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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煥玲 校長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讓學生夢想飛行，小學基礎教育至為重要；而我們學校全體
教職員更會承傳辦學宗旨：「文、行、忠、信」，並持續營建「和諧、共融」校園，務以最
優良的學教環境，鋪設孩子上大學的路。

強 化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把知識適切地滲透課堂，誘導學習。

優 化 小 班 教 學 ： 照顧每一個學生，發揮多元潛能。

拓 寬 視 野 ： 透過境內、外遊考察，增廣見聞，培養研習能力。

善 用 資 源 ： 先進資訊科技協助學校，學生樂於學習，有效吸收。

家 教 常 合 作 ： 健康互成長

造就學生上大學，是我們的期望，相信也是家長們的心願；我們有信心在學生、家長和教師攜手努力與卓越優秀
的情勢下，大踏步朝著這目標進發！

出席博覽，終身學習。 課堂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日：探討輔導技巧

合作學習，積極參與。 師生互動，有效提問。 照顧每一個學生

全方位戶外學習 澳門考察旅行 新加坡遊學交流

師生、家長郊遊樂融融 感謝晚宴 家校委員齊心為學生

從閱讀中學習利用無線網絡教學 英語室：愉快有效學習 IT輔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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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視家長為最好的夥伴，透過不同的溝通渠道，與家長保持良好

及緊密的關係。除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做家長義工、參與

講座、籌辦家教會的活動外，更著力發掘家長資源，支援學校發

展，學校深表感謝。

家校
合作

家長英文拼音班，分享經驗。

家長英文班，專心聆聽。

聯校運動會家長義工

熱心家長、傑出教職員、飛躍進步學生嘉許獎

家長英文班聚餐

校長茶座

家長們都用心學習，積極發問，享受學習的
樂趣。

家長電腦班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嘉許禮

家長英文班聚餐，
共慶成果。

我校於本年度開展新的三年計劃，期望學生透過多元化和適切的學

習經歷，啟發學習潛能，繼而持續提升學習效能，達至全面發展。
學

同慶中秋

親子猜燈謎活動

大哥哥大姐姐

伴讀計劃支援幼小

看圖說故事

小組活動

P.2 students are making tasty porridge in 
the lesson

Younger buddies are listening to the fun 
story with the older buddies!

Look at me in the funny mirror room!

與教

本校中國語文科重視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思

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通過課堂的語文學

習、閱讀計劃及多元化的學科活動，發展學生的讀

寫聽說能力，培育良好的品德情操及加深學生對中

國文化的認識。

中文科

To offer students with various fruitful learning experience, 
different programmes are further launched in different levels: 
PLPR/W Programme for P.1 to P.3, KIP Programme for P.4 to P.5, 
and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for P.5 and P.6. Students also 
enjoy learning authentic English through exclursions, Buddy 
Reading activities as well as English Ambassadors Scheme.

Englis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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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堂活動驗證熱空氣的上升，會令旋轉
蛇轉動。

李國雄顧問校長分享論文

吳煥玲校長解答提問
香港小班情況

同學親身進行實驗，找出令燈泡亮着的正確方法。

數學遊戲-蛇棋

同學正在學習扭毛巾的正確方法

「第二屆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會議」於 2012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大連市西崗區

舉行。這次會議由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育研究學會主辦、大連市西崗區教育局承辦，以及

十二個大中華地區的教育單位協辦。

本校吳煥玲校長及李國雄顧問校長被邀請出席及分享「小班化下照顧差異的策略」。

本校是唯一被邀請的香港區小學。參與校本實踐及分享環節的國內外學者、校長及國內教

育工作者，均對吳校

長和李顧問校長所分

享的內容，表示讚賞

和認同，並希望未來

有機會到本校作交流

及考察學習。

本校常識科課程以「探究式學習」為本，令學生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例如：討論、調查、訪問、
參觀、考察、設計、科學實驗等)，學會怎樣解決問
題、發揮創意。其次透過小組學習，學生能自行
發掘知識，培養互相合作的精神。此
外，在小一至小四的課程內，更設有生
活技能課，教授學生的自理技能及溝
通的技巧，讓學生可以更有信心處理
個人事務及與人溝通。

第二屆
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會議

數學科

常
識
科

數學科重視學生的基礎及解難能力培養。課堂上以多元的教學策略教學，讓學生能更具體及有效地吸取學科知識；另各級

課程均滲入不同的解難策略，讓學生從小習慣多思考、運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困難，藉此提升學生的高層次思維及敏思能力。

