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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一位友校校長對我說：「你真勤力！ 每天一早便看見你和

同事們在校門外列隊歡迎同學回校呢！」我笑着回應：「校車七時半

便到校，我們要維持交通秩序，確保同學安全抵校啊！」

　　我很享受每天早上在校門外迎接孩子們回校的時刻。孩子們那天

真可愛的笑容、真誠的招呼問好，確實加強了我作為校長的動力。偶

見睡眼惺忪或低頭不語的孩子走過時，我會堅持高聲地與他們打招呼，

直等到他們回應才「罷休」！ 孩子們總會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喚

醒」呢！

　　無論工作有多忙，只要我在校，定會抽空在小息時到操場與孩子

們相聚，與孩子們說說趣話、聽聽他們的小投訴，並幫助他們解決一

個又一個的小難題。放學的時候，孩子和家長們又會見到我的出現，

一句：「校長再見！」結束了每天愉快的學習生活。

　　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說：「每一個人都是天才，但若你判

斷一條魚的爬樹能力，這條魚便會相信自己的整個人生都是愚蠢的。」

　　我相信每位孩子都是獨特的： 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擁有不同的

潛能，有着不同的學習需要。我期望學校每一位教職員、每一位家長，

都能在一個師生互信、家校共融的環境下，攜手為我們的孩子創設一

個溫暖的學習環境。透過凝聚家、校的力量，按孩子不同的學習發展

階段和能力，啟發他們不同的潛能，讓他們能愉快地學習、健康地發

展及成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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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適應課程
 靈活編排教學內容和進度，在新學年的初期，選取生活化

和有趣的學習內容，以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為主。

 運用多元化的學習策略，如英語拼音法、部件識字法、富

趣味的語文遊戲、唱歌、講故事及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學

生愉快而有效地學習。

 教導小一新生按照時間表收拾書包、管理個人物品，分配

作息時間等自理技巧。

小一啟蒙禮
 啟蒙禮是一個祝福的儀

式，標誌著小一新生由

一個幼稚園生踏入進入

小學的階段，歡迎小一

新生加入「丘小」大家

庭，得到校長、老師、

職員及大哥哥姐姐的關

懷，愛護和祝福，並立

願做個「主動學習和樂

於助人的好學生」，日

後成為愛己愛人、主動

學習、自律盡責、積極

正面、堅毅不屈及健康

自信的「丘小生」。

家長會
 舉辦小一家長講座，向小一新生家長

簡介學校，為升小做好準備。 

 舉辦家長座談會，安排面見班主任，

與家長保持聯絡溝通，提供更多的資

訊，加強家校合作。

評估安排
 在上學期初，減少默書次數，默書的

份量及難度按部就班地漸進，把默書

趣味化。

 上學期第一次測驗成績不列入成績表

「關愛行動」—小天使計劃

我是「丘小生」—小一適應計劃

　　「歡迎各位幼稚園生加入『丘小』大家庭，我們因你的加入而感到欣喜！」

　　幼稚園學生升讀小學是人生中的一個新挑戰，本校設計多元化的課程和活動，讓他們愉快地適

應小學的生活。

小一迎新活動
 開學前，舉辦小一迎新日，

向小一新生及家長介紹任教

小一的老師及相關的教職

員、學校設施、學習模式、

常規和課外活動等，以熟悉

校園的環境。 

 小四學生擔任小一

學生的「小天使」，

在 小 息 時 進 行 活

動，如：介紹學校、

好書 Fun FunFun 、

小遊戲大比拼等，

以幫助小一生適應

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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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Touch 樂韻警聲亮校園Music Touch 樂韻警聲亮校園Music Touch 樂韻警聲亮校園Music Touch 樂韻警聲亮校園
　　本校管弦樂團 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與香港警
察樂隊進行了「Music Touch 樂韻警聲亮校園」交
流活動，同場並有香港警察風笛隊及香港警察鼓隊
演出，在本校樂團與香港警察樂隊聯合演奏兩首樂
曲後，音樂會在熱烈的氣氛下完滿結束。

　　本校於 2018 年 6 月 21 日進行了藝術日。當
天除了有一至五年級的 Cat Walk Show 展示同學
的藝術作品之外，還有音樂、鼓樂及舞蹈表演和
藝術作品展覽。當天校園內的藝術氣氛非常濃厚，
同學能各展所長，盡顯藝術天份。

