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師參與工作坊活動， 
也像學生一樣興奮投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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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行共同備課，仔細

認真地設計課堂教學。

本校獲教育局邀請擔任核心學校， 

並參加校本資優教育交流展。

透過進行觀課活動，本校與
其他學校作專業交流。

「高參與、高回饋、高展示」課堂教學工作坊

校本教學及電子教學工作坊

老師在鑽研如何運用電子教學元素。

藉教師專業發展，為學校團隊增值。

「如何在課堂中應用資優元素」工作坊

陳巧怡主任獲教育局邀請於「資優教育工作坊」

分享推行校本資優教育的心得。

 
推展校本資優教育 
促進學習潛能發展

本校自 2007 年度開始，致力開展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由抽離式計劃推展至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經過多年積極的
參與和學習，無論老師或同學都獲益良多。
本年度，本校除了繼續推展相關的資優教育課程外，更有幸獲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邀請，於「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擔任核
心學校 ( 中文科 )，與不同學校進行專業交流與分享。而於 2016 年
8 月、10 月及 12 月，本校同工亦獲邀出席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主
辦之「校本資優教育工作坊」、「校本資優教育交流展」等活動，
在不同場合與教育界同工分享本校在推展及實踐校本資優教育課
程的經驗和成果。在未來的日子，本校會延續並有系統地擴展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以助學生的潛能更
充分地發揮。

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師 
專業交流，建立學習型團隊

為了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本校致力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加強教師的專業能力，更推動校內教師的專業交
流，以進一步優化教學。為此，學校舉辦了不同的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如工作坊、同儕備課及觀課，及與校外專業機構
合作進行校本課程等，以提升教學效能，建立學習型團隊。
本學年初，學校舉辦了多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主題
包括多元化教學策略、電子學習及資優教育元素
等，以裝備教師，提升教學質素。

同儕備課觀課

促進教學交流
本學年學校以「高參與、高回饋、高展示」為課堂
教學設計目標，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在課
堂中有更多機會參與，從探索和思考過程中建構知
識。為優化教師的教學設計，提升教學效能，學校
積極建立教師專業交流及反思的文化來回饋教學。
因此，學校推行教師共同備課、觀課及課後反
思，讓教師從互相觀摩和分享中，交流教學
實踐的經驗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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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孩子

家長心聲

老師的活動教學方法很好，同學們也樂意舉
手回答問題，氣氛非常好。是次親親課堂活
動可以讓我親身感受到子女的上堂情況，和

學習到怎樣可以正確地在家教學。�
� 1A 黎詠嘉家長

我欣賞在課堂時，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令上課
時不用學生只是呆坐聽老師教學。我也欣賞是

次活動可令家長更加了解小朋友在課
堂上如何上課。� 2A 陳君頤家長

欣賞老師能運用不同的教學技巧，引導同學去思考所要學的
內容，而且每位同學都能夠有份參與，學習氣氛良好。透過
是次課堂，令我明白如何去幫助兒子學習寫作，也知道怎樣去建構兒
子已有的知識。非常感激梁老師，謝謝你！� 2B 劉智承家長

欣賞老師的活動教學，不但能使學生透過參與和思考的方法去
加強學習，亦可令課堂不會沉悶。看見他們透過學習亦能從中
學習到與組員怎樣相處，有助他們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我也
非常欣賞學校舉辦這種活動，可以使家長有機會了解子女上課
的情形，亦希望學校能永遠保留這個活動。� 3A 吳啓昌家長

我欣賞老師能夠帶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從不同角度
的提問，令學生能夠進一步深入理解故事，亦讓學
生能夠明白故事的內容及重要訊息。是次活動讓我
理解孩子上課的情況，雖然是圖書課，但都能令我
學習得到向孩子講故事的技巧。� 3B 丘智臻家長

老師要求學生的互動較多，並非單純聽老師講課。這樣學生的投入感
會較大，老師也可以通過互動知道學生理解了多少內容。相信老師為
了是次觀課活動準備了很多，在教學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令家長對於
孩子課堂的表現有更多了解，可以家校互相配合，幫助孩子的學業。
� 1B 周承宥家長

