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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STEM 教育」

林嘉康校長

在李炳學校推行「STEM 教育」的由來
「STEM教育」的名稱可追溯到2015年，當時教育局推行「STEM教育」，向全港
每所小學撥出10萬元，至於如何使用該筆撥款及推行模式等問題則由學校自行決定。
因此，不少資訊科技教育機構均即時推出不少與STEM有關的項目及活動。剛巧，本人
於2016年5月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小學校長領導課程，當中包括到北京參觀「STEM
教育」的發展。整個旅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清華大學為推行「STEM教育」所建立的
「群體創新空間」。他們推行CAME(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for Education)課
程，以平面板材(包括木板/亞架力板)為主要材料，配合電子材料，學習難度降低了，但
又能做出三維作品，使學生真正能發揮創意。正是以上的原因，吸引了我依據CAME的方向在李炳學校推行
「STEM教育」。

李炳學校推行「STEM 教育」的計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實踐CAME課程的理念，首要的工作是運用了七萬多元買了一部鐳射
切割機，然後在去年暑假培訓教師，學習如何操作鐳射切割機。本學年正式推行「STEM教育」， 由於是起步
階段，目標主要是加強老師的信心及培養學生的興趣，有關計劃如下：
•

成立STEM小組，並進行校本教師培訓(2016/17)

•

利用課外活動時段，成立「非常學生之STEM小組」，教授學生操作「鐳射切割機」、「6合1工具裝
置」及「Rhinoceros繪圖軟件」，並利用有關器材及軟件製作各樣名牌、獎座及小型裝置

•

進行跨科專題研習，利用所添置的器材及軟件製作不同物品。本年度小五學生製作燈座，跨科科目包
括常識科、數學科、視藝科及電腦科。來年會於小五及小六繼續推行，跨科科目也是以上所述四科

•

「全方位學習日」進行校本科學活動/比賽(2016/17、2017/18)

•

參與校外科學活動/比賽，提升學生對STEM教育的興趣(2016/17、2017/18)

門牌製作

燈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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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STEM 教育」的中期檢討
由2016年9月到現在，「STEM教育」約進行了9個月，各項目均根據預期的計劃進
行，詳情如下：
• 成立了由五位老師組成的STEM小組，同時亦於課外活動小組成立了「非常學生之
STEM小組」
• 在老師的協助下，「非常學生之STEM小組」利用「鐳射切割機」為全校特別室製
作門牌；同時亦於本年度的運動會利用「鐳射切割機」製作特別的紀念品
• 以「製作燈座」為主題，在五年級進行跨科專題研習(常識科、數學科、視藝科及電
腦科)
• 在2017年1月舉行的「全方位學習日」中，於高年級(小五及小六)以STEM為主題，
舉行名為「活學steam‧活在teams之決戰李炳三道館」的學習活動，利用「鐳射切割
機」、「6合1工具裝置」及「Rhinoceros繪圖軟件」等工具/軟件來製作遙控船、爬行
機械人及乒乓球發射器。此學習活動喜獲星島日報及東方日報報導，詳情可SCAN
以下的QR CODE觀看
• 本年度「非常學生之STEM小組」參加了「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及「第二十屆
「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並在「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中獲得兩個銅獎
及「最巧妙設計獎」

運動會

紀念品

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展望未來
回顧過去一年，本校在推行「STEM教育」上確實下了不少功夫，成績亦初見成效。在2017/18年度，本
校繼續全面推行「STEM教育」，STEM小組會做好準備。除了依照計劃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外，李炳學校
亦會與叁維研創基地有限公司合作，於校內電腦室建立「3D研創基地」，將會擺放以下設備，供本校老師及
學生使用。

鐳射切割機

SLA 3D 鐳射打印機

CNC

電腦數

控雕銑

車床

感想
當你相信「STEM教育」是能幫助學生擺脫只讀書卻無法動手的桎梏；當你相信「STEM教育」是創客文
化與教育的結合，是基於學生興趣，以專題學習的方式，使用不同的工具及設備，藉此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團隊協作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一種素質教育；當你見到世界各地推行「STEM教育」已進入一個如火如荼的階
段，身為校長，必須把握這個機遇，將「STEM教育」成為李炳學校其中一個重點發展項目之一。
(鳴謝：於2017年3月上旬，本校有一位熱心家長捐出港幣二萬元正，用作推動學校「STEM教育」的發
展。在此衷心感謝該位家長的慷慨解囊，為本校的「STEM教育」打了一支「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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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全方位
「活出我個性」是本年度一、二年級「全方位學習日」的活動主題。活動內容
是希望同學嘗試根據自己本身的個性去挑選職業，又從參與不同的體驗活動，藉
此激發潛能及認清自身的個性。是次職業體驗有廚師、警員、消防員、運動員、
演藝家、農夫、科學家和寵物護理員等，齊來重溫他們的體驗活動！
賴錦華老師

小小科學家
職業簡介會

小農夫

個性大匯

演暨頒獎

小小消防員

禮

小廚師

寵物護理員
小小運動家

小小警員

演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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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

POEMS

自主學習是這次「全方位學習日」的特點，學生可以自行選擇活動及解難方式，
以平板電腦取得音符，譜出自己的樂章。學生在不同主題的房間玩遊戲和進行遊蹤活動，
學生藉遊戲和活動可以發掘個人才能，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各有長處，都可譜
出獨一無二的樂章。我們一起看看他們的學習過程及成果吧 !

