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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香港首任副華民政務司李孑農先生，與一群熱心社會服務的同事、好友成立了「香港勵志
會」。四十至六十年代，會員主要於工餘時間參與難民營的義務工作，七十年代香港迅速發展，開始協助政府辦學，於柴灣
開辦首間學校，備受肯定，為柴灣最受歡迎及家長信賴的學校之一；1994年，柴灣勵志會馮瑞璋小學因屋村拆卸重建，政府批
准勵志會於筲箕灣開辦「梁李秀娛紀念小學」(捐建人梁潔華博士為紀念母親梁銶琚夫人李秀娛女士，把學校命名為勵志會梁李
秀娛紀念小學)。

學 校 概 覽

     
      卓越的領導、

     
      

  優秀的團隊、傑出的學生
勵志會的歷史—

沒有完美的個人  祇有完美的團隊

學校一直秉承勵志會有教無類，重視全人教育的辦學宗旨。

校長領導優秀的教師團隊，熱誠而富愛心，因應孩子、學校不同的發展需要而不斷持續變革，追求教學創新，以滿足孩子不同
的學習需要，為學生打造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課外活動及服務學習，使每一位學生有盡展潛能的機
會，讓他們的學習、創意、批判及溝通等能力持續發展，得以在小學階段建立穩固的基礎；本校學生常流露有禮自律、積極自
信的良好生活態度，學校在校外評核時，學生成就及成長的支援這方面獲得優異的評價(14個評核範疇共獲5優8良佳績)，令人
鼓舞。

關愛足跡滿廿載，滿懷自信創未來

●  中英語文的課程發展：繼連續三年的中文發展計劃後，<推動閱讀>為2012-2014三年關注項目，撥款近50萬發展英語
閱讀及寫作計劃 

●  歷屆校際朗誦節中、英文集誦戰績彪炳：中文及英文分別奪得7次冠軍及多次亞、季軍

●  在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取得豐碩成果：最近五年，四度獲得粵語組冠軍、及其他不同組別獎項

●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總冠軍(2012)
●  香港學校戲劇比賽(英語話劇)：榮獲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合作及最佳舞台效果獎等13個獎項(2011(4)、
2012(4)、2013(5))

●  音樂隊伍成績卓越：合唱團、節奏樂隊、小提琴、牧笛隊及個人比賽等歷年來於校際音樂節曾多次奪得冠、亞、季軍榮譽

●  體育隊伍戰績彪炳：六十位中國武術隊成員，於香港武術聯會主辦的公開組比賽，在長拳、南拳、五步拳、刀術、劍
術、槍術比賽(集體及個人賽)，連續六年蟬聯團體賽總冠軍，共奪超過一百個不同獎項

●  田徑隊隊員於港島東區小學學界田徑比賽、東區田徑分齡賽、友校接力邀請賽共奪17冠11亞11季6殿優異成績(2012-2014)

●  東方舞初級組及高級組同時榮獲校際舞蹈節甲等及優等獎(2012-2014)兩年內共奪3項優等獎(冠軍)及3項甲級獎 

優秀的團隊、傑出的學生、學習成果美滿

多元課外活動、服務隊伍、培育學生全面發展

●  擴闊視野：三年來往北京、上海、廣州、東莞、青島、佛山、澳門學習考察的同學超過三百人次
●  小童軍及幼童軍共五隊(超過100名隊員) 
●  兩隊<公益少年團員>以<認識、關懷、服務>為奮鬥目標: 連續十年獲東區學校堆沙比賽冠、亞軍；曾五度榮獲<東區最傑
出團員獎>，獲派往大連、北京、星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交流學習

●   <服務學習先鋒隊>：以<服務學習>為己任，透過服務及影片製作，肯定及鼓勵老師及同學的努力，提高同學的歸屬感
●   <風紀隊>、<少年警訊隊>、<伴讀大使>等多個服務隊伍，培養同學樂於學習、勇於承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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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領導、

     
      

  優秀的團隊、傑出的學生

交流分享、共育成果

校長訪問澳門聖保祿中小學觀課後留影

香港島校長聯會校長聯會執委
校長澳門大學教育交流

校長擔任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東區委員會副主席
校長訪南昌與南昌大學校長留影

義工服務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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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本校在學校政策、資源策劃和管理方面皆建立妥善的行政系統，以確
保有效地運用資源，切合學生需要，提升管理效能。學校更透過各種專業
發展及培訓，提升教職員的專業素質，促進優質學校的發展工作。2005年
教育統籌局質素保證組到校進行校外評核，十四項目中共獲5優8良的超卓
成績。2009年2月教育局質素保證組分部重點視學，高度讚揚中文科各範疇
表現不俗，在課堂上能充份體現「合作學習」的精神。2011年3月教育局質
素保證組外評隊進行全校評核，給予各評核範疇高度評價。

2014敬師日表揚狀頒發

教學交流取長補短

廿周年校慶大匯演

為教與學創造空間
學校靈活運用「學校發展津貼」配合學校發展，聘請額外人手如英語

外籍教師、教學助理、校務助理、校外導師及教練；此外更與專業機構合
辦歷奇營訓練、境外遊學活動、成長輔導、課後功課輔導、暑期補課及暑
期活動班等計劃，提升教學效果。

九月開放日幼稚園學生參觀

2014長者中心新年揮春獻愛心

培理幼稚園參觀有機環保菜園

培育學生服務社區

家長同心協力齊參選

校本管理
本校自2000年實施校本管理，並由2003年度起將周年報告於學校

網頁內公佈，增加學校的透明度；學校分別於1999年及2010年成立家長
教師會及校友會，讓家長、校友及教師共同攜手造福學子，服務社群。
2012年成立法團校董會讓兩位教師、兩位家長及壹位獨立人士擔任校董
或替代校董，增加法團校董會的透明度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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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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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現代的教學已經不再是要學生死
記，要的是組織能力，及如何將別人
的東西轉化成自己東西的能力。閱讀
使人爬上了前人的肩膀，有了這個能
力，我們才能攀上高峰，並可高瞻遠
矚，有自己的見解。

終身學習，由閱讀開始！

閱讀的好處

開卷有益

讀書使人明智 讀一本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

我們著重加強校內的閱讀氛
圍，提升教師閱讀教學方面的知識與
能力，增強學生的閱讀能力。配以獎
勵計劃、電子閱讀平台，與及家長在
課後的推動，務求達致「從閱讀中學
習」的目標。

推動閱讀

從話劇中展現不同的故事

一齣話劇、一隻舞蹈或一首詩
篇，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我們藉著
多姿多彩的活動讓學生實踐所學，
令他們都有所發揮，盡展所長。這
就是我們的學習。

從活動實踐書本上所學

從舞蹈中感受不同的中華文化 愉快的學習生活

學 歷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大專/教師證書
百份比 40.0% 93.0% 7.0%

