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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是學習生涯的起點，是兒童可塑性最強的時期；亦是形成
良好習慣、建立個性和價值觀的重要階段。因此，說小學階段是人
生最重要的環節也不為過。

孩子的潛能是多樣性的，有學術也有體藝，有動又有靜。再者，他們成長的家庭背景也不
一樣，基於因材施教的原則，我們為孩子提供適切又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啟發思維，幫助他們
建構知識、發展各類的共通能力、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和正面的人生觀。為達致這個目標，我
們不斷完善課程。過去三年在原來的活動教學基礎上加入更多元素，例如加入了合作學習和探
究式學習等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在課堂的投入感和學習的參與量。此外，我們還推行STEM
教育、電子學習、思維教學等，提高學生的創造力和溝通能力。我們因應學生的特質、興趣和
能力規劃校本課程，以促進學生的多元發展。
本校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每年均有進步。在剛過去一年，小六畢業生考獲第一組別成績的
百分率已是四年前的四倍。課外活動方面，無論是區內或全港的各類型比賽，所獲獎項更較之
前多出五倍，甚至十倍。這幾年來，感謝教師團隊的齊心努力，家長的支持，我們很欣慰見到
孩子們的轉變。他們變得更積極自信，笑容也變得更燦爛可人。
今年正值本校創校三十周年，是學校發展的里程碑，正好讓我們去總結過去，計劃未
來。我們已成功奠下學習型學校和關愛校園的基礎，在新一個發展周期，我們要成為「Joyful
School」，為學生創造一個
愉快和有效學習的園地，讓
他們能夠享受學習的樂趣和成
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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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除了是教師個人專業的精進外，更重要的是提升教育質素，促進學生的學習和個人成長發
展。因此，學校鼓勵教師持續不懈地學習，以提升個人的專業素養，令教學工作日益精進，亦使學校能夠持續
發展。學校安排以下各項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專業能力，促進教學效能，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2017-18年度校本教師專業活動一覽表：
日期

項目

全年
全年共4次
29-8-2017及1-9-2017
7-9-2017
13-10-2017
11-11-2017
17-11-2017
1-12-2017
5-1-2018
26-3-2018
20-4-2018
9-7-2018
7-2018

教師教學交流會
課程統整STEM工作坊
各學科電子教學培訓工作坊
「自主學習」工作坊
「如何識別語音障礙的學生」講座
「危機處理」講座
「EDX School」電子系統應用工作坊
大埔區小學暨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試題分析工作坊
教師專業發展日：地質公園考察
電子教學工作坊―編程教學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初探」工作坊
學校發展工作坊

參觀鹽田梓玉帶橋

成功 編寫 程式 驅動 機械 車完 成任 務

地質公園考察

考察活動令大

老師們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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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同

學習編程教

學課程
觀察 獨特 的地 貌

家身心舒暢

學校發展關注項目
關注事項 (一)：延續關愛文化，共建和諧社群
本學年的周年目標為「發掘領袖才能，以愛服務社群」，通過推行適切的課堂活動及校本輔導活動，學校積極強化
學生的自我形象，增強他們的歸屬感，讓學生主動投入校園生活；並能以尊重和接納的精神，拓展關愛共融的氛圍。除
此之外，學生通過不同的服務學習，除了讓他們實踐關愛別人外，教師亦可藉此發掘學生的領袖才能。
本年度的活動如下：
1. 「好學生執照」計劃：紀錄學生多元化的良好表現，鼓勵他們成為一個具備領袖才能的好學生。
2. 「好人好事」表揚計劃：讓學生通過好人好事的分享，學會主動欣賞他人之善行，從而學習實踐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信念。
3. 「我們這一家」活動：通過認識學校的成員，以及他們的職務和喜好，使學生多了解學校的教學團隊，增強對學校的
歸屬感；另外學校繼續推行多類型建立良好班風的活動，使同學能積極投入校園生活。
4. 「關愛大使」團隊：由不同年級的同學擔任關愛大使，支援小一新生、插班生和個別有需要協助的同學。團隊藉着不同的
服務機會，幫助同學融入校園生活，而擔任關愛大使的同學除了在小隊中發揮關愛精神外，還可培養他們的領袖才能。
5. 製作「同一天空下」節目：邀請不同族裔的學生參與校園電視台節目製作，推廣不同文化，加深學生了解不同需要人
士的生活，達致互愛共融。
6. 拓展「樂融雜技團」：提供高低年級的雜耍訓練，協助學生通過練習、演出和參加比賽，融入社交群體。
7. 學校服務團隊和親子義工服務隊：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機會，讓學生及家長能通過校內校外的義工服務，一起將關
愛他人的精神，由學校帶到社區；同時訓練學生從服務中學習，發掘他們的領袖才能。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親子賣旗籌

