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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體驗駕駛飛機的樂趣

一眾嘉賓為尋夢之泉
進行開幕儀式 讚毅摯睿四社正式成立

楊潤雄局長親身到空探知館體驗駕駛飛機的樂趣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郭偉勳太平紳士、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議員蒞臨主禮

  本校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舉行「尋夢之泉 (Dreams in the STREAM) 學校

特別教室開幕禮暨四社成立典禮」已圓滿結束，當日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

紳士蒞臨主禮，並邀得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郭偉勳太平紳士、九龍城區議會主

席潘國華議員、九龍城警區指揮官李雅麗小姐、母會教育部部長吳錦濤先生、

林氏基 ( 香港 ) 總監林宗業先生、教育局九龍城區學校發展主任及社會福利署

義工服務代表等多位嘉賓，以及中港友好中小學、幼稚園校長和師生出席，一

同見證本校四社成立及為各特別室剪綵進行揭幕儀式，主禮人及一眾嘉賓對本

校的典禮和參觀留下深刻印象，不但欣賞學校團隊們悉心的籌備，而且對學生

們具自信的超卓表現讚口不絕。

  當天透過典禮和豐富的節目，向各界分享本校在推動 STEM、閱讀、藝術

教育、心靈教育及資優教育等方面的成果，以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培養各種

共通能力，裝備學生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在法團校董會、校長及老師的盡心

努力及家長們多年來為建設校園的慷慨解囊下，學校的特別用途活動室，包括

航空探知館、特式音樂室、小寶貝玩具館等相繼改建或落成，校舍煥然一新之

餘，更能配合學校課程，繼續培育我們的孩子有更好的發展！

學生尋夢成功的故事為典禮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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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 啟發潛能教育

2017 年 蔡婉英校長引入啟發潛能教育

2018 年 9月 成立啟發潛能教育小組

2018 年 10 月

蔡校長與朱敏琪主任前往美國 Kentucky 出席「啟發潛
能」研討會及參觀當地十多所 IE 學校

回港後在校內向全體老師和校外其他學校分享在出席
美國 IE 研討會及參觀當地學校的得著

2018 年 11 月
趙錦德博士到校與中層同工分享「啟發潛能學校的教
練指導」

2019 年 1月
啟發潛能教育小組成員出席香港啟發潛能教育會員大
會及及 IE 薈萃

趙錦德博士到校分享Workshop on Coaching

2019 年 2 月
邀請學校 IE顧問 -古學俊校長檢視本校 IE的發展情況，
認為本校在 5P 各範疇上表現理想，已達到申請 IAIE 
Inviting School Award 資格。

2019 年 4月
美國 IAIE 評審團隊到本校評審，評審團參觀學校，並
與教師組、家長組和學生組有交流時間

2018 年 9月至今 教師輪流出席 IE 講座和分享會

評審團隊與家長組有愉快的交流時間 學生大使與評審團隊互相分享香港與美國小學的大不同

蔡校長帶評審團參觀航空探知館

學生大使向評審團隊Mr Ken Wright 介紹學校設施

來自美國的 IAIE 評審團隊
與蔡校長、教師和學生大
使參觀學校

學生大使用英語和評審員Ms Ken Wright 分享校園生活

啟發潛能教育啟發潛能教育啟發潛能教育
本年度學校開始推行「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簡稱 IE。它是由美國教育學家威廉

柏其（William Purkey）所創立，這套教育理論的

要旨是深信所有人都是有能力、有價值、有責任

的；教育的過程與其成果同樣重要。這理論深信

要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刻意地去安排合適的

活動和環境，並透過5P包括人物 (People )、地方 ( 

Place )、政策 ( Policy )、計劃 ( Program ) 及過程

( Process ) 啟發他們的潛能，讓他們能在愉快的環

境下有效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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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美與卓越
Appreciation of

