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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祥校長
隨著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廿一世紀的每個人都不單在自己城市生活，而是緊密地與世界各

地連繫著。我們從傳媒中、從手機裏、從互聯網上隨時隨地都可以認識各地的人，參與世界的事
務。因此，全球公民意識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成為教育改革的主流，正如里
茲大學公民與人權中心的執行長奧黛莉·厄斯樂（Audrey Osler）指出「教育大家我們是一起
生活在一個互相倚賴的世界裡，這並不是個外加的選項，而是必須的基礎。」培育學生成為世界
公民是當今的大前題。

愛官強調體驗學習，藉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如科普
活動、與作家對話、專家授課、出外參觀等等，將科本知
識結合，讓同學有更多機會去運用共通能力。作為一個
世界公民，我們的同學既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除了
在課本、在互聯網上了解各地風土人情外，也應親身體
驗，到地球每一角落走走。本年度，多間友校來訪，包
括廣西南寧市鳳翔路小學、新加坡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汕頭市濠江區教育局及姊妹學校等等，讓
我們的同學足不出戶，也能初步認識世界。

我們有幸透過香港教育局的「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分別與深圳翠北實驗小學（簡稱「翠
北」）及廣州市花都區七星小學（簡稱「七星」）締結為姊妹學校，開展兩地三校之間的情誼。
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亦帶領師生分別到訪翠北及七星小學，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一起玩耍，
親身體驗國內的學習生活，大開眼界，對於初次踏足祖國的同學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

我謹代表全校師生感謝香港、深圳及廣州教育局對交流活動的支持及指導，讓我們兩地三校
的同學能跑出課室，體驗彼此的風土人情。我更要感謝深圳翠北實驗小學李巍校長及廣州市花都
區七星小學的張有連校長給予愛官師生寶貴的機會，安排了精彩的表演，讓我們的學生有更深
厚的互動。我感激各位老師工作認真，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亦毫不吝嗇地與我們作專業交流。
由於文化及歷史背景的不同，香港跟國家的教育制度有很多相異之處。但隨著回歸國家後，兩
地學校產生了大大小
小的互動，互相影響
下，我相信教育更趨
完善。我們期望日後
能與來自世界各地不
同的學校結為姊妹學
校，培育同學尊重不
同的文化與價值，易地
而處感受貧窮與不公義
的情況及反思個人與世
界的關係。

從 官 向愛 邁出 世發 界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Aldrich Bay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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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調問長 卷
為推動校務發展，學校於三月初派發問卷，家長按每名子女的情況回答問題及表達觀感。問

卷回收約700份，超過92%，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統計結果顯示，超過90%家長對學校關注發
展項目、近年推行的新措施及學生的學習情況等都表示認同及支持。此外，家長在教學素質、學
生成長、家校合作、基礎建設及校園生活等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有關資訊將會成為學校制定來年
發展方向的參考。現與各位簡述一下調查結果。

(一)  創新學習，善用資訊科技，
 發展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促進自主學習。
A.	95%家長同意學校現時推行的翻轉課堂、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教學	
	 活動等能促進子女學習效能。

B.	92%家長同意各科預習、筆記等，能提升子女自學能力。

C.	87%家長同意子女每星期有不少於一次利用電子學習的模式自學。

D.	80%家長同意子女於午讀時段能專注閱讀。

E.	68%家長同意子女有擬定學習時間表的習慣。

(二)  欣賞別人，服務社群，建立關愛校園。

A.	99%家長同意子女曾得到父母的讚賞。

B.	96%家長同意子女曾得到老師的讚賞。

C.	96%家長同意推行「我做得到計劃」能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D.	94%家長同意子女能關愛他人

E.	94%家長同意子女樂於服務他人

F.	 94%家長同意子女透過一人一職（包括服務隊伍及班中工作）的服務工作	
	 增強自信。

G.	92%家長同意子女能欣賞他人。

H.	91%家長同意子女能夠於家庭實踐尊重的行為。

I.	 90%家長同意子女能與我們分享校園關愛的事例。

(三)  你對學校現時措施的意見

A.	100%家長同意學校增設導修課，能減輕同學在家的功課量。

B.	98%家長同意引入專家授課，能擴闊學生的視野。

C.	97%家長同意體育科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學生實用急救」講座及	
	 水上安全章，能提升學生的生活技能。

D.	97%家長同意體育科成功申請多個外界資源，能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E.	97%家長同意學校培訓五、六年級的學生成為大使，幫助低級學生溫習及	
	 伴讀，能提升自信心。

F.	 96%家長同意現時44組週五課外活動能讓學生發展潛能。

G.	95%家長同意學校推動資優教育，能發掘學生潛能。

H.	95%家長同意學校安排學生於每日12:55至1:10午讀，能幫助學生培養閱	
	 讀習慣。

I.	 95%家長同意學校在二、三及五年級進行班本的文學欣賞計劃，能鼓勵學	
	 生養成閱讀習慣。

J.	 95%家長同意家教會活動多元化，能增進親子關係。

K.	95%家長同意29/1-2/2舉行的「體驗式學習周」的活動內容及形式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自學、協作、解難及探究的能力。

L.	 92%家長同意學校推行TAP	AND	GO	電子通告，讓他們更有效地閱讀、	
	 簽閱及翻閱通告。

M.	92%家長同意現時27個課後興趣班及校隊涵蓋全面能讓學生發展潛能。

N.	91%家長同意現時測考安排適當。

O.	91%家長同意各科推出網上學習平台及STAR系統能提子女自學。

P.	90%家長同意學校推行TAP	AND	GO	電子繳費比以前的方法更有效率。

Q.	89%家長同意現時家課份量適中。

R.	88%家長同意六年級午膳推行現場分飯安排恰當，能減少廚餘。

一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我欣賞學校的設施，網上學習平台，TAP&GO的方便先進，

校長及老師們對教育的態度以及決心。
2. 我十分欣賞愛官活動很多元化，活動週令小朋友可學習更多課

外知識，參觀活動更令小朋友對學習提升興趣。每次有參觀活
動及名人講座，他都會回家很開心地分享，令他對四周的事物
更留意，對他很有幫助。

3. 綜合學習週的活動，教懂小朋友摺紙飛機，更進行比賽，完全
是非常好的課程，簡單而有好的自學能力。

4. 課外活動有非洲鼓，家長不用付款學習音樂，也能給小朋友試
一試另類的樂器。

5. 閱讀文化强烈，尤其午飯後等小息時間，小朋友閱讀已成為每
日的習慣。

6. 導修課的安排非常好，回家可減低做功課時間，可以在家玩耍
或休息，生活才得平衡。

7. 教識員工態度友善，舉辦了多元化的體驗活動，推動創新學
習，電子平台學習，提升了小朋友的學習興趣。

8. 校長引入很多創新學習、科技、課外興趣班，提升了學校的學
習範疇及活動教學，與時並進。

9. 很多謝家長義工及高年班學生幫助低年班學生。

10. 我非常欣賞學校的教學環境，有廣闊的操場和有蓋操場，讓同
學們有充足的活動空間，校長每天在門口迎接學生和家長近距
離接觸，聆聽家長的意見和建議，並能及時跟進處理。老師們
認真負責盡責教導孩子，感謝！感謝！

11. 校長及老師願意接受家長的意見和接受新知識，有效提高學生
的新資訊。

12. 各方面都非常不錯，特別午間閱讀時間和午飯時間，小朋友非
常開心，希望小朋友在校能够學到更加多的知識。

13. 學校校長及老師們都關愛學生，有耐心，令小朋友願意將學校
變為家庭一樣，閱讀計劃亦令學生更能接觸他們感興趣的知
識，開拓潛能。

14. 小一開學時有足夠時間給同學適應，不會一開始便有很多功
課，老師社工們都很幫助小女，能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關心。

15. 自從崔校長來了學校後，我覺得學校的活動變得多樣化，多了
很多讓學生擴闊眼界的活動，有趣亦有益身心，感覺對學生的
關懷度亦深了不少(一到步便能改在有蓋操場接放學便是一大例
子)，謝謝！

16. 欣賞學校推行各項提升學生品德發展的計劃，例如：「我做得
到」或「關愛」他人的活動，都是加強女兒有全面的發展。

17. 我欣賞學校和感謝學校能提供完善設施，環境乾淨整潔，給我
們孩子學習。感謝老師們對我孩子的關心，能夠在和諧的氣氛
中學習，感謝校長為我孩子爭取更多學習機會。

18. 校長和藹可親，樂於與家長交流，熱心推動許多活動和措施；
家教會也努力積極的舉辦許多活動，期望學校越來越進步，越
來越好！

學生在家裏平均做家課的時間分配

30分鐘以內
34%

30分鐘至60分鐘
26%

61分鐘至90分鐘
24%

90分鐘以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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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結查卷 果

(三)  你對學校現時措施的意見

一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我欣賞學校的設施，網上學習平台，TAP&GO的方便先進，

校長及老師們對教育的態度以及決心。
2. 我十分欣賞愛官活動很多元化，活動週令小朋友可學習更多課

外知識，參觀活動更令小朋友對學習提升興趣。每次有參觀活
動及名人講座，他都會回家很開心地分享，令他對四周的事物
更留意，對他很有幫助。

3. 綜合學習週的活動，教懂小朋友摺紙飛機，更進行比賽，完全
是非常好的課程，簡單而有好的自學能力。

4. 課外活動有非洲鼓，家長不用付款學習音樂，也能給小朋友試
一試另類的樂器。

5. 閱讀文化强烈，尤其午飯後等小息時間，小朋友閱讀已成為每
日的習慣。

6. 導修課的安排非常好，回家可減低做功課時間，可以在家玩耍
或休息，生活才得平衡。

7. 教識員工態度友善，舉辦了多元化的體驗活動，推動創新學
習，電子平台學習，提升了小朋友的學習興趣。

8. 校長引入很多創新學習、科技、課外興趣班，提升了學校的學
習範疇及活動教學，與時並進。

9. 很多謝家長義工及高年班學生幫助低年班學生。

10. 我非常欣賞學校的教學環境，有廣闊的操場和有蓋操場，讓同
學們有充足的活動空間，校長每天在門口迎接學生和家長近距
離接觸，聆聽家長的意見和建議，並能及時跟進處理。老師們
認真負責盡責教導孩子，感謝！感謝！

11. 校長及老師願意接受家長的意見和接受新知識，有效提高學生
的新資訊。

12. 各方面都非常不錯，特別午間閱讀時間和午飯時間，小朋友非
常開心，希望小朋友在校能够學到更加多的知識。

13. 學校校長及老師們都關愛學生，有耐心，令小朋友願意將學校
變為家庭一樣，閱讀計劃亦令學生更能接觸他們感興趣的知
識，開拓潛能。

14. 小一開學時有足夠時間給同學適應，不會一開始便有很多功
課，老師社工們都很幫助小女，能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關心。

15. 自從崔校長來了學校後，我覺得學校的活動變得多樣化，多了
很多讓學生擴闊眼界的活動，有趣亦有益身心，感覺對學生的
關懷度亦深了不少(一到步便能改在有蓋操場接放學便是一大例
子)，謝謝！

16. 欣賞學校推行各項提升學生品德發展的計劃，例如：「我做得
到」或「關愛」他人的活動，都是加強女兒有全面的發展。

17. 我欣賞學校和感謝學校能提供完善設施，環境乾淨整潔，給我
們孩子學習。感謝老師們對我孩子的關心，能夠在和諧的氣氛
中學習，感謝校長為我孩子爭取更多學習機會。

18. 校長和藹可親，樂於與家長交流，熱心推動許多活動和措施；
家教會也努力積極的舉辦許多活動，期望學校越來越進步，越
來越好！

二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設備齊全，師資良好，學校學習環境良好。推行欣賞計劃

可以令到同學學習感恩。老師關心同學，令到學生喜歡返
學。在上個月天氣轉冷，學校出通告温馨提示家長注意學
童健康和保暖，這是我最欣賞學校的地方。

2. 我欣賞學校的電子通告，在舊時依然使用紙本通告弄不見
或忘記提醒父母和給父母簽看，所以電子通告能造到以上
兩點。

3. 老師非常有愛心、關心小朋友，讓我們很放心自己的子女
在學校上課，尤其是小兒班主任。他能連續兩年得到她的
指導，我感到十分開心。

4. 校舍設施齊備、整潔。學校理念，個人意見認同。課堂導
師有經驗及耐心指導學生。行政方面清晰及簡潔，特別改
用Tap&Go系統更有效率及方便學校及家長處理通告及交
費。