教師資歷：

年  資 10年或以下 10年或以上
百份比 4% 96%

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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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歷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大專/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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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

繼往開來  兩次校外評核 成績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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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資 10年或以下 10年或以上
百份比 4% 96%

繼往開來  兩次校外評核 成績美滿
教育局2005及2011年度為學校進行了兩

次校外評核，十四個評核範疇獲五優八良佳
績；(2005年後所有學校的評核以取消等級表
示) ，成績美滿、全校的努力，獲得肯定。

優秀的老師 傑出的學生

學校被評核範疇獲得的評級：

學校表現，獲得肯定

近年獲教育局及其他教育團體推薦，政務司

司長、深圳市教育局長、北京朝陽實驗小學

校長、澳門聖公會蔡高中學校長老師、馬來

西亞州立華文學校校董、家長及老師、澳門

教育局安排20間小學老師相繼到訪本校。

經驗交流

校長亦出席不少小學、幼稚園、教育機構的
教育分享嘉賓。

●   學校貫徹「有教無類，為社會培育人才」的辦學宗旨，十分積極地開拓資源，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他們

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經多年的努力，學校能培養學生的自信及成功感；

●   學校領導層具遠見，能審時度勢，因應教育發展趨勢和學生的學習和成長需要訂立適切的發展計劃；

●   中層管理人員緊守崗位，認同學校發展方向；

●   校園關愛的氣氛濃厚，洋溢正面積極的氣息；

●   教師專業團隊上下一心，衷誠合作，積極求進，對學校發展具共同願景，教學認真，關懷學生，師生關係和諧；

●   學生喜愛學校，具自信，尊敬師長，彼此相處融洽，樂於服務他人，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和比賽，表現出色；

●   學校十分重視家校合作，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

●   家長支持和信任學校，積極協助學校發展，各持分者皆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

校外評核報告(2011)重點：(詳見學校網頁)

外評隊的總結報告(節錄)：

優 與家長及外間的聯繫

良 資源策劃和管理

良 策劃與行政

優 學生成長的支援

優 教職員管理

優 專業領導

優 學校文化

良 教與學

良 學生學習

良 課程

良 學習評估

良 態度和行為

良 參與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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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
2012-2013年度各畢業生升中派位結果理想；獲派第一志願約

85%及首三志願約89%，比全港平均數的76%和89%更高。

2012-2013年度
升中學生較多獲派的學校

★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  港島民生書院

★  嘉諾撒書院

★  張祝珊英文中學

★  筲箕灣官立中學

★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  聖馬可中學

★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  衛理中學

★  顯理中學

★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小學

★  文理書院(香港)

★  聖貞德中學

★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  寶血女子中學

★  嶺南中學

★  張振興伉儷書院

★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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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0%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本校捐建人梁潔華
博士畢業禮上頒獎

狀

協辦港島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
學校長主講報讀中

學竅門 

慈幼中學校長主講升中面試錦囊

六年級廣東省佛山文化之
旅

85%

2%

校風的培養

對學生的支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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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的培養
1. 推行全校參與的訓育與輔導策略
本校訓輔組針對學生的需要進行一些預防性和發
展性的活動，讓學生在智能、情緒、社交等方面
均衡成長；推行個人成長教育課程，讓學生掌握
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具備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2. 採用正面的方法訓導學生，並且較著重獎勵和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
●   每週編定週訓，由教師輪流主講，培養同學正確的價值觀；於早會安排生活事件的分享及全校活動(敬師節、母親節)，培養

學生良好的德行。            

●   為培養學生的自覺性，改善課堂及集會時的秩序，每個學期均舉行兩次秩序比賽及兩次整潔比賽。

●   舉辦「學生榮譽榜」活動，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

●   推行「服務學習」，提升責任感及共通能力，培養關愛的精神，共建關愛校園。

3. 善用校內和校外資源，協助舉辦各類輔導活動和提高這些活動的成效
●   透過「小老師」、「午膳大使」等友輩支援計劃，增進學生互助和彼此關懷的文化。

●   為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邀請有關機構或團體，定期舉辦一些不同類型的專題講座(如抗毒教育、防止店鋪盜竊)。

●   與不同青少年服務機構，共同籌劃「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支援有較大成長需要的學生提升抗逆能力；亦舉辦一些學習技

巧工作坊、升中適應活動，培養學生建立一個正確而積極的人生觀。

●   安排五年級全級學生參加歷奇訓練營，提升學生的自信、團隊精神及抗逆力。

        

對學生的支援
盡量讓每一位學生的潛能都得到發揮的機會，
讓才能得以提升﹕
●   三年級以上以能力分組編班，讓教師易於因材施教。 

●   發展服務學習，透過不同的團隊訓練及服務，培養學
生願意付出來服務別人的情操。

●   邀請資深導師舉辦自費班，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培養終
身學習的興趣。

●   教師親自組織及訓練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全港性比
賽，發揮學生的個人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啟發學
生訂定個人發展目標。

●   舉辦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班發展數學方面的潛能。

●   五、六年級學生逢星期一、三課後及隔週星期六補課。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協助﹕
●   成立學生支援小組，訂定校本支援政策。

●   透過小班教學及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   透過校本心理服務及言語治療服務，就學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方面，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

●   中、英、數的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需接受學科輔導。

●   與社區資源合辦「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舉辦課後功

課輔導班，及舉辦成長發展活動。

●   參加教育局「課後支援伙伴計劃」，正修讀教育學士學生為

本校學生提供課後學科補習。

●   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舉辦合適的活動或課程，

支援學生學習及擴闊學生生活經驗。

●   運用「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為新來港學童提供學習上及適應

上的支援。

清潔校園隊清潔校園隊清潔校園隊

風紀旅行

欺凌行為講座 「提升子女自理能
力及責任感」家長

講座
讀寫訓練親子小組

關懷社會服務長者
小六成長的天空活動

新來港學童逛花市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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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島 遊 學 篇

青島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2014年4月23日，我們46位師生浩浩蕩蕩地出發了。這次境外學習目的地是山東 青島，主題為「青島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透過了解青島的歷史、文化及民生的特色，讓學生實地感受青島的發展情況。 

