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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你們輸了，但我卻 會心微笑
林嘉康校長
「校長，題目是否寫錯了？」
我並沒有寫錯了題目，這確實是本人近兩年的心中所想，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一切從帶領學生外出比賽開始。
在未成為校長前，本人擔任常識科科主任。作為一個科主任，除了要處理日常的科務工作外，另一個重要的任務
是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每年，本校都會參加兩項常識科的重要比賽，分別是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香港觀鳥會合
辦的「綠色大搜索」，以及由獅子會中學及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協會合辦的「縮時攝影專題研習比賽」。
「綠色大搜索」比賽是本校常識科歷史最悠久的比賽項目。起初，只是抱著「志在參與」的心態去帶領比賽，成
績只屬一般。直至2010年，在前任校長——謝盛業校長的帶領下，奪得了冠軍。自此之後，這個比賽項目引起了我們
很大的關注。每年比賽結束後，我們將比賽的題目及經驗整理；到第二年比賽前的一個月，就開始教授學生比賽的要
訣和技巧，甚至會安排學生到達比賽場地作實地模擬比賽。在各項工作的充足準備下，參賽的學生對比賽的信心大了
不少。由最初只寄望獲優異獎，到近年開始覺得自己能進「三甲」。還記得有一年，當主持人讀出李炳學校在50多隊
的參賽隊伍中獲得季軍時，他們在領獎時的失落表情仍然歷歷在目，因為當時他們認為自己是有機會問鼎冠軍的。
「你們輸了，但我卻會心微笑」。
另一個常識科經常參與的校外比賽項目是「縮時攝影專題研習比賽」。第一屆比賽時，在蔡詩敏主任的帶領下，
勇奪了冠軍，於是，這個比賽也引起我們的關注。以往只是在比賽一個月前開始作準備，近年卻在三個月前已作籌備
的工作；以往只是瞄準前三名的獎項，近年開始思考除三甲外，如何奪取其他的特別獎項。同樣地，在老師的充足準
備下，學生對比賽的信心大增，對於評判即場提問的反應亦一年比一年進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今年的比賽，當大
會宣佈我校奪得了「最具科研精神獎」後，學生認為自己會奪得冠軍，但是，最後卻事與願違，冠軍落在別人的手
裏。
「你們輸了，但我卻會心微笑」。
同學雖然輸了「獎項」，但嬴了「自信」。「自信」從何而來？「自信」便是從比賽前在老師的帶領下準備而來
的，如在比賽前沒有充分準備，學生又怎會有信心自己可以從50多隊的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又怎會認為已奪一獎的
自己會有機會再奪冠軍。我希望在日後的比賽，學生能保持住這份自信，保持住這團「火」；更希望將這團「火」伸
延到學業上，奪取更大的進步。
歷年「綠色大搜索」比賽成績

歷年「縮時攝影專題研習比賽」成績

年份

成績

年份

成績

2010 年

冠軍

2013 年

冠軍、優異獎、最具科研價值獎

2011 年

優異獎

2014 年

冠軍、最具人氣獎

2012 年

優異獎

2013 年

冠軍、季軍、優異獎、帽子設計獎

2015 年

冠軍、優異獎、最具人氣獎、最具
科研價值獎、最具科研精神獎

2014 年

優異獎 x 2、帽子設計獎 x 2

2015 年

季軍、優異獎、帽子設計獎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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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集體早讀時間，老師和同學都陶醉於書海裏

李炳

閱讀 日
郭家碧主任

林校長為我們的閱讀日揭開序幕，帶我們從閱讀中看世界，
並為同學介紹好書

2014-2015 年度的《李炳閱讀日》已於 4 月 1 日順
利舉行。今次的閱讀日主題為「閱讀看世界」，除了讓
學生透過閱讀日活動認識和了解世界，建立多角度思考
外，更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提升李炳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同學正在進行「閱讀看天下」的活動

當天早上，學生先認識了「世界閱讀日」的由來，以及各地方
參與閱讀日的情況及活動。再由林校長為我們介紹了不同國家
的有趣事，同學們都聽得津津樂道。接着，還有集體早讀、李
炳十大好書選舉等，節目非常豐富。同學更參與了不同的活動，
包括書簽設計、書插設計、閱讀看天下、故事劇場、我的想像
書咭及歐陽一家帶你遊世界等。最後，當然少不了閱讀日最受

同學在設計自己的書籤和書插

同學和家長歡迎的李炳書展！現在大家一起回顧一下當天的花
絮吧！

低年級同學進行「歐陽一家帶你遊世界」的活動，
除認識世界各地的動物外，更考考同學的觀察力

參與李炳十大好書選舉的同學有機會
獲得精美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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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書展中選購圖書

