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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吳丹校長

在二十世紀，人工智能被認為是整個世紀中三大頂尖技術之一。進入廿一世紀，人工智能技術越

趨成熟，應用的層面和領域也不斷擴大，這是因為它能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更可替代人類做

一些較具危險性的探索或工作。因此，這項技術得到大多數人的關注和研究，並認為人工智能將來會

讓整個世界發生更重大的改變。 

面對這種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時代，學校的老師和家長所肩負的角色又是甚麼呢？ 

在人工智能發展迅速的同時，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愈趨普及，不少家長一方面擔心孩子會因常玩

手機而荒廢學習，或是常看電腦屏幕而對眼睛健康帶來損害；另一方面又明白不能杜絕孩子接觸新科

技，以免減低了他們面對未來的競爭力和適應力。

在這種矛盾的境況下，拓寬孩子對人工智能多元使用

的認識，以及加強培養孩子的品德修養，就更顯得重要

了。

為拓寬孩子對人工智能多元使用的認識，學校會透過

STEM教育及各學科平日的教學，讓孩子樂於接觸、善於

使用、勇於分析及敢於篩選，建立個人的資訊素養，將人

工智能妥善應用於實際的學習之上。而品德修養的培養方

面，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它需要學校和家長攜手合作

推動，為孩子的「人品」作薰陶，讓他們建立正向而積極

的人生觀，也讓他們懂得自律、珍惜和尊重他人的重要。

既然人工智能已成為人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亦必

然在孩子未來生活裏佔一席位，因此，學校和家長應同心

協力，帶領孩子走進人性化及有溫度的人工智能時代！

帶領孩子走進有溫度的人工智能時代 帶領孩子走進有溫度的人工智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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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充滿滿溫溫情情的的
實實時時直直播播畢畢業業禮禮

小學畢業禮既是代表對小學生活的告別，同時又標誌著莘莘學子將會進入另一個新的人生旅途的

起點。一向以來，它都是畢業同學、家長和學校都很重視的典禮。

上學年，因應疫情的關係，在考慮和權衡了學生的健康、家長的期望及校方不希望孩子失望等因

素之後，校方決定為他們舉行一個既簡單又隆重的「實時播放」畢業典禮。

畢業生在校出席畢業禮，至於家長們，則安坐家中收看實時直播，與孩子一起經歷這次難忘的畢

業禮。

LIVE 80K

LIVE

吳校長為畢業
禮致歡迎辭及
勉辭

畢業生代表(劉柏然同學
及林心悅同學)以英語
向母校致謝

畢業同學代表致送
紀念品給母校

感謝中西南區高級學校發展
主任鄭淑雯女士親臨本校，
為畢業同學頒獎

陳副校長為畢業同學頒獎

張主任為畢業同學頒獎 梁主任為畢業同學頒獎

首次以Youtube實時直播的畢業禮完滿完成！

學校的老師及教學助理同心協力為畢業同學製作具畢業氣氛的相框

畢業同學興奮地在專程為他們製作
的展板前，拍下具紀念性的照片！

畢業生代表(余海嘉同學)
以普通話向母校致謝

五年級陳祉澄同學代表
全體學弟學妹，向畢業
班的學兄學姊致惜別辭22



書書贈贈閱閱圖圖書書出出 識識
江偉雄老師

本校一直致力推動「從閱讀中學習」，透過不同措

施推行與課程配合的多元化閱讀活動，讓學生從小培養

閱讀興趣和習慣，提升閱讀及學習能力。

適逢教育局在2020年6月推出「書出知識－贈閱圖

書」計劃（以下簡稱「計劃」），向所有中小學生送贈

圖書，目的是讓他們透過獲贈的實體書，享受翱翔書海的樂趣，並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當然，本校

