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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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12 月號

獲得杜葉錫恩教育基金「2015 年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全港共 60 人) ，得到嘉許狀及$1,000
獎學金獎勵。6D 班李塏鈞同學則獲得進步嘉許狀，並獲得書券$100 獎勵。

十一月四日，本校舉行秋季旅行。一、二年級前往荔枝角公園進
行親子旅行，學生在老師和家長的帶領下玩得十分高興，家長也在輕
鬆的氣氛下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校生活；三、六年級前往新娘潭郊野
公園；四、五年級則前往清水灣郊野公園，師生們一邊欣賞美景一邊
享受美味的食物，共同享受郊遊的樂趣。

本校六年級學生於十一月六日到香港科學園參與由創新科技署舉辦之「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5—創意
學堂」活動。同學們參加了「機械狗」和「小小工程師」工作坊，並參觀了各個攤位，對創新科技發展
有了新認識，創意思維亦得以啟發。

本校由十一月十二日起連續四個星
期四舉辦「6A 品格教育－家長小組」。
「6A 品格教育」乃一套簡單易明之管教
系統，6A 是指 AFFECTION、
APPRECIATION、ACCEPTANCE、
AUTHORITY、ACCOUNTABILITY、
AVAILABILITY。家長小組邀得明愛天
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資深註冊社工吳
慧茹姑娘現身說法，透過協助家長探
索、演練，明白家庭教育及家長身教之
重要，並學習培養孩子良好品格之方法。

十一月十四日是本校今年第一個家長日。當天除派發
成績外，家長可直接與老師傾談子女在校的表現。同時，
學校亦特別安排了書展，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家長日後，隨即舉行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家
長教師常務委員就職典禮及聚餐，各會員一同分享成果及
喜悅，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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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6A 班李美琪同學這兩年積極上進，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她積極的表現令她

本校上學期的「親子齊齊讀」活動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期間舉行。各級家長進入課室與子女一
起上課，並協助老師籌備教學活動、擔任課堂分組導師及指導學生完成課堂作業等。活動增進了家長與
學校之溝通，也加強了家長對課堂活動之了解。家長表現十分積極，亦十分感謝老師們的努力付出。

本校於十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舉辦「廣州之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學習活動」
，四位老師帶領四年
級四十位學生參加了是次活動。行程包括參觀中山紀念堂、石室聖心大教堂、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及東山
花園洋樓群。學生認識了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也了解了保育建築對廣州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
的影響。
十一月三十日，參觀交流團的師生於學校與家長分享了他們這次行程的所得和感受。部分摘錄如下：
通過這次參觀，我們
學到了不少有關廣州
建築特色的知識，也
令大家大開眼界。我
們要感謝領隊 Jimmy
哥哥和四位帶隊老師
的悉心照顧，也要感
謝峰哥哥對各景點的
詳細介紹。希望下次
還有機會參加交流活
動。
(學生小組分享撮要)

我之前參加過跟這次一樣的「廣州的西式建築
及其歷史文化 」交流活動，雖然景點跟上一
次去的分別不大，但屬於我組的同學就跟之前
不大一樣了。每一次食飯的時候，我都會留意
他們的一舉一動，有些同學的行為讓人非常欣
賞，例如替大家洗碗筷、會等所有人都坐下了
才食飯等等。不過總有一些同學不太懂餐桌禮
儀，喜歡的菜拼命食，一點都不留給其他人；
要拿菜的時候又不顧別人，拼命的轉轉盤。幸
好，他們都很聰明伶俐，經過提點後他們都會
在拿菜時先看看其他人，然後才轉轉盤，短短
時間已經有這麼大的進步，這也是讓我感到欣
慰的地方。(蔡健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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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於十一月十四日假本校雨天操場舉行就
職典禮和聚餐。會上，主席葉妙琳女士報告了過去
一年的家教會活動。其後，與會的師生和家長進行
聚餐，氣氛十分熱鬧。大抽獎環節禮物豐富，與會
者都滿載而歸。

本校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辦「親子觀鳥活動」
，以配合本校持續推
廣生態校園及可持續生態環境研習活動，提升學生及家長對觀鳥的興
趣。是次活動分為兩部分，先由資深生態導賞員張奎先生及另外兩位
資深導賞員於校內進行課堂講授觀鳥知識；第二節則前往南生圍進行
戶外考察。家長及學生都非常投入，獲益良多。

