四項

體育運動訓練班，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

體育活動的機會，鼓勵他們恆常參與體

育活動，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健康講座

為配合學校推行的「健康飲食在校園」

運動及至「營」學校認證計劃，本校邀請營

養師為全校學生介紹健康飲食的原則。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以戲劇形式教導學生選擇健康食物的重要性，

期望學生能活出健康的未來。

水果真美味，有益又健康！

水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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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運動會已於2018年1月19

日於小西灣運動場順利舉行。今年，

本校很榮幸邀請到香港足球總會女子

足球經理─黃若玲小姐擔任主禮嘉

賓。當天早上，家長義工們已齊集於

運動場，準備開展義工服務。其後，

各位嘉賓、家長及全校師生首先進行

早操，為熱身作準備，並由梁校長宣

布運動會正式開始。

 - 1 82 年0 度 運動 會1 7

雖然當天天氣不如理想，但各運動員仍然全力以赴參與各項賽事，實在值得欣賞。同學們落力叫喊口

號，為健兒們加油打氣，氣氛熱烈。健兒們在一遍歡呼聲及打氣聲中，為自己及自己的班別爭取佳績。本

年度約有250名家長參加「親子慢步跑」項目，家長和學生一起繞場慢跑一周，一同享受做運動的樂趣，為

運動會加添温馨及歡樂的氣氛。

主禮嘉賓香港足球總會

女子足球經理黃若玲小姐除

了向全體師生分享自己作為

女子足球員的心路歷程外，

更鼓勵同學們要把握學習機

會，在各方面都要追求完善

表現，爭取理想成績。本

屆運動會能得以順

利完成，全賴各

位老師、家長

義工、服務生

和全體同學齊

心 合 力 和 積 極

參與。

因天雨關係而未能在運動會當天進行

之徑賽項目，校方亦已於2018年1月30日

在校內舉行。雖然比賽場地有變，但亦無

減同學對參與運動的熱情。當天參賽的同

學發揮他們的潛能，全情投入比賽，努力

爭取佳績。

參賽的健兒們全力奔跑，努力爭勝。

「親子慢步跑」開步啦！

看我跳得有多遠！

健兒們努力跑，
向着終點衝線。

老師帶領同學們一起為健兒們吶喊助威。

梁校長響號，比賽開始。 運動員齊集在跑道上做早操，
為比賽作好準備。

家長義工們準備就緒，協助比賽項目的進行。

開幕禮花絮

比賽花絮

閉幕禮花絮

運動會校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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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堅毅勇敢的精神，本

校安排了高年級學生參加由乘風航主辦的

「結伴同航」訓練計劃。2017年10月19

日，本校共60名師生於早上到達香港仔

碼頭乘坐接駁艇往停泊於南區水域的「賽

馬會歡號」，準備開展一天的海上歷奇之

旅。

當天船長為我校師生準備了一系列海

上訓練課程。教練先介紹船上各項設備，

再協助同學訂立是次航程目標，繼而講解海上安全措施及基本

航海知識；下午的主軸是「海上求生訓練」，學員要合作完成

各項指令活動，過程中需面對不少挑戰及難關。面對殊不容易

的任務，同學們除了要鼓起勇氣，迎接挑戰，還需肩負起照顧

伙伴的責任，鼓勵及協助伙伴完成挑戰，共同進退。

活動過程中，歡呼聲此起彼落，大家都為着彼此能完成任

務而歡呼喝采，不時齊心鼓勵着稍欠信心的隊員衝破挑戰。活

動完結後，同學都認同自己在「自我認識」、「解難能力」及

「團體合作精神」方面有所提升，明白友儕間需互相支持和幫

助，也學會接納和尊重別人，共建關愛校園。同學都盼望着日後能再有機會登船接受其他考驗。

乘風航 伴同航「 」結 訓練計 劃

「結伴同航」訓練計劃──多麼精彩難忘的一天！

成功挑戰自己！

棄船逃生演習
「空中飛人」
跳水練習同學們樂

在水中。

進行一連串海上歷奇
活動前，先要通過
「彩虹橋」考驗。

齊心合力升船帆，「賽馬會歡號」
正式啟航啦！

抱緊水泡游
回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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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課室，更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學習效能。每年常識

