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小學六年級時，每天都盼望着能入讀一間好的中學。
但現在已經離開了母校，再見了熟悉的老師和同學，踏入
了一個新的學習階段，我卻開始有些不捨了。

中學的課文和知識，不像小學那般簡單，需花更多的時間
去吸收。慶幸的是，小學老師已幫助我們打好學習的基礎，
從而在學習新知識時，很快地就能明白中學老師所教授的，
這實在需要感謝母校對我的幫助呢！

畢業後的我，不時會懷念小學簡單的生活。那曾經陪伴我
六年的校舍、老師的教導、同學的歡笑聲和上課的鐘聲，
現在都只能回味了。

吳宏燊
(現就讀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時間飛逝，不經不覺我已升中了。小學的生活真的
讓我感到很懷念，不過做人永遠都要向前看，即使
很懷念，也應該面對將來。

中學生活，完全是一個新的開始，有很多東西都跟
小學不同，就像我們要上的課也都很多，統一測驗
的內容也艱深許多。雖然我的分數不算差，但我仍
須努力。在未來的考試，我也會更加努力地溫習，
希望能獲得一個好成績，報答老師。

現在想起，小學的時光真好！老師都像媽媽一樣很
照顧我們，當我們遇上什麼事，她都會幫我們解決。
雖然同學之間偶然會有爭吵，但我們都不計較，願
意原諒對方。

這個學年是一個新的開始，我會好好努力，報答老
師和父母。

張逸桐
(現就讀嘉諾撤培德書院)

似水流年，嫩綠的小苗轉眼間已長成蔥蔥鬱鬱的
大樹。升上中學，所有事物都變得兩眼墨黑，告
別了小學的歡聲笑語，迎面而來的是無數困難的
試煉。不過，只要我努力學習，所有問題自然會
迎刃而解。

中學的生活豐富多彩，有各式各樣的活動給我們
參加。多了活動，需要學習的領域也廣泛了，由
原來的幾個科目，突然加添了許多，一開始難免
會有些不習慣，想放棄，不過我還記得老師的教
誨，到後來也慢慢適應了。

母校，猶如我們的母親，看著我們成長，看著我
們歡笑，把我們當成您的子女般細心呵護。母校，
我願以優異的成績來報答您對我六年來的關懷備
至。
 
「好學合群，立己達人」這句校訓，我永遠銘記
於心。老師，謝謝你！母校，謝謝你！

姜俊儀
(現就讀金文泰中學)

校友心聲校友心聲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已經六年了，大家各散東
西，升上了不同中學，而我也升讀了我心儀的學校。

中學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很多不同的學會、活動，不過遊
戲時遊戲，同時也要兼顧學習的。中學與小學的教學程度
大有不同，因此，要跟上進度也有些困難，但我不會忘記
小學老師們說過的話，仍會繼續努力。感謝各位老師的悉
心教導，在此對您們說聲「謝謝」。

告別六年來朝夕相處的小學同學，開始了緊張而又有序的
中一生活，我懷着激動和好奇的心情，踏入了這所知識殿
堂。不過同時也有很多煩惱，怎樣與來自不同小學的新同
學，陌生的新老師相處？要去適應完全不同的新環境，我
不停地思考解決方法，因為我認為透過思考，我才會在當
中有所成長，想出適當的解決方法。

一次的分別並不代表一切的結束，反而是代表另一章的開
端，感謝各位陪伴我六年的老師們、同學們。後會有期了，
香島道官立小學！

杜凱琦
(現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畢業了，但腦海裏卻總是浮起在母校生活的片段，回想起那些在校園狂奔的日子，那時候的
我們可真是天真爛漫呢，對比起中學生活，可說是天淵之別。