此外，旅途中加入了英語的學習元素，加深學生對參觀景點，以及身邊事物的認識。

難忘片段齊分享

體驗青島的經濟繁盛

科技先進、眼界大開！科技先進、眼界大開！科技先進、眼界大開！

此外，旅途中加入了英語的學習元素，加深學生對參觀景點，以及身邊事物的認識。

欣賞青島的歐洲式建築物

熙來攘往的遊覽勝地！熙來攘往的遊覽勝地！熙來攘往的遊覽勝地！

【海爾工業園】

【五四廣場】

【棧橋】遠景

別具一格的建築風格！別具一格的建築風格！別具一格的建築風格！

【小魚山公園】

歐洲的古堡式建築歐洲的古堡式建築歐洲的古堡式建築

【八大關─花石樓】

感受傳統民俗藝術氣息─風箏及年畫製作

古色古香的楊家埠大觀園古色古香的楊家埠大觀園古色古香的楊家埠大觀園

【楊家埠民間藝術大觀園】

十二生肖年畫印製 各具特色、創意無限的風箏各具特色、創意無限的風箏各具特色、創意無限的風箏

【楊家埠民間藝術大觀園】

【楊家埠民間藝術大觀園】

青島市新城區具代表性景點

十二生肖年畫印製十二生肖年畫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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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歐洲的古堡式建築

【八大關─花石樓】

了解青島啤酒企業的發展史

青島啤酒在不同年代的包裝青島啤酒在不同年代的包裝青島啤酒在不同年代的包裝

【青島啤酒博物館】

看！背後有很大瓶青島啤酒！看！背後有很大瓶青島啤酒！看！背後有很大瓶青島啤酒！

【青島啤酒博物館】
【青島啤酒博物館】

【劈柴院】

海鮮串燒？看見也口水直流！

看！櫻花處處！好迷人呀！

團員感想

青島啤酒博物館裏有很多
用來製酒的機器，而且整個製
酒過程幾乎是全自動的，真是
令我大開眼界。

5D 陳子諾

我覺得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是「五四廣場」。導遊介紹青
島的歷史，有一群青年想得到
自由，不想受別人的束縛，所
以奮起決心奪回青島。

5C陳冠峰

在海爾工業園裏有很多日
常生活常見的電器，當中還有
我從沒見過的早期電器，真的
很有趣呢！

5B 王芯鏵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was fl ying a kite,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fly a kite. I felt 
this trip was incredible and fun.  

5B Lam Nga Man

I went to Yangjiabu Kite 
Factory on the second day. I 
made a beautiful kite there. I 
liked this trip very much.

5D Lo Ka Kiu

I think Yangjiabu Kite 
Factory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in my trip, because I could 
make kite and fl y kite.

5C Yan Nga Ting

活動花絮

嘩！一片花花世界！

【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

看！櫻花處處！
好迷人呀！

探索青島啤酒的百多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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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周 年
活 動

關愛足跡滿廿載 滿懷自信創未來
2013-2014是本校二十周年的校慶年。這二十年來本校一直發揚勵志會「有教無類」的辦學宗旨，歷屆的學長和同學都朝著

「志存高遠  奮鬥不息」的求學精神，互勵互勉。在校長、老師、家長、同學的共同努力下，學校早巳打好了一個穩固的基礎，
學校不斷發展進步，處處顯現師生間互相關愛的文化。本學年透過校慶連串的活動和親子比賽，更加強同學、老師及家長間之凝
聚力和動力，締造更多親子溝通與合作的機會。

二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多姿多采！

 二十
周年校慶生日快樂！快快樂樂

二十周年大匯演

慶校

我們的大合照

送贈紀念包 二十周年校慶開幕禮

校
慶

二
十周年特設男

子
四

百
米
跑

一、二年級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開放日-親子照相館

星星同學座談會

六年級生日蛋糕設計比賽
繪圖創作及親子填色比賽

三、四年級親子

生日咭設計比賽
五年級親子書簽創作比賽

聖誕聯歡—家教會估算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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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足跡滿廿載 滿懷自信創未來

簡單而隆重的亮燈儀式後，二十周年大匯
演的節目接踵而來，觀眾目不暇給，台下掌聲
不絕，當晚荷蒙近八百位嘉賓、校董、家長、
校友和師生撥冗光臨，最後台上、台下齊唱生
日歌，祝賀校慶二十周年。大家共渡一個溫馨
及歡欣的晚上。

二十周年大匯演

日歌，祝賀校慶二十周年。大家共渡一個溫馨
及歡欣的晚上。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你們的
精采演出真是了不起！！

繪圖創作及親子填色比賽

亮燈齊賀我校20歲生辰

Happy Birthday LLSY!!

公主與小矮人齊賀壽

苗家小姑娘忙刺繡

高聲朗誦

千載不變 亦師亦友

蒙古娃娃樂融融

論武功 學長高 還是我高

樂韻飄揚

可愛的小宇宙

聖誕聯歡—家教會估算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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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校外活動獲獎紀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65屆香港朗誦節詩文集誦比賽  冠軍 一、二年級

第65屆香港朗誦節女子詩詞集誦比賽 亞軍 五、六年級

第65屆香港朗誦節中文獨誦比賽

冠軍 洪梓珊(2D)

亞軍 冼淑茵(1E)、李僅彤(2E)、林熙凡(3C)、王芯鏵(5B)

季軍 黃樂欣(5D)

優良
曾慧盈(1D)、王穎婷(1E)、黃慧嵐(2D)、雷樂儀(3C)、羅家喬(5D)、李穎茵(5D)、
陳德莉(5D)、陳翠貞(5D)、莊心儀(5D)、林逸思(5D)、王菘蔚(6B)、林易憫(6B)、
高寶賢(6C)

良好
李美儀(2C)、李紫珊(2D)、程嘉盈(2D)、陳嘉盈(2D)、湯曉晴(2D)、鄭佩琳(2D)、
紀佩螢(2D)、余星辰(6B)

東區學校書法比賽  優異獎 校友組4人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普通話組亞軍 侯思穎(4D)

普通話組季軍 伍家徽(4D)

粵語組冠軍 成穎欣(6D)

粵語組亞軍 黃樂欣(5D)

第65屆香港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

詩詞獨誦季軍 施穎琪(2E)

詩詞獨誦優良獎

張佑嘉(1A)、莊佩琦(2C)、江佳怡(2D)、黃嘉維(2E)、程嘉盈(2D)、許婥琳(2D)、
胡錦泳(2D)、林卓穎(2E)、何嘉欣(3C)、許晴怡(3C)、雷樂儀(3C)、吳樂兒(3C)、
羅家璇(3D)、林婧儀(3D)、符賢明(3D)、譚柏曦(3D)、吳卓文(3D)、林心如(4A)、
謝海淇(4A)、林栢言(4C)、方心怡(4C)、陸熙堯(4C)、李倩桐(4D)、李善媛(4D)、
陳卓言(4D)、伍家徽(4D)、陳立心(4D)、陳喜洋(4D)

詩詞獨誦良好獎 何敏娜(2A)

散文獨誦優良獎 梁穎嵐(4C)、吳鉫堯(4D)、侯思穎(4D)

第65屆香港朗誦節英文獨誦比賽 冠軍 林   穎(4B)、鄭茵曈(6C)

亞軍 李倩桐(4D)、周鴻文(3D)