樂融 雜技團

愛心送暖行動—探訪獨居老人

款

親子義工服務

_清 潔 香 港 海 岸
關愛大使到醫院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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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邁向優質課堂，促進自主學習
本年度以「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為學校發展關注項目的焦點。我們持續以
教師專業發展，促進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為提升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而做好教學準備。我們安排了
課研時間及循環觀課，讓教師能優化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
此外，優化共同備課效能，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及發展校本電子學習課程，促進學生小組學
習及個人化學習，亦是我們關注的目標。我們以自攜裝置（BYOD）的形式發展電子學習，加強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及態度，並透過課外活動，營造流動學習的環境。
本年度的策略如下：
1. 在教師發展日及課研時段安排促進自主學習教學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及電子教學的專業發展講
座、分享會或工作坊；
2. 以「促進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作為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的焦點，重點培育學生掌握學
習技巧、思維技巧、元認知及反思能力的策略；
3. 小四至小六的學生使用自攜的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推行電子學習課的科目包括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
及常識科；
4. 教師在課堂利用資訊科技及平板電腦輔助教學，增加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及參與，包括課前預習、課後
自學、即時的互評、投票、分享等活動；
5. 透過各種教學策略，讓學生掌握自主學習技巧，培育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

以平板電腦互動學

習

探究式學習

電子學

習增添

考驗思考力

樂趣

網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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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拓
寬
學習領域

到鐵路博物館考察，摘錄筆記

關注事項(三)：拓闊閱讀視野，推廣分享文化
為鼓勵學生發展深度閱讀，建立分享文化，本校於本年度推行有關閱讀的
活動如下：
1. 圖書館內設立學習角、主題書展以配合各科教學主題、學生程度及興趣作圖書推介。
2. 豐富電子圖書館藏、推介網上閱讀資訊：增加不同類型的電子書籍以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書量。
3. 增設多項閱讀奬勵計劃：鼓勵學生拓寬閱讀的層面更深更廣。
4. 「醒晨早讀課」：鼓勵學生建立多元化的閱讀習慣。
5. 「閱讀心得分享」（校園電視台） ：營造閱讀氣氛，吸引學生借閱有關圖書。
6. 繪本圖書欣賞：培養初小學生閱讀中、英文繪本的興趣。
7. 參觀圖書館：鼓勵學生善用社區資源，多在公共圖書館借書。

書
電子圖

三年 級參 觀圖 書館

借閱優

勝榜

圖書推介

誰要和繪本

故事書做朋

與同學分享故事，

友

樂在其中

齊來分享圖

書樂

醒晨 早讀 課

這本書很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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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而歸
比賽名稱

獎項及得獎學生

學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20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全港數學比賽2017-2018

術

粵語及普通話獨誦
3C 李凱晴（冠軍）、1C 曾熙恩、4A 林焯然、6D 王雅雯（亞軍）
1B 麥雅妍、1B 梁譽之、3C 李凱晴、6B 文紫儀（季軍）
英文獨誦
3C 李凱晴、3D 饒禮傑、4A 楊樂怡、6E 劉雯婷、6E 駱奕慧（亞軍）
2D 屈梓峰、4A 葉鈺恩、6E 李思皚（季軍）
2D 鄭思敏（初小組優異獎）、4D 尹藝洋（中小組優異獎）、2A 譚米庭（初小組良好獎）
6A 葉駿暉、6E 歐陽廷瑋（二等獎）
6A 楊俊凌、6A 魏思琪、6A 鄭興宇、6A 陳

