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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政府近年積極推行STEM教育，希望透過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培養學生的探究、創新及解難能

力。這正好跟我校三「好」五「進」的口號不謀而合，這句口號意思是期望學生在自信心、自學精神、

解難能力、服務精神及創意思維五方面有所「進」步，並成為成績好、品德好、身體好的三「好」學

生。由此可見，學校早已洞察孩子的需要，着重培育學生的創意、解難和自學習慣。

本年度，學校增設STEM小組，統籌一切跟STEM有關的活動。例如為學生舉辦3D打印課程、機

械人班、夢·飛翔跨學科活動、STEM DAY等，讓學生透過實驗、探究，從而解決問題和發揮創意。

在教師培訓方面，亦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3D打印課程，鼓勵教師與時並進，建立學習型社群。在此，

感謝家教會和校友會鼎力支持，捐贈一套機械模型組件，讓學生透過動手動腦，親自組裝機械人和編寫

程式，發揮學生的創意和解難能力。為配合電子學習，學校在過去一年進行不少改善工程，包括翻新電

腦室、購置電腦設備、提升伺服器容量、購置平板電腦及充電裝置，以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為教師及

學生提供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自主學習亦是學校重點關注之一。學生從自學過程中培養健康生活態度，訂定均衡的飲食習慣或生

活習慣。而在「同根同心」境外學習交流活動中，亦鼓勵同學們透過自學，認識廣州的西式建築及歷史

文化。雖然一切都在起步階段，自學之路尚在探索，但看到同學們努力的嘗試，都是值得讚賞。

學校舉辦各種活動宣揚關愛文化，例如本年度校本輔導計劃就以「啟動感恩‧讓愛傳揚」為主題。

目的在培養學生感恩之心，除了懂得感謝師長和同學外，亦建立校園關愛、和諧的氣氛。學校亦鼓勵同

學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提升自信，例如由視藝科老師帶領同學參加「渣打藝趣嘉年華」，同學們親自

設計及縫製巡遊服飾，化身成活潑可愛的螢火蟲，自信地走到街上跟群眾揮手就是一個好例子。

家長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和講座，證明是關心孩子的成長。在開放日活動上，家長們更擔任導師，

教授小朋友做手工，共建家校合作。  

同學們，我相信成功之路並非遙不可及，只要你有理想、有目標、朝着目標進發，我相信定能踏上

成功之路﹗ 

梁靜宜校長

邁步科技探究   提升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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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教學效能，教師專業培訓是不可

缺的一環。本年度學校為教師安排了不同的

培訓活動，讓教師有機會進行教學反思及檢

討，以配合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學習怎樣協助學生進行電子
學習的知識和技巧。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數理教育部馮俊樂博士為教師分享「如何在小學實踐STEM教育」。
資深教育工作者葉祖賢校長為全校教師進行
「深化『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講座。

 教師於課堂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及電子學習

工具，適切運用各式教材及媒體融入課堂活動中，藉

此提高課堂互動性，從而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

可以處理學習難點，促進回饋的效益；學生亦可隨時

隨地上網預習、重溫及參與課堂討論，鼓勵學生探求

更廣、更深的學問。

電子學習

為了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能力，教師在課堂上指導

學生掌握不同的自主學習

策略，學生透過「明確目

標——進行預習——課堂學

習——延伸學習」，建立自

主學習模式。

「夢•飛翔」STEM活動

動動手，組裝滑翔飛機。

看我撥動螺旋槳，我的滑翔
飛機一定會飛得很遠呢！ 

學生量度滑翔飛機飛行的距離，
融合數學概念於探究當中。

繩子的長度會影響降落傘降落
的速度，我要用心量度啊！

降落傘飛行

我們的夢想隨風飛翔。

課堂學習——同學透過

實物操作，以共同學習

法完成學習任務。

課前預習——同學分組
各自搜集「智能手機的
好處和壞處」，透過專
家小組互相交流。

延伸學習——同學透過
種植蠶豆的活動，觀察
及記錄它的成長過程，
與同學分享種植心得。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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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夢•飛翔」STEM活動
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的動力，是和許多人的夢想一樣──希望能夠有如鳥一般的一飛沖天。 這種推動力

驅使本校學生築起飛翔夢，本校在 1月24日 為全校學生舉行了「夢•飛翔」 STEM活動，讓學生動腦筋

做科學探究實驗。 一至三年級學生須親身製作降落傘，認識地心吸力、空氣阻力等原理。 四至六年級學

生須各自組裝滑翔飛機，思考影響滑翔飛機飛行距離和時間的因素。

我們希望學生能透過富趣味性的探究及實驗，培養他們的科學素養，更能建構科學知識及概念，並孕

育探索科學世界的好奇心，朝着夢想的方向努力學習，為夢想而飛翔。



常識科

本校於2017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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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科科技日加添了STEM的元素，各級學生運用在課堂中學會的科學原理進行了科技探究活