季軍 楊梓燊(5B)

優良

林汶慧(2E)、劉藹薇(2E)、梁家璇(3B)、吳樂兒(3C)、鍾婉儀(3C)、許晴怡(3C)、
林婧儀(3D)、麥澰欠曦(3D)、陳卓言(4D)、侯思穎(4D)、李善媛(4D)、林煒晴(4B)、
莊心儀(5D)、王芯鏵(5B)、黎一鈴(5B)、麥詠恩(5B)、陳曉彤(5B)、徐穎雪(5B)、
邱穎儀(5D)、謝彩琪(5D)、王菘蔚(6B)、陳葆琳(6C)、李蔚妍(6C)、余星辰(6B)、
黃寶琳(6C)、胡芯蕊(6C)、邵倩怡(6C)、麥倬甄(6D)、成穎欣(6D)、蘇茝晞(6D)、
許正錞(1E)、符賢明(3D)、許皓銘(3D)、曹立衡(3D)、吳卓文(3D)、劉俊昇(4A)、
周哲賢(5D)、黃浩耀(6D)、潘家軒(6D)

第65屆香港朗誦節英文詩詞集誦比賽 優良獎 一、二、三年級

第65屆香港朗誦節女子英詩集誦比賽 亞軍 四、五、六年級

《陽光校園》「童心童畫」投稿 證書及書券 莊心儀(5D)

東區〝愛〞寫作徵文活動 嘉許狀及書券 33人獲嘉許狀及書券

港澳盃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金獎 陳愷恩(6B)、成穎欣(6D)

銀獎
黎樂天(6B)、鄭郁霈(6C)、張海泓(6D)、鄺泳詩6D)、梁家希(6D)、潘家軒(6D)、
蘇志榮(6D)

銅獎 陳嘉俊(6D)、何敏鈴(6D)、葉子維(6D)、黎耀慈(6D)銅獎

東區故事演講比
賽普通話組亞季

軍

銅獎 陳嘉俊(6D)、何敏鈴(6D)、葉子維(6D)、黎耀慈(6D)銅獎

東區故事演講比賽粵語組冠亞軍

陳嘉俊(6D)、何敏鈴(6D)、葉子維(6D)、黎耀慈(6D)陳嘉俊(6D)、何敏鈴(6D)、葉子維(6D)、黎耀慈(6D)

東區學校書法比賽
優異獎

英文集誦高年級亞軍

東區故事演講比
賽普通話組亞季

軍
東區故事演講比

賽普通話組亞季
軍

香港朗誦節女子中文詩詞集誦比賽亞軍 香港朗誦節男女子
英詩集誦

比賽優良獎

東區學校書法比賽
優異獎

香港朗誦節男女子
英詩集誦 香港朗誦節中文詩文集誦比賽冠軍 香港朗誦節英文集誦高年級亞軍

學校舞蹈節三人舞
甲級獎

東區家長教師聯會堆沙比賽小學組亞軍
東區演講比賽-粵語組
冠軍-6D成穎欣

東區演講比賽-普通話
組亞軍-4D侯思穎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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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校外活動獲獎紀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初賽)
二等獎 陳愷恩(6B)、潘家軒(6D)

三等獎
黎樂天(6B)、陳嘉俊(6D)、張海泓(6D)、鄺泳詩(6D)、黎耀慈(6D)、蘇志榮(6D)、
蘇茝晞(6D)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黎耀慈(6D)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陳愷恩(6B)

銅獎 潘家軒(6D)、蘇志榮(6D)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三等獎 何敏鈴(6D)、陳愷恩(6B)、潘家軒(6D)、蘇志榮(6D)

計算競賽三等獎 陳愷恩(6B)、潘家軒(6D)、黎樂天(6B)

個人總成績三等獎 何敏鈴(6D)、潘家軒(6D)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 陳愷恩(6B)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何敏鈴(6D)

第66屆學校音樂節(八歲以下合唱) 良好獎 一、二、三年級

第66屆學校音樂節(十歲以下合唱) 良好獎 三、四、五年級

第66屆學校音樂節(小提琴)

一級獨奏優良獎 吳芯蔚(2A)、李僅彤(2E)

五級獨奏優良獎 梁家希(6D)

四級獨奏良好獎 周德康(5B)

第66屆學校音樂節(二胡) 初級組獨奏良好獎 羅家喬(5D)、黃泳嵐(6D)

第66屆學校音樂節(鋼琴)

一級獨奏優良獎 樊偉諾(5D)

二級獨奏優良獎 楊婉晴(5D)

三級獨奏優良獎 顧詠琪(6A)、林婧儀(3D)、莊心儀(5D)、黃樂欣(5D)

五級獨奏良好獎 周哲賢(5D)

六級獨奏冠軍 施楓茗(5D)

第66屆學校音樂節(節奏樂) 優良獎 二、三、四年級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優異獎 黃嘉傑(4C)、陳立心(4D)、陳冠峰(5C)、陳洛民(5D)

女子乙組優異獎 羅家璇(3D)、林穎(4B)、陳梓鋆(4D)、黃麗珍(5C)、余樂琳(5D)、何敏寶(5D)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3
亞軍 黃以呈(6B)

季軍 陳愷恩(6B)

聖貞德中學小學乒乓球邀請賽金盃組 殿軍 黃家傑(4C)、陳冠峰5C)、吳家鏵(5C)、陳洛民(5D)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接力冠軍 王培楓(5B)、陳冠峰(5C)、蔡明杰(5C)、鄭冠豪(5C)

女子接力冠軍 黃以呈(6B)、何   莹(6D)、楊朗悅(6D)、蔡樂妍(6D)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接力冠軍 王培楓(5B)、鄭冠豪(5C)、陳冠峰(5C)、蔡明杰(5C)

女子接力亞軍 羅天佑(4B)、梁曉嵐(5C)、黃藹俐(5C)、謝彩琪(5D)

聖貞德中學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周德康(5B)、王培楓(5B)、鄭冠豪(5C)、陳冠峰(5C)

慈幼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接力冠軍 王培楓(5B)、蔡明杰(5C)、鄭冠豪(5C)、陳冠峰(5C)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小學中國舞組)
低級組甲級獎 一至三年級

高級組優等獎 四至六年級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三人舞) 高級組甲級獎 黃曉兒(6D)、陳卓言(4D)、陳梓鋆(4D)

第42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三人舞) 銀獎 林煒晴(4B)、吳鉫堯(4D)、侯思穎(4D)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黃旭銘(6D)

香港朗誦節英文集誦高年級亞軍

英文獨誦-冠軍-6C鄭茵曈4B林穎

學校舞蹈節低級組中國舞甲級獎

學校舞蹈節高級組中國舞蟬聯冠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 黃旭銘

友校接力邀請賽冠軍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六連冠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亞季軍