升上中學，面對新環境、新面孔，起初十分擔憂，但伴隨著時光消逝，我與他們都熟絡起來，彼此間亦互相幫助，
打成一片。

說起中學的生活，可真是多姿多彩，活動更是盈千累萬、五花八門，讓我們全方面發展，而不是只去學習書本上的
知識。話雖如此，中學的課程的確增加了不少，而且大部分科目都是英文教學，與小學迥然不同，有時候會感到難
以適應，但當我想起老師們的循循善誘，便立下決心，發奮學習。多謝母校六年對我們的悉心教誨，令我們為未來
打好基礎，迎接新一段的路途。

周芷妍
(現就讀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校長的話校長 的話

校 訊校 訊

與香島道官立小學的同學相處已有三個多月了，我感受到同學的率性及活潑。他們就像一張白紙，隨
着生活的歷鍊，添上不同的色彩。我的任務是為他們的生活蘸上點點顏料，協助他們在成長路上保持率性
樸實的本質。

閱讀就好像進入了多拉A夢的隨意門，同學可自由地遊走不同的時空、不同的領域，增加對世事的認
識，引發好奇心及思考，從而啟發興趣，甚或因好奇能主動地對某些事物作深入探究。由開學至今，我和
同學們一起坐在禮堂閱讀，雖然每天只有短短的十多分鐘，我已觀察到有些同學的改變，由坐在座墊上打呵
欠或與同學閒聊，變成主動走到圖書車前揀選讀物，聚精匯神地閱讀。同學，我希望你們能與校長一樣，
享受課前一刻的寧靜閱讀時間，並因此為生活添上色彩。

本年度，我希望帶給同學多式樣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有科技、歷史、藝術及中國文化。其中一項到饒
宗頤文化館學習中國傳統及中式餐桌禮儀的工作坊。小四以上的班級於一月份參與這工作坊，期望同學透
過情境學習及實際體驗，領略中華文化的精神。

提到中華文化，不能不提到中國人對禮貌及德行的重視。我曾經在家長會提問在場家長，小朋友早上
醒來有沒有主動向爸媽說早晨。家長以勉強的笑容回應，我估計同學須要用心去養成說早安的習慣。其實
能養成良好的習慣是終身受用的。曾經看過《習慣決定孩子命運》這本書，書中提到好的習慣是培養良好
性格及行為素質的要訣。習慣是一種潛意識表
現的行為，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表現出來。
正如上述的例子，如果小朋友習慣了早上向父母
問好，自然也會向其他人做出相同的行為。又或
是習慣做事仔細，每完成一道問題都會仔細檢視，
做測考問題時就不會大意出錯，長大後則會處
事審慎。學校希望同學能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如寫筆記、圈重點字……這些都是校長潑在白紙
上的顏料；而留白處則讓同學發揮創意，以探
究求真的態度，豐富生命的色彩。

香島新成員

大家好，很高興今年能加入香島道官立小學。
有幸成為一年級的班主任，真的是很開心。
每天回到學校，看到同學們天真的笑臉，都覺得很溫暖。
感恩能回到香島道官立小學這個大家庭，
我希望每天都能抱著四個不同的心，和學生一起學習：
存欣賞的心，欣賞學生的個別差異和成長；
存敏銳的心，體察學生的需要；
存溫柔的心，溫柔謙卑，有耐性地教導學生；
存喜樂的心，積極地教導學生。
期待在這個學年，和大家一起快樂地學習。

江曉彤老師

2017年是我加入香島道官立小學
的一個年頭。
這裏校舍雖稱不上很大，但絕對是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四周綠樹林蔭，環境清幽，絕對是一個學習
的好地方！
香島的歷史悠久為歷代學生留下足印。
希望我所留下的足跡可以在日後令其中一個
同學記起…
至少可以像我一樣每天開開心心上學。
亦希望所有師生健康、快樂，成長在香島！

馬芷澄老師

李月華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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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班
學生先做熱身運動,再跟隨教練學習乒乓
球發球及對打的技術。