高年級同學製作「我的想像書咭」，
推介自己心愛的圖書。

郭老師在介紹各國閱讀日的活動

國際文化週
(20/4-24/4)

這五天的李炳國際文化週以「機場」為主題。透
過這次活動，希望學生學懂飛機構造以及發動機運作；
乘客安全及緊急逃生設備；不同型號的飛機特色等。
是次活動還讓學生嘗試製作紙飛機及操控模型小飛機，
從中學習和探究飛行的原理，以及體會學習的樂趣。

觀看展板
五分鐘機場解碼

學生認識不同國家空中服務員的
制服特色及香港國際機場的設施

早會時段，校長向學生介紹飛機餐的
製作步驟，以飛機作貨運的過程等

午間時段 - 天空之城

「紙迴旋機製作」

帶學生學習不同與飛機及航空服務的知識，並看不同
國家的航空宣傳片，認識不同國家的特色

「滾動紙飛機」

「我要做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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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學習日 一年級

這次的全方位學習，學生透過認識不同動物的
家(如：斑鬣狗、猴子、企鵝)，引發學生對家庭觀念
的好奇心及學習與人相處。

愛回家

第二天：斑鬣狗之家 ( 保護 )

第一天：引入活動 ( 挪亞方舟之旅及戰衣設計 )

- 競技保護活動、CATWALK SHOW

- 帶出「家」的作用，為成員提供保護、照顧、互相接納及關懷

第四天：企鵝之家 ( 照顧 )
- 競技矇眼活動、美味製作及品嚐，學生併砌出家的主題的動物圖案

第三天：猴子之家 ( 接納 )、
- 競技接納活動、家的設計

第五天：人類之家 ( 保護及照顧子女、接納家人、關懷 )
- 競技關懷活動、互相探訪朋友家及頒獎

二、三年級

綠行俠 Ecoman
"每一天，每個人都能拯救地球，小選擇可以帶來大改變。"
我們的家--地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故於全方學習日，我們希
望透過不同的環保教育活動，讓學生明白環保的重要性，讓他們能夠在
日常生活省一點，改變生活小節，花點創意，為保護環境出心出力!

分類大行動
學習家居廢物分類，學懂尋找社區
裏廢物回收的地點及掌握廢物分類
及回收程序。

環保酵素工作坊
學習利用廚餘（果皮）及簡單材料
製作環保洗潔精。

惜食活動
透過午膳追蹤學生餘廚量及減飯行動，
培養學生要愛惜食物，切勿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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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垃圾 -- 變身
利用不同的廢物，發揮創意及團隊精
神，製作不同的生活小物品，培養學生
創意及環保的精神。

我不是垃圾 --- 變身發佈會

Paperbox Man

綠林戰士

變相怪「樽」

「惜」食新人類

Fiber Girls

「紙」想環保

別有「筒」天
百變小盆栽

變形「盒」「衣」

四、五年級

同根同心 - 梅州的客家文化

請「李」去作「客」
在這五天的全方位學習日裏，學生除了
參觀三棟屋博物館，還到內地的梅州交流考
察。此次的學習目標主要是想讓學生了解客家
的歷史、風俗和蘊含的中華傳統美德；認識客
家圍龍屋的歷史和建築特色；比較梅州和香港
的客家建築及現存的客家傳統風俗；加強學生

三棟屋博物館 -- 認真做筆錄

了解兩地的關係及強化學生四自(自尊自信自
律自省)精神等。這種交流不僅為學生帶來知
識面的拓展，還讓學生提升自我獨立的能力。
學生從中的受益可謂良多！

歸讀公園 --「歸讀」兩字緣於梅州先賢葉劍英元帥著名詩
句「會當再奮十年鬥，歸讀陰那梅水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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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牆上那個字是甚麼意思嗎？是「我」的意思

山東書院—在清乾隆十一年 (1746 年 ) 創建，
已漫越了二百六十多個春秋

享受美味的晚餐

梅州師範附屬小學的學生一起留下美好
的回憶

南華又廬客家圍龍屋 -- 共有 118 間房間

中國客家博物館 - 天氣晴朗！
我們的雙眼都快睜不開了

與梅師附小的學生一起吃柚子

這次全方位的主題是讓學生練習
少林拳法，體驗練拳之苦與樂。還有在

六年級

笑臨少林 娛駕嶼家

大澳練習寫生。每位學生在五天裏不停
操練，終於練得一身好功夫。我們一起
來看看，他們的學習過程及成果啦，去
片！

黃心瑜同學

一起熱身！

余美珊同學
笑看大澳一少林
師生勤練連環拳
習弓習馬習虎步
出掌踢腿再揮拳

少林武功一正統
拳腳功夫練得苦
朝早練功晚修禪
武功習得如猛虎

同學好手力。
練功夫沒難度。

葉庚鑫同學
吳彥霏同學

嚴健偉同學
風光麗景雨聲輕
翠原習武歷日經
武術高人周師傅
禪修入定心境清

我踢的真高 !