港島東區小學乒乓球比賽男女子乙組優異獎

聖貞德中學接力邀請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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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2014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團體全場總冠軍 武術隊

團體獎
五步拳：冠軍、季軍、第六名、優良；長拳：冠軍、殿軍；南拳：亞軍、季軍；
刀術：亞軍、季軍；劍術：冠軍；棍術：亞軍；槍術：殿軍

個人獎
吳嘉偉(6C)刀術季軍、陳子諾(5D)劍術第五名、黃旭銘(6D)劍術優異獎、
周栢軒(6D)劍術優異獎

東區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第八名 全體男子甲組學生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全體男子乙組學生

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全體女子甲組學生

女子甲組接力季軍 黃以呈(6B)、何   莹(6D)、楊朗悅(6D)、蔡樂妍(6D)

男子乙組接力殿軍 周德康(5B)、譚駿傑(5B)、王培楓(5B)、楊梓燊(5B)、陳冠峰(5C)

男子甲組200米殿軍 鄭冠豪(5C)

女子甲組60米亞軍 楊朗悅(6D)

男子乙組200米季軍 陳冠峰(5C)

男子乙組60米冠軍 王培楓(5B)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蔡樂妍(6D)

男子甲組跳遠殿軍 蔡明杰(5C)

體適能獎勵計劃

金獎 19人

銀獎 111人

銅獎 117人

東區家長教師聯會堆沙比賽2013 小學組亞軍
陳卓言(4D)、何曜鋒(5B)、鄭冠豪(5C)、莊心儀(5D)、林逸思(5D)、褚國熙(5D)、
黃曉兒(6D)、梁家希(6D)

2013/14年度公益少年團香港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小學組季軍
李錦瑩(5D)、謝彩琪(5D)、溫隽毅(6D)、黃浩耀(6D)、黃耀霆(6D)、鄺泳詩(6D)、
林麗珊(6B)

小學最佳演說獎 謝彩琪(5D)

東區學校進步生、模範生
進步生 蕭穎峰(2B)、彭心寶(3D)、古俊樂(4D)、李兆聰(5D)、李蔚妍(6C)

模範生 洪梓珊(2D)、林婉渝(3D)、李穎茵(5D)、潘家軒(6D)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粉黃章
區子詠(5A)、黃藹俐(5C)、李錦瑩(5D)、謝彩琪(5D)、劉柏言(5D)、范潔嬅(6A)、
周栢軒(6D)

粉綠章
黃藹俐(5C)、李錦瑩(5D)、林麗珊(6B)、伍慧欣(6B)、黎樂天(6B)、梁子健(6C)、
鄺詠詩(6D)

粉橙章 黃浩耀(6D)、黃耀霆(6D)、溫隽毅(6D)

2013第五屆優秀小學生 優秀小學生獎 何敏鈴(6D)

科學幻想畫 優異獎 麥倬甄(6D)

第17屆「常識百撘」創新科學與環境
探究(小學組)

嘉許獎 黃浩耀(6D)、蘇茝晞(6D)、葉子維(6D)、馮梓杰(6B)、陳子諾(5D)、李穎茵(5D)

〝BIG〞書籤設計比賽
亞軍 鄺泳詩(6D)

優異獎 蔡樂妍(6D)

亞洲UNO大賽香港站總決賽 亞軍 陳沛健(6C)

Amway 18區校園有機小農夫
計劃—有機園圃繪畫比賽

冠軍 鄭凱彤(6D)

Amway 18區校園有機小農夫
計劃—有機園圃寫作比賽

優異獎 何   莹(6D)、鄺泳詩(6D)

Amway 18區校園有機小農夫計劃 嘉許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鄭冠豪(5C)

銀獎 何曜鋒(5B)

銅獎 鄺泳詩(6D)

2013-2014校外活動獲獎紀錄

常識百搭比賽獲嘉許獎

CYC堆沙比賽季軍及最佳演說獎

小農夫耕種計劃-有機園圃
繪畫比賽冠軍

全港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傑
出學生6D 何敏鈴

科學幻想畫優異獎

英語音樂劇Big書簽
設計比賽亞軍

東區學界田徑比賽男乙組團體季軍女甲團體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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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文科統整了課程內容，繼續於各級發展「校
本單元教學計劃」。例如：寓言教學、實用文教學、創寫新
詩教學⋯⋯，豐富了教學的素材，提昇了學生研習語文的能
力，運用多元化和有效的教學策略，進一步優化課堂。

此外，我們落實推行「普教中」課程，在二至四年級設立
兩個「普教中」班別，強化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讓他們在
寫作時能做到「我手寫我口」，提升中文寫作水平。我們在一
年級引入「親子閱讀計劃」和「齊朗讀」計劃，期望透過閱讀
經典故事、文學作品、優秀篇章，從中摘錄佳詞，擴闊學生的
識字量；營造朗讀語境，鼓勵學生自信地朗讀篇章，加深對文
章的理解和領悟力。

本年度校內及校外活動

●  第六十五屆學校朗誦中文獨誦及集誦比賽

●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東區學校徵文比賽

●  東區學校書法比賽

●  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

●  校園親善大使

●  中文閱讀大使

●  聯課日

●  齊朗讀

●  二十週年活動（標語創作、徵文比賽）

其他中文科活動

中文獨誦亞軍
5B王芯鏵 

中文獨誦冠軍
2D洪梓珊 

中文獨誦亞軍
1E冼淑茵 

二十週年活動（標語創作、徵文比賽）

中文獨誦亞軍
2E-李僅彤

中文獨誦亞軍
3C林熙凡

中文獨誦季軍
5D黃樂欣 

中 文 科
課程新發展  學習樂趣多

創意寫作—泡泡樂 棒棒同學齊朗
讀，

「閱讀大使謝
謝你！」

參加比賽添動力

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勇奪冠、亞殊榮 低年級中文集誦隊聲情並茂，
率直自然，再奪冠軍

高年級中文集誦隊高聲誦讀，散發自信，榮獲佳績 - 亞軍

東區學校書法比賽

東區中文寫作比賽-季軍及嘉許獎



18

LLSY English Awards and 
Activities 2013-2014

●  65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 Two champions, two 1st runner-ups and one 2nd runner-up in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

( 1st runner-up for P.4-P.6 Girls Choral Speaking and Merit for P.1-P.3 Mixed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s )

●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COLAR) 

English Alliance Programme:

( Moving Literature for Primary School and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

●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and Writing ( PLP-R/W )

●  18th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  Stanley Project 

( Interviewing Tourists and Eating out at McDonald’s ) 

●  Writing Christmas Cards to Santa Claus Activity 

●  Co-curricular English Activity- Politeness

●  Access Hong Kong English Lessons

●  Cambridge English Courses

●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  English Helper Scheme

●  English Buddies Scheme

●  iRead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  Weather Report Activity