5. 學校積極認真推動不同的教學模式，令學生有機會在不同
情況下提升自學和學習能力。學生的自信心亦獲得提升。

6. 學校舉辦的講座也令家長和校方可以互相交流，以改善學
生和家長和學校面對的問題，很榮幸孩子可以在如此美好
的學校就讀。

7. 校長和老師對學生友善關愛，小兒經常告訴我們在校內跟
校長和老師談天的事，都會說得很高興，說校長老師都會
很細心聽他們說話和給意見。

8. 學校在各方面的安排都非常恰當，如學術方面，於放學後
安排中、英、數等科目的輔導班幫助有需要的學生，讓他
們有更多空間加強學習；在推行電子化學習和應用也做得
相當不錯，如電子化點名，家長只需透過手機APP便能得
知小朋友的出席情況，另外加入TAP&GO繳費系統更方便
家長不用擔心小朋友弄掉要交的金錢，家長查看通告也非
常方便、快捷和環保。

9. 校長常在學校門口迎接同學，予人開放的感覺。

三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感謝校長，老師不辭勞苦地教導每一位學生.使他們能投入校園生活，又能讓每一

位學生發揮他們的長處。
2. 老師專業，敬業，以學生為本，對待同學一視同仁，善於發現同學不同方面的優

勢，平衡處理學生工作。
3. 學校近年來加強了STEM的教學元素，讓學生多動腦筋，提升學習興趣，也有新

嘗試的綜合學習週，學生都感到有新鮮感。文學欣賞計劃也精選一些適合學童程
度的作品，擴闊同學閱讀的領域，是一個很好的導讀指引。

4. 欣賞學校推行關愛計劃，此計劃可以培養學生懂得關愛身邊的人，藉此能提升個
人品格，受用一生。

5. 欣賞學校推行「我做得到計劃」，讓學生定立目標或計劃亦是個人發展的重要一環。

6. 在校長的領導下令學校這兩年改進了很多，學生多了機會學習新事物，有些老師
對學生的鼓勵多了，有正面的支持。

7. 推行「秘密小天使計劃」培養學生多方面欣賞及關心同學。

8. 一人一職服務計劃增強同學對學校的責任和同學的關顧。

9. 欣賞學校的老師對同學很細心，很負責任，學校的教學設備也很完善，使他/她們
回到學校學習有一種歸屬感。

10. 校舍大空氣流通，老師有愛，由高年級生教導小學生功課能使高年級生增強自信
心，增進高小學生的感情聯繫，更能讓他們互助互愛。

11. 多元化學習能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探究的精神，擴大學生的視野，不單能學習書
本的知識，在生活科學，大自然的探究及欣賞各地的文學作品。

12. 欣賞學校能在學術以外的知識分享，能帶領學生在不同方面探求知識，亦能提高
閱讀興趣，Tap&Go電子通告及繳費亦能提高簽閱及繳費效率，能跟上社會現時
電子大時代步伐。

13. 欣賞學校注重學術及課後活動的平衡安排，讓同學可多方面發展，不用只注重學
業成績。還有，學校安排了體育名人來校進行訓練，可提升同學對課外活動的興
趣及投入感。

四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我欣賞學校能夠引入科研活動及生物科技工作坊，能讓學生

擴闊視野。
2. 多了邀請知名人士講的育兒講座，很實用及生動，很有水

準。
3. 多了提供家長的講座及工作坊，加深對兒女在校學習課程的

認識。
4. 校長對孩子的關愛，我深深感受到。社工姑娘亦盡心盡力去

為孩子解決困難，主動關心孩子，學校工友也給孩子帶來親
切感，這些都是我所感恩的。孩子亦常有提起老師的種種
好，即使升班了也常有提及，可見是常常懷念老師的恩德，
老師對孩子的點滴，在孩子的心中是有個小樽裝着的。

5. 欣賞學校推動活動教學，令學生可以增加學習的興趣。另
外，舉行綜合學習週，給學生嘗試做濾水器，畫壁畫等，他
每天回家都興奮地分享當天所做的活動，令我感受到他在學
校的喜悅。

6. 多謝學校有不同形式的改革，令沉悶的學校變得更加多姿多
彩。

7. 換了校長後，讓學生有多方面的發展，很感恩校方願意投放
資源，幫助學生有更多學習機會。

8. 我欣賞學校安排的午讀時間，令小朋友培養閱讀習慣，增加
課外知識。

9. 老師們都很有耐心，和很負責任的教導學生，學校也不斷的
更新學習的方法和推介資優教育。

10. 新增了不少有別於傳統教學方式上課，使學童體驗中學習。

11. 今年的星期五改善了時間表非常好，小朋友每到星期四便非
常興奮，因為星期五的時間表十分精彩。

12. 綜合學習週是很好的活動，給四年級同學畫壁畫，完全是很
難得的機會，希望每年都有一次或兩次的學習週給同學增加
探究及興趣。

13. 學校越來越明白運動的好處，比從前顯得更重視學生的體育
發展。運動確實對身體、生理、心理、人際關係都有裨益。

14. 崔校長好好人，好有魄力及毅力，細心聽家長意見。接學生
的場地改在學校操場旁邊係一個好好的改善。

15. 校舍比較大和設備齊備，可給各級同學不同所需。外在環境
非常適合學生學習，可令同學於鳥語花香的環境下學習。

16. 崔校長親切，欣賞他不斷增加資源，發掘學生的潛能。

17. 家教會活動多元化。

18. 無敵大海景、鳥語花香，綠化好，老師和藹可親，子女上學
到校是第二的家，有舒適的良好環境給學生學習。

19. 本人對學校各方面都很滿意，每位老師對學生關懷，見小朋
友開開心心，輕輕鬆鬆地學習。作為家長亦很放心，感謝校
長對學生事事親力親為。

20. 我欣賞貴校的課外活動很多元化，老師對學生也很包容，對
課程及學生的情緒也可處理恰當，整體上我的兒子在貴校學
習也感到很開心。

五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我欣賞學校注重學術及課外活動的平衡安排，讓同學可多方面發展，不用只是注

重學業成績。還有，學校安排了體育名人來校進行指導，是可提升同學對課外活
動的興趣和投入感。

2. 學校除了對學生在學習方面，個人的品德，心理及情緒方面得到很大的幫助外，
對於家長亦非常體貼。當天氣惡劣時，學校都會提早安排家長進入學校接回學
生。

3. 文體活動比較豐富多彩，培養小朋友的興趣，發掘小朋友的潛能，如舞蹈隊、歌
唱隊等很好。

4. 校長引入很多創新學習、科技、課外興趣班，提升了學校的學習範疇及活動教
學，與時並進。

5. 推行電子通告及繳費，非常方便又能減省紙張及提升效率。綜合學習週能為學生
提供課本以外的知識，內容生動有趣。

6. 多謝學校最近多推動多樣化的運動，讓學生能在小小年紀多接觸不同的運動，多
嘗試、多鍛練身體，能減低功課之餘又能提升自信！另外，最近又多了不少對外
的參觀活動也是值得大讚的安排！

7. 我欣賞崔校長事事親力親為，各老師親切和用心教導。另外設計課程、教學及配
套各方面都以學生為本。

8. 感謝崔校長和各位老師安排多項新活動及講座給學生和家長參與，我最欣賞是
「單車訓練計劃」，此項活動可讓學生掌握操控單車技能，對道路安全的意識及
促進道路安全最重要。雖則我小孩兩期未能抽中，我們期待明年再舉辦。小兒明
年畢業了，我相信他一定不捨得這所母校，謝謝您們悉心教導和包容。

9. 在學校門前見到崔校長對每位家長學生親切地打着招呼，對學校終於有了歸屬
感。小朋友由踏入校門那一刻就心情愉悅、輕鬆，令到小朋友讀書的興趣都大
着，在這方面非常讚賞崔校長。

10. 學校在過去一年真是進步不少，對老師、同學及家長們都照顧得到。首先是有了
電子通告，真是方便多了，不但可漸漸減少用紙，老師也多了時間運用，對家長
而言也方便很多。另一個要讚的是Tap & Go，交學校的費用輕鬆了。此外有了合
家歡電影欣賞，家長們和同學多了溝通，更融洽相處。

六年級欣賞學校的地方舉隅
1. 學校培訓五六年級學生成為中文、英文、數學科大使，不但可以幫助年幼學生溫

習，還可以學懂無為助人的習慣。遊學團參觀河源水利，讓小學生們了解中國的
風光，也可以了解當地的民生民情，學懂珍惜。

2. 除課本知識外，學校舉行多方面學習，如：出外參觀、交流及比賽等活動，能令
學生多方面發展，找出自己更多的潛能。

3. 欣賞學校推行翻轉課室，培養多元化學生，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促進孩子
的學習興趣，讓孩子快樂成長。

4. 學校推動資優教育、舉辦機械人編程、奧數等活動。

5. 我欣賞學校自崔校長上任後進行了多項改革，例如通告電子化，推行多項親子活
動，而最重要是推行電子學習，以iPad 上課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6. 很高興留意到，愛官在這兩年不斷改善以往的教學模式，增加了很多互動和活動
教學，從而希望增加學生的參與度及投入感。另外，學校近年亦時常抱開放態
度，廣納家長意見，處事靈活不因循。

7. 功課量適中及能有技巧地協助學生温習。

8. 能給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

9. 新校長較為積極培育學生不同興趣，多了星期六的課餘活動。

學生在家裏平均做家課的時間分配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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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汕頭濠江區教育局領導
帶領廿多位汕頭中、小學校長親臨本校參
觀。我們與各位校長分享了學校發展概
況，家教會主席黃志君女士亦介紹了家長
教育會活動。其後，鄧副校長帶領嘉賓們
參觀校舍，並體驗一下STEM活動，跟
著，十多位師生為嘉賓獻藝，展示同學們
熱愛音樂的一面，令嘉賓們十分讚賞。

汕 區濠 育頭 教江 局 參到 觀訪

十多位師生為嘉賓獻藝，有無伴奏清唱、朗誦、鋼琴獨奏及民歌獻唱，場面熱鬧。

伍柏聰老師與家教會主席黃志君女士向嘉賓講解學校發展概況。

校長與各位領導們們一起拍照留念。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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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煥彪副書記
貴校有辦學理念，品牌特色，全人

教育，資訊科技教育的方向很值得我
們學習，特別崔校長多才多藝，很有
親和力，值得我們學校的校長借鑒，
希望以此交流學習為契機，搭建貴校
與濠江區教育交流合作的平台，促進
兩地教育的發展。

洪欽鋒校長
通過學習，我覺得貴校就是用愛

做教育，校長是一所學校的靈魂。校
長帶領一個充滿愛心團隊，能激發學
生學習興趣，精心細化教育，學生文
明禮儀教育好，學生課外活動豐富多
彩，既有科學，也有人文關懷，尊重
學生，愛生如子，學生對外交流的能
力強，值得我們學習。感謝學校為我
們提供學習的機會，衷心感謝崔校及
同仁的熱情接待。

楊映玲校長
感謝貴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學習、交流平台！今天上午參觀的時
間雖然短暫，但是給我留下深刻、美
好的印象。潔淨、美化、多效的校園
和配套建設處處可見用心經營，校園
文化氣份濃厚，多元化課程令我們歎
為觀止。最暖心的是孩子們臉上洋溢
的笑容，是那麼的天真無邪、快樂愉
悅。能夠徜徉在如此的校園中是學生
們的幸福！

李緒烈校長
愛官的辦學能嚴謹遵循「敬遜思敏」的校訓，致力針

對不同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促使學生全面發展，能
引發學生的潛能，多元而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從參觀
所看，學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主動、記性強，表裏一
致，這是學校開拓優勢所致，值得內地學習借鑒。

邱佩麗校長
愛官是一所優質的學校，是學生幸福成長的樂園。

走進校園，我處處感受到校長對學生的愛，校長時時與
學生融立一起。校長是快樂的，學生是幸福的。學校真
正做到以生為本，讓學生介紹自己的學校，畫自己的學
校，講自己的校園生活……這是真正的教育。家委會的
成員全程參與學校管理，形成家校合力。

吳少青校長
喜歡孩子們天真無邪的笑容，自信的表現；喜歡崔校

長開朗的性格；喜歡學校熱情的招待。愛官重視學生的
素質培養，多形式多渠道的為學生創設多種學習、展示
的平台：親子活動的開展，家長參與學校的管理都有效
地協調多種力量，加強學校的管理，提升辦學效益。為
愛官全體師生點讚，為家長們點讚，也為香港開放的教
育點讚。

吳茂創校長
作為愛官的學生，我覺得非常幸福、快樂，因為學校

就是兒童樂園，校長敬業樂業，多才多藝，平易近人。
行政人員和家長教師會成員積極配合，認真負責。學校
裏有足夠的場所和多樣的教學設備和功能室，一切活動
和設施都為了學生的全面發展，健康成長，自主發展，
這是教育的真諦，點讚！學生熱情好客，言談舉止彬彬
有禮，多才多藝，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學生大使與各位嘉賓一起合照留念

我們以鯉魚門為背景，自拍留念。

嘉賓們齊來體驗一下機械人操作及3D筆的工作坊，甚感有趣。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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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市南 翔西 鳳寧 路 到小 訪學
十二月八日，廣西南寧市鳳翔