還會每年定期更新電子書目，讓本校學生在家中也能繼續享受閱讀的樂趣。

而這次「計劃」的對象主要是2019/20學年校內每一名就讀小一至小六的學生，學校已根據學生

的能力和興趣，從教育局提供的書目名單中為他們挑選一批合適的圖書。有關圖書已於2020年9月29

日在校內派發給二至六年級的學生，而升讀了中學的畢業生我們亦安排由弟妹轉交或致電預約到校領

取。

六年級的學生獲得
《阿濃兒童文學作品精選集》

三年級的學生獲得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四年級的學生獲得
《鬥嘴一班學成語》

李陞小學的學生都
很喜愛閱讀

五年級的學生獲得
《馬翠蘿兒童文學
作品精選集》

二年級的學生獲得
《大偵探福爾摩斯 
逗利是x寫揮春x學成語》

學生們獲得圖書後都
感到十分興奮

香香港港教教育育城城「「
江偉雄老師

本校的學生向來都喜歡閱讀，因此他們也積極參與圖書科所推行的各類活動，當

中包括：「快樂的閱讀城堡」閱讀計劃、故事分享、圖書館主任好書推介、香港教育

城200本電子書閱讀活動、「閱讀挑戰計劃」、「十本好讀」投票活動、「書唔兇」

及「小校園」網上遊戲等。

由於本校的學生對圖書科的活動都十分支持，因此本校還奪得香港教育城閱讀挑

戰計劃「積極參與學校獎」，這實在有賴各位學生的積極參與，結果令人十分鼓舞。

閱閱讀讀挑挑戰戰計計劃劃」」

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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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謙老師　梁永健老師

科創盃「明日家居」創新科技挑戰賽

為提高學生對STEM科學探究的興趣，本校上學年參加了由愛秩
序灣官立小學主辦之科創盃「明日家居」創新科技挑戰賽。本校5
位高年級的精英同學出戰「家居安老」組別，負責製作「穿衣提示
器」程式，當中應用Micro:bit測量溫度的功能，在指定的溫度下發出
提示的音樂及顯示氣溫度數，讓長者選擇合適的衣着。

比賽當天以簡報及面試進行。評審委員根據項目創意及團隊合作等項目進行評審，最後，我校榮
獲「家居安老」組別優異獎，同學和老師均感到十分高興。

參與本區中學主辦之「科學探究課程」

本校22位五、六年級的同學參加了由明愛莊月明中學主辦之「科學探究
課程」。此課程由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昇博士擔任顧問，並在明
愛莊月明中學老師指導下，讓本校同學進行各類有趣新奇的科學實驗及探究活
動，主題廣泛，例如「水油不相溶」、「神經反應測試器」、「魔幻電與磁」等有
趣實驗，培養同學基本科學實驗態度、探究及創意精神，明白科技與日常生活之密切關係。 

校本科研活動「無人機編程課程」

本校10位四年級的同學參與了富趣味性的「Tello Edu無人機編程課程」。此課
程著重培養學生對無人機編程的認識及興趣，並進行遙控飛行操控、積木編程軟件
的學習和應用、空間思維訓練和問題分析。參與的同學均十分投入學習，並勇於嘗
試不同的編程軟件。

小小學學機機械械人人
第第六六屆屆中中西西區區

梁淑貞老師
上學年，由五、六年級的同學(6A林孫澤俊、6A 高國豪、5A李宥熙、5A鄭鉦霖、5A鍾沛雯、

5A吳嘉曦) 組成聯隊參加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透過拼砌各種機械人，讓學生從中學習到
STEM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技能，還展現了互相合作的團隊能力。

在工作坊訓練的個多月中，有些家中「不能碰」的工程工具 (例如：螺絲批、扳
手、熱熔膠槍等)，同學們都學會正確並安全地使用。遇到解決不到的難題，同學們會
試着先互相思考對策，嘗試再修改方案這類主動學習的思考模式，甚至他們會思考數
個可行的辦法，於共同商議後，決定採用一個最適合的方法。這些都是主動的學習模
式，並從日常生活解難中學懂生活技能，這正是STEM教育設定的願景。

比賽當天，許多家長也一起到場支持打氣，同學們都奮力比賽。同學們在比賽期間努力改良機
械人，場外的同學亦為出賽的同學大聲歡呼。這天，同學不只是知識或技能，還有深深的友誼呢!最
後，我校在這次比賽中獲得了「最具安全意識獎」，這也是對我們整個團隊的肯定。

比比賽賽

科科學學探探究究課課程程STEM活動STEM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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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人人同同寫寫書書法法齊齊破破健健力力士士紀紀

活活動動校校祖祖日日
本校是李寶椿先生為紀念其先父而捐建的官立

小學，並因以命名。本年度校祖日的主題是「無懼

障礙‧擁抱理想」，學校透過嘉賓分享及當日活

動，教導學生認識校祖李陞先生熱心公益、貢獻社

會的美德。當天我們特意邀請了社會企業─再生玩

具店創辦人兼註冊社工黎俊業先生蒞臨本校，分享

個人的奮鬥經驗，主題是《再生的意義》。

本年度校祖日於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舉

行，該天同學參加「李陞小學知多少」分級問答活

動，藉此深入了解李氏家族對本校的貢獻。此外，

在活動室也舉行了一場簡單而隆重的校祖日典

禮，校方並同時採用Youtube實時直播方式，

分享了典禮中頒獎的情況，讓課室的同學及在

家中的家長也可以一同分享同學們的喜悅。

*註：以上班別為本年度班別

校祖日頒發的獎項及得獎名單
2019-2020年度

李寶椿獎學金
 獲獎學生姓名

2019-2020年度
盧如玉獎學金
 獲獎學生姓名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全級第四名
2A黃鍇恆
3A王正為
4A黃子皓
5A林煒杰
6A李宥熙

