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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筆為文與大家分享時，十五周年校慶的多項活動已經陸續展開。　　

「澳洲英語遊踪獎勵計劃」已經圓滿結束，18 位同學在澳洲的 9 天遊學，由於

得到老師在事前為同學作了充分的準備，對澳洲文化和外國家庭的生活習慣都預早了

解，所以收穫豐富，可謂碩果纍纍。此外，十五周年校慶英語音樂劇 Frogcesco（《青

蛙王子新傳》）的排練亦緊鑼密鼓，進行得如火如荼。老師正配合專業的導師，為訓

練學生的對白和歌舞，準備演出的服裝和宣傳而努力。劇目將於 9 月 27 日在元朗劇院上演。　

回顧學校發展的歷程，學生的參與和家長的支持，固然是我們能取得成果的要素；而老師精心

策劃，投入處理工作的各個細節，有一顆為學生而追求卓越的心，更是學校不斷向前發展的關鍵。

六年前，我在自己的個人網站中寫了：「要將教育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能忽視教育的本質是人

影響人，生命影響生命的事業。因此，如何創造一個促使教師能夠投入工作的環境，建立一個有志氣、

有能力的教師團隊，始終是推進教育改革的核心問題。」我深信，李兆基小學能夠持續進步，正是因

為有一支出色的教師團隊。

而本校的辦學團體香港青年協會，本身是一個以服務青少年為宗旨的團體，她的領導成員對青

少年的成長需要有極深的認識。而我們的校董會則同樣由這些有志栽培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加上資深

的教育工作者等組成。也就是說，李兆基小學上層領導高屋建瓴、業務精熟，確保了學校在正確的軌

道上穩健前行。　

過去六年，我能夠服務李兆基小學，體會大家上下一心，實踐「為天水圍地區提供優質教育」，

實屬榮幸。在今個學期結束的時候，我已屆退休年齡，按教育局津貼學校指引，須卸任本校校長職務。

本校校董會已聘請謝煒珞女士，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接任本校校長一職。謝女士為資深教育工

作者，行政經驗豐富，並曾於香港中文大學負責支援學校發展的工

作。我深信，謝女士定能落實辦學團體的期望和校董會訂定的學

校發展方向，帶領本校的教師團隊，讓學校更上一層樓。

期待著與大家一起，分享李兆基小學成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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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基小學成功的喜悅

羅煦鈞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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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認識本校「每一個同學都可以取得驕人的成就」的信念，從而努力學習，追求

卓越，發揮所長，因此舉辦了「小青蛙命名」比賽，希望同學能為小青蛙賦予一個名字，從而

反映本校校風、文化或「青蛙也可以變王子」的寓意。得獎名單如下：

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名為“Frogcesco”，故事講述小王

子 Frogcesco 在三歲生日會期間，被女巫變成了一隻青蛙。

小青蛙要在多次比賽取勝，贏取寶劍後才可以變回王子……

究竟過程中會發生甚麼事情呢？小王子又有沒有信心打敗女

巫呢？同學於９月２７日欣賞音樂劇公演時便自有分曉。

學生 名稱
因為…

獎項

5B 黃彩怡 小可荳

「小可」是代表小青蛙十分可愛，但為甚麼要叫「荳」呢？原因是

因為「荳」本是十分不顯眼的，它不為及鮮花那樣美麗，但大家又

有沒有想過，就算是一粒荳，也可能變成一棵大樹呢？就如小青蛙

一樣，他的樣子雖不及小狗可愛，但也可能變成「青蛙王子」。

金獎

3B 楊文廣 青青
青青是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培育長大的小青蛙，更有青出於藍

的意思。

金獎

1B 黃盛賢 高飛 希望個個同學都能展翅高飛，發揮個人才能。 金獎

獎項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初級組 3C 吳子晴
3D 劉星雨 2B 劉亦思 3D 張芷晴

3C 蔡巧梨、1A 王善薇
2B 賴卓妍、2A 林穎言
1G 陳智文、1F 吳衍彤

高級組 6C 馮諾軒 4A 梁嘉軒 4B 石采玉

4B 周鈞雅 - 季軍
6C 陳昱龍、6A 陳凱琳
6B 林少聰、6B 高紫晴
4C 倪彩媛、4C 麥曉琳

十五周年活動篇

公演日期：27 / 9 / 2015（日）
時        間：3:00pm - 4:30pm
地        點：元朗劇院演藝廳

十五周年音樂劇介紹

「小青蛙命名」比賽

為了慶祝李兆基小學十五周年校慶，視覺藝術科舉行了兩項活動，包括「十五周年青蛙 T-Shirt 設計比賽」及「Circle Painting 」。
十五周年青蛙 T-Shirt 設計

視覺藝術科舉行了「十五周年青蛙 T-Shirt 設計比賽」，讓同學為學校吉祥物 --「小青蛙」設計一件別具特色和創意的 T-SHIRT，此活動分為初級組和高級組，得獎作品將會在校內及元朗劇院展出。得獎名單如下：

青蛙   T－Shirt 設計比賽

十五周年校慶活動介紹

Circle Painting 

綜合視藝組成員創作了一幅油畫，名「Circle Painting 」，
他們創作這一幅畫絕不簡單，當中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心思，
首先在畫布上畫上一個個大小不一的圓圈，然後在圓圈內畫
上不同的花紋和圖案，每一個圓圈都各具特色，只要你細心
欣賞，就可以 360 度去體會學校對學生的關愛。這幅油畫
更作為藝術裝置，在地下大堂展出，歡迎你們來臨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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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登入本校網頁 http://www.lskps.edu.hk/15th_web/15th_final.html 或