路小學校長與十多位家長及老師，
連同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丁
柏希先生及各位理事們一起親臨本
校。大家就家長教育及科技活動作
了深度的交流。其後，鄧副校長帶
領嘉賓們參觀校舍，並體驗一下科
技活動──機械人操作及體育STEM活動，讓大家眼界大開。嘉賓們對愛官理想的學習環境十
分讚賞，還扮成一個又一個「小朋友」坐在課室，享受一下愉快的校園生活。

鄭勝梅女士

雖然學校很小，但是可利用的空間很大，人均佔
有的教育資源比內地的學校大得多！分班制度真正尊
重了每一個孩子的發展，讓各個層次的孩子得到應有
的發展，這是優質均衡。學校處處體現了對人的尊
重，落實全人發展，優資教育更顯品味。

黃一丹主任

非常榮幸能到貴校學習交流，受益良多，很多地
方值得我們學習。校園環境溫馨，處處看得到學校以
孩子為中心，愛護、參與、陪伴，各種形式體現出
來。內地的教育體制與香港有所不同，希望以後可以
多交流。

楊玉萍老師

感謝貴校盛情款待，貴校的辦學
理念、教育教學方法都很值得我們
學習，特別孩子的個性發展，合作
意識等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歡迎
你們來廣西交流。

謝于嬋老師

今天在貴校看到的都是內地學校
不一樣的，從教學理念、教育方式
等等都是集合了社會的眾多資源，
給予小朋友不同的教育。

大家一起合照留念

機械人操作及體育STEM
活動讓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大家都坐下來，體驗一下校園生活。

嘉賓們對新設的自然教育中心感到十分好奇。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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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舉行「2017-2018年度上學期頒獎禮」。當天學校頒發了
各級上學期學業獎外，還頒發了多項校外獎項，以表揚學生的優秀表現。校方亦於同場安排了
精采的學生表演，包括樂器演奏、朗誦、中國舞及敲擊樂，讓學生展現才華，並藉表演恭賀各
獲獎同學。

上 期學 頒 獎 禮

一年級上學期學業獎

二年級上學期學業獎 四年級上學期學業獎

五年級上學期學業獎

本校足球隊榮獲第五屆慈幼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碗賽冠軍。

5C班林浚生同學獲得杜

葉錫恩教育基金「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4E班潘芊男同學榮獲第三十二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 (三等獎)及首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裝置工程藝術獎)
4C班梁皓軒同學獲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東區

康樂體育促進會合辦東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F組

60米(6-9歲組)亞軍 

5B班黃晙楠同學獲得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

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殿軍 

4A班沈禮榮同學表演鋼琴獨奏
2B班盧正旭同學表演大提琴獨奏 中國舞校隊榮獲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比賽)，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甲級獎優異的成績。

敲擊樂校隊也來助慶呢！

三年級上學期學業獎

六年級上學期學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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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營日畢
5月18日，學校舉行了小六畢業日營。當天透過一連串的活動讓

學生體驗戶外學習，並於離校前與師長及同學聯誼共聚，締造難忘回
憶。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回顧當天的活動花絮及看看學生的心聲吧！

出發前，崔校長訓勉六年級
學生珍惜這次畢業日營。

學生心聲

出發前，先在禮堂進行團體
遊戲，讓學生打破隔膜。

同學們都積極準備競技遊戲。

大家同心協力，
把球運到終點。

在這裡打羽毛球
另有一番風味！

能在這麼寬闊的環境下
踏單車多好啊！

我們還是第一次「同枱食飯」呢！

同學難得可以在
營地裏射箭。

看誰會成為
大翁富呢！

同學們一起玩足球機，
多快樂啊!

同學說出畢業感言，
分享校園生活的點滴。

快將畢業了，
同學們難掩不捨之情。

6A班  陳忠熙
 光陰似箭，轉眼間，六年的小學快將完結了。我的心情

很複雜，雖有點傷感和留戀，但也有點喜悅，因為小學畢業也
是踏進中學的階段的新開始。

畢業在即，我感激母校，感謝老師們悉心的教導。母校為
我們提供了完善的設施和優良的學習環境。在球場上，我們展
示頑強的拼搏精神；在母校這個舞台上，我們盡情展示個性！

猶記得我們初升小學時，對周遭的事物感到陌生和恐懼，
幸得老師的教導和提醒，我們才不會感到徬徨、孤單。六年
了，老師們就像一棵棵大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為我們遮
風擋雨。您們不但傳授課本上的知識，更教導我們做人處世的
道理。全因您們無私的奉獻，我們才能自信地高飛。

同學們多年的朝夕相處，建立了珍貴的友情。我們曾經一
起聽課，一起參加活動。當同學遇到困難時，大家總會伸出溫
暖的手，給予有力的支援。同窗的情誼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累
積起來，而且越來越濃。

「六年」聽起來似乎很漫長，但當我們快將離別，「六
年」又變得那麼短暫！臨別在即，讓我們許下諾言：我們會繼
續勤奮學習、健康成長、努力成才，回報母校的恩情！

最後，我謹代表應屆畢業生，祝母校蓬勃發展！老師們幸
福快樂！

6B班 蔡嘉琳
從加入愛官到現在，已經一年零三個月了。從開始時，我

一個同學也不認識，到現在有一群促膝長談的好朋友。我們一
起經歷過開心和悲傷，大家一起為考試而努力，一起為選中學
而發愁。

我在這段日子裏遇到很多用心教導我們的老師。雖然老師
會批評我們，指出我們的錯處，但我明白老師的用心良苦，希
望我們努力學習，從而變得更好。

兩個月後，我們將踏出校園，升讀中學。在往後的日子
裏，我不會忘記每一位教導過我的老師和幫助過我的同學。謝
謝你們在這段時間裏對我的照顧！

6C班 麥詠殷
時光飛逝，轉眼間，小學階段快將完結了。有些同學感到

興奮，也有些同學感到傷感。
這一次的畢業日營是我們六年級的最後一次旅行，也是老

師們最後一次為我們準備的旅行。
雖然，我在這裏只學習了兩年，時間不算很長，但我會好

好珍惜這一次的畢業日營。相信這次旅行會為我帶來不少美好
的回憶。

我要感謝為我們付出很多的老師，他們用心地教導我們，
令我們能吸收知識，增長學識。

我衷心地向老師們說聲：「謝謝您們的教導！」
最後，我祝願母校蓬勃發展！老師們幸福快樂！同學們學

有所成！

6D班 蔡永希
時間飛逝，六年的小學階段快將結束，暑假後，我們便升

讀中學了。我很感謝母校這六年的培育，讓我可在學校健康成
長。

我非常慶幸遇到一些好老師，他們除了傳授書本上的知識
外，還教導我們待人處事的方法，是您們把我從一個無知的孩
子領進知識的海洋裏，令我成為一個懂事的少年；是您們帶領
我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嘗到成功的喜悅。

 在這裏，我衷心地向老師們說聲：「謝謝！」

6E班 林浩怡
時間過得飛快，我不經不覺在愛秩序灣官立小學讀了六

年。我衷心感謝老師的陪伴和教導，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類
型的知識及學習處理待人的技巧。我慶幸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
友，在遇到挫折時互相扶持；在難過時互相慰問，在小學階段
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升讀中學後，我會繼續努力讀書，不會辜負母校對我們
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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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同車 樂 日

外籍英語老師講故事

延伸閱讀
學生的活動後心聲。

專業教練，用心指導。

「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一於響應。

學生家長齊齊讚。
未實習，先興奮。

提高道路安全意識，騎行單車倍留神。

打手號，再拐彎。
何兆麟教練、崔家祥校長、兩位來自坪州聖家學校的
學生及5A冼文軒接受「讚好校園」訪問。

為了在學界推廣單車安全，本校於三月十日舉辦單車同樂日，邀請了聖公會主風小學、李
陞小學、香港南區官立小學、聖安多尼學校及坪洲聖家學校一同參加，對象為三至五年級學生
及家長，活動內容包括單車安全講座、示範及實習三個部分。讓學生享受騎單車的樂趣之餘，
亦能提高他們對道路安全的意識及促進道路安全，實踐「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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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港只有21間小學的名額之中，本校
脫穎而出，獲選進入香港賽馬會學界發展計
劃，接受曼聯足球會訓練，讓學生接受專業
精英訓練，享受足球樂趣，提升技術水平。
本校足球隊獲得第五屆慈幼盃小學足球邀請
賽冠軍、時代足球總會兒童足球賽(U10)亞
軍、3C班學生何朗曦同場獲得時代足球總
會兒童足球賽(U10)神射手獎項、聖類斯90
周年校慶足球邀請賽季軍，繼續努力！。

動 能潛足「
學馬 足賽 界會 球 計發 劃展

」

東方日報體育新聞

NowTV體育新聞 上下一心，高峯在前！

孺子可教，明日之星。 射波不忘造型。

我是射手，任務只有一個...

射呀射，射它吧！

衝呀衝、快搶攻！

望左走右。

細心聆聽、誰人做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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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科物 技 流
本 年 度 常 識 科 再 次 邀 請

「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
室」到校為三、四及六年級同
學進行一些有趣的科學實驗。
我們希望透過生活化而有趣的
科學實驗，讓學生認識到一
些重要的科學概念，例如三
年級同學會透過「冷熱泉」
的活動，認識熱脹冷縮的概
念；四年級同學就會透過探究
「蛋」，學習密度的概念；
六年級同學會透過抽取細菌
DNA，認識原核生物和真核
生物的細胞結構。

動 室實 驗

他們正進行蛋的探究。

同學都非常留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實驗先來一張大合照吧 !

哎唷 ! 太多了 ! 怎麼辦 ?

她們進行甚麼實驗呢  ?
他們正進行「冷熱泉」的科學驗驗。同學拿着計時器，認真地進行實驗

三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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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吸引逾10萬學生參加的 STEM 活動－「 Race for the Line 模擬火箭車比賽」首
次在本港舉辦，校方安排全級六年級同學參加，他們經過一連串的活動，透過大會提供之學
習材料及輔助軟件來設計及裝嵌出模擬火箭車，從而找出車身、車輪和火箭推動器的最佳配
合位置，同時亦也加深對常識科課題－「力的運動」的認識，讓學習充滿樂趣及滿足感。

設箭 工火 計車 作 比坊 賽及六年級

在幾百隊參賽者中，我們仍有同學脫穎而出，

進入六月尾舉行的香港站總決賽。 同學代表出席火箭車比賽(香港站)的賽事

校內比賽的優勝隊伍。

32輛火箭車整裝就緒，準備一較高下。

「呯」的一聲，

火箭車勇往直前。

各同學都專心設計屬於自己的火箭車。

老師們也認真地聆聽。

湯博士一場來到，
當然要瘋狂做實驗。

我們十分榮幸能邀請湯兆昇
博士來講解「力的運動」。

火箭車正正由火箭作為燃料來推動。

火箭車正正由火箭作為燃料來推動。

同學們要為自己的火箭車安裝四個「轆」。

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
同學小心奕奕地切割。同學們認真地繪製車身。同學於十二月份到會展出席試車賽。

初次接觸這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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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輛火箭車整裝就緒，準備一較高下。

探 深訪 圳 翠
3月16日上午,崔校長帶領36位老師及學生參訪姊妹學

校-深圳翠北實驗小學。首先，翠北實驗小學李校長、
卓副校長等校領導帶領本校的師生參觀校園的特色文化—非
洲文化剪影。隨後便移步到學校三樓會議室，兩校同台獻上
精彩的才藝表演。愛官的吳羽騫和陳忠熙同學利用鋼琴彈奏
《梁祝》和《貝多芬悲愴》征服了全場，郭柏榮同學的二胡表演
也不時地讓台下觀眾嘖嘖稱讚，盧怡心同學為大家展示了字
正腔圓的《武松打虎》。翠北實驗小學學生們的小提琴校
隊表演也讓在場人士讚不絕口。

翠北的張立輝老師為兩校學生上了一節博物館課，
他憑藉淵博的學識博得孩子們的喜愛，吸「粉」無數。最
後，兩所學生代表在拓展活動中建立深厚友誼，互贈禮物。

短 暫 相 聚 ， 真 誠 交 流 。 此 次 的 交 流 ， 為 兩 所 小 學 的 交 流 搭 建 了

良 好 的 平 台 。 雙 方 希 望 以 後 有 更 多 的 機 會 加 強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 取 長 補 短 ， 共 同 進 步 、 共 同

發展。

實北 驗 學校

兩所小學的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兩地學生互相交流及進行集體遊戲，共建友誼。

翠北實驗小學李校長又稱「老貓校長」，
她正向同學講解「老貓校長」的由來。盧怡心同學為大家展示了

字正腔圓的《武松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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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校長及老師帶領40位學生在3月26日至27日，遠赴廣州市，實地考察廣州的自然保育
及可持續發展，並順道參訪姊妹學校-廣州市七星小學。 

首先，我們參觀了東昇農場，這個農場特別發展「有機耕種」，為市民提供優質的蔬菜
及保育的耕種方法。

午膳後，我們參訪姊妹學校-廣州市七星
小學，一進校就受到該校張校長、教師及學生熱
情款待。在參加莊嚴的升旗禮後，然後一對一與
當地學生一同欣賞兩地學生的表演，其中全國冠
軍七星小學的跳繩隊表演花式跳繩，令我們看得
如痴如醉。之後，大家便在大操場一同製作繩子
及學習花式跳繩，增進彼此友誼。

自州 保廣 然的 育 持及 續可 發 展
「 根同 同 心」

我們在東昇農場大合照。

崔校長、趙思佳同學、楊曉琳同學及蔡紫

蘭同學用夏威夷小結他伴奏，一同合唱

《陪着你走》。

崔校長在參訪廣州七星小學時致辭。

廣州花東鎮的領導及兩校師生大合照。

全國冠軍七星小學跳繩隊表演花式跳繩。

姊妹學校學生進行交流活動，
增進彼此友誼。

我們跟七星小學學生學習花式跳繩。

友誼永固，大家繼續進步!