Beauty & Excellence

感恩
Gratitude

自律
Self-Regulation

團隊精神
Teamwork

公平
Fairness

領導才能
Leadership

愛與被愛
Love

勇敢
Bravery

堅毅
Perseverance

創造力
Creativity

好奇心
Curiosity

判斷力
Judgment

熱愛學習
Love of learning

洞察力
Perspective

真誠
Honesty

熱情
Zest

仁慈
Kindness

社交智慧
Social intelligence

盼望
Hope

幽默
Humor

靈修性
Spirituality

寬恕
Forgiveness

謙遜
Humility

審慎
Prudence

全
人
教
育

「親子時光」中，子女帶家
長到其愛到的地方「談心」

無限潛能學生講座

正向教師學會 - 茶道

正向
教育活

動

親子時光家長回饋

  本年度學校為家長及學生均舉行了有關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簡介的講座，向家長

及學生介紹了 24 種品格強項及如何善用。學校亦安排高年級學生完成 VIA 品格測試，

以認識自己的品格強項。學生透過自己、同學及家人對自己的觀察，綜合出自己首 3

個(低小)或首5個(高小)品格強項。學校亦舉行了有關眼科知識的講座，並為學生(名

額約 240 人 ) 提供免費驗眼檢查。

　　本年度於體育課程內加入「國術」部份，教授學生「八段錦」，並於小息完結時

讓學生每日實踐，令身體更健康。在小息一推行「動『錦』小息」，增加更多活動讓

學生跑動、跳躍，例如跳繩龍虎榜、十字跑等。學校在「家庭日」時段設置「開心講場」，

讓師生分享開心或感恩的事情，營造開心愉快的氣氛。而在放學前，學校亦在時間表

上預留了 5分鐘的「留白」時間，讓學生能藉着留白的五分鐘時間，於繁忙的一天中

有放鬆的時間，並感受自己的身體與情緒的狀態，以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本年度舉行了「親子時光」的活動，目的是讓家長及學生能透過學校一些特別安

排的親子活動，讓他們能更互相了解對方，提升親子關係。學校亦於 6月 17 至 21 日

期間分級舉行「品格周」主題學習，目的讓學生更能掌握如何發揮其品格強項及互相

欣賞。

學生踴躍參
與正向教育

講座，

大家一起尋找
「快樂的鑰匙

」

學生寫下感恩事項，
令感恩樹生長茂盛

小五教育營內校長媽媽帶領進行認識品格強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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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完成了模擬駕駛訓練 !

參觀中國科
學技術館

探訪北京朝陽區實驗小學

參觀文學家魯迅生活過的地方—魯迅故里

 杭州市鳳凰小學師生
五天交流團

廣州開發區華南師範
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
兩天教師交流團

  2019年4月16日至20日期間，

本校 7位老師帶領 27 位四至六年級

的學生到浙江省的杭州進行境外學

習，與我們的姊妹學校  杭州巿鳳

凰小學的學生進行文化交流，一同製作

版畫、設計中國畫扇、體驗紮染技藝等，

認識傳統中國藝術。通過交流及參觀等活

動，增強兩校間的瞭解與溝通，加深認識

兩地文化。

習，與我們的姊妹學校

凰小學的學生進行文化交流，一同製作

版畫、設計中國畫扇、體驗紮染技藝等，

認識傳統中國藝術。通過交流及參觀等活

遊居庸關長城

參觀中國
科學技術

館

我校學生和
鳳凰小學學
生一起畫中
國扇畫

  本校近年發展航空課程，為讓學生增加對航天航空科學的認識，及

加深他們對內地文化和中國歷史的認識，並擴闊視野，本校於 2019 年

4 月 13 至 18 日由蔡婉英校長、譚芷翎老師、潘亮老師及衛紅老師帶領

6位家長及 28 位同學向北京、天津進發。

     旅程中，學生能夠到中國科學技術館、航天科普基地、北京錢學森

青少年航太科學院等，更有機會參與模擬航太火箭發射、體驗航天設施及航天模

型製作。此外，學生能於北京朝陽區實驗小學經歷不一樣的課堂，與當地同學一

起學習及交流。同學也有機會參觀舉世聞名的天壇、故宮博物院、天安門廣場、

居庸關長城、天津圖書館等，並能乘人力車遊胡同及

探訪百姓家，學習包餃子。此行不但擴闊學生視野，

更能培養他們多角度思維，真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旅程。

  2019 年 5 月 30 日至 31 日期間，蔡校長帶領本校 7位英文

科老師，到訪廣州開發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進行教師

交流，出席主題為「稚子花開 - 2019 年歡樂國際兒童節暨國際

文化月閉幕典禮」，兩校更締結成姊妹學校，展開學術交流及參

觀活動。期望日後兩校

能夠在基礎教育方面進

行更廣泛的合作，相互

交流有關啟發潛能教育、

促進教師培訓等項目，

讓老師和學生在互訪活

動中獲得裨益。
蔡校長與陳澤芳校長簽約後，
兩校成為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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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舉辦的台灣生命教育學習之旅，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至 14 日進行。目的是讓香港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