靈活！

身手多

的
看我們

動動腦筋，走出密室

巧用工具，成功運送兵兵球

利用骨牌砌

耐心地製作黏土手工藝品

出心儀圖案

一展眼界和身手的機會來了！

碎片

尋找拼圖

宮中
合力在迷

任務了！

完成最後一個

在卵石路上擺出「ＰＯＥＭ」的字樣

同學們在專心地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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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樂章

大食會實

況

活學 S․T․E․A․M
活在 T․E․A․M․S
五、 六 年 級「 全 方 位 學 習 」 主 題 為「STEM」。 透 過 資 訊 科 技 (Rhinoceros,
RDWorksV8, 鐳射切割機 ) 和不同組裝工具，結合跨學科學習，讓學生體驗科探學習的樂
趣。學生能融匯各科的知識應用於設計之中。
五天的學習活動中，學生透過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探究科學原理、反覆實驗和測試，
親自動手拼砌和操作不同工具，將各科的知識和日常生活技能融匯貫通、靈活運用。
學生以挑戰道館打擂台為最終測試，這樣，大大地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正是
科探最重要的動力！學生亦能挑戰自我，發揮所學。

學生自我探索齒輪原理

障礙賽比試

爬行機械人的

海盜館：遙控飛船
海盜館：遙控飛船
試
最終擂台比
球發射器的

乒乓

學生正在探究摩擦力

學生運

用電批

指導下運用
學生在老師
路
火芮 雞焊接電

,組裝零

件

乓球發射器

陸道館：爬行機械人

空度館：乒

小組組員合作進行組裝
學生正在測試自己的裝置，並紀錄不
同角度下發射的距離

的擂台比試

遙控船最終

學生正在打磨木板製作裝置

學生親手利

用發熱線切

割發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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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推
書
好
師
老
本年度圖書組開展了「老師好書推介」的活動。這個活動在每月的首個循環周於閱讀課時進行，由老
師輪流向同學推介他們的心水好書。低年級及高年級的同學分別於DAY 2及DAY 4在禮堂聽老師的好書分
享。到現在為止，已經有10多位老師分享了他們的好書，老師們都花了心思，運用不同的介紹方法，讓同
學聽得津津樂道，有些老師甚至在介紹中加插了不同的聲效，讓同學仿如置身在書中，成為了書中主角，
聽得他們又叫又笑，非常投入。老師的好書介紹，大大提升了同學們閱讀的動機，每次老師分享後，圖書
館總會湧現一群「追書」的學生，爭相想借閱老師介紹的好書，而往往這些經老師介紹完的圖書，也會成
為該月借閱圖書的榜首。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樣，期待着下次的「老師好書推介」。

彭老師的分享生動有趣，連老師們都被吸引了。

看看同學們聽得多入神，仿如成為了書中的角色 !

2
1
4

李炳閱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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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閱讀日主題為「悅讀 越綠」，除了希望透過閱讀日的活
動讓學生認識環保的重要性及環保的方法，更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提
升李炳學生閱讀的興趣及分享閱讀的樂趣。

聲演，
紹，由老師
介
書
圖
題
主
迎
甚受同學歡

集體早讀，師生齊齊享受閱讀的樂趣 一年級
同學用雞蛋

盒製作環保小花盆

四年級同學用膠瓶製作花盆

四年級同

學用紙包
飲品盒製
作零錢包
既環保，
，
又實用。

五年級同學用木棒製作小盆栽

-書展

愛活動

同學最

老師利用圖

書介紹多肉
植物的種植
方法
及分享種植
心得

肉植物

的花盆種植多

自製
五年級同學用

製作的花盆

二年級同

賞他們用心

都很欣
二年級同學

學的鴨腳

草

二年級同學興奮地與他們的作品合照

物

六年

多肉植
級同學的

四年級同學的紫羅蘭

三年級同學正聚精會神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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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比賽

比賽項目

體育科

體適能比賽
2017年5月2日舉行了「學科比賽」，當天
中文科
進行比賽的科目有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普
P1-P2 詩歌創作比賽
數學科
通話科及體育科。比賽當天，學生在各科的比賽
P3-P6 作文比賽
全港小學數
中，都全力以赴，認真積極，務求在比賽中脫穎
學(校內)比賽
而出，我們看看當天比賽的情況及學生得獎的作 普通話科
英文科
2016
品。
聽辨能力比賽 首尾「FULL」
英接龍比賽

前伸

坐地體

耐力跑(分6分鐘或9分鐘)

仰臥起坐

學生得獎作品
一乙

楊海駿

寶寶可以盪秋千，

我總是靜靜地站立在一旁，默默地工作，可是我總是被人遺忘。人類
把又髒又噁心，還帶着惡臭的垃圾胡亂拋棄，導致街道滿是垃圾，令我
失職。

爺爺可以下象棋，
一家大小好歡樂。

我還有一個煩惱，人們每次經過我身旁時，會把垃圾扔到其他地方，
不會扔進我的口中。有一次，有一個小女孩吃完香蕉後往我的口一扔，
結果沒扔中，卻給我戴了一頂「黃帽子」，真是令我生氣！為甚麼他們
不肯把垃圾放入我口中呢？這樣既能把我餵飽，又能令街道減少垃圾。