我們一齊與七星小學學生製作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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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們參觀海珠濕地公園，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濕地的重要性。最後，我們參
觀垃圾焚燒發電廠，讓我們明白焚燒垃圾雖然可減輕處理垃圾的問題，但是這只是治標不
治本的方法。如果想減少垃圾，必定由我們做起，所以我們由現在開始要「減廢」。

總括而言，參加境外學習，為我們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加深對內地的歷史文化、風
俗特色、城鄉建設、經濟發展、創新科技、自然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

經過這兩天的旅程，我們的自理能力及
餐桌禮儀提升了不少。

三月份，海珠濕地公園內

的各種花卉都綻放了!

這麼大遍的油菜花田，
令人心曠神怡。

我們在池旁留下倩影。
你猜猜我們狂看甚麼? 這是廣州市學生創作的環保海報。

參觀完垃圾焚燒發電廠，我們會更重視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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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校共有122位同學報讀了「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
網上資優課程。另外，本校有一位同學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
春季資優課程」，亦提名了兩位同學報讀「暑期資優課程」，
讓學生發揮所長。 

資優 教 育

資優學苑

本校為了讓同學更全面接觸藝術教育，擴闊他們的學習經驗，提
名了具有藝術天份的同學參加「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讓他們展現
藝術才華及潛能。學校亦開設了「視藝小先鋒」，為同學提供更
闊的藝術接觸面，擴闊視野。

視藝精英

大家分工合作，從學習中得到快樂！

你能猜猜我們的椅子是甚麼動物造型呢？

你看，我們多認真呢！

「視藝小先鋒」共同合作，要製作一張可愛的動物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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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從多元化的體藝活動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並發掘學生不同的強項，從資優教學活動加以發揮學
生個人潛能，當中所產生的鷹架作用，讓學生能有機
會達至更高的學習層次，創造出高峰經驗。

體育、音樂、IT 

年紀小小就能輕鬆組裝MBOT，
長大後定能成為出色的工程師呢!操控MBOT是我們的強項!

同學利用SCRATCH程式控制MBOT機械人進行不同的任務

學習非洲鼓很有趣啊!

一年級同學都非常投入學習非洲鼓，跟隨節拍打出優美的樂曲

6A班葉富喬同學榮獲本年度

屈臣氏傑出運動員獎項。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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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 觀參育
學校為了提高學生對常識科的學習興趣，加深同學對科學的認識，並達到增廣見聞的目的。

校方分別安排了全校各級同學，依不同的學習主題，例如動物園、遊戲多樂趣、香港是我家、
香港歷史及太空科學，往不同的場地進行教育性參觀。各參觀活動均為寶貴的學習機會，祈盼
能得到各家長的積極支持。

日期 參觀地點 配合科目 / 學習範疇
年級 2017-2018
一 下學期 香港動植物公園 動物園 
二 上學期 香港文化博物館 遊戲多樂趣
三 上學期 益力多工場 香港是我家
四 上學期 大埔科學園 微生物觀察
五 下學期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
六 上學期 科學館 太空科學

參觀動物園真有趣！

這是真的嗎?

桌上遊戲呀!

大家快來玩!!

健康又有益

留心聽，長知識。

要做實驗了!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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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的生活

再要快一點!

這是…

有趣的小實驗

我們要再來科學館參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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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中文科於下學期再舉辦各項活動，其
中有新推行的「中文科文學欣賞計劃」，
為三及五年級挑選具質素的文學作品，透
過交替閱讀，讓學生增加閱讀量，提升閱
讀質素，並學習共同分享閱讀的樂趣。這
活動將在2018-2019學年推廣至四及六
年級，屆時請大家密切留意。

本年度學校增添了新成員，所以我們
特意安排了「陸龜命名」活動，目的是讓
學生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及促進學生的全
人發展。

我們更參加了一連串的校外比賽，包
括「香港仔坊會」舉辦的「啟動正能量」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全港青年學藝
比賽大會、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
賽、由九龍樂善堂主辦的第43屆全港青
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中文書法比賽)及由
香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第四屆商務小學
師生寫照比賽」。學生在各項比賽中都獲
得殊榮。

哈﹗哈﹗原來比賽的背後是這樣的。

5A班楊懷堃同學參加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這是鏡頭前的他。

齊齊閱讀樂趣多﹗

同學們在課堂以外時間，也爭取閱讀的機會。

透過這兩位新成員，崔校長藉此進行生命教育課。

我們會好好照顧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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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下學期，本科除了星期三繼續進行普通話週和

「顆伴計劃」外，還進行了「普通話大比拼」和
午間短片欣賞。透過活動，增強了同學們學習普

通話的興趣；校外活動
方面，普通話話劇組參
加了全港普通話才藝比
賽，同學在話劇表演優
異，取得了銅獎。希望
同學們繼續努力，多聽
多說普通話。

同學們在比賽中盡顯潛能，並取得銅獎。

參加普通話才藝比賽，good show！
話劇組參加比賽前積極排練。

小息時，同學們與普通話大使交談。

我們的「普通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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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Our pupils could experience the joy of reading and 
cultivate a lifelong reading habit.Quality reading materials 
were provided to our P.2 pupils to read extensively. They 
engaged in reading and applied book handling skills to 
complete the reading records at designated reading 
sessions.

P.2 Bookworm Reading Club

  In order to arouse our pupil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learn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others, English Day was held at the second 
recess every Tuesday. They played the phonics 
game with their buddies by 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in English at the game booths. 

English Day

From the end of November to Christmas break we had 
the pleasure to host two students, Miss Nurfatin Binti 
Azni and Miss Lee Zi Xuan,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Teaching Assistantship f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The student teachers spent 
four weeks in our English department observing 
the PLPR-W lessons and then teaching lessons on their own under 
the guidance of our teachers. This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our school and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joyed the experience.

New Learning Experience

'Thankful'  Writing Competition

'Thankful'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April. It aimed to raise 
our pupils’ awareness of positive 
attitudes on thankfulness. Writing 
topics of all levels are shown on 
the left.

Level Writing Topics
P.1 The person who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P.2 Thank You Letter
P.3 To be a Good Child
P.4 A Good Person Good 

Deeds
P.5 New Festival
P.6 Love the Environment

Reading is fun!

Pupils have to complete the reading record book when they read.

Come and join us!

The English Ambassador 
helps her schoolmate play 
the phonics game.

Pupils wait for the 

game patiently. 

Yeah! We love 
English Day.

Pupils' good work is displayed 
for public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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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今年，數學科在多個校外比賽均獲得理想成績，包括六年級同學在「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中獲得小學個人總成績二等獎及三等獎。四年級翁富溢同學在「2018年香港華羅
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獲得小學中年級組一等獎。

校內活動方面，三至六年級進行了數學專題研習，六月份全校也舉行了「數學遊踪」活
動， 希望藉著這個活動讓學生動手使用量度工具及應用度量單位，鞏固度量範疇的知識及技
能，並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學習數學的興趣。

獲獎同學獲得優良成績，為學校爭光。

嘉賓分別與榮獲小學個人總成績三等獎同學合照。 榮獲小學個人總成績二等獎同學與嘉賓留影。

我們正在討論專題研習
的工作分配。

同學為專題研習進行訪問活動。

4A班翁富溢同學榮獲「2018年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決賽」小學中年級組一等獎。

翁富溢同學與嘉賓合照。

我們在量度雪糕筒之間的距離。
我們盛載的水容量有
多少毫升呢?

你知道這個橙子有多嗎?

同學利用滾輪量度
藍線的長度。

究竟學校的涼亭在
我的哪個方向呢?

同學用心砌出各個平面圖形。

利用iPad和鐘面計算

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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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同學參加了由世界自然(香港)
基金會舉辦的水資源的講座及學校水流量
測試，讓學生明白珍惜食水的重要性。另
外，有部份同學更前往可觀自然教育中
心，收集水樣本進行探究，讓學生進一步
明白水資源的重要。

常識科

三年級探究大自然

三年級同學參加了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會
舉辦的講座及活動，讓同學了解社區內的常見的
動植物；另外，有部分同學前往可觀自然教育中
心，學習植物的各種特性。

一人一花愛心媬姆計劃

    一至六年級同學十分踴躍參加「一人一
花愛心媬姆」計劃，經過同學的悉心照顧，
幼苗都能拙壯成長。

每年常識科都會舉辦或參加不少科學及環保活動，
增強學生的學習經歷。本學年，常識科的活動包括 :

四年級水資源講座及活動

同學十分醒目，很快便

能回答講者的問題。

同學到校園的不同地方

去測試水的流量。

水資源大使連洗手間也不放過，都要去看看有沒有漏水的情況。

同學用顯微鏡看甚麼呢 ?同學認真地製作濾水器。

三年級同學到可觀中心去

探究植物的特質。

同學不但要搜集植物樣
本，還要作詳細的記錄，
真是非常忙碌啊 !

三年級同學大合照 !

三年級同學大合照 !

經過「愛心媬姆」的悉心照料後，
花苗已長高了不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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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同學的 STEM 活動

本年度常識科的STEM活動有「推糞蟲」、「太陽戰車」
及閉合電路，同學們都十分投入地參與，相信他們的解難能力
及科學知識一定增加了不少。

我係小記者

7位五、六年級同學被委任為學校的小記者，並進行了兩次的校外
訪問活動。透過訪問活動，同學不但能了解記者的工作，更讓他們明
白到哮喘、慢阻肺病等疾病的病因及治療方法。

基本法問答比賽

常識科於校外問答比賽方面亦獲得佳
績，本校在東區《基本法》校際網上問答比
賽中得到學校參與獎亞軍，小學組個人賽冠
軍。另外，在「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
比賽」中，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獎。

發生了甚麼事 ? 同學的表情那麼驚訝 ? 原來他們正進行「力的探究」。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製作「推糞蟲」。

同學利用不同的物科，進行能源的探究。
太陽戰車已初步完成 !

決戰在即，究竟誰勝誰負呢 ?

同學專心地製作閉合電路，加油呀 !

幾位小記者跟馬浚偉先生進行訪問及合照。 小記者到醫院探訪，瞭解慢阻性肺病病者的情況。

同學的肺功能情況怎麼樣 ?