少林吃齋不吃肉
功夫甚多學不完
四面環樹舒心暢
靜修坐禪心不亂

嶼山大澳少林寺
學武學禪學大志
不吃葷腥只吃素
深夜寧靜聞鳥聲

邱柏森同學
我的姿勢不錯 !
馬步練拳都不難 , 利害吧
棚屋寫生樂趣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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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來少林
天天練武功
日日做早操
晚晚去坐禪

我們一齊練武！

同學寫生作品！

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1 月 -5 月份

校內活動及參觀活動

參觀活動

3/2 參觀機電工程署 (P6)
7/2 參觀零碳天地 (P5,6)

26/1 參觀自然教育中心 (P3)
16/2 參觀尖沙咀消防局 (P2)

14/5 參觀動植物公園 (P1)

到校講座及劇場活動
2015 運動會暨師生親子同樂日

8/1 網上罪行講座

29/4 大細路劇團「班長大王」劇場

其他活動

27/3 地球一小時

8/5 母親節贈花活動

還有更多精彩的活動照片，請瀏覽學校網頁 http://www.kwwclpms.edu.hk/

20/5 親子賣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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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校外
)
二
(
榜
虎
比賽成績龍
1

比賽日期：2015 年 1 月 24 日 ( 六 )
比賽名稱：葵青區「縮時攝影」專題研習比賽 2015
獎項

參賽學生

冠軍

當你遇上洗潔精
5A 劉立言、陳家軒、6A 余美珊

最具科研價值獎

當你遇上洗潔精
5A 劉立言、陳家軒、6A 余美珊

最具科研精神獎

螞蟻幫
5A 蘇枷僮、6A 唐曉鴻、吳彥霏、張舒瑋

優異獎

猜猜我是誰
4A 常巧潼、黃啟星、6A 高儉雄

最具人氣影片獎

猜猜我是誰
4A 常巧潼、黃啟星、6A 高儉雄

2

比賽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 日 )
比賽名稱：香港公園綠色大搜查 2014 / 2015
比賽組別

獎項
季軍
優異獎

最佳帽子設計

3

八哥組
5A 陳澤敏、龔善愉、李牧燕、鄭佩儀
小葵花 頭鸚鵡組
6A 黃心瑜、胡婼嵐、陳嘉儀
銅藍鶲組
4A 鄭佩婷、黃仲兒、陳婉倩

比賽組別

獎項

參賽學生

小一組

三等獎

王柏鏗 (1A)

三等獎

楊伊利 (2A)

一等獎

高儉彬 (2A)

三等獎

黃啟星 (4A)

小四組

比賽日期：2015 年 3 月 11 日
比賽名稱：敬老護老、服務社群、中小學生齊參與 –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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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葵花 頭鸚鵡組
6A 黃心瑜、胡婼嵐、陳嘉儀

比賽日期：2015 年 2 月 15 日 ( 日 )
比賽名稱：「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

小二組

4

優異獎

參賽學生

比賽日期：2015 年 3 月 15 日 ( 日 )
比賽名稱：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參賽學生

小一組

銀獎

葉綠然 (1A)

小二組

銀獎

高儉彬 (2A)

小三組

銀獎

羅晨航 (3A)

小五組

銅獎

許智敏 (5A)

6

比賽日期：2015 年 3 月 15 日 ( 日 )、3 月 21 日 ( 六 )、3 月 22 日 ( 日 )
比賽名稱：南華體育會舉辨 – 校際保齡球錦標賽 2015
比賽組別

獎項

參賽學生

小學組團體賽

亞軍

陳嘉偉 (6A)、胡婼嵐 (6A)、余美珊 (6A)、張舒瑋 (6A)

亞軍

陳嘉偉 (6A)、梁恩銘 (6A)

季軍

胡婼嵐 (6A)、張舒瑋 (6A)

小學組雙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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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2015 年 3 月 28 日 ( 六 )
比賽名稱：2014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香港賽 (6 - 8 歲組 )
世界賽 (6 - 8 歲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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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參賽學生

一等獎

鄭銳桄 (3A)、林東慧 (3A)、陳彥希 (3B)

