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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信，孩子喜愛學習，因為學習能協助孩子解決他們每天面對日趨複雜的挑戰。
　　孩子喜愛學習，可從他如何學習「覓食」看起。打從孩子由呱呱落地，他就一直學習與身旁的人
溝通。他肚子餓，由最初以哭聲讓父母知道要吃奶；到訴求變得複雜了，哭聲就不能處理，於是他們
就學習單字、詞語、句子，與父母溝通。再長大一點，孩子不單學習與父母家人溝通，還學習與朋友、
老師、街上的人溝通，以滿足他們的訴求，解決他們面對的挑戰。相信這樣的學習過程，並沒有人催
促，也沒有人評估，而孩子在不斷自我修正中獲得他們想習得的技能。
　　孩子進了學校，就開始一些較有「系統」的學習，語文、數理邏輯、身體動感 ⋯⋯ 按孩子不同
的成長階段，有合宜的安排，讓他學習了「基本能力」，並藉著「評估」，看孩子能否「掌握」。
這些學習都是重要的，因為有系統的學習為孩子奠下穩固的學習根基，以應付將來更專門、更高層次
的學習。
　　讓我們想一想：學校「系統」的學習包括了甚麼 ? 這些學習如何協助孩子面對現今社會日趨複雜
的挑戰呢 ? 在課堂內發生的學習，是否讓孩子有足夠的裝備 ? 書本上的知識固然是基礎的一部分，
可是孩子如果單單把精力投放在知識層面，或在應試的技巧上，錯過了一些重要的學習經歷，只靠記
誦與紙筆表述，是否能滿足孩子的成長需要呢 ? 又怎知他掌握了沒有 ? 
　　因此，多元化的學習、家課及評估模式是重要的。比方說，孩子學習打羽毛球，就是要動手學打，
循序漸進地學握球拍、擊球、接球、攻擊、比賽戰略等。假如課堂只作講解，未有實踐，相信難以掌
握羽毛球的技巧，更遑論有出色表現；假如以考試卷來考核孩子會否打羽毛球，相信全卷滿分的孩子
也未必能把球打過網，倒不如讓他們打一場羽毛球作評估來得實際。 
　　今天的學習，應該與古時書塾的模式不一樣：在學校內教授不同學科的知識，但校外學習及共通
能力的培養也重要；聽課重要、動手動口齊參與也重要；寫家課重要 ( 因為數量不多，更理應認真完
成 )，做不同形式的鞏固學習的練習 ( 如動手做模型、預習、參加活動 ) 更重要；努力溫習，以應付
期考段考重要，但每天把每一份學習任務做好，不輕看每一次學習機會更為重要。假如以家課「量」
來保證學習質素，倒不如孩子在每份家課都全力以赴，提升每份家課的「質」，成為有意義的學習任
務。相信沒有人催促，也沒有人評估，孩子都會在不斷自我修正中獲得他們想習得的技能，這樣，
便可以促進孩子喜愛學習、自主學習、學會學習。

利用資訊科技自學 透過持續鍛鍊，學習堅毅 透過觀察大自然，認識天父的創造

透過服務學習，身體力行，回饋社會



看 ! 我們聚精會神地把觀察得來的資料記下
我們有禮貌地

訪問大埔區市
民

有否使用環保
袋的習慣

我們已準備好開始進行考察了

We enjoyed doing project 看 !「太空人」羅智禮的太空衣，就是我們合作的成果了

學習跨 時空

校外學習日

專題研習

We learnt a lot about sports during the 
Project Week. We worked well together 
to give a funny presentation on Artistic 
Gymnatics. Look! We were selected to be the 
Best Group by J.2 students!