乒乓球班

學生學習操作電腦設計精美的圖畫,更製作動畫
放在自己的網頁內。

電腦

網頁設計班電腦

網頁設計班

本著「多元智能學習，啟發學生潛能」的目

標，本校開辦了多元化的學藝班，包括：星

期一羽毛球班、星期二乒乓球班、星期三口

琴班及星期五電腦網頁設計班，讓學生能在

學業及課外活動上得到均衡的發展，從學習

過程中啟發潛能，發展個人的專長。

�2�0�1�7�-�1�8學藝班

口琴班

在導師的指導下，學員用心地學習吹奏口

琴的技巧及音樂的節奏。

口琴班

羽毛球班
參加羽毛球班的學員正在學習發球
及接球的技術。

羽毛球班

香島新成員

大家好！我是張嘉賢(張Sir)，2017年是特別的一年，是我
第一次踏入一個歷史悠久的校園香島道官立小學。細小的校
園盛載著對老師的尊敬，同學之間的融合相處，創出無數的
機會；師生們永不放棄的精神，成就各種精英！

至於小學的校園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著回憶的地方，今年
正好是我結束了小學生生活的第十五個學年，今年能夠看見
每個活潑的笑容，每顆純真的心，就好似坐了時光機，回去
看到二十一年前小學一年級生的我。

張嘉賢老師

家長心聲

           很高興能在本學年成為香島道                 
         官立小學一員。這裡有着不同性
格的同學，既有活潑好動、能言善辯的，
也有乖巧文靜、忠厚老實的。同學之間截
然不同的性格迸發出不同的花火，為校園
增添不少色彩。同學們上課時投入的態度
和參與課外活動時雀躍的神情都令我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今年能與各位同學
一起努力學習和進步。

何
茜
維
老
師

02 03
同學們專注地聽着導師的講解。

奧數著重學生的思維和邏輯訓練，本校特

別在三至六年級挑選了數學方面有潛質的

學生，參加課後奧數班，除了希望能提升

他們的數學能力以外，亦安排他們出外比

賽。本校學生剛參加了「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香港賽區)初賽」，

他們在比賽當中得到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奧 數 班奧 數 班
奧數著重學生的思維和邏輯訓練，本校特

別在三至六年級挑選了數學方面有潛質的

學生，參加課後奧數班，除了希望能提升

他們的數學能力以外，亦安排他們出外比

賽。本校學生剛參加了「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香港賽區)初賽」，

他們在比賽當中得到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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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專心一致地練習舞旗的花式舞姿之餘，亦不斷嘗試難度高的
舞旗動作。

隊舞 旗

課外活動分為固定組及循環組，固定組分為八個組別，包括有醒獅、中國舞、英語話劇、舞旗、升旗隊、手鈴隊、快
樂操及玩轉腦朋友等。另外，循環組再分兩個組別，包括有兒童漫畫及十字繡。我們透過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不但增
加學生的興趣，而且發掘學生的潛能及創意思維能力。

�2�0�1�7�-�1�8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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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環

組

醒獅隊隊員在導師指導下，
展現出精湛的舞獅技巧！

醒
獅
隊

醒
獅
隊

兒童漫畫
兒童漫畫

固 定 組

參加快樂操的同
學們跟著導師的

指導，跳出快樂
的舞步。

快樂操

英語話劇英語話劇

由我校外籍英語老師所編寫的英語話劇，加上多
位導師們的悉心指導下，18位精選的同學排練出
既精彩而又有趣的英話戲劇，這樣從而提升學生
的英語交流能力及學習英語的興趣。

中國舞是要由低年級學生開始培訓節奏，她們跟隨優雅的中樂音樂，再依循導師指導的動作及節拍，徐徐地跳出優雅的舞姿。

中國舞

升旗隊升旗隊
我校的升旗隊伍陣容龐大，訓練嚴謹，
隊員排列井井有條。
我校的升旗隊伍陣容龐大，訓練嚴謹，
隊員排列井井有條。

學生利用不同形式的遊戲發掘腦袋其他部份的小宇宙，
發揮個人潛能。

玩轉腦朋友玩轉腦朋友

手鈴隊手鈴隊

參加手鈴隊的
同學在音樂老
師的指導下，
發揮團隊的合
作精神，利用
手鈴演奏出一
首首悅耳的樂
曲。

十 字 繡十 字 繡



Fun Recess Activities (18th Dec – 21st Dec)

Christmas Party (22nd Dec)
When the music stopped, the 
students with the shiny balls went 
on the stage to answer a trivial 
question for a prize. They couldn’t 
wait to go on the stage.