二等獎

李芷瑜 (3B)

二等獎

鄭銳桄 (3A)、林東慧 (3A)、陳彥希 (3B)

比賽日期：2015 年 4 月 1 日 ( 三 )
比賽名稱：第九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冠軍

參賽學生
黃心瑜 (6A)、趙熾勤 (6A)、胡婼嵐 (6A)
黃承忠 (6A)、龔善愉 (5A)

比賽日期：2015 年 4 月 22 日
比賽名稱：中銀香港無綠不歡校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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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別

獎項

校園午餐獎勵計劃

金獎

比賽日期：2015 年 5 月 24 日 ( 日 )
比賽名稱：中國香港閃避球聯會 – 2014-2015 年度全港校際閃避球錦標賽
比賽組別

小學男子組 – 碟賽

獎項

冠軍

參賽學生
(6A) 葉庚鑫、黃承忠、陳嘉偉、嚴健偉、韓嘉輝、
趙熾勤、張舒瑋、唐曉鴻、高儉雄
(3A) 羅晨航
(3B) 詹文賓、鄭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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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遊 三乙 黃滕杰

學生作品

中文科
標點符號像甚麼 二甲

張韻颸

標點符號像甚麼？
逗號像可愛的小蝌蚪，
句號像美麗的指環，
問號像靈敏的耳朵，
冒號像明亮的眼睛，
引號像長長的曲尺，
專名號像短短的直線。
伊利知道標點符號像不同的東西，
忙着到處去傳播
這個消息，
老師看了笑嘻嘻，
還說：
「標點符號用得正確人稱讚！」

今天，我們一家來到海洋公園
遊玩，我感到十分高興。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澳洲歷
奇 」 園 區， 裏面 有毛茸茸 的無 尾
熊；笑翠鳥在枝頭上用悅耳的歌聲
和遊人打招呼。在那裏，我認識了
不少形狀各異的動物和原住民的樂
活概念。
接着，我們到了不可不去的「
冰極天地」，裏面有不同品種的鯊
魚和魔鬼魚，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要算是那品種稀有的鯊魚。
最後，姐姐嚷着一定要去「香
港老大街」，我們到達那裏，只見
人山人海，好不熱鬧。我們還品嘗
了舊式港式小吃如紅豆糕、桂花糕
等。
經過今次到海洋公園，我學
會了很多文化及生物知識，我感到
意猶未盡，我盼望很快再來海洋公
園。

爬山虎的啟示 五甲二
小草的啟示 五甲一

劉立言

小草，可真是一種神奇的植物。
他的氣味以及綠油油的身軀給我一種清
新的感覺。
他隨風擺動，左搖右擺，像向我招手，
叫我躺在他們身上。
它不求讚賞和回報，無私奉獻，讓動物
吃它，給牠們營養。
在石縫中，你以為小草不會生長！不，
他努力不懈地冒出頭來，呼吸着新鮮空氣。
砰！一個足球把小草壓住了，你以為他
死了！不，他仍生機勃勃的在你眼前。
小草，真是一種神奇的植物，它堅毅，
努力，不放棄，無私奉獻。這讓我學會了做
人的價值觀和態度。我想當小草，在社會上
默默付出，不求回報，回饋社會。

親子遊記 四甲

上星期六，我、爸爸、媽媽和哥哥一起去海洋
公園。
乘巴士的時候，爸爸跟我們說海洋公園是香港
有名的主題樂園啊！
到達海洋公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香港老大
街」，裏面有很多古老的建築物。
離開「香港老大街」之後，我們來到「熊貓
館」，熊貓館裏有兩隻大熊貓正在吃竹葉，牠們吃
得津津有味。牠們肥胖胖的。牠們黑白的毛髮好像
天上的白雲和烏雲。
接着，我們乘登山纜車到玩機動遊戲的地方。
我們乘纜車的時候，我們看見清澈的海水和碧綠的
樹木。
之後，我們到「太平洋海岸」，「太平洋海
岸」的左右門各有隻假的海豹和海獅，它們栩栩如
生的，好像會動起來進入「太平洋海岸」，首先看
見兩隻海豹正在搶魚兒吃，水花四濺，還有海獅在
唱歌。
最後，我們走到精品店，精品店裏有很多海洋
動物的洋娃娃，例如：小丑魚、海豚、鯊魚……我
真想把全部的洋娃娃買回家。
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

