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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走進校園，目的何在？如果你提出這道問題，大部分人都會簡單回答：「學習。」沒錯！這是孩子進學

校的目的，進行方方面面的學習，「學習」是人生中一項沒有終點的工程，每一個人都是工程師，我們該如何協助孩

子成為自己的「學習」工程師呢？

      近幾年，「自主學習」可說是教育界炙手可熱的話題，「自主學習」是一種教學策略，很多學者、教育工作者回內地取經，受

到他們「還課堂給孩子」的影響，由孩子主導課堂，選取有興趣的學習內容，展示自己的預習成果，與同學進行討論，探究知識，

多麼理想的境界！可是，要孩子有這樣的表現，不是說有便有，這是一條不易走的路。然而，我們必須要有憧憬，開展這「長征」

之路，要有「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宏志！

           朝向目標，我們不斷為孩子注入邁向「自主學習」的元素，教導、要求孩子進行預習，引領、鼓勵孩子在課堂上摘錄

筆記，引導、協助孩子進行討論，帶領、安排孩子展示、匯報學習成果……以上種種的學習安排，都是裝備孩子成為「學

習」的工程師。擁有「自主學習」的方法、精神，「終身學習」的理想不難達到！

        在孩子的成長、學習路上，老師是他們的啟導者，但孩子更需要的是伙伴，為他們的心

靈注入動力，父母正正是孩子成長、學習的動力之源，如此重要的角色無人可代，父母

的鼓勵、支持、安慰、體諒永遠是孩子最窩心、最珍貴的寶物！

            「啟航！由學習到自主學習」，只要有信心，孩子終有一天可自行揚帆出海，

吸取「學海」中無窮無盡的養份！

啟航！
由學習到自主學習

王品淑（課程統籌主任）

盧教授 1974 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
曾在港從事青少年中心的督導工作，並成為香港開拓青少
年外展服務的先驅。盧女士曾為家長、社工及教師開辦無
數工作坊，在 1976 年，獲頒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1987 年，
盧女士在美國德州創立了晨暉兒童治療中心，1989 年，獲
美國德州傑出青年服務獎。每年盧女士回港為香港各大學、
中小學的家教會、社會工作及教育機構主講各項課程及訓
練，座無虛席，極受歡迎；盧女士演講解難，機智敏銳解
答提問，參加者如沐春風，均認為實用有效。

理盧幼慈教授簡介

家
長講座

  本校很榮幸邀請到
盧教授來臨本校為家長主

講培育孩子貼士，當天約有
250 位本區幼稚園及小學家長來
臨參與此講座，反應熱烈。盧教
授既親切又專業地向家長道出有
效教導子女心得，傳授勝人一

籌育子貼士，各家長可謂
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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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天文
與航天科學研
習計畫嘉許

本校於常識科推

行科技教育，進行科學專

題探究，發展科技。並組織科

學隊，讓對科技方面有興趣的

學生參加。學生不但可參與校

內的各項科技比賽，亦參與

校外各項科技比賽，取

得佳績！

天靈科學隊  
紙船載重比賽

訓練

2014應
用可再生能
源設計暨競技
大賽  超級電
容模型車

「2014
應用可再生能
源設計暨競技大
賽」之「太陽能模
型車最佳環保設
計及外觀」

元朗區科學
與科技培訓課程
暨海、陸、空探索
比賽2015  模型

船大賽

環保嘉年
2015暨第14屆
環保創意模型

設計比賽

科學隊

本校近年發展小園藝，並組織「愛心小農夫」，讓小農

夫於早上或小息時為農作物澆水、除草及施肥等工作，並會

定時開放園地給學生欣賞，小農夫會扮演導賞角色，介紹所

種的農作物，教導同學愛惜植物及食物。

小農 夫

元朗區科學
與科技培訓課程
暨海、陸、空探索
比賽2015水火箭

製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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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

ing W
atching – Frozen

P r i m a r y  6  s t u d e n t s 
exper ienced a  mot iva t ing 

English activity in the lessons. 
On 15th, 17th and 22nd of October, 

2014, the English teachers organised 
movie watching activities for them. The 
students enjoyed watching the popular 
and fascinating Disney movie – Frozen. 
Through exper iencing a ser ies of 
interactive activities, students learn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were able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in an 

authentic and interesting 
context.

