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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日 

家長義工協助整理花圃 

家長義工開會 

聖誕聯歡日 

綵燈製作班 

學校旅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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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天水圍天柏路 2 號(天慈輕鐵路) 電話： 24450101 傳真： 24459247 網址： h p://www.homing.edu.hk 電郵： info@homing.edu.hk 

我是可銘人  
學校最寶貴的，當然是我們社會的未來主人翁—學生，學生是否可以成

為社會的接班人，就要學校的領導層、教職員團隊及家長之間的互信互動，

他們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最近三個月內，我與全校學生提及最多的，相信就是「知行合一」了。

記得有一次月會，月會的主題是責任，講台上的老師問了學生許多有關責任

的問題，全校學生都一一懂得回答，但我心裡卻有著無限的感觸，因為知識

概念的領受十分容易，但是要執行實踐，談何容易呢!  

我深深體會，「知易行難」的道理! 因此，在過去三個月，我嘗試強化學生的思想，有了基本認知，又知道對自己和他人

都是好的事，就要確切實行在生活中。「知行合一」是思想與行為結合的成果，希望可銘學生能堅守：可銘人是個「知行

合一」的好學生。  

  我們一直十分重視教師團的專業發展，安排不同類型的教師進修及研

習活動，並引進校外資源，讓教師們不斷提升及優化學與教的專業能力。

本學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小學課程發展組「小學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 數

學科」，由教育局的數學科專家與本校老師進行深入研討，進一步優化數

學科的校本課程及教學策略。 

  本校的教師團隊一直與時並進，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仍抽空參與各項專業發展活動，配合課程發展的需要，引

入新的教學元素及策略，不斷提升學與教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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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北京宏廟小學，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及交流  參觀四合院民居  

感受「舌尖上的北京」  坐三輪車遊胡同  登長城，做好漢  在「鳥巢」前大合照  

  我們為同學創設良好的科普條件及氛圍，鼓勵他們進行探究式學習，提高

同學的學習興趣及自主學習能力。 

學習使用天文望遠鏡  「數碼科學家」的創意

發明 ─ 老人平安拐杖  

到底「一公里」有多長？  機械人比賽  

我們是小小太空人  觀測太陽  我們的地球有多大?  看我的「無敵大炮台」  

  27 名六年級學生及 3 名教師一行 30 人，在 2015 年 4 月 6 日

至 10 日到北京進行了五日四夜之考察交流活動。在行程中，同學

們均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為他們帶來了不少寶貴的學習經歷。從學

校交流、參觀歷史建築物、登上長城做好漢、製作餃子、坐三輪車

遊胡同，到觀看雜技表演、遊覽南鑼鼓巷及王府井商業大街，甚至

照顧自己的起居飲食，對同學來說，都是十分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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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瑞幼稚園 

英語課程 
  英語是全球通用的世界語言，本校亦很認同提升幼兒的英語水平應由小

打好根基。有見及此，本校近年積極優化英語課程，除了加強對老師的培訓

外，亦增加了英語活動的時間，使幼兒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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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瑞幼稚園 
地址：天水圍天瑞邨瑞勝樓地下 

電話： 2448 0368 

網址： http://www.hoshuikg.edu.hk 

【學校簡介】本校為嗇色園屬轄其中一所幼稚園，位於天水圍天瑞邨，辦學宗旨是 

                 「學生為本」「因材施教」，致力為適齡學童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 

                   本校設有上午班及全日班，同時設有校車服務，照顧不同家長的需要。 

【課程設計】本校的課程按照學童的成長需要、能力、興趣及生活經驗而設計，務求 

                  兼顧兒童多元智能的發展；亦會根據主題，舉辦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 

                  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參與學習。近年學校積極推動繪本教學及英語課 

                  程，藉以提升小朋友的語文能力，打好語文基礎。 

多元化學習活動 

  本校致力為小朋友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教與學模式誘發學

童主動學習的動機及能力，讓他們朝著全面均衡的發展方向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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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銘學校的校園內，到處可以聽到同學們的歡笑聲，因為他們可以參與不同形式的學習活

動，從遊戲中學習，在經歷中成長。透過這樣的學習模式，可以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同時激發他

們的創意思維，並在成長的過程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普通話活動  聖誕聯歡  English Cooking Class  數學度量活動  

中國文化日  班際英文串字比賽  Singing with Love  體育競技比賽  

  可銘學校的同學多才多藝，而且樂於服務他人，在校內、校外參加各項

團隊及個人活動，除了可以培養與人合作的協作精神外，更能逐步提升個人

專長，發展多元化潛能，做個既出色又精彩的「可銘人」。 

Hip Hop Dance  Scrabble Team  大哥哥大姐姐  風紀隊  

劍橋英語小狀元  Drama Stars  管樂團  奧數班  

功夫小子  跆拳道高手  我是一個小作家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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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開心校園  環保智慧生活  Go Green  Live Smart 