大樹，大樹，好可憐，
砍樹毀林毀家園，
小鳥、小蟲沒處去，

人類啊！人類啊！為了我們美麗的地球家園，請把垃圾放入我口中
吧！為了能呼吸清新空氣，趕快把亂扔垃圾這壞習慣改掉吧！

水土流失成沙漠，
我要植樹還造林。

參觀活動

P.5 TPark 源區

8

李英倩

我是一個小小的垃圾箱，我的朋友可謂遍佈天下，別看我是個小小垃
圾箱，我有很多煩惱呢！

可以建屋，可乘涼，

校外活動

六甲

垃圾箱的自述

大樹，大樹，真是好，

P.6 TPark 源區

P.6 TPa
r

k 源區

綠色校園活動
本年度學校增設了塑膠分類活動及節能模範班比賽，藉此讓學生實踐環保。以下分享綠色校園活動及環保尖子活動！

塑膠分類活動
透過空白課節時段讓
學生認識塑膠的類別，並
學習如何分類回收。同學
可將家中的塑膠廢品帶回
校進行分類。而環保尖子
在上課後活動時，會收集
積存一周的塑膠品回收。

地球一小時校園版

「傳承惜食」計劃銀獎 (2017-04-27)

為響應3月25日「地球一小時」活動，
在3月24日在學校舉行校園版活動，全校在
午膳及小息期間關掉所有燈及不必要電器。

本校積極減少廚餘而獲得此榮譽。環保尖子於
午膳後處理廚餘，然後放進廚餘機發酵成種植肥
料，並將這些肥料用於校園園圃種植。

圖書、校服回收活動 (2017-02-11)
家長或學生於當天把已清洗乾淨的舊校服及沒有破損的圖書帶回校以作捐贈，而家長或學生也可在校選取合適的衣服
及圖書。

節能模範班活動
讓學生體驗環保的重要，在校園推動減少用電及垃圾，培養學生良好的環保生活習慣。

階段
12 月 /2016
1-2 月 /2017
3 月 /2017

P.1-2( 冠軍 )
1B
1A
2A

P.3-4( 冠軍 )
4A
3C
4A

P.5-6( 冠軍 )
5B
5B
5A
9

7
1
運動會暨親子同樂日
0
2

賴錦華老師

在2017年3月3日的上午，是我校運動會的大日子，整個上午也洋溢着同學
及老師為運動健兒的打氣聲及歡呼聲，此起彼落，就像一個小型的「奧運會」
。 運動會接近尾聲時，大會安排了校長、教師、舊生和家長合演4X100米接力
賽，把活力及體育精神延續至完場的一刻……為運動會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當天令人難忘的畫面，一起重溫吧！

全情投入，拼命地跑
運動員比賽的英姿

嘉賓及校長頒獎，同學喜上眉梢

師生親子遊戲及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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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師生接力賽賽前合照

我們的 休整日
一至三年級：
( 副主題：感受周邊的環境 )

一乙
迪欣湖

我校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為全
校學生舉辦了首次的「休整日」活動。我校希望透過
這次休整日的活動，讓學生在上學期完結的時候，能
有機會整頓心神迎接下學期的新挑戰，亦希望能讓學
生透過活動感受到周遭環境帶給他們的恩惠，從而培
養出一份感恩的心，朝向積極正向的身心靈發展，體
現本年度訓輔主題:感受‧感動‧感恩。
以下是各級「休整日」的活動花絮：

小二
馬鞍山公園

小三
香港公園

一甲
寶康公園

四至六年級：
( 副主題：感同身受獻社群 )

小四
牛池灣公園
(任務：拍攝「我愛香港」短片)

小五
南丫島
(任務：清潔郊野)

小六
九龍婦女福利會幼稚園+花墟
(任務：傳承農曆新年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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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龍虎榜
1 比賽日期：2016年12月18日
比賽名稱：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備稿說故事
獎項
總亞軍

參賽學生
3A 黃址珊

2 比賽日期：2017年1月17日（六）
比賽名稱：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獎項
最突出
雀烏帽子
設計優異獎
全場亞軍
全場優異

大搜查-亞軍及優異

參賽學生
相思：5A黃曉晴、5A李偉恩、5A林東慧、5B陳建政、
5B鄭海華
鳳頭鷹：6A黃啟星、6A鄭佩婷、6A陳栢廸、4A黃朗熹、
4A高儉彬
普通翠鳥：5B葉禹佟、5B顏仁浩、5B鄧小雯、
5B鄭銳桄、5B王露
鳳頭鷹
相思

大搜查-普通翠鳥

大搜查-相思

3 比賽日期：2017年1月21日（六）
比賽名稱：獅子盃科技日比賽
獎項

參賽學生
5A詹文賓、5A馮業增、5B盧政宇、5B庄子豪、
銅獎2個
6A鄭佩婷、5A梁芷欣、5B鄧小雯、5B鄭銳桄
最巧妙設計大獎 6A鄭佩婷、5A梁芷欣、5B鄧小雯、5B鄭銳桄
全場最受歡迎獎 6A鄭佩婷、5A梁芷欣、5B鄧小雯、5B鄭銳桄

