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許各位也像我曾在快餐店遇上隔鄰座位的家長們高談
濶論子女學習的情景，他們時而哈哈大笑、時而憤憤

不平，時而面紅耳赤，又會時而嘖嘖稱奇，總之，一頓不
足二十分鐘的快餐，就已歷盡「酸、甜、苦、辣、鹹」的
五味人生。

　　家長關心子女的學習是負責任的表現，家長希望自己
的子女將來成為社會上、世界上成功的人士，為子女定下
奮鬥的目標、學習的楷模，是正常不過的事。但如果關心
的點只在於成績，只管分數，那我反要問，各位家長心目
中社會上、世界上成功的人士，他們當中有多少個在基礎
教育階段已顯示出天才橫溢，將來定必成龍成鳳的呢？不
少被認為成功的人士都會說自己小時候的成績不太好，只
因為家人和老師的不離不棄，時刻鼓勵和提點，終於有一
天頑石點頭，靈光一動，「奮發」時刻一到，就有今天的
成就。

　　作為老師，怎樣做到時刻提點，把原本學業成績稍遜
的學生多拉一把，讓他們改變自己的未來，說實話真是談
何容易！一年多以來，本校的老師團隊以專業的角度多次
就整個年級、整個班別，以至個別學生的學習表現 (不止
於成績 )進行討論和分析，就教學的方法、課程的內容，
進行了校本的剪裁。雖然，暫未有實際的數據來判定成效，
但方向應是正確的。

　　過去，不少的學校只重視成績，只重視學生單一次的
學習表現。有時候，為了追求有較高的合格率，往往把較
多的資源投放在「補底」的工作。當然，在學生的學習上，
學校和老師要使到表現稍遜的學生與一般的學生的學科水
平的差距有所收窄，本身已經是有難度和需要付出較大承
擔的事。但問題卻在於資源的投放方式上，較多的資源只

能照顧了部份的學生，而並非全校整體大多數的學生身上。

　　各位家長都會明白，社會的資源有限，學校所獲的資
源亦不會多，要有效運用資源是學校行政人員所要考量的
地方。這一年來，本校銳意從「拔尖、補底、提中」的角
度來處理學生學習差異和提供適切教育的依據。換句話說，
學校著意於讓不同學習表現的學生均可以在其學習表現的
階梯中有所成長，即本校為現階段學習表現稍遜的學生在
其學習不足之處提供「補救」教學；為表現稍優的學生提
供提前學習、加速學習和額外增潤的「拔尖」教學；又為
大多數表現暫屬中等的學生提供鞏固及拓展所學的「提中」
教學。本學年，本校在六年級的增潤課，在課後時段，試
行同級分組 (三班學生按其在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的
科目表現分成四組或五組 )教學，讓老師更能照顧學生的
需要，及為個別學生提供適切的指導，進一步讓學生掌握
學科的內容和整理所學，有效學習。

　　教育路漫漫，只因本校的著眼點在每一個學生的學習
表現，讓他們更有效學習，於是決心把「拔尖、補底、提中」
的理論在課堂中實踐，本校總算踏上應走的路。儘管暫時
未見成效，但本校蠻有信心，因為同行有各位家長的支持
和鼓勵！

校長的話

地址 : 香港新界粉嶺華明邨  電話 : (852) 2677 2311  傳真 :(852)2675 7241  網址 :http://www.lys.fungkai.edu.hk  第二十九期二零一四年一月

教 育 路



不同的水果含有多少水份呢 ? 快快來學
習做個「識飲識計達人」吧 !

看看我們學習時多投入 !

轉轉轉 ,不同的食物含有不同的水份。

你識計嗎 ? 快來
參加考驗吧 !

家居衛生你要知，哪裡有問題 ? 把它找出來吧 !

我知道烹熟食
物的溫度。你
又知道嗎？

今天我帶了
香蕉回校。

齊齊來吃水果吧 !水果美味又有益 !