耀、6E 林豐源、6E 蔡忠聖（三等獎）

6A 葉駿暉（智多星亞軍）、6A 魏思琪、6A 楊俊凌（銅獎）6A 陳 耀、
6A 鄭興宇、6A 陳明鵬、6E 蔡忠聖、6E 歐陽廷瑋、6E 陳卓爾（優異獎）
3D 李王昊、4A 梁彥熙、4D 劉銘喆、5E 楊鈞博、6E 陳卓爾（一等獎）

第十一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

3B 林天樂、3D 李天樂、3D 王瀚林、4A 楊樂怡、4D 李浚傑、5E 張元科、
5E 林煒達、5E 陳函潤、5E 徐偉傑、5E 姚雨辰、6A 楊俊凌、6A 魏思琪、
6E 林豐源 （二等獎）
3D 羅俊熙、3D 陶翰笙、3D 許耀朗、3D 黃俊騫、3D 徐梓航、3D 劉力天、
3D 黃新惠、3D 王何源、4A 李君揚、4A 劉臻鈺、4A 張景琳、4D 陳昊宏、
4D 劉傑睿、4D 凌偉樑、5D 張捷瑞、5E 王芷宜、5E 賀崇喜、5E 林熹敏、
5E 王芷涵、6A 鄭興宇、6A 葉駿暉、6A 陳 耀、6A 陳明鵬、6E 歐陽廷瑋
（三等獎）
3D
3B
5E
6E

李王昊、4A 梁彥熙、4D 劉銘喆、5E 張元科（金獎）
林天樂、3D 李天樂、4D 李浚傑、5E 陳函潤、5E 賀崇喜、5E 林煒達、
徐偉傑、5E 楊鈞博、6A 鄭興宇、6A 楊俊凌、6A 陳 耀、6E 歐陽廷瑋、
朱浩城（銀獎）

2018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3D 許耀朗、3D 劉力天、3D 羅俊熙、3D 徐梓航、3D 黃俊騫、3D 王何源、
3D 黃新惠、4A 張景琳、4A 劉臻鈺、4A 楊樂怡、4D 陳昊宏、4D 官梓軒、
4A 李君揚、4D 劉傑睿、4D 凌偉樑、5D 張捷瑞、5E 王芷涵、5E 王芷宜、
5E 溫雨欣、5E 姚雨辰、6A 陳明鵬、6A 魏思琪、6A 葉駿暉、6E 蔡忠聖、
6E 林豐源、6E 熊 逍（銅獎）
第29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8 6E 陳卓爾(二等獎) 、6A 葉駿暉、6E 林豐源 (三等獎)

3D李王昊、4A梁彥熙、4D劉銘喆、5E楊鈞博(金獎)、3B林天樂、3D許耀朗(銀獎)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3D徐梓航、3D李天樂、3D黃新惠、3D王何源、4A楊樂怡、4A張景琳、4D凌偉樑、
公開賽晉級賽
5E賀崇喜、5D張捷瑞、5E張元科(銅獎)
2017-2018年全港小學數學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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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陳卓爾(計算競賽二等獎、數學競賽三等獎及總成績二等獎)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68周年徵文比賽

6A 楊俊凌（小學組亞軍）

大埔區新春書法比賽

4C 鄧詩樺（高小組亞軍）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STEAM
科技奧運會
BOAT蒸氣船設計比賽2018