動。當日同學表現得十分雀躍和投入。

透過是次活動，不但增加了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而且提升了他們解難、協作及溝通等

能力。

STEM科技日

一年級 : 紙杯機械人

二年級 : 不倒的汽水罐

三年級 :
磁力賽車

六年級 :
雞蛋軟着陸

四年級 : 蔬果廚餘清潔劑

五年級 : 輕鬆過電關

梁校長耐心地協助
同學穿針引線。 成功了！我終於完成了紙杯機械人！

同學一起估算要在汽水罐內加進多少水。
各組員分工合作準備實驗用品。

老師指導同學利用鞋盒設計跑道。

各組已完成跑道及分享成果。

同學攪動膠樽中的廚餘。 老師協助同學把黑糖放
進膠樽中等待發酵。　

同學把長鐵線屈曲成自己喜歡
的形狀，讓電力有趣地過關。在老師的協助下，我們將輕鬆過電關啊！

看!我自製的降落傘
多漂亮啊！

雞蛋終於成功安全
着陸了！多高興！

電腦室 及3D打印課程及3D打印課程
為了配合STEM教育的推行，提升學生在科技發展的能力，學校於學期初已將電腦室重新裝

修，更新相關電腦設備及周邊設施。全新的電腦室除了提升了學習效能外，空間亦比原有的電腦室更

為寬闊，可以更有效舉辦不同形式的STEM活動。

本校亦引入了3D建模軟體及3D打印機，並在十二月為六年級同學舉辦了3D打印工作坊。同學

們掌握了操作技巧，便可進行設計，最後經實體打印，製造出自己的立體物件。同學透過建立基本概

念、設計、製造和修飾等工序，加上無窮的想像力，製作出充滿個人特色的鎖匙扣。他們對這次活動

感到十分有興趣，在工作坊結束後仍不斷主動創作具個人風格的立體作品。當中四位學生參加了「小

創客立體打印創意大賽」，並獲得一等獎。他們的作品包括祝賀學校六十周年校慶的蛋糕、為運動會

而設計的卡片座及別緻的鎖匙扣，甚具創意及心思。

全新裝修後的電腦室，給大家一個煥然一新的感覺。 空間比前更為寬闊，可以進行一些如機械人及

3D打印等與STEM有關的活動。

看看同學的製成品，你們猜到是甚麼嗎?

電腦室

同學展示自己在電腦中設計的作品。

同學專心地設計，梁校長細心地觀察。。

學生花心思設計的3D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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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個資訊科技的年代，面對瞬息萬變的將來，

學生需要掌握的是令他們終生受用的自主學習能力。中文科特意為

學生安排「iPad語文小天地」活動，讓學生利用電子學習，養成自

學能力，加強自學動機，並培養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豐富學

生的語文知識。是次活動，由六年級學生擔任「中文大使」，指導同學在小息時

段使用iPad進行遊戲。安裝於iPad內的免費中文科遊戲軟件包括為高年級同學而

設的「成語大挑戰」、「Emoji猜成語」以及為低年級同學而設的「中文拆字遊

戲」、「錯別字挑戰賽」。同學們都踴躍參與，表現投入，活動成效十分理想。

六年級中文大使充滿服務熱誠。

大家從遊戲中學習成語。

參與遊戲的同學正全神貫注思考。

中文大使耐心指導低小學生找出錯字。 終於找到答案了，同學們都很興奮。

一同來找錯別字，看誰找得最快。

看圖猜成語，十分有趣

大家合作學習，
一同思考找答案。

For Halloween celebrations, this year Mr. Wood and the English Stars read 
some Halloween poems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on 28/10/2016.  This was 
followed by a “Trick or Treat” activity wher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hoose a 
pumpkin card and then, depending on what was written on the back of the card, 
they either received a candy treat or did a trick 
where they had to search for a Halloween item 
in a bucket of green swamp liquid. The students 
therefore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idea of “Trick or 
Treat” in a fun and interactive way.

Then on 31/10/2016 during recess, Mr Wood 
introduced students to some Halloween customs 
and vocabulary along with songs and videos 

related to Halloween.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as also a Halloween parade in various classrooms 
where the Chatting Angels dressed as witches or fairies in Halloween costumes 
handed out candy treats to students who could successfully read the “Trick or Treat” 
rhyme. The activities were enjoyed by all.

English Halloween Activities

For Christmas activities this year, students took part in four fun English 
Christmas games during recess from 14/12 to 16/12/2016.  The first game involved 
students choosing two Christmas present cards from Santa’s sack and using their 
English skill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Christmas?”.  

Game number two was really enjoyable for 
the students as they had to choose a Christmas 

item and shoot the matching card with a toy gun.  

Then in game number thre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matching 
exercise with familiar Christmas ornaments and the matching word cards.

Finally in game number four, students 
used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 that they played 
Christmas jigsaw puzzles using iPads.