限時內
背完就

獎你一
份小

禮物。
預備 ...開始！

急口令比賽，Mr Larry 
都來參加呢 !

識科常識科常 　　為鼓勵同學養成健康生活的習慣，常識科於 11月 4日
至 15日為同學舉辦一連串有關健康資訊的活動。活動包括
健康生活獎勵計劃、「B  適飲識計有營學堂」、「B  適飲
識計有營站」、環境衞生嘉年華、健康生活急口令比賽及開
心水果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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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梁寶玲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女甲 4x100米接力第三名

6B 陳雯婷
女甲 100米第一名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一名
廖萬石堂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賽第二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女甲 4x100米接力第三名

5A穆詠欣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一名
廖萬石堂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賽第二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女甲 4x100米接力第三名
女甲 60米第五名

6C韋羅瑩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一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第二名
女甲 4x100米接力第三名

5B 馮玉怡
女甲 4x100米接力第三名

5D 黃  維
男甲 4x100米接力第一名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廖萬石堂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賽第二名
男甲跳遠第六名

5D  周浩輝
北區校際田徑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第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6C  李泳源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男特 100米第八名

6C梁佳偉
北區校際田徑運動會 -男甲 4x100米接力第一名

之最琛之最琛
DOS

DOS

FKLYS

DOS

DOS

FKLYS

5E  張鵬洋
男甲 4x100米接力第一名
廖萬石堂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賽第二名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男甲擲壘球第六名

6B  黃佳龍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第一名
男特 100米第四名
男特推鉛球第八名

他們的
格言

我喜歡遊戲和戲劇，喜歡
和同學們玩耍，喜歡異想
天開，喜歡旅行，喜歡嘗
試新事物。我期望同學們
能互相支持互相關愛，在
一個充滿信任，愛和希望
的環境中成長和進 。你知
道我是誰嗎？

大家好，我很高興這一年在鳳
溪廖潤琛這個大家庭同各位老
師、同學一起度過。我是一個
比較隨性，簡單的人，為人比
較溫和。希望無論我有沒有教
過你們，你們都可以過來和我
聊天哦。讓我們一起度過一個
美好又愉快的一年吧！

大家好！我是今年度的新老師。我主
要任教中文科、常識科及普通話科。
閒暇裏，我最喜歡聽音樂、打羽毛球
及騎自行車。各位同學，你知道我是
誰嗎？如果你猜到了，而你又在校
園中遇見我，歡迎你前來跟我打聲招
呼。最後，我祝願各位同學能在校園
中擁有愉快的校園生活。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喜歡聽音樂和看
電影，最喜歡的運動是游泳和踏單
車。我喜歡拉小提琴，我學習小提琴
已經超過 10年了，同學可以多和我
一起享受音樂。我是一個比較隨和、
樂觀的人，而且我很喜歡跟同學一起
聊天，所以同學們在小息見到我的時
候，可以主動找我聊天啊 ! 

1 2 3 4

戲天遊戲天遊 地地
劉馨

蔚老師 丁澤
洪老師 冼麗

詩老師 林浩
峰老師

答案在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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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ail
Amy

Hi Amy,

How’s it going? Where did you go in the summer holidays?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I went overseas for four weeks.

In the first week, I went to Thailand. I went to the beach every morning. 

We made a beautiful sandcastle there. It was so much fun! Then, we went on 

an elephant ride. Although it was a lot of fun, I was very scared.

In the second week, I went to Japan. I went to Tokyo Disneyland. I 

rode on a roller coaster. It was frightening! At dinner, I ate some sushi and 

noodles. They were very yummy! What a delightful week!

After Japan, I went to Korea for a week. I met my friend. Her name is 

Emma. She was so kind. We went shopping together. We bought many things 

such as clothes, food, and shoes. We were tired, but we were very excited.

In my last week, I went to Vietnam. I met another friend. He lived in 

China. We went to the Halong Bay together. The view was very beautiful. We 

were over the moon.

