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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框框
  帶孩子走出香港面向世界
Bett Show

每年一度全英最大的電子教學博覽會，資訊科技教育
領袖協會(AiTle)邀請本校到Bett Show 2019為其展示用
microbit製作的作品，當中我們的microbit 古箏及過河裝置
都十分吸引到來參觀的學者。

Hour of code

新加坡 Maker Faire

同學們都十分用心介紹，贏得各方的
好評，學生亦廣闊視野，不斷學習及改良
自己的展品。

2015年起，
源自美國的「編程
一小時The Hour
of Code」是由香
港城巿大學App
Lab和Let' s Code
聯合推動的運動。
我們師生透過舉辦
免費的工作坊，讓
大眾嘗試第一個小
時的編程體驗。

校長的話
   『當我們見到歡欣喜樂的果子不斷結出，就能推
動我們繼續積極求進和求變。』
在過去廿五年的歲月，我和老師們為學校的新一頁不斷努力求進，這過程並不容易。在這一年來，我和
團隊們最艱辛的工作是如何減少功課量，又能讓學生鞏固課堂所學。可幸是我們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亦有
教學熱誠，才能有效地給予適量的家課，又能增加他們的課餘空間，讓他們能發展多元智能，接觸不同事
物。我檢視低年級學生在學校完成家課的資料記錄，他們大部份已能於一小時內完成當天家課，回到家中，
有更多自主學習空間，這是現今優質教育很難得的而我們又做到了！
除此之外，學校的英文話劇組廿五年來首次獲得了評判推介演出獎，學生們可以在荃灣劇院公演。而其
中負責訓練的麥老師，就是我們學校培養出來的優秀畢業生，她回饋母校，在本校已任教三年。我們欣喜所
教過的學生已慢慢成長，並為社會作出貢獻，這都是作為老師的心願。
近日報章上對教育的新聞不斷，感恩我能在這所學校工作了廿四個年頭，老師、家長、職員都是互相支
持、互相包容，並積極為我們的孩子而努力，期望這種氛圍能繼續下去，為學生的未來規劃出一套更完備的
1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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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語文教育
為學生提供最優質學習環境

培養閱讀興趣
提升自學能力
善用電子學習
積極參與比賽

著重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本校在讀文教學中滲透不同的
閱讀策略，讓學生掌握高層次思維
能力。除廣泛閱讀外，亦在各級推
行「主題式」閱讀。學生閱讀指定
讀物、四大名
著和西方翻
譯小說等，
帶領學生遨
遊書海。

善用電子教學，

Learning through drama and immersion
Keen on exploring new culture
Appling new technology in teaching English

培養學生自學能

School-based English drama courses
included in the formal curriculum

力。

配合學習單元的需要，
教師在課堂上利
用Nearpod、Eduven
ture VR、Kahoot、
Plickers等電子教學工
具進行教學。學生亦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拓
展學習，進行課前預
習及延伸閱讀，提升自
學能力。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allow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 lively and
interesting way. The aim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wide context of English
language, thereby equipping them
to become children with strong and
conﬁdent speaking skills.

English Immersion Class

喜悅寫意元素
小一及小二加入喜
悅寫
意元素的校本課程
，透過有
趣的教材，配以生
動活潑的
教學模式讓低年級
學生大量
認讀字彙，提升
閲讀能力及
語文學習之基礎。

比賽

類型
積極參與各

學
第70屆香港
2018）
校朗誦節（
語男子或
詩詞集誦粵
合誦小學
女子或男女
冠軍
五、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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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n EMI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supported with quality teaching.