藝術日
藝
術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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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午間操

　　本學年，本校分別與廣州市南沙區橫瀝小學及深圳市翠北實驗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3 月 8

日，葉校長更帶領本校師生共 45 人到訪橫瀝小學參觀及交流，加深了師生對國內學校課程及活

動方面的認識。

　　本校師生一行 45 人於 3 月 8 至 9 日到訪廣州市

南沙區橫瀝小學，進行參觀及交流。兩地學生一同上

視藝及音樂課，觀賞了他們的大課間活動，並交換禮

物。兩天行程中，還參觀了深圳市少兒科技館及南沙

濕地公園。透過是此活動，加深同學對內地學校的認

識，擴闊視野。

4B 譚諾詩
　　第一天，我們到了深圳市少兒科技
館，見證了人類發展的歷史，然後我們
參觀了南沙濕地公園，學習有關濕地的
知識。第二天，我們到橫瀝小學進行交
流，向該校的同學學習，還互相交換了
禮物。這兩天的行程很有趣、奇妙。這
次交流，讓我們學到很多課外知識。

4B 劉進祺　　我們與橫瀝小學的同學一起上視藝課、一起唱國歌和一起上體育課。他們十分友善、樂於助人。當我不懂得做手工時，她會耐心地教我，令我十分難忘。

同學心聲

小息活動

4D 許嘉倪　　在這次南沙交流中，我感到興奮，因為不但可以到深圳市少年宮乘搭有趣的小火車，還可以到橫瀝小學參觀、和同學們談天和跳繩。我很欣賞橫瀝小學的同學，因為他們會主動和我們玩耍，希望可以再次參加交流活動。

4D 王思嵐

　　在這次南沙交流中

我學會了與同學合作和

照顧自己，又可以與國

內同學談天，令我感到

快樂！

4B 譚諾詩

交換禮物

姊 妹 學 校

一起上視藝課

小四南沙姊妹學校交流兩天團

深圳市翠北實驗小學簽約儀式廣州市南沙區橫瀝小學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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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外 交 流境 外 交 流

　　本年度共有四十位六年級同學及五位老師參與「新加坡英語學習團」。
在四天的行程中，同學們到過很多景點，藉此了解新加坡的文化和歷史。同
學們在小印度以英語作訪問，在新加坡科學館參與 DNA 工作坊及在新生水
展覽中心了解新生水的製造。在第三天的訪校行程中，每位同學在 Admiralty 
Primary School 的伙伴同學陪伴下，參與了不同的課堂學習和活動，體驗當
地學生的校園生活。整個緊密的四天旅程能讓同學擴闊視野、增強了以英語
與別人交流的信心，各同學均獲益良多。

新加坡英語學習團 (4 月 18 至 21 日 )

　　十二月六日至八日，本校師生共 45 人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同
根同心—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三天的交流活動包括參觀上海
科技館、東方明珠塔、上海博物館、上海展城館及中華藝術宮，同學
們亦乘坐了磁浮列車、更到了上海金匯學校進行學習及交流呢！

小五上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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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機械人團隊

管弦樂團國慶表演

全港機械人相撲賽

小六籃球比賽

服務生獎勵日營

幼童軍參加大渾童軍跑

中國舞參賽照

香港東區中小學
生堆沙大賽

女子籃球隊

環保大使培訓

全方位團隊活動

　　義工團隊與小小藝術家團隊，
於三月七日探訪香港中國婦女會
幼稚園，與一班 K3 的小朋友玩遊
戲及做小手工。 

義工團
隊

　　義工團隊亦聯同中國鼓隊，於五月五日探訪香
港中國婦女會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與數十位
長者玩遊戲及交談，共度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校 會友校 會
　　校友會於三月十七日在學校地
下禮堂舉辦了「師生暢聚、盆菜聚
餐」活動。盆菜活動前，校友與老
師們一起暢談、遊覽校園、觀賞歷
屆畢業相片、參與球類活動等。當
天共筵開九席，出席的老師及校友
多達百人，場面熱鬧、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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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量體溫

協助包聖誕禮物包 元宵節預備工作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多年，積極推動家校合作。

