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風航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Po Leung Kuk Chee Jing Yin Primary School

為提升學生的自信心，並培養學生互相合
作、彼此扶持的態度，本校於4月12日安
排部份六年級的學生參加由「乘風航」舉
辦之『結伴同航』訓練計劃。「乘風航」
是全港首個為青少年提供海上歷奇訓練的
機構，其宗旨是幫助青少年挑戰自我、發
揮潛能和促進人際間的互信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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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前工作坊
學校在禮堂舉辦工作坊，讓參
加者先了解「航程訓練」的目
的和內容，為活動作出更佳的
準備
上船了，雀躍萬分！

航程訓練

暑假前夕，學校喜訊頻傳！
在教師及同學的努力下，學校在多個校外比賽中均奪得佳
績。學校管樂隊在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中級組)奪
得金獎，低年級合唱團在學校音樂節的合唱比賽中奪得季
軍，只成立了兩年的花式跳繩隊於多個校外比 賽 中 獲 獎 ，
乒乓球校隊在公開比賽中得到理想的成績，部份團員更獲
邀加入精英隊。
學校除了在音樂、藝術及體育活動中得到理想成績外，英
文科今年更可謂大豐收，英語話劇組在學校戲劇節中獲得
評判推介演出獎，並獲邀於荃灣大會堂作出公演。我們首
度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英語布偶劇比賽，獲得全港總冠軍，得
獎的片段已被輯錄下來，稍後會上載於教育局及香港教育

認識船員的工作

同學耐心聆聽船員的講解
海上空中飛人體驗

棄船逃生演習

挑戰「彩虹橋」活動

好消息……

學習穿救生衣

城網站內，供公眾欣賞。還有，學校於5月18日舉行的英
語嘉年華，更獲得空前的成功。當天到來的嘉賓、幼稚園
及本校一至三年級同學，均能透過活動活學英語，並對身
處的社區有進一步的認識。面對這一浪接一浪的喜訊，教
我們振奮不已。同時，學校亦獲教育局通知於2018至2019
學年在小一擴班，這已是我們連續兩年的喜訊。不絕的好
消息，正為學校發展注入了一支強心針，既肯定了我們發
展的方向，也反映了家長對我們的信心。
回顧過去一年，學校在硬件和軟件兩方面同步革新。當大
家走進校園時，會發現學校的環境和設施正在不斷完善，
以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在新的學年，我們更會進一步落
實學校關注事項。在課程及學與教的範疇方面，我們會以
「優化課堂教學，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為重點 ， 授 予 學 生
不同的思維和學習策略；在學生成長方面，我們會以
「 師生共賞，以愛圍家」作為目標，發展校本的品德及價
值教育課程，讓學生學會以愛關懷別人的重要性。此外，
更希望增加學生公開演出的機會，藉此建立他們的自尊感
和自信心。

航後工作坊
跟同學重溫「航程訓練」
當日的片段，把體驗轉
化為學習經歷，並總結
所學

展望將來，我們深信在校董會的領導、全體教職員齊心努
力及家長們的支持配合下，學校定必會持續進步，並達致
為同學們提供優質教育的辦學目標。
高凱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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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arnival
Theme:
Date:
Time:
Venue:

We Love Hong Kong
18th May, 2018 (Friday)
9:00am – 1:00 pm
Po Leung Kuk Chee Jing Yin Primary School

Activities:
G/F : (Covered playground) - Game Stalls and Bouncy Castle
1/F: (Hall) : Variety Show
2/F & English Room : Thematic Learning Activities

Thematic Rooms

Students are learning
different places along
East Rail line. They
are playing happily.

Little tutors in the
Ladies Market teach
young children how to
make an origami shirt.

At Bun Festival, students are
going to make their own buns
and they can write their
wishes on the buns.

Variety Show

Game Stalls
Rope Skipping Team’
s
performance is like a
magic show.

The CJY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sing the theme song “A
Bottle of Love” .

Children need to
control the “Robot”
with i-pad to meet the
goal! What an exciting
game!

Wow!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attraction!
Let’
s have fun!

Our parents and
student helpers are
helping children to
learn the names of
local food.
Western Dance Group
performs “Frozen” .

The student helpers from
the secondary schools
are helping P.1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their
game boo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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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uest of Honour Mr. Leung Kwok
Wing, Joe (Chie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of NET Section,
EDB) has a photo with all our guests,
school managers and principals.