善用轉堂時段，享受朗讀的樂趣
上學 期， 小二 至小 六各 級會 利用 轉堂
時段 ，朗 讀各 單元 的延 伸閲 讀篇 章； 下學
期， 為加 強小 一至 小六 學生 對中 國文 化及
古詩 文的 認識 ，推 行古 詩文 朗讀 ，校 本古
詩文 學習 材料 包括 ：一 至三 年級 《弟 子
規》 ; 四至 六年 級《 詩詞 大觀 園》 。加 強
學生對中華經典的認識、欣賞和記誦。

Provide curriculum options for the students
with stronger proficiency in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Enriching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through Global
Eyes English Programme

Applying the new technology
VR: virtual reality (EduVenture
VR) in teaching and enhanc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St art ing in Se pte mb er 20 19 ,
Gl ob al Ey es En gli sh les so ns
tha t foc us on cu ltu res fro m
around the world
are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regular
curriculum.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利應用嶄新科
技 VR 虛擬實境 (EduVenture VR) 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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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培養學生數學思考
提昇學習的積極性 從具體到抽象從粗疏到精細
興趣是帶動學生積極思考、探索知識的原動
力。本校常識科以「高層次思維技巧」作課堂設
計的重點，以發展學生思維能力、各共通能力及
自主學習精神。此外，我們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
的正確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讓他們有健康及全
面的發展。

本校數學的主要特色是透過數學活動，學習
數學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與規律，啟發學生的數
學思考，培養分析、推理及判斷等能力：幫助同
學有效地運用數學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培養學
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和信心，並懂得欣賞數學的
價值。

Perth English Study Tour 2019
This year, we led students to Perth
for a nine-day English study tour. In
addition to visiting local attactions,
museums and participating in
zoo workshops, we visited a local
school there. We had fruitful and
fulﬁlling expericence.

In order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and
let them make use of English in foreign
countries, our school takes students to
different places for a study exchange tour
every year. This includes going to places
such as Sydney, Singapore and London.

同學們到了珀斯生態教育中心參觀及上課。同學們正留心聽導師講解如何
到河流抽取樣本，然後觀察河內的生物及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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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同學們到珀斯參訪當地的 St Denis School。我們受到
這所學校的熱情款待。學生大使除帶領我們到學校各處遊覽，我校
的同學們更有機會與當地學生一同上課。

我們到了珀斯的科學與科技中心，在館內進行不同的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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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姊妹學校
上海遊學團

第十屆運動會花絮

本校於2017年與「上海市第六師範附屬
小學」結為姊妹學校，2019年4月11日至4月
14日期間，本校九名老師帶領59名學生到上
海進行交流活動，主題為「上海歷史、科技
與文化交流」。交流內容包括到訪「上海市
第六師範附屬小學」，並參與課堂活動、參
觀校園、觀賞學生文藝表演等。

齊齊到中華藝術宮欣賞「清明上河圖」

兩年一度的學校運動會已於2019年4月4日假天水圍運動場順利完成。
比賽當日天公造美，吸引了超過600名同學報名參與，逾400名家長到場支
持各運動健兒及13名家長擔任義工進行場務工作。

參觀磁浮科技館及乘坐磁浮列車
參觀上海歷史展示館了解
上海歷史發展

同學們在姊妹學校參與了
卡魅教室的課堂
藉著遊覽外灘了解上海歷史文化及欣賞歐陸式建築特色

大清早在姊妹學校操場上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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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

自2018年與肇慶市百花園小學締結
成為姊妹學校後，兩所學校每年均會籌
辦交流團進行互訪。透過舉辦不同形式
的活動，充實課堂及提升教學質素及效
能，促進香港與內地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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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最矚目的賽事相信是師生接力賽，本年度共有11名教職員踴躍支持
本項目，並與同學組隊一起競逐賽事，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後，最後由馮湛琛
老師及Samuel老師隊伍分別奪得第一組及第二組冠軍。
當日，運動會邀請了本校舊生張美娥
小姐擔任主禮嘉賓，張小姐為現役香港女
子手球代表隊成員，與同學分享運動樂趣
及艱苦的訓練過程，大大提升學生對運動
的認識和興趣。除此之外，圓玄學院妙法
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也刻意安排屬本
校舊生的中學生到場協助場務工作，中學
生們除了學習服務外，還可以順道探
訪小學老師，分享中學的學習生活，
簡直是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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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免費課外活動班