( Interviewing Tourists and Eating out at McDonald’s ) 

英 文 科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P.1-P.3 Choral Speaking Team

Moving Literature for 
Primary School

P.4-P.6 Choral Speaking Team

Stanley Project

Moving Literature for Primary School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Stanle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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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Project

Stanley Project

常 識 科

★ 香港教育學院：《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校本支援計劃 2013-2014 －

      三年級常識為計劃目標

★ 「赤子情 中國心」資助計劃2013－【探索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佛山考察之旅

      - 境內參觀：香港藝術館 

      -《中國傳統藝術－大頭佛及武獅》講座

      -《中國傳統藝術－粵劇》展版介紹

      - 境外考察活動：佛山之旅

      - 跨學科專題研習

★ 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及分享科學實驗教學技巧

★ 常識加油站：空氣炮

★ 常識科技日：水火箭及科學實驗

★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學幻想畫」：6D 麥倬甄獲得優異獎

★  第十七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獲得嘉許獎

本年度校內及校外活動

共同備課優化教學

常識探究：植物Facial天
天做！

空氣炮發射！

陶瓷知多少！

大頭佛齊來看！

數 學 科

本年度數學科組參與了教育局數學教育組推行的「從閱讀
中學習數學(試行計劃)」，目的是推動學生除閱讀中、英文圖
書外，亦嘗試多閱讀數學圖書，藉此學習更多數學課本以外的
知識。本年度我們在五年級試行這個閱讀計劃，我們先從閱讀
篇章引入活動，希望能提升學生閱讀數學篇章的興趣，繼而借
閱一些數學圖書供學生回家閱讀。這些數學圖書種類繁多，有
漫畫、奧林匹克數學、趣味小百科等，同學都很踴躍借閱。早
會時段，老師和同學會推介一些有趣的數學圖書讓同學認識，
有些時候，同學們會在課堂上以小組形式分享閱讀心得。我們
希望透過這個閱讀計劃，能提升學生閱讀數學圖書的興趣，引
發他們探究的精神和培養高階思維的能力。

此外，我們亦參與了教育局推行的「專業發展學校計
劃」－「走進數學課堂，實踐優質教學」，目的是透過
教師的專業培訓，把教學單元編訂得更切合學生的學習需
要，促進學與教的效能。我們的合作伙伴是秀明小學，老
師們透過工作坊、共同研課、同儕觀課和評課等活動，一
同設計課堂活動和改良教學計劃，並針對教學難點制定有
效的教學策略，激發學生思考，從而提升學習動機。我們
透過跨校的分享和交流，建立了更專業的學習社群，促進
教師的專業發展。

集體備課改進教學

「教」與「學」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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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科

●  電子音樂學習

●  音樂閱讀教學

●  中、低級組合唱團

●  節奏樂隊

●  管弦樂團

●  中樂團

●  聖誕節、敬師節、母親節獻唱

●  二十週年大匯演演出

●《樂韻播萬千》中樂音樂會

校內活動

●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節

●  合唱團及管弦樂團與番禺執信小學於荃灣大會堂舉行「聯校音樂會」

●  管弦樂團與番禺執信小學於廣州星海音樂廳交流表演

●  第四十八屆工展會中樂文藝表演

校外活動

視 藝 科

《樂韻播萬千》中樂音
樂會

管弦樂團與番禺執信小
學於
廣州

星海音樂廳交流
表演

節奏樂隊

工展會中樂文藝表
演

本年度校內活動

●  陸運會場刊封面設計及填色比賽

●  親子聖誕卡設計比賽

●  20周年校慶活動(親子填色比賽、 繪圖
創作及填色比賽、書簽設計比賽、生日
卡設計比賽、生日蛋糕設計比賽)

●  多元智能美術班

●  美化校園工程

●  父母恩感謝卡設計活動
●  港鐵社區畫廊(柴灣、杏花 村、筲箕灣、太古城、西灣河、北角)

●  參觀「油街實現【正反】展覽」

●  AAiSS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  「再造理想城市」拼布創作比賽

●  英語音樂劇Big書簽設計比賽

校外活動
同學的作品在港鐵站展出

視藝大使進行六樓

課室美化工程

藝術大使出外參觀

6D鄺泳詩英語音樂劇Bi
g

書簽設計比賽亞軍

慶祝學校廿週年生日蛋糕
設計比賽作品

體 育 科

體育科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價值
觀及態度，在教室以外的體育課中學習尊重及責任
感。從不同體育活動及校隊訓練中培養學生對自我
的承擔，增強自信並學習與別人合作與溝通。

●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   中、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高級組/低級組)

●  港島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  聖貞德中學乒乓球邀請賽

●  軒尼詩小學乒乓球友誼賽

●  2013/2014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  2014簡易運動大賽—TRY RUGBY比賽

●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  體適能獎勵計劃           

●  屈臣氏集團香港運動員獎

慶祝學校廿週年生日蛋糕
設計比賽作品

慶祝學校廿週年生日蛋糕
設計比賽作品

慶祝學校廿週年生日蛋糕
設計比賽作品

體育科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價值
觀及態度，在教室以外的體育課中學習尊重及責任
感。從不同體育活動及校隊訓練中培養學生對自我

中華武術耀圓玄

沉著應戰不言敗 校際舞蹈節東方舞比賽

中華武術耀圓玄中華武術耀圓玄

努力向上的同學們

向著目標堅持不放
棄

欖球小子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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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小子勇往直前

普 通 話 科

●  第六十五屆學校朗誦節

●  普通話早會

●  普通話情境教學

●  普通話唐詩欣賞

●  普通話二十四孝故事欣賞

●  普通話大使計劃

●  東區講故事比賽

圖 書 科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習慣和能力
本年度圖書科的工作重點著重營造校園的閱讀氣氛，提升學生的閱讀

興趣，旨在養成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及培養他們善用餘暇，關心時事，以強
化他們的自學能力。

本年度圖書活動

「閱讀獎勵計劃」

「悅讀智富獎勵計劃」

 早讀

 舉辦不同的圖書閱讀活動

 家長姨姨講故事

 故事分享會

 三年級學生參觀香港公共圖書館

 出版《學生勵志刊》

東區故事演講比賽

普通話獨誦-季軍-2E施穎琪 

普通話二十四孝故事欣賞

普通話二十四
孝故事欣賞 普通話獨誦頒獎 

普通話唐詩欣賞

iRead閱讀平台─最愛閱讀同學

三年級學生參觀香港公共圖書館

 故事分享會─《是誰偷走了冰塊？》

閱讀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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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益 少 年 團