掃瞄以下 QR COD 一起分享及體驗我們更多的成功喜悅。

本年度「小小小作家」寫作活動，得到了由香港航空「飛越雲端•擁抱世界」小學生贊助計劃的資助。活動中成績最佳
首十名的同學將獲得香港航空贊助雙人來回機票兩張。今年為配合校慶而設立的題目富創意和挑戰，同學水準不斷提高，高
年級同學的創作更超越千字，成績令人鼓舞。

是次比賽，以「校慶 15 周年」為主題，同學們均積極參與，整體表現出色，所寫作品文筆流暢，創意無窮，能將校園
生活融入到筆下的故事裏，寓意深刻，令人欣喜……衷心恭賀各位得獎同學，亦一併感謝各位悉心指導的中文科老師！

獎項

年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優異獎

一年級 1C 尹天恩 1F 龍宇謙 1G 白雪怡 1D 余睿琳 1E 梁芷靖

二年級 2B 楊尚澄 2C 雷懿瑜 2B 梁鑫楹 2A 林穎言 2D 張毓清

三年級 3B 黃煒貽 3C 楊凱嵐 3D 黃曦琳 3A 林文希 3B 何彥潼

四年級 4A 麥靖嵐 4A 梁嘉軒 4B 黃冠熹 4B 陳思雨 4C 邱琳允

五年級 5A 袁昕雨 5B 張緩簥 5B 黃彩怡 5B 王穎琪 5B 游芷穎

六年級 6B 黃洛馨 6C 廖寶森 6B 邱暄允 6A 黃穎屏 6A 林泳欣

獎項 榮獲「香港航空」贊助雙人來回機票兩張的最佳首十名獲獎者

獲獎

名單

3B 黃煒貽 4A 麥靖嵐 4A 梁嘉軒 4B 黃冠熹

6B 黃洛馨 5A 袁昕雨 5B 張緩簥 5B 黃彩怡

6C 廖寶森 6B 邱暄允

寫作起革命寫作起革命 小小小作家 2015 

校慶 15 周年
標語、繞口令、順口溜創作比賽

由中文科、普通話科、音樂科及電腦科四科合辦的「標語、繞口令、順口溜比賽」帶給同學一個既歡樂又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完結後，同學更可以影片拍攝自行創作的口號，並在校園電視台中廣播。

小青蛙呱呱呱，到處都是小娃娃 ;

學校娃娃頂呱呱，校園到處笑哈哈。

冠軍作品：4B 石彩玉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Objectives
1.Celebrate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school
2.Encourage students to know more about Australia – 
   the country where the 15th anniversary Australian Study Tour takes place
3.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write different text types
4.Motivate students to write creatively with their own imaginations
5.Consolidate the different writing skills that students learnt in the lessons

Requirements
Levels Topics Requirements Judging 

Criteria Prizes

P.1- 
P.2

A zoo in
Australia 

You are in a zoo in Australia 
now. Draw and wr i te 
about it in about 20-30 
words.

1) Content 
2) Language
3) Organization 
4) Illustrations
  (only for P.1-2)

Each level 
will have:
champion, 
1st runner-
up and 2nd 
runner-up.

P.3 - 
P.4

My Favourite
Animal in
Australia

In Australia,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Choose one animal (Koala, 
Kangaroo or Emu) and 
write about it in about 40-
50 words.

P.5 – 
P.6

My Trip 
to Australia

You will go to Australia 
soon. Write a letter to 
our principal in about 
70-80 words.

Levels Champion 1st runner-up 2nd runner-up

P.1 1B Lam Lap Lam
林立琳 1F Lung Yu Him

龍宇謙 1C Chen Yik Tung
陳奕彤

P.2 2A ChanTsz Ching
陳梓澄 2C Wong I Ching

黃苡澄 2E Yu Man See
余漫詩

P.3 3C Choi Ho Kwan
蔡浩鈞 3C Lam Cheuk Hin

林卓軒 3B Yip Tsz Yeung
葉子漾

P.4 4A Leung Ka Hin
梁嘉軒 4A Chan Wing In

陳穎妍 4A Xiong Wen Wen
熊文文

P.5 5B Chiang Ching
蔣証 5A Leung Ho Man

梁皓雯 5B Wong Choi Yee
黃彩怡

P.6 6A
Jessamina
Techaubol

鄭可澄
6B Ng Wai Kei

吳惠琦 6A Tai Chun Wai
戴俊威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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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本校創校十五周年，其中一個慶祝活動是舉辦「澳洲英語遊蹤獎勵計劃」，目的是鼓勵同學積極學習英文，

英語表現有進步，表現理想的同學會被挑選參加是次交流活動。

在旅程中，參加的同學入住寄宿家庭，親身體驗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更可以與寄宿家庭互相分享及交流兩地文

化特色。

在整個交流團當中，同學參與了不少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其中

包括親身在當地學校上課、與當地學生互動交流、參觀開恩茲熱帶

動物園、近距離接觸不同的野生動物、遊覽綠島、觀看大堡礁及乘

玻璃底船觀看海洋生態等，面對眼前所有新鮮的事物，實在令同學

大開眼界，讚嘆不已！

轉眼間，九天的交流團很快便結束了，同學在整個行程中得益

不少，有些同學對學習英語的信心大大提升，有些在待人處事方面

變得成熟了，也有些同學變得獨立自主。期望同學在往後的日子繼

續愛上英語及領略學習英語的樂趣。

This year is our school’s 15th anniversary. One of the wonderful events is the Australian Study Tour. It is a special 
reward scheme which aims a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during the year. Students who ha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our.  