What an unforgettable trip!

Keep in touch. 

Love,
Coco

Chan Tsz Wing  (6B)

2A 謝文灝

大飛鳥

2D 潘巧瑤

大飛鳥

小小鳥看大世界我是一隻小小鳥，我在天空上飛。我飛到一個大大的公園裏，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正在玩耍。

有些在玩秋千，有些在玩搖搖板。他們玩得很快樂，可是我不能和他們一起玩，
我真難受。

我是一隻可愛的小小鳥，
我在天空上飛。我飛到一間學校，聽到 2C 班的同學正用心地讀書，

我也想和他們一起學習。
享受校園生活的樂趣。

2C 滑子豐

小小鳥看大世界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飛到樹林裏。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樹木，

很多人在樹林裏春遊。
他們帶了很多美味的便當來吃，

我也很想吃啊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飛到學校裏。我看到同學很專心地聽老師講課，

老師耐心地教導同學。
小魚在學校的池塘裏游來遊去。

我還看見了很美麗的花和綠油油的草。

我也很想跟着他們上學啊 !

不過我只是一隻小小鳥，

不能跟他們一起學習。
我真可憐 !

2B 趙希敏

3D 許家瑩

海底世界

4B 廖仟蕙水果

之彩琛之彩琛
優秀作品展 ( 中、英、視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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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ail

Amy

Hi Amy,

How are you? I have done some travel.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now.

Last summer holiday, I went to Thailand with my family. First, we went to 

a beach to swim and then we rode on a banana boat. Riding on a banana was 

funny. The view of the beach was very beautiful. On the next day, we had an 

elephant ride. It was very exciting.
Last Christmas holiday, we went to Japan and Korea. In the first week, my 

friends and I went to Tokyo Disneyland. It is a big theme park. We ro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It was scary. Before we left Japan, we tried some sushi. 

It was yummy.In the second week, we went to Korea. We went shopping and skiing. I 

would rather go skiing than shopping, because skiing is fast and exciting.

Last year,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Vietnam. We went to visit a water 

market.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fruits to buy, it was a noisy place. I did 

not like it there.Those are my memorable moments. I would like to hear yours next time.Love,
Vincy

Tse Wing Yee (6C)

An e-mail

Amy

Hi Amy, 

How are you? Did you enjoy your summer holidays? I went to several 

different countries in my summer holidays.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trip. It 

was something I’ll never forget.
First, I went to Thailand by plane. It was very hot there. I went swimming 

at the beach near my hotel. The water there was clean and the sea was blue.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also visited the water market. I stayed there for 

three days. Then I went to Vietnam by ferry.

I rode on a boat there. It was a lot of fun. But I would rather eat beef 

noodles than ride on a boat. I also visited a palace. It was very beautiful. 

Although Vietnam was fun, I didn’t stay there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at, I visited Japan by air. I visited Tokyo Disneyland and rode on 

a roller coaster. It was very frightening. It was unforgettable. I ate a lot of 

sushi there. It was very yummy! I want to go skiing at Fuji Mountain. It may 

be a lot of fun.Finally, I went to Korea by sea. I went shopping in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in Seoul. I bought a lot of things such as clothes and food. I also had a 

hot spring bath in my hotel.What an unforgettable trip! Did you go to some places in your summer 

holidays?