我們希望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及家長愉快地建立環保意識，並強調善用智慧來

實踐「減廢、惜物、再用」的環保生活。香港以至全世界都面臨環境問題，我們實在有責

任從小教導學生身體力行，保護環境。 

醫療輔助隊許偉光總參事榮任本校的榮譽環

保大使，與一眾嘉賓踏動環保發電單車進行

亮燈儀式，標誌本校的環保計劃正式展開。  

家長、老師及學生代表一同踏動單車，寓

意各持份者為環保計劃共同努力。  

  嗇色園致力推行環保教育，向環境運動委員會申請資助，為屬轄小學添置環保設備及推行環保

教育，建立低碳校園。 

在校園安裝單車發電系統，配

合體育科的教學，學生既可以

做運動，又可以儲備電源。  

五六年級學生參觀有機農莊，

體驗農耕生活，培養珍惜食物

的態度。 

種菇工作坊，種植大使學習種

菇技巧，協助打理菇棚 。 

學生把薯種放入植薯袋，種植

馬鈴薯。  

種植工作坊，學生學習不同的

種植技巧。  

舉辦「讓廚餘再生」講座，

讓學生認識如何減少及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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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少年組男子 500 米 第三名  

少年組男子 300 米 第二名 

2014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 11 歲及以下 3x250 米第二名  

男子 11 歲及以下 1500 米 第五名 

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亞軍 

2014 年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少年丙組 

300 米計時賽 第六名 

500 米爭先賽 第七名 

2014 年福田區少年兒童冬季游泳比賽 福田雛鷹工程游泳之星 

5-7 歲組女子 50 米蝶泳第一名 

5-7 歲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第二名 

5-7 歲組女子 50 米自由泳第五名 

5-7 歲組女子 50 米仰泳第六名 

第 16 屆深圳快樂棋童國際象棋等級賽 第六名 

卓嘉速度滾軸溜冰聯賽第四站 Speed Skating Final Round Lap2 Position 3 

Speed Skating Final Round Lap3 Position 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2014-2015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亞軍 

卓嘉速度滾軸溜冰聯賽第三站(秋季)2014 Girls Year 2007 Distance 250m Position 1 

Girls Year 2007 Distance 375m Position 1 

觀塘體育促進會體育發展部 - 跆拳道搏擊比賽 2014 男子色帶組(7-8 歲) 18-19kg 亞軍 

參賽項目 成績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一等獎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 海、陸、空探索比賽 2015 「機械人過關斬將」比賽 亞軍及優異獎 

「科學探索之旅」比賽 二等獎 

參賽項目 成績 

2014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銀獎 

參賽項目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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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項目 成績 

第九屆和諧春晚全國青少年才藝電視展演全國總決賽 表演(朗誦)類學前組金星獎 

元朗屯門區小學生新詩寫作比賽 冠軍 

2015「華盃」全國奧數(香港選拔賽) 小二 二等獎 

2015 年第 17 屆"華盃"全國數學創新思維決賽 小二 二等獎 

歡樂聖誕填色比賽 小學組 冠軍、亞軍、1 優異 

「愛心聖誕咭」設計比賽 小學組 季軍 

樂活博覽 2015 綠島大象填色比賽 優異獎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高級組 中文書法 優異獎 

小學初級組 英文書法 優異獎 

2014-2015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 優良獎 5 個 

2014 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女子英詩獨誦 

優良 

二十周年校慶小學徵文比賽校園憶記 入圍獎 3 個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最有價值參賽者 

第 65 屆校際朗誦節-中文獨誦 季軍 4 個、優良 6 個、良好 1 個 

第 65 屆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季軍 1 個、優良 6 個、良好 4 個 

第 65 屆校際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15 個、良好 3 個 

2014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中級組) 銅獎 

第十九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一組獨誦 優異獎 

「第七屆伯特利盃」  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團體三等獎 3 個 

「保衛地球-可持續發展策略」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 2014  優異獎 2 個  

2015 年香港道教日「信義紫闕玄觀獎學金」 獎學金 3 名 

中國音樂學院社會藝術水平考級証書 三級獎 

《永恆的童聲》2015 歌手大賽全國總決賽 組合 A 組 金獎 

精彩音樂滿人生 - 學校聯賽 優良表演獎 

參賽項目 成績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獎項  優良 7 個、良好 7 個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管樂五重奏  優良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 

參賽項目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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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義工協助整理校園園圃，推行親子種植活動，令校園環境更優美，活動推展更順利。 

家長義工協助整理校園園圃  新春團拜蔬菜義賣  

親子環保清潔工作坊，製作環保

酵素，減少使用化學清潔劑。  

親子種植：家長和學生一同經歷翻土、播種、澆水、移苗、

施肥、除草、收割等整個種植過程，培養珍惜食物的態度。  

環保為公益慈花卉義賣，為公

益金籌款。  
中電綠 D 班：二年級學生參觀

環保教育車，觀看 3D 環保教

育電影  

配合節日回收利

是封，支持「綠

領行動」。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參加環境運動

委員會的培訓活動，到南生圍考

察生態環境。  

咪嘥嘢旅行日，全校學生在旅

行前預算要攜帶的食物，減少

浪費。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既可美化家

居，又使學生從照顧植物中學會

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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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文藝月刊》編輯關夢南先生親臨本校專訪 