English Ambassadors
do a puppetry show on
th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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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配 班活動
尋寶遊戲

本年度訓輔組於聯課時段舉辦的配對班活動，旨在為高
低年級同學提供一起玩樂的時間，讓高年級的同學學習
包容與體諒，而低年級的同學亦能從中感受到校園生活
的和諧與關愛。高年級同學帶來了不少具創意又富趣味
的活動，讓同學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6B 李思穎

近年，學校經常安排高低年級班的配對活動，今年，六乙班就跟三丙班共享了
一個「尋寶遊戲」。
在玩這個遊戲之前，我們六乙班要先摺許多紙鶴、青蛙和花朵，還要把它們藏
在有蓋操場的不同地方。活動還未開始，三丙班的同學就已經很興奮，他們在
場內不停搜索，手忙腳亂，既要找摺紙，又要換禮物，不過大家忙得特別開心。
雖然活動過程中有不少困難，但是只要我們有永不放棄的精神，所有夢想或希
望都一定可能達成！

題
主
學習周

今年的「主題學習周」仍圍繞著學校的關注事項——「延
展生命教育」為重點。透過不同的活動，增強學生在生命
教育的體會，如視障人士親身講述參與體育活動的經驗、
木偶劇團及戲劇活動的故事分享、COSPLAY唱遊及音樂分
享會的正向輸入、「模擬場景」和合作競技的經歷活動，
以至專業社工的帶領和教材的配合，都是希望將「正向生
命」的種子植根於每個學生的心裏，讓他們能從多個角度
領略「愛自己」、「愛家人」、「愛友伴」、「愛別人」
和「愛社會」的正向感覺。

盲人體育講座

音樂分享會
音樂分
享會

同學們親身體驗視障人士的感受

同學都投入音樂會中

大哈細

生涯體驗活動

高年級姐姐正細心帶領小朋友進行競技遊戲

透過討論和分享，同學嘗試規劃生活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模擬監倉

3C 吳欣儀

在聯課配對班活動中，我們跟大哥哥大姐
姐一起玩「尋寶遊戲」。我們找出藏在有
蓋操場的動物摺紙，然後去換禮物。同學
都很感激大哥哥大姐姐為我們安排這次的
活動，確實十分難忘。

甜蜜棉花糖

環保襪子雪人

6A 谷安之

在聯課配對班活動中，六甲班的課室響起
了一陣歡笑聲。噢！原來是三丁班的小朋
友正在和六甲班的哥哥姐姐一起製作美味
的棉花糖甜點呢！同學們的作品各有特色，
形態也不盡相同。小熊、兔子、卡通人物
等在同學的手中如魔法般變了出來。看來，
同學們的想像力還真豐富呢！
當然，這些棉花糖甜點的味道也相當不錯，
混合著巧克力、糖果和棉花糖的美妙滋味，
再加上餅乾鬆脆的口感，在我們的舌尖上
展開了一場味覺的饗宴。啊！真幸福！

齊來玩欖球
自製炮台遊戲

自製桌上遊戲

木偶表演相當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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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一嘗鐵窗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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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M 活動大體驗
English Drama
Do you love your family? 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present

situation? Do you want to live

過去一年，學校為培養學生對STEM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學習興趣，推薦學生參與
不同的STEM活動和比賽，包括「聯校機械人大賽Robot Challenge 2018」、「2017-2018
科學與科技創意組裝四驅車大賽」、「紙飛機用Apps飛」等。
同學能於活動中發掘自己的興趣，體驗STEM的學習模式，都感到萬分雀躍。當中，最令人
鼓舞的是同學在活動中表現出色，並屢獲殊榮。

聯校機械人大賽

another life? The two characters,
經過多輪回合的
激戰，最後本校
奪得全場季軍

Dorothy and Samuel feel bored and
disappointed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current situations. They want to
make

some

changes

so

they

exchange their souls with each
other. As a result, Dorothy becomes
Samuel

and

Samuel

同學操控機械人發出「衝力射球」，
打敗多支勁旅，奪得亞軍

becomes

Dorothy. However, do they adapt
to their new lives? What will

科學與科技創意組裝四驅車大賽

happen to them? Do they want to
get back to their own lif

本校同學勇奪計
算 賽 冠 軍 、 最具
合作精神大獎亞軍
及最佳匯報大獎季
軍，表現卓越！

‘Time to Change?’ is the play that
we presented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March,

2018.