6A 葉駿暉、6A 梁港龍、6A 黃嘉寶（簡約組最佳環保物料應用二等獎）
6A 楊俊凌、6A 葉駿暉、6A鄭興宇、6A 陳明鵬（一等獎）

音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樂

小學中級組 銅獎
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9歲或以下）
本校合唱團（第三名）
高音直笛獨奏 小學（13歲或以下）
6D 鍾熙悅（冠軍-柏斯杯）（榮譽獎狀）
6E 伍嘉雯（冠軍-柏斯杯）（榮譽獎狀）
6E 楊雨彤（冠軍-柏斯杯）（榮譽獎狀）
6B 許幸琪（冠軍-柏斯杯）
5A 黃馨嫻（冠軍-柏斯杯）
5B 李善冰（亞軍） 6B 文紫儀（亞軍）
6B 蕭善鎂（季軍） 6E 施雅詩（季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6E 曾曉恩（季軍）

直笛二重奏 小學 （13歲或以下）6B 許幸琪、6D 鍾熙悅（季軍） 合唱團在畢業禮中演唱
高音直笛獨奏 小學 （10歲或以下）5E 魏凱翹（亞軍）
直笛二重奏 小學 （10歲或以下）
5E 潘寳怡、5E 魏凱翹（亞軍）5E 王芷宜、5E 王芷涵（亞軍）
高音直笛獨奏 小學 （7至8歲）2D 魏浩翹（冠軍

柏斯杯）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13歲或以下）6B 文紫儀（季軍）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7至8歲）3C 李凱晴（冠軍）
箏獨奏 （中級組）5E 魏凱翹（季軍）
一級鋼琴獨奏 2D 曹浣秋(季軍)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手鈴隊（金獎）、手鐘隊（金獎）、手鈴板隊（銀獎）
小學聲樂獨唱
6A何曉欣(金獎)、3C黃振軒、4A葉鈺恩、5E張曉晴、 6E鄒嘉穎(銀獎)、3A古莉莉(銅獎)
小學牧童笛獨奏
「聯校音樂大賽2018
（小學組）」

6B許幸琪、6D鍾熙悅、6E伍嘉雯、6E楊雨彤(金獎)
小學合奏牧童笛
直笛隊(金獎)
小學小組合奏體驗組
敲擊樂隊(銅獎)
小學中樂隊(古箏)獨奏中級組
5E魏凱翹(金獎)
手鈴隊在畢業禮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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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8

劇

優異整體演出獎、最佳公民教育演繹獎
最佳男演員獎（6E 談浩志）、最佳女演員獎（6B 蕭善鎂）
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4C 陳苑琪、6A 朱杏兒、6A 曾倩文、6B 蕭善鎂、6E 談浩志、6E 涂允菲）

舞

蹈

視

藝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優等獎
「大埔區第三十七屆
舞蹈比賽」

金獎

「2017大埔城鄉共融迎中
6E 歐陽廷瑋、6E 楊雨彤、6E 曾精菁、6E 張焯玲（小學組冠軍）
秋」花燈設計比賽
培道×Barbie第三屆旗袍設計
5E 溫雨欣（最具人氣設計獎）
（全港小學）邀請賽

體

6A陳泳然於大埔
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獲得100米冠軍

育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男子乙組團體殿軍、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男甲4×100米接力冠軍
男甲100米冠軍 6A 陳泳然
男甲200米季軍 6A 陳 耀
男甲跳高冠軍
6A 陳 耀
男甲跳高亞軍
6A 羅家銘
2017-2018 大埔區小學校際
男甲鉛球冠軍
6A 陳泳然
男乙60米季軍
5B 嚴漢忠
田徑比賽
男乙100米季軍 5B 高 健
男乙跳高冠軍
5B 嚴漢忠
男乙跳遠季軍
5B 高 健
男丙跳遠殿軍
4C 余鴻韜
女甲跳高季軍
6E 伍嘉雯
女丙60米季軍
3C 陳嘉嵐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全港幼苗排球比賽
大埔區學界排球比賽
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
第十屆卍慈禁毒盃
五人足球邀請賽

男甲鉛球殿軍 6A 陳泳然
男甲100米亞軍 6A 陳泳然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6A 陳泳然、6A 陳 耀、6A 羅家銘）
男子組優異盃賽冠軍
亞軍
6A 羅家銘、6A 梁永康（殿軍）
盾賽亞軍