For each successful activity each student 
received a ten-point English Christmas coupon.  

On 21/12/2016, a Christmas morning assembly 
was held by Mr Wood and the English Stars.  
During the assembly the English Stars each told 
Santa Claus (Mr Wood)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receive for Christmas.  Students 
were speaking and practicing a familiar sentence structure that they had used 
previously during the Christmas games.

To conclude the assembly,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school sang the popular Christmas 

song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hile Mr Wood and the English Stars handed 
out Christmas candy canes to the P1 students.

English Christmas Activities

文 i-Pad語文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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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小師傅」定期到各班主持數學問答活動，

同學都踴躍參與，贏取豐富禮物滿載而歸。今年，為

配合學校推行電子學習計劃，「數學小師傅」活動也

來個iPad化，小師傅會使用iPad進行問答活動，利

用不同數學學習軟件及程式來刺激同學動動腦筋，答

對問題，儲齊獎印，即可換領獎品。

數學科 數學活動用iPad   
  答對問題你至叻

同學都踴躍參與。

動動腦筋，動動手。

答對問題，儲儲獎印，即可換領獎品。

輕觸熒幕不放手，移送答案到前頭。
遇疑難，「數學小師傅」幫到你！

普通話活動多姿采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猜謎語。

同學可看看其他級別的謎語，
也來猜猜看。

「哈！我在家已拼
出了謎面，當然猜
出了謎底啦！」

同學正等待普通話大使的評核。

「恭喜你！猜對了啦！」

要贏得蓋印一點兒也不難呢！
內地與本地的名量詞
配搭不盡相同啊！「看！我成功換取禮物了！」

又是考考同學拼讀漢語拼音的時候了。

普通話大使為我們主持
遊戲及派發禮物。

猜謎活動花絮

● 本學年共進行了兩次猜謎活動：學生於活動前收到以漢字及漢語拼音混合寫成的謎題，供回家與家人一起 

 拼讀及競猜謎底；於指定活動時間帶同謎語紙到活動室猜謎及換取禮物。活動能為學生提供自學漢語拼音 

 的機會，亦成功推動學習氣氛，鼓勵同學之間互相研習。同時為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及增加節日氣 

 氛，故安排在臨近中秋節及元宵節時進行。

● 本年度亦舉辦了「來說來玩普通話」遊戲日，配以「健康生活」為主題，冀透過普通話遊戲，讓學生寓學 

 習於娛樂；同時為學生創設說普通話的語境，提供多聽多說普通話的機會。

普通話科 普通話活動多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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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日花絮



視藝科
 本學年視藝科的關注事項是透過不同的經歷，讓學生更能享受視藝的樂趣，從藝術的角度欣賞世

界。本校在藝術教學中滲入自學元素：在日常教學設計中，教師指導學生創作前進行資料搜集，加強學

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和能力；又或在課堂上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資源，進行資料搜集或創作，並透過互相

分享交流，推動自學文化，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除了以主題式配合平板電腦進行教學外，我們更帶領高小學生到校外參觀藝術展覽，也有學生透過

工作坊，了解巡遊作品的特色及創作技巧，並一嘗參與「渣打藝趣嘉年華」的巡遊活動，以擴闊藝術眼

界及藝術體驗的機會。

4A司徒一心同學成為第九屆藝術大使，參與

推廣視藝科活動。本校亦

開辦了3D立體繪圖

及打印技術工作

坊 ， 為 六 年 級

學 生 提 供 接 觸

3D立體打印科

技 的 機 會 及 應

用。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參與《藝術體驗坊》

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展
2016展覽導賞工作坊

6A、6B學生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同學參與《藝術體驗坊》，
設計世上獨一無二的陶器。

「這是我們設計的
盛酒器和酒杯！」

同學與新晉藝術家交流。
同學們積極參與工作坊。

穿梭「藝趣嘉年華」 
     走進童話國度

「渣打藝趣嘉年華」是香港一年一度的藝術盛事，本校視覺藝術科今年參與了這項活動，並獲甄選參

加巡遊表演，來自四年級的十五位學生參加五次的藝術工作坊，由藝術家-陳僑娃（Karen）到校指

導同學。藝術家按主題設計服裝，在藝術家以及老師悉心指導下，同學們跟隨藝術家學習創作技巧，嘗試

以更多藝術手法，接觸日常視藝課較少機會製作的大型藝術品，並以有趣的故事劇場情節及角色，創作誇

張奪目的《仲夏夜之夢》情人的森林之夜一幕的巡遊服飾。

巡遊表演當天，學生帶着充滿動感的藝術品參加，展示予觀眾欣賞，從活動中建立自信心及成功感，

擴闊眼界。

穿梭「藝趣嘉年華」 
     走進童話國度

參觀《影．亞洲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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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視藝作品

