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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三角：

技能

把兩個三角重疊：
學校

情意

學生

家長

它變成了一顆星，星代表光，光代表熱，熱代表力量，力量代表希望。
學生透過家庭教育可學到知識、技能和情意；透過學習經歷同樣學到
知識、技能和情意。家校合作可造就一顆新星的誕生—學生星。
每一顆星都是獨特的，他蘊藏無比的能量，透過家庭及學校教育，找
出他們的強項，在悉心的栽培，讓他們散發能量。

就
成
的
人
驕

員獎

傑出演

6A 傅燁

本校英文話劇組於
2014 年校際戲劇節榮獲「傑
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
獎」、「傑出演員獎」等六個獎
項，成績令人鼓舞。

6A 艾亞星
5A 白美莉

網址 Website: http://www.tytaps.edu.hk 電郵 E mail: tytaps@gmail.com

Wonderful Triangle:
Overlap two triangles, a new star comes.
A Star represents light; light represents heat; Heat represents power;
power represents hope.
Through family education, children learnt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children also learn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
That means when family and school co-operate together, a new star comes
- our children star.
Each star is unique and powerful. Parents and teachers co-operate together to
find out the special talents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 child. Nurturing it, lets the
child becomes strong and powerful.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本年度同學們在朗誦比賽的成就驕人，共獲得兩項冠軍、四項亞軍
及一項季軍，另有三十五位同學獲得優良證書及四位同學獲得良好證書。
獎項
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英文詩詞獨誦冠軍
英文詩詞獨誦亞軍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科技同歡賀青商 30 年暨開放日
A funfair to celebrate the school’s 30th Anniversary
為了慶祝三十週年校慶，學校
於 2014 年 1 月 4 日舉行了「科
技同歡賀青商 30 年暨開放日」。
當天節目豐富，包括 iPad 互動課
堂示範、親子太陽能環保燈製作及
各類與科技有關的攤位遊戲。

樂在 iPad 英文課

青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Tsing Yi Primary Schools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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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Our Students

英語話劇屢創佳績
English Drama “Too Good to Be True”

6A 杜芷晴

第十一期

Principal’s speech

校長的話
知識

th 青訊

第六十六屆校際音樂節
The 66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本校學生在第六十六屆校際音
樂節中成績優良。其中 1A 黃皓進
更於一級鋼琴獨奏比賽中獲得季軍 !
實在可喜可賀。

本校乒乓球隊在青
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中
得男子團體殿軍。其中
哈力更奪得男子單打季
軍，獲賽會挑選為小學
區際乒乓球比賽的本區
代表。
乒乓球球隊隊員合照

學生
2A 現雅思
5A 吳美怡
1B 夏淑敏
6A 陳耀文
4A 吳木加
6A 古珊美
6A 洛加宜
1B 夏淑敏

2A 現雅思

4A 吳木加

5A 吳美怡

1B 夏淑敏

6A 古珊美 6A 洛加宜

6A 陳耀文

2014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競賽
2014 Hong Kong Odyssey of the Mind Local Competitions
本校七名學生參
與 了 2014 香 港 創
意思維活動競賽，他
們以創新的方法進行
集體創作，把理論與
實際知識的融合起
來。是次比賽，學生
在長期題項目中獲得
168 分， 為 21 隊
學校當中之冠，成績
令人振奮。

傳媒專訪 Media Interviews
本校在非華語中文學習方面有卓越的成就，故獲兒童快報、星島日報及
香港電台的邀請接受專訪，由朱校長把本校發展非華語中文課程的歷程娓娓
道來。學校營造了一個共融學習的良好環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
例如跨科學習、圖書教學、「陽光小老師」計劃等。其中 6A 班金仁杰為當
中的佼佼者，榮獲 2014 香港傑出青少年獎，其學習中文的毅力和投入感，
值得其他非華語學生借鏡。

童夢童心

星島日報專訪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A.S. Watson Group Hong Kong
Student Sports Awards (2013-2014)
哈力出席學體

會周年頒獎禮

6A 哈力同學榮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 (2013-2014)。

兒童快報專訪

2014 香港傑出青少年獎—6A 金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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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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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Teacher: Miss Sandra
Professor
Paws

This year we managed to teach the P1 classes
all the 43 sound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efore the
Christmas holidays to enable them to become more confident and
competent, independent readers. The Phonics classes in P1 are
delivered to students in a fun, lively and engaging way through
a variety of mediums such as video, songs and games as well as
stories. Learning can be fun!
The P3 and P6 classes were given dedicated and specific
help with their very important exam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e
concentrated on the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an interesting
and enjoyable way, engaging the students and helping to help
build their confidence. In P2 and P4 we gave th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practice their reading with big books and their home readers.

Halloween
Do you want a candy

Also this year, every lunch time, we organised extra tuition
classes for students who needed help with their phonological and
phonetic awareness which is a crucial part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small groups, we organized hands on, energetic
activities and games which the students thoroughly enjoyed!

校園生活多姿彩

Trick or treat!