4 比賽日期：2017年3月12日 (日)
比賽名稱：香港國際標準舞比賽
獎項
優異獎

參賽學生
4A 蕭詠儀、2A蒲彥霏

5 比賽日期：2017年3月18日 (六)
比賽名稱：孔仙洲盃小學跳繩比賽2017 – 扶輪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九龍分區賽)
獎項
參賽學生
4X30秒接力賽項目亞軍 1B 周劍鋒、2A 勞逸鳴、2A 黃梓軒、2B 馬文軒
男丙全場總季軍
1B 周劍鋒、2A 周朗鋒、2A 勞逸鳴、2A 黃梓軒、2B 馬文軒

6 比賽日期：2017年3月26日
比賽名稱：「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全國總決賽
獎項

參賽學生
1A 鄭皓婷、1B 程錦婷、1B 楊海駿、
三等獎 4A 黃朗熹、5A 黃滕杰、5B 顏仁浩、
5B 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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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日期：2017年4月2日(日)
比賽名稱：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香港區）
進階選拔賽
獎項
優異獎
三等獎
二等獎
一等獎

參賽學生
1A 葉詠詩、1B 程錦婷、1B 黃崇殷、
1B 楊海駿、4A 黃朗熹
3C 李晉傑、4A 高儉彬
1A 鄭皓婷、5B 顏仁浩
5A 黃滕杰

8

比賽日期：2017年4月6日 (四)
比賽名稱：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獎項

最佳成績學生
取得滿分學生
成績優異學生

9

冠軍
最佳表現學校獎
踴躍參與學校獎
參賽學生
4A 潘廸尹、4A 高儉彬、5B 鄭銳桄、5B 王露、5B 庄子豪
5B 鄭銳桄
4A 潘廸尹、4A 高儉彬、5B 王露、5B 庄子豪

比賽日期：2017年4月23日 (日)
比賽名稱：2016-2017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
賽-港島及九龍小學男子組
獎

項：殿軍

10

比賽日期：2017年4月27日(四)
比賽名稱：「傳承惜食」計劃
獎

項：銀獎

11 比賽日期：2017年4月30日(日)
比賽名稱：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獎項
銅獎

12

參賽學生
1A 閆子銘

比賽日期：2017年5月5日 (五)
比賽名稱：小學STEM探究展覽 – 常識百搭
獎項
評判大獎
傑出獎

參賽學生
5A 黃曉晴、5B 鄭銳桄、5B 陳建政、
5B 葉禹佟、5B 鄧小雯、5B 王露

比賽日期：2017年5月7日 (日)

13 比賽名稱：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7
獎項

參賽學生
1B 張宛菘、1B 周劍鋒、2A 周朗鋒、2A 黃梓軒、
男子總季軍 2A勞逸鳴、2B 馬文軒、3C 陳煥朗、3C 呂凱狄、
4A 陳建輝、4A 黃朗熹

14

比賽日期：2017年5月13日 (六)
比賽名稱：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 小學閃避球邀請賽2017
獎項

參賽學生

4A 高檢彬、黃朗熹
男子組冠軍 5A 胡家軒、馬子杰、詹文賓
5B 馮業增、韋世濠、吳鏜峰、鄭海華、盧政宇

15

比賽日期：2017年5月13日 (六)
比賽名稱：2017君域扶輪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獎項
參賽學生
男子丙組
1B 周劍鋒、2A 周朗鋒、2A 勞逸鳴、
全港團體總殿軍 2A 黃梓軒、2B 馬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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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中文科
《談交友》

六甲

李俊興

朋友是每個人生活不可缺少的，無論是看電影還是玩遊
戲，有朋友陪伴總比自己一人來得有趣，所以我認為交朋友
是很重要的。交朋友要注意以下幾項：
第一、交朋友要是交到學養好的人，你就可以虛心地向
他請教，把問題或困難解決。這樣，不但可以把困難解決，
而且還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第二、交朋友可以訓練自己的社交能力，這樣能讓朋友
愈來愈多。另外，跟朋友一起做事情，效率會更快，例如：
寫功課、清潔地方、做專題研習。因此，我們也要成為別人
的好朋友。
第三，和朋友相處要坦誠相待，彼此要交心和肝膽相
照。《中庸》寫道：「待人以誠，感人以德，交人以善，這
是率性之謂道。」
交朋友也要看交的是益友還是損友。何謂益友？以真感
情、真誠、義氣來交往才是益友。何謂損友？見利忘義，貪
圖富貴，賣友求榮的無疑是損友。
古語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總之，交朋友也
要分清楚益友和損友。益友可以讓我們進步，損友卻讓我們
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一場誤會》

盧梓婷

一個晴朗的星期五，是學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我們來到了九龍仔運動場，大家都很
興奮。
同學們熱身後，跑步比賽馬上進行。站在跑道上的小剛精神抖擻、生龍活虎、信心十
足。我也趕快跑到起點準備。
裁判員的信號槍高舉，喊道：「各就各位！」一聲槍響，我和小剛就像離弦的箭似的
一樣往前衝。跑着跑着，小剛領先了幾步。眼看他快到終點，我焦急地向前跑，一不小心絆
倒了。小剛連忙扶我起來，我急忙地說：「你快點跑向終點吧。」小剛說：「友誼第一，比
賽第二。」
這一幕同學們看到了，他們都熱烈地鼓掌，為小剛歡呼！