不但每年舉辦親子日營、舊校服義賣活動、小六畢

業聚餐，更成立了一組龐大的家長義工團隊，協助

學校進行校內及校外各項活動，如：中華文化日、

運動會、花卉義賣活動、全方位學習參觀活動、看

管午膳、協助學生量體溫及圖書館工作等等。上年

度更喜獲東區卓越教師會頒發「2017 家校合作之

星」及「最具特色活動大獎」兩個獎項。

敬師日

出外參觀 -P.3 到超級市場去

家 長 教 師 會
小一迎新日 家長義工興趣小組

家長義工「伴讀計劃」

家長義工
「說話小

先鋒計劃
」

協助學生交還圖書

看管午膳

週五多元智能
課 - 手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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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獲獎生名單

傑出學生獲「獎學金」

四年級 五年級

4E 陳樂瑤 5E 陳靖彤

傑出學生獲
「香港中國婦女會獎學金」

六年級

6D 蔡銘軒

成績進步獎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班別

　 級別
姓名

A B C D E

一年級 陳俊亘 熊　緣 羅駿曦 林倬丞 勞穎璇

二年級 陳康誼 鄧卓饒 張霆鋒 鍾緯權 陳樂心

三年級 陳雋軒 樊駿浠 余　謙 陳富海 陳思凱

四年級 劉梓晴 徐穎琳 施卓琳 吳子軒 張梓翹

五年級 章而琳 許欣桐 曾詩婷 譚秀慧 賴子建

六年級 劉浩欣 許晴朗 陳依桐 蔡宗延 張鳴浩

閱讀獎勵計劃優勝者獲「獎學金」
姓名

級別
優勝者 優勝者 優勝者

一年級 1B 鄺　翊 1C 陳龍章 1D 朱博澄

二年級 2A 許鉦晞 2C 黃樂謙 2D 黃斯穎

三年級 3A 李卓縈 3C 張俊熙 3E 洪麒隆

四年級 4B 劉進祺 4C 鄧靖宜 4D 李雪瑩

五年級 5A 麥倚婧 5B 謝樂兒 5D 區詠詩

六年級 6A 潘穎珩 6A 黃美瑤 6B 張芷琪

閱讀大獎
1D 朱博澄 2A 許鉦晞 3A 李卓縈 3D 薛耀澤 4C 鄧靖宜

4D 李雪瑩 5B 黃品嘉 5D 柯靜雯 6D 陳琬瀅 6E 傅珮恩

全學年學業優良獎
名次

級別
姓名

一 二 三

一年級 1D 陳樂謙 1E 盧駿天 1C 何卓瑤

二年級 2B 馮星堯 2E 林雨霏 2C 王毅志

三年級 3A 李卓縈 3E 陳芯滺 3D 歐陽芷悠

四年級 4E 陳樂瑤 4A 鄧浩賢 4B 譚諾詩

五年級 5D 莫銘惠 5E 余易天 5E 陳靖彤

六年級 6D 蔡銘軒 6E 黃芷悠 6B 楊善然

各科傑出表現學生獲「獎學金」
級別

科目
姓名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視覺藝術科 4D 黃衍晴 5E 黃靜遙 6E 黃芷悠

普通話科 4D 徐子聰 5E 布凱桐 6E 司徒卓瑤

音樂科 4C 李芷睿 5E 黃意軒 6E 黃芷悠

體育科 4B 孔建嵐 5C 薛旨晴 6C 蔡慧盈

電腦科 4C 胡志衡 5E 余易天 6B 楊善然

學科全級第一名獲「獎學金」
科目

    級別
姓名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一年級 1D 陳樂謙 1E 盧駿天 1C 黃珮嘉 1E 梁思晴