Throughout the tour, students stayed with their host family. It not only provided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be immers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enriche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exchanges. 

Students were also engaged in a variet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class integration in a local school in Cairns 
and mingling with their buddies in both formal lesson time and free time, visiting the Cairns Tropical Zoo and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various wild life, taking a glass-bottom boat trip watching the interesting sea animals and so on. All of 
the students were fascinated and amazed by all the breathtaking scenes in Cairns.

All the participants benefited a lot in many different ways during the whole journey. Some have developed greate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some have become a stronger person in handling challenges, and some are more 
independent and mature after the tour. It is our hope that students can be more passionate and find enjoy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澳 洲英 語 遊蹤

十五周年活動篇

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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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屆校內網上寫作起革命
網上寫作起革命以網絡交叉寫作提供一個嶄新寫作交

流平台給學生。網上寫作起革命今年已踏入第 7 個年頭，本

年度題目圍繞着 15 周年的校慶活動，寫作題目分別如下：

馬海豔老師      

內地駐校老師

時光匆匆，如白駒過隙，轉眼間一年的時光在緊張忙碌中

悄然而逝，似乎不留痕跡，但過往的點點滴滴都銘刻於心。

在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駐校將近期滿。捨不得離開這

裏，捨不得這裏美麗別致的校園環境；捨不得這裏整潔有序的校

園管理；捨不得這裏和藹親切的校長；捨不得這裏勤奮務實、敬

業愛生的老師們！更捨不得這裏活潑可愛的孩子們！……太多的

捨不得讓我不願離去！

回想這一年，課題計劃在署任課程統籌主任梁麗顏老師有

組織帶領下與協作老師們按部就班地順利進行。每一次的集體

備課總會讓我欣喜，老師們求真務實，備課中每一個環節都思

想周密；每一次的觀課總會有亮點頻頻閃現，老師們駕馭課堂

首部曲 延續篇組合

1 十五年前發生的奇跡 為下一個十五年努力

2 空屋傳來怪聲 真相大白
如欲一睹得獎同學的優秀作品，可登入「巧．克．力網

上學習平台」瀏覽。

書香．圍城

美荷樓記

「書香．圍城」同學於本年度 1 月遊覽了石硤尾

的美荷樓，認識了香港 50 年代的舊居住環境，體察

了舊式公共屋邨的建設，擴闊了同學的視野。以下是

同學遊覽後的分享。

《遊美荷樓》節錄 4A 張竣霖

參觀完「美荷樓生活館」，我知道了 50 年代的石

硤尾居民生活非常艱苦，他們的房間非常狹窄，生活用

品也很簡陋，甚至連廁所和廚房都是和其他人共用的。

真不敢想像這麼多人要共用一個細小的空間，會是怎樣

的情景。幸好，他們都融洽地一起生活，大家互相包容，

這種精神真令人佩服。

比起當時生活艱苦的居民，我現在已經非常幸福

了，有舒服的沙發，有寬闊的屏幕電視機，夏天時有冷

氣，冬天時有暖氣，還有電腦、遊戲機、智能電話……

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一切，要更加努力學習！

皮影表演

語文活動

本校皮影組肩負起每年文化

日活動的表演活動，今年表演的劇

目是《木偶奇遇記》，所有皮影及

操縱桿都是在李師傅的指導下，由

學生自行製作，非常有意義。

能力強，課堂流程靈動而充滿關愛；

每一次觀課後的評課老師們都謙虛而

樂進。

校園電視台曾留下我與中文科老

師、同學合作的鏡頭；耳畔邊還有孩子們認真朗讀兒歌的稚嫩聲

音；好多間課室裏似乎還看得到我上示範課的身影。專題工作坊

上好像還看得見老師們認真聆聽模樣……

短暫的一年支援合作計劃雖已結束，但我與香港青年協會李

兆基小學的緣份未盡，我期待我的學校與貴校能夠結成姊妹校，

讓兩地間的文化、教育教學的經驗、老師同學間的互通可以通過

網路，通過兩地實際交流而延續下去！讓我們的友誼永存！

內地老師分享

2015 文化日

一年一度的文化日已於 2 月

13 日圓滿結束。本年度以「長

洲文化」為主題，讓學生感受本

土文化的傳統習俗，體驗文化遺

產的傳承和保育工作。以下讓我

們看看當日精彩的花絮。

默劇初體驗

由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促 進 會 贊 助

「學校藝術」活動，同學在兩位聾

人導師的協助和指導下，學習並編成

一齣有趣幽默的默劇，並在 12 月 22 日的聖誕聯歡會中

首度公演，為同學帶來節日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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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活動
It is very inspiring that HSBC Volunteer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m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our school for five years. Mrs Carolyn Feeney is 

continuing to take the lead for the programme. With 

her fine co-ordination, this year each session came 

with an average of 17 English native-speaking 

volunteers.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some of the 

regular volunteers including Mrs Carolyn Feeney have joined the programme since the first year of 2010-11.