家長反應熱烈，積極參與。

學生高參與，積極投入，

認真學習。

老師用心教學，細心指導。

親親課堂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學校於 11 月 30 日舉行「親親
課堂」活動，邀請一至三年級的家長走進課室與子女一起上課。本年度的
活動非常成功，家長的反應也十分熱烈。當天有約 120 位家長參與「親親
課堂」活動。家長的回應正面，表示支持是次活動，及感謝老師的付出，
欣賞老師以多元化的教學，增加課堂的互動，讓同學更投入學習。�此外，
家長大都認同是次活動有助其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也十分認同老師
運用不同提問、合作學習及學習策略去鼓勵學生多參與、多探究、多思考。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當天的活動花絮和家長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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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爸媽
家長講座系列

本校一向重視家長教育，祈能與家長並肩，培育孩子成為「知禮明德�常感恩」的人。本年度學校邀請了教育機構「香
港有品運動」的導師主講 6A品格教育講座，題目如下：

題目 內容
第一講 「接納、讚賞」篇 協助家長接納孩子及與孩子建立正面親子關係，而此亦為教導孩子的重要基礎。
第二講 「關愛、時間」篇 利用關愛及時間與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使孩子學會尊重及鼓勵孩子自愛及關愛他人。
第三講 「責任、權威」篇 如何為孩子設立界線；建立孩子的責任感及有效運用權威。
導師凌葉麗嬋女士透過與家長分享自己的真實經歷，面對子女反叛，親子關係走入黑暗的底谷，如何與子女重新建
立互信，重拾親密的親子關係，讓家長更了解如何幫助子女成長。講者的分享引起家長很多的共鳴和感觸，參加的
家長紛紛表示講座對他們有很大的啟發，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有實用的建議。

義工家長大家庭
今年初，學校招募了101位義工家長，人數破歷年紀錄。而於9月初，
學校舉行義工家長簡介會，共 42 位義工家長參加。會上除
了讓義工家長彼此認識，亦透過分享擔任義
工家長之經驗及期望，使大家更了解義工家
長的工作及其重要性。

活動的安排很好，老師很熱心，整個

課程非常輕鬆，希望還能參加。

 2A 崔子熙、5B 崔子嘉家長

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我被取錄了參

加這個活動。        6B 陳羡兒家長

多謝學校給我和子女一

同玩耍和學習的機會，

今次活動我倆很開心。

謝謝！ 1B 鄧卓鏗家長

親子輕黏土班
家長教師會於 11 月舉行了一連三堂親子
輕黏土班，同學及家長利用輕黏土製作了
不同款式的音樂盒、相架和水晶球。大家
的製成品都鮮艷奪目、手工精細，而於家
長日中�，參加者更展出他們的製成品�，
與大家一同分享�這次活動的成果�。

非常開心，希望多舉行這種

活動，有助增進親子關係。 

 3B 楊青果家長

非常幸運可以參加此次親子輕黏土班，這是我

們第一次參加學校的親子活動，促進親子關係，

也讓孩子體驗了製作的樂趣，希望以後有更多

類似的親子活動，謝謝！ 

 2B 李子傑家長

感謝各位義工家長的辛勞！ 
3



孫
中

山故居紀念館

威遠炮台

虎
門

林則徐紀念館

全方位學習  
擴闊視野

境外學習之旅

多元活動本校安排各級學生於 11 月 9 日前往不同地點
參觀，透過這次全方位學習活動，學生多觀
察，多思考，利用所搜集的資料進行探究，除
豐富了學習經驗，亦提高了學習能力。

一年級 - 香港鐵路博物館

四年級 - 嘉里白鷺湖互動中心( 人類民俗文化館 )

五年級 – 機電工程署

能源效益事務處教育徑 六年級 - 香港科學館

三年級 -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二年級 -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為讓學生加深對國家的認識，豐富生活體驗，本學年學校響應教育局資助之「同根同心�–�香港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6)」，帶領學生前往東莞及中山進行兩天之境外學習活動。旅程中，學生進行考察、小組探究及反思，一方面認識林則
徐銷毀鴉片、孫中山先生起義的歷史，另一方面透過參觀中山的小學，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情況。是次境外學習，學生除
了擴闊視野，亦提升了自理、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孫文 紀 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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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們做什麼角色？

來做道具吧！ 

一起校對劇本小編劇寫劇本討論故事大綱

孫文 紀 念公園

故事爸媽故事創作計劃

來看表演吧

為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及興趣，一班熱心的爸爸媽媽化身成為「故事爸媽」，為三年級同學實現作家夢。他
們在 11 至 12 月期間，每逢星期四、五就會來到學校，協助三年級同學創作故事，把同學們千奇百怪的意
念融合在故事中，又引導同學設計角色造型，帶領他們表演話劇。這個計劃讓同學們享受閱讀的樂趣、創作
故事的喜悅，更感受到「故事爸媽」對他們的愛護，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吳老師心語：