會所屬小學的老師及校長認識台灣生命教育的發展及推行情況，並作出觀摩

及學習。

  黃埔宣道小學，一行五人，當中包括梁佩汶副校及洪良參署理副校長，

蘇穎儀主任、潘敬梅老師及蔡惠燕老師。在五天的行程中，我們探訪了四所

小學 ( 台中巿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東海大學附屬小學、台北巿華江國民小

學、台北巿國語實驗小學 )，一間教會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 及三間機構 ( 花

花姐姐故事館、得榮基金會、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 及三名資深學者 ( 錢

永鎮老師、陳建榮老師、吳庶深老師 )，從中認識生命教育的理念和方向，

學習成為一個有正確價值觀的人。我們在這五天，從早至晚不斷學習、認識

生命教育，在教育的專業上也帶來很大的激勵。

梁佩汶副校長

  感恩讓我有機會參與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舉辦的「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五天

的學習團內容非常充實，透過到台灣參觀不同學

校及機構，了解台灣在這廿多年發展生命教育的歷

程，透過大學教授、出版社、老師及家長的分享，更

深體會到生命教育的真諦不在乎教學的方法，乃在乎生命之間的分

享，即使是一個洋蔥也能發展成動人的題材。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台北市華江國民小學，由於學校位於紅

樹林附近，有大量的雀鳥棲息，學校以雁鴨為學校生命教育課程的主

題。初年級學生由觀察及繪畫雁鴨的身體特徵開始，到中年級研習雁

鴨的生活習性和棲息地，發展到高年級討論環境保育及生態平衡等，

讓孩子從小就愛上雁鴨，培養他們珍惜和欣賞生命的情操，成功建立

一所愛雁鴨，愛生命的學校，將生命教育與大自然連成一線。

  

的學習團內容非常充實，透過到台灣參觀不同學

程，透過大學教授、出版社、老師及家長的分享，更

蔡惠燕老師

  感謝主的恩典，我校一行

五位老師參加了塘宣母會舉辦

的生命教育教師交流團，飛到

了台灣學習。期間，我們參觀了

不同的小學，他們利用校園的環境、

有利的地理位置，實踐生命教育；也在創辦生命教

育的「三之三文化」和「花花姐姐生活體驗館」裏，

藉不同的繪本教育兒童生命價值等；甚至用電影欣

賞帶出生命的道理，這個交流團內容實在豐富充

實，參與在其中，感受良多，只希望藉生命教育，

我們學校的學生身心靈能同時得到發展，並且身心

和諧，知行合一。

了台灣學習。期間，我們參觀了

台灣生命教育教師交流分享

洪良參署理副校長

  這次台灣生命教育交流團十分充實，在短短五日四夜的行程中，我們總

共探訪了四所小學及參與七個團體所舉辦的講座。

　　在整個行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如何透過影像 ( 電影、片段等 ) 去

推行生命教育。兩位分享的講者吳庶深副教授及陳建榮老師主講的內容十分

生動及吸引，讓我們體會到如何運用影像、如何設計題目等去

增加學生對生命的體味及想法。

　　在經濟掛帥、利益當前的社會中，盼望能透過生命教

育，去培養學生正向的品格，讓他們成為「人品好而能力

佳」的「極品」。

台灣生命教育教師交流分享

蘇穎儀主任

  在這五天的交流學習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陪伴，作

為老師，透過陪伴，可以與學生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知道

他們所面對困難及需要，可以利用繪本、電影或遊戲，讓

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其中一位講師陳建榮老師，向我們分

享「DREAMS 電影夢工場」，教導我們如何利用電影來與學生分

析問題，建立正確價值，比起課堂說教更有效，更有興趣。這就是生命教育。

  此外，我特地買了一本名為《髒話》的繪本，回港與學生分享，之後，

學生也會向我分享曾從不同的人身上聽過髒話，而自己對髒話的感受如何。

我體驗繪本教學比說教好。

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其中一位講師陳建榮老師，向我們分

台灣生命教育教師交流分享

潘敬梅老師

  於去年 12 月，我們一行 5人參與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舉辦的「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經過五天密集式