The activities arranged in the programme were diversified. The volunteers did reading aloud practic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raining, storytelling and language games with our students.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not only offered opportunites for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but also developed their 

confidence to use the language.

At the end of both terms, we had celebrations with the involved students for their achievement over the 

term. In this year's holiday celebration, our programme initiator, wife of the CEO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sia-Pacific), Mrs Camay Wong was with us. Her presence was an 

honour. With Mrs Wong's generosity, we have received extra sponsorship from HSBC for the programme. 

All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ere awarded a certificate and a present at the celebration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eagerness for learning. 

外籍義工教英文活動能在學校進行了五年時間，實在令人鼓舞！本年度繼續由 Mrs Carolyn Feeney 擔

任義工統籌人，本年度每次活動平均有 17 位外籍義工來臨學校。我們實在感激外籍義工們的支持，部

分外籍義工由 2010-11 年度已開始參與活動，當中包括 Mrs Carolyn Feeney。

外籍義工跟本校同學練習英語朗讀、個人短講、講故事和語文遊戲，形式多元化。這些活動除了為

學生提供了練習說英語的機會外，還建立了學生用英語溝通的信心。

每年的兩個學期末，我們都會舉行慶祝會，以表揚學生學習的積極態度。本年度，活動發起人滙豐

銀行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的太太更撥冗光臨本校出席慶祝會，令是次活動加添榮寵。王太十分慷慨，

讓本活動獲得滙豐銀行的額外贊助，為參與的同學頒發奬狀及禮物，以茲鼓勵。

2014-2015 Joke Writing Contest ( 英語笑話寫作比賽 )

This year is the fourth year that our NET organizes the joke contest. A lot of entries are received. The 

winner’s joke is even produced into a short movie, which was shared with all the schoolmates. This activity 

aims at promot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s well as motivating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n enjoyable way. 

今年已是本校第四次舉辦英語笑話創作比賽，這次比賽主要是由本校外籍老師所籌備的。部份得獎者的

作品更拍成短片，於週會時與全校分享，全場充滿歡樂的氣氛。我們期望透過這個英語活動，能提高同學對

英語學習的興趣，同時也讓他們發揮創意思維。

An original joke by So Hoi Ying (6B)
Mum says, “I hate you!”
I ask, “Why?”
Mum says, “You always say ‘Meow! Meow!’ 
So I think you are not my daughter. You are a cat.”
I say, “I think you are not my mum.
It is because you always say ‘Meow!  Meow!’ 
So I think you are a cat, too.”
Mum says, “ I never say ‘Meow! Meow!’  ”
I say, “Oh! Mum, you have just said ‘Meow! Meow!’ So you are a cat too. Ha ha ha!” 

An original joke by Wong Wing Ki (5B)

Once upon a time, a boy wanted to go to the toilet, 

but he didn’t know how to tell the teacher. 

Although he really didn’t know, 

he waved his hand and said, “I am toilet.”

The teacher: “Ha ha ha . Yes, you may, Mr Toilet.”

And the class laughed and laughed.

A joke from Yu Lok Hang (1A)
Q: Why do doctors wear masks?
A: So if they make a mistake, 
    the person won’t know who did i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 英語拔尖小組 )

This year our school organizes an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for P.1 and P.2 

students. More able students are selected to join this class. During the lessons,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a range of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singing popular songs, reading 

funny stories, making monster sandwiches and so on.  

本校今年增設了低小英語拔尖小組，老師在一至二

年級挑選了英語表現理想的同學參加。透過這個增益活

動，期望可以發展同學英語的能力及提升他們對學習英

語的興趣。

HSBC Volunteer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me 外籍義工教英語

A joke from Liu Po Sum (6C)

Mike is fat. 
Mike’s mum says, “You are fat. You must run every day.”

After 2 weeks, Mike is very fat.  

Mum: “Did you run every day?”

Mike: “Yes.”
Mum: “But now you are very fat.  Why?”

Mike: “Because I run to 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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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科藝

2014-15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今 年 FLL 創 意 機 械 人 大 賽 題 目 為 WORLD CLASS LEARNING 

UNLEASHED，本校 6A 劉祖恩、6A 黃穎屏、6A 杜鈞浩、6B 鄭世

傑、6B 陳思明、6C 張竣喬、6C 陳昱龍、6C 廖寶森、6C 李子聰、

6C 鄭灝彬、6C 陸文進同學於高小組中以研究創新特式雲吞為題

順利完成「機械人場地賽」、「機械人答辯」、「研究項目」及「團

體合作」四個項目。

「萬馬奔騰 ‧ 萬眾一心」裝置藝術及教育計劃
本校的學生早前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