「2017全港閃避球錦標賽暨 香港區十二歲以下組別（亞軍）
國際邀請賽」
國際邀請賽十二歲以下組別（季軍）
本校排球隊榮獲三十周年校慶盃排球邀請賽亞軍

2018全港小學學界
初小混合組冠軍 女子組季軍 高小混合組殿軍
閃避球新秀賽
2018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錦
男子組冠軍 初小混合組季軍
標賽

德育及公民教育
2017-2018年度大埔區
學界道路及交通安全小學
標語創作比賽

1D 蘇子皓（優異獎）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2017 卓越團體合作獎（亞軍）、6E 楊雨彤（卓越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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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
委員會」比賽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5E 林熹敏、6D 劉宇清、6E 劉雯婷、6E 梁筠瑤、6E 涂允菲
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4A 葉鈺恩（冠軍）、4A 劉臻鈺、黃芊榆、6E 駱奕慧（優異獎）
公民教育剪報比賽
4A 鄭梓晴（季軍）

「健康生活你我他，遠離毒
1B 麥雅妍（小學初級組季軍）
品誇啦啦」
口號創作比賽

4D 蔡立港（小學中級組優異獎） 6A 葉駿暉（小學高級組冠軍）
5B 李善冰（小學高級組優異獎） 6E 張銘坤（小學高級組優異獎）

「香港無綠不歡校園午餐獎
勵計劃」

金獎

本校榮獲「和諧校園」

銅獎

制服團隊
香港童軍總會主辦之
2017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本校幼童軍及小童軍團
（優異旅團）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大埔南區
2017-18年度小童軍
遊戲比賽（區總監盃）

本校小童軍團（總季軍）
單項比賽榮獲1冠軍及2亞軍

音樂

本校於今屆學校音樂
節比賽中榮獲7 冠軍

直笛隊在「聯校音樂大賽2018」小
學合奏牧童笛項目中獲得金獎

藝術

3C李凱晴聲情演繹得獎作
品，她於本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共獲1冠軍、1亞軍及1季
軍的佳績

其他

直笛隊同學在「聯校音樂大賽2018」
小學牧童笛獨奏項目中共奪4個金獎

手鐘隊在「聯校音樂大賽2018」手鈴及手
鐘（小學組）項目中獲得金獎

手鈴隊在「聯校音樂大賽
2018」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項目中獲得金獎

本校同學奪得「2017-18大埔城鄉共融迎
中秋花燈設計比賽」小學組冠軍
「2017-18大埔城鄉共
融迎中秋花燈設計比
賽」冠軍作品

本校於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共獲1冠軍、
8亞軍及7季軍

6A楊俊凌獲慶祝中華人民 同學在「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比賽中獲得
共和國成立68周年徵文比 多個獎項
賽亞軍

本校小童軍展示
於比賽中奪得的
獎杯及獎牌

小童軍於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
地域-大埔南區2017-18年度小
童軍遊戲比賽（區總監盃）榮
獲總季軍，另於單項比賽榮獲
1冠軍及2亞軍

戲劇組於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中
奪得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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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讀寫教學
中文科
為了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中文科老師在課堂上會多提問高層次問題，並設計多元化的探索活動、教導學生
利用腦圖協助思考。在寫作方式，為了強化學生的寫作能力及培養其寫作興趣，老師已就教學重點，重新組織各
級的教學單元，並設計相關的寫作小冊子，使學生更能掌握寫作的策略和技巧。
此外，今年由教育局支援我校四年級的讀文寫作教學。在支援主任潘慧如博士的帶領下，該級老師進行單元
式課文備課及作文設計。潘博士協助老師們找出作文課的教學難點，並在課研中驗証教學方法，以及調適教學內
容及設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老師們在評課中作出深入的反思，在課研過程中獲得到專業的成長。