科都會配合學生全方位學習的宗

旨，結合每級學習主題，編排一

系列的教育性參觀活動。

全 參方 觀位 教育 性
我們的戶外課室

三年級：稻香飲食文化中心

六年級：太空館

一年級：百福道交通安全城

二年級： 西灣河消防局

四年級：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民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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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的目標是為同學提供學校課程以外的

學習，通過服務及活動來培養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的熱誠和關懷。本校公益少年團於本年參加了不少具

意義及有趣的活動，包括慈善遠足籌款、慈善清潔籌

款、周年大會操及香港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本校於2015年成立港島地域1762nd 旅幼童軍團，讓學生有更多不同發掘潛能的機會，在不同的領域

展現所長。

本學年共12位隊員加入幼童軍團，我們透過不同的活

動，讓隊員既能學習紀律、合作精神，又能學到不同的技

能。幼童軍除了每天負責升旗外，還會在校內各重要活動

中服務，例如頒獎禮、開放日等。

為了培養青少年遵守法紀的意識和恪守職責的精神，學校今

年繼續與少年警訊合作，在校內招收了40名會員，並舉行少年警

訊迎新日。當天負責老師向所有會員介紹了少年警訊成立的宗旨

和本年度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所有會員均獲贈一份由少年警訊贊

助的迎新禮物。此外，校方推薦了四位六年級學生參加「低鹽低

糖健康日及健康大使訓練計劃」，藉此希望他們能向親朋、同學

推廣低鹽低糖飲食文化。

全體少年警訊會員大合照

所有會員獲得精美

迎新禮物一份。

低鹽低糖健康大使進行大合唱。

我們學習各種實用的童軍繩結。

隊長耐心地教授運用指南針的方法。
我們在運動會負責升校旗。

六年級團員參與慈善遠足籌款

活動出發前來張大合照。

紀律團隊
公益少年團 

幼童軍

少年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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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學 生榮 譽

中文科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組一年級 優良 1B曹樂怡 1D洪梓瑤

良好 1B張沛盈 1B姚俊良
1B黃匯喬

小學組二年級 優良 2A湯穎榆 2B張嘉欣
2D劉志榮 2D劉卓言

良好 2A吳嘉昇 2D蔡樂彤
小學組三年級 優良 3A葉姵廷

良好 3D黃浩喬
小學組四年級 優良 4A陳詩晶 4A黃雅芝

4A張殷殷 4A張卓琳
4B盧曉娜 4B潘兆祺
4C周卓琳

良好 4B李偉傑
小學組五年級 優良 5A司徒一心  5A楊啟桐

5B袁慧榆 5B江詩婷
良好 5D黃琬宜

小學組六年級 優良 6A鍾泓樂
季軍 6A鄧凱峰

英文科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1 & 
P.2

Merit 2B趙馗棪
2B麥傲齊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1 & P.2

2nd Place 2B菲莎瑪莉蓮
Merit 2C蔡穎忻  

2C嚴樂錤   
2D鄭詠文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3

Merit 3A葉姵廷  
3B黃美瑤  
3D吳雪嫝

Proficiency 3B黃梓汶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4

Merit 4C周卓琳  
4D施曉棋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4

Merit 4D彭泰總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5

3rd Place 5A何梓軒
Merit 5B梁鎮浠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5

Merit 5A金妍 
5A郭晴

音樂科
第70屆音樂節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獎 3A葉姵廷

5B王柔心
鋼琴獨奏(六級) 優良獎 6A鄧凱峰
小提琴獨奏(三級) 良好獎 4A馮俊傑
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優良獎 5A李俊煥
笛子(初級組) 良好獎 5B鄭卓彥
笛子(中級組) 優良獎

(亞軍)
6A鄧凱峰

笛子(高級組) 良好獎 6A王培禧
聖樂 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9歲或以下)

良好獎 低年級合唱團

體育科
實用跆拳道錦標賽2017
搏擊組 冠軍 6A鍾泓樂
北角官立小學運動會
友校4 X 100米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6A周卓坤

6B張文軒
6B何浚宏
4B葉銘豐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運動員獎 6A鍾泓樂
2017-2018年度港島東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100米 冠軍 6A周卓坤