「萬馬奔騰 • 萬眾一心」裝置藝術及教育計劃，

是次比賽反應熱烈，收到逾萬匹由學生創作作品「悲鴻

奔馬紙模」，在是次比賽中 6B 吳惠琦、李彩瑤、蘇海

盈、黃紫榕同學的作品入選首 100 名「我最喜愛奔馬

紙模」，獲頒發聯合證書，其佳作先後在沙田馬場及

荃灣愉景新城等地方展出。

樂活博覽 2015「綠島大象」填色比賽

在樂活博覽 LOHAS Expo 2015 機構舉辦的『樂活博覽 2015「綠島大象」填色比賽』

中，本校有 7 幅作品獲獎。4A 梁嘉軒的作品獲得冠軍，獲發 2 張香港至台北來回機票、

獎狀、4 張展覽入場門票及一張面值台幣 100 元台北悠遊卡，而 1B 謝以澄、2A 林穎

言、4A 張竣霖、6B 高紫晴、6B 陳奬心及 6B 李彩瑤的作品則

獲得優異獎，獲發獎狀、4 張展覽入場門票及一張面值台幣

100 元台北悠遊卡，以表揚其出色表現。

另外，每位參加同學均獲贈 2 張展覽入場門票。所

有 得 獎 作 品 將 已 在 2015 年 2 月 5 日 至 7 日 在 樂 活 博 覽

LOHAS Expo 2015 會場內展出。

6B 蘇海盈、黃紫榕

6B 吳惠琦、
      李彩瑤

4A 梁嘉軒

7



音體藝術

馬文、狄斯魔幻樂園
由康文署主辦，邀請了多才多藝的指揮家馬文 •

狄斯再度與香港城市室樂團合作，他利用各種各類的

樂器，說故事及表演魔術。本校於３月１９日安排了

Musical Monkeys 到元朗劇院出席音樂會，讓同學以輕

鬆的形式體會古典音樂的奇妙和認識樂團所用的各種

樂器。

亞洲國際手鈴手鐘奧林匹克

亞洲國際手鈴手鐘奬奧林匹克已於４月２７日在粉嶺救恩書

院舉行。本校參加了手鐘初級組賽事，並在自選曲目中加插了

詠唱，甚獲評判欣賞及讚許。是次賽事榮獲銀獎佳績。

午間音樂會
為提供更多表演平台給本校

同學，本校於５月中旬，午膳後

的第二個小息，在禮堂外大堂，

舉行了一連三場的午間音樂會，

表演包括手鐘、非洲鼓、結他及

唱歌，吸引了過百位同學到場欣

賞，場面非常熱鬧。

香港藝術節節目 – 
荷蘭國家芭蕾舞團
「仙履奇緣」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香港藝術節再

度籌辦香港賽馬會學生專場節目 - 荷蘭國家芭蕾舞團「仙

履奇緣」，芭蕾舞團為參加同學作校內演前導賞，本校

安排了 60 位學生於３月１３日到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免費欣賞國際級優秀的表演藝術。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本校拉丁舞隊同學參加了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 體育舞蹈 )，

這項是雙人舞蹈比賽。在牛仔項目上，4C 胡煒騏、5A 李靄琳、5A 林

子傑、5A 王敏莉取得乙等獎；另外，4C 胡煒騏、5A 李靄琳、5A 林

子傑、5A 王敏莉、5A 梅樂怡、5B 麥冬怡、6A 譚穎恩及 6B 黃紫榕亦

於查查查項目上獲取乙等獎，他們在比賽中汲取了不少寶貴經驗。

而在初小組中國舞比賽項目上，二十位同學獲取乙等獎。當天有二十多名

家長到高山劇場支持中國舞隊並欣賞表演，十分感謝家長的支持及幫助，令

活動能順利進行。同學們經過多月的訓練，培養出不少默契，亦在比賽中

汲取了不少寶貴經驗。

第 43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隊初次參加第 43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在比賽中獲得銅獎，同學們獲益良多，他們

透過參加課外活動和比賽的過程中，提升了學習中國舞的興趣，同學展示獨特的舞步及其民族色

彩，藉此體會各種舞蹈的特性，提昇了舞蹈藝術的水平。其實獎項只是一種鼓勵，最重要的是他

們能在合作中，培養團隊精神。希望中國舞隊繼續努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盡展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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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

第十二屆形體操決賽

為了建立健康校園文化，喚醒同學注意恆常運動，加強同學對形體操的認識、培養團隊合作

精神，以及激發學生的創意。本校已於 20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舉行了「第十二屆形體操

決賽」，是次有幸邀請元朗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元朗）吳婷女士擔任嘉賓評判。

評判依據參賽者的動作素質、合作性、創意度、投入感作評分準則，考慮低年級的參賽人數增

多了，本年度略修改了賽制，分為低小組及高小組，能進入決賽的班別包括 1B、2B、2D、3C、

4A、4C、5B、6B，兩組各設有「最佳表現獎」。而本年度最佳表現的班別分別為 1B 及 5B。本

年各班同學均配合十五周年校慶，構思了很多具創意的道具、口號及隊形，活動氣氛熱鬧。

學校旅行日

2015 年 1 月 30 日為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日，各年級分開五處遊點，包括：

P.1：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P.2：荔枝角公園、P.3：大埔海濱公園沙田公

園、P.4-5：沙田公園、P.6：元朗大棠郊野公園。學生透過旅行日接觸大自然，

從而提高環保意識及培養自律合群的精神。此外，校方亦希望促進學校與家

長之聯繫及親子關係，誠邀了一年級的家長參與。旅行日天清氣朗，眾人

樂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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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自我訓練營

高小

關愛校園 為提升學生的「自信」，本年度學校繼續舉辦「突破自我訓練營」，為四至五年級高小學生進行

一次校外日營及為二至三年級小學生舉辦一次校內日營。

高小訓練於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進行，邀請歷奇導師帶領學生進行各項挑戰自我的活動，