二年級 2D 李諾一 2A 許鉦晞 2B 馮星堯 2C 王毅志

三年級 3A 李卓縈 3B 李加瑩 3C 黃煒婷 3D 歐陽芷悠

四年級 4E 陳樂瑤 4D 黃梓熹 4A 鄧浩賢 4E 陳樂瑤

五年級 5D 區詠詩 5E 陳靖彤 5D 繆美欣 5D 區詠詩

六年級 6E 傅珮恩 6C 鹿道彥 6B 楊善然 6D 蔡銘軒

全班第一名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班別

　　　  級別
        學期
姓名

A B C D E

一年級
上學期 黃珮瑜 蔡易希 黃珮嘉 陳樂謙 盧駿天

下學期 許懿澄 蔡易希 何卓瑤 陳樂謙 盧駿天

二年級
上學期 王智琛 馮星堯 王毅志 李諾一 林雨霏

下學期 王智琛 馮星堯 王毅志 李諾一 林雨霏

三年級
上學期 李卓縈 李思澄 黃煒婷 歐陽芷悠 陳芯滺
下學期 李卓縈 李加瑩 黃煒婷 歐陽芷悠 陳芯滺

四年級
上學期 鄧浩賢 譚諾詩 胡志衡 何倩瑜 陳樂瑤

下學期 鄧浩賢 譚諾詩 胡志衡 黃梓熹 陳樂瑤

五年級
上學期 郭子鋾 林家榮 劉天朗 莫銘惠 余易天

下學期 郭子鋾 林家榮 劉天朗 莫銘惠 余易天

六年級
上學期 陳姵岐 楊善然 鹿道彥 蔡銘軒 黃芷悠

下學期 施芷詠 楊善然 鹿道彥 蔡銘軒 黃芷悠

德育模範生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班別

　　　  級別
　　  學期
姓名

A B C D E

一年級
上學期 許懿澄 黎向晴 李哲灝 何宛澄 鄭洛琳

下學期 翁梓峰 張熹瑜 陳鳳姿 何宛澄 潘逸峯

二年級
上學期 王智澄 馮星堯 李沅蒨 莊芷瑩 施清楠

下學期 李穎婷 郭穎蕎 黃琬芝 許瑩瑩 林雨霏

三年級
上學期 李卓縈 林梓軒 黃煒婷 麥雅喬 陳芯滺
下學期 李卓縈 洪樂晴 張雅嵐 洪妍烯 陳芯滺

四年級
上學期 蔡樂勤 譚諾詩 葉曦彤 陳家琳 陳樂瑤

下學期 蔡樂勤 譚諾詩 周幸樺 李雪瑩 勞濼芯

五年級
上學期 王鈺霖 謝樂兒 馮欣然 莫銘惠 林凱瑩

下學期 麥倚婧 蕭皓琳 許穎詩 趙澄澬 陳靖彤

六年級
上學期 唐友業 郭駿亨 蔡慧盈 馬綽言 葉舜華

下學期 黃美瑤 楊善然 李青桐 陳琬瀅 傅珮恩

全級第一、二、三名獲「丘清清獎學金」
名次

　　　  姓名
　　  學期
年級

一 二 三

一年級

上學期 1E 盧駿天 1D 陳樂謙 1C 黃珮嘉

下學期
1C
1D

何卓瑤
陳樂謙

/ 1C 林柏言

二年級
上學期 2B 馮星堯 2C 王毅志 2E 林雨霏

下學期 2B 馮星堯 2E 林雨霏 2A 王智琛

三年級
上學期 3A 李卓縈 3E 陳芯滺 3E 陳靖軒

下學期 3E 陳芯滺 3A 李卓縈 3D 歐陽芷悠

四年級
上學期 4A 鄧浩賢 4E 陳樂瑤 4B 譚諾詩

下學期 4E 陳樂瑤 4D 黃梓熹 4B 譚諾詩

五年級
上學期 5E 余易天 5D 莫銘惠 5E 陳靖彤

下學期 5D 莫銘惠 5E 余易天 5D 繆美欣

六年級
上學期 6D 蔡銘軒 6B 楊善然 6E 黃芷悠

下學期 6E 黃芷悠 6D 蔡銘軒 6B 楊善然

操行進步獎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班別

　 級別
姓名

A B C D E

一年級 洪薏婷 盧俊宇 鄺卓喬 鍾健暘 周澤鋒

二年級 袁浩天 王希同 麥浚晟 莊芷瑩 王浠桐

三年級 溫政泓 梁子晴 張泓毅 張甫儆 洪麒隆

四年級 勞語浠 黃麟遠 葉俊然 張曉琳 林家媛

五年級 麥倚婧 李日煒 薛旨晴 王鈺雯 陳曉晴

六年級 劉浩欣 楊仲軒 黎亦倫 陳正諾 陳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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