5B 蔡旨昕

徐淑貞主任

徐淑貞主任

1D Group C (Shen Chun Ho, Li Yiu Hei, Shek Sin Yu, 
Chung Tsing, Chung Ka Hei and Tang Ho Man)



孫文紀念公園

大家積極地匯報所學的成果

威遠炮台 虎門林則徐紀念館 辛亥革命紀念館

同學投入地利用
平板電腦上課

利用平板電腦把實驗
過程記錄下來

把實驗結果拍攝下來，
有助同學進行分析

科學實驗可以結合
平板電腦來進行

實驗前先作假設，
在平板電腦上可隨意
修改答案，十分方便

境外學習

電子學習

6A 羅梓藝

6B 戴思言

黎漢華主任 鄭佩清老師

4A 吳紀慧 4A 蘇家晞

李冠彤主任



　　我真感恩能夠與一群熱
愛足球的運動員一起參加全
港區際足球比賽，並勇奪亞
軍，並能獲選為本年度大埔
區校際足球比賽傑出運動
員，實在使我太興奮了﹗

　　雖然遇到艱深的數學難題，
但我仍沉著應戰，勇奪了金獎！

　　 透 過 參 加
學校朗誦節並
獲得英語獨誦
比 賽 冠 軍， 使
我認識很多英
文 生 字， 期 望
下次再創佳績。

　　今年，我有幸被老師推
薦參加香港學校朗誦節比
賽，能夠在粵語散文獨誦比
賽中獲得冠軍，除了靠自己
的努力，更要感謝朱老師的
教導和家人的支持。我今後
會繼續努力，挑戰自我。

區際足球比賽亞軍

小學數學挑戰賽金獎

　　 在 四 項 競 技 遊 戲
中，各旅團均全力以赴，
競爭激烈。本校小童軍
發揮團結合作的精神，
勇奪一個單項冠軍及全
場總季軍。

　　舞蹈組以現代舞
形式參賽，憑著優美
的舞姿，施展渾身解
數，獲初小組銀獎。

龐卓輝老師

　　學校一貫著重學生的均衡發展，同學們均積極參與學術及體藝活動，

成績不俗。總結上學期，同學們分別在科技、數學、語文、朗誦、制服團隊、

球類及田徑上獲得不少獎項。

校際朗誦比賽冠軍

手球邀請賽季軍

大埔區校際舞蹈比賽
初小組銀獎

小童軍區總監挑戰盃全場總季軍

　　是次粉嶺公立
小學手球賽邀請了
共 十 五 所 來 自 香
港、九龍及新界的
小學參與，令比賽
更富挑戰性。面對
眾多強敵，本校手
球隊奮力作戰，獲
得季軍。

　　本屆比賽，有一百二十多
位內地同學前來參加，兩地同
學藉此可作交流。本校學生
4D 陳學銘及 6A 黃思琪於初
賽中獲一等獎，成功進入決賽，
並奪得優異獎佳績。

寫作小能手優異獎



活動豐富，鼓勵同學們參與教會活動

烈風團契

林麗華老師

　　為了讓學生實踐聖經的教導，愛神愛人，聽道行道。學校與大埔堂通力

合作，為學生提供不同形式的宗教活動及聚會，讓學生認識並實踐真理。

學校的 氛圍

聖誕崇拜

聖誕愛心糧倉捐獻活動

助理校牧王 Sir 與
學生演出福音短劇

學生藉獻唱詩歌讚美上帝，慶祝耶穌的降生

同學們同心向神禱告

一年級學生在教會的感恩收割節
崇拜中獻唱詩歌

透過捐獻乾糧，學生實踐聖
經教導，關愛有需要的人

學生共捐贈了 26 箱食
物給「愛心糧倉」

午間宗教聚會 , 歡迎同學參加

助理校牧王 Sir 與本校老師
協作進行聖經科教學

午間宗教聚會

感恩收割節獻唱

聖經科協作教學



課餘生活 多姿彩
　　於下學期開學禮中，校長曾給同學們一個挑戰——善用課餘時間，令生活更添姿彩。
下學期剛開始，同學們都願意計劃如何善用課餘生活並立志用具體行動實踐出來。
同時，更邀請了家長，寫出家長的期望及如何跟子女共同計劃及實踐善用課餘的
生活，值得大家參考 !