包括信任天梯、飛越黃河、攀石等。透過活動訓練，同學學習到積極面對困難的精神，亦建立同學間

互相支持鼓勵的氣氛。

低小訓練於校內由社工帶領，透過有趣及富挑戰性的活動，讓學生學習欣賞及肯定自己，培養同

學勇於嘗試的態度，並學習為自己訂立合宜的目標。過程中學生雖曾面對不同的挑戰，但仍全力以赴，

沒有半點放棄及埋怨，確實體現堅毅及勇於嘗試的精神。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於下學期加強組員透過親身經驗去實踐抗逆元

素「C 效能感、B 歸屬感、O 樂觀感」。

抗逆大使擔任小義工進行「愛心之旅」，提升對校園和社區的歸屬

感。四年級和六年級組員到訪天華邨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鄰舍中心與長者

慶祝復活節，亦連同仁愛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到天恩邨探訪獨居的長

期病患者。五年級組員則在校內宣揚自信與互相勉勵的訊息，向同學演講

自信小故事及派發抗逆小揮春。

戶外訓練方面，四年級組員接受了兩日一夜宿營集訓，進行了不同的歷奇挑戰、紀律訓練

以及生活體驗。五、六年級分別進行「沙灘歷奇」和「園野烹飪」，組員在黃金泳灘進行定向

任務和沙灘障礙賽，又學習野外知識與發揮烹飪才能製作豐富的美食，從而加強解難和團隊合

作技巧。

家長教育方面，四年級的家長參加了工作坊

學習提升子女抗逆力的技巧，並且參與親子日營

增進親子關係。

本年度四至六年級的「成長的天空計劃」已

經順利完成，同學和家長都有豐富的收穫，同時

感謝老師們對同學的支持。各位抗逆大使記得要

將抗逆精神繼續在日常生活裏延續下去呀﹗

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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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校長羅煦鈞先生已達退休年齡，按特區政府教育

局津貼學校指引，羅校長須卸任本校校長職務。

羅校長在本校服務六年以來，盡心竭力，與全體教職

員携手實踐本校「為天水圍地區提供優質教育」的抱負，

並在各位家長鼎力支持下，持續推動學校向前發展，成績

有目共睹。羅校長對本校貢獻良多；校董會對羅校長即將

榮休，儘管深感不捨，但亦為他展開人生另一新里程而寄

予無限祝福。校董會仝人謹藉此向羅校長表示由衷感激和

兆基動向
誠摯祝願。

校董會已通過聘任謝煒珞女士，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接任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校

長一職。謝女士為資深教育工作者，行政經驗

豐富，並曾於香港中文大學負責支援學校發展的工作。

校董會深信，謝女士定能帶領本校持續發展。我們亦

期望本校工作能繼續得到各位家長的全力支持。

科目 名次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
文

第一名 1B  傅棨軒 2B  楊尚澄 3D  葉天明 4A  麥靖嵐
5A  袁昕雨
5B  黃彩怡

6A  黃穎屏

第二名
1A   麥叡希 

1B   謝以澄
2E  龍可穎 3B  黃煒貽 4B  周鈞雅 — 6A  林泳欣

第三名 — 2D  張毓清 3D  梁漢軒
4A  梁嘉軒
4B  石采玉

5A  范樂怡 6C  陳冬櫻

英
文

第一名 1C   葉綽翎
2B  唐禮勤 
2D  張珈瑄

3A  羅康瑜 4B  盧泳如 5B  蔣   証 6A  鄭可澄

第二名 1C   梁裕康 — 3D  張家謙 4A  麥靖嵐 5B  王穎琪 6A  盧家健

第三名 1C   梅詠恩
2F  林怡萱
 2D  霍紀風

3B  梁建熙 4A  倪倩琳 5A  范樂怡 6A  黃穎屏

數
學

第一名
1B  黃盛賢 
1G  陳智文

2C  黃苡澄 3D  葉天明
4A  梁嘉軒
4C  劉顏俊

5B  陳宇桐 6C  廖寶森

第二名 — 2F  鄧俊樂 3A 羅康瑜 5A  林子傑 6B  黃子謙

第三名
1B  傅棨軒  
1C  梁裕康

2C  陳滙淇
3A  林文希  3C  曾蒨茼

3C  劉耀文
4C  邱琳允 5A  范樂怡 6C  李子聰

綜
合
生
活
教
育

第一名
1B  傅棨軒
1D  黃詠雯

2F  陳嘉怡 3D 葉天明 4A  梁嘉軒 5B  黃彩怡 6C  廖寶森

第二名 — 2B  劉亦思
3A 吳嘉豪  3B 楊文廣

3D 傅家樂
4A  陳穎妍
4A  麥家豪

5A  范樂怡
6A  梁瑞鈞  6A  黃穎屏
6C  李子聰  6C  陳冬櫻

第三名
1B  蔡瑜庭  1C  梅詠恩
1E  楊婷茵  1F  楊嘉郗

2A  吳天恩  2B  楊尚澄
2B  羅子揚  2C  許迪欣

— —
5B  王穎琪
5A  葉美欣

—

名次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第一名 1C 葉綽翎 2D 張毓清 3D 葉天明 4A 梁嘉軒 5A 林子傑 6A 黃穎屏