的課堂及參觀，我深深明白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課程，而

是教授者與學生的互動。透過互動、體驗，教授者的態度正

面影響學生，引導學生於生活中正面思考。

最深刻的是由吳庶深博士講授的「從愛電影

談到愛生命」課堂，他談到自己的人生，

在低谷處幸好有好老師的幫助，正是本

辦學機構的老師，此時他向團隊說出感

謝。我們都深受感動，正是生命影響生

命的活生生例子呢！

最深刻的是由吳庶深博士講授的「從愛電影

談到愛生命」課堂，他談到自己的人生，

在低谷處幸好有好老師的幫助，正是本

辦學機構的老師，此時他向團隊說出感

謝。我們都深受感動，正是生命影響生

探訪台北
巿華江國
民小學

與陳建榮老師的合照

參觀花花姐姐故事館

台灣生命教育教師交流分享

台灣生命教育教師交流分享

生動及吸引，讓我們體會到如何運用影像、如何設計題目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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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組活動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張善婷講師、幼稚園校長們
及家教會委員出席開放日開幕儀式

幼稚園生喜愛
上音樂科的小

一模擬課

校園生活
多姿采

開放日

小五教育營

從遊戲中學習正
向的生活態度

發揮團體合作精神

宗教日

來個大合照！
Yeah ！

耶穌進城啦！

三年級聖經問
答比賽出現雙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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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多姿采

水耕菜課堂

家教會新春喜洋洋活動

親子旅行日

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水耕菜課堂

復活節家長佈道晚會

天真的孩子用美妙
的歌聲讚美神！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兒時必玩的遊戲 - 拋手巾

離開前，同學們都
認真清潔公園，把
垃圾帶走！

同學們都專注地聆聽導師的講解！
老師獻唱詩歌，並分享自己的經歷，感動在座的每一位

恭喜發財！
豬年大吉！

快來品嘗
美味的盤菜！

校長媽媽，我
們一起玩遊戲，
好嗎？

期待已久的野餐
時間開始啦！

來個大合照！
Yeah ！

耶穌進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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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是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比賽部分的獲獎項目，

如欲知悉最近期的獲獎項目或各大傳媒訪問本校的報導，請大家瀏覽本校網頁：www.apsw.edu.hk

科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獲獎學生

英
文
科

樂思 ． 躍思創意總動員
「20 年後的我』寫作比賽

高小寫作組銅獎 5A 任姵嘉

中
文
科

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 銀獎 6B趙才寶兒

數
學
科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一等獎 6A 黃柏晴

音
樂
科

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小學五、六年級組 
管樂獨奏 冠軍 5B 李鈞賢

第九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木管獨奏兒童 B組 亞軍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2C 周漪嵐

1A 張焯嵐

四級鋼琴 獨奏 冠軍 5B 黃琬婷
二級小提琴 獨奏 冠軍 5E 簡力行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合唱小組 金獎
Alliance Singers

小學合唱團高級組 金獎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金獎 Angel Voice

管弦樂團 ( 小學組 ) 金獎 管弦樂團

敲擊樂團 ( 小學組 ) 銀獎
敲擊樂團

小學小組合奏 ( 敲擊樂 ) 銀獎

手鈴及手鐘 ( 小學組 ) 金獎
手鐘 B 隊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手鐘初級組 榮譽金獎

手鐘中級組 銀獎 手鐘 A 隊

體
育
科

國際會跆拳道小學邀請賽 搏擊組 冠軍 4D 陳匡喬

全港小學跆拳道隊際邀請賽 冠軍 4D 陳立嘉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冠軍 排球校隊

傑出運動員 6A馮祉蕎   5A 方睎彤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
季軍 排球校隊

傑出運動員 5B江楚怡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殿軍 籃球校隊

傑出運動員 6D 伍浩彥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季軍 羽毛球校隊

傑出運動員 6A 黃焯彥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6E 鄭千蔚

九龍城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女子 E組跳遠冠軍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 2019 港島及九龍地域小學組冠軍 花式跳繩校隊

第十一屆卍慈禁毒盃 碗賽冠軍 女子足球校隊

第四屆全港小學生躲避盤錦標賽 小學組碟賽冠軍 躲避盤校隊

視
藝
科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一等獎 5B李亭慧

2018 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比賽 冠軍 5A 吳子諾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小童組 - 西畫 - 銀獎 3C 謝立賢

普
通
話
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亞軍 1E 蔡芷蕎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亞軍 2E 趙清澈

聖
經
科

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比賽 集誦季軍 聖經集誦隊

常
識
科

2019 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金獎 6B 陳樂恆   6C 譚文峰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2018-2019 嘉許獎 科探校隊

其
他

九龍城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獎 6A 王皓霖

啟發潛能教育 (IE)
Inviting School Award 2019
啟發潛能教育大獎 黃埔宣道小學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2019 至「營」學校及持續推動健康飲食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