　　下學期開始了，
我決定要善用課餘
時間。課餘時，我
會先溫習課本，總結
一下老師教過的內容。

有時候，我會看一些課外
書，多吸收知識。有時候，會約三五知己
一起玩耍或做運動，放鬆一下，舒緩一下
壓力。也有時候，會和家人一起到郊外旅
行、遠足，親近大自然。這樣，就能善用
課餘時間了。

　　 結 束 勞
碌的課堂後，
我會參加興
趣班——國畫
班。我認為畫
畫能敞開我們的

心靈，舒緩我們疲
累的身軀，有益身心。平常，我
也有閱報的習慣，因為閱報能加
深我們對時事的認識，久而久之，
也能知天下事。假期時，我也會
善用時間來閱讀，這樣能增進我
的課外知識，改善我的語文能力。

　　我會利用課餘時間，去多閱讀課外圖書
來增廣見聞，豐富知識﹔其次，我會參加課
外活動，擴闊社交圈子，更可以學習更多技
能和知識，真是一舉兩得﹔最後，我會和朋
友或家人在有空時，到郊外散散步、釣釣魚、
玩玩集體遊戲，呼吸新鮮空氣，令自己心情舒暢。
希望大家都能善用課餘時間，令生活更添色彩。

　　轉眼間，新學期又到了，我們
也要好好計劃一下我們的課餘生活。
由於我很喜歡做運動，所以我會積
極參加體育訓練，例如：田徑、足球、
手球等。為此，我會減少上網和看電

視的時間，務求不會影響做功課和溫習，
讓學業與參與活動的時間得到平衡。

　　我會在課餘時間多進行
益智的活動。我在校內參加
了詩歌班，也在校外參加了跆
拳道班。有時，我會和姐姐下棋和
玩卡牌遊戲，例如：英文卡牌遊戲、數學卡牌遊
戲等。有空的時候，我和家人會到郊外活動，例
如：燒烤、釣魚、玩集體遊戲等，因為這樣可以
呼吸新鮮的空氣，令自己心曠神怡。

　　我會在課餘時間看一些有趣
的課外書或去籃球場打籃球。我
會盡量在一小時內完成所有家課，
因為這樣就有多點時間看課外書和
做運動。如果再有時間的話，我會
在課餘的時間參加興趣班，如乒乓球班
等。最後，我會把學校和課餘時間裡有趣的事，告訴媽
媽，分享苦與樂。

　　我跟媽媽設計了一個
時間表，把每天的活動寫在
時間表上，令每天的活動一目
了然，生活更有規律。我會先完成所有家
課及溫習，再用課餘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
課餘活動，例如：童軍、義工等。我也會
進行一些對身體有益的課餘活動，例如：
做運動、玩棋類活動等等。



　　為人父母當然希望子女學業成績
好，所以每天下班後，我都會督促子
女做功課。但在假期，我會帶小朋友
出外多見識一點外面的世界，讓他們輕
鬆一下。有時，我會帶他們到郊野公園

接觸大自然；有時，我會帶他們去遠足，練
習一下體能、欣賞高山上的風景；有時，我會帶他們到歷
史博物館和科學館參觀，寓學習於娛樂，他們會在那裏消
磨一整天，樂而忘返呢！

　　我期望小朋友
在課餘時間能多
看課外書、報紙，
吸收課本以外的知

識，也希望陪同小朋
友去戶外接觸大自然，感受自然生
態。最後，為了擴闊視野，使孩子更
有世界觀，我每年都會計劃到國外旅
遊，了解別國文化、經濟等等。

童 心 童
畫

　　小朋友告別一天的緊張學習，
輕鬆的課餘生活尤其重要。
　　假日時，我會相約朋友們一起玩耍、
遠足、看話劇，從而讓子女在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閒
時，我會讓他們看看圖書和畫畫，讓他們有充足的休息
時間，因為休息是重整狀態的好方法。另外，如果有機
會，我亦會帶女兒做義工，多幫助別人，令她的生活更
有意義。

　　作為家長，總會安排適量的溫
習時段給孩子；相反，作為小朋友，
總希望有玩耍和自由時間。所以，
我們會共同商量和了解，然後一起
參與活動，如參觀消防處、參觀博
物館、探望親戚、看電影、乘小輪、
乘電車和旅遊等，從而使孩子能在輕鬆
愉快的心情下親身感受和學習。