Our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the booth games in the English room. They 
specially liked playing the booth game of throwing the ball through the 
circle.

Just before the Christmas holidays, the school held its annual Christmas English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The 
activities lasted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 students went to the English room during the recess time to play 
booth games and read tongue twisters. On Thursday, our Santa Claus came out to ask our students questions on 
the Christmas theme and gave out treats. Our students were most excited on Friday. On that day, our students had 
a thrilling game of passing the ball and trivial questions on the stage. Some students had wonderful gifts from our 
Santa Claus.

Just before the Christmas holidays, the school held its annual Christmas English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The 
activities lasted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 students went to the English room during the recess time to play 
booth games and read tongue twisters. On Thursday, our Santa Claus came out to ask our students questions on 
the Christmas theme and gave out treats. Our students were most excited on Friday. On that day, our students had 
a thrilling game of passing the ball and trivial questions on the stage. Some students had wonderful gifts from our 
Santa Claus.

At the end of the activities, some 
students took photos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our Headmistress, Ms. Li. 

圖書科 為提高小學生對中文寫作及閱讀的興趣，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導師潘金英及潘明珠策劃「詩歌
舞動小戲台」兒童文學讀寫計劃，獲語常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成為語常會於2017/2018學年
推廣中文計劃之一。整個活動包括：「閱讀及欣賞兒童文學故事劇本」、「小戲台動起來」及「
劇本寫作坊」三個部份。學生們透過這個計劃，可以提升對兒童文學及多元閱讀的興趣，同時讓
學生寫作劇本，增加創意及立體閱讀體驗，並透過演繹活動，提高演說能力與溝通技巧。在活動
完結後，主辦單位將出版聯校成果集，贈予學員作分享交流。

「詩歌舞動小戲台」「詩歌舞動小戲台」

我們都學到寫劇本的一些重點了。
多謝兩位作家潘金英和潘明珠女士！

齊來認識”莎士比亞”齊來認識”莎士比亞”

中文科中文科

《樂韻播萬千》中樂音樂會

音樂科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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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事務處的導師中樂小組到本校演出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音樂會上，各
樂手除了演出了多首悅耳的樂曲之外，
主持更為同學介紹了各種不同的中國樂
器的特質、音色及分類方法等資料，讓
各級的同學都對中國樂器加深了認識。

Our Santa Claus was very eager to give out treats to our students. They were 
also being good and waiting for Santa Claus in line. Can you guess what he is 
asking the students?

Christmas ActivitiesChristmas Activities

為了優化中文科的教學內容，本校今年繼續參與教育局的「中文科校本支援計劃」。語
文教學支援組的發展主任定期到校，透過備課會議、觀課及回饋，給與寶貴的意見，讓
老師可以設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在會議上，發展主任與老師們交流意見。在會議上，發展主任與老師們交流意見。 透過觀課，讓學習活動設計更盡善盡美。透過觀課，讓學習活動設計更盡善盡美。

校本支援校本支援

普通話廣播

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ENGLISH

普通話科定期安排主題廣播，以豐富普通話語境，讓同學們學習
日常普通話用語。活動中，同學們不但能吸收廣播的經驗，加強
了說普通話的自信心，更提高了自己的聆聽能力。此外，同學們
也很喜歡在課餘時段觀看展板的主題內容，以重溫廣播的資訊和
語音知識呢！