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主動跟人打招呼的習慣呢？不論對象是老師、家長或同學，你們有否主動跟他們打招
呼呢？如果你的老師或同學經過你身邊，而你卻無視他們，你的老師或同學會有怎麼樣的感覺呢？
同學們，如果你們在街上或學校裡遇到你們認識的老師或同學，請不要害羞，主動跟他們打招呼吧！早上
的時候說聲早安，或者保持微笑跟他們點頭示意，這已經是一種有禮貌的行為。不要忘記，一個微笑往往會幫
你在別人心中增加不少印象分啊！

﹝因版位關係，本欄只節錄部分各類比賽獲得前三名的學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學生姓名

獎項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二零一五年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男初 30 公斤級

4E 劉樂漢

季軍

環保協進會

第十屆香港觀蝶大賽 2014 親子組

蝶影之迷

5C 陳嘉禧

亞軍

救世軍

親子定向追蹤 2015

定向跑搜

5C 陳嘉禧

金獎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

第八届中港青少年

5C 譚景壬

銀奬

交流促進會

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5C 丘展劻

金獎

香港音樂及藝術發展協會

2015 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二胡

6D 陳達康

亞軍

伯特利中學

第十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集誦比賽

/

六年級集誦隊

銀獎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5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A 組 9 歲男童-30kg

4E 劉樂漢

冠軍

2E 洪澤軒

冠軍

3A 吳詩婷

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元朗東

2015-2016 年度小童軍
環保樂器設計比賽

高小組普通話弟子規朗誦

高級組

3

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

本校於十二月三日(星期四)獲邀參加姊妹學校福田小學舉
辦之「智慧語文歡樂派」交流活動。當天，本校兩位老師及十
八位學生除參與課堂學習外，亦與福田小學的學生進行互動交
流，參與攤位活動，互相背誦詩句，領略古人詩句之美。
深圳梅林小學於十二月十日訪校。當天，五位老師到校聽
2E 班音樂課，其後與本校音樂老師交流教學心得，繼而參觀校
園及了解本校電子班學習模式。老師們十分欣賞本校學生積極
學習、投入活動的態度，同時亦讚賞本校老師有耐性及有愛心。

及文化表演交流舞會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Cha Cha Cha
Solo Cha Cha Cha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18 區油尖旺標準/拉丁舞比賽

西方排舞聯會

暨匯演嘉年華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回歸杯 2015

季軍

Solo Rumba

Solo Samba

季軍
季軍

1B 李凱晴

亞軍

Solo Rumba

亞軍

Samba

亞軍

Solo Rumba

亞軍

Solo Cha Cha

3D 陳卓盈

冠軍
Most

Hong Kong Management

K.S.Lo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Association K S Lo College

2015-16

/

5C 陳俊源

Valuable
Player
Award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香港童軍總會元朗東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2016 年度小童軍
環保樂器設計比賽

200 米蝶泳

高級組

5D 吳穎詩

冠軍

2E 洪澤軒

冠軍

3A 吳詩婷

季軍

5C 吳宇晴 5C 張凱晴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環保問答比賽

/

5C 林嘉慧 5C 譚景壬

季軍

5C 黃逸晴 6C 危德聰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

羅桂祥中學

2015-2016

YLPMSAA Tag Siu Tong

2015-16 Inter Primary School English Public

Secondary School

Speaking Competition

/

6C 董洛嘉

Boys' Category

5C 封皓曦

優秀表
現學生
季軍

1C 陳家軒 3A 鍾子淇
香港交通安全隊

「無毒有關愛 家庭幸福載」小學組

訓練發展署 2015

禁毒標語設計比賽

團體賽

3B 吳嘉璇 3D 朱應煒

冠軍

3E 吳嘉俊 4C 黎凱宏
4E 陳慧怡

數學遊蹤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鄧兆棠中學

2015-2016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計算競賽

六年級代表隊

亞軍

6C 李雪晴

二等獎

6C 危德聰

三等獎

6C 郭倬君

三等獎

6E 吳奇宇

三等獎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聖
誕聯歡會。全校師生穿著便服回校，高、低年級輪流於禮堂參與聯歡會。
每級學生在老師悉心安排下表演了不同的節目，低年級的聯合表演各具
特色，高年級則發揮創意，盡展所長，更與台下觀眾載歌載舞，打成一片；6A、6E 更預先製作 MV 於表演時
間插播，笑翻全場。聖誕老人更到課室大派禮物，令氣氛更為熱鬧。適逢本校 15 周年校慶，學校也特意送出
特大的聖誕禮物包予學生，讓學生感受校慶和聖誕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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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星星聯合會

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暨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