學
習
篇

25



電腦科

本年度電腦科採用電子課本。電子課本的好
處，相信老師和同學都發現到不少了，其中包括
我們在下學期運用了當中打字活動的功能，供同
學們多加練習，加強中、英文打字的技能。

電腦科為了鼓勵同學發揮創意和善用生活上的科技產品，舉辦了親子電子媒體作品設計比
賽。其中的得獎作品水準極高，可見家長用心陪伴孩子創作。而其中一批題為「聽聽孩子心裡
夢」的作品，更送交教育局參加相關比賽後，獲大會頒發「積極參與學校獎」，歡迎大家瀏覽
學校網頁欣賞有關作品。

6A班薛漢喬同學鼓勵大家要正面思考問題。

2B班唐啟邦同學的親子作品，為大家帶來正能量，加油！

2D班羅葦淇同學，向著你的夢想勇往直前吧！

5C班許晉三同學的確有著youtuber的型格…

同學們善用電子課本的打字練習，
寓學習於遊戲，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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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年，同學們再接再厲，參加不同類型的STEM比賽，不但擴闊自己的眼界，還學會
不少編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學會與人相處，與人合作的態度。

新的比賽題目，同學們埋首研究，為之後的比賽做好準備。經同學改良的機械車，在不同的項目中均勇奪亞軍。

6A班鄭文煒，4B班鄭嘉儀、郭晞釩、吳睿禧、

陳沁鉉製作如木偶劇般的動畫。

6A班陳卓琳、白晞妍，6Ｂ班吳詠恩同學利用3D PEN製作的立體作品。

同學到中文大學出席STEM大賽，為機械人先編程，再進行比賽。

同學在下半年的mBot比賽仍有好表現。

Debug是編程中不可或缺的，同學小心翼翼地細看當中是否有錯誤之處。
5C班蔡紫焌同學成功利用3D Pen設計作品。

編好程式，準備比賽。

編程後來一個比試，女同學也「巾國不讓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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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每年視藝科都會參加不少校外藝術活動，以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驗，增強藝術觸覺。下學期，視藝科參
加了以下活動：

「色彩生命，屹立不倒」

由視藝科老師與學生組成義工隊，一起繪畫一個
80cm高的不倒翁，宣揚色彩生命屹立不倒的精神，
並參與在九龍公園廣場舉行的裝置藝術展出，以呼籲
全城市民關懷學生，珍惜生命的正面價值觀。

「全城•傳誠」倡廉計劃

全校學生參加了由廉政公署舉辦的「親親太陽」
集體藝術創作活動，透過回收光碟進行藝術創作，
讓學生立志成為一個光明磊落、誠實的人，集結
「全城」力量，「傳」遞「誠」信的信息，將誠信
文化「傳承」到年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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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班吳睿禧同學於東區區議會舉辦的「東區海濱宣傳文件夾設計比賽─東區海濱的願景」獲
得優異獎，而1B班 董卓霖同學 及3B班林嘉寶同學於銅鑼灣街坊福利促進會主辦「新春兒童繪畫
比賽」獲得優異獎。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已於三月九日順利舉行，本校十一位五、六年級同學到香
港維多利亞公園參加花卉繪畫比賽，豐富了戶外寫生的經驗。當天，同學們更有幸與特首林鄭月
娥合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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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音樂科於本學年舉辦了多個不同的樂器班讓同學參
與，包括無伴奏合唱和非洲鼓班。除此之外，本校的合
唱團亦參加了第七十屆校際音樂節，希望能藉此增加
同學的自信心和啟發學生在藝術方面的潛能。在六月下
旬，會舉行歌唱比賽，相信大家都十分期待呢！

陶笛的聲音既和諧又悅耳。 大家正在為表演認真地練習。

演奏大型的敲擊樂器也難不倒我們。

我們一起好好發揮合奏的精神！

五人齊合奏，實在十分考驗

同學之間的默契。

為了在表演時有更好的表現，
同學都十分認真地練習。

小提琴初班的同學們十分專注地聽從導師
講解演奏樂器的基本知識。

無伴奏合唱的同學們正十分認真地練習。 口琴班的同學留心地聽從導師教導。

我們一起合奏一曲吧！
小提琴的琴聲真悅耳呢！ 小提琴初班的同學正學習如何護理琴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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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和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我們正積極把握每一個機遇，尋求與不同的機
構、社區組織及大學成為合作夥伴，推動學校
的體育發展，建立一套校本的體育文化。

5B黃晙楠奪得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校
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殿軍。

我們在學校運動會的收穫。

本校有幸邀請了前香港精英單車運
動員何兆麟先生擔任學校運動會的
主禮嘉賓。

羽毛球隊隊員觀賞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本校首次舉辦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一場令觀眾心跳加速的單車賽。

女子排球隊隊員出席奧運金「排」女將徐雲麗小姐分享會暨簽名會。

每逢星期五，全校師生做早操。
來自不同級別的學生參加了「我智Fit健體計劃—保齡球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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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一、二、四的課前體能訓練。
30名就讀三年級的學生參與體適能小領袖計劃。

學生參加「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8」。

活動路線途經南灣隧道及昂船洲大穚，全程13公里。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派員到校進行

「學生對參與體育課體力活動研究」調查，

並為其中20名學生安裝計步器。
崔校長到場為參加友校接力邀請賽的健兒打打氣。

本校接力隊先後在香港南區官立小學週年運動會女子友校
4×100米接力邀請賽、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男
子組及女子組4×100米接力邀請賽均奪得第二名的佳績。

體育科

學生透過體育活動建立彼此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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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遊戲不但鬥速度，還要鬥計數。

學生參與「賽馬會學童Keep-Fit方程式」的跨學科活動。

衝線一刻，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高年級學生參加由聖約翰救護機構舉辦的實用急救訓練。

將香港拯溺總會水上安全章引入六年級體育科課程，

並成功協助74名學生於本學年考取有關證書。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專業團隊到校評估小一學生動作技能發展情況。

學生參加「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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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我們在午飯後，享受閱讀的樂趣。閱讀氣氛良好

的班別成為「午讀之星」。

 上學期「午讀之星」 下學期「午讀之星」

P.1 1A 1A

P.2 2D、2E 2D、2E

P.3 3B 3A

P.4 4B 4B

P.5 5C 5C

P.6 6D、6E 6D

午間齊齊讀

一、二年級學
生在週五課外活動
時段觀看話劇，更
和扮演故事角色的
家長互動。

故事大本營

由教育局主辦的「二
零 一 八 響 應 世 界 閱 讀
日」活動，老師帶領同
學參加多元化的活動，
例 如 ： 攤 位 遊 戲 、 書
展、欖球學英文、「邊
讀、邊煮、邊寫」等活
動，讓同學能多方面認
識閱讀帶來的益處。

本計劃旨在獎勵學生在閱讀的表現，
各級閱讀量最高的三位同學會獲得「各級
榮譽大獎」，鼓勵同學記錄閱讀的圖書。

閱讀獎勵計劃各級榮譽大獎

級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P.1 1C 劉天朗 1B 林祉延 1E 鄭學蘊
P.2 2E 伍梓謙 2D 李宜霏 2E 許宇亮
P.3 3E 何承旻 3E 盧子琦 3B 林嘉寶
P.4 4C 尤坤銘 4E 吳嘉琳 4E 馬豪然
P.5 5B 舒廣宇 5E 王冠翔 5D 施燦霖
P.6 6C 劉日彤 6C 蔡曉妍 6A 嚴楚扉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為表揚在本學年在
圖書館服務良好的學
生，校長頒發「圖書
館大使服務獎」。

圖書館大使服務獎

級別借閱獎
級別 得獎班別 借閱總冊次
P.1 1C  764冊
P.2 2D  840冊
P.3 3A  1034冊
P.4 4E  765冊
P.5 5A  739冊
P.6 6E  676冊

圖書館借閱獎

個人借閱獎
級別 班別 學生姓名 借閱冊次
P.1 1C 劉天朗 71
P.2 2C 梁咏詩 86
P.3 3D 洪君潼 85
P.4 4A 朱嘉慧 59
P.5 5A 張愷晉 87
P.6 6C 王樂謙 48

好書獻給你

同學們分
享的好書，你
看過沒有？

3A 陳梓虹 
分享 A Sea Mystery

3A 王家盈 
分享 是誰偷了冰塊

我們樂意為大家提供

圖書館服務。

借閱量最高獲獎班別代表大合照。 我們都是借書最多的人。

一至三年級最高閱讀量
「榮譽大獎」得獎學生。

四至六年級最高閱讀量
「榮譽大獎」得獎學生。

外籍教練講解後，
我們嘗試打欖球的
基本動作。

這個攤位帶我們進入

《乞丐王子》書中世界。

同學們來張大合照！

家長在講故事時，和學生有互動環節！

家長們投入
故事角色！

我們是下學期「午讀之星」！

我們是上學期「午讀之星」！

4．23 世界閱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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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樂 路 」
2018年3月7日舉行了「樂與路生命勇士分享會」，當中以「珍惜生命、活在當下」為主

題，透過傷殘的生命鬥士蘇文通先生及歌手孫慧雪小姐個人經歷的分享，以生命影響生命，
讓同學無懼面對逆境，積極面對人生，並珍惜生命及努力學習。分享會後，同學更積極寫信
向兩位生命勇士表達自己的感受，同學們更承諾日後勇敢面對任何困難。

命生 勇 士分 享會

崔校長與5C高逸桐、蔡紫蘭及5A趙思佳

一起高唱「晴朗的天空下」
司儀與各嘉賓分享面對逆境的方法。

4A劉天心與各嘉賓分享個人的經歷。

孫慧雪小姐為大家歌唱多首歌曲，
同學十分雀躍，有如置身「紅館」
參與演唱會!

4A劉天心 4E梁梓茵

5C譚漪晴

6A陳卓琳

6B陳旨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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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校內一共舉行了八次的講座，內容圍繞各德
育主題，包括誠實(「盜竊的後果」講座)、關愛(《只要
有愛，腦退化不可怕》偶戲表演、「樂與路生命勇士分
享會」、「樓宇安全」講座)及尊重別人(「欺凌問題」
講座、《鐵路安全之達人—魔王再臨》話劇表演)，
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如何關心別人、社區及世界，
並學習尊重不同年齡、性別人仕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守規、有禮及愛護他人的精神。

及德 民公育 育篇教

奇想偶戲劇團的精彩表演讓同學明白腦退化症的病徵，
同時可感受家人的關懷對腦退化症的病人的重要。

在「健康潮人」講座中，安
排了已戒毒的人仕分享吸毒
的禍害及戒毒的歷程。

透過魔術表演，同學學習健康
生活及禁毒的訊息。

「樓宇安全」講座讓同學多
關心自己的社區，做一個有
責任感的好公民。

由東區警民關係組負責的「欺凌問題」講座。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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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清潔比賽於2018年一月
完滿結束。為了提高學生的衞生意
識，除設高、中、低級組班際比賽
獎項外，並設個人清潔獎項，另
外，還增設四至六年級清潔漫畫創
作比賽，以及一至三年級清潔海報
填色比賽。各同學均積極參與，盡
顯才能。

清潔比賽

3月12日至3月23日，我們舉行
了本年度的秩序比賽，各班積極參
與，充分表現出團隊的合作精神。
為了更全面地培養同學的自律精神
和表揚秩序良好的同學，我們更設
立了班際秩序
比賽獎項、最
佳 集 隊 表 現
獎、最佳午膳
獎 及 秩 序 之
星。

秩序比賽

清潔比賽高級組得獎班別:

冠軍6D、亞軍6A及季軍6B。
清潔比賽中級組得獎班別:
冠軍4B、亞軍4A及季軍4E。

清潔比賽初級組得獎班別:
冠軍2D、亞軍1A及季軍2E。

2017-18 清潔比賽各個人清潔獎
獲獎同學接受崔校長嘉許。

潔清 比 賽 秩及 序 比賽

秩序比賽初級組得獎班別:

冠軍1E、亞軍1C及季軍2E。 秩序比賽中級組得獎班別:
冠軍3A、亞軍4B及季軍4A。

最佳午膳獎:
冠軍5C、亞軍4B及季軍6A。

本年度清潔比賽已於2018年1
月完滿結束，各項目已有結果。

結果如下:

P.4-6清潔漫畫創作比賽
冠軍 6C 蔡曉妍

亞軍 4B 吳睿禧

季軍 5C 譚漪晴

優異獎 5E 周嘉琪

2017-18年度清潔比賽 個人清潔獎
班別 男 女 班別 男 女

1A 賴景希 吳卓蕎 4A 招丞俊 王昕熹

1B 葉庭軒 司徒倩晴 4B 蘇柏熹 吳睿禧

1C 李昱德 楊曉晞 4C 葉振庭 莫子晴

1D 盧永熹 林逸喬 4D 麥寶熙 程鈺殷

1E 陳烙熹 尤嘉穎 4E 羅嘉歡 梁梓茵

2A 古天朗 陳晞桐 5A 王家熙 趙思佳

2B 盧政旭 吳穎霖 5B 黎敏喬 吳梓鋒

2C 林韋彬 吳卓茵 5C 梁偉恒 柯焯蕎

2D 賴峻鋒 李宜霏 5D 曾浩然 鄭依雯

2E 伍梓謙 黃晧恩 5E 王逸朗 周嘉琪

3A 趙予然 麥騫予 6A 周澔勤 謝芷柔

3B 李梓俊 羅湞淇 6B 盧晉迦 蔡嘉琳

3C 黃浩聲 葉向晴 6C 王樂謙 劉日彤

3D 何永康 胡慧晴 6D 高熙元 冼汶萱

3E 顧嘉良 盧子琦 6E 李焯林 羅啟倩

P.1-3清潔海報填色比賽
冠軍 2D 李宜霏

亞軍 2E 李煦朗

季軍 1A 胡柏朗

優異獎 2A 古天朗

2A 陳奕知

2C 姜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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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得到」獎勵計劃以「欣賞別人，服務社
群，建立關愛校園」為主題，培養學生日常彼此欣
賞及互助的態度，建立校園關愛文化。上學期，同
學們都努力於服務、關愛等範疇爭取表現。根據上
學期統計顯示，超過70%學生都能夠達標，做到互
相欣賞，關愛別人。

做「 到得我 計劃」 獎勵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主要結合了抗逆力的三大元
素，包括效能感、歸屬感和樂觀感。計劃的目的是透過一
系列「發展課程」和「輔助課程」，強化小四至小六學生
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並提升學生積極面對
成長中遇到挑戰的能力。

六年級戶外活動中，同學要合作生火燒烤。六年級重聚日，同學先玩玩熱身遊戲考反應。

家長與子女在四年級親子日營中
一起合作玩泥膠，看看彼此能否
猜出所搓的東西是什麼，考驗親
子之間的默契。

四年級在挑戰日營中，
積極合作討論解決困難。

同學們都記錄平日生活裏的關愛事件。

同學透過「愛欣賞電台」廣播，傳達對同學的欣賞。

成 的長 天 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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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同學都對學校的老師、同學及工友

