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我認為：「教育改變氣質。」我相信，一個人的氣質與他的素質直接相
關，而一個人的素質是會直接投射出他的氣質來。我相信，人的素質是可以通過教育改變的。誠如北京師
範大學教育學部毛亞慶教授所言，「教育的本質是發展人的內在素養」，所以我深信，教育是要讓人能平
衡發展、協調發展，促進人形成健康的身體、健全的心智、積極的情感。這樣，我們的未來主人翁才有足
夠的素養去駕馭不斷膨脹的知識。
    學期結束，數算豐盛的學習經歷，最樂是看見「香官」的學生談話時斯文有禮，朗讀時搖頭擺腦，匯
報時自信十足，學習時自得其樂，稚氣的臉蛋背後散發「惜愛、活學、守禮」的氣質。    通過各個科目，老師按學生的需要，給各學科設計了校本的課程，配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
生「活學」，繼而「活用」。通過不同的輔導活動，老師推行了多項輔導學生成長的計劃，尤其別具心
裁創設了「全年性品德獎勵計劃」，持續地強化學生知規「守禮」的品格和行為，師生積極參與，成效
理想。
    近年學校積極配合教育新趨勢，發展探究學習、科技教育、學校交流等等，在知識、技能、態度及
思維等方面裝備學生具備廿一世紀人才的素質，在「探究學習新體驗」裏，我們看到學生嚐到學習的樂
趣。同時，學校積極推薦學生參加社區內外各項獎勵計劃及校外比賽或活動，一方面讓學生挑戰自我、擴
闊視野、豐富生活經驗，另一方面踏出社區，開拓學校聯繫網絡，做到「學習見關愛，足跡跨校園」。
    今年開放日以「傳愛香島」為主題，我們期望學生在追求科技、探究新知的同時，要不忘傳承關
愛，啟迪心靈，感人之所感，想人之所想；成為掌握古今知識與未來科技，同時亦能愛己愛人，關懷社群
的新一代。所以，在「跨科VR系統學習」，我們讓電腦科和英文科跨科合作，在五年級及二年級跨級進
行，在電腦科推動VR系統(虛擬實境裝置) 課程，讓五年級同學利用軟件設計虛擬實境，配上二年級英文
科課題的生詞，便可利用自己所學的科技知識，幫助「香官」的低年級同學解決學習英文生詞的困難。我
們的未來社會需要的正是知識和技能兼備、態度與思維兼善的人才。能具備這樣優秀的內在素養，自然投
射出他的氣質來。
    六年的小學生活中，每一年對每一個學生都是唯一的，獨一無二的。今年我們作出新嘗試，首次與內
地學校結成姊妹學校，並發展互相探訪和視像交流活動，讓同學擴闊視野，促進彼此成長。
    在「香島家長學堂」中，我們看到家長好學不倦，與學校一起建立學習社群。在「感恩．承傳．愛母
校」中，我們看到無論哪一個年代畢業的校友，都對母校眷戀感恩，昔日回憶點滴未忘。
    這些都給了老師最大的能量，我們將會在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教師會和校友會的鼎力支持下，繼續
努力為「香官」的孩子培育「惜愛、活學、守禮」的氣質，為未來揚帆出海，乘風啟航。

校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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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島道官立小學「傳愛香島」開放日於2017年3月3日舉行，當天很榮幸獲得教育局中西及南區學

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唐麗芳女士撥冗光臨擔任主禮嘉賓。此外，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康陳翠華女

士（教育局副秘書長）和各委員，以及各友校校長亦抽空出席，令開放日更添異彩。

    配合學校發展方向，本年度開放日以「傳愛香島」為主題，透過頒獎典禮、攤位遊戲及才藝演出

傳揚本校關愛文化。當天，英語話劇組、中國舞組、手鈴隊、獅藝隊、舞旗隊等多個校隊均演出精

彩，獲得來賓一致讚賞。最後的謝幕滙演，全體表演生更配合手語將愛傳送給社會上不同的人士。

    同學們用愛心灌溉心裏的小種子，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及服務，種出愛心花朵，建構愛心社區。

「傳愛香島」開放日

才藝演出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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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發展齊參與

家長協助

嘉賓支持

學生榮耀

校友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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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幼小傳愛心

健康校園顯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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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創意無限Fun

親子服飾展姿彩

親子一同領獎，溫馨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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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25日，幾十位東華三院蕭旺李滿福