Christmas Fun Day
On 18th December, 2014, we 

organised the Christmas Fun Day 
for our students. The Fun Day started 

with a play performed by our English Drama 
Team which was established this year. The 

Drama Team performed the play “The Crossword 
Puzzle” to our students and the audiences enjoyed 
the play a lot. After the play, Teacher Connie and 
Teacher Bernie held some English games with our 
students. The activities in the school hall ended 
with the singing of Christmas carols performed by 
our teachers. The Fun Day also included a lot 
of English stall games in the playground.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helping the teacher to hold games. It 

was a joyful day for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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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earning Experience for S

tudents

Stanley Excusion

Vi
sit to Hong Kong Wetland Park

Primary 6 students visited 
Hong Kong Wetland Park on 

2nd February, 2015. They joined an 
educational tour – “Lively Wetland”. In 

this English tour, the students learned about 
common animals and plants at wetlands, 
observ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abits of 

animals and plants as well as understood that 
wetlands are home to animals and plants. 

The students not only learned English in this 
meaningful activity, but also learned to b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o protect our 
nature.

Primary 5 students 
had an excursion to 

Stanley on Hong Kong Island 
to interview some foreigners 

about their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on 21st January, 2015. They 

were highly motivated as they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speak 

to and communicate with some 
foreigners. They viewed it as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To encourage our 
s t uden t s  t o  acqu i r e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context and practice the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fe, 
o u r  s c h o o l  o r g a n i s e d 
some life-wide learning 

ac t iv i t ies  fo r  the 
students. 

SCOLAR Activity Re-creating the Text

On 20th March, 2015, 
ten Primary 3 and 4 students 

attended the activity “Re-creating 
the Text” organised by SCOLAR. 

The tutor made use of 5 books with 
great content and illustration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They 
enjoyed the activity so much.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each of our 
students was given a book as 

a gift!

English Activities



多謝家長義工幫助照顧小朋友!

香港公園大合照

工作人員細心講解栽種的技巧

成功了!這是我們的小盆栽!

排排隊，手拉手，一同滑!

旅行又可以玩，又可以學習。

我們一同在大草地上
野餐，十分寫意!

齊齊玩集體遊戲!

還可以和家人一同燒烤，真溫馨!

大家都很有耐性，食物
燒得又香又美味!

大家興奮忘形!

Teacher Bernie, I fall !
Please help me!

SCOLAR Activity Re-creating the Text

    
學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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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在十分專注地表演樂器，台下的
觀眾一定十分陶醉在他們的表演中了。

利用資訊科技產品進行學習，
能讓同學們更專心上課。

同學們的舞姿真吸引人呢！

家長和小朋友們
都動手做一做。

家長義工們，辛苦您們了！

老師在細心地教導小
朋友做手工。

這位同學的故事演講吸引了不
少人的目光，相信她的表演一
定很精彩了。

這個攤位遊戲一定很好玩，你看，
小朋友和大人們都十分投入呢！

這是我校家長小組的攤位。

不少畢業生也回母校參加我們的開放日。

這兩位同學在認真地
進行分組活動。

這位同學在台上能
一展所長，真好。

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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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Hello! My name is Bernie Green and 

I am one of two new English Teachers 

at Ling Oi Primary School this year.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ss than 

one year ago I moved to Hong Kong and 

begun teaching English. I find great joy 

in teach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my 

students. There is nothing more rewarding 

than watching my student’s develop and 

grow. In my free time, I enjoy writing music, 

reading books, and meeting new people. I 

hope I can personally 
get to know each 
and every student 
at Ling Oi this year. 
I will do my best to 
i n t roduce  myse l f , 
but please, do not be 
afraid to come say 
hello. Best wishes to 
all!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soon! 

Hel lo ！ I am Miss Lee! 我 是 今 年新加入天靈這個大家庭的英文科老師。我是 1E 班的班主任，負責教 1E 和 2E 的英文。很高興能認識大家 ! ^.^ 
我最喜歡去旅行，因為能接觸很多新奇有趣的事

物。在旅行的途中，既可欣賞美景，又可品嚐不同地
方的美食。我一想起便覺得很興奮 ! 假日的時候，我也喜歡到郊外走走，你們猜猜為
什麼 ? 你有興趣跟我一起去郊外嗎 ?

大家好！我是梁佩茹

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天水

圍靈愛小學這個大家庭。

今年我是 1B 班的班主任，

任教英文及音樂科。

自小喜愛音樂，從古

典音樂到流行曲我也喜歡。對我來說，閒暇時聽聽音

樂、彈彈喜愛的歌曲，是一種極級的享受。

平日我也喜歡看電視，最愛收看英文台的電視節

目，皆因節目的質素高、更多元化，你們也不妨看看！ 

另外，近年我亦愛上「煲」韓劇，其中有一齣看過 N

次呢！你們猜猜是哪一齣？

Gree t ings  eve ryone ! 