不知不覺，故事爸媽故事創作計劃已踏入了第十個年頭。回想起來，一路走來都是在一片歡聲笑語

中渡過。看着手中一本本充滿創意的學生故事集，心中十分滿足；聽到每一次學生跟我說我們不如

再做一次，心中十分欣慰他們對活動的喜愛。孩子們總是期待着故事爸媽們的來臨，而故事爸媽也

十分享受和他們相處，開心地看到孩子們對故事創作充滿熱情及創意。十分感恩有一班這麼熱心的

義工家長，每一年都為我們的孩子付出時間和精力，謝謝你們！

活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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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好學黃陳自理之星

班風培育  班口號表演

為了培養學生勤奮上進及自我管理的態度，本年度學校增設了「黃陳自理之星」。
老師在早會提醒同學如何成為一個自律自理的好學生，又於早會播放不同老師

表揚同學的錄影或錄音片段，鼓勵同學努力求進。

為配合本學年之學習主題，學校讓每班學生自行創作及演繹班風
口號，營造校內的學習氣氛。

學校舉行不同靈育活動，讓同學更認識主耶穌和明白聖經
的教導，在校園裏撒下福音的種子。

好人好事  感恩便條

感謝耶穌 帶領我

為培養學生「樂於助人、常存感恩」的精神，本校舉辦了「好人好事」及「感
恩便條」活動，鼓勵學生將身邊的好人好事記錄下來，與同伴或家人分享，並鼓
勵他們一起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此外，學校也鼓勵學生在感恩便條上寫下對家人感激
的話語，並於家長日當天與家人進行「感恩旅行拍照」活動，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看！他
們和家人去了哪裏？

聖經科活動

同學花了很多心思，設計了生日咭送
給耶穌，以報答主耶穌對我們的愛。

同學在團契裏輕鬆地學習聖經
的道理，和朋友一起認識主。

聖誕崇拜學生團契

感謝耶穌為我們誕生，同學在聖誕
崇拜中唱詩讚美主。

大家十分享受團契時間，還不斷介
紹朋友加入這大家庭。

同學透過觀看話劇《皇帝的禮物》，認識
到耶穌就是天父送給我們最寶貴的禮物。6



樂助人

為了培養學
生勤奮上進

、積極學習
的態度，

學校把本學
年 11 月定為

勤學月，並
在這個

月，連繫各
科力量舉行

一系列的活
動，包括

勤學早會、
中文科「自

學勤奮」標
語創作比

賽、英文科
MY�DILIGE

NT�CLASSM
ATE� 寫

作活動、數
學科温習統

計圖設計活
動及電腦

科書籤設計
比賽。

勤學早會節
目豐富，同

學在 ICAN
劇場演出

話劇，提醒
同學勤奮上

進的重要，
更唱出主

題月歌曲�《
學生哥》鼓

勵同學。�另
外，校

友鄭一心哥
哥更在其中

一個勤學早
會擔任嘉

賓，與同學
分享他的温

習心得和自
學方法，

幫助同學培
養主動學習

的精神。

此外，家長及
同學們也十分

積極

參與各項活動
和比賽，一系

列得

獎的作品在勤
學月期間，展

示於

禮堂中，供同
學及家長欣賞

，既

肯定學生的學
習成果，又建

立學

生的信心，校
園內洋溢著一

片積

極發奮、努力
上進的學習氣

氛。

同學在電腦課
設計「勤學」

書籤，

學校更將同學
的作品印刷成

精美

的書籤，在攤
位遊戲中派發

給同

學作紀念品。

同學在勤學早會 ICAN 劇場用心

地演出，又載歌載舞，向同學宣

揚勤學上進的信息。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四年級得獎作品

4A��曾悉名 5B��施嘉茵 6A��歐犖偲

4A��楊舒喬 5A��何定邦 6A��袁振豪

4B��施予恩 5A��楊卓菲 6B��鄭天悅

五年級得獎作品 六年級得獎作品

一心哥哥講解生動，又與台下同學互

動，向台下的學弟學妹發問，同學們

都非常積極參與。

同學優秀的作品張貼在禮堂讓學生欣賞，中文科的親子標語比賽的得獎作品更成為急口令攤位的內容，同學都認真地朗讀，踴躍參與。

勤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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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因你．自豪 上學期學生得獎名單