三丙

《到海灘去》

鄭紫月

上星期日，我們一家人到黃金海岸玩耍。
當天的天氣非常炎熱，太陽像個熾熱的大火球。風兒就像個魔法師，它能把雲兒變成冰
淇淋、小狗、小貓……
海灘上人山人海，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位置擺放物件。接着，媽媽去曬太陽，爸
爸、哥哥和我一起去聽藍晶晶的海浪嘩啦嘩啦地唱夏天的歌兒。然後，我在灼熱的沙上拾貝
殼，我拾了許多七彩的貝殼。接着，我和哥哥一起去海邊嬉水，我們渾身都濕透了，但是我
們玩得很開心。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就日落了，我們要回家了。我捨不得離開，因為我玩得實在太開
心了，希望下次還會來黃金海岸玩耍呢。

1A Ho Suk Kwan, Miranda
《Pandas》
Pandas have black and white hair.
They have paws.
They have short tails.
They have small eyes.
They have big mouths.
They have small ears.
They have big noses.
They eat bamboo.
They are cute.
They are happy.
I love pandas.

3A Lee Hin 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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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正愜意地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當我看得津津有
味的時候，忽然聽到從大姐房間裏傳出來的尖叫聲，我並沒有理會，而媽媽就走
到大姐的房間詢問她怎麼了，大姐泣不成聲地說：「我……我的指環不……不見
了」大姐剛斷斷續續地說完，又抽泣起來。
媽媽聽了之後，就叫來了三姐和三姐夫，一起幫大姐找指環，她們幾乎找
遍整個屋子了，卻還是沒有發現。「會不會是大姐在外面丟失？」三姐向着媽
媽說：「媽媽，大姐今天外出過嗎？」「王蓓今天都沒有出去，不可能丟在外面
的。」媽媽說，大姐站在一旁心急如焚，一句話也沒有說，大家也都靜了下來。
這時，媽媽看到我悠閒地躺在沙發上，就逼問我說：「王露，是不是你亂
翻大姐的東西！」我無辜地看着媽媽，「你憑甚麼說是我弄丟的。」「誰讓你平
時喜歡翻別人的東西，不是你還能是進！」「哼！不分清紅皂白就說我翻大姐的
東西，有本事你找出實際的證據啊！」「你這個女兒！」我心裏非常委屈，為甚
麼媽媽隨便懷疑我，明明不是我。眼淚在我的眼眶裏打轉，但我忍住了，不讓眼
淚掉下來。媽媽開始發怒，而且想打我了。三姐和三姐夫都怕自己去勸媽媽，會
變成火上澆油，便退到一旁去了。而大姐卻站了出來勸我和媽媽，我見大姐都這
麼說了，就告訴媽媽：「你等我把指環找出來，就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弄丟了。」
說完，我就興沖沖地去找指環了，牆角的縫隙，桌子底下，我一一都不放過，最
後，經過我千辛萬苦地搜查，終於在沙發的縫隙裏找到了指環。
看到我找回了指環，媽媽才明白是她錯怪了我，便向我道歉說：「作為媽媽
不應該隨便懷疑自己的子女的。」大姐也向我道歉，被人冤枉的感受真的不好，
雖然我心裏有點難受，但更多的是開心。

三甲

《跑步比賽》

五乙

1A Ngo Ching Yue, Abigale
《Pandas》
Pandas have black and white hair.
They have paws.
They have short tails.
They have big mouths.
They have small eyes.
They have small ears.
They have small noses.

《My free time activity》

Hi! My name is Anson. I live in Hong Kong.
In my free time I like cycling with my parents in Sha Tin on
weekends. I like cycling in Sha Tin because it's near my home. I usually
take the MTR. I like looking at the small houses on the way. I always
cycle after ﬁnishing my homework. I am happy because I can see many
red ﬂowers on the way. Finally, I think cycling is fun and healthy.

《神奇的土地》

五甲

羅晨航

一天，我在想：好想收藏很多很多本書啊！我又
再想：我可以在我家的神奇土地裏種一棵圖書樹啊！於
是我把一株從植物店買來的樹苗插進一片發光的、神奇
的土地裏，然後在它旁邊閱讀圖書。
第二天，我還是做完功課後坐在樹苗旁邊看書。
看着看着就快要晚上十一點了，回到家後還要看。最
後，我終於因為太累睡着了。
第三天，樹長得很高，我都碰不到樹葉了。我在
學校時，心想：我可以讓樹矮一點嗎？它能橫向生長的
話，便可以變成一個「書架」。於是我請求很多同學到
圖書樹旁跟我一起閱讀。放學後，我把同學帶到圖書樹
前，然後把很多書橫放，跟着和同學一起閱讀。
第四天，樹明顯矮了，又橫向生長，樹上有很多
書，我讓同學隨便取書看，還捐了一些給圖書館。
為了不讓樹和葉枯萎，我還堅持着每天都看兩本
書呢！

英文科
2A Lao Lawrence
《My new friend》
Tot is my new friend. He is six
years old. He is hard-working. He helps
at home. He folds the clothes, puts
away the toys, sets the table, clears the
table, walks the dog, feeds the dog and
dusts the shelves. He feels good.