Reading Buddy Programme in Kindergarten
We have conducted the Reading Buddy
Programme in a nearby kindergarten for two
years. It has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bout
15 trained P.5 and P.6 Reading Ambassadors,
took turns to go to 2 kindergartens to tell
stories to the pupils this year. Students
The game is fun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of how to take
care of young learners and have learned
how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and attract
their attention during these challenging
activities. The kindergarten pupils enjoyed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our students. They participated actively
throughout the story time and had lots of
fun. Both parties enjoyed the activity very
I know the answer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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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圓近中秋 Mid-Autumn Festival

「一人一花」計劃
Prospectus of One Person,
One Flower Scheme

秋季旅行 School Picnic

數學週 Mathematics Week

獲獎同學大合照

聖誕聯歡會 Christmas Party

Poem

在「數學週」中，學生利用平版電腦進行
數學遊踪，提昇自主學習及解難的能力。
家長和學生一同燒烤，真高興。

合唱團的演出不錯吧

新春賀年活動 —飛躍三十迎駿馬
Lunar New Year

學生作品

為配合學校 30 週年校慶，學校
於農曆新年前夕舉辦了一連串的慶祝
活動。

Marve
f Students
lous Work o

主題學習—「妙趣小香江」
Visual Art Theme of Teaching - The Wonders of Hong Kong
視覺藝術以「妙趣小香江」為主題，讓學生運用不同技巧、材
料表達生活中的所見所感，培養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
我的自畫像

財神到

香港之最

普通話大使
Putonghua Ambassadors

盆菜宴

公益金便服日
普通話
Casual Dress Day 2014 大使以普通

珊

1A 鄭珊

話跟其他同
學溝通，為
學校營造一
個良好的語
言 學 習 環
境。

藝術活動

桃花年畫

雅

3A 王靖

1A 鄭琳

琳

輝

4A 陳鵬

3A 蕭靜

雯

開飯啦

Art
v ities
Acti

2A 李漢

至 FIT 組合

文

3A 古加

2A 莫永

港鐵社區畫廊展覽
Community Art Galleries
(MTR)

6A 傅燁

3A 安淇

森

6A 劉倩

琳

我們的 30 —校慶主題創作
Our 30 th school anniversary creations
校慶填色比賽

我們繽紛的畫作「頌師恩」在
長沙灣站展出了！

進

第十三屆小學英文民歌比賽

琳

1A 鄭琳

校慶 logo 設計比賽
校慶攝影比賽

午間音樂會

音樂會

Lunch Music
Concert

源

煙火轟隆隆

1A 黃皓

Music Concert

5A 劉思晴

4A 蘇麗

普通話大使

第十三屆小學英文民歌比賽
th
The 13 Hong Kong Inter Primary School
English Folk Song Group Singing Contest

戲棚粵劇齊齊賞

夢中奇遇 拼貼香港超人

6A 陳耀文組
音樂小 DJ

地鐵社區畫廊

4A 黃芷晴

4A 蘇麗源

5A 袁卓楠組

Life-wide Le
arning

Hong Kong Junior and Senior
Mainland Exchange Programmes
本校於五月份參加由教育局主辦之「香港初中及高小
內地交流計劃」藉著參觀廣州的西式建築物，從而探究其
歷史文化背景。我們參選觀了石室聖心大教堂、沙面建築
群、東山花園洋樓群、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及中山紀念堂，
同學們在是次的參觀活動中，不但了解廣州的文物保育工
作，更認識了中國近代的重要歷史人物及事件，加深對保
護國家文物傳授的關注。

到訪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石室聖心大教堂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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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與龍
同行閱讀週
ng 423 Walking with
the dinosaurs Week

閱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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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ar
e
L

中山紀念堂前大合照

跨學科學習週—「美食世界盃」
Cross-Curricula Activities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了解有關恐龍的知識和
故事，從而擴闊視野及提昇學
生閱讀的興趣。

2013-2014 書籤交流計劃
2013-2014 Bookmark Exchange Programme
同學把喜
愛的故事設計
成精美的書
籤， 與 外 國 學
生分享閱讀的
樂趣。

1A 何麟騰

3A 古加希

6A 陳耀文

晨光喜閱計劃 Happy Reading Sunshine Scheme

本校以「美食世界杯」為主題，進行跨學科形式的
學習活動，藉以啟發學生的多元智慧及潛能。形形色
色的學習活動貫穿不同的學習領域，讓學生
認識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如「各地經
典美食」、「飲食與健康」、「美食創
作」、蛋糕及薄餅製作等，讓學生把已
學會的學科技巧，體現於不同的活動中。

透過早會前的時間進行閱讀活動，提昇
學生的閱讀興趣。

看看我們努力的成果

What is th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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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活動

全方位學習

青商運動會 School Sports Day

科學探究

n
Scie ce Explo
ration

同學們在青商運動會中，既能參加競
技遊戲比賽，也能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
大家玩得興高采烈，度過了一個既刺激又
難忘的時刻。