學生很投入地唱歌

音樂舞台

很多觀眾支持他們

手鐘隊 非洲鼓隊

視覺藝術科同學參加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

有限公司大澳文物酒店主辦

「海豚型中秋燈籠設計比賽」獲獎作品

音
樂
科

視
覺
藝
術
科

體
育
科

音樂活動
花絮

本科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興趣班，如音樂舞台、手鐘班、非洲鼓班、音樂打譜軟件比賽、校內音樂

比賽等，以提升學生的音樂才能及興趣。學生透過參與各式各樣的音樂活動，能發揮所長，激發創意，並培養良好

的價值觀與態度，如堅毅、承擔和合作精神等。

本校體育科課程包括多元化的運動項目，激發學生不同的潛能；透過運動和體驗，讓學生建立健康生活的

態度及價值觀。

最佳創作獎：魏展楠、吳鍾恒、陳枷言、郭正忠

最佳創作獎：高慧雯、蔡錦潔

優異作品：馮雅婷、謝寶儀、孫佳慧

視覺藝術科着重培養學生由不同角度觀看校園內外的事物，訓

練學生對周圍環境具有敏銳觸覺。

走廊壁佈展示不同的藝術家作品，鼓勵學生多方面運用日常生

活中可循環再造的材料去創作具有不同視覺效果的成品。

透過各類比賽、參觀，增加同學間互相評賞及感受不同美感的

視覺經驗。

優
異 作 品

最佳 創

作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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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建立培育學生，以全校參與模式提供指導和
支援服務。2012-2015校本關注事項其中一項是「加強品
德教育─透過培養良好習慣，從而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好
學生。」。本年度將推行具發展性及預防性的訓輔德育計
畫；透過講座、培訓、課程、工作坊和多元活動，讓學生
認識自我，發揮潛能；培養自尊、自愛、自信、守規自
律、明辨是非的優良品格，以建立學生們正確的人生觀。

各大使齊立願

資訊大使

6C課後學習伙伴計劃功輔班

3B課託做得出色

校風與學生支援

環保大使

課後學習伙伴計劃升中面試班

英語大使

家長講座
「快樂家庭廚房」之「譜出家庭讚美樂章」

學校本年度參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
「快樂家庭廚房計劃」親子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
善基金贊助的地區家庭活動。以「嘗讚美」為主
題，譜出家庭讚美樂章，帶出3HS(健康HEALTH、
快樂HAPPINESS、和諧HARMONY)的訊息。

家長講座
「快樂家庭廚房」之「譜出家庭讚美樂章」

學校設有多個服務隊伍，包括圖
書館服務生、愛心大使、英語大使、
普通話語文大使、環保大使、資訊大
使、音樂大使和風紀等。他們分別在
上課前、小息及午膳時段為同學服
務，讓學生按照自己的意願、專長及
能力，推動服務精神的文化及風氣。

「書包我最輕」
學校向來關注學生書包的重

量，透過早會及周會時段講解書包
過重可能傷害脊椎和影響體態，並
應向學生示範背負書包的正確方法
和姿勢。

本年度獲教育局撥款舉行「課後學習支援
伙伴計劃」及「課餘託管試驗計劃」。目的協助
學生在課後完成功課及強化學科。上學期「課後
學習支援伙伴計劃」為小五及六開設六班功輔導
班，三班升中英文面試班：亦為小一及二開設中
文及英文強化小組共五班。「課餘託管試驗計
劃」由「循理會屯門青少年中心」承辦，會開設
十班小二至四的課後功課輔導班。

服
務
學
習

課
後
學
習

參觀天際100

登「綠」長洲

開拓視野

「微笑點頭」
承接去年加強學生對個人整潔

的儀容，鼓勵學生日每天而培養學生
責任感及自理能力。今年培育學生對
人有禮，上學期先以養成「微笑點
頭」為重點。強化學生的品德行為，
透過培養學生的良好習慣，從而成為
一個負責任的好學生。

校本輔導-
Smart學生

現收藏有十一萬張相片的電子相簿

中小學老師參加本校的工作坊
老師們在聚精會神地學習

李一諤的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學校圖書館除添置大量優質圖書，

讓學生於課餘閱讀外，還協助學生集體辦

理公共圖書館圖書証，以培養學生閱讀習

慣，成為終身讀者。本校亦積極鼓勵家長

參與閱讀活動，以身作則，例如：親子閱

讀獎勵計劃、親子參觀中央圖書館、親子

閱讀嘉年華和家長講座等等。

對上三個年度本校被香港教育局任命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下稱「卓越中心」)，向其他學校推廣資訊科技教學的成