2017-2018年度港島東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60米 第七名 6A鍾泓樂

校外比賽

數學科
2017/18華夏盃(香港區)數學比賽初賽
二等獎 3D翁銘俊 4A蔡貝姿 4A黎卓言  

5A吳嘉俊 5A林柏傑   
三等獎 3D黃浩喬 4A張曉君 4A劉芷恩

4B葉銘豐 5A金妍 5A楊啟桐
6A蔡奕城 6A李悅天

一等獎 6A蘇宇齊
2017/18華夏盃(香港區)數學比賽晉級賽
三等獎 4A蔡貝姿 4A黎卓言
二等獎 3D翁銘俊 5A 吳嘉俊 6A蘇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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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課堂最佳表現獎(上學期)
1A鍾嘉兒 陳猷騏
1B張寶珊 邝嘉琪
1C陳子晴 李梓鑫
1D馮德靜 洪梓瑤

2A吳嘉昇 羅煒棋
2B張嘉欣 蘇柏恩
2C蔡曉萱 宋栢瑋
2D蔡樂彤 朱怡愷

3A葉姵廷
3B麥楷葉 嚴雨欣
3C梁倬婷 石鑫雅
3D林蘊儀 馮家嘉

4A張曉君 朱怡澄
4B盧曉娜 翁海富
4C林言糖 蔡垚峰
4D區俊祺 朱子文

5A金妍 何梓軒
5B陳珮妍 麥柏橋
5C容靜雯 張小嵐
5D蔡旻妏 張凱浩

6A蘇宇齊 任佳琪
6B莊芷欣 蔡雅瑩
6C劉澤愷 楊新佩

普通話科
第69屆香港朗誦節
詩詞獨誦女子組
小三、四年級

優良 3C王梓淇

詩詞獨誦女子組
小五、六年級

優良 5A楊啟桐 5A金妍

詩詞獨誦男子組
小五、六年級

優良 5D魏潤生 6A蘇宇齊

散文獨誦男子組
小五、六年級

優良 5D張凱浩

詩詞集誦
小一、小二年級

優良 二年級

第29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學組邀請賽獨誦 卓越 2A湯穎榆

優異 5A金妍
《王者盃》牽手紫荊花「一帶一路」中港兩地
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
詩歌朗誦(小學組) 金獎 3C王梓淇

藝術
元朗體操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
藝術體操分齡賽
公開小學預備組A組

個人全能冠軍、
徒手操冠軍、
球操冠軍

4B王穎欣

個人全能亞軍、
徒手操季軍、
球操亞軍

5B王柔心

中文科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1D陳柏彥
亞軍 2C宋栢瑋
季軍 2A蔡靜琳

中級組
冠軍 4A龍保錚
亞軍 3D黃浩喬
季軍 3B麥楷葉

高級組
冠軍 5A龍秋彤
亞軍 5B陳珮妍
季軍 5A彭立昍

英文科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C關卓思
亞軍 1B褚曉敏
季軍 2B楊璧靜

中級組
冠軍 4A董家欣
亞軍 4A蔡貝姿
季軍 3A葉姵廷

高級組
冠軍 6A吳澔泰
亞軍 5A金妍
季軍 6A蘇宇齊

常識科
「時事問答比賽」

10/2017

四年級

4A楊廷軒

11/2017

4A李文鈺
4B貝嘉樂 4B馬灝澄
4C蕭嘉兒 4C羅健良
4D許嘉豪 4D鄧偉富

五年級

5A簡文亮 5A郭晴
5B袁慧榆 5B麥柏橋
5C李妙蓮 5C郭侃羿
5D王嘉銘 5D王嘉銘

六年級
6A鍾泓樂 6A吳澔泰
6B林國復 6B郭涴蕎
6C溫嘉偉 6C黃敏穎

校內比賽

舞蹈
第54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A
(小學組)

甲等獎 1A凌子晴 1A羅智雯 1A吳美結
1B林藹彤 1B俞凱瀠 1C高敏
1C莊芷昕 1D洪梓瑤 1D林藹凝
1D羅凱柔 2A凌芷晴 2B蔡瀅霓
2B蘇柏恩 2B吳玥齡 2C丘梓晴
3B王楚淇

兒童舞
(小學組)

甲等獎 1D朱梓銘

STEM
2018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拔賽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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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2017年11月3日舉行了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

會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大會開始前，先舉行家教

會委員選舉，各候選人介紹完自己的使命和抱負

後，出席的會員便進行投票。在點票過程中，大家享用茶點，輕輕鬆鬆地暢談一番。周年大會內容包括

2016-2017年度會務及財政報告、頒發義工獎狀及公布「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結果。最後，

由校長宣布選舉結果，新一屆的家長委員正式誕生。大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感謝各出席會員的支