 
 

 
 

 
 

 
 

 
 

Cheers,          
Ka Bik

Shum Ka Bik(6A)

2C 李泳詩

大飛鳥

2B 黃天欣

大飛鳥

小小鳥看
大世界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飛去了城堡，

我看見王子和美麗的公主，

我唱歌給他們聽，

這天是我最快樂的一天。

我飛去了美麗的花海，

我第一眼看見就覺得很美麗，

我很想帶爸爸媽媽來看，

一起在漂亮的花海裏唱歌。

2A 楊嘉盈

小小
鳥看
大世
界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在家裏飛去外面看大世界，

我飛到一座大山，

我仔細觀察，

原來是三座山形成了一座山，

這座山有很多人在遠足，

我也很想和他們一起遠足呢 !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在家裏飛去看大世界，

我飛到高樓大廈，

我看見很多人回家，

我也很想到他們的家看。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在家裏飛去看大世界，

我飛到香港迪士尼樂園，

我看見小朋友在玩耍，

我也很想和他們一起玩耍。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在家裏飛去看大世界，

我飛到火車站，

我看見很多人在坐火車，

我也很想和他們一起坐火車。 

2D 劉謙

3A 陳敏麗

有趣的小丑

答案：1.                                 老師     2.                                 老師     3.                                 老師     4.                                 老師   丁澤洪 林浩峰 劉馨蔚 冼麗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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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放琛花放琛
( 活動花絮 / 剪影 )

期待我們的飛機能一飛沖天！

比賽在即，林 Sir和 廖 Sir
跟同學們忙於為小跑車進行
最後的檢查工作。

2013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

隊員們用心聆聽，表現出風紀
服從守規的精神 !

拉弓，瞄準目標，發射 !

Run run run for the chest! 
Race to ICC 100 !’
為運動健兒打氣是啦啦隊的首
要任務！

步往鄉公所，
精精神神唱省
墓歌！

親子廚房活動中，媽
媽和我合力做 cup 
cake

隊員們互相合作，終於完成任務了！

我們的環保攤位設計得到了季軍！

啦啦隊支持公益金慈善跑，
出盡法寶！

終於完成了香噴噴的
香橙 cup cake啦 ~

到金錢村廖族祖墓，認識傳統祭祀儀式。

風紀日營

國慶日攤位

天際 100 -啦啦隊表演

親子廚房

重陽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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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精會神，唱出悠揚樂韻。

你看 !我學習用正確的姿勢敲
雙擊木。

反手擊球、正手扣殺，小網校
隊個個打得睇得！

小演員努力彩排中 !

嘩 ! 40人的合唱團聚在小小
的音樂室。

不分你我他，合奏一曲啦！

小型網球興趣班是我們成為運動員的一小步。

小演員的動作唯妙唯肖，猜猜他們
扮演甚麼角色呢？

看！我們多齊心完成沙灘歷奇活動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接下來 就是「見證奇跡」
的時刻 !

合唱團

敲擊樂隊

小型網球

話劇訓練

沙灘歷奇活動

「魔幻，童真，Santa Claus」
魔術特輯

台上十秒鐘，台下十年功。
鳴金收兵，滿載而歸。

北區田徑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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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體育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北區
小學分會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
5C 鄭嘉駿； 5D周浩輝、黃  維；5E 張鵬洋、黃佳葦；
6B 陳健誠、李麒英；6C 梁佳偉、劉子謙

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5A穆詠欣、梁寶玲；5B 馮玉怡；6B王凱琳、陳雯婷、
吳雪雅；6C 韋羅瑩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冠軍

5D 周浩輝、黃  維；5E 張鵬洋、黃佳葦；6B 陳健誠；
6C梁佳偉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季軍

5A穆詠欣、梁寶玲；5B 馮玉怡；6B王凱琳、陳雯婷；
6C韋羅瑩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第六名

5A 黃建中、黎浚賢；5B 薛梓維；  
5C 文子豪；5D 黎俊樂、葉汶峰

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
第六名

3C鄭育之；4B黎芷霖；4D林𩓙妍、吳泳彤；4E唐凱欣

男子甲組 60米冠軍 5D 黃  維
女子特組 100米冠軍 6C 楊麗娟
女子甲組 100米冠軍 6B 陳雯婷
女子特組推鉛球冠軍 5B 劉依惠子
女子丙組 60米冠軍 4D 林𩓙妍
男子乙組 60米亞軍 5B 薛梓維
女子特組 400米亞軍 6C 吳嘉琪
男子乙組擲壘球季軍 5D 葉汶峰
男子特組 100米第四名 6B 黃佳龍
女子特組 400米第四名 5B 劉依惠子
男子丙組 60米第四名 3B 王諾言
女子丙組跳遠第四名 4D 林𩓙妍
女子乙組擲壘球第四名 5B 袁栩瑩