Peop le  he re  ca l l  me 

Teacher Connie. I  am 

the new Native English 

Teacher (NET) in S.K.H 

Tin  Shu i  Wa i  L ing  O i 

Primary School. I come 

from a place called Auckland, the north of New 

Zealand (NZ). We speak the ”meh, meh, meh” 

language every day. Just joking, actually we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One day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fly away and 

start a new adventure so I came to Hong Kong.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about four years. 

I love seeing the children’s faces when they get 

all excited about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my free time, I like watching foreign 

films, cooking, baking, window shopping and 

spending time with friends. I also like travelling 

and exploring. It i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aste the variety of food and meet 

people.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all of you.

Hi ! My name is Yu Ho Yan and I am very excited to be your teacher. This year is going to be full of fun! 
I want to know all about you but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myself.
I graduated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master degree in language studies (Linguistics). My husband and I  have 1 daughter and a cute little dog named Udon. I live in Ma On Shan which is in New Territories. I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my family, reading, travelling, and dining-out with my friends. 

I absolutely love teaching and can’t wait to meet new 
students 
a t  t h i s 
school.

我們的

『新老師』

Teacher Bernie Teacher Connie Yu Ho Yan

李嘉恩 梁佩茹

啦啦隊齊心落力地為各健兒打氣!

家長和子女齊齊領獎!

一年級學生向前跑呀!

全力以赴!Yeah!

家長、老師和學生團結一心!

家長以身作則，教導子女體育精神最重要

專注起跑!

比賽前，大家商量做好準備!SURE WIN!必勝!

運動日



家長義工活動

2014年12月10日    童心同
樂計劃x家長義工（笑口棗）

2014年12月10日    童心同樂計
劃x家長義工（熱呼呼窩心糖水）

2015年01月12日     健康小廚神

2015年01月14日     家長
義工活動（絲襪花工作坊）

全體家長義工大合照，陣容頂盛。

2015年02月09日做運動會啦啦球

2015年02月家長主持護脊操

午膳姨姨 故事姨姨

午膳姨姨在
為一年級的同
學服務。

家教會全
體委員大

合照

家長義工在
細心教同學做
健康小吃。

經過家長義
工的指導後，
同學們滿載而
歸了。

家長義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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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貼公雞－曹濟琛Blow Carrots－吳祖澤 毛茸茸的動物－張殷悅

現代門神－黎志滔 現代門神－林玉賢 蔬果大王－唐煒傑 蔬果大王－貝芷彤

藍色的海‧美麗的魚－李明珠

參賽項目 獎項/名次 學生姓名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主辦綠色環保賞學行 季軍 6B張恩彤

裘錦秋中學（元朗）主辦

第二十一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優異 5B 陳鈺琪、6A 黃詠欣

2014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銀獎 4A李芷晴、4B黃家駿

銅獎 6B陳紫櫻

2014-15年度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3A李芷悠

亞軍 4B黃家駿、6A郭頌欣、6A何倪僑

伯特利中學第七屆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團體獎二等獎 6BU-TES BYIAN、6B李俊偉、6B陳紫櫻、6C梁萃琳

團體獎三等獎 6B周梓翹、6B鄭錦松、6C張雯芊、6C何文傑

團體獎三等獎 5A李穎彤、5B張嘉利、5B黃美嫻、5C劉煒希

奧海盃亞洲教育競賽有限公司主辦

「奧海盃」第一屆數學競賽
銀獎 2D黃竣傑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
銀獎 5B黃美嫻、5C劉煒希 

優異獎 6A郭頌欣、6B陳紫櫻、6C張子晴、6C蘭思航 

小五組團體賽 優異獎 5B何楚怡、5B黃美嫻、5C張泳妍、5C劉煒希 

聖公會第十八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數學競賽 三等獎 6C鍾正強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2015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3B郜梓軒 

二等獎
1E陳俊朗、2D黃竣傑、2E梁凱傑

3A李卓軒、5B黃美嫻、6A呂益鳴 

三等獎

1A梁正升、1A馬鈞朗、1F張皓晴、2A伍浩然

2B伍璿熙、2C梁錦堃、2C黃政霖、2E曾凱明

3B吳可佳、3C陳柏菘、3C李怡冰、3C涂紫朗

4A張少俊、4B莫鎮球、5A洪錦鎔、5B何楚怡

5C劉煒希、5C麥夏雨、5C司徒嘉明

6B陳紫櫻、6C張雯芊、6C梁萃琳 

元朗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鉛球 殿軍 6B U-Tes Byian

女子特組200米 季軍 6A 鄺子怡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主辦陸運會

友校4x100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季軍

6A 陳偉明、6A 梁錦濤

6B 高政堯、6B 劉智源

校外               名單比賽獲獎

塗
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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