我們在對台詞

閱讀伙伴計畫
閱讀伙伴計畫

由五年級同學閱讀圖書給一年級同學, 
他們每月一次於圖書課時間一起閱讀圖書。



看來同學們都很享受和同輩相
處的歡樂時光，在遊樂場內玩

得滿頭大汗！

同學們均帶了手帕去旅行，可見他們都擁有愛護自然環境的意識，值得嘉許！

同學們都盡情使用度假村內的各項設施，可見同學們的興趣都很廣泛，而且身手敏捷，希望他
們能於是次學校旅行找到自己的興趣。

本校全體師生於11月21日一起到位於西貢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旅行，當
天天朗氣清，度假村依山而建，景色格外宜人，老師和同學們都感受到
大自然的氣色，度假村內多元化的設施更讓同學們玩得樂而忘返。

學校旅行學校旅行

高年級的同學亦不忘於活動前來
一張大合照作為留念。

高年級的同學除了
在校園內會照顧低
年級的同學，旅行
期間也不忘關心低
小的同學，特意過
來探望他們，大家
更分享零食，場面
溫馨。

週會和參觀週會和參觀
「惜愛」、「活學」、「守禮」、是本校的發展口號，學校致力培養孩子在

時間、情緒、學習、健康、道德等方面做管理，增強孩子行動的獨立性和自

主性。藉著不同的參觀、講座、工作坊等活動讓孩子能判辨是非，並以意志

克服困難，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認識腸道健康的重要認識腸道健康的重要08 09

小 小 科 學 家  

「綿亙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展覽「綿亙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展覽

關心他人 平等待人

     文化禮儀之旅—

  饒宗頤文化館     文化禮儀之旅—

  饒宗頤文化館

「雞」不可失—珍惜食物

專注投入  探究學習



「大件事了!大件事了!聖誕老人被人困了在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入面，今年不能來派禮物給
各位同學了……」隨着這段對話，揭開了聖誕表演的序幕。同學們透過英文遊戲、音樂表
演等，把聖誕老人「拯救」出來，當然還少不了抽獎的環節，同學都滿載而歸。

綠色聖誕聯歡會綠色聖誕聯歡會綠色聖誕聯歡會

看看，「小星星」多麼認真地聆聽守護天使的教導！
守護天使：「我們和「小星星」互相認識！」

4-6年級的守護天使開始新一年度的任務了，他們除了要協助「小
星星」認識校園、抄寫家課冊等，又會和「小星星」享用午膳、一
同遊戲，讓「小星星」愉快地投入新的生活！

新一年的守護天使計劃正式開展！

守

天

使

護

「小星星」：「我們很感謝守護天使陪伴我們享用午餐，   
  又會和我們玩好玩的遊戲。」

為了幫助小一同學適應小學生活，學校特別舉行了小一生日會，第
一次生日會已經在12月舉行，為7月到12月份的生日同學慶祝。
校長更親自派發生日禮物，和同學一起切蛋糕。

為了幫助小一同學適應小學生活，學校特別舉行了小一生日會，第
一次生日會已經在12月舉行，為7月到12月份的生日同學慶祝。
校長更親自派發生日禮物，和同學一起切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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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生日會

生日的小一同學
帶上生日帽子一起吹蠟燭
生日的小一同學

帶上生日帽子一起吹蠟燭

校長、班主任和生日同學合照

同學和校長一起切蛋糕，
分別有栗子蛋糕和朱古力蛋糕
同學和校長一起切蛋糕，
分別有栗子蛋糕和朱古力蛋糕

生日同學和校長合照生日同學和校長合照



小四成長的天空正式啟航！小四成長的天空正式啟航！

由「挑戰日營」到「再戰營會」，同學一步一步地探索
自己內在的特質，展現出個人優點和潛能，挑戰不可能
的任務，蛻變成長。而且，同學更懂得欣賞他人付出的
努力，學會了彼此包容與接納，實踐和而不同的精神。
「成長的天空」主題曲「生命有價」：
「願你知生命實在亦是有些意外
不用徬徨迷途只須緊記
它有無窮色彩
它有無盡的愛
願憑著自信跨過障礙賽」