學生在課堂上利用電子學習

我們設計地磚，嘗試以
不同的圖形密鋪平面。

6B莊孝浚

5A劉倬旗

2B李靜宜

3B董家欣

1A楊彥銘

3D吳傑煌

終於完成大巡遊，同學和老師一起來一張大合照。

同學在表演台上以輕快的舞步迎接台上台下的嘉賓歡呼。

同學利用彩虹膠拼貼成螢火蟲的尾巴，從平面變成立體，真不簡單！

藝術家到校舉行工作坊，與老師
一起帶領同學進行創作。



綜藝 表演表演
本校首次舉行的「綜藝表演」於2017年5月12日順利完成，當天的場面非常熱鬧，吸引了超過

200名家長蒞臨學校欣賞學生們的演出。

當日表演項目包括: 中西樂樂器演奏、中國武術、中文話劇，以及一、二年級全級學生共同演出

的音樂劇，各項演出都充分體現了我校學生在課外活動、課餘興趣班和音樂課中努力學習的成果。

這次活動既增加了同學們在舞台表演的機會，又同時提升了他們表演的信心，更給予其他同學們

一個互相觀摩和學習的機會，實在是一舉三得。

梁靜宜校長在致辭時表示本校學生多才多藝，並鼓勵學生們多發展藝術方面的才能，體會「台上

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道理。透過演出，學生積累了台上的表演經驗，學會隨機應變，一次比一次

鎮定。

綜藝

「健康生活」音樂劇

樂韻悠揚

話劇「我不是加大碼」

誰是加大碼？我不是加大碼！

零食加大裝，no way！

別過度做運動，否則後果自負。

悠揚的樂聲奏出剛強的樂曲《男兒當自強》，
別有一番特色。 笛子吹奏《紫竹調》，

繞梁三日。

利用陶笛音色輕而有勁
的特質奏出的歌曲，真
是百聽不厭！

咚、咚、咚﹗鼓聲響遍校園。

二胡奏出《龍的傳人》，
聽出耳油。

Ukulele 奏出亞熱
帶地區的風情。

清脆的小提琴聲，伴着鋼琴聲，
猶如置身在音樂廳一樣。

齊來唱出「健康生活」歌。
戰勝魔鬼的誘惑，Yeah!

聽媽媽的話是好孩子。

每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多吃炸雞腿，壞肚皮!

一、二年級同學用歌聲拒絕

進食「垃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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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科技教育 
  擁抱健康未來」

本學年的開放日於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舉行，主題配合學校的科技教育發展方向及關注學生身

心健康的成長。

開放日當天活動非常豐富，場面熱鬧，典禮既隆重又溫馨，我們榮幸地邀請到教育局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陳彩云女士蒞臨主禮。陳彩云女士很高興地在講辭中道出她見證本校不斷成長，緊貼教育

發展的趨勢，並期盼各家長繼續積極配合本校的工作，支持子女的成長，而梁校長同時亦感謝教師

團隊籌劃不同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的學習，達至全人成長。

主禮嘉賓頒獎給參與填色比賽的區內幼稚園生後，本校學生為台下嘉賓和家長帶來一連串精彩

的表演，掌聲及歡笑聲充滿整個禮堂。壓軸的獅藝表演為開放日各項活動揭開序幕。 

精彩的表演後，來賓參與各學科的互動學習活動，並欣賞本校學生的學習成果。本年度互動學

習活動別出心裁，配合教育最新趨勢，開拓科技教育，活動包括STEM機械人、程式遊戲、3D打印

等，吸引本校學生及本區幼稚園生積極參與。開放日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開放日
互動學習活動及學習成果展

典禮

綜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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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來賓蒞臨支持

小司儀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東區)陳彩云女士跟我們分享教育點滴

梁校長致辭

3D打印 奇趣坊

STEM機械人

故事王國 家長手工藝

電腦程式遊戲

中國民族舞

中樂團

合唱團
笛子獨奏

醒獅表演
藝術體操

跆拳道



小眼睛看大世界  境外遊  – 廣州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
為了讓學生加深對中國近代重要的歷史人物和其歷史事件的認識，了解粵港兩地相類似的建築物及其

歷史文化背景，並且擴闊視野，豐富不同的學習體驗，梁校長及一眾老師帶領本校五年級學生於2016年

11月24日至25日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 -- 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6-2017)」─

「廣州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前往廣州進行兩天境外學習活動。

同學們表示參與是次交流活動，是一個既愉快又難忘的學習經歷，讓他們明白「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的道理。在是次旅程中，同學們參觀了「東山花園洋樓群」、「石室聖心大教堂」、

「沙面建築群」、「中山紀念堂」及「廣州近代史博物館」等。能在廣州具歷史及文化意義的建築

物及博物館中實地考察，同學們都大開眼界、獲益良多，希望日後能有機會再次參加不同的境外學

習活動。

遊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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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建築物門前的香積樹約有8米高，
把建築物映襯得更具特色。

