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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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12 月號

1．旅行日（宜多相）
十一月八日學校舉行秋季旅行。一、二年級前往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進行親子旅行，學生在老師和家
長的帶領下玩得十分高興；三、六年級前往新娘潭郊野公園，四、五年級則前往大尾督郊野公園。師
生們一邊欣賞美景一邊享受美味的食物，校長整天亦遊走三個旅行地點，與師生及家長共同享受郊遊
的樂趣。
2．升中講座及參觀中學
本校於十一月十三日邀請了元朗信義中學的尹校長為六年級家長及學生主持升中講座，讓家長及學生
更了解升中的要求。本校亦先後安排了六年級學生參觀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中學、香港中文
大學張煊昌中學、伊利沙伯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及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體驗不同中學之學習環境。
此外，更派發不同中學的學校簡介，供家長及學生閱覽。
3．家長日
十一月十八日舉行家長日，家長於上午時段到校與老師傾談子女學習的表現。同時，學校亦特別安排
了書展及電子教材展，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及善於使用電子教育軟件進行學習。
4．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及周年聚餐
家長教師會於十一月十八日下午舉行周年會員大會及周年聚餐盆菜宴。各會員先在禮堂進行周年會員
大會，隨後在雨天操場進行周年聚餐(盆菜宴)。盆菜宴共有 16 席，各會員及師生濟濟一堂，氣氛熱
鬧、融洽。本校亦在此特別感謝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林佩珍女士出席支持及多謝大生有限公司
贊助全場抽獎禮物，令場面生色不少。
5. 電子學習學校規劃及應用電子學習資源經驗分享會
教育局資訊科技組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辦電子學習分享講座，本校蔡健聰主任及戴惠玲老師獲邀主持
是次工作坊，題目為「電子學習學校規劃及應用電子學習資源經驗」，讓參與者更了解小學如何進行
電子學習，陶校長亦到場支持。
6．廣州交流團（多相）
本校於十二月一及二日為四年級學生舉辦「廣州之西式建築及歷史文化學習活動」，由四位老師帶領
四十位四年級學生一起前往廣州進行參觀學習。師生一行參觀了中山紀念堂、石室聖心大教堂、廣州
近代史博物館、沙面西式建築群及東山洋樓群等著名建築，增加了對西式建築風格的認識，也加深了
對廣東省歷史文化的認識。
7．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頒獎禮
本校所撰寫的「科創有愛小子」計劃書，成功獲得「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仁濟醫院
主辦、教育局協辦)頒發獎金 5000 元，以推動學校發展「關愛校園」。十二月八日，陶校長、郭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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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朗區優質教育展及元朗繽紛創意嘉年華
十二月十日，本校參加了由元朗區小學校長會舉辦之「元朗區優質教育展嘉年華 2017 暨升小睇真 D」。
學校除設置攤位展覽外，亦安排了學生表演跳舞，藉此機會向區內家長們介紹本校之辦學理念及特色。
此外，不少畢業生亦到場為學校進行宣傳，精神可嘉。
同日下午，視藝組老師帶同學生參與由元朗藝術節之繽紛創意嘉年華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參與的學生
分別獲亞軍、季軍及最具創意獎。陶校長亦出席了是次頒獎典禮，分享師生的喜悅。
9．家長義工聚餐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二月七日舉行家長義工聚餐，藉此感謝家長義工為學校之付出，及加強家長義工
間之聯繫，凝聚彼此力量。當天校長、老師及家長約 100 人在禮堂進行聚餐，更有抽獎環節，氣氛融
洽。
10．家教會旅行（多相）
一度因颱風襲港而延期的西貢親子一日遊活動，終於在十二月十七日順利舉行，實在要感謝家教會諸
位委員的努力安排。當天，老師、家長及學生一行 368 人一起前往西貢，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全新的國家地質公園展覽館、海下灣海洋保護區及欣賞北潭涌西壩風景區。沿途風景優美，大小朋友
也玩得十分開心，認識了更多朋友之餘，對香港的自然風光也有了更多的認識。
11．聖誕聯歡（多相）
本校於十二月二十日舉行聖誕聯歡會，全校師生穿著便服回校，高、低年級輪流於禮堂參與聯歡會。
每級也表演了不同的節目，包括話劇、跳舞、魔術、唱歌等，六年級三
位班主任更粉墨登場表演舞蹈，掀起全場高潮。學校亦安排了基督教宣
道會天頌堂的牧師和教友帶領學生唱詩歌和講故事，聖誕老人更到課室
大派禮物，令氣氛更為熱鬧。今年特別鳴謝 JC Penney 公司，其 Angel Tree
Program 為小一學生送上一人一份「夢想成真」的聖誕禮物，並安排 30
位小朋友參與校外聖誕聯歡會，令學生感受人間有情，歡慶佳節。
12.教師發展日
本校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教師發展日。全校教師當天一起前往西貢海下灣，先於海洋保護區進行工
作坊，了解香港的海洋生態情況；然後乘坐觀光海底船，欣賞海下灣的珊瑚。形狀各異的珊瑚令老師
們大開眼界，對香港海洋生態的認識也大大得以提升。
13. 生活教育
德育組於十二月展開了募捐行動，收集乾糧、禦寒衣物等，得到同學及家長的大力支持，義工家長更
協助收集物資，大家一同感受「施比受更有福」。聖誕節前，同學們將部分物資贈予在校參加「老有
所為」活動的長者，其餘物品也將陸續送出，相信同學們能從中明白「贈人玫瑰，手留朵香」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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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黃正虹主任、廖怡斐老師、家長教師會正、副主席及學生一同出席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頒
獎禮，共享殊榮。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