2A Ng Ka Yan
《My new friend》
Flowers is my new friend. She is
eight years old. She is helpful. She
helps the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She helps at home. She mops the ﬂoor
and hangs up the washing. She is a
good girl. She is very happy.

3B Lam Kam To
《My favourite weekend
activity》
Hi! I am Toto. My favourite weekend
activity is running. I like running because
it is fun. I like going to the park because
it is big. I like running with my friend. My
friend likes running too. I feel very happy.

3C Ralf Lauren Lee
《Stone soup》

4A Cheng Hoi Man, Hazel

Henry and Jane go to a small village in
the morning.
A villager and a woman walk past. He
brings some onions. She brings some pork.
Finally, the soup is ready. The soup
tastes yummy. Everyone feels happy and full.

4A Gao Kim Pan, Eddie
Mandy had bad eating habits. She ate a lot of junk food and meat but she didn't
eat vegetables. Her mum advised Mandy to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less meat. But
Mandy didn't listen to her mum's advice.
Mandy's family had buffet dinner one day. Mandy's mum and dad ate a lot of
vegetables and a little meat. But Mandy ate a lot of meat and no vegetables. Mandy
ate a lot of cakes and ice-cream. She drank a lot of cola too.
At night, she felt sick. Her family knew Mandy was sick. They decided to take her
to see the doctor the next day.
Her family took Mandy to see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Mandy, you have bad
habits. You need to eat less meat and junk food. You need to drink more water. You
need to eat more vegetables, ok?" Mandy said, "OK, thank you so much." Then, Mandy
ate a little meat and junk food. She drank a lot of water. She ate a lot of vegetables too.
She didn't feel sick. Now, she is healthy.

5A Li Wai Yan, Rachel
《Sam tells a lie》
One night Sam was playing online games but he didn't ﬁnish his homework when
it was half past eleven. The next day, Miss Chan asked, "Sam, how did you break your
arm?" Sam said, "I was sweeping the ﬂoor when I broke my arm."
Three minutes later, Miss Chan said, "We will go to Ocean Park later but Sam
can't go because he broke his arm." Sam was sad and scared because he loves
Ocean Park and Sam stayed at school. Finally Sam told a lie to Miss Chan. Sam
was shy. Miss Chan forgave him and let him go to Ocean Park. Sam learned that he
shouldn´t tell lies anymore.

Mandy had bad eating habits.
She ate a lot of junk food. Her mother
advised her to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fruit. One day, they went to have
a buffet dinner. She ate a lot of cakes
and ice cream. She drank a lot of cola.
She felt sick at night. Her parents took
her to see the doctor. After that, she
has a good and healthy eating habit.

6A Wong Chung Yi, Doxa
《A horrible natural disaster》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a natural disaster— earthquakes.
There was a serious earthquake in
Japan in 2011.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people
were living in very bad conditions.
There was not enough food for
people to eat because the earthquake
destroyed the crops. Also, it killed
many people. The people lost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Furthermore, it
destroyed the homes of many people.
Often people had to live in aid camps
but the aid camps were very crowded.
We can help them in many ways.
We can donate money to the charities
so that people can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Also we can donate clothes so
that they can wear new clothes.
I hope the people can become
healthy again very quickly.
That's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Thank you!

視藝科

變色龍 1B 馬伊沙

彩雞 1A鄭皓婷
小雞 1A 陳彩琳
奔馬 4A 蕭詠儀

半真半假 2B 梁苑詩

傳承惜食 5A 梁芷欣

一筆畫 3A 劉靜書

星夜 4A 黃明金

建築物線條 5B 鄭銳恍

建築物 5A 黃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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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及校友的話
老師的話

李韻芬老師

在機緣巧合之下，我在今年度有幸成為李炳學校的一份子，更成為可愛
的一年級學生班主任。
在李炳學校，我和一年級學生有着相同的共通點，就是要學習適應這所
陌生的學校。因此，不只是學生每天在學習新事物，對於我來說，每天也像
學生一樣面對著不同的新挑戰，與他們一起經歷快樂的、傷心的、辛酸的
事，也與他們一起成長。
我曾聽過一位同事說：「李炳學校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這句說話
我不得不認同。李炳學校有的是老師的用心、多元的活動、完善的學習環
境……，學生能汲取不同的經驗，面對未來種種挑戰，相信他們一定能戰
勝。
不經不覺，已經到了五月，一個學年快要結束，學校、學生和同事的臉孔也由陌生變為熟悉。看
着一年級的學生經歷過跌跌碰碰，由甚麼都不懂的小幼蟲、備受保護的蛹慢慢地成長，然後破蛹而
出，繼而張開雙翼，自信地飛翔，作為班主任的我，感到非常滿足。
我期望接下來的日子能繼續與學生們經歷所有的喜怒哀樂，陪伴着他們在校園健康快樂地成長。