建築特色︰外牆用紅磚砌築水泥鋼筋結構。多採
用仿羅馬、希臘等建築風格。門廊入口處採用拱
形建築和山花頂建築，形式新穎。

建築特色︰仿羅馬、希臘的
建築風格，外牆用紅磚砌
築，極具韻味。

老師悉心地指導學生
完成自我評估，讓學
生能從中反思。

沙面街上大合照
同學明禮守規，十分順利
地過深圳灣關口！

在極具歷史文化價值的石室
聖心大教堂前合照！

師生在東山花園樓群前
來個大合照！

梁校長十分關心同學是否吃得飽，
也關心他們是否「惜飲惜食」。

這些模型栩栩如生！同學把握時間
拍下照片，作為自學資源。

同學主動邀請梁校
長於沙面大街留影

5B嚴敏文
這次廣州西式建築及其歷

史文化探究之旅，讓我認識了不
少廣州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及重
要的歷史人物，如孫中山先生的
生平事蹟，亦加深了我對中國不
同城市的了解。

5A鍾泓樂

這次遊學歷程中，我認識了廣州的西式

建築及其文化歷史。我們在廣州參觀的西式

建築包括廣州近代史博物館、沙面西式建築

群、中山紀念堂、東山花園洋樓和石室聖心

大教堂。其中石室聖心大教堂是我最喜歡的

建築物，它是由花崗石砌成的，規模雄偉，

以「哥德式」藝術風格聞名，高聳的塔樓、

巨型的柱束、尖拱以及花窗欞最具特色，非

常壯觀。

4A鄭國權
這次遊學歷程中，我不但認識了

沙面中西式建築的特色，還知道了不少
偉大的歷史人物─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
蹟，更認識了廣州各建築的特色及當地
的文化歷史。

我要感謝帶隊的老師，不時照顧
及指導我們；我也感謝帶團的導遊，他
們詳盡地向我們講解當地不同的景點。 

同學紛紛表示是次
交流很「讚」！

5A蕭樂琳
4A陳嘉桐

5A蘇宇齊



閱讀是學習的重要基礎，也是可以取代直接經驗吸收知識的重要方法。一個人的閱讀能力與未來

的學習成就有密切關係，閱讀經驗越豐富，能力越高，越有利於各方面的學習。從「學習閱讀」 到

「透過閱讀學習」，孩子就如同長了一雙翅膀，能自由翱翔在浩瀚的知識之海，自主學習。因此，本

校向來致力推動閱讀風氣，優化校園閱讀環境，舉辦多項閱讀活動，冀盼學生從小打造自學基礎，建

立良好閱讀習慣及能樂「讀」其中。

圖書館活動 開展「悅」讀之旅

      「 校內閱讀獎勵計劃 」
「 好書大家讀 」

「相約星期四」(外籍老師 / 故事姨姨講故事)

學生心聲
「 好書齊分享」

全方位教育性參觀

消防局北角百福道交通安全城

香港歷史博物館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同根同心交流計劃」之  
「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 展城館

為配合常識科的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各級於本年度進行了多個教育性參觀。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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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4A 金妍
小冊子內的「專題閱讀」對 

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項目，因

為可以配合學科的需要去閱讀所要

學習的知識，推動我能主動去從閱

讀中學習。 

5A 葉純希
小 冊 子 內 的 「 閱 讀 回

顧」，讓我可以反思現時的

閱讀進度及表現，從而作出

改善，再繼續在書海裏尋找

寶藏。

6A 吳群立 
小冊子內的「閱讀報告」形式

多元化，當我們閱書後可以用文字

寫下感想或繪畫書中的主角神態、

特徵……十分有趣味，讓我對所閱

讀過的圖書留下深刻的印象，增加

了不少閱讀所帶來的樂趣。

1A 張曉晨家長 
此閱讀活動對小朋友是十分有益的，可以從

閱讀中獲取更多的知識。謝謝老師為學生舉辦這

樣的活動。

 1C 宋柏瑋家長 
透過這活動，培養了孩子對閱讀的興趣，而

且更能藉此建立親子閱讀的關係。

 2D 黄美瑤家長 
這個計劃十分好，可以提升學生閱讀課外書

的興趣和動機，增加課外知識， 也可以減少學生

接觸電子產品的時間，值得推廣。

 3C周幸樺家長 
多謝學校舉辦此閱讀活動， 女兒透過此活動

增加了閱讀的興趣。由起初只選擇圖畫故事書到

現在已嘗試多看了其他類別的圖書，尤其是自然

科學書，改變不少呢！

家長的話

選購由學生推薦的圖書，可以提昇他們的自學動機。

響應「423世界閱讀日」，
你我齊來共分享。

「請看一看和聽一聽: Mr. Wood及故事姨姨說的故事多動聽啊！」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運動會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已於2017年