第二名 1B 傅棨軒 2C  黃苡澄  2D  張珈瑄 3A 吳嘉豪 4A 陳穎妍 5B 黃彩怡 6C 廖寶森

第三名 1B 謝以澄 — 3B 楊文廣 4A  麥靖嵐   4A  倪倩琳 5A 范樂怡 6A 林泳欣

班別
年級

1A 1B 1C 1D 1E 1F 1G 2A 2B 2C 2D 2E 2F

第一名 麥叡希 傅棨軒 葉綽翎 羅 祺 周楊宇和 張秋悅 白雪怡 陳梓澄 楊尚澄 黃苡澄 張毓清 歐陽宛兒 林怡萱

第二名 王善薇 謝以澄 梅詠恩 余睿琳 許致瑋 楊嘉郗 羅素馨 吳天恩 劉亦思 雷懿瑜 張珈瑄 龍可穎 陳嘉怡

第三名 王一為 黃盛賢 梁裕康 張振雄 鍾奧霖 余政霆 陳梓軒 丁澤瑞 唐禮勤 陳滙淇 余金鎧 劉一璽 鄧俊樂

班別
年級

3A 3B 3C 3D 4A 4B 4C 5A 5B 6A 6B 6C

第一名 吳嘉豪 楊文廣 林卓軒 葉天明 梁嘉軒 盧泳如 張浩峰 林子傑 黃彩怡 黃穎屏 黃洛馨 廖寶森

第二名 林文希 劉嘉晴 陳心悅 梁漢軒 陳穎妍 周鈞雅 倪彩媛 范樂怡 王穎琪 林泳欣 吳惠琦 李子聰

第三名 吳芸禧 翁敦銘 曾蒨茼 劉星雨
麥靖嵐 
倪倩琳 

盧學然 劉顏俊 袁昕雨 蔣 証 盧家健 陳思明 陳冬櫻

各級學業成績排行榜

謝煒珞校長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

各班學業成績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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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  校外比賽成績
                     活動 學生 獎項

藝
視

「關愛社區之和諧共融」
填色比賽（2015）

1G  陳梓軒
3B  何彥潼

初級組優異獎

「萬馬奔騰‧萬眾一心」
裝置藝術及教育計劃

6B  吳惠琦
6B  李彩瑤
6B  蘇海盈
6B  黃紫榕

聯合證書
入選首100名
「我最喜愛奔

馬紙模

體
育

2014-2015年度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STEVE

男甲跳高
第六名

男甲400m
第六名

2014-2015年度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B  邱暄允
女甲跳高

第八名

2014-2015年度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B  林少聰
男特200m

冠軍

2014-2015年度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C  鄭灝彬
男特100m

季軍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拉丁舞 - 查查查）

5A  梅樂怡
5B  麥冬怡
6A  譚穎恩
6B  黃紫榕

乙級獎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拉丁舞 - 牛仔）

（拉丁舞 - 查查查）

4C  胡煒騏
5A  李靄琳
5A  林子傑
5A  王敏莉

乙級獎

第五十一屆學校
舞蹈節（拉丁舞 - 牛仔）

6A  譚穎恩
6B  黃紫榕

合格

第五十一屆
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初小）

1A  葛    暢
1B  陳詩琦
1B  陳殷叡
1B  張樂韻
1B  楊曉怡
1E  鍾奧霖
1F  黃淑盈
1F  陳    鎧
1F  張秋悅
1G  白雪怡
1G  羅素馨
1G  趙嘉武
2A  吳天恩
2B  麥可洇
2D  張珈瑄
2D  張毓清
2D  李健朗
2D  林雨晨

2E  歐陽宛兒
2F  梁峻熙

乙等獎

屯門區第29屆
舞蹈大賽

2C  陳碩基
現代舞少年組

金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
聯會張煊昌中學 -

友校接力賽

6A    STEVE
6B  林少聰
6C  鄭灝彬
6C  莊宇康

男子組冠軍

香港青年協會
李兆基書院 -
友校接力賽

6A    STEVE
6B  林少聰
6C  鄭灝彬
6C  莊宇康

男子組冠軍

2015全港十八區
慈善金盃賽

2B  藍鈞浩 優異獎

第四十三屆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1A  葛    暢
1B  陳詩琦
1B  陳殷叡
1B  張樂韻
1B  楊曉怡
1E 鍾奧霖
1F  黃淑盈
1F  陳    鎧
1F  張秋悅
1G  白雪怡
1G  羅素馨
1G  趙嘉武
2A  吳天恩
2B  麥可洇
2D  張珈瑄
2D  張毓清
2D  李健朗
2D  林雨晨

2E  歐陽宛兒
2F  梁峻熙

銅獎

其
他

第九屆「元朗區傑出小學
生選舉」（2014/2015）

6A  黃穎屏
優秀小學生
（首20名）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嘉許計劃2014-2015
6B  黃洛馨 傑出學生