叔叔姨姨表達欣賞的說話。



六年級戶外活動中，同學要合作生火燒烤。

範模 風 紀 選生 舉
2017-2018年度模範風紀生選舉已於5月25日正式結束。

訓輔組老師及班主任從一百四十多名的風紀生中，選出20位有領導才能、責任感、學行
等表現優良的模範風紀生候選人。透過各候選人自我介紹及於早會或以中央廣播方式拉票
後，全校老師及學生以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選出模範風紀生一級、二級榮譽獎各5名及10名
模範風紀生優異獎。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模範風紀生
一級榮譽獎

6A 謝芷柔 5A 冼文軒 5A 趙思佳
4A 李樂心 6A 陳忠熙

模範風紀生
二級榮譽獎

4A 陳竟成 5A 王家熙 6A 陳卓琳
6A 黃卓琳 6A 麥騫尹

模範風紀生
優異獎

5A 李佳茵 5B 吳梓晴 4B 毛健博
4A 蔡銘浩 5B 楊曉琳 6D 施益勝
5C 譚漪晴 6D 蔡典璋 5C 許晉三
5C 高逸桐

獲得模範風紀生優異獎的同學接過
校長頒發的獎狀。獲得模範風紀生二級榮譽獎的同學

接過校長頒發的獎狀。

恭喜獲得模範風紀生一級榮譽獎的同學！

各模範風紀候選人透過展板介紹政綱，
讓師生可多加了解，為他們打氣。

你看！每位模範風紀候選人多麼落力為自己拉票呢！

本年度二十位模範風紀候選人終於誕生了！

成
長
篇

39



本校公益少年團本著「認識、關懷、服務」的口號和宗旨, 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慈善遠
足」、「慈善花卉義賣」、「健康生活教育日營」等，藉以提升學生的公民責任感，讓他們學
習關心，社會和身邊的事物。

在校長、老師及各同學的積極參與下，本校公益少年團更獲得「積極參與獎」，「慈善花
卉義賣」所籌得的善款更榮獲東區亞軍，成績驕人。可見同學除了認真學習課堂知識外，更能
熱心公益事務。

益公 活動少 年團

團員代表領取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亞軍。校長於周年頒獎典禮奪得
忠誠服務獎。團員代表領取積極團隊獎。

彩虹傘出動，考驗大家團隊精神。
團體活動，挑戰自我!我真的成功了!

團員健康生活教育營認識到

不少的新朋友。

團員出席周年大會操暨四十周年紀念活動。

花朵雖美，慈善之心更美。

購買慈善花卉，發放愛心正能量。

惡劣天氣並不會阻礙我們為慈善去遠足的決心! 校長與學生代表領取「慈善遠足」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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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幼 軍 活動
本校幼童軍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和的訓練，

如「考察校園植物」、「環保機械人設計比
賽」等，藉以促進幼童軍德、智、體、群、
美五育的發展。此外，本校亦舉行「宣誓暨
頒獎禮」以表揚幼童軍的成就，並參與一些
校內校外的服務，如於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本校運動會」擔任服務生，
藉以提升幼童軍的公民責任感。

幼童軍們正進行緊張刺激的「環保機械人設計比賽」。

興高采烈地進行聯歡會。

參與運動會頒獎工作，大家都精神奕奕呢！

剛宣誓及考獲「幼童軍獎章」的幼童軍與校長合照。

幼童軍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池為「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服務，協助進行頒獎禮。

初次參加校外服務，幼童軍們都能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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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向鼓勵學生關心社區，並推動學生參與義工服務。今年與香港仔坊會尚融坊林基業
中心合作舉辦「跨齡同遊樂滿FUN」活動，讓同學接受訓練後與長者一同進行户外活動，學習
與長者相處，並關心他們。此外，3月10日，全校超過120個家庭參與了香港盲人輔導會親子賣
旗活動，一同熱心為社區服務。

義小 旗籌工 及賣 款 絮活 動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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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小義工帶領老友記到區內尋找一個
適合小朋友和長者去遊玩的地方。出發前，小義工與老友記透過遊戲認識

彼此，並學習與老友記相處。
旅途中，小義工都十分照顧老友記，
並享受了一天愉快的户外活動。

當日一班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及義工親力親為，

既協助分發旗袋，又幫忙賣旗。

3月10日，學生與家長一起走到社區進行親子賣旗，

一同為社區服務。出發前，先來大合照!!!

校長親身到現場為同學及家長們打打氣。



德教 樂 課後
本校今年與香港仔坊會尚融坊林基業中心

合辦「教德樂課後支援服務」，此課程特色是
由長者擔任義工導師協助指導學生，以一對一
的形式進行功課輔導及協助溫習課本，以及培
養學生的責任感、學習品格及自律性。

支援 服務

晴心 賽 馬會
為了提倡情緒健康的重要性，本年度學校參與了由心晴行動慈善基金主辦的「心晴賽馬會

喜動校園計劃」，以加強學生對情緒健康的認識，並提升對運動的興趣，讓學生體驗運動對
情緒健康的好處。

喜動 校園

計劃的心理輔導員為全體學生及家長
進行講座，推廣正面情緒訊息。

本校挑選了十四位學生參加「心晴大使」
培訓，他們正在練習活力操。 培訓後，「心晴大使」到利民會進行探訪

服務，了解情緒病患者的復康過程。

計劃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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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進行期間，長者義工
與學生以一對一形式進行
功課輔導及溫習課本。

每次下課前都有設有「欣賞時間」，讓義工和學生互相欣賞。

聖誕節的時候，義工和學生
一起唱聖誕歌和玩遊戲。



為 了 培 養 學 生 關 懷 社
區、服務他人精神，本校安
排四年級學生進行級本服務
學習，於考試後分班到附近
屋邨探訪獨居長者。透過活
動提升學生與人溝通和合作
技巧，讓學生能夠服務區內
長者，以培養關愛精神。

動年級四 服 活務 學習

探訪獨居長者

我們終於穿好衣服了。

戴上手指套後夾豆
真不容易啊!

戴上老花眼鏡後，同學體會到
長者視力模糊所帶來的不便。

同學需穿上手指套﹑戴上老花
眼鏡去進行任務，從而體驗長
者一些身體的問題。

戴上護膝後，同學不能
行動自如地行樓梯。

成
長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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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年度第69屆校際朗誦節

校 節朗際 誦

粵語組

詩詞獨誦 季軍 5A楊懷堃

詩詞獨誦 優良 1A胡詩雅	 1A吳心怡
1B陳靖翹	 1D林逸喬
2A譚晞霖	 2A黎倩希
2B盧政旭	 2C蔡子濤
2C鄭栢燊	 2D范怡樂
3A陳梓虹	 3B林嘉寶
3C羅羨如	 3E陳敬宗
4B陳恩喬	 4B鄭嘉儀
4E郭妍廷	 5A李佳茵
5A黃詠恩	 5E胡慧恩

詩詞獨誦 良好 2A陳樂瑤	 2A曾苡澄
2B黃富翹	 2C吳卓茵
2C柯茵怡	 2E黃皓恩
2E蔡卓穎	 3A麥騫予
4D梁貝莎	 5C譚漪晴
6E馮國晉	 6E陳文迪

散文獨誦 優良 4A劉天心

普通話組

詩詞獨誦亞軍 4E潘芊男

詩詞獨誦 季軍 1C李昱德	 5A楊樂泓

詩詞獨誦 優良 1C黃珈妍	 1C黃倩怡
1C徐宇晁	 1C馮梓誠
1D彭棹楠	 2A梁知行
2C陳星渝	 2E李煦朗
4A李樂心	 4A陳俊亨
4B黃嘉淇	 5A楊懷堃
5B謝昊智	 5B林子鎣
6B徐子晴	 6C蔡曉妍
6E黃宇軒

詩詞獨誦 良好 4B郭晞釩

英語組

Verse Speaking
亞軍

5B張昊朗

Verse Speaking
優良

1A陳柏顥	 1A吳卓蕎
1E鄭學蘊	 2A何承軒
2A古天朗	 2A梁知行
2B梁倩彤	 2C林仁亮
2C鄺椲舜	 2C蔡子濤
2E李煦朗	 2E何明軒
2E許宇亮	 2E許媚云
3A麥騫予	 3B陳保螢
3B何泊誼	 4A李樂心
4A劉天心	 4B陳沁鉉
4C林德承	 4C張傲程
5A蔡銘浩	 5A楊樂泓
5A楊懷堃	 5B謝昊志
5B陳肇南	 6A鄭文煒
6A陳忠熙	 6A郭栢榮
6A嚴楚扉	 6B陳旨柔
6D李凱琳	 6D鄭凱曼
6E魏文欣	 6E羅啟倩

Verse Speaking
良好

4B謝卓衡	 4C莫焯霖
6B駱永熙	 6C周柏琦
6C劉日彤

散文獨誦 優良 4A劉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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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節音際 樂
2017-2018年度
第70屆校際音樂節

校 節音際 樂

第70屆校際音樂節

一級鋼琴 優良 1A陳柏翹

二級鋼琴 良好 1E陳靜璇

聲樂獨唱(外文) 良好 2A古天朗

一級鋼琴 優良 2D伍敏菲

三級鋼琴 良好 3A林伽楠

四級鋼琴 優良 4A羅浩龍

三級鋼琴 優良 4A翁富溢

七級鋼琴 冠軍 5A楊懷堃

三級鋼琴 良好 5A吳泓錕

古箏-中級組 季軍 5A楊懷堃

二級鋼琴 優良 5B王巧欣

六級鋼琴 優良 6A曾琿	
6A陳忠熙

校 節音際 樂
2017-2018校外比賽
得獎記錄(中國舞校隊)

校 節舞際 蹈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小學
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A彭梓縈	 2A麥寶琦	
3B羅湞淇	 3C葉向晴	
3D胡慧晴	 3C盧子琦	
3D楊子蘅	 3E郭妍廷	
4A李佳茵	 4E趙思佳	
5A楊曉琳	 5A林子欣	
5B李曉榛	 5D歐陽子彤	
5D趙蔚昕	 5E何梓晴	
5E胡慧思	 5E嚴泳淇

校 得比外 賽 音際 樂記獎 錄
2018鳳翎盃VEX	IQ機械人比賽
團隊挑戰賽亞軍 5A楊懷堃	 6A盧怡心	 6B吳詠恩	 6C周柏琦

機械人技能挑戰賽亞軍 4B鄭嘉儀	 6A薛漢喬	 6A余皓雪	 6A鄭文煒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17/18第一期

中文狀元（初級組） 4B胡浩朗	 4B梁咏怡	 6C陳穎森

中文狀元（中級組） 4A陳天恩	 6A陳忠熙	 5B謝昊志	 4A招丞俊
5B馮杰謙

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冠軍(高小組) 5A楊懷堃

全港小學校際Scrabble挑戰賽2018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5A楊懷堃

第十三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初級組團體賽季軍 2B梁倩彤	 2B唐啟邦	 2C徐冠華	 2C葉灝森	 2D蔡殷	
2D伍敏菲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7/18

小學個人總成績(二等獎) 6A吳羽騫	 6A嚴子浩

小學個人總成績(三等獎) 6A黃浩怡	 6A郭栢榮	 6B余達豪	 6B李心怡	 6B鍾卓軒

2018年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

小學中年級組(一等獎) 4A翁富溢

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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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科學實驗室」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優異獎 2A王穎棋

東區《基本法》校際網上問答比賽

小學組個人賽冠軍 6E鄒昆澤

「新春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中級組) 3B林嘉寶

優異獎(初級組) 1B董卓霖

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4×100米接力邀請賽

亞軍 6A謝芷柔	 6A黃浩怡	 6B蔡嘉琳	 6B徐家怡	 6B陳旨柔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殿軍 5B黃晙楠

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4×100米接力邀請賽

亞軍 6C梁國政	 6C施啟德	 6C黃志豪	 6E王豪鋒

韓國武術推廣日暨跆拳道比賽	WT搏擊

冠軍 2C李承翰

16TH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I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	
INTERNATIONAL	CLUBS	OPEN	TAEKWONOD	CHAMPIONSHIP	2018
SILVER MEDAL
INFANT 7-11 YEARS 
OLD(MALE)—27KG 24-27KG

5A	YEUNG	Lok	Wang

一年級自製樂器比賽

冠軍 1B周卓嵐

亞軍 1B陳灝君

季軍 1A胡柏朗

優異獎 1D鍾沅澄	 1D余浩田

二年級自製樂器比賽

冠軍 2C陳星渝

亞軍 2C鄺椲舜

季軍 2E蔡卓穎

優異獎 2B唐啟邦	 2E崔日朗

三年級自製樂器比賽

冠軍 3E盧子琦

亞軍 3A洗文蔚

季軍 3B林嘉寶

優異獎 3A陳梓虹	 3B郭倩婷	
3A葉卓芝

2017-18電腦科「聽聽孩子心裡夢」	
親子電子媒體作品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D羅葦淇