4月11日在小西灣運動場順利舉

行。當天出席的嘉賓包括：香港

長跑運動員何海濤先生、學校管

理委員會委員余若星醫生、王孝成先

生、趙慧敏女士、李子樹先生、校友會主席

余志明先生、塘尾道官立小學麥綺玲校長及家

長教師會主席王惠芬女士。當天早上，嘉賓、

家長及全校師生首先進行熱身早操，然後由6A

班馬昊龍同學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最後由校

友會主席余志明先生致開幕辭，並由梁校長宣

佈運動會正式開始。

當天，各健兒在一片歡呼聲及打氣聲

中，努力爭取佳績。為了鼓勵家長和學生一

同享受做運動的樂趣，本年度仍安排了「親

子慢步跑」項目，家長和學生一起繞場慢跑

一周，讓運動會增添温馨的氣氛。

體
本校深信每位學生都具有不同的智能和潛質。有鑑於此，本校每年積極為學生舉辦各項學藝活動，

讓他們在藝術、體育、音樂及思維訓練等範疇得到均衡發展。

學生也能從小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擴闊視野；改善體能，提升個人素質；建立

自信，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

滿校園藝體藝

藝術發展
思維訓練發展

體育發展

音樂發展

  油畫班 

書畫班

奧數班

圍棋班           

花式跳繩班           跆拳道班           

中國民族舞班  

藝術體操班  

      乒乓球班                  

籃球班

中國武術班

小提琴班 

小結他班

 古箏班

陶笛班

二胡班

鼓樂班

柳琴班

笛子班

開幕禮花絮

比賽花絮

本校很榮幸能邀請到香港長跑

運動員何海濤先生為主禮嘉賓，何

先生鼓勵同學無論遇到任何困難，

都不要放棄，堅持自己的理想，勇往

直前。全賴各老師、家長義工、服務生

和全體同學的合作，本屆運動會才得以順利

完成。

閉幕禮花絮

運動員齊集在跑道上做早操，
為比賽作好準備。

余志明先生為我們致開幕辭。馬昊龍同學代表
運動員宣誓。

 我跳得多遠！

各位健兒努力向前跑，
展現永不放棄的精神。

我要創造出
理想成績。

與同學們一起分享
努力的成果。

温馨的親子慢步跑。
同 學 熱 烈 地 為 運
動健兒打氣。

獲獎學生：
6A何樂姿、6A李詠思、
6A吳群立、6C楊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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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8月27日（星期六）舉行小一體驗日，旨在

進一步向小一新生家長介紹本校課程、校務概況、學校

的日常運作及向家長提供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的方

法。當天，學校亦為小一新生安排了不同的體驗活動，

讓同學們互相認識，為新的學習生活作好準備。

小一體驗日

本校於2016年9月20和21日，分別接待了聖公會主誕堂幼稚

園、欣苗幼稚園、港九街坊婦女會丁毓珠幼稚園、香港中國婦女會幼

稚園及香港浸信會聯會耀興幼稚園的師生和家長到本校參觀。當天節

目豐富，除了介紹本校課程及學生學習生活外，幼稚園學生和家長亦

可以參與課堂活動和欣賞本校學生表演。活動後，參觀者均表示欣賞

是次參觀安排，並讚賞本校校長、老師態度親切，教學專業。

幼稚園到校參觀

齊來體驗課堂活動。

幼稚園送給梁校長的紀念圖畫。
家長和小朋友欣賞
本校學生作品。

本校學生和幼稚園學生
一起做小手工。

我們的填色多漂亮！ 在校內圖書館閱讀。

學生表演精彩的跆拳道。

老師帶領學生參觀校舍。

紀律團隊紀律團隊
本校於2015年成立港島地域1762nd旅幼童軍

團，讓學生有發掘更多不同潛能的機會，在不同的領

域展現所長。本學年有9位新隊員加入，我們透過不

同的活動，讓隊員既能享受樂趣，又能學到不同的技

能。在服務方面，除了負責升旗外，大家在各重要場

合都會見到幼童軍的蹤影，例於頒獎禮、開放日等。

幼童軍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包括迎新日、參觀和由其他少年警訊會所舉辦的活動，藉

此讓同學接觸警隊的工作，並發掘學生的領導才能和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本年度本校共有40位少年警訊會員，分別來自五、六級的學生。負責老師在十月初時為所有少

年警訊會員介紹有關組織成立的宗旨和本年度將會舉辦的活動。校方將於6月份安排20位少年警訊

會員參觀香港海洋公園，讓他們了解動物與動物、環境及人類之間的關係。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的宗旨是希望學生能透過參與各項公益