老師的話

袁健偉老師

大家好，我是袁健偉老師，認識我的同學都知道，我非常喜歡做
運動，但你知道我喜歡做運動的原因嗎？
由於自幼我就體弱多病，常因哮喘而進出醫院，所以我的媽媽為
了令我身體強壯，開始讓我接觸不同的運動，培養良好的習慣。天
生好動的我當然大感高興，做運動除了令我身體健康外，更帶給我
不同的刺激感。
我曾經參加過不同種類的訓練及比賽，例如游泳、柔道、欖球、
桌球、泰拳、籃球、足球、閃避球等，但近來我開始接觸長跑訓
練，在訓練當中，可以加強心肺功能，培養耐性，提升專注力。由
於長跑訓練不像其他運動般受天氣、場地的限制，即使在忙碌的工
作中，我都可以抽空練跑。到現時為止，我仍然保持每星期兩次的
訓練，不斷的努力是會有收獲的，而成績亦慢慢進步。
希望同學也能夠尋找到自己喜歡的運動（或目標），堅持努力練
習，慢慢就會取得成功。

校友的話

陳榮傑

時日飛逝，轉眼間，原來已告別母校十四載。先介紹自己，本人是李炳紀念學校20012002學年畢業生。中文教育學士畢業後，便開始於到校教育中心擔任課程統籌主任，為全港
約100間中小學服務，提供全面的到校課程。現時亦為李炳紀念學校本年度說話藝術訓練班
的導師，負責教授學弟學妹中文說話技巧，訓練學生朗誦和講故事，改善學生的溝通表達能
力，提升自信心。
回想起我的「李炳」小學
歲月，一切從小四下學期開
始。當時因家庭問題我由新界
搬遷到九龍定居，亦因此轉校
到李炳紀念學校。「適應」成
兒時李炳學生相
為我當時最大問題，面對同
學、朋友、老師和學習環境的轉變，加上年少的躁動不安，
因此當時成績「一落千丈」，與同學相處亦未如理想，自我
形象低落。幸好，當時學校安排我進入「啟導班」上課，讓
學習能力遜色的同學能於語文課節被抽離作小班學習，老師
悉心的教學和輔導，加上合乎學生需要的「校本」教材，令
我的學習情況得以改善，小伙子亦成長起來，勇於接受和適
應新環境和挑戰，受用一生。
今年因工作關係，機緣巧合地重返相隔十四載母校。看
見當年教授我「電腦科」的林Sir，即今天的林校長；以及
當年教授我「普通話科」的陳老師，即今天於說話藝術訓練
班一起共事的陳主任，回憶以及感恩之情隨即泛起。感激母
說話藝術訓練班照片
校的教導，亦很高興可以重返母校，為栽培學弟學妹出一分
力。希望學弟學妹能同樣勇於接受和適應新環境與挑戰，勇
敢地探索未來，創造人生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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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回收
家長支援系列課程
【種籽爸媽積分簿】
3月中特別邀請到麥潤
這學期快要結束
了，曾經參加【種籽爸
媽計劃】的家長敬請
留意計算本年度積分日
期，預期在7月初送出
禮物，千萬不要錯過！

壽教室創辦人麥潤壽先生擔
任主講嘉賓，主題【迎接青
年新世代 做個父母新一
代】。當天，麥Sir分享成長
經歷，生動有趣，能幫助家
長建立良好親子關係，家長
得到不少啟發。

家長專心地聽麥Sir分享

家長網絡聚會
換個心態，讓自己也動起來！其
實休息並不僅僅是在家裡空待著，通
過家長網絡聚會緩解壓力，暫時遠離
緊張的生活。讓自己的大腦放空一
下，展現快樂，孩子會感覺到的，何
樂而不為？
網絡聚會多做手工藝，2016年12
月至今年4月，分別有禪畫、手工香、
珠子製作及迷你花盆，家長都積極參
與，作品藝術質素超乎想像呢。
照片中的家長似乎來了很多次呢！

麥Sir與陳校董、
林校長合照

與嘉賓來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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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互動系列工作坊
12月舉行了手造種籽紙工作坊，當
天，多名同學和家長一起用天然材料做「種
籽紙」，這個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參加者把製
作好的種籽紙送給身邊的人，又期望每一位
學童透過活動能多與別人交流、溝通。學生
學習種植之餘，更學會不要浪費紙張。
我們在4月參觀「448農莊」，同學和
家長在風和日麗的日子一起享受大自然的美
景，然後在溫室採摘蕃茄，並且立即品嘗。
之後，大家吃自己親手製造的冰淇淋，冰涼
透心。農莊員工於午膳後，又贈送熱騰騰的
爆谷給遊人，大家盡慶而返。

在「448農莊」摘蕃茄

在「448農莊」製冰淇淋

參觀「448農莊」，先來個大合照

製造種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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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主席的話

張翠盈主席

時間飛逝，不經不覺我已加入家長教師會差不多兩年了。過去的日子，在家教會工作，我深深感到家校合作的重要
性，明白到學校培育學生成長的付出，是希望每一位學生能在一個舒適、理想的學習環境下愉快地學習。每一年家教會都
舉行不少活動，全賴各位家長無私的付出，用心的幫忙，才令各活動可以圓滿地結束。
家教會是學校與家長溝通的橋樑，也是家長了解學校運作的渠道，通過參與家教會的義工工作，也可以大大增進家長
和學校間的關係；通過參加多元化的活動，家長融入學生的校園生活，與學校攜手共同培育下一代。
在此我衷心感謝家長對李炳紀念學校的支持，亦感謝家長對我的信任。謝謝！