幼兒園師生及家長到校參觀，學生們先到禮堂安

坐，由袁校長簡介本校辦學宗旨及學校設施後，再

觀賞英語話劇及醒獅表演，繼而到圖書館、活動

室及音樂室參觀。他們亦參觀了中國舞習訓，更參

與手鈴演奏，再到特別室參與一、二年級學生的快樂

操練習。隨後他們參觀探究學習室，參與環保遙控

車製作及比賽，最後觀看升旗隊檢閱訓練等，參觀節

目豐富。他們在離開前，還送上一幅由幼稚園生繪畫的

圖畫給校長，感謝校長悉心安排，大家齊與校長合照留

念。

    在本學期初，我們獲得希望之聲

兒童合唱團之邀請，推薦了三位小二

同學（2A鄭日晴、鍾孝賢及李梓瑜）

試音，他們均入選了。在這年的時間

裏，他們接受了來自維也納兒童合唱團

音樂學院導師專業的合唱訓練，而且

已經有不少的演出經驗，包括在香港

文化中心舉行的「2017 經典名曲之夜

音樂會」及加拿大國際學校的“Hope 

Through Music  Charity  Concert”等，

讓他們在參與演出和社區服務中感受

和獻出愛心與關懷，並帶給自己和別

人希望。

香港文化中心2017經典名曲之夜表演（第一排左五：李梓瑜，右
五：鄭日晴，第二排左五：鍾孝賢）

加拿大國際學校慈善表演 

加拿大會計師周年晚會表演

學習見關愛 足跡跨校園

幼稚園生訪校日

希望之聲兒童合唱團

    當校園內的氣氛和諧，學生便會產生歸屬感，更投入學習。在校園內，老師會放心思於學生身學習上，讓學生獲

益，令他們在學習路上得到更多。另一方面，學校也期望學生走出校園，關懷社區人士，實踐學校發揚關愛文化的理

念。我們鼓勵學生出席不同的服務活動，除了可提升個人的能力和自信外，亦可透過幫助不同的弱勢社群，將校園的

關愛文化落實於學生的學習和成長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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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出我的心！看！小朋友們多麼的專
心投入，聆聽大哥哥

大姐姐的教導。

同學擔任司儀，帶
領大家玩遊戲。

猜！猜！猜！比拼誰是「猜拳皇」！

同學們努力準備送給

幼兒園生的小禮物。

大哥哥與幼兒園學生交流，

表達關心。

學會了摺紙飛機，一齊起飛吧
！

    小六同學前往東華三院蕭旺李滿福幼兒園進行探訪服務

    小四同學前往香港仔浸信會白光幼稚園進行探訪服務

滿足充實又愉快的一個下午，大家都依依不捨。

唱遊時光樂悠悠

愛心之旅圓滿結束，感謝幼稚園老師及同學們，給予我們
一個珍貴的服務機會。

    在2016年12月3日本校的公益少年團參加

了南區社區植樹日學習活動，藉此培養學生愛

護環境，珍惜大自然的態度。

同學們專心聆聽園藝師
講解種植的技巧。

同學們齊心合力將花苗栽種在鴨
脷洲公園的園圃內，美化環境。

大功告成！大家在自己努力種植的花苗前拍照留念。

關愛傳社區：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植樹日

當天主禮嘉賓南區區議員頒
發感謝狀給我校，感謝我校
為本區綠化出一分力。 7



    本學年，學校讓學生透過一連串STEM教育活動，啟發探究、解難及創新精神。

    透過統整和應用學科知識，讓學生「動手」參與學習活動，進而學習以科學化的

方法解決生活上的問題與困難。

P.4迷你吸塵機製作

P.6自製電動車

P.5自製磁浮列車

探究學習新體驗
Science科學 Technology科技

Mathematics 數學Engineering工程

STEM專題 研習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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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控小車

電動風車

編程電車

聲控升降台

摩斯密碼

    透過拼砌智能電子積木組件學習科技原理。

    樂高創意拼砌工作坊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發揮創意。

智 能積木課 程

初小樂高 創意 拼 砌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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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下學期為五年級同學安排了虛擬實境（VR）系統的編寫課程。在課程裏，同學會學習如何設計虛擬

實境，而該設計更可供二年級的同學學習英文字詞之用，是一個跨年級跨學科的校本課程。

    在編寫的過程中，同學難免遇到困難，例如同學必須適應系統的英文介面和較複雜的編寫程序。雖然如

此，同學對於編寫虛擬實境這項習活動仍表現得興致勃勃，當製成品出現在眼前，大家都很有成功感，十分

興奮。

    完成編寫課程後，五年級同學邀請二年級的同學利用該系統學習與課題相關的英文字詞。在這個跨學科的

課堂上，五年級的同學耐心地指導二年級同學如何使用VR眼鏡學習英文生字，天真的二年級同學不停地發問，

五年級的同學不厭其煩地回答，洋溢溫馨的氣氛。

跨科VR系統學習

一起試試編寫程序。

同學初次戴上立體眼鏡，
感到十分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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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使
用Unity軟件編寫虛擬實境。

五年級同學互相學習之餘，還耐心地指導二年級同學，好溫馨！

同學學習編寫
虛擬實境的技
巧，校長和老
師都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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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四月六至七日，我校
師生一行三十人參加了「粵港

姊妹締結計劃－從化區流溪小
學交流團」。第一天，同學們

跨境參觀廣州從化北迴歸線標
誌塔公園。該標誌塔是目前世

界上南北迴歸線上高度最高、
規模最大的一座標誌塔。 

    隨後，同學們到了廣州
市從化區流溪小學進行交流

活

動。除了參觀校園外，同學還
走進課室，與配對筆友一起上

課，體驗當地的學習模式和氣
氛。

    第二天，兩校學生在球場
上切磋籃球技術，上演了一場

精彩的友誼賽。雙方將平日訓
練所得用諸比賽之中，盡情揮

灑青春的汗水，並充分發揮出
團隊合作的力量，藉此增進了

彼此的友誼。

    完成交流活動後，同學
們分組進行專題

研習，並向全體五、六年級
同學匯報學

習成果，分享所見所聞。

姊妹學校  互探訪
香島訪流溪

參觀北迴歸線標誌塔公園

我們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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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一及十二日，從化區流溪小學潘校長率領一眾師生親臨我校。首日，我們為姊妹學校一行人舉辦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歡迎儀式，透過播放影片，讓友校師生對我的歷史有了更
深入的認識，隨後，兩校教職員聚首於圖書館，進行行政交
流，分享彼此的辦學理念。袁校長還帶領嘉賓參觀我校學生
的電子學習課，讓友校得以了解我們學生對VR系統設計軟
件的學習進度。
    翌日，我校有幸邀請中西南區學校發展組高級主任甄明
亮先生，親臨學校觀課。流溪小學生更走進教室，與配對筆
友一同上課。臨別前，流溪小學為我校排演了一場優美的舞
蹈，而我校則演出了精彩的英語話劇。兩校學生代表還於台
上向全體師生分享是次交流的感想。最後，兩天的交流活動
於一片掌聲和歡笑聲中完滿結束。兩天活動雖然短暫，但大
家的情誼又邁進一大步。