蔡灝華

在我以前的小學後面，建了一堵石牆，
那裏長着一牆野生的爬山虎。
爬山虎的葉子成簇不顯，一片片有條不
紊地聚在一起，每次看見，我都忍不住把它
們扒開。我每次觸摸它，都認為它會像參天
大樹一樣，徐徐向上生長。直到我將葉子扒
開，驚見爬山虎褐色的老枝和附吸在牆上的
吸盆，這才令我不禁讚歎大自然的奇妙！
爸爸曾經對我 ：「爬山虎是一種藤性
植物，你看到的吸盆其實是它尖端上的粘性
吸盆，幫助它們向上繁殖生長。如果你用心
去修飾爬山虎，就能讓冷冰冰的牆增添幾分
色彩。」爸爸說的話讓我聯想起登山者的勇
毅，爬山虎就像登山者一樣，一步一步地向
上爬，不怕障礙，爬山虎這種精神實在令人
敬佩。
爬山虎不會跟荷花、牡丹、玫瑰……爭
豔鬥麗，只是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勇往直
前地向上爬，它們這種精神直是值得我們學
習！

週記 六甲 余美珊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五日
這週真是令我欣喜若狂。
星期四那天，爸爸為了讓我們更愉快地度過復活
節，就決定要我們一家人一起動手佈置家居。我們購
買了不同的氣球、彩帶和有關復活節的貼紙，例如兔
子、彩蛋等圖案裝飾品。回到家後，我們迫不及待地
把裝飾用品掛在不同的地方。不消一會兒，家中已經
被我們佈置得七彩繽紛，美麗極了！我真期待復活節
的來臨呢！
星期六那天，我們決定每人造一個彩蛋，並放
在床頭，希望能永遠記得這一天。首先，我們每人從
冰箱中拿出一隻雞蛋，用針在雞蛋的末端捅了一個小
洞，讓蛋清和蛋黃流出來。之後，我們選擇不同顏色
的麥克筆來畫上花紋使雞蛋變得十分漂亮。最後，我
們把「彩蛋」放在窗台曬乾。在陽光的照耀下，四個
色彩斑斕的彩蛋靠在一起，使我心中感到甜滋滋的。
終於到了星期天了，一大清早，我便看到我的書
桌上放着一份超級大型的禮物。「哇！太棒了！」我
不禁歡呼。我連忙拆開禮物的包裝紙，只見在一個精
美的玻璃盒子裏，兩隻白色的兔子正在呼呼大睡。「
高興吧?」突然身後傳來三把聲音，我立刻轉過身，
只見爸爸、媽媽和姊姊站在一起，興奮地問。「嗯！
很喜歡這份禮物，謝謝你們。」看見他們我心裏很感
動。
這週真是太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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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仲兒

週記 六甲一 梁恩銘
四月五日至四月十一日
這一週令我非常難忘和高興。
星期日那天下午，爸爸、媽媽、哥
哥和我到香港國際機場準備乘搭飛機到
北京遊玩。我們到達北京的時候已經七
時了，所以我們走到附近的酒店休息。
星期二那天上午，我們打算到故宮
遊覽，我聽說故宮很大，所以我們一大
清早就起床，準備來到故宮。我們穿過
天安門廣場，跨過金水橋，一座宏偉的
建築物在我眼前出現，令我不禁讚嘆起
來。四處的圍欄都很精細，皇帝坐的椅
子的圖案栩栩如生，太和殿紅色和黃色
的牆瓦都金碧輝煌。故宮真是很大，我
們經常迷路，走着走着，我們經過乾清
宮和坤寧宮，那裏有很多鮮花，景色怡
人，這景象令我流連忘返。
星期三那天上午，我們到了天壇參
觀。天壇是古代帝王祭天的聖地，它的
主要建築從南至北排列在一條直線上。
非常壯觀，我們進門後，順着中間的大
路走來，首先來到了回音壁，回音壁很
神奇，在一邊貼牆說話另一邊就能聽
到，使我很興奮。
這一週令我很難忘。

造句成段 六甲一

余美珊

奔波勞碌、支撐、崩裂、摧毀、毅然、
牽動
小志是個勇敢盡責的消防員，每
天刻苦耐勞，奔波勞碌地四處去救人。
受過他幫助的人不計其數。可是在一次
滅火行動中，支撐着建築的支柱忽然崩
裂，使建築物瞬間就被摧毀了。在最後
關頭，小志毅然把自己的同伴和傷者推
出火場，自己卻壯烈犧牲。他的英勇行
為牽動了許多人的心，令人明白到「無
私」精神的偉大！