　　假期的時候，我們一家會一起
到郊外體驗大自然的生活，見識郊
外的植物，了解生物的多樣性。此
外，我們會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遊
覽不同的地方，認識不同地方的歷
史背景和文化，藉此增廣見聞。最重

要的，我希望孩子能與家人參加不同的體
育活動，如踏單車、打羽毛球等，發揮運動潛能。這樣
他們便能樂在其中，學在其中。

　　課餘生活當然
要輕鬆又愉快，讓孩
子於放學、放假時能「鬆
一鬆」。課餘時，我會帶他們去不同
的地方玩耍，特別是郊外，讓他們欣
賞美麗的大自然。此外，我也會帶他
們嘗試新事物，如：溜冰、做蛋糕等，
加強他們對事物的好奇心，學會探
索。這些活動可令他們有更豐富的生
活體驗。

　　今年，我計劃與子
女們去一次露營，接
觸大自然的日與夜，
使他們有探索的勇氣和
培養適應力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
我希望他們能夠持續地參與
一項他們喜愛的運動，鍛煉自己，磨練心
志。此外，我也計劃帶哥哥參加他喜愛的
烹飪班。在長假期或暑假時，我會帶他們
體驗其他地方的文化，共同策劃行程。盼
望來年，我希望有機會一起參與短宣，幫
助有需要的人。



Through role-play students 
learn to cooperate as pairs and 
narrate the show.

Students are willing and eager 
to showcase what they have 
prepared in front of the class.

Students indulge into the characters they 
play, even with the limited time they do their 
best to make good props by themselves.

In a group, students engage 
in storying telling when one 
of them reads the storybook.

NET 
TEACHER 
CORNER

校友會活動
剪影

校園燒烤活動

關立基
　　我在九七年畢業，一轉眼
已差不多廿年了！校園中花開
花落，當天的小樹苗，今天已
長高長大了，而我們亦早已飛
往各方，各自擁有自己的忙
碌、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

　　感謝校友會幹事辛勞地為我們舉辦活動。讓我們能與一
些兒時玩伴細數當年的理想，分享今天的喜悅，也讓老師們
看看我們今天的成果。
　　最後，感謝老師們對校友會的帶領、幹事們的辛勞，期
待下次再與大家相聚！

                   Reading a variety of novels can improve not 
only ones’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a person 

as a whole. Through reading, children can improve analytic 
thinking, memory, writing skills and many more. These are just a 

     During this school year, we have engaged our students in 
many activities that co-related with the novels they are reading, 
such as, role-plays, treasure hunts and even giving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ask their peers and teachers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novels. When reading is collaborated with fun an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t generates a strong motivation 
for the students to get engaged. After all, our learning objective is to create a fun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We plan to introduce new interesting novels for our students and utilize fun 
and interactive means to conduct our reading less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novel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all ages. So 
why not grab a book and read with your child?

How can  we  he lp  ou r  s tudents  to  
d i ve  i n to  the  wor ld  o f  nove ls?

編輯顧問：李綺琼校長　　編輯委員：吳鳳嬋老師、陳素茹老師、吳冰菱老師、蕭佩珊老師、方丹娜老師

                                                                                      趙秀玲老師

　　校友會每年均會舉辦活動，讓各屆校友有機會聚首一堂。今年也不例外，
大家在校園內進行燒烤活動。當天很多校友出席活動，氣氛融洽，共度愉快的下午。

M r.  Awa i s

林穎嘉
　　我是一三至一四年
度的畢業生林穎嘉，是
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校友
會的燒烤活動。我十分
慶幸能參與。我們可以
透過這次活動去再次接
觸小學同學和老師，而
上了中學已經很少機會
去找小學的同學，所以
可以透過這個活動敘舊
一下。

老師、工友及校友一同參與，氣氛融洽 首次舉行的燒烤活動有超過一百人參與，期待下次的活動
許為洋主任回來與校牧
一起作籃球比賽的頒獎嘉賓

校友攜同小朋友
一同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