全班

注地
同學專

完成寫

作練習

同學們投入地
同學 們愉快地分享預習成果

討論

同學認真地完成寫
作練習

同學全神貫注地聆

聽其他組別匯報

Newsletter report／The DTS Project
2017-2018
The English Programme
The 2017-2018 school year is the 11th year that our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Writing (PLPR/W) with the P.1-3 classes. This programme accounts for about
40% of the students’ English lessons. Ms Raynel, the NET, the local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class
assistant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co-plan and co-teach the lessons.
The PLPR/W programme aims to teach English in a way which integrate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using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support th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highly
interactive aspects of the programme ensure that the songs, chants, poems, games and books used
are memorable and help the children learn in an enjoyable manner.
The follow-on from PLPR/W is the KIP programme (Keystage 2 Integration Programme) and this is
operating in P.4, P.5 and P.6. The sam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on, variety of materials and of genres (types
of books) as for the PLPR/W are followed with the KIP programme. Co-operative learning techniques
are also a feature of the KIP programme. Students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ir learning and develop
the habit of working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all useful skills for the future.
The English teachers have all been very pleased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English in a fun, interactive
manner.

The DTS project

Our school has been implementing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in the P.4 curriculum for a few
years. “Growing Up” and “Healthy Eating” are the themes for this year. We have incorporated various
genres such as books, websites, games and videos in the lessons. Lessons are carefully planned
and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in a meaningful and enjoyable way. The project ensures ou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and helps them build up a foundation for the
skills of life-lo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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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閱讀
DTS 分

一起做果凍

伴讀活動

從遊戲中學習
老師協作

教學

朋輩共讀多開心

英文書展

往幼稚園

看看我們的面具

校慶漫畫創作

英語日問答比

服務

齊來 唸三 十周 年口 號

賽

出色小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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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概念教學
本校的數學課程除了引發學生學習數
學的興趣及教導學生掌握基本的運算技巧
外，更着重以概念的建構、思維的訓練為
主。我們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讓學生
建構數學概念。例如利用繪圖方法認識分
數，將各年級的分數運算連貫起來；利用
分物遊戲讓學生了解除法的概念等。使用
小組合作學習的模式，讓學生動手操作、
動腦思考；多作探究式學習，讓學生從討
論中自行發現數學公式或規律。在思維訓
練方面，本校積極推行解難思考訓練，同
學需要運用所學的數學概念，配合不同年
級所學的解難策略，把數學知識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

我們積極
比賽

的數學
參與全港有代表性

分數與小數的
化聚困難嗎？
我們
通過數學遊戲
來學習，倍感
輕鬆

30周 年數 學競 技日 寓學
習於 競賽 之中

能成功將 分數的矩陣完成， 倍感滿足

動手操作，驗証一下
自己設計的摺紙圖樣
能否摺成長方體

你看，我所設計的
摎紙圖形能成功摺
出長方體，我還能
數出它的體積

配合30周
年
要計算答 校慶的主題，
學生
案為30的
算能力
算題，加 需
強速

多嘗試圖形拼砌，
有助加強圖形空間
的概念
既要思考如何拼砌七巧板，
又保持豆袋的平衡，難度甚高

競賽中加入數獨可加強邏
輯思維的訓練

STEM教育課程
學校的課程，以探究式學習為本，致力培養相關的學習技能及科學素養，以配合STEM教育（科學、科技、工程
及數學範疇）的發展路向。
我們在五、六年級結合常識科的科學範疇及電腦科的編程教學，讓學生從動手進行實驗開始，運用不同的科學概
念、機械原理及編程技巧，主動探究，從實踐的經驗中學習解決問題，加深對科學、編程及運用機械的認識，使知識
和技能的學習得以結合。
我們除了在各級常識科課程中加入STEM教育元素以外，亦在多元智能課、課程統整進行延展的STEM課程。課後
亦開設科學探究小組以提升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合作 拼砌 機械 人

完成任務，感應器
齊來 測試 合作 成果

接駁感應器
學習 編寫 機械 人應 用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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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部件，考心思