推動閱讀

本年度小一至小三
的周五課程，除了常設課程包括：韓
文、棒球、跆拳道、劍擊、小型網球、
美術班、小小魔術師、LEGO建築師、
小小科學家、小小書法家、啦啦隊、LEGO
Mindstorms創意機械及爵士舞課程外，本年更增
設了摺紙班、軟排球、花式跳繩及運用iPad作為工
具的樂器班IBand。透過多元化的活動項目，除
了讓學生增添校園生活的樂趣，亦希
望從中找到自己的興趣及潛能。

本 校 致 力 推 廣 閱
讀，透過舉辦不同的閱讀活動，擴闊
學生閱讀層面，培養學生閱讀素養。良
好的閱讀習慣須自小培養，本校鼓勵學生
每天自備圖書，方便學生時時讀，處處讀。

本校一直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刻意安排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與，讓學生充
分利用課餘時間，學習更多新事物。
近年來，本校積極推廣「新興運動」，以擴闊學童的眼界和視野。本校引入了躲避
盤及棒球運動等新興運動，並成立校隊參與不同公開比賽，在訓練過程中，學生享受其
中，經過不斷的努力後也奪得不少獎項。
另外，本校於本年度引入了地壺球運
動，地壺球乃一項紳士團體運動，比賽過程
中十分講求禮儀和團體合作，本校特意先讓
初小學生率先體驗，從中學習，日後也會成
為本校「長者學苑」的小導師。
本校也積極聘任不同範疇的專業教練擔
任導師，例如田徑、排球、樂器及舞蹈等，
以提升學生對相關項目的專門知識和技能，
大部分項目全由學校津貼，期望學生在沒有
經濟壓力的情況學習和體驗更多。

本校設有午間閱讀課，為加強校園閱讀分享
文化，本校增設有閱讀分享樹，為學生提供多
一個閱讀分享平台。為配合課程發
展，圖書組亦會與不同科目合作，
建構跨課程活動，加強支援教學
需要。
午息時，低年級同學齊齊坐下，聆聽伴讀天使説故事。

區本 / 校本
課後學習及
支援計劃

333 小老師培訓計劃
本校學生參加由幼吾幼慈善基金
舉辦之「333小老師培訓計劃」。
計劃為學生提供學校功課輔導、英文課
程、品德培訓及參觀等多元化服務，提升學生的
品德，語文能力之餘，也增強同學的自信心，
參與同學表現優異，獲益不少。
本校學生及家長參加由幼吾幼慈善基
金會舉辦的慈善蛋撻心連心齊破世
界紀錄籌款活動。

本校成功申請教育局區本∕校
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有服務機
構到校為有需要的學生舉辦免費課後功課輔
導班。此外，機構亦向本校提供參觀活動及興趣
班，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拓闊視野。
學生參與傷健日營，透過活動感受視
障人士的需要，學習多關心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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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盤訓練—由專業教練執教

地壺球運動—由初小同學作初次體驗

棒球活動—由小二同學率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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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計劃

最近本校成功申請香港
九龍巴士（1933）有限公司
屬下的「巴士校園再生」計劃，
獲該公司慷慨捐出一輛車身長12米
的雙層巴士供本校放置在校園。現在
除去汽車引擎及發動系統放置在
校園。這輛退役巴士完成改裝
後，將成為我校以STEM為
主題的自主學習空間。

社會新聞

本年度我校獲得
傳媒廣泛報導，包
括明報、大公報、香港
01以及教學家報。當中的報
導包括我校的得獎報導、
課程或活動介紹、學
校方針等等。

教育家報訪問劉校長探討學校的辦學方針。

明報專題報導我校 STEM DAY 的課堂活動：
過濾污水器。

香港 01 報導我校在機械人大賽中獲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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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報導我校的得獎作品：自動收功課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