活動，提升公民責任感及主動關懷社區事務的精神。

本年度本校共有40位團員。他們參與了很多不同類

型的活動，當中包括慈善遠足活動、大會操及健康教育

日營等，藉此增加團員對社區服務的興趣、關注和積極

參與，使他們成為社區的好榜樣。

2016-2017學年幼童軍陣容。

隊員宣誓後，梁校長

為新隊員佩戴旅巾。
集會時練習升旗儀式。

「我們成功將客人送到目的地！YEAH！」

本校幼童軍同時擔任升旗隊，
在開學禮、升旗禮、運動會等
重要日子負責升旗。

各小隊都能運用繩結製作「轎」。學習針黹一點也不容易。幼童軍玩認識新朋友遊戲。

迎新日當天, 每個同學都

收到一份迎新禮物。

本年度少年警訊會員。

健康教育日營留影。

大會操合照。

慈善遠足活動開步
前來張大合照。

團員與東區各校的同學進行分組活動。
同學們多麼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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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榮譽榜
中文科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組一年級 優良 1A葉珈瑜	 1A鄭詠文

1B湯穎榆	 1D蔡樂彤
良好 1D曾梓嫚

小學組二年級 優良 2B李靜宜
良好 2B黃浩喬

小學組三年級 優良 3D張殷殷	 3D陳心怡
良好 3C周幸樺	 3D阮家敏

小學組四年級 優良 4A馮伊彤	 4A司徒一心
4A楊啟桐	 4B袁慧榆
4B江詩婷

良好 4A何梓軒
小學組五年級 優良 5A鍾泓樂	 5A鄧凱峰

英文科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1 & P.2

優良 1D劉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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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 2D吳雪嫝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3

優良 3A朱怡澄	 3D張殷殷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4

季軍 4A金妍
優良 4A郭晴
良好 4A楊啟桐	 4D梁美鈴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4

季軍 4B梁鎮浠

Solo Verse Speaking – 
Girls P.5

優良 5B梁倬寧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5

優良 5A吳澔泰	 5A蘇宇齊

Solo Verse Speaking –  
Boys P.6

優良 6A馬昊龍

數學科
華夏盃
三年級 二等獎 3C蔡貝姿

三等獎 3A朱怡澄	 3C劉芷恩
3C蔡曉欣

四年級 二等獎 4A吳嘉俊
三等獎 4A李俊煥	 4A林柏傑

五年級 一等獎 5A蘇宇齊
三等獎 5A蔡奕城	 5A蔡曜升

六年級 二等獎 6A劉康妮
三等獎 6A龔煌庭	 6A吳群立

體育科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200米 亞軍 6A馬昊龍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6A馬昊龍

普通話科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	女子組 季軍 2C王梓淇
一、二年級	男子組 冠軍 2C何鎧洋

優良 2C郭鎮瀠
三、四年級	女子組 季軍 4A金妍

優良 3A朱怡澄	 3C蔡貝姿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一、二年級	小學組 卓越 2C王梓淇

優異 2C何鎧洋
三、四年級	小學組 亞軍 4A金妍

音樂科
第69屆音樂節
Piano	(Grade	1) 優良 1B張梓慧
Piano	(Grade	4) 優良 2A葉姵廷
Piano	(Grade	2) 優良 5B郭涴蕎
Piano	(Grade	5) 優良 5A鄧凱峰
笛子獨奏	
(小學初級組)