姊妹學校  互探訪
流溪訪香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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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中華文化日」都會進行不同的活動，希望

學生們能愉快地學到中國的文化知識。今年亦不例外，

利用不同的小攤位，例如傳統節日配對遊戲、毛筆書

法、手工藝、傳統小吃等，讓學生們從中得到不少的文

化體驗。另外，我們特地邀請了救世軍華富幼兒學校

的師生到來，希望與幼稚園的小同學一起互動，一

起學習。

    學校於本年度參加了「中文科校本支援計劃」，語文教學支援組的發展主任定期到校，與本校三及四年級老師進

行單元設計，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出環環緊扣、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讓學生經歷充實又有意義的學習經。

備課會上，各參與者一同進行單元設計，透過
集思廣益，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經歷。從學生的學習成果中反映，具意義的學習經歷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中文科
中華文化日

科研活動、校本支援

課程架構
    透過語文教學支援組的協助，中文科於本年度

建構了「校本閱讀能力分佈表」，同時亦建構了校

本初小「寫作能力分佈表」及「語文基礎知識能力

分佈表」，為建立學校中文科校本課程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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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first year  that we have the English 
Drama Club. The goal of  the club  is  to  improve 
students’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They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expression 
skills while acting as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 5A Chan Ching Ham and 6A Cheung Yat Tung 
have both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from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In 
addition, the entire drama team have also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On the day of the Drama Festival, our young actors and crew 
took pictures with the two judges from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The programme 
can enhance teachers’ 
capacity  in planning, 
imp lement ing   and 
evaluating the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so 
as to impro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英文科
English Drama Club

    Our  elite  students  of English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Course. 
The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nglish ability of our 
students  including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During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more advanced vocabulary 
through exercises and games.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Course

Small Class Teaching
Enhancemen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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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挑選四至六年級具數學潛能的學生進行培訓，鼓

勵及安排數學資優生參加校外奧數比賽，以提升學生學習

數學的興趣及自信心。本年度拔尖班成員在校外奧數比賽

中屢獲佳績。

導師細心詳細講解奧數題目的拆解方法。

4A 張倩蓉

    我很開心能成為奧

數班一份子，我期望數

學可以再有大進步，快

而準地算出答案。

    要去參加奧數比賽

的我，心情很緊張，不

過能在比賽中得獎，我

感到開心又興奮。

4A 吳嘉寶

    我在奧數班中可以深

入了解奧數的知識。

    參加奧數比賽，我的

心情當然非常緊張。得到

銅獎，我第一時間是想謝

謝老師的悉心教導。

4A 張樂毅

    首先，我要好好多謝老

師對我的教導和栽培，令我

學到很多數學速算技巧和解

難的知識。

    說到在奧數比賽的時候，

我真的很緊張，因為奧數比

較難，只好盡力溫習。最後

我拿到銀獎，真的很開心。

數學科
數學拔尖班

拔尖班新力軍感言
同學努力學習解決深奧的奧數比賽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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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親身體驗也是學習的重要一環，因此學校特別安排每級到不同的

學習中心或博物館參觀，好讓他們跳出課室，愉快學習。

同學們到機電工程署教育徑參觀，專心地
學習太陽能發電的原理。

同學們共同探究電器的運作，看看電流的
作用。

在科學館裡，既可親身試驗人體能否通
電，亦可以了解科學實驗的過程。

同學在課堂報導新聞，並張貼在壁報，分享時事資訊。

    常識科為四至六年級加入探

究學習活動，在導師指導下，學

生由構思、設計、拼砌到測試，

都親力親為，投入當中，完成後

大家都甚感滿足。

同學正在構思設計。

大家一起拼拼砌砌。

大家測試完成品。

    常識科特設專題研

習，希望能夠提升學生獨

立思考、資料搜集、協作

及口頭匯報等綜合能力。

常識科
教育性參觀

探究學習活動 時事脈搏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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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今年新開設了七彩手鈴訓練小組作為課外活動 

，由小二及小三的學生組成，發現學生的反應很不錯。他們

有很多從來沒有接觸過七彩手鈴，對他們來說很有新鮮感，

在當中也學習到演奏技巧及不同的節奏，而且這是一項團體

的表演項目，他們能成功地演奏出一首歌曲時，會有很大的

滿足感，也有更大的動力去練習，以取得更佳的表現。

    有鑑於此，本校嘗試開設手鈴校本課程，把七彩手鈴訓

練帶到初小的正規音樂課堂中，讓其他學生都能學習如何演

奏七彩手鈴，也能配合日常的音樂課程，以手鈴為工具，讓

學生學習音樂知識時，享受演奏樂器的樂趣，增加他們的學

習興趣。

香港管弦樂團「銅管樂五重奏」音樂會
    本校今年邀請到香港管弦樂團（港樂）室樂小組在本校的禮堂舉行

一場音樂會，主題為「銅管樂五重奏」，五位樂手除了表演了多首由大

號、長號、小號和圓號演奏的歌曲外，主持人更為同學介紹了各種銅管

樂器的音色、吹奏方法、歷史等。樂手用了十分輕鬆的手法跟同學玩猜

歌曲的遊戲，同學都十分投入。

精英培訓
    6A班的黃浩男同學獲本校推薦參加

「吳李旺音樂培育獎學金計劃」，黃同

學最後成功入選，在青苗琴行導師的指

導下，學習為期一年的鋼琴課程。他更

在學校舉行的午間音樂會演出。

6A黃浩男同學  

黃浩男同學及其鋼琴老師

音樂科
手鈴校本課程初探

校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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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同學無論在學校，或者在家中均能恆常地進行一些簡易的伸展運動，體育科課程安排了教授健體操的課節，