Festival
We

on

got

1st
the

Adjudicators’ Award and performed
a public show in Tsuen Wan Town
Hall. The other awards that we
received
Outstanding

are

Award

Script,

Award

for

四驅車的組裝、改裝，全由
學生自己「動手做」

紙飛機大賽

for
最後，大家以
紙飛機進行耐
力賽，比較紙
飛機的飛行時
間

Outstanding Director,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學生與家長一起到操場進行紙
飛機飛行大賽，看誰擲得最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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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旅行

一年一度之全校旅行，都是同學們萬眾期待的一天

比賽

本校同學除了學業以外，同時參加不同課外活動及比賽，
屢獲佳績

樂 隊
話 劇

花式跳繩

成長的天空

成長的天空小組成員與爸媽進行了一天
親子日營活動

機械人程式大賽

中國舞

同學透過外出參觀，進行
實地學習及體驗活動

英語布偶劇

聯課活動

戶外學習日
環保種植
同學親自培育幼苗
畢業教育營

數學速算比賽
台上精英投入參予，台下觀眾努力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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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體驗活動
年紀小小的一年級同學也能成為「大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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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訊

主席心聲

轉眼一年便過去了，在高凱聯校長丶劉鳳明主任丶眾家委及家長義工的支持下，本屆家長教
師會作出了不少新的嘗試。當中，我們舉辦了反應熱烈的「家長樂聚坊」丶安排麥潤壽先生
及菜姨姨主講的家長講座及籌劃英語嘉年華攤位活動等，一切也來得不容易。但每次見到家
長踴躍的參與丶孩子天真的笑容，也讓我們各家委感到欣喜和鼓舞！我承諾在未來的一年，
會繼續與各家委堅守「家校合作 共建關愛校園」的信念，連結家長，服務學校，為孩子建立
滿是愛的校園。我再次感謝家長們於本年度的支持和參與，亦特別鳴謝各家長義工無私的付
出！最後，謹祝每位安康、愉快！
第十二屆主席 何苑斐女士

水仙花培植工作坊

午膳義工

「家長也敬師」敬師咭創作比賽
同學與家長一同設計敬師咭送贈老師，感謝他們的付出

英語嘉年華活動

一眾家委發揮創意，為英語嘉年華活動設計攤位

識字小先鋒

專題研習日訪問

由本校資深老師與家長分享浸製水仙花頭需注意事宜

二年級專題研習題目是《為我們服務的人》，
家長義工正在接受同學的訪問

家長樂聚坊

第三期「家長樂聚坊」進行了「親子粘土音樂座製作坊」

2017 / 2018年度下學期的工作簡報如下：
活動

舉行日子

參與 / 受惠人數

恆常家長義工工作

9月至今

83名家長義工(累積人數)

訂購水仙花

1月22日

32名家長

水仙花培植工作坊

1月22日

23名家長

專題研習日訪問

2月6日及7日

二年級學生

家長樂聚坊--「魔豆復活豆製作工作坊」及
「親子粘土音樂座製作坊」

3月22日、3月26日、 40名學生及73名家長
6月19日及6月25日

校服轉贈活動

4月21日

58名學生

「辨識及應對成長中學童情緒及心理需要」 4月24日
----家長講座

86名家長

英語嘉年華活動

5月18日

全校學生

「家長也敬師」敬師咭設計比賽

4月至6月
6月11日(頒獎日)

33名學生/家長

壁報製作 (農曆新年及復活節主題)

1月及4月

---

小食部及午膳質素監察

1月至3月

---

書包及學生鞋展銷會

7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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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及應對成長中
學童情緒及心理需要」
家長講座
是次講座由家教會主席主講外，同時亦邀請
「菜姨姨---著名親子繪本共讀推廣者」分享
閱讀心得

義工感言
1B 羅康正家長---周麗貞
我很榮幸能夠擔任「小手肌」活動的義工姨姨。每逢星
期一，我總期待跟這班可愛的小一生見面。同學透過有
趣的活動，能鍛鍊他們的小手肌，確實很有意義。
同學在過程中遇到挫折時，我們便不斷鼓勵他們，希望
這暖暖的話，能成為一支支的強心針，激起他們的決
心，堅持下去。我能夠看見同學們的進步，確實感到
萬分驕傲。

2A 黃卓傑家長---陳秀琼
學期快將結束，當了義工家長整整兩年，參與的活動有「小手肌」訓練、伴讀大使及午膳
義工，都是很有義意的工作。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老師對一年級同學無微不
至的照顧及循循善誘的教導。我也十分感謝家長教師會委員的協助，讓我們能順利完成每
次的工作。所有委員及義工對學校無私的付出，真的令人十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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