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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成功是學回來的，

優秀是教出來的。主動積

極是成功的要素。因此，我們培養學生成為主動

積極的人。優秀的人具備高尚品格，所以我們著重培

養學生良好的品格。

    成功是學回來的：無論在學業或學業以外各方面的學習領域上，我們都期望學生知道自

己想做甚麼、該做甚麼、如何做和堅持做。學校的整體課程規劃是這樣的……

    學習有方法是學校的整體教學策略，包括英文科及普通話科的「拼音」教學，中、英文科的「閱讀

理解策略」、「寫作方法」教學、「大量閱讀」計劃及綜合課的「專題研習」等。目的為要讓學生知道自己

想做甚麼、該做甚麼，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做。

    學校提供多樣化的課外活動，所有參加表演藝術培訓課程的學生都有機會在每年的綜合表演會上台表演。所

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們希望學生在學習、鍛煉及表演的過程中，體現堅毅精神，因為堅持做是達至成功

的要素。

 

    學生展示與表達的平台與空間廣闊。口語表達、分組學習、口頭報告是學校課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份；戶外學

習、專題研習亦是學校課程的特色；天才表演、午間廣播是恆常的學習活動；參加公開比賽、踏上舞台表演的機會給

予每名學生。目的為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對成功充滿信心，樂意選擇適合自己能力水平又富挑戰性的任務。

    優秀是教出來的：無論校內或校外的家長都對我們的學生有這樣的評價：「這裡的孩子很有禮貌。」我們的學

生是這樣的……

    我們的學生有禮貌、尊重人。他們會主動跟別人打招呼；他們與別人對話時，會望著對方的眼睛。我們

的學生守規矩、樂助人。別人有需要，他們會主動幫忙。我們的學生主動積極又誠實。他們訂立自己的目

標，許下承諾，並努力達成。

    為培養學生欣賞別人，有一夥感恩的心，老師們更推行「讚賞樹」活動。接下來，我們

會進一步指導學生們做到起站坐下時，控制桌椅不發聲。我們堅持從基本做起，幫助孩

子們建立良好的行為和品格。

    學校會持續指導學生明白成功之道，並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和

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教出優秀的孩子。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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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表達」

學校重視學生整體的發展，除了讀

寫訓練外，我們亦非常重視學生

的口語表達能力。表達能力佳的學生，

不單表現出更強的自信心，還有較佳的

理解及思維能力，並促進溝通及協作能

力。故此，學校在課堂內外設計不同的

課業及活動，提昇學生口語表達能力。

課程及有關活動詳見下表：

「綜合科的蛻變」

學校在2000年創立了校本特色課

程    綜合科。綜合科設立目

的是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溝通、協

作、解難、創意及研習）。去年，我

們在綜合科課程加入新元素：以五種

核心價值為主，設計了一系列的德育

單元，這五種核心價值包括：關愛、

尊重、責任感、承擔及堅毅。以下列

舉當中兩個單元，加以說明： 

「雞蛋命名禮宣誓儀式」的進行情況	同學在《護蛋日誌》內撰寫
的護蛋感想	

同學投票過程認真公正

各傑出學生候選人海報

項目 內容

訓練表達能

力的設計

語文科：朗讀

數學科：說數（向同學或家長說明運算的過程）

午間廣播室

音樂廣播室

常識時事分享

圖書推介

小小語言家：普通話組及英文組為全校同學講故事

家長日任務
學生向家長介紹學校生活點滴，包括課室門外的承諾樹／
讚賞樹

單元名稱 「我是小家長」

核心價值 關愛及承擔

單元目標
1. 藉由保護雞蛋的過程，讓學生感受父母照顧寶貝的心情，並心存感激。

2. 讓學生學習看管小生命，培養承擔精神，同時體會生命是需要愛惜和保護的。

單元名稱 「做個好公民」

核心價值觀 承擔及尊重

單元目標

透過「傑出學生選舉」活動：

1. 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權利和義務。

2. 讓學生認識選舉的過程。 

3. 培養學生懂得尊重不同立場的人。

課程篇

助選團在努力製作宣傳物品

小組報告前，讓我作好準備 小組學習花絮 「我是第一組的代表，我們的組員發現……」

讓我來解釋這道題目吧！ 匯報專題研習前的最後練習！ 以戲劇形式演譯改編故事結局
（攝於中文資優課程）

「請大家投我一票！」

助選團正在努力拉票

同學為蛋寶寶設計的護蛋裝置草圖 「嘩！我能成功保護我的『蛋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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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活動」