讓同學們按著節拍運動。這套健體操既可作運動前的熱身動作，亦可在平日持之以恆地作為強身健體的簡易運動。

    有良好的體適能不但能加強同學的健康素質，亦有助提升運動員的

表現。校內一至六年級的同學均會按各級的身體狀況及「學校體適能獎

勵計劃」建議，進行多項體適能訓練及測試。

耐力跑 手握力 

仰臥起坐

 坐地前伸

體育科
健體操校本課程

體適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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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配合未來教學新趨勢，視覺藝術科的活動千變萬化，學生參與各式各樣既創新又有科學精

神的學習活動，從中認識更多視覺藝術以外的知識，擴闊他們的眼界。

    另外，我們亦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學生發揮他們的藝術潛能，希望獲得大家的認

同。學生在比賽中獲得獎項，便可得知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和誠意了。

    本年度，本校的藝術大使藝術大使5A班陳靖涵和任珈瑩同學

在藝術和音樂均有出色的表現，她們承諾會以所學的心得與同學

分享，推廣本校的藝術發展。

專心一致地上電腦課

同學運用已學的軟件製作心意卡和海報

視覺藝術科

部分參賽學生作品及上課情況

建立良好的網絡意識

心意卡及海報設計活動

2016-17藝術大使計劃

    為了培養同學建立良好的上網習慣，在校

內積極推廣「拒絕不良資訊，瀏覽健康網頁」

的上網態度。電腦科在本學

年繼續參與「優秀網站選舉

2016」，同學瀏覽了候選的

優秀網站後，都踴躍投票。

除了在優秀網站選舉投票

外，老師還設計了工作紙給

同學完成，希望同學能深入

瀏覽一些益智的網頁，增進

知識，擴闊視野。

    本年度電腦科舉辦了一至五年級同學參加的「心意卡設

計活動」及六年級同學參加的「友情長在」海報設計活動。

在活動中，同學運用已學習的電腦繪圖技巧和知識設計出具

有美感和創意的心意卡和海報。

電腦科

大家細心地閱讀優秀網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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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科有幸邀請了普

通話課本作者張勵妍老師到校主

持一個聯校拼音教學工作坊，我

們與李陞小學的同工一起參加這

個專業培訓工作坊。是次活動不

但給予我們和李陞小學同工一次

分享交流的機會，亦令老師們對

拼音教學有了新的認識，我們並

即時運用張老師的教材在日常教

學中，解決學生學習漢語拼音時

的困難。
兩校老師認真地參與專
業發展培訓

    本校一至三年級採用校

本語音教學，讓學生及早認

識聲韻母，有利他們在高小

學習語音知識，成效顯著。

    本年度，學校推薦高年級同學

參加SPC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希

望他們能從中汲取經驗，豐富他們

學習普通話的經歷。

三名同學分別獲得高級A等、高級B等和中級B等成績。

    本學年高年級同學為低年級

同學說故事，讀英文書的有3A班

Samantha同學為大家服務，而中文書

的則有5A班戚宇晴和吳珮欣同學。

Samantha is reading 
a storybook to the P.1 
students

    下學期圖書館增添VR閱讀工

具，同學使用VR眼鏡，配合智能

手機，便能閱讀有聲立體圖書了！

立體電子書：Three Little Pigs

我在學校裏是
第一個試用立
體電子書閱讀
眼鏡呀！

這個用紙做的都一樣看得到呀！

圖書科

普通話科

故事姐姐說故事

語音教學

科研活動

水平測試

VR讓閱讀更有 FUN

   我覺得利用VR閱讀器看英文故

事書，不但可以吸引讀者的興趣，

還可以學習英文，一舉兩得。

5A 吳珮欣   

  VR閱讀器使故事書變成立體

動畫，而且讀者要轉來轉去配合故

事，是要互動的圖書啊！

4A 洪坤龍   

  雖然《三隻小豬》的故事已

經耳熟能詳，但是用了VR閱讀器

後，故事就變得更豐富和有趣呢！

5A 戚宇晴

排排坐，
大家都愛
聽「故事
姐姐」說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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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年，本校積極為學生創造不同的機會，設立不同範疇的校隊，讓學生們在各

個領域中發揮所長。每一次的練習，不論是田徑隊、醒獅隊、中國舞組、英語話劇組、籃

球隊、奧數隊等，他們都全力以赴，因此能得到優秀的成績和校外人士的讚賞，著實是他

們努力的成果，著實是他們努力的成果。

校隊精英屢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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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性品德獎勵計劃 
    本年度學校推行全年性品德獎勵計劃，校長和老師會觀察同學們於校園的表現，無論學習上、行為上有良好表現