效果令人滿意

課程統整
為了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
學習技能，因此學校在各級安排了課程統整
周。我們因應各級的學習及成長需要，以
STEM為主題，安排了各種學習任務，讓學
生能參與多元化的科學及科技活動。各級主
題包括：「玩樂無窮」、「空中『慢』遊特
工隊」、「紙張的奧妙」、「奇妙的水」、
「污漬殺手」和「水火箭製作」。學習活動
以學生為主導，透過觀察、資料搜集及整
理、實驗、物料探索、數據分析、歸納等步
驟，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及共通能力，並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在課程統整周中，
學生都敢於創作，樂於探索，從各項測試中
獲得豐碩的學習經驗。

我們 的潛 水艇

張的吸
比較各種紙
水能力

製作不同
的紙飛機
，準備測
行效果
試飛

製作環保酵素
紙蜻蜓騰空能力大比併

齊來 設計 水火 箭
水火 箭成 功發 射

測試家務助理

機械人

從活動中學習
教育營及旅行

教育營

繩網陣考身手
團隊合作，發揮創意

五人足球比賽

食早餐 Yeah

這邊 廂進 行女 子組 比賽

比賽前先來張合照

最終勝者是我們

旅行

元朗公園，我們來了

燒雞翼，我最鍾意食

與外籍老師分享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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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活動及興趣班
本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
及體藝發展，會因應不同學生的
需要開設了各式各樣的活動組別
供學生參與，以培養學生的興趣和
啟發潛能。本年度開設的班別有游
泳班、花式跳繩班、籃球班、乒乓
球班、足球班、閃避球班、躲避盤
班、跆拳道班、柔道班、水彩畫
班、象棋班、圍棋班、國畫班、硬
筆書法班、動物毛球製作班、智能
機械人班、智能機械車班、科學實
驗班、夏威夷結他班、魔術班、珠
心算班、奧數班、英語班、英文拼
音班及劍橋英語證書班等。

動物毛球製作班

小動物毛球做好了

跆拳道

柔道班

旋風球
智能機械車

德育活動

義賣巧克力活動

宣傳禁毒訊息

愛心送暖(探訪獨居長者)活動

本年度的品德教育目標為「發掘領袖才能，以愛服務
社群」。學校除了進行早會、成長課和德育講座外，亦將
相關的德育綱目滲透於不同的課程內，務求提升學生自我
形象，增強學生的歸屬感，讓他們主動投入校園生活，以
尊重和接納的精神，拓展共融氛圍。同時，為了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發掘學生領袖才能，學校特意安排學生參加
不同制服和服務團隊，使學生有機會通過服務，達到「愛
學校，愛社區」的目的。

清潔海岸活動

參與聾協賣旗活動

學生交流
姊妹學校交流
本年度舉行了一次以親子形式進行的交流活動，陳校長和幾位老師在5月19日至22日帶領32名學生及30名家長到
位於浙江紹興的姊妹學校《紹興市柯橋區實驗小學》進行交流，是次活動是為慶祝本校30周年校慶的特色活動之一。
另外，姊妹學校《南光中英文學校》180名師生曾於3月15日到訪我校，親身體驗了本校的視藝、音樂、體育、圖書及
電腦課堂。

我校學生體驗浙江姊妹學校
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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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浙江姊妹學校互相贈送紀念品

南光學生體驗電腦課

與浙江姊妹學校師生合照
南光學生聚精會神上音樂堂

贈送紀念品予南光中英文學校

境外交流
為了豐富學生其他學習經歷，本校
舉辦境外交流活動，讓同學有機會認識
祖國以至放眼世界，從而擴闊視野。這
個學年，為了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認識
環保工作及科技教育，老師帶領學生踏足
台灣，讓同學透過實地考察，體驗異地文
化；在增廣見聞的同時，也能與當地學生
交流、建立友誼，達至「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的目標。