常識科透過種植活動讓四至六年級學生提

升綠色生活意識，並舉辦盆栽展覽日，

安排低年級學生欣賞高年級學生的種植成果，

藉以提升學生對種植的興趣，培養愛護植物的

態度。89% 一至三年級學生認為透過盆栽展覽

日，學會如何欣賞及愛護植物。

羅少昊同學與他的得獎盆栽 低年級學生欣賞高年級學生的種植成果

6B班得獎同學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

校園網絡計畫」

學校去年申請加入「健康校園名

冊」，簽署「健康校園約章」承

諾證書，策畫健康校園活動，為學生

身心提供全面的發展機會。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畫」

學校提名4名六年級學生參與「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畫」，表揚他們

實踐朋輩教育和在過去一年參與校園健康促進工作的貢獻。

此外，6B朱雅蘭和同學們擔任健康軍團小記者，在臨牀藥劑師蘇

曜華先生帶領下參觀瑪麗醫院藥房，並在「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

畫」宣傳文件中，展示是次活動之分享。

「至叻有營人計畫」

學校與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營養服務中

心及教育中心合辦「至叻有營人計

畫」，教導一至四年級被挑選的學生如

何培養均衡飲食的習慣。有50%參與計

畫的學生身高及體重的比例得到改善。

計畫目標 學期末問卷調查結果

培養學生做到每天喝八杯開水 67%學生表示自己做到每天喝八杯開水

每餐「少肉多菜」 77%學生表示自己做到每餐「少肉多菜」

我們把每月第一個午膳日定為水果日，培養學生多吃
水果的習慣

89%學生表示自己做到多吃水果

「健康校園約章」承諾證書

「至叻有營人計畫」 家長與學生踴躍參與「至叻有
營人計畫」活動

學生積極參與至叻有營人活動

我們都愛吃水果

讚賞樹：學生向別人表達謝意及欣賞 4B班的讚賞樹

訓育輔導篇

像素欠佳，請提供。

「學生健康軍團」出席健康校園頒獎典禮

提升學生的自尊感

每個課室門外有一棵「讚賞樹」，讓學生貼上填寫好的讚賞卡表達對別人的讚賞，透過此活動培養學生欣賞和

感恩的心；而被欣賞的同學的自尊感亦得以提升。

90%教師認同讚賞樹活動能讓學生學會如何向別人表達謝意及欣賞。

家長與學生聚精會神地聽導師
講解如何製作健康食物

培養學生吃得健康的飲食習慣

6B朱雅蘭參觀瑪麗醫院藥房後，在「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
畫」宣傳文件中，展示是次活動之分享

健康軍團小記者
健康軍團小記者在臨牀藥劑師蘇曜華先
生帶領下參觀瑪麗醫院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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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參加人數

13-10-2012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師生及家長約200人

15-12-2012 親子聖誕聯歡會 師生及家長共298人

1-12-2012 學校開放日暨小    課程體驗 本校及校外學生家長及家長教師會委員

18-2-2013 新春節慶服裝日 全校師生及家長教師會委員

23-3-2013 親子旅行    沙頭角古村及綠田園 師生及家長共309人

6-7-2013 六年級謝師宴 師生及家長共150人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委員於會員大會合照