的同學都會獲獎「叻叻卡」。每月舉行兩次「叻叻Day」，同學們可於小息時段換取小禮物作獎勵。全校有超過九成同

學都能換領禮物，由此可見，同學們於各方面都值得老師的讚賞。藉著這持續的正面鼓勵，同學們能培養正確學習態

度和良好的品格。

換得禮物後，同學們都明白自己的努力得到老師認同。

不論是低年級，還是高年級，大家都很積極參與呢！

小息鐘聲響起，大家都立刻到禮堂排隊，換領心儀的禮物。 校長也來支持！

究竟我儲了多少獎卡呢？

23



    我們是由7位四至六年級的同學所組成，從學習「魚

菜共生」運作系統，到養魚種植物，經歷了生命成長的喜

悅，卻同時體會到生命的脆弱；再到外出考察社區上的無

障礙設施，深深明白到殘疾人士的需要及困難，鼓勵我們

勇敢面對生活的挑戰，學習活在當下，珍惜生命。
我們正在學習「魚菜共生」的概
念及嘗試組合Potti配件。

完成裝置，放上小
麥草種子。

照顧小魚兒、小麥草
（有15厘米高啊！）

外出考察香港仔市政大廈及街市的無障礙設
施，完善的公共設施能方便殘疾人士外出，
但是香港仔的設施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我們是來自小一及小二的一

群精靈小跳豆，在小組中透過常

規訓練、角色扮演、遊戲及繪畫

等方式，使我們學會守規、專

注、投入，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認

識自己的感受，使我更懂得選擇

合適的方法表達自己，做個人人

喜愛的「精靈小跳豆」。

畫出好心情：原來給我最
大的動力是「我的家」！

今天我的心情是……？

精靈小跳豆化身成「皇室高級餐廳」的服務員及顧
客，大家都樂在其中。

我們會互相欣賞：

芷溵：「我欣賞瑋洛，他願意和我們分享他的東西。」
漢霖：「我欣賞嘉聰，每一次他都會很專心。」

嘉聰：「我欣賞惠淳，她十分專注。」

子青：「我欣賞芷溵，她非常專心。」
惠淳：「我欣賞子青，她十分主動和投入。」

瑋洛：「我欣賞漢霖，他會坐得直。」

校本輔導計劃
「童」行義路義工小組

精靈小跳豆

關愛社
區  
珍惜生

命
我做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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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一向有訂立校本言語治療的政策，目標是及早

識別及支援語障學生。言語治療師定期到訪本校，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個別或小組治

療。言語治療師更會與校內教師合作，因

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共同發展可提升學生

的語言能力的教學策略。言語治療師亦舉

辦了以「說故事的力量」為主題的家長講

座，加深家長對語障問題和語言訓練的認

識，協助他們掌握和提升子女的語言技巧。
言語治療師利用
不同的活動為學
生作語言訓練。

家長們都很專心聆聽言語治療師的講解。

    本校與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青

年中心合辦「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

劃」，為有需要的學生免費提供適

切的課後支援服務，包括功課輔導

班、STEM工作坊及不同類型的小

組活動，如「手工藝」、「社交小

組」、「小型網球」等，希望擴闊他

們的眼界及學習體驗。

自己親手做小望遠鏡和小電燈，很有趣！
在導師指導下，
努力地做功課。

能陶冶性情的手
工藝時間。

    本校新來港學童雖然只佔少數，但為

了協助他們盡快適應學習環境，本校為新

來港學童提供英語及繁簡字學習課程，讓

他們掌握學習英語的技巧及認識繁體字，

協助他們適應和投入香港的學習模式。課

堂主要是透過遊戲的形式協助學生掌握相

關內容，並培養他們如何自我監察，從而

有系統地學習中 /英文字彙，應用於書寫和

學習上，讓學生掌握閱讀及學習的樂趣。

導師為學生設計了不少有趣味的工作紙，
加強了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

辨別繁簡字的練習加強了學
生書寫繁體字的能力。

    為提升學生學習英

文的能力，以及改善他

們學習英文的技巧，本

校為一年級及二年級的

學生開設英文輔導班，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

例如：寫作活動及遊

戲，提升學生學習英語

的興趣。 學生十分投入學習活動。學生於輔導班完成的作品會展示於課室，讓同
班同學欣賞及學習。

學生學習支援
言語治療

區本計劃

新來港學童支援

課後支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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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認識國家及學習升旗禮儀和步操，學校成

立了升旗隊。經過數年的發展，已漸見規模。今個學年的

升旗隊，由十九位三年級至六年級的同學組成。每一個學

校的大型活動，包括開放日、畢業禮等，都會看到穿著了

整齊制服的隊員們，精神煥發地主持升旗禮及接待嘉賓。

    今年二月，學校升旗隊更參加了於荃灣舉行的「香港

升旗隊總會的周年檢閱禮」。這是總會一年一度的盛會，

隊員們都在檢閱禮中參與集體步操，展示學習成果，他們

從中都獲得了寶貴的體驗。

 在門口接待嘉賓。

參加周年檢閱禮
集體步操。

學生領袖培訓
升旗隊

傑出風紀
隊員們主持升旗禮。

    本校於6月23日舉行

傑出風紀選舉，學生和

老師一人兩票選出他們

心目中的傑出風紀。是

次傑出風紀選舉的準則

是準時、守禮。選舉目

的是表揚服務表現優良

的風紀，並樹立良好榜

樣，以提升風紀形象。

傑出風紀選舉名單
大家踴躍投票

五名傑出風紀得獎者：6A張逸桐、6A張尚宝、6A黎正樺、4A洪坤龍、4A梁逸安26



    完成了八節的小組訓練，健樂大使於校內小息時段

及開放日向全校同學及公眾推廣健康生活。

健樂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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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獲獎項目及獲獎學生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辦