持及投票，更感謝各參選的家長，期待下年度的會員大會再與大家共聚。

家 長教 師會

本校學生及家長在一月期間參加了東

區民政事務處舉辦的免費電影欣賞活動，家

長和學生除了可以在考試後輕鬆一下，歡度

周末外，還可以一同欣賞電影，分享快樂和

增加彼此溝通。

本校在3月2日舉行了一年

一度的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當

日天公造美，春暖花開，陽光普

照。拍過大合照後，大家便在園

內參觀自耕農莊、靈龜池、錦鯉

池和靈芝姑菌種植場等。參觀後，有些小孩子興奮地

玩水上大滾筒、卡通單車、踩高蹺等，有些家庭和老

師們悠閒地坐水上單車，邊欣賞湖光山色，邊閒話家

常，樂也融融。午間，大家圍爐共享美味的盆菜。飯

後稍作休息，各自繼續在園內自由活動。本校六百多

名學生、家長及老師在天水圍綠田園共度了一個快樂

而温馨的元宵佳節。                        

一家人乘水上單車，欣賞湖光山色。

美味的盆菜令人大快朵頤！

大家駕着手動艇撞來撞去。

會員踴躍投票選出心儀的委員。 家長義工接受感謝狀。美味的茶點，愉快的共聚！

親子旅行

周年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

東區合家歡免費電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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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理財觀念應從小建立，因此本校分別舉辦了「小學理財大使

計劃」及「兒家學理財親子工作坊」兩項活動，讓學生以輕鬆有趣的活

動方式學習理財。在活動中，導師教導學生基本金錢管理知識，鼓勵學

生建立健康理財習慣及態度，亦加強家長教導子女學習理財的技巧。

家校合作 親子共融
理財教育

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

家校合作是學生成長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學校經

常舉辦不同的家長及親子活動，除了協助家長與子女

建立良好親子關係外，也讓家長透過活動自我增值，

與其他家長交流管教心得，培育子女身心健康成長。

親子正向溝通工作坊
家長與子女合作製作手工藝，學習親子溝通方法。

親子烹飪教室
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觀煤氣烹飪中心，學習製作美食。

親子賣旗活動既能培養義工
服務精神，又能籌款給有需
要的人，十分有意義!「如何提升孩子學習興趣促進自主學習」家長講座

資深新聞從業員及專欄作家李臻先生到校與家長分

享培養子女自學的心得。

「和孩和諧」親職指導工作坊
參與工作坊後，家長更有信心處理與子女之間的親子衝突，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認識及處理兒童焦慮情緒」家長講座家長透過講者的分享及小組討論，更認識及了解如何處理兒童焦慮情緒。

於親子時間中進行角色互換的理財體驗活動，
學生們都從中明白到父母的辛勞。

家長及學生分別進行家長教育講座及理財互動故事與體驗活動，除建立
學生的基本金錢管理概念外，亦加強家長教導子女學習理財的技巧。

專心地聆聽導師講解理財遊戲的玩法，
並學習基本理財知識及技巧。    透過玩理財遊戲來學習實踐正確的金錢管理。

從理財遊戲中學習基

本財務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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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校友會會員大會及第六屆幹事會委員選舉在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半至八時舉

行。大會開始前，校友參加了閃避球比賽和各種球類活動。當晚大家共聚一堂，與老師暢談昔日趣事，場

面溫馨熱鬧。

校 友會

校友會燒烤活動於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舉行，地點為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當晚有90位校友參

加，並邀請了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余若星醫生、前馬頭涌官立小學黃玉貞校長出席。嘉賓、校長、老師及

校友唱了多首歌曲，圍爐共聚，各人盡興而返。

第六屆校友會幹事會委員會名單︰
榮譽會長 陳作耘醫生

榮譽會務顧問 劉興華先生

主席 余志明先生

副主席 李子樹先生

司庫 王孝成先生

秘書 李嘉欣小姐

康樂 陸譽基先生

總務 林漢豪先生

聯絡 劉妙蓮女士

後補委員 香麗雅小姐

後補委員 馮耀圖先生

校友會幹事大合照

看誰的球技精湛！
齊來吃個痛快！

 久別重逢，特別興奮。

 嘩！裝修後的教員室，煥然一新。

   校友踴躍支持燒烤活動。

  圍爐燒烤，暖在心頭。

黃校長獻唱，齊來猜歌名。

校友會燒烤活動

校友會會員大會及第六屆幹事會委員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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