亞軍 5A鄧凱峰
優良 5A王培禧

中國民族舞組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組 二等獎

其他
小創意立體打印創意大賽
小學組 一等獎 6A李詠思	 6A何樂姿

6A吳群立	 6C楊子瑩

（校外） （校內）
英文科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初級 冠軍 1B蘇柏恩

亞軍 2A葉姵廷
季軍 2C羅予彤

小學組中級 冠軍 4C龍秋彤
亞軍 3C周幸樺
季軍 3A朱怡澄

小學組高級 冠軍 6A劉康妮
亞軍 6A黃思然
季軍 6A林科偉

中文科
中文科寫作比賽
一年級 冠軍 1A劉志榮

亞軍 1B羅梓謙
季軍 1C蔡曉萱

二年級 冠軍 2B李靜宜
亞軍 2A葉佩廷
季軍 2D朱浩鋒

三年級 冠軍 3B周卓琳
亞軍 3D吳傑煌
季軍 3C劉芷恩

四年級 冠軍 4A何梓軒
亞軍 4A郭晴
季軍 4A金妍

五年級 冠軍 5B嚴敏文
亞軍 5A周卓坤
季軍 5A蘇宇齊

六年級 冠軍 6A劉康妮
亞軍 6A馬昊龍
季軍 6A龔煌庭

常識科
「關愛別人 尊重他人」標語親子創作設計比賽
一年級 冠軍 1D吳嘉昇

亞軍 1B施柏宇
季軍 1C鄭竣浩

二年級 冠軍 2B鄔家進
亞軍 2C張琪穎
季軍 2B李業揚

三年級 冠軍 3C周幸樺
亞軍 3C馮俊傑
季軍 3D賴俊諺

四年級 冠軍 4B蔡旻妏
亞軍 4A麥柏橋
季軍 4D周昊

五年級 冠軍 5B葉俊穎
亞軍 5A壽寶明
季軍 5A吳澔泰

六年級 冠軍 6B張訢朗
亞軍 6B賴俊羲	
季軍 6A胡瀚燁

電腦科
健康生活海報設計比賽
一年級 冠軍 1A劉穎彤

亞軍 1D劉卓言
季軍 1B施柏宇

二年級 冠軍 2D黃梓汶
亞軍 2C葉天佑
季軍 2A余芷晴

三年級 冠軍 3D張卓琳
亞軍 3B余愷琳
季軍 3C周幸樺

四年級 冠軍 4A魏子昀
亞軍 4C許友城
季軍 4D鄭卓彥

五年級 冠軍 5C李嘉俊
亞軍 5A倫詩翰
季軍 5B黃洛琳

六年級 冠軍 6B梁天朗
亞軍 6A吳群立
季軍 6A朱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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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0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早上，和煦的陽光在沙頭角農莊迎接本

校六百多名學生及家長。大家興奮地參觀園內岸邊的濕地、有機農莊等，除了拍照及餵飼小動物外，最

有趣的莫過於用奶瓶餵飼錦鋰。適逢新春佳節，大家於午間享用熱烘烘的盆菜，倍覺窩心；飯後更可一

嘗親自製作的茶果，實在滋味無窮。午後稍作休息，大家繼續在園內自由活動：玩水火箭、大型吹氣滑

梯、選購有機蔬果……。回程的時候，大家都滿載而歸，盡興而返。

家長教師會

2016年10月28日舉行了本年度家長教師

會周年大會。大會舉行前，大家先享用茶點，輕

輕鬆鬆地暢談一番。周年大會內容包括2015-

2016年度會務及財

政報告、頒發義

工獎狀及宣布

「 學 校 管 理

委 員 會 」 家

長 成 員 選 舉

結果。

家教會周年大會

沙頭角農莊親子遊

校長頒發家長義工獎狀。

家長專心地聆聽會務報告

大家快來找找濕地岸邊的小生物！

可以嘗嘗熱烘烘
的盆菜美食了！

你們吹泡泡，
我們拋拋球。

我們親自製造
美味的茶果。

饞 嘴 的 鴕 鳥 真
是大飽口福！

家長教育
本校十分重視家長教育，因此設立「親子開心學習天」，為家長提供多元化的教育資訊，又舉辦不少

親子活動，以協助鞏固良好的親子關係，培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藉着不同的活動，除了建立親子關係

外，還讓家長自我增值，並與其他家長一同分享教導子女的心得。通過家長教育活動，本校與家長建立了

緊密的伙伴關係，有效推動家校合作。

「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
聯校家長講座

共享親職父母協調
工作坊

親子正向溝通工作坊－
小食製作

參觀香港賽馬會
藥物資訊天地

「增強正能量 － 提升
子女抗逆力」家長講座

親子賣旗活動

親子歷奇活動 親子正向溝通工作坊 －
小手工製作

與爸爸媽媽一同參觀位於金鐘的香港
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認識毒品的禍
害，向毒品說「不」!

很開心能夠和爸爸媽媽一同為香港女童軍總會
賣旗，讓籌得的善款幫助有需要的人。

香港家庭福利會輔導員於工作坊透過不同體驗
活動，讓家長學習建立雙贏的親職教養模式，
家長均表示獲益良多。

本校與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合辦聯校講座，並邀請到著名講者
余國健先生到校與家長分享教導子女心得，參加的家長均讚賞
講座生動有趣、內容豐富。

學習正向溝通後，和子女一同合力製作
火腿香腸酥及香蕉朱古力酥，實踐所
學，家長及子女均表示好吃又好玩。

著名廣播人麥潤壽先生到校與家長分享如何培養孩子的自我價值及
抗逆力，讓家長協助學生樂觀及積極面對成長中的各種挑戰。

與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合辦的親子歷奇活動，要求家長和子
女合力完成不同任務，真正考驗對對方的信任及合拍程度。 和爸媽一同製作小獅子便條夾，別具意義。

用奶樽餵錦
鯉真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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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舉行本年度校友會周年大會暨學

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當天有百多名校友到校支持，校友

會安排閃避球及籃球等比賽，另加插抽獎環節，由熱心校友捐贈

禮物，更添熱鬧氣氛。

校友會周年大會

校友會「鶴藪郊遊徑、科學園黃金蛋、龍華乳鴿一天遊」於

2016年12月18日順利舉行。當日秋高氣爽，校友們欣賞鶴藪郊遊徑

沿途美景，下午參觀科學園黃金蛋，度過了愉快和難忘的一天。

校友會旅行

鶴藪水塘路徑平緩，是郊遊的熱點

齊來在黃金蛋前大合照

龍華酒店富有中國特色

恭喜在幸運大抽獎中獲獎的幸運兒

校友會幹事大合照

看誰能入樽
校友們熱愛的閃避球比賽

科學園海濱長廊的景色真美！

大家享受郊遊樂

排球比賽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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