體育方面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姓名
2016-2017�全港兒童單車大賽

(繞圈賽 ) 女子 7-8 歲組別�( 亞軍 ) 3B�王紫嫣

TriHK�~�TriKids�Distance．
Swim�250m．Bike�5.8km．

Run�2km
女子 7-8 歲組別�( 季軍 ) 3B�王紫嫣

「繽紛童年—2016 深圳首屆
少兒藝術教育成果展演 金獎 5A�甘茜宜

第十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搏擊組 (冠軍 ) 5A�羅康佑

沙美游泳會主辦
「暑期挑戰賽」

20米�自由式�( 冠軍 )
3B�王紫嫣

50米�蛙式�( 冠軍 )
保協慈善 10公里 (3�公里親子 ) 母親及小童 8-9 歲組別�( 亞軍 ) 3B�王紫嫣
2016-2017 全港單車大賽
(計時技術障礙賽 )��� 女童 8歲組別�( 冠軍 ) 3B�王紫嫣

PB�Runners
「慈善�PB�跑�2016」

3�公里女子個人 8-9 歲組別�( 亞軍 ) 3B�王紫嫣
3�公里親子女子組�( 第五名 ) 3B�王紫嫣

錦繡花園鄉村俱樂部
週年水運會 2016

40 米背泳�( 亞軍 )
5A�黃紫澄

40米自由式�( 季軍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
所兒童及少年水運會 2016

公開組�50 米蝶泳�( 亞軍 )
5A�黃紫澄

公開組�50 米蛙泳�( 季軍 )

海獅會第廿五屆水運會 2016
100米自由泳�( 冠軍 ) �50米蝶泳�( 亞軍 )

5A�黃紫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 50 米背泳�( 季軍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
育會合辦「第三十四屆水運會」 100米背泳�( 季軍 ) 5A�黃紫澄

元朗商會中學 2016-2017 年度
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4�X�100 米�( 季軍 )

6B�竇健輝���6B�吳俊賢
6B�黃煒興���5A�鄒家星

PB�Runners
「慈善�PB�跑�2016」馬鞍山篇

3�公里女子個人���8-9 歲組別�( 冠軍 ) 3B�王紫嫣
3�公里親子女子組�( 亞軍 ) 3B�王紫嫣

嘉頓時時食�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2016 Super�Kid��-�Female�8( 第五名 ) 3B�王紫嫣

飛達田徑會主辦
「秋日祭奔�FUN�2016」

女子 III�組 800 米�( 第三名 )
3B�王紫嫣

女子�08 年 100 米小飛人 (第三名 )
香港科學園�

Innothon�10km�2016 1.6 公里親子賽�( 亞軍 ) 3B�王紫嫣

美國廸斯尼國際青少年藝術節
組委會主辦「第二屆閃耀中國

星舞蹈超級聯賽」

季軍�( 新秀之星 )
5A�甘茜宜

最佳表現獎

中國體育舞蹈聯合會「2016 年
中國�．�深圳福田體育舞蹈全國
公開賽」公開少年單人 10歲

以下單項

拉丁舞�( 一等獎 ) 牛仔舞�( 一等獎 )
5A�甘茜宜

恰��恰�( 一等獎 ) 倫��巴�( 二等獎 )

廣東省體育舞蹈運動協會主辦
「2016 年廣東省體育舞蹈公開

賽 (深圳站 )」
業餘單人新秀 10歲以下組別�( 一等獎 ) 5A�甘茜宜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別 200米�( 第�8�名 ) 5A�張金鑫
男子特別組別 100米�( 第�7�名 ) 6B�竇健輝

救世軍石湖學校融合
接力邀請賽 季軍

6B�竇健輝���6B�黃煒興
6B�吳俊賢

香港游泳總會舉辦
「2016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第八名 5A�黃紫澄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舉辦「小
學友校�4�X�100 米 ) 接力賽」 冠軍

5A�張金鑫���6B�竇健輝
6B�黃煒興���6B�吳俊賢

視藝方面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姓名

兒童快報舉辦
「LEGO樂高書包父親節心意卡

創作比賽�2016」

初級組 (亞軍 ) 3A�洪宏軒
高級組 (亞軍 ) 5B�徐偉翹

優異獎
2B�詹樂妍���2B�鄭潤宜���4A�劉倬綸
6A�王嘉雯���6A�葉式屏����6B�何冠霆

���6B�布巧嵐
佳思敏兒童營養補充品「填色創作比賽」 小學組�( 亞軍 ) 3B�馮湕溍

星島雜誌集團主辦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
第�5�組�(二等獎 ) 3B�馮湕溍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姓名
MYBK�文化藝術教育發展協會主辦