功經驗。本年度因應政策的要求，本校不能申請此項計劃。不過可趁此機會，總結及分享一些作為卓越中心的經驗。

首先，歷年來本校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去發展校本的資訊科技教育：硬件方面，全校有電腦三百多台、伺服器三十多部，

全校教學點舖設有高速的光纖網絡，亦裝有投影機及教學電腦，更有覆蓋全校的無線網絡。在系統及軟件方面，本校的學生

電腦已裝有一批常用的開放源碼軟體，配合各科的教學需要；同時，應用中的各個網上系統更是本校的一個資源寶庫，令學

教效能更高、更多元化。

自成功申請成為卓越中心後，本校需定時舉辦課程予其他

中小學老師參加，主題是圍繞自身的強項──開放源碼系統及資

訊科技管理。每年平均舉行八場工作坊，以每場有二十人參加

計，三年算來已有四百八十名老師參與其中。而這些老師多是學

校的資訊科技組的負責人，回校後多會參照本校的經驗而為，所

產生出的影響亦算頗大。

除了工作坊，本校亦會派員到其他學

校作實地支援，以解決學校的個別問題，

亦為他們的基礎建設提供維護及升級的意

見。三年以來，已走訪超過一百間中小

學，亦為數十所學校建立Joomla、osTube、

Gallery3、Moodle、Sitebar等系統。這些都

是本校行之有效、運作經年的系統，經得

起各方面的考驗。以此折算，受惠的老

師、學生及家長人數相信也不少了。 在這三年間，本校能將自身的經驗和香港學界分享，同時亦有空間進行研

究和試驗。研究出來的成果與統整出來的經驗，對學界而言，都是實際及價值

不菲的，亦為本校將來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當然，計劃的最終目標還是希

望學生、家長及教師可從中得益，相信這亦已在本校實現。最後，本校亦希望

將來可以再次成為卓越中心，繼續為香港學界發放力量，共同前進。

★備註：本年度本校仍會繼續與教育局合辦資訊科

技教育教師課程予全港中小教師，繼續推動香港

在此方面的發展。

圖
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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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體育會主辦

第四十屆吐露港渡海泳公開賽
(2.4公里)泳畢全程證書

5A 張家怡  5C 李文廸 5C 陳嘉傑

5C 朱進耀  5D 曾家翠 6A 歐浩晴 

6B 郭芷君  6C 劉豔文

葵涌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殿軍 

5C 高家豪 5C 黃浚康 6B 張顥耀 6B 陳承聰 6C 鄒澤林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涌區小學分會(2012-2013)

葵涌校際田徑比賽
女丙  4D 李樂言  擲壘球  亞軍  
男丙  4E 伍俊光  擲壘球  亞軍

葵涌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團體季軍 

4D 李樂言 5C 張麗茵 
6A 林夢霏 6C 劉艷文 

葵涌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單打

5C 高家豪 殿軍棉紡會中學小學籃球邀請賽
亞軍
 5A 王楚琪 5B 辜祖烽 5D 李啟聰 5D 張家威
 6B 陳承聰 6C 黃俊坤 6D 邱智穎

2012浪姿盃香港冬泳錦標賽 
香港冬泳總會主辦

泳畢全程證書
 5A 張家怡  5C 李文廸 5C 陳嘉傑
 5C 朱進耀 5D 曾家翠 6B 郭芷君 

6C 劉豔文

女子小學組
第6名   6B 郭芷君
第10名  5A 張家怡

學生榮譽榜

康樂文化事務處 主辦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9歲組 50米 蝶泳   
冠軍    5D 曾家翠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少年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5A 張家怡  5D 曾家翠  6B 郭芷君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少年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5C 朱進耀  5C 陳嘉傑  5C 李文廸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少年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5A 張家怡  5D 曾家翠  6B 郭芷君

男少年組  100米 背泳  
亞軍  5C 李文廸

新界區體育總會主辦

男少年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5C 朱進耀   5C 陳嘉傑 
        5C 李文廸 

詩詞集誦（新界西）
 普通話(三、四年合誦)
季軍

2012第4屆優秀小學生獎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6B陳娟瑜

So
lo

 ve
rs

e s
pe

aking- non-open     季軍
   4E黃

鐥
楹

So
lo 

ve
rse

 speaking- non-open  亞
軍

 5
C

 伍
淑

毅

粵
語

詩詞獨誦 季軍
   6B張

灝
耀

普
通

話詩詞獨誦 季軍
 2B劉

穎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季

軍
   

2
C

李
明

軒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季 軍  5C 張
麗

茵

擲
壘 亞 軍 4 E 伍 俊

光

4D

李
樂 言 擲 壘 球亞

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季 軍    2 A 孫
澤

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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