成長的天空是一個橫跨�4�-�6年的個
人成長輔導計劃，目的是提升學生
的抗逆力，以面對成長的挑戰。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

小五成長的天空小五成長的天空

小五成長的天空今次出發去香港大學
「歷險」呢！同學們拿著香港大學的
地圖，分兩組規劃要前往的路線，合
力完成各個check point的任務，當中
最艱難的是考驗我們的耐性和友情，
幸好我們能夠互相包容，「歷險」大
成功！！

小小後記：我們在途中竟然遇到裝扮
成恐龍的大學生正在拍片，嚇得我們
直冒冷汗呢！

12 13

小六成長的天空小六成長的天空小六成長的天空

對我們來說，這是成長的天空
最後一個戶外活動了。我們十
分感謝殷sir 和導師們帶領我
們一齊挑戰山野活動，特別深
刻的是首次嘗試原野烹飪，由
買食材、開爐、到煮食物都是
我們親手預備，發現原來一起
下廚是更滋味的，或許是滲了
自家制的風味，或許是滲了友情
的味道，是值得回憶的味道。 

我們有了兩年前探訪幼稚園
的經驗，今年便「膽粗粗」
去救世軍華富長者中心探訪
老友記，事前已預備好「毛
巾傳球」遊戲和魔術、唱歌
表演，當天大家都能發揮到
應有的水準，主持們更懂得
隨機應變，令整個服務過程
順利，眾人都留下開心愉快
的回憶。

我們是「燃亮生命魔術之旅」的組員，透過運用不同的魔術
道具，在校內宣揚「賭博有咩好玩，玩吓魔術好過啦」的訊
息，鼓勵同學建立正確健康的人生觀。組員李鑑城更參加了
「抗賭社區日暨第三屆全港抗賭魔術大賽」，藉此向社區人
士表達「賭博的壞處，不賭才是幸福」的訊息。
再次感謝路德會青亮中心的導師，教導我們生動地將魔術及
抗賭訊息融合，同時幫助我們發揮個人的長處。

今年又開辦為小一同學而準備的「精靈小跳豆」小組，看看，小跳豆們多麼努地將「書包用品」分類，明白每天
執拾書包的重要性；更透過遊戲、角色扮演(做小老師)、獎勵計劃等活動，提醒自己做個更專注、更積極用心上
課的小跳豆呢！



義工訓練

推廣過濾軟件

執行功能

2017-2018年
度的香島家長

學堂活動比以
往更豐富

2017-2018年
度的香島家長

學堂活動比以
往更豐富

親子賣旗

香
島
香
島

同學們與家長一起分享茶點

今年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已於11月24日下午舉行。有別於過往的

形式，今年的周年大會以家長講座「打頭陣」，由家長教育專家

唐思偉博士，與家長們分享「創意教育由家長導航」這個主題。

在一個半小時的講座內，大家都獲益良多。稍後的周年大會上，

由主席曾少燕女士先作會務及財務報告，並在會上通過修訂會章

事宜。最後家長、學生和老師們茶聚，一邊享用茶點，一邊分享

學校生活點滴。周年大會就在溫馨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周年大會
家   教   會長   師

唐思偉博士與家長分享創意教育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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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家
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2�0�1�6�-�2�0�1�7年度家
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總收入為$42,299.00，當

中包括會費收入、各項活動收費及家校合作事宜委員

會撥款。而總支出則為$52,507.50，當中包括各項活

動支出、印刷《香島家書》、贊助學生活動等等。本

會截至2017年8月31日，財政結餘為$93,685.99。

精彩活動預告精彩活動預告
3月9日(星期五)　 「誠信與責任」培養好品德孩子家長講座

3月24日(星期六)　「大手愛小手」手工藝親子工作坊

4月13日(星期五) 「愛家‧同行」家長講座

4月21日(星期六)　 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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