本年度公益少年團的主題是「活出關愛與尊重、推動和諧與共
融」。透過參與不同的服務和學習活動，從而培養團員積極參與社區
事務的熱誠和關懷。

公益少年團活動

★  獅子會綠色和平海報設計 

★  綠色和平標語設計比賽                     

★  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

★  周年大會操 

★  東區堆沙大賽

★  東區公益少年團頒獎禮

★  香港東區健康生活教育日營

★  環保為公益慈善郊野公園遠足活動

★  2013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交流

CYC遠足籌款

綠色和平標語設計比賽                     

CYC公益金便服
日籌款

共籌得：$381
49.60

堆沙比賽季軍及最佳演說獎
花卉籌款活動

東區CYC會員大會

童 軍 第 九 旅

香港童軍第九旅現有小童軍團、幼
童軍團、海童軍團及深資童軍團，人數已
超過一百人。我們於星期六下午進行集
會，團員透過露營、戶外考察、考取各種
獎章等活動，學習不同的生活技能，從而
培養責任感，獨立思考及合作能力。

活動及服務：
宣誓儀式

母親節花束設計

野外烹飪訓練

香港童軍大會操
(5人考獲幼童軍金紫荊獎章)

聖誕聯歡會

水上安全章訓練班

海童軍競技大比拼

城市大追蹤

快樂傘

媽媽，I love y
ou!

水上安全章訓練班大合照

香港童軍大會操

聖誕聯歡會

獎章等活動，學習不同的生活技能，從而
培養責任感，獨立思考及合作能力。

校長也來燒烤！

競技大比拼 城市大追蹤

港島第257旅童軍現有幼童軍支部。於星期二課後集會，透過進
度性訓練，促進幼童軍身心及精神之陶冶，體驗互相合作的精神。

活動及服務詳情：

●  童軍宿營
●  陸運會服務
●  懇親會服務
●  家長日服務

童 軍 旅第 257

●  學校開放日服務
●  幼稚園畢業禮服務
●   六年級畢業禮服務
●  「勵志繽紛銀禧嘉年華」服務

港島第257旅童軍現有幼童軍支部。於星期二課後集會，透過進
開放日 勵志繽紛銀禧嘉年華

烹飪章

環保章

童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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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舞』出色，勇創佳績

連續六年獲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團體全場總冠軍

   9  冠   4  亞   6  季   3  殿    2  優異

集體項目23個獎盃及全體全場總冠軍，共24個獎項。

個人單項分別在棍術、劍術、刀術奪冠、季、第五名、第六名及優異共6個獎牌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高級組)優等獎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三人舞)甲級獎

環保章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低級組)甲級獎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六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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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樂 組

本年度中樂表演花絮

本校的管弦樂團於本年四月聯同廣州星河灣執信小學附屬小學(廣州市首批藝術重點基地學校)，以及廣州藝術團音樂培訓中
心假廣州著名的星海音樂廳舉行《初夏頌音樂會》。來自兩所學校之學生組成聯校管弦樂團，為這次的音樂交流努力演出，他們
的傑出表現均獲當地報章及各級領導高度評價。

是次音樂會不單是孩子們一次音樂才華的展示，也是中、港兩地學生一次難得的學習交流。各學員均透過他們的琴聲和歌
聲，向多年來支持他們的師長表示最由衷的感謝。

管 弦 樂

兩地音樂交流從不間斷

去年七月，本校亦與廣州市番禺執信中學附屬小學再次合作，於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聯
校音樂會之青年協奏夜》，兩地管弦樂團及合唱團一同演出。是次活動機會難得，讓同學們互相
觀摩和分享。在每次交流活動中，兩地學生一同學習，一同排練，不論在自信心、團體合作和互
助互勉的精神上都得到大大的提升，也促進了兩地的藝術交流和發展。

《聯校音樂會
之
青年協奏夜》

管弦樂團落力演出 兩地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同台演出，陣容鼎盛

校音樂會之青年協奏夜》，兩地管弦樂團及合唱團一同演出。是次活動機會難得，讓同學們互相

小提琴合奏

演出非常成功

於廣州著名的星海音樂廳外留影

以琴聲和歌聲，感動觀眾

當晚座無虛席，欣賞音樂會

《初夏
頌
音樂會》

本年度中樂表演花絮

本校為培養及提高學生對中國音樂的興趣，我校組織的中樂團，成員包括：二胡、中阮、古箏、楊琴等。團員積極練習，爭
取不同類型的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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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主席的話
『同學共勉勵，鐵肩擔道義，要志存高遠，要奮鬥不息⋯⋯先輩

創業多麼不易，後人堅決來承繼⋯⋯.』一首悠揚悅耳，歌詞很有意思
的校歌，伴隨着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邁向建校第二十週年。要創
辦一所學校殊不容易，堅守前人的基業，開拓未來的道路，更加是困
難重重，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實際上不只二十年的辦學經驗，它
的背後是另一個故事的延續，它的成就並非一朝一夕。

不經不覺小女亦快將畢業，告別這個陪伴她成長的地方。記得當
年仍在為選校而煩惱的我，在偶然的機會下，得到區校長帶領參觀校
園，區校長不厭其煩的耐心解說，校園的環境，校園的氣氛，都令我和
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還有學校網頁上一幕幕既精彩又感人的校園剪
影，令我感受到校長、老師對同學們的付出和支持。幸運地小女便加入
了這個『大家庭』。從一年級到現在，小女每天總會滔滔不絕的跟我倆
分享她的校園點滴，看到她如此熱愛校園生活，我倆也感到十分欣喜。
能夠在這個充滿『家』的感覺的校園上學，實在是小女的福氣。

學校多年來憑着充滿幹勁的校長，一羣充滿熱誠、教學認真的老
師，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比賽和活動，而且表現出色，此外，他們還樂
於服務他人，服務社區，身為家長的我無不以學校為榮，以學生為傲。

最後，我衷心感謝校長、老師，祝 您們幸福快樂，身體健康。

並祝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二十週年生日快樂、校譽昌隆，
『一定能揚威新世紀』。

家長教師會主席  成振華

『同學共勉勵，鐵肩擔道義，要志存高遠，要奮鬥不息⋯⋯先輩
創業多麼不易，後人堅決來承繼⋯⋯.』一首悠揚悅耳，歌詞很有意思

 2013-2014年度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  席：成振華先生 副主席：康蔓蔓女士

副主席：吳兆祥副校長

司  庫：蔡約慧女士 秘   書：葉淑儀主任

司  庫：吳秀玲主任 秘   書：吳碧燕主任

委  員：蘇鴻儒先生 委   員：林菁菁女士

委  員：叶惠芬女士 委   員：梁雯琪女士

委  員：付幸花女士 委   員：周家駒副校長

委  員：劉麗詩女士 委  員：陳月嬋主任

候補委員：蘇思元女士、鄧耀基先生

家長日義賣善款助
學生 親子樂融融一日遊

陸運會家長義工大合照

掛花燈賀中秋

聖誕遊戲齊齊猜

敬師日活動齊來謝師恩

家長校董選舉
新舊委員聚餐

敬師親子美食齊分享

東區家長教師會堆沙比賽
榮獲小學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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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情 中國心」資助計劃2013-2014
「探索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佛山考察之旅」
(一) 活動目標及內容
本年度學校繼續參與「赤子情 中國心」計劃，目的是深化學生對國家的認識，親身體驗國家的最新發展。本年度計劃主題是