台中，我們來了！

醒
區，時刻提
親臨地震園
危。
思
安
居
學
同

得到熱情款

待，令我們

非常期待四
日三夜的
考察之旅

高美濕地，風景多優美！

受寵若驚。

自然科學博物館讓同學大開
眼界

校 友 會
親愛的校友：
大家好！我是1999年的畢業生。大學畢業已好幾年，明明母校就在住處旁，卻沒常回來探望老師。幸好，在
一次機緣巧合之下，與多名畢業生共組校友會，好讓大家仍能通過校友會，與母校再次連繫接觸。
母校也已三十周年，無論是建築物的外觀，以至課室的裝潢，甚或操場的地台，亦已有莫大的改變，而這些
改變是要親眼目見，才能感受得到的。而通過校友會活動，大家可再次走進母校，一探母校的近況，而大家更可
在校內活動一下，拍一下籃球，伸一下懶腰，伏在學生桌上，重溫那些年的赤子情懷，感受兒時母校的暖愛，實
一樂事。
三十周年晚宴，正好讓師生重聚，一起談談笑笑，暢論當年。
校友會，不只是學校的一個組織，也是舊生們的組織。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活動再次聚在一起，一起努力，讓
校友會成為連繫一眾舊生、同學、老師、學校的地方。
校友會主席
楊舜姿
第三屆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2017-2018活動概要

校友會幹事組織（2015-2019）

2017年9月23日
2017年11月18日
2018年2月18日
2018年1月12日
2018年4月21日
2018年 7月6日

主席: 楊舜姿
外務副主席：黃美寶
內務副主席：溫述輊
常務秘書：蔡俊偉
司庫：陳道清
福利幹事：鄧穎琪、黃曉彤
傳訊幹事：余以祈、馬俊豪
會籍發展幹事:麥家威、莫慶峯
推廣幹事：吳鴻岳、曾文泉
聯誼策劃幹事：楊惠旋、蔡惠君

開放日攤位
火鍋燃點師生樂
午間茶聚話當年
協助校運會工作
協助學生參與IPAD 遊蹤邀請賽
三十周年校慶聚餐

校友會網址： http://www.wflaa.org
校友會財務報告：截至2018年5月9日，校友會現結存$1637。

開放 日

午間茶聚話當年

火鍋燃點師生樂

校友會開放

日攤位

協助同學參與IPAD遊蹤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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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組織(2017-2019)
顧問：陳喜泉校長
主席：熊永可女士
副主席：黃秀貞副校長
秘書：薛燕連女士、林道機先生、廖麗萍主任
司庫：溫美清女士、陸秀卿主任
聯絡：徐仙嬌女士、張明婷女士、陳澤鈔先生、張健先生、
謝月明老師
總務：郭秀琴女士、符珍女士、莊群英女士、陳秀文女士、
凌新女士、梁銘言老師
康樂：莫英女士、陳映女士、何麗華女士、王淑萍女士、
邢國香女士、黎潤年老師

親子旅行

主席寄語
回顧過去一年的會務和活動，我衷心感謝校長、各位老師的支持和信任及家長的積極參與。全賴學校團體的
支援和配合，加上家長義工長期無私的付出和支持，各項活動都能順利舉行，並發揮了家校合作的精神。藉三十
周年校慶，祝願學校桃李滿天下，校務蒸蒸日上。
熊永可女士（四年級黎立成家長）

2017-2018活動概要
每兩個月
定期
2017年9月
2017年9月10日
2017年9月23日
2017年10月13日
2017年11月24日
2017年12月9日
2018年1月12日
2018年1月27日
2018年1月31日
2018年1月31日
2018年5月10日
2018年5月31日
2018年6月11日

家長服務日

活動內容
派發學生生日小禮物
整理「家長資源中心」
午膳義工
敬師節活動
開放日活動
親子潔校日
家長工作坊「家家有品」親子遊戲
家教會親子旅行
校運會裁判工作
家長服務日
寫揮春比賽
蘿蔔糕製作班
父、母親節心意卡製作
粽子製作班
「如何處理家長情緒及壓力?」

製作母親節心意卡
潔校日

16
蘿蔔糕製作班

揮春書法比賽優勝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