廖萬石堂中學 -
小學混合接力邀請賽

廖萬石堂中學
小學混合接力 4 X100

亞軍
5A穆詠欣；5D 黃 維；5E 張鵬洋；6B 陳雯婷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小學男子組 4X100米冠軍 5D 黃 維；5E 張鵬洋；6B 黃佳龍；6C 李永源

小學女子組 4X100米亞軍 5A 梁寶玲、穆詠欣；6B 陳雯婷、王凱琳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鳳溪第一中學
小學男子組 4X100米冠軍 5D 黃 維；5E 張鵬洋；6B 黃佳龍；6C 李永源
小學女子組 4X100米亞軍 5A 梁寶玲、穆詠欣；6B 陳雯婷；6C 韋羅瑩

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陳震夏中學 
小學男子組 4X100米冠軍 5D 黃 維；5E 張鵬洋；6B 黃佳龍；6C 李永源
小學女子組 4X100米冠軍 5A 梁寶玲、穆詠欣；6B 陳雯婷；6C 韋羅瑩

救世軍石湖學校第 17屆
陸運會融合接力邀請賽

救世軍石湖學校 小學男子組 4X100米亞軍 5D 黃 維；5E 張鵬洋；6B 黃佳龍

心誠盃速度跳繩比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心誠中學  

全場總冠軍

男子組跳大繩速度比賽冠軍
5A劉浩然、梁浩文；5B周健恒、 薛梓維；5D林谷維、黃維

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男子組橫排跳速度賽冠軍 5B 薛梓維；5D 林谷維
混合組 4x30秒團體
四人單人繩比賽冠軍

4A 黃諾峰；5A 楊穎；5E 張鵬洋；6A 劉家希

女子組團體總亞軍 5A李鳳美；6A莫敏桐；6C吳嘉琪、靳 晴；5A 呂雪茵；黃卓瑤

混合組團體總亞軍
4A陳智聰、黃諾峰；5A楊穎 5E施林峰、張鵬洋；6A劉家希

混合組跳大繩速度比賽亞軍

男子組 4x30秒團體
四人單人繩比賽亞軍

5A 劉浩然；5B 薛梓維；5D 林谷維、黃 維

女子組 4x30秒團體
四人單人繩比賽亞軍

5A李鳳美；6A莫敏桐；6C吳嘉琪、靳 晴

女子組橫排跳速度賽亞軍 5A 呂雪茵；黃卓瑤

中文

全港中小學徵文比賽 孔聖堂中學 小學散文組優異獎 5B葉家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4周年

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小學組入選證書 5A鄭潔雅；5B羅萏；6A杜潤芳、岑嘉碧

常識 2013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冠軍 5A蕭愛詩、穆詠欣；5B吳曉彤；5E張尹欣

最佳帽子設計獎 5B馮雪怡、羅萏、蘇慧儀、胡嘉琦

音樂
第四屆「童聲妙韻頌師恩」

北區小學音樂比賽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表現優異獎

4A黃小津；4B許綽恩；4C林朗澄；4E吳姻穎；
6A岑嘉碧

銅獎 3A蔣儀；4A何晉庭；6A林敏鈴、 邱倩儀

德公
北區倡廉活動「貪污禍害知多少」

高小寫作比賽
廉政公署

高小組亞軍 4A 廖啟宏
高小組優異獎 4A 江欣彤

其它

2013第五屆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優秀小學生獎 6A岑嘉碧

北區各界慶祝 64周年
國慶嘉年華

北區各界慶祝國慶
籌委會

攤位設計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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