科研活動 Scientific Activities
印刷術

水火箭

我們要爭取勝利！
加油呀！差一點便成功了！

看看我們的水火箭！

多元智能活動 Multi-intelligence Sessions

籠中鳥
降落傘
飲管飛行器

創新科技獎學金到校實驗活動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Award Scheme
機關王

學生能透過多元化的興趣小組及制服團隊，
包括 Harry Potter Creative Writing、女童
軍、幼童軍、機關王、OM 創意大激鬥擂台等 17
項活動，令課餘生活更添姿采。

OM 創意大激鬥擂台

2014 香港機關王競賽 GreenMech Contest 2014
本 校 首 年 參 加 2014
香港機關王競賽。參賽學生
動發揮了創意思維，應用物
理、化學、再生能源概念與
機械運作的原理在關卡設計
上，他們在活動中學會了合
作精神及解難能力。

手鈴隊表演

Harry Pottter Writing

體藝活動 Sports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本校聘請專業教練及導師
於各個周末早上教授體藝活動，
如足球班、籃球班、乒乓球班、
競技體操班、綜合繪、足毽班、
足毽班、板球班和繪畫藝術班
等，豐富學生的餘暇生活。

籃球班

板球班

足毽班

競技體操班

綜合繪畫班

乒乓球班

足球班

學生輔導

Compr
ehensive Student Guidance

社工的話
Words from the Social Worker

星級學長關愛行動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
Caring Action by Senior Students “Joint-School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

跟你們分享周姑娘的生活點滴，我家擁有一道古董門，
因鑰匙壞了無法靈活扭動。初時，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差點
把門拆下來，還是無法扭開。我憤怒地要求家人盡快把它修
理或換掉。有一天，我如常地扭動門匙，這次我只需輕輕一
轉，門就「啪」一聲打開了。我感到十分奇怪，為什麼我之
前費盡力氣也無法打開，這次輕輕一轉就把它打開了。
原來關鍵在於心態，要令自己成為一把細膩的鑰匙，才
能把壞門打開。其實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道壞門，裡面
可能藏著過往的傷心事，任你再大力用鐵棒也打不開。只有
用心去關懷，才能明瞭別人的心。再成為一把細膩的鑰匙，
打開別人的心門，溫暖別人，安慰別人，關心別人。
作為家長的你，曾否感到與子女溝通出現困難？曾否費
盡氣力也管教不好子女？並且很快便對孩子行為或說話下
了結論嗎？嘗試轉變一下心態，先明瞭子女的心，再把自己
變成一把細膩鑰匙，才能擁有更有效的溝通，讓愛傳達得更
清楚明白，因為愛其實一直存在。
周碧貞姑娘

一羣受訓的
星級學長於開學
初期，陪伴小一
學生迎接新的校
園生活，協助他
們盡快適應新環
境。

我們是「星級學長」呢！

秩序整潔比賽
「解難智多星」小組
Discipline and Tidiness Competition Mastermind Group for Problem-solving

生日祝福會 Birthday Party

學生在解難小組內透過遊戲、情
上、 下 學 期
境處理、分享及討論學習社交技巧。
各一次的秩序整
潔比賽，評核同
學在課堂秩序、
課室整潔和常規
秩序上的表現。 我們獲得了金獎，真是實至名歸！

全校學生一同為班上同學慶祝
生日，大家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
生日西餅，場面十分溫馨。

每月欣賞之星 ‘Star of the Month’
班主任每月按特
設主題，由班主任選
出一名在目標行為上
具有良好表現的同學
為「欣賞之星」，讓
全校同學共同表揚。

「陽光教室」小老師計劃
Sunshine Classroom Project

齊心做事情，同心就事成。

Schoo
l-base Support Programmes
滿月生日會 One months party

滿月禮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
Induction Programme for
Newly Arrived Children

區本功課輔導班

風紀訓練 Prefect Training
本年度舉辦了兩次風紀訓
練，導師們以遊戲作引入，讓
同學了解風紀應有的責任。

由高年級學生擔任小老
師，運用遊戲的方法，教導低
年級的非華語學生認讀中文字
詞及鼓勵他們主動學習。

校本支援

區本功課輔導計劃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and Support
Programmes

本校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內容包括服
務義工訓練課程、關懷社區大行
動服務、社區巡
迴展覽及嘉許
禮等，藉著參與
義務工作，鼓勵
學生主動關懷
及回饋社區。

家校合作

Co-op
er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
家教會就職典禮及親子旅行
PTA Family Day Trip

親子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
本學年舉辦了兩次單元式的社
區服務，包括「童心顯愛心敬老行
動」及親子賣旗活動，透過親子合
作為社區服務，促進彼此間的關係。

區本興趣班

探訪老人中心 Senior center visits

融和獎學金 Harmony Scholarship

言語治療服務 Speech Therapy

我們準備出發了！

家長講座
Talks for Parents

本校學生
6A 林意、6A 何
偉 新、5A 宋 美
娜及 5A 莫芷珊
榮獲「融和獎學
金」。

「成功在望」升中支援講座

升中選校講座

壓力處理家長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