週記

六甲二 陳嘉儀

四月六日至四月十二日
星期一，媽 媽答應帶我回鄉下
探望外婆，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因
為年幼的時候外婆待我非常好，我
也很想探望她。於是媽媽利用互聯
網訂購了兩張機票，準備第二天起
飛。
星期三早上，飛機到了機場。
媽媽接通了外婆的電話，便確認
了她所在的位置。下了機，我遠處
望去，見到站在出口位置的外婆正
在向我們招手，看見她，我便回憶
起小時候和外婆的美好時光。到了
家鄉，正在廚房為我們準備午餐的
外公也走了出來，陣陣菜香撲鼻而
來，外公燒了很多我喜歡的菜，真
是愛死他了！首先，我要把扁扁的
肚子填飽，才有精力去玩。
星期日，我們一家到附近的山
上遊山玩水，涼冰冰的水向我射來
舒服極了。
星期五，我必須完成作業才能
出外玩，「唉！」老師，真是虧你
給我那麼多作業啊！

學生作品

Lee Chun Yi 1A
Write about Elsa:
She is Elsa.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has small hands.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a blue dress.

英文科
Lai Kai Lam, Alan 2A
My father is a computer technician.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I have
one brother but no sisters. I live in
Ho Man Tin. I go to school on foot.

Ngan Yan Ho, Jason 3A
The Accident
Andy studied hard last night because
he had an exam.
The next day, Andy woke up and
waved goodbye to his mum. Then he
went to school and got ready for the
exam.
Suddenly, the lift was out of order.
He was so scared because he was
late for the exam. He cried loudly at
school.

Sheung Hau Tung ,Ann 4A
A carton Review
Name of cartoon: Aladdin
Main characters: Aladdin, Prince Amy a genie
One day, Aladdin met Princess Amy in the market.
He saved her when the bad people caught her.

Then he found a magic lamp in a cave. He felt
surprised.

Lee Ho Yi, Calbert 5A
Yesterday, David joined a moon cake
class. He wanted to learn how to
make moon cakes. He went to the
moon cake class with his sister.
The teacher told David what to do.
He needed some egg yolks, butter,
flour and red bean paste. First he
mixed the materials. After that he put
the materials in the cake tin. Finally
he baked it for 20 minutes.
After 20 minutes, he wanted to try
the moon cake. He ate the moon
cake. The moon cake did not taste
really yummy. He forgot to add egg
yolks. He was upset.
Finally, David made the moon cake
again with his sister. The moon cake
tasted very yummy. He was happy.

After that, Genie used magic and turned Aladdin
into a prince.

Suddenly, the bad people threw Aladdin into the sea.
Finally the genie saved Aladdin.

Ng Yin Fei, Jenny 6A
Food Festival
Yesterday Bill and his family went to Hong Kong food
Festival. They paid $30 to buy 3 tickets and they felt excited.
First, they went to buy some candies for Billy. Billy felt happy.
After that they saw a stall. They felt happy because the
chicken was only one dollar so they went to line up. The
line was too long. Billy felt bored and Billy's Dad was angry.
Finally they could not buy the sausage. The saleperson said
sorry ! Billy’s dad said," no more sausage! " . They felt very
unhappy. They went to the next stall and bought some food.
Billy felt tired so they went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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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視藝科

1B 林耀煊 我喜歡的動物
1A 石旻宜 海底世界
2A 曾綽嵐 吶喊

1B 楊健 我的家
3B 蔡詠恩 色輪
6A 陳嘉儀 奇異的髮型

4A 劉國鏗 版畫

6A 黃心瑜 自畫像

6A 趙熾勤 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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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李牧燕 奇樹

老師 的話

郭家碧主任
各位叔叔、姨姨、哥哥、姐姐，你們好!我的
名字叫菲兒，媽媽喜歡叫我菲菲。你們不認識我
嗎?但在我未出生前，我便已認識大家了。
我在媽媽肚子裏的時候已經與大家一起上
課，我聽過你們朗讀課文，聽過你們唱國歌、校
歌，見過你們安靜地閱讀圖書，又見過你們在操
場上快樂地玩耍，有時，我也想從媽媽的肚子裏
早點出來和你們一起玩，但是媽媽認為我太小
了，不可以出來，叫我安靜地等候。偶然，會有
些好奇的哥哥姐姐會問媽媽我是男孩還是女孩，
媽媽總是叫你們猜猜看，你們猜對的時候，我會
微微笑，猜錯了的時候，我會用腳踢踢媽媽的肚
子表示不對。
現在，我已經長大了，
離開了媽媽的肚子，不能再
和你們一起上課了，但媽媽
放工回家時，也會與爸爸和
我談及你們的趣事。你們可
要像我一樣，快高長大，也
要努力學習，做個乖孩子，
別把我的媽媽氣壞啊!