活動 學生       獎項

語
文

第十屆
《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4 暑期

網上寫作計劃

5A  袁昕雨 傑出文章獎

5A  范樂怡
5B  李曉彤
6C  莊喜瑩
6C  廖寶森

各校最受歡
迎文章獎

階梯閱讀空間
2015

網上閱讀大賽

4A  麥靖嵐 中小組冠軍

4A  倪倩琳 中小組銅獎

6A  黃穎屏 高小組銅獎

心連心．手拉手
上海國際

青少年
書畫攝影大賽

1C  歐陽百峻 新蕾獎

1D  余睿琳 苗苗獎

1E  周楊宇和
1D  盧姵彤
2A  葉穎欣
2A  丁澤瑞
2A  吳天恩
2B  巫嘉桐
2F  夏寅迪
2F  譚巧琳

新蕾獎

1C  吳子淇

銅獎

2C  雷懿瑜

2C  蔡子君

2C  陳滙淇

3A  徐家欣

HKFYG 
Lee Shau Kee 

College Speech 
Competition

5B  黃彩怡 1st  runner-up 

2015年
第六屆希望之聲

藝術交流大賽
5A  袁昕雨

普通話新詩 
高小組季軍

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

演講比賽2015

2C  孫嘉儀 新界區初小組

1A  王善薇 新界區初小組
良好獎2A  李子欣

3A  吳嘉豪
3A  吳芸禧
3B  劉嘉晴

新界區中小組
良好獎

5A  葉美欣 新界區高小組良好獎

2C  聞樂兒 新界區初小組優異獎

5B  黃彩怡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4A  梁嘉軒 新界區中小組優異星獎

5B  黃雅婷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星獎

5A  袁昕雨
新界區高小組
優異星獎金獎

香港青生協會
李兆基書院

朗誦比賽
5A  袁昕雨 小學普通話組

全港小學普通話
才藝比賽

1B  黃悅晞 初級組 獨誦

數
學

「華夏盃」全國
奧林匹克數學

（香港選拔賽）
2F  鄧俊樂 二等獎

兩岸三地「優數
盃」數學大賽

2F  鄧俊樂 心算小二組別第一名

兩岸三地「優數
盃」數學大賽

2F  鄧俊樂 小二組別 一等獎

音
樂

第六＋七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 –
 二級鋼琴獨奏

2A  陳梓澄 季軍

全港青少年
鋼琴大賽

（幼童組）

2C  黃苡澄
1A  余樂恆
2A  陳梓澄
2A  王嘉琪
1E  林釨澄

銅獎

2015香港亞太區
青少年鋼琴比賽
（二級考試組）

2A  陳梓澄 第５名

香港國際手鈴奥林
匹克2015

（手鐘初級組）
手鐘隊 銀獎

視
藝

樂活博覽2015
「綠島大象」

填色比賽

4A  梁嘉軒 冠軍

1B  謝以澄
2A  林穎言
4A  張竣霖
6B  高紫晴
6B  陳悅奥心
6B  李彩瑤

優異獎

（1 月 - 6 月）

1G 陳梓軒 3B 何彥潼活動 學生 獎項

語
文

晶文薈萃
第31期

5A  范樂怡
5A  袁昕雨
5A  徐靖嵐
5B  張緩簥
5B  江沛然
5B  王穎琪
5B  蔣    正
5B  黃彩怡

第31期
十優文章

晶文薈萃
第32期

5A  范樂怡
5A  袁昕雨
5B  王穎琪
5B  黃彩怡

第32期
十優文章

晶文薈萃
第33期

3B  林冠熹
3B  幸卓茵
3B  黃煒貽
3B  梁建熙 
5B  王穎琪
5B  張緩簥
5B  黃彩怡
5A  袁昕雨
6B  黃洛馨
6C  廖寶森

第33期
十優文章

第十屆小學中英文
現場作文比賽

5A  羅珮淇
5A  徐靖嵐
5B  張緩簥

良好

5B  黃彩怡
5B  王穎琪
6B  陳思明
6B  吳惠琦

優異

特級優異獎

6C  張竣喬 良好

《奧中博士盃》
中文徵文比賽

5B  黃彩怡 二等獎

5B  王穎琪 一等獎

5A  袁昕雨 冠軍

6A  張佩嫻 亞軍

6C  張竣喬 一等獎

元朗屯門區小學
新詩寫作比賽

5A  范樂怡
嘉許獎

5A  袁昕雨

2014第29屆國際
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6C  莊喜瑩 銀獎

全港中國語文
菁英競賽

（小學組）
6A  黃穎屏

菁英銀獎
創意寫作
比賽亞軍

第七屆
《寫作起革命》

6A  黃穎屏 CROSSOVER
組合大獎6B  高紫晴

5A  袁昕雨
5B  黃彩怡
5B  黃彩怡
5B  陳宇桐
5B  李曉彤
6A  何卓穎
6A  鄭可澄
6A  林泳欣
6B  高紫晴
6B  吳惠琦
6B  黃樂文
6C  陳冬櫻
6C  莊喜瑩
6C  林嘉怡

優秀
文章獎

第21屆元朗區
小學生德育故事

演講比賽廣播劇組

4A  陳穎妍
4A  駱伊琳
4A  麥家豪
4A  梁嘉軒
5B  王穎琪
5B  黃雅婷
6B  陳思明
6B  吳惠琦
6C  廖寶森

全場冠軍

第五屆兩岸四地

中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大賽

1D  余睿琳
2A  吳天恩
2C  陳滙淇
2F  夏寅廸
3A  黃雅柔
3B  黃煒貽
4C  麥曉琳
5B  方皓軒
6A  林泳欣

國書小學組

優異獎

賽馬會美荷
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14-15
徵文比賽

4A陳穎妍
4A張竣霖
4B周鈞雅
5A范樂怡
5B黃彩怡
5B王穎琪
6B陳嘉敏
6B高紫晴
6B林珮雯
6C廖寶森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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