初級組 亞軍 1C植思瀚

高級組 冠軍 5E周嘉琪	 5D鄭依雯	
5D范清霖

高級組 亞軍 5C許晉三

高級組 季軍 5D李長駿

2017-18電腦科「正能量@愛官」	
親子電子媒體作品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B唐啟邦

高級組 冠軍 6A薛漢喬

高級組 亞軍 5C蔡紫焌

高級組 季軍 6C盧日楠

2017-2018年度清潔比賽得獎班別

冠軍(高級組) 6D

亞軍(高級組) 6A

季軍(高級組) 6B

冠軍(中級組) 4B

亞軍(中級組) 4A

季軍(中級組) 4D

冠軍(初級組) 2D

亞軍(初級組) 1A

季軍(初級組) 2E

校
得

比內 賽
音際 樂記獎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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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度清潔比賽

「個人清潔
獎」

1A賴景希		 1A吳卓蕎	 1B葉庭軒
1B司徒倩晴	1C李昱德	 1C楊曉晞
1D盧永熹	 1D林逸喬	 1E陳烙熹
1E尤嘉穎	 2A古天朗	 2A陳晞桐
2B盧政旭	 2B吳穎霖	 2C林韋彬
2C吳卓茵	 2D賴峻鋒	 2D李宜霏
2E伍梓謙	 2E黃晧恩	 3A趙予然
3A麥騫予	 3B李梓俊	 3B羅湞淇
3C黃浩聲	 3C葉向晴	 3D何永康
3D胡慧晴	 3E顧嘉良	 3E盧子琦
4A招丞俊	 5A王昕熹	 4B蘇柏熹
4B吳睿禧	 4C葉振庭	 4C莫子晴
4D麥寶熙	 4D程鈺殷	 4E羅嘉歡
4E梁梓茵	 5A王家熙	 5A趙思佳
5B黎敏喬	 5B吳梓鋒	 5C梁偉恒
5C柯焯蕎	 5D曾浩然	 5D鄭依雯
5E王逸朗	 5E周嘉琪	 6A周澔勤
6A謝芷柔	 6B盧晉迦	 6B蔡嘉琳
6C王樂謙	 6C劉日彤	 6D高熙元
6D冼汶萱	 6E李焯林	 6E羅啟倩

2017-18年度秩序比賽結果(班際比賽)

冠軍(高級組) 5C

亞軍(高級組) 6D

季軍(高級組) 5A

冠軍(中級組) 3A

亞軍(中級組) 4B

季軍(中級組) 4A

冠軍(初級組) 1E

亞軍(初級組) 1C

季軍(初級組) 2E

2017-18年度秩序比賽結果(最佳午膳表現獎)

冠軍 5C

亞軍 4B

季軍 6A

2017-18年度秩序比賽結果(最佳集隊表現獎)

冠軍 4B

亞軍 4D

季軍 1E

2017-18年度P.4-6清潔漫畫創作比賽

冠軍 6A蔡曉妍

亞軍 4B吳睿禧

季軍 5C譚漪晴

優異獎 5E周嘉琪

P.1-3｢清潔海報填色比賽｢

冠軍 2D李宜霏

亞軍 2E李煦朗
季軍 1A胡柏朗
優異獎 2A古天朗	 2A陳奕知	 2A姜梓樂

2017-2018年度秩序比賽

「秩序之星」 1A胡詩雅	 1A傅洢文
1A楊卓桐	 1B陳靖翹
1B林德涴	 1B司徒倩晴
1C黃珈妍	 1C李雲熙
1C鄧朗軒	 1D梁愷宜
1D區綽曦	 1D程奕熹
1E陳靜璇	 1E蔡栩迅
2A陳烙熹	 2A麥寶琦
2A彭梓縈	 2B黎倩希
2B吳穎霖	 2B潘少聰
2C鄭萬欣	 2C何其駿
2C梁咏詩	 2D蔡子濤
2D王子睿	 2D孫凡勻
2E李宜霏	 2E伍梓謙
2E蔡雨桐	 3A李煦朗
3A麥騫予	 3A趙予然
3B岑浚熙	 3B陳妙盈
3B李梓俊	 3C侯景陽
3C陳成洲	 3C陳祖兒
3D黃浩聲	 3D賴永然
3D胡慧晴	 3E王諾怡
3E顧嘉良	 3E何承旻
4A林卓芹	 4A陳栢軒
4A黃梓豪	 4B王昕熹
4B蘇柏熹	 4B胡駿康
4B吳睿禧	 4C葉振庭
4C洪嘉怡	 4C駱永謙
4D麥寶熙	 4D何祖翹
4D梁貝莎	 4E楊渝陶
4E梁梓茵	 4E林德喬
5A黎正賢	 5A饒雅琪
5A王家熙	 5B吳梓鋒
5B黃晙楠	 5B黎敏喬
5C劉咏潼	 5C許晉三
5C譚漪晴	 5D何其燁
5D李曉榛	 5D鄭依雯
5E陳文軒	 5E王逸朗
5E周嘉琪	 6A柯怡軒
6A陳卓琳	 6A郭栢榮
6B郭詩堯	 6B龔思怡
6B徐家怡	 6C王樂謙
6C麥詠殷	 6C梁國政
6D蔡永希	 6D蔡典璋
6D高熙元	 6E陳文迪
6E羅啟倩	 6E王豪鋒

「秩序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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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出學
為表揚在各個範疇有傑出表現的學生，本年度舉辦的「傑出學生選舉」已順利完成。為了

公平公正及增加選舉結果的認受性，本年度的選舉邀請了四位友校校長為32位候選人在不同
的範疇中作第一輪的面試。學術傑出獎、服務傑出獎、操行傑出獎及體藝傑出獎的評判分別
為深水埗官立小學黃鳳霞校長、福榮街官立小學何惠珍校長、元朗官立小學馮燕儀校長及大
埔官立小學鄭玉清校長。而第二輪面試則由崔校長、鄧副校長及何副校長進行，經過重重的
考驗才選出12位得獎者，可謂實至名歸。

「2017-2018年來傑出學生選舉」結果如下﹕

生選 舉

學術傑出獎 4A 李樂心 6A 盧怡心 6A 吳羽騫

服務傑出獎 6A 黃澤楓 6A 嚴楚扉 6B 郭詩堯

操行傑出獎 4A 王昕熹 6A 陳卓琳 6A 麥騫尹

體藝傑出獎 4C 張傲程 6A 郭栢榮 6A 黃浩怡

崔校長為32位傑生候選人加油打氣。

深水埗官立小學黃鳳霞校長﹑
崔校長與學術傑出獎候選人合照。

大埔官立小學鄭玉清校長﹑崔校長與體藝傑出獎候選人合照。

福榮街官立小學何惠珍校長﹑崔校長與服務傑出獎候選人合照。

深水埗官立小學黃鳳霞校長、福榮街官立小學何惠珍校長、

元朗官立小學馮燕儀校長及大埔官立小學鄭玉清校長蒞臨本

校為傑出學生候選人進行面試。

元朗官立小學馮燕儀校長﹑崔校長與操行傑出獎候選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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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專 業發 展日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教師專業發展日

 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六月四日舉行，是日的工作坊內容十分豐富，內容亦貼合來年學
校發展課程方向。首先由賽馬會創新教育工作室的姚棟材先生啟發教師廿一世紀的學生學習模
式轉變。學生是知識的創造者，教師需跳出傳統主導式教學的框框以配合教育新挑戰。接著，
由參與了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的講者張嘉豪先生教導教師如何把「計算思維」落入
教學中，深入淺出地把有關的思維概念帶出來，並利用手作操控mBot的活動使教師掌握「編
程」，活動令全體教師時刻與時並進，把校本課程推展更上一層樓。為關顧現今罹患精神病學
童增加的需要，是日下午亦邀請學校教育心理學家謝梓洋先生到校向教師提供專業講座，講解
有關照顧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教導教師如何理解有關專業報告的內容。

老師們忙於做筆記，留心聆聽，明白原來學生心理報告
有不少專業的用語呢!

崔校長致送感謝狀予教學心理
學家謝梓洋先生並邀學校社工
何姑娘一起拍照留念。看!伍sir操作得mBot多純熟，要完成mBot的指令完成任務，是絕對沒難度呢!

參與了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支援計劃，為來年

課程引入「計算思維」作一強大的後盾。

崔校長致送感謝狀予香港大學電子學
習發展實驗室課程發展主任(編程、
STEM及電子學習)張嘉豪先生

崔校長致送感謝狀予賽馬會創新教育工作室的姚棟材先生。

1月23日官立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同行.共融.並進 -
建構E.XY.Z世代師生新路徑」，校長與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女
士、首席助理秘書長容寶樹先生及首席教育主任黃廖笑容女士及
官小校長合照。

全港官立小學教師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聚首一堂，讓大家能

「同行」、「共融」及「並進」以迎接教育新挑戰。

教
研
篇

50



師教 專 業交 流
跨地區教師交流活動

新加坡南洋大學學生到校交流，Mr. Fraser 擔任啟蒙導師。新加坡南洋大學代表向學校致送感謝狀。

教師校外交流活動

與中學教師進行交流活動

29/5 校長、何副校、課程主任與常識科科主任到

筲箕灣官立中學作觀課交流觀摩。

11/5 校長、何副校、課程主任與中文科科主任到金文泰中學進行觀摩中文課。觀課後，大家進行評課後，言談甚歡，也來張大合照!

與筲箕灣東官立中學校長及內地交流的師生合照留念。

校長率領何副校長、課程主任與數學科科主任
於10/5到筲箕灣東官立中學觀課交流，校長聚
精會神與學生一起進行電子學習課。

小六學生參加「Race for the Line」，模擬火箭車分階段決賽，

並參與2017年度學與教博覽活動。

何副校率領課程主任以及兩位電腦科科主任於9/3到
香港大學參與電子學習實驗室的講座，為來年校本
課程加入編程的小學計算思維的課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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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University Partnerships Symposium 2018” – 
       「推動校本 STEM 教育發展 強化學生科創思維」的工作坊

6月12日本校獲香港大學邀請出席 “ School-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Symposium 2018” ，並
由崔校長帶領何副校長、課程主任及「STEM」核
心小組主持其中一個環節的工作坊，分享題目為「推
動校本STEM教育發展 強化學生科創思維」的工作
坊。首先由崔校長把兩年來如何起動「STEM」課
程的理念及信念帶出來，接著由何副校長把整體校本
「STEM」課程的規劃及三層架構簡介出來，再由課
程主任翁主任介紹由崔校長引入的一連五天「體驗學
習週」以啟發學生創意思維及成功打破教師教學傳統
以學習領域為框框的教學觀念。 接著，由三位常識科
科主任分別介紹小一至小六各級「STEM」課程的發
展及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再由電腦科科主任李文豪
老師再把如何把編程引入課程，最後由鄧汝偉老師把
校本結合各科於高小推動「STEM」的教學示例，以
及學生參與校外比賽成果展示出來。

大 學伙 伴 專 業交 流

崔校長率先把「STEM」的理念帶出來。

何副校利用圖表把校本「STEM」進程以及

介紹課程的三層架構概覽。

常識科科主任陳潔瑩老師

展示常識科的「STEM」

課程及活動。

常識科科主任黃珏玲老師
展示低小學生也可進行
「STEM」啟發科創思維
的活動。

常識科科主任曾志華老師

播放高小學生熱烈進行

「STEM」活動片段。

香港大學致送感謝狀予我們的校長以及「STEM」團隊。

電腦科科主任李文豪老師
把兩年來電腦科加入「編
程」的重大改革歷程向與
會者分享。

主力負責「STEM」拔尖培
訓及比賽的鄧汝偉老師帶備
了mBot、micro:bit等教具
令大家終於明白「愛官」的
學生自往年起積極參與機械
人比賽及屢獲喜訊的秘訣。

崔校長接受教育局學校教育質素保證視學組

的邀請主持學校校外評核的分享講座。

校長專業交流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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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感言
好消息!