6C 班鍾曉兒同學同學獲「元朗屯門區小學生新詩

寫作比賽」冠軍 

「創意立體書」教師工作坊，讓教學活動更創

新、更有趣味：  

全體教師共建「好書推介閱讀樹」，分享閱書心得：  

成功申請「書伴我行基金會---書包閱讀計劃」，有助

家長提高子女的閱讀技巧和語言能力： 

舉辦作家講座，提供家長教育，鼓勵親子閱讀及

分享親子閱讀妙方： 

著名作家君比女士  

菜姨姨-蔡淑玲女士  

參加每月「好書讀書會」，樂趣無窮，發揮學生創意及享受閱讀之樂趣： 

出版學生中英文文集：徵收學生佳作，輯錄成文

集，鼓勵學生交流、借鑒及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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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就職典禮  可銘風紀團隊  第一期關愛之星  

第二期關愛之星  第一期儀容整潔之星  第二期儀容整潔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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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書展  

圖書館網上互動平台及電子書資源： 

電子圖書館互動平台能便利師生作閱讀交流、搜索圖書

館書籍、推廣本校閱讀活動、掌握圖書館資訊、供教師

上傳教學資料供學生使用，並能查閱各班借閱狀況。 
HYREAD 電子書平台於 2014 年 10 月份啟用，提供不同

的閱讀資源。 

opac2.0  hyread 

學生閱讀歷程檔案獎勵計劃：為所有學生建立個人檔案，讓學生記錄

全學年參加的校內及校外閱讀活動及借書次數，分設鑽石獎、金獎、

銀獎、銅獎等，並以書卷獎勵學生，鼓勵學生培養自學精神。 

參與教育局「圖書館提升學生資訊素

養」種籽計劃，提升學生在資訊素養方

面的素質： 

舉辦「可銘閱讀月」：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每年四月均舉辦「可銘閱讀月」，活動

包括：立體圖書演活大賽、著名作家親子講座、書展、書籤設計

比賽、立體書創作活動、好書推介、可藝親子閱讀獎勵計劃、電

子圖書館有獎問答遊戲等等。 

以校本閱讀策略，與業界分享成果： 

本校圖書館主任董雅詩老師為「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嘉許獎得主(全港共 7 所小學圖書

館主任獲得此獎)。 

不同的學術團體，先後邀請董老師主持閱讀講座，分享推廣閱讀策略及教學心得。此外，董老師亦

擔任教育局「學校圖書館主任文憑課程」講者及為《教師傳真》作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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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項訓練，包括 

•羽毛球  

•手球 

•管樂團 

•合唱團 

•中國舞 

•Hip Hop Dance 

•乒乓球 

•小型網球 

•小作家學會 

C. 參加大型校際比賽 

•校際中、英文朗誦比賽 

•校際音樂比賽 

•管樂團交流活動 

•校際舞蹈比賽 

•普通話小領袖 

•Drama Stars 

•English Stars 

•校園小記者 

•小小天文家 

•數碼科學家 

•幼童軍、小女童軍、小童軍 

•我智 Fｉｔ計劃 

•中樂小組 (古箏及揚琴) 

A. 透過浮尖機制，推行資優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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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鼓勵學生的良好行為及關愛態度，用多元化及有趣 

的獎勵方式提升學生的參與 

1. 透過不同活動，誘發學生參與 

2. 定期舉行生日會，讓學生及教職員在關愛氣氛下進    

   行慶生活動 

3. 深化班級經營，建立包容、互助的團隊氣氛 

   (團結、互助、好學) 

II. 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經驗 

III. 進一步推展「德育及公民教育」，培育學生良好 

的品格及提升對國情的認識 
針對各級學生的不同需要，以多元化形式進行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活動、提升學生的

參與度及投入感，活動包括：早會、主題集會、聯課活動、成長課、每月升旗禮、講

座、德育延伸學習 

鼓勵學生從小建立自愛(Self‐love )、自信(Self‐confidence )及自信(Self‐confidence )，活

動包括：小一小二恆常集會、跨境學生秩序訓練、轉堂朗讀校園常規篇、校服儀容整

潔之星選舉、交齊功課獎勵計劃、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校服儀容整潔之星計劃 

其他活動：誦讀中華文化經典、齊抄〈道德經〉打破健力士活動、邀請校外機構到校

舉行相關講座、戲劇等等 

                                       德育小冊子 

 好人好事加油站     關愛學生選舉     關愛箴言 

                          Yes We Can 班本獎勵計劃 

班際口號比賽     常規秩序比賽     班際秩序比賽 

可銘星星同學生日會 

可銘 super kids     我們的家長日     「我們的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