「燦爛孩子盃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6」

兒童B組 ~
西洋畫�( 季軍 )������������������������������ 6A�歐犖偲

ART2WORLD「童油皇國」
兒童藝術年展�2016 金獎 3B�唐以樂

KIDS�FOCUS
「迪士尼開心學園填色比賽」

中級組�( 季軍 ) 4A�宋珈媛
中級組�( 優異獎 ) 4B�趙樂妍
高級組�( 優異獎 ) 5A�鄭進楊

「惠氏營養品與你創造健康家庭齊抗毒」
填色比賽 優異獎 2B�鄭潤宜���3A�洪宏軒���3A�鄭裕衡

「惠氏營養品與你創造健康家庭齊抗毒」
海報設計比賽

季軍 6A�葉式屏
創意獎 4B�陳曉雪

優異獎

4A�宋珈媛���4A�陳汶杰���4B�趙樂妍
4B�葉式恒���4B�黃恩朗���4B�萬嘉杰
5A�鄭進楊���5A�張再恩���5B�徐偉翹
5B�區凱淇���5B�謝崇義���5B�謝雅柔
5B�唐健峯���5B�勞婧堯���6A�王嘉雯
6B�楊悅怡���6B�鄭天悅���6B�施予心

���6B�馮煒諾���6B�彭聖欣
中華聖潔會中聖書院及靈風中學合辦
「我畫我社區」全港繪畫比賽 優異獎 3A�鄭裕衡

《德藝雙馨 (香港賽區 )》、
《歐洲國際藝術大獎賽 (香港區域 )》及
《第十二屆「喜」舞翩翩舞蹈邀請賽》

舞蹈�
( 第四名 ) 2B�詹樂妍

音樂方面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姓名

萬鈞教育機構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

歌唱比賽」
第五名

5A�袁浠娜���5B�駱嘉敏���5B�雷巧琳
6A�余潔雯���6B�陳羨兒���6B�陳芯誼
6B�馮煒諾���6B�彭聖欣���6B�黃思朗

國際優質教育協會舉辦
「第六屆香港亞洲音樂比賽」

鋼琴自選樂曲組�
( 優異獎 ) 3B�唐以樂

學術方面

科目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姓名

中文
香港兒童文藝協會舉辦
「2016 學生故事 /
詩歌創作比賽」

高小故事組�
( 優異獎 ) 5A�林藝璐

高小創意組
�( 優異獎 ) 6A�葉式屏

中文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粵語組詩詞獨誦

季��軍 4B�黃恩朗
優異獎 1B�張��皓���4A�張恩瑜���4A�黃延恩
優異獎 4B�陳曉雪���5A�林藝璐���6A�葉式屏
優異獎 6B�黃思朗���6B�鄭天悅
良好獎 1A�鄭雪怡���3A�梁錦浩���5B�謝崇義
良好獎 6A�禤百悅���6B�馮煒諾

英文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英詩獨誦

季��軍 4B�陳曉雪
優異獎 1A�朱��迪���1B�CHARLIE���2A�陳芓攸
優異獎 2A�陳熙琳���2A�楊洛滔���2A�曾悉律
優異獎 3A�宋盈樂���4A�宋珈媛���4A�陳樂頤
優異獎 4A�黃百加���4B�黃 祉���5A�吳嘉旋
優異獎 5A�甘茜宜���5B�勞婧堯���5B�曾皓鈿
優異獎 5B�何昊駿���6A�張梓賢���6A�余潔雯
優異獎 6B�楊悅怡���6B�黃思朗���6B�張子朗
良好獎 1B�王幸正

普通話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異獎 3B�彭小宣���3B�楊青果���4A�張恩瑜
優異獎 4A�楊舒喬���4A�林嘉琪���5A�林藝璐
優異獎 6B�李俊麒

新家園協會主辦「第四屆新家園
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中級組�(優異獎) 4A張恩瑜

元朗大會堂主辦「2016 全港兒
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中級組�( 銀獎 ) 4A張恩瑜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第二十一屆屯門元朗區
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五組獨誦
�( 亞軍 ) 5A林藝璐

小四組獨誦
�( 優異獎 ) 4A林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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