2016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優秀少年    6A 張逸桐　6A 吳宏燊　6A 姜俊儀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嘉許狀    6A 周恒賓  6A 張尚宝  6A 黎正樺

香港小童群益會與青苗琴行合辦

吳李旺音樂培育獎學金 (2016-2017)
獎學金   6A 黃浩男

南區學校聯會、南區青年團主辦

2016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優秀學生領袖    6A 張蔚天

學生領袖榮譽
5A 黃紫菁　5A 陳炫欣　5A 郭加理

6A 陸愉豪　6A 張蔚天　6A 黃浩男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2016
入圍獎    5A 梅明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6-2017)

男子甲組100米　亞軍   6A 趙梓宏

女子特別組100米　季軍    6A 周芷妍

男子特別組100米　殿軍    6A 張尚宝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　第五名 6A 周恒賓

屈臣氏集團主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周芷妍

明愛胡振中中學主辦

第五屆「胡振中盃」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銀盃賽　冠軍   

   

4A 彭子維　4A 劉哲軒　5A 陳家豪

5A 郭加理　5A 秦偉臨　6A 吳宏燊

6A 張力恆　6A 周恒賓　6A 黃浩男

6A 張蔚天　6A 江俊朗

女子銀盃賽　亞軍

2A 何姮誼　2A 李梓瑜　5A 陳炫欣

5A 戚宇晴　5A 吳珮欣　5A 徐詩淇

5A 黃紫菁　5A 霍靜雯  6A 姜俊儀

6A 周芷妍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5A 陳靖涵  5A 任珈瑩

香港南區婦女會主辦基本法繽Fun填色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4A 林子揚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HKMO)主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5A 曾浩軒　5A 黃紫菁

三等獎    

5A 陳家豪　5A 霍靜雯　5A 郭加理

5A 梅明俊　5A 陳炫欣  6A 姜俊儀

6A 張尚宝  6A 黃浩男  6A 周芷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HKMO)主辦

「港澳盃」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2017

銅獎

4A 王安然  4A 林子揚  4A 吳嘉寶

4A 張倩蓉  4A 劉哲軒  5A 陳家豪   

5A 黃紫菁  5A 秦偉臨  5A 梅明俊   

5A 郭加理  6A 姜俊儀  6A 周芷妍

銀獎 4A 張樂毅   4A 梁逸安  5A 曾浩軒

香島明星龍虎榜

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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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獲獎項目及獲獎學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主辦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6/17」
三等獎 6A 張尚宝

香港仔坊會主辦

「齡界限」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決賽入圍嘉許狀    6A 周芷妍

香港教育城、煤氣公司主辦

低碳新世代2—挑戰賽2016
優異獎    4A 王安然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A 周恒賓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6A 周芷妍  6A 姜俊儀

  粵語詩詞獨誦

5A 梅明俊

1A 鍾俊標  1A 洪添龍  2A 李旨泓

5A 秦偉臨

  粵語散文獨誦
3A 鄭永俊

3A 陳思源  3A 梁熙信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Organized by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3A 段學梁  3A 雷鼎延  4A 王安然 

4A 蘇俊文  6A 張蔚天

1A Olivar Krisha Louise Arucan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五級）  季軍 5A  任珈瑩

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5A 黃紫菁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2A 梁睿舜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

第53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

（中國舞）

乙等獎

6A 姜俊儀  6A周芷妍  6A張逸桐

6A 黎正樺  6A吳曼莉  6A杜凱琦

5A 戚宇晴  5A吳珮欣  5A黃紫菁

5A 任珈瑩  5A陳靖涵  5A陳炫欣

4A 魏翠然

香港藝術學院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

傑出合作獎

2A郭銳熙   3A Hussain Haroon     

3A梁熙信 

3A Sadio Janelle Precious Samantha O

4A 張倩蓉  4A 張梓淇  4A 林文康 

4A 劉哲軒  4A 李豪鋒  5A 陳靖涵 

5A 郭加理  5A 梅明俊  5A 譚沛申

5A 曾浩軒  5A 黃紫菁  5A 鄭浚銘

6A 張逸桐  6A 吳曼莉  6A 杜凱琦

傑出演員獎 5A 陳靖涵  6A 張逸桐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主辦

「愛羣盃」男子籃球邀請賽2017

亞軍

4A 劉哲軒　5A 秦偉臨  5A 陳家豪

6A 張力恒  6A 周恒賓　6A 黃浩男

6A 吳宏燊　6A 江俊朗

張家班金龍醒獅團、慈幼英文學校主辦

「慈幼盃」醒獅邀請賽

小學獅藝組

亞軍

3A 甄祐朗　4A 林子揚　5A 秦偉臨 

5A 李傲商　5A 陳家豪　5A 袁樂熙

6A 江玉滕　6A 吳宏燊　6A 周恒賓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主辦

第二十四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2017

小學地青規定組

亞軍

3A 甄祐朗　4A 林子揚　4A 張樂毅 

5A 秦偉臨　5A 袁樂熙　5A 陳家豪 

6A 江玉滕　6A 吳宏燊　6A 周恒賓

優良

優良

Merit

良好

良好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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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通訊系統