2011年畢業生劉振庭
各位師弟、師妹，大家好！不經不覺，我已經離開愛官六年多了。我

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科學院的學生，但偶爾在我的腦海中，還是迴盪著昔
日在母校的一點一滴。無論是老師的循循善誘或是恨鐵不成鋼的訓斥，還
是與同學們的歡聲笑語或是偶爾的失意傾訴，都令我無時無刻懷念着在愛
官的時光。

在這裡，我最想和各位分享的是「無人話你唔得，係你自己話自己唔
得」。想當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很多人都覺得很一般的中學，還記得我當
時為此亦不愉快了很久，但今天我卻可以說，我的中學生涯和我的小學
一樣，刻骨銘心。説到這裏，真的很感激所有老師對我的幫助和鼓勵。同

學們，記得不要被世俗的眼光影響了你們作出的每一個決定，不要因別人的嘲笑便放棄了自
己的理想或堅持，更永遠永遠不要否定自己的能力。正如我從未放棄過要成爲一位老師的夢
想，現在我成功邁出了第一步，不知道你又願意為你自己的夢想付出多少呢？

最後，我想勉勵各位師弟師妹，在現今的香港社會中，彷佛認定了祇有讀書才能有出
息，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人。但事實上，你和我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條條大路通羅馬。同
學，如果你有一個別人眼中很天馬行空的夢想，我希望你可以願意為這個夢想去付出一切，
去作出嘗試，去勇敢發一個只屬於你一個人的夢。相信我，夢想就是最大的動力，推動你繼
續前進。

或許，夢想真的能成真呢！

Leung Nok Hin graduated in 2016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eung Nok Hin. I am a graduate of year 
2015-2016. After entering my present secondary school, I miss my 
primary school very much. My secondary school is Wesley College 
and I a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er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m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uch as the 
workload and school policies. There is not much homework in secondary 
school and it is freer. 

After talking about my secondary school,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all 
students in Aldrich Bay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I know that all of you are very 
hardworking and may feel tired and stressed at times, but don't give up because it is 
good prepar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Finally, I hope all the P.6 students can go to their ideal secondary schools.

為了讓畢業同學保持緊密聯繫，拉近彼此距離，並能掌握母校的資訊及發展，
以及向學校反映意見，本校已於臉書建立了一個群組，歡迎各校友踴躍加入。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 渣華道官立上午/下午小學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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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畢業生Bisma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呢？

我就是上一屆畢業生Bisma。很多二年級的非華裔學生都問我：
「姐姐，為什麼你不上學呢？」原因是姐姐已經完成了小學的課
程，升讀何東中學, 是一間女校。

其實，中學的生活沒有比想像中辛苦。雖然所學的科目比小
學多，如科學、中國歷史、地理等等，但是只要努力學習就可以
應付了，所以各位六年級的同學不要擔心，你們一定有能力應付
將來中學的生活。

中學有很多課外活動。在小學，我是排球隊隊員，升上中學
後，我也不例外，每逢星期二、三都要練習排球。此外，我還參
加了很多不同的課外活動，中學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

每天早上上學的時候，我都會遇見很多小學時曾經教過我的
老師，我會主動地和他們打招呼。我很懷念小學的生活，懷念

和同學們一起玩耍和學習的時間。各位師弟、師妹，你們也要好好享受和珍惜小學的生活
啊！

 最後，祝各位師弟、師妹學業進步，各位老師工作順利！

2015年畢業生黃嘉怡

快要三年了⋯⋯站在時光的彼岸，回看此岸的光陰，
茫茫人海， 每一場遇見，都是一次美麗的相遇。在愛
秩序灣官立小學——我的母校，我遇見過很多美麗的
事，擁有了很多回憶，發了一場場很美很美的夢。

在記憶裡面，總有一些瞬間，經歷時沒什麼特別，
回想時卻勝千言萬語。在校的六年，我結識了許多好
友，還記得畢業前説過的永不分離呢！有些真的從相
見相識再到相知，有些在畢業以後就沒再見了，就這樣從我的世界中慢慢地消失了。或許
沒了母校的保護，大家都要成長吧！更也許是母校教會了我們聚散分離。

所以我希望師弟妹，在有限的小學時光裏，珍惜和身邊每一個人相處的時間，無論是老
師、校工、點頭之交、好朋友，還是家人。可能下一秒，他們就無聲無息地在我們的世界
消失了。

夢醒後的我，已經要脱下母校的校服，穿上了港島民生書院的校服。我帶著我的音樂飛
向更高的天空，更加現實的世界，一個強迫着我長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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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畢業生Bisma

2015年畢業生黃嘉怡

2016年畢業生鄭信藍

轉眼間，我原來已經離開母校兩年了，現就讀港島民生書院。兩年的光陰，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感謝昔日老師們對我的諄諄教誨和栽培，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在中學生活裏，我體驗到很多事情。中學的學習生活確實比小學的繁重多了，要面對
的事情也多了：科目多了、小測多了，功課雖少但題目深了，玩樂時間亦因而縮短了。 有
時，我真的有點應接不暇，遲遲也未能入睡。除此之外，學習與人相處也是很重要的。在中
學裏，經常要做很多小組專題報告，有中史科的、西史科的、社會探究科等等。在討論的過
程中，會遇到不同性格的同學，而每人都有著不同的見解。就在這時候，我們更應學會包容

和接納， 才能完成報告。總而言之，只要懂得放
開懷抱、融入同學的圈子、勇於嘗試，一切就會
變得更順利了！

各位師弟師妹，畢業代表著一個階段的完結，
又意味著另一個階段的新開始。你們將遇上更多的
問題，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有收穫，而且要積
極地面對每一天的挑戰。 你們要努力啊！絕對不
能因小小的挫折就輕言放棄 ，重要的是「活在當
下，珍惜當下」，努力向前，向著自己的目標、理
想進發吧！

2017年畢業生楊媛棋
光陰似箭，半年一眨眼便過去。半年前，我

還是一個小學六年級生。回想起，六年的小學時
光，我和同學在課室聊天的一點一滴，都深刻印
在我腦海中，現在我已經是筲箕灣官立中學的中
一生了。

升上中學後，有很多不同的新挑戰在等着
我。我要感謝小學的老師對我的栽培，教給了我
很多知識，讓我打穩基礎，有能力應付面前的種
種挑戰。

每次當我想起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時，我都會
想起，熟悉的老師、校長的面孔...... 六年的小
學生活已經成了我畢生難忘的美好時光。「敬、
遜、思、敏」這四個字也會永遠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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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愛官小記者4A班陳竟成、李樂心以及4C班陳萃敏有幸
訪問愛官(前渣華道官立小學)傑出校友莫慶炎先生。莫慶炎先生是前
香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他是我們學校校管會的現任成員之一，又
熱心參與社會事務，是次抽空到校接受小記者的訪問，實在難能可
貴。以下為訪問的摘錄。 

小記者後記: 我們覺得莫慶炎師兄真的十分和藹可親，就像老師一樣啟發我們對知識的追
求。經過是次的專訪報導，我們希望同學日後能以莫師兄為榜樣，能擁有專業知識，在工作上有
卓越的成就，並勿忘回饋母校。

傑出 校友專訪

小記者: 莫慶炎先生是於前稱渣華道官立小學的舊校舍讀書
的，可以說說當時的學校是怎樣的嗎？與現在的愛官
有多大的分別呢？

莫:  在60至70年代，學生多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共屋邨，
分上、下午校。上課時間沒有現在那麼長，以前學
校的設施亦比較簡陋，只有書桌、椅子和黑板，沒
有電腦，更枉論平板電腦，你們現在幸福多了!

小記者: 難得你能把自己在天文學的知識應用在工作上，作為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想必在工
作上需要應付極大挑戰，可以分享你的工作點滴嗎?

莫:  我在天文台工作了34年，做過天氣預報、輻射、地震、海洋氣候、報時……要面對不
同種類的工作。

小記者: 香港是否有過海嘯呢？當年香港的颱風温黛是否帶來很多傷亡呢？   

莫:  香港曾有六至七次輕微的海嘯，至於颱風溫黛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颱風之
一，其中有約180多人死亡。

小記者: 要成為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是否須具備資優或特異功能才可以呢？你有什麼讀書又
或做人的心得可以告訴我們呢？

莫:  首先一定要對天文、物理、地理等科目有興趣，從而發掘有關的知識作深入研究。

小記者: 現在學校的老師不斷推動「STEM」課程，莫先生，你又有什麼心得給我們愛官的同
學，怎樣才可以具備「STEM」的科學探究精神呢？

莫: 「STEM」是需要學生具備創新思維，藉著觀察身邊的事物，從而利用已有的工具進行
研究發明，當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是必需的，從你們的創新意念，由老師啟發又或提
供工具從而去實踐。

小記者: 我們明白了!希望同學看完我們的報導後，能對天文學的追求上有所啟發，不會再覺得
是遙不可及、難以明白的事情。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與師兄見面!

小記者向昔日於天氣報告上看見

的心目中大明星索取親筆簽名。
小記者拿到親筆簽名，十分高興呢!

校長、校園小記者及莫慶炎先生訪問後
來個大合照。

莫 炎慶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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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向深信父母是孩子在成長過程的重要同行者，父母的價值觀﹑角色及管教態度十分
重要，故本校參與了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計劃，本著「愛無限．學無涯」的信念，定
期為家長提供發展性及預防性的親職教育。

為推廣民歌及鼓勵家長輕鬆唱歌減壓，與子女渡過愉快的週末，本會有幸邀請資深民歌導
師余德深先生擔任義務導師，於三月至六月舉辦親子民歌小組，約有二十個家庭參加。深哥又
邀請各方友好嘉賓，與我們分享唱民歌的樂趣。

東

親

三

民

華

子

院

歌

「

小

家

組

長 」愛 學 院 活 動

2月至6月期間我校有二十位家長參加了共十二節的「情緒教育親職家長課程」，
深入認識支援孩子情緒的輔導技巧。

小組時，除了姑娘講解外，家長
更要透過角色扮演將所學習的支
援情緒技巧運用到子女身上。

除了家長課程外，我們更會舉辦
不同主題的聯校講座，例如:如何
提升子女專注力。

家長即場體驗提升專注力的遊戲。 此外，本校定期也會舉辦校本家長工
作坊，主題包括:親子共讀﹑從遊戲中
建立親密親子關係等，讓家長從不同
方面提升親子關係。

感謝各位表演嘉賓帶領我們享受民歌的樂趣。

一起唱，一起笑，大家共度許多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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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家長之間的聯繫及溝
通，家長教師會在每次的家長日
都設立「家長聊天站」，希望藉
著這個平台，彼此分享及互相交
流，共同培育學童健康成長。

家 長聊 天 站

 本校於2018年1月4日及3月1日舉行了兩場家長電子學習工作坊，讓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教
育趨向。兩場工作坊的報名人數合共約一百二十人。講者包括何佩珊副校長、余珮瑩主任及李
文豪老師，透過介紹《電子學習-家長錦囊》（教育局），讓家長了解如何為子女提供支援，並
即場讓家長利用Ipad試用子女日常所用的電子學習平台，包括STAR、Edmodo及中、英、數
各科的電子學習平台。超過九成半出席的家長均認為學校提供的電子學習平台能協助學生進行
自主學習。

家 長電 子 學 習 作工 坊

崔校長到場為出席的家長打氣，

感謝家長對子女學習的支持。
教職員即場為家長提供
技術支援。

家長積極嘗試各電子學習平台的操作。

余珮瑩主任及李文豪老師為家長簡介各電子學習平台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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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感 親 子 動運 日 營
良好的運動習慣對我們的健康是十分重要，我們深信家長的參與有

助學生在校、在家培養運動的習慣。因此，我們於4月28日(星期六)將
原是在營地舉行的親子日營活動，改為在學校舉行，以提倡多元化運動
為主題的「動感親子運動日營」，把平日用來上課的校舍，搖身一變成
為巨型遊樂場。過百個家庭參加，享受多種運動帶來的樂趣，場面壯觀
之餘，更增進了親子關係。我們有幸邀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副主席張
應明先生為家長主持「運動是良藥」講座，除了分享運動的樂趣外，
更教導大家如何在家裏也可以多做運動。張先生更指出親子運動能讓小朋友更
投入，令一些看似不好玩或簡單的活動也變得有趣。運動期間亦可多讚美小朋
友，有助強化他們的行為，令他們更落力去運動。

當日設有多項運動讓家長及學生體驗，包括：輕排球、體適能、社交舞、
乒乓球、單車、羽毛球、高爾夫球，以及由冰壺演變而來的地壺，統統在校

園內有得玩。部分是學生
向來甚少接觸，甚至初次
嘗試的運動，讓大家在校
園內盡情享受運動的樂趣。家長與學生分組
後，在教練指導下輪流試玩各項運動，學習

技巧之餘，有時更會分隊競賽，令本來清
靜的校園充滿呼喊聲和大笑聲。

有關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全賴老師們
的策劃及努力，並得到許多合作伙伴，
包括：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
空間、香港高爾夫球及網球學院，以及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等協助，免費提供
運動器材及教練。日後，我們會繼續發
展體藝活動，朝著全校學生的運動參與

率達到100%的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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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家長、教師及學校之間的認識
及溝通，家長教師會於4月14日（星期
六）舉行親子大旅行，當日約有700
位學生、家長和老師一同出席。行
程包括遊覽錦田樹屋及錦田鄉村俱樂
部，午膳於錦田鄉村俱樂部享用自助
燒烤。雖然當天天氣有點熱，但老師、家
長和同學，都度過了愉快又充實的一天。

親 旅子 行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十八屆

2017-2018
第 二 期

在草地上玩耍，真開心!我燒香腸給媽媽吃，
多謝媽媽。

齊齊大合照，愉快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