家長教師會新春遊
日期：2017年2月25日(六)
地點：「五個小孩的大叔」取景點（坪輋壁畫
村、四季繽紛插畫）、大棠賞紅葉、上
白泥生態農莊
內容：是次活動與旅遊公司合辦，安排了一天
的行程。當天雖然天氣寒冷，氣溫只得
10度，但無損一家出遊的興致。行程
適合一家大小，參加家庭也拍了不少相
片，看了相片，勾起了當天的回憶！十
分期待下一年的新春遊活動呢！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No. 收支詳情
1
承上結餘(英文科代購圖書)
總結：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16-2017年度

收支詳情
承上結餘(2015-2016年度)承上結餘(2015-2016年度)
學校更換飲水器濾芯2套學校更換飲水器濾芯2套
改建家長資源中心費用
會員費用(2016-2017年度)會員費用(2016-2017年度)
親子黃昏燒烤營活動(24/9/2016)收入 (156人X$100)
教師參與親子黃昏燒烤營活動費用 (23人X$100)
親子黃昏燒烤營活動支出費用 (營費、燒烤費及旅遊車費)
會員費用(2016-2017年度) - 插班生會員費用(2016-2017年度) - 插班生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親子黃昏燒烤營)津貼活動費用(時段：24/9/2016)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經常資助)撥款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經常資助)撥款
家教會新春遊2017活動(25/2/2017)收入 (139人X$130 + 1人X$60)
教師參與新春遊2017活動費用 (12人X$130)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計劃(新春遊2017)津貼活動費用(時段：25/2/2017)
新春遊2017活動支出費用
會員費用(2016-2017年度) - 插班生會員費用(2016-2017年度) - 插班生
(截至2017年5月15日)總結：

家長校董的話

收入
49.34
49.34
收入
55,194.98
5,820.00
15,600.00
2,300.00
60.00
5,000.00
5,267.00
18,130.00
1,560.00
5,000.00
630.00
114,561.98

支出
支出
2,580.00
17,074.00

24,955.00

23,706.00
68,315.00

結餘
49.34
49.34
結餘
55,194.98
52,614.98
35,540.98
41,360.98
56,960.98
59,260.98
34,305.98
34,365.98
39,365.98
44,632.98
62,762.98
64,322.98
69,322.98
42,616.98
46,246.98
46,246.98

陳舜儀女士

林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大家好！
我是嘉朗伯娘，相信很多家長也曾在李炳學校聽過我這稱號。
我是五年級學生劉嘉朗的家長。孩子從小一讀至小五了，合指一算，剛好是五年，在這五年中，我有幸成為家教會成
員，現在更成為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兩者均承蒙各家長的投票支持，真是萬分感謝！兩個角色都是家長的代表，也是學
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家長校董是為家長服務的蹊徑，我參與校董會會議，表示我在更多的學校管理決策事務上能反
映家長的意見。我會力求達成我在競選意向書時作出的承諾，相信這樣才能得到家長的尊重。
我明白一所融合教育學校，學生的學習差異很大，校方在思考教學課題上有一定難度，而校方亦曾作出不同的嘗試，
使教學靈活互動。我更感欣慰的是見到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被善待，他們既守規，也十分受教。
希望我作為家長與學校間的橋樑工作能獲得家長認同及校董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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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雯主任

畢業 生又傳 來 喜 訊

最近 ，學校再度接獲多間中學的來信，表揚本校畢業生的表現，實在令人鼓舞。
畢業生羅慧婷及趙芷琦屢獲嘉獎，實在是本校學生的學習榜樣。
本校會繼續以人本教育的精神，悉心栽培不同能力的學生，好讓他們能發揮潛能，展現美好的素質，又會建立學
生的正確人生觀及價值觀，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造福社羣。

小學畢業年份

學生姓名

所獲獎項
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資助，萬鈞教育基金協辦「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
油尖旺區校長會油尖旺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金獎

2011

羅慧婷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學生選舉優秀學生獎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聯會第八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
元朗青年商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學生選舉十大學生
中國教育學會第七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一等獎
First in Form, True Light Scholarship (2015-2016)(所屬中學)

2011

趙芷琦

Best Improvement in Form,TLGC Alum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2015-2016)
Student Linguist (Chinese)of the Year, HK$1,000Scholarship(2015-2016)

2011

鄭珊珊

Best Performance in Chemistry (所屬中學)

2013

張綺娜

Best Performance in Technology & Living (所屬中學)

2014

陳琬婷

2016

李佩芝

Multi-faceted Excellence Scholarship: Hong Kong St.John Ambulance Brigade Youth
Command (H&K)-Inter-Divisional Competition (Unicorn League)-Overall Champion

2015

葉庚鑫

蘇志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學金(所屬中學)

本校相信還有其他畢業生努力不懈，在學業成績和不同範疇爭取卓越的表現。期望本校的學生以學兄學姐為榜
樣，力爭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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