探究學習室

校園保安系統視像會議系統

新的電腦
及電腦椅子 

課室新桌椅

禮堂座椅

校園新氣象
  學校致力為孩子營造良好的

學習環境，優化健康校園。本年度學校

更換了課室及禮堂之桌椅，裝置了CCTV及

探熱監察器，為學生打造一個健康、安全的校

園。同時，學校中堂加設視像屏，播放學生精彩

的校園生活片段，讓家長對子女的學習情況有更深

入的了解。

  此外，配合粵港姊妹締結計劃及STEM教育的發

展，學校不單更新了全校的電腦，還購置視像會議

系統，更設立探究學習室。全

新的科技配套讓學生更有效

與外界溝通及擴闊視野，

同時，能多角度進行

探究及學習。

探熱監察器

視像屏

視藝室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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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子磊  秦漢霖  何瑋洛  陳逸峰  黃南燊  洪添龍  余嘉晞  鍾俊標 

KRISHA  魏淑嘉  莊惠淳  姚杏月  黃慧琳  劉梓烽  岑浩林  黃君治  梁天巧

李芷溵  李芷恩  張梓泳  鄺國普主任  袁藹儀校長  趙玉儀老師  何俊民  馬一駱  張起政

葉詠欣  何姮誼  梁卓瑩  郭優悠  李宣  石健和  王子宸 

鄭海軒  歐恩信  郭銳熙  梁睿舜  梁子燊  王鋑浠  鍾孝賢  林孝源  范梅浠

關子青  鄭日晴  李梓瑜  陳麗華主任  袁藹儀校長  何淑玲老師  韓子鋒  李旨泓  黃嘉聰

1A

2A

我們的學習小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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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哲軒  袁灝銘  王安然  張倩蓉  林敏樺  鄭芷瑩  陳熙  洪坤龍  霍家程

陳思行  李兆豐  李豪鋒  張樂毅  蘇俊文  彭子維  林子揚  李朗賢  林文康

梁曉桐  吳嘉寶  魏翠然  洪佩清老師  袁藹儀校長  梁逸安  張梓淇  何俊賀 

  SAMANTHA  甄祐朗  HAROON  許家煒  黃嘉慶  馮柏然  王俊杰  施曉琳

陳思源  雷鼎延  陳浩天  李進榮  梁熙信  張定邦  段學梁  李卓悕  徐仲軒

李芍盈  李卓橋  蘇晶瑩  程子敏主任  袁藹儀校長  鄭俊華老師  鄭永俊  張逸楠  吳梓熙

3A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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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希  鄭浚銘  戚宇晴  任珈瑩  陳炫欣  霍靜雯  黃紫菁  吳星朗  黃祖廸  李傲商

  梅明俊  袁樂熙  陳子誠  曾浩軒  陳家豪  秦偉臨  郭加理  譚沛申 

  徐詩淇  吳珮欣  陳靖涵  吳惠婷老師  袁藹儀校長  楊家軒  黃柏洛  李鑑城 

江玉滕  江俊朗  吳宏燊  黃振楠  張尚宝  趙梓宏  周恒賓  楊  洋

  張蔚天  林學謙  馮梓樂  張力恒  譚志堅  葉梓熙  徐子墨  黃浩男

黎嘉軒  杜凱琦  洪嘉儀  黎正樺  張逸桐  周芷妍  姜俊儀  吳曼莉  陸愉豪

鄺國普主任  陳麗華主任  趙玉儀老師  吳惠婷老師  盧潤玲老師

  程子敏主任  Miss Fion  林詠坤主任  袁藹儀校長  羅世華主任  駱慧姍主任  黃紫微姑娘 

5A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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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島家長學堂」於本年舉辦多項活動，同時參加者比去年增多，十分感謝家長教師會在背後的支持與推動，以

及全校家長的參與，一同培養孩子的品德及身心靈成長，才能使我們每天看見一個又一個的可愛臉容。

    讓我們一同回顧本年度美好的學習時光。

    家長參加多個不同類型的講座和工作坊，學習

一些有趣的記憶法來協助子女溫習，並透過角色扮

演，掌握說故事的技巧。

    一連六節的「家．添一點愛」的小組課程，

讓我們找到教養路上的同行者，互相支持和勉

勵，同心同行同成長。

學習溝通的形態

父母子女互相欣賞

我的家庭面譜

開心又愉快的親子之旅

香島家長學堂

多元講座樂趣多

小組同行齊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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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齊做手工，學放鬆

    親 子 們 一

起走出學校，服務社

區，又會一齊製作家庭

相盒，回憶快樂的親

子時光。

    本年度共有32位家長修畢「香島家長學堂」課程，恭喜各位獲獎家長。

卓越家長銅獎
班別 學生 家長
1A 鍾俊標 鍾新琼女士
1A 莊惠淳 鄧詩韻女士
1A 何瑋洛 陶  麗女士
2A 范梅浠 范定友女士
2A 關子青 顏慧麗女士
2A 石健和 高麗霞女士
2A 林孝源 劉潔文女士
3A 張定邦 徐若蘭女士
5A

1A

秦偉臨

秦漢霖
石  放女士

5A 梅明俊 朱雪影女士

活動寫意添力量

親子同建真感情

香島家長學堂卓越家長大獎卓越家長金獎
班別 學生 家長
1A 梁天巧 文小芬女士
1A 姚杏月 成婷婷女士
1A 劉梓烽 江海英女士
1A 魏淑嘉 陳麗清女士
2A 郭優悠 劉  英女士
2A 郭銳熙 李淑禎女士
3A 李卓悕、李卓橋 李貴發先生
3A 雷鼎延 關雪兒女士
4A 陳熙 韋麗金女士
4A 魏翠然 邱偉紅女士
4A 林文康 吳思螢女士
4A 霍家程 項翠珠女士
5A 黃柏希、黃柏洛 陳瑞珍女士
5A 曾浩軒 曾少燕女士
5A 李鑑城 李潤泰先生