獎項

元朗大會堂

2017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初級組

1E 屈頌謙

銀獎

馬振玉體藝邀請賽--三人籃球女子邀請賽(小學)

女子欖球隊

盃賽季軍

馬振玉體藝邀請賽--乒乓球邀請賽(小學)

男子欖球隊

碟賽亞軍

第十三屆馬振玉體藝邀請賽碗賽

足球小隊

亞軍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5A 張晞桐

第三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200 米

6A 羅卓男

冠軍

伯特利中學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團體

數學代表隊

三等獎

伯特利中學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圖形大師

6C 黃靖婷

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元朗東區

2017-2018 年度小童軍制服設計比賽 - 高級組

2E 林紫琪

冠軍

元朗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第四十屆元朗區舞蹈比賽(少年組)

東方舞隊

金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第八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初小組

3D 吳宜琛

銀獎

小學快樂四人足球比賽碗賽

足球小隊

冠軍

小學射球王挑戰賽

足球小隊

季軍

第十二屆校園拔萃盃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中文集誦隊

金獎

6D 徐凱翹

二等奬

6C 黃靖婷

三等獎

6C 利兆恩

三等獎

6C 何銘浠

三等獎

男欖 A 隊

盃賽第二名

女欖 A 隊

盃賽第四名

女欖 B 隊

碟賽冠軍

男欖 B 隊

碟賽冠軍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伯特利中學

伯特利中學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香港欖球總會及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

2017-2018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計算競賽

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7

思研普通話語文教育中心

2017 年香港校際「精英盃」朗誦才藝大賽普通話獨誦初小組

1A 李苪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處

2017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小學 A 組)

中樂團

銅獎

2017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B 組-34kg)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7 日朗盃柔道邀請賽

亞軍
6D 劉樂謙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2017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繽紛創意嘉年華 2017 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小學組

冠軍
冠軍

1D 曾子菲

亞軍

1C 吳卓霖

季軍

1C 吳嘉琪

最具創意獎

家庭社會責任促進會

全港兒童粵普朗誦大賽一、二年級初小組

2C 章羨儀

亞軍

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

2017 第二屆香港啦啦隊公開賽小學組最佳口號獎

啦啦隊

銅獎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聖西門呂明才盃小學三人籃球賽

女子籃球隊

亞軍

元朗信義中學

小學女子籃球邀請賽

女子籃球隊

季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六屆元朗區小學校際 Scrabble 大賽

5C 朱應煒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銘達乒乓球會主辦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最有價值
隊員

3E 李凱晴

銀獎

乒乓球比賽(少年組)

4A 蕭嘉銘

季軍

乒乓球比賽(青少年組)

6D 鄧光庭

季軍

乒乓球比賽(青年組)

6D 鄧光庭

季軍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自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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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位關係，本欄只節錄部分各類比賽決賽獲得前三名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