家長教師會踏入第十六年。去年，家教會舉辦各項活動，除了

給本校學生家長參加外，還邀請校外幼稚園及小學家長一同

參與。

去年所辦的講座內容豐富而實用，講者與家長交流教育心得，讓

大家獲益不淺。此外，每次參與講座的校外家長人數非常踴躍。

來年，家教會繼續舉辦適合家長需要的講座，請家長留意家教會

通告。

各項活動花絮：

西方舞同學於會員大會上表演助興

親子聖誕聯歡會上，同學和家長玩遊
戲時都非常投入，洋溢熱鬧氣氛

親子聖誕聯歡會上，李曉晶同學
表演小提琴，樂曲悠揚悅耳

同學們於農曆新年假後第一天開學早
上，穿上傳統服裝上課，洋溢新春氣氛

爸爸充當車伕，女兒坐
在人力車上一定很舒服 冼校長和大家在沙頭角古村前大合照

謝師宴上，師生和家長合照

像素欠佳，請提供。

藝術及表演項目 團體及探訪活動

同學參與4月29日
世界舞蹈日活動

校內足球比賽 校內呼拉圈比賽 學校取得「sportACT活力校園獎」

銅管樂隊到廸士尼樂園演出

西方舞組參加校際舞蹈節
獲得乙級獎

戲劇組參加戲劇節比賽獲得
傑出合作獎，朱雅蘭同學更
獲傑出演員獎

學生參與有機毛巾畫
集體創作活動

公益少年團探訪老人院

本年度童軍射箭隊參與多項公開比賽，
獲得多個獲項

NowTV到校拍攝「讓愛回歸父親大行動」節目

活力校園

推廣活力校園的目的，是鼓勵學生多運用課餘時間參與課外活動。讓學生的身心有全面的發展，在活潑的氣

氛下渡過有意義的童年。因此，學校除了恆常提供多元化及均衡的課外活動外，本學年更特別鼓勵學生利

用小息、課餘及試後活動時間積極參與體育活動。

本學年同學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sportACT獎勵計劃」的成績令人滿意，全校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同學獲取銅

獎或以上的獎項，反映大多數同學願意利用課餘時間參與體育活動。

課外活動篇 家校合作篇

日期 活動 參加人數

4-5-2013
（星期六）

「家長如何成為孩子的情緒輔導員」
家長講座    主講嘉賓為鄒賢程先生

本校及校外學生家長及老師約70人

11-5-2013

（星期六）

「快快樂樂學英語—準確發音好容易」

家長講座    主講嘉賓為黃國成博士
本校及校外學生家長及老師約70人

本年度舉辦之講座：

本年度舉辦的活動：

一家人泛舟湖上，十分溫馨

校友鄒賢程先生主講「家長
如何成為孩子的情緒輔導
員」親子講座

體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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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名 稱
學校
類別

學生
人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官立 1

BELILIOS PUBLIC SCHOOL

瑪利曼中學
資助 1

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資助 10

SKH TANG SHIU KIN SECONDARY SCHOOL 

香港真光中學
資助 2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資助 3

ST FRANCIS’ CANOSSIAN COLLEGE 

高主教書院
資助 1

RAIMONDI COLLEGE

金文泰中學
官立 3

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

香港鄧鏡波書院
資助 4

HONG KONG TANG KING PO COLLEGE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資助 6

TWGHs LEE CHING DEA MEMORIAL COLLEGE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官立 11

TANG SHIU KIN VICTORIA GOVT SEC SCH

衛理中學
資助 1

METHODIST CHURCH HK WESLEY COLLEGE

培英中學
資助 1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張振興伉儷書院
資助 1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資助 1

TWGH YOW KAM YUEN COLLEGE

何東中學
官立 8

HOTUNG SECONDARY SCHOOL 

佛教黃鳳翎中學
資助 4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資助 1

SKH ST MARY’S CHURCH MOK HING YIU COL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資助 1

CCC KWEI WAH SHAN COLLEGE

玫瑰崗中學
資助 2

ROSARYHILL SCHOOL

首志願／
中學自行分配學位

首三個志願／
中學自行分配學位

人數 42人 60人

百分率 68% 97%

學生派位成績／升中面試班

標題：學生派位成績

內容：

為了提高六年級同學選校的成功機會，學校為五、六年級學生家長舉辦講座，讓家長了解選校策略；此外學

校與校外機構合作，鼓勵同學參加全方位升中面試班，並與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合作，安排學生參與升

中模擬面試，為同學作好面試心理準備。

2013年，六年級畢業生共62人，大部份學生成功入讀心儀的學校。派位結果令家長感到滿意。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2011–2013年度升中派位

首志願及首三志願派位統計表

2011/2013年度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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