卓越家長銀獎
班別 學生 家長
1A 黃君治 陳玉珍女士
1A 馬一駱 梁美女女士
4A

1A

何俊賀

何俊民
周美娟女士

2A 梁子燊 黎金英女士
3A 李進榮 蘇菜霞女士
5A 鄭浚銘 鄭傑文先生
6A 江玉滕 滕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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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一棵植物如何強壯，一朵花如何美麗，功勞都是
栽種的人，因為當它還是幼苗的時候，栽種的人努力施
肥、澆水，才能讓它有今日的樣子。
    剛升上中一時，很多課堂都用英文教學，學習的難度
提高了，那段時間尤其艱辛。幸好，小學的時候打好基
礎，到現在總算渡過了難關。而且，我在中學也能保持成
績，沒有比小學時差，是一個驚喜，我想小學老師的功勞
也不少吧。
    我的中學有很關心同學的老師，有些甚至會給我們打
電話，在不懂的時候可以問他。又有一個細小的校牧室，
裏面有很多棋類遊戲，也有親切的牧師。這些都使我可以
在中學順利升到中二。
    但是，就是有些東西缺少了似的。有一次，我在中學
的話劇晚會裏，就回想起小學的六十週年綜藝晚會。雖然

我們小學的人不多，但是我們各自努力練習自己
的項目，有話劇、中國舞、舞龍等，最終成
功完成那一夜的表演，十分精彩。我才發
現，缺少的東西就是那種快樂的回憶。

麥江明
（現就讀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2015）

憶母校
    光陰似箭，六年的小學生活很快
便過去了。但我仍然對母校的生活記
憶猶新。
    我們的學校不算大，但這是一個
充滿關懷的地方，每個地方都充滿着我
們的回憶。還記得課室裏琅琅的讀書聲、小
息時同學的嬉戲玩耍的笑聲……總是令我回味無窮。我現
在升上中學了，回想起老師的教導、叮囑，令我在中學的
路上避免了許多的障礙。藉此機會，我希望學弟學妹好好
珍惜餘下的時光，努力學習；亦祝福學弟學妹們學業進
步！最後再次感謝母校和老師的教導！

張浩琛
（現就讀英皇書院）（2016）

    時光飛逝，我已是中學生了。
回憶起母校，心中總有一種莫名的親
切，這是一所溫馨舒適的學校，是一所
校風淳樸的學校……
    回憶當初，剛剛走進校門，那一張張青澀、天真的
臉，掛滿着微笑的同學，充滿着慈愛的老師。教室是個充
滿歡笑聲的地方，令我度過了最純真的童年時代。六年過
去了，感激母校對我的細心照顧，讓我在學校裏茁壯成
長。熟悉的環境、熟悉的老師、熟悉的校歌，令我難忘。
我仍記得老師教導時語氣溫婉和有耐心，與我談心時臉上
洋溢的愉快和慈愛。謝謝老師在我犯錯時一次次的包容，
在我失敗時一次次的鼓勵，困難時一次次的幫助，衷心的
感謝。漸漸地，我們消除了那份未經風雨的稚氣，漸漸
地，我們學會了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身邊的人和事；漸漸
地，我們掌握了知識；漸漸地，積蓄了邁向人生下一個旅
程的力量。六年的生活，學校給了我太多太多，使我能輕
鬆的融入中學的課程。今天我以母校為榮，明天希望母校
將以我為榮，我以此勉勵自己。唯有奮發努力，學有所
成，回報社會，才能報答母校給予我的一切。

楊若禕
（現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2016）

    光陰似箭，幾年的時間一下子過去
了，我仍忘不了深刻在腦中的回憶。
    離開母校很久了，可是我還常常想起
在小學的情景，校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
瓦映在我的眼前，禮堂裡經常有我們嬉鬧的
身影，課室裡迴盪着我們琅琅的讀書聲。在這
幾年的時光裡，母校給予我多采多姿的生活，我曾經在這
親切的環境裡失敗過，傷心過，成功過，快樂過，也和同
學一起努力過，奮鬥過。在這校園裡，我學懂了勤奮、謙
虛和包容。
    我要感謝母校，它充滿溫暖，而我就是一棵幼苗，老
師不辭勞苦，諄諄教誨，令我學到許多新知識，學到做人
的道理，同學間的互助互愛，互相鼓勵，讓我在關愛激勵
中日漸成長。
    無論過了多久，母校給我的感覺還是那麼熟悉，那麼
美好。

吳芷恩
（現就讀金文泰中學）（2015）

感恩 ‧ 承傳 ‧ 愛母校

    本人顧德齊在60年代畢業於下午
班第四屆甲班，當年的一些人與事我
仍然印象深刻，例如嚴厲的班主任蔡
老師及其他科目的如黃老師、林老師
等。感謝學校及每位老師都教導我們
勤力讀書，努力學習，對於我現在擔任
牙科醫生的工作，十分受用。

顧德齊（1964）

    我是1961年畢業於下午班的學生。我仍記憶猶新的

是臨近小學會考前，陳天成校長放學時為甲班同學補習，

親自教授英文，並為我們準備課本以外的補充資料，令我

們對英文用詞的理解及用法有更深入認識。畢業班的同學

及我都對他衷心感謝。

      此外，我對教英文的趙惠明老師、教

數學的蔡老師、教中文的曾老師都印象

尤其深刻。老師們的耐心教導，使我

在小學時打好學習的根基，培養良好

的品格，迎接未來更大的挑戰。

顧德修（1961）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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