「探索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佛山考察之旅」，讓同學認識及親身體驗佛山之陶藝、粵劇、武術等的文化精粹，對祖國的歷史及傳
統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參與計劃的主要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同學於境內到境外體驗考察及學習；不但提升同學對歷史的認識，
從而關心國家，更訓練學生在協作、溝通、解決問題等共通能力，獲益良多。

(二) 有關計劃的活動
(1) 活動日期：2013年9月早會時段

     活動名稱：《探索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佛山考察之旅》總體簡介會

(2) 活動日期：2013年10月-12月宣傳

     活動名稱：「佛山考察之旅」專題講座

     參與對象：全校學生

(3) 活動日期：2013年11月-12月

     活動名稱：「佛山考察之旅」境內考察活動－參觀香港藝術館

     主      題：「海上瓷路」

     參與對象：六年級學生

(4) 活動日期：2014年4月初

     活動名稱：觀賞粵劇介紹影片

     參與對象：六年級學生

(5) 活動日期：2014年4月15日

     活動名稱：「佛山考察之旅」境外考察出發前簡介會

     參與對象：六年級家長及學生

(6) 活動日期：2014年4月29日

     活動名稱：獅藝及大頭佛製作講座

     參與對象：六年級學生 

(7) 活動日期：2014年5月2日至5月3日

     活動名稱：「佛山考察之旅」境外考察

     參與對象：全級六年級學生(共114位同學參與及12位老師帶領活動)

(7) 活動日期：2014年5月2日至5月3日

     參與對象：全校學生

(4) 活動日期：2014年4月初

參觀香港藝術館

獅藝及大頭佛講座

來一張大合照！

參觀南風古灶
我們也來製作獅頭！

拜見葉問師傅！
遊覽陶瓷公仔街

統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參與計劃的主要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同學於境內到境外體驗考察及學習；不但提升同學對歷史的認識，
從而關心國家，更訓練學生在協作、溝通、解決問題等共通能力，獲益良多。

佛山祖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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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成效
為了探討「佛山考察之旅」對學生認識及親身體驗佛山之陶藝、粵劇、武術等的文化精粹及國民

身份認同等是否得以提升，我們讓參與考察的114位學生進行前後測問卷調查，同時透過老師觀察及
提問等作為對活動的評核。現展示其中5道問題結果，並綜合活動成果。

1. 你對於「嶺南傳統民間戲曲文化藝術」有多少認識？ 

熟悉 部份熟悉 不熟悉
前測人數 (百分比) 23 20 71
後測人數 (百分比) 79 35 0

2. 你對於「黃飛鴻(一代武術宗師)生平事蹟」有多少認識？ 

熟悉 部份熟悉 不熟悉
前測人數 (百分比) 32 70 12
後測人數 (百分比) 95 19 0

結果顯示，學生對於嶺南傳統民間戲曲文化藝術方面，在“熟悉”的選項上有顯著上升。

結果顯示，對於認識黃飛鴻(一代武術宗師)生平事蹟有顯著升幅。

3. 你對於「傳統製陶工藝藝術」有多少認識？ 

熟悉 部份熟悉 不熟悉
前測人數 (百分比) 22 75 17
後測人數 (百分比) 103 9 2

 結果顯示，對於認識傳統製陶工藝藝術有顯著升幅。

熟悉 部份熟悉 不熟悉
前測人數 (百分比) 20 75 19
後測人數 (百分比) 110 4 0

4.「你」認為這次考察團能令你對佛山傳統歷史文化的認識有所提升嗎？

5.  考察完成後，「你」對中國及身為中國人有何看法？

學生對「佛山考察之旅」的反思是活動重點之一，其中學生的看法：
「佛山考察能使我更了解粵劇藝術的發展及特色。」
「這次考察使我體會到國家武術的源遠流長。」
「我對祖國的歷史及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整體來說，「佛山考察之旅」的一連串學習活動，能提升學生認識及親身體驗佛山之陶藝、粵劇、武術等的文化薈粹，對祖

國的歷史及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從遊歷佛山不同文化藝術的博物館，更加深入認識祖國的歷史及傳統文化，展望國家更富
強，活動中的反思亦鞏固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和自豪感。

「特別鳴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資助」

(8) 活動日期：2014年5月5日至5月30日

     活動名稱：粵劇藝術的展板展覽

     參與對象：六年級學生

(9) 活動日期：2014年6月26日

     活動名稱：「佛山考察之旅」跨學科專題匯報分享會

     參與對象：六年級各班代表同學匯報分享，五年級同學學習觀摩

(10) 活動日期：2014年6月27日-8月

       活動名稱：「佛山考察之旅」境外考察推廣刊物

     參與對象：六年級學生

佛山祖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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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便
多條巴士路線行經本校，鄰近電車及地鐵車站；

校車服務：不同路線途經小西灣、柴灣、筲箕灣、
                太古城、康怡、   魚涌、北角及天后。

巴士：77、82S、99、110、606
小巴：50M、65
港鐵：筲箕灣站A3出口

地址：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興道25號
          25, Yiu Hing Rood, Yiu Tung Estate,
          Shaukeiwan, Hong Kong
電話：2967 9622
傳真：2884 3277
電郵：llsy@llsy . edu . hk
http://www . llsy . edu. hk

學校發展
剛結束的二十週年大匯演，師生濟濟一堂，歡渡校慶的大日子，讓我們明白要辦好

一所學校實非易事。本校秉承過去的辦學理念，透過多元活動及校外學術體藝活動，讓學
生健康愉快地成長的宗旨繼續邁向未來。同時，學校更會全力優化教育改革的四大關鍵項
目：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教育，在學術及體藝方面
努力培育學生均衡發展。來年校本的關注項目，我校來年將會繼續深化發展「閱讀」及
「德育及公民教育」，令我們的學生成為愛閱讀，懂思考的世界公民。

除了上述的發展外，我校將會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繼續為五、六年級的學生舉辦境外學
習活動，從而拓闊同學的眼界。同時，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多的機會善用資訊科技工具進行
學習，本校已全面更換了四十台電腦供學生使用。另外，我們亦逐年粉飾校園，期望讓學
生能在更有動感的環境下進行學習。生能在更有動感的環境下進行學習。

粉飾後走廊新面貌

更新後的電腦室

A3出口

81,81A,82,85,14

77,99,82S,11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