周惠貞老師
《出「色」校園--李炳》
屈指一算，加入李炳已有一年多的時間 ，
真高興能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所思、所感。回想去
年三月第一次踏進李炳，馬上被眼前的景象所吸
引，皆因李炳校舍是由一道道色彩繽紛的牆壁建
造而成，置身其中，仿如走進了童話小屋！
一年過去，我深深體會到李炳孩子的純良、
乖巧，與及老師們的和藹、親切 ;此外，我更發現
了在它那姹紫嫣紅的外表背後，還蘊含了平和樸
實的綠色內涵。
李炳一直致力推動環保教育，為孩子建構綠
色校園。除了讓學生參與各類型比賽､活動；校
園內也善用空間，遍植花木……「千方百計」把
孩子培育成環保先鋒。
我作為李炳的一份子，既可以接觸活潑可愛
的人兒，又可以在綠意盎然的環境工作，真是滿
滿祝福呢！

校友 的話
羅慧婷
大家好，我是第五十一屆的畢業生羅慧婷。現就讀於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時光悄然掠過，四年的時間，那麼近又那麼遠……
2011年我踏出了李炳的大門，走向了信義……帶著一
顆最初的衷心，懷著茫然與未知的心情，轉眼間就這樣生活
了四年，有歡笑、有淚水，一切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回憶。
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那一次，淚水朦朧了我的雙眼，卻滋潤了我
四年的成長。當我接到中學派位通知書時，我覺得天空忽然
灰了，為什麼不是我心儀的中學，但現在我沒有怨恨過。我
很感謝上天給了我最大的恩賜，讓我在中學遇到最好的老
師，讓我擁有最美好的中學生活。老師的鼓勵讓我參加了不
少國內外交流團；老師的支持讓我獲得十優公民大使獎及傑
生等殊榮；老師的肯定推薦我參加各項領袖活動。我很感謝
李炳對我的栽培，讓一位剛到香港的新移民學生培養成為今
天追求卓越的我。謝謝一路陪伴我成長的所有人……
我還記得幾個月前，我回到李炳探望老師時恰巧碰上
升中面試班的同學，而亦有幸獲林校長的邀請向各位師弟妹
作分享。我很感謝那一次的機會，讓我回想到當初在李炳那
種無憂無慮的日子，也讓我感受到師弟妹那份最真誠的心和

最純真的笑容。
中學生活很豐
富，但當你面對
沉重的學業和額
外的工作時你會
很容易迷茫，甚至會失去每個人最簡單的那道微笑。當我看
到師弟妹們的那份無憂無慮的笑容時，我很希望你們都能保
持最美的微笑和最初的衷心來感受你們最精彩的中學生涯。
回首過往，我還記得……謝謝李炳孕育了我；謝謝李
炳的每一位老師對我的支持和幫助，成就了今天的我。各位
師弟妹們，很快你們就要踏入人生的另一個轉折點，中學生
活是多姿多彩的，只要你們肯努力會有很多機會給予你的，
會有很多老師願意幫助你插上翅膀。而我也希望你們能從中
學會感恩，很多事情不是必然的。我們要學會感謝自己、感
謝老師、感謝家人……
離開不代表故事畫上了句號，而是新一段故事又來臨
了……祝願李炳的師弟妹們學業進步，前程錦繡，能尋找到
自己每一段最美好的故事。因為……
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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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

爸媽 計畫

親子互動系列工作坊 ( 二 )
有機農場體驗遊
這次活動的目的是 參加者在農場親身體驗有機農耕、享
受自製有機食物及認識不同的綠色生活元素。家長和學
生品嚐自己親手炮製的有機麵包，又作田務實習 : 翻土
及下種，充滿樂趣和意義。

自製麵包，特別好食

POP-UP BOOK ( 立體繪本 ) 製作親子工作坊
透過立體概念，帶領親子一起構思繪本內容、發揮思巧設計，
製作出具獨特創意、立體有趣的繪本，親子關係樂也融融。

家長網絡聚會
每次活動均會製作不同手工藝,包括串珠天鵝、割水仙球、編織頸巾、
手製肥皂及迷你盆栽, 讓家長發展多方面的興趣與才藝。

手製肥皂很好玩
迷你盆栽好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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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支援系列講座 ( 二 ) 教好 / 壞孩子
四月廿五日邀請到基督教正生會校長陳兆焯先生前來，為
家長分享「教好 /壞孩子」的經驗。陳校長透過風趣的言詞，向
家長解講教孩子要有具有人生目標，保持和諧親子關係，並鼓
勵家長相信孩子將來必定會改變，當天家長們收獲豐富。

香草閣家長義工

為配合本校綠化活動， 故本年度成立香草閣，在禮
堂當眼處擺放香草和芬薰衣草等植物，使校園增添田園
氣色。這次活動真要感謝十多位家長義工落力協助。

家長落力在木箱塗上

家長參與活動龍虎榜（至 2015 年）
第一位

5A 鄧文通 1B 鄒瑋暄

第二位

1A 李顯熙 1C 夏錦浩 3A 劉嘉朗

第三位

1A 李日希

第四位

2A 盧秋錡 2A 蕭詠儀

第五位

1B 林耀煊 1C 黎浩明 2A 高力宏
用膠樽製造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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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話

麥錦華主席

3A 劉嘉朗家長

流星一閃即逝，我的一對兒女在李炳學校長大和畢業。
在這個大家庭內約有十五個年頭，真的有點傷感和不捨得。
我以主席身分與大家分享，相信也是最後一次了。

時光荏苒，不經不覺孩子已在貴校讀小學三年
級，身為特色小孩之家長，這三年既漫長難熬、每天戰
戰兢兢、有辛酸、有憂愁，但也有喜樂歡欣。
對一般小孩剛升上小學尚能應付，但對特色小
孩，實在有一定難度，就像一場戰鬥開始啟動，要重新
適應新環境、新同學，所有一切一切的新事物，同時段
地進駐其中，當中苦樂，只有老師與家長最為明瞭，感
受最為深切，幸得老師多方關注及體諒。
孩子有多方面需要協調學習，認知及鍛練。而這
些年來幸得老師們的諒解幫助下，辛勤終見曙光，現較
接近常規，這些都是無限的鼓舞，是師生互學互勉的
成果。而老師們有教無類的精神，亦是對小孩無形的恩
賜，遠勝於試卷上的得分。
家校合一、因材施教、師生互動，乃是全人發展
的重要取向，願李炳學校繼續秉持有教無類的精神，感
謝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深耕細作。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的支持與付出，無限感激。

我想分享的，是學校需要的「十樣」東西：
一間屋【校舍】
二個珍藏【校董會、家教會】
三角關係【老師、學生、家長】
四科皆精【老師們：中、英、數、通】
五湖四海【家長】
六種技能【激、讚、獎、罰、罵、哄】
七種心態【關懷心、愛心、恒心、耐心、勞心、掛心、無私心】
八面玲瓏【校長】
九形人格【學生】
十項全能【各老師】
相信各位同學們起點和終點大家都是不一樣，我覺得結
果排名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過程中有甚麼得益，各位同學，
努力吧！
對不起老師們，直到現在還記不清楚全部老師的名字。
祝老師們永遠身體健康！

家教會新春遊暨
步行籌款活動
日期：14-3-2015( 六 )
地點：山頂公園 ( 步行籌款活動 )( 上午 )
錦田鄉村俱樂部 ( 燒烤及遊樂活動 )( 下午 )
內容：1) 本校希望透過籌款活動，
以作推行本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2) 透過親子同樂活動，享受家庭樂。

步行籌款活動花絮

家教會新春遊活動花絮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2014-2015 年度
No. 收支詳情
1

收入

結餘

49.34

-

49.34

總結：

49.34

-

49.34

No. 收支詳情

收入

支出

結餘

1

承上結餘 (2013-2014 年度 )

34,968.44

2

會員費用 (2014-2015 年度 )

4,890.00

3

學校更換飲水器濾芯 2 套

4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
( 經常資助 ) 撥款

4,989.00

42,375.44

5

親子黃昏盆菜宴活動
(27/9/2014) 收入

9,600.00

51,975.44

6

教師參與親子黃昏盆菜宴
活動費用

1,200.00

53,175.44

7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
( 親子黃昏盆菜宴活動 )
津貼活動撥款

5,000.00

58,175.44

8

優質教育基金 ( 親子黃昏盆菜宴
活動 ) 津貼活動撥款

5,000.00

63,175.44

9

親子黃昏盆菜宴活動支出費用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
10 ( 家教會新春遊 2015) 津貼活動費
用 ( 時段：14/3/2015)

39,858.44

19,157.80
5,000.00

11

家教會新春遊 2015 活動
(14/3/2015) 收入

12

教師參與家教會新春遊 2015
活動費用

1,000.00

13

優質教育基金 ( 家教會新春遊
2015 活動 ) 津貼活動撥款

5,000.00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 ) 總結：

34,968.44
2,472.00

37,386.44

44,017.64
49,017.64

11,900.00

14 家教會新春遊 2015 活動支出費用

16

支出

承上結餘 ( 英文科代購圖書 )

20,325.00
88,547.44

41,954.80

46,59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