2B李皓軒
3B祁浩珈
4B黎婉晴
5A黃塏瞳
6A楊厚樸

2B劉昱晴
3B李健熹
4B彭翊恒
5A鄭焯男
6A梁裕韜

2A鄭好
3A王翔熙
4A鄧俊樺
5A陳朗孜
6A陳葦桉

高年級同學為
低年級的同學
作出講解

6A班李宥熙榮
獲2019-2020
年度李寶樁獎學
金及獎狀

「李陞小
學知多
少」分級
問答活動

全體老師團結努力，讓校祖日
典禮順利完成

吳校長向同學作出
互相勉勵的說話

學生自己親
手製作紀念
品送給李氏
家族

鍾婷芝老師

上學年，本校得到明愛莊月明中學的邀請，參與了他們舉辦的「千壽賀金禧」活動。

活動前，明愛莊月明中學的彭耀鈞校長親臨本校與學生進行寫書法的訓練，親自教授學

生「壽」字不同書體的寫法。練習課共有25位來自二至六年級的同學參加，學生雖然第一

次寫「壽」字不同的書體，但透過彭校長生動有趣的口訣，讓學生輕易掌握各種寫法。經過

這次練習，學生表示中國書法其實沒有他們想像中困難，而且亦對書法產生了興趣。

活動當天，本校學生與友校師生共308人，於明愛莊月明中學的

操場參加「千壽賀金禧」活動，並同創世界紀錄。彭校長為活動致辭

後，由世界紀錄認證官吳華江先生向參與的師生解釋創紀錄的規則。

在吳先生敲響鑼鼓後，學生在柔和的中國音樂下，專注在紅紙上寫出

篆、隸、楷、行、草書的「壽」字。學生向工作人員索取多張的紅紙，

希望能以最優美的「壽」字來創世界紀錄。當吳先生再敲響鑼鼓時，寫

字活動便結束。隨後便進入世界紀錄的認證工作。在等候認證期間，彭校長和幾位同學向我們分享書

法心得。最後，認證官吳先生亦公佈這次活動能夠達標，創下「最多師生寫書法壽字」世界紀錄，全

體同學都高興得拍手歡呼！

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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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宜樂」計劃 梁偉雄主任

全體教師於10月16日及10月23日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舉辦的小學中層管

理人員培訓及校本支援:「學宜樂」計劃 (2020/21) - 教師專業培訓講座，並由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

究中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余鎮洋先生主講，主題包括「Present Model 理念」及「優勢為本的正向教

學語言」，透過此計劃優化「關愛校園文化」。 

中中國國文文化化：：

梁偉雄主任
小五及小六學生於11月11日參加由中華文化

傳播基金舉辦的中醫藥文化繪本教育計
劃校訪活動，活動包括學中文、學
健康及學生活。學生都積極參加，
從而使他們認識中醫藥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並對中國文化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

校園危機演習及訓練 梁偉雄主任

全體教職員於10月30日參加一個由東華三院學生輔導服務督導主任萬家偉先生主持的校園危機演

習及訓練培訓課程，透過理論講解及模擬危機演練，使校內負責不同崗位的同事對處理校園危機有更

好的了解及準備，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認認識識
中中醫醫藥藥文文化化

教教師師培培訓訓課課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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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實實時時影影像像教教
學學 平平習習 台台網網上上

疫疫措措內內防防

正門設有消毒搓手液機
每個進入學校的人都會

進行體溫檢測

座位之間設有透明分隔板

活動室 音樂室
課室

教員室

視藝室

電腦室
圖書館

全校進行霧化消毒全校進行霧化消毒

施施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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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年年度度新新老老師師
大家好!我是俞思雅老師，
今年是1B班的班主任，主
要任教一年級的中文、二
及六年級的數學。我覺得
李陞小學是一所滿載愛與
關懷的學校，期望來年能
在這溫暖的環境中，與各
位同學一起成長。

俞思雅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冠焯，可以
稱呼我陳Sir或Victor，很高
興加入李陞小學。我喜歡音
樂和吃美味可口的東西！雖
然主要負責學校行政工作，
但我也非常期待與各位同學
見面，並樂意與你們聊天
呢！陳冠焯教學助理

大家好！我是陳老師，我主
要協助校内課程發展及行政
工作。大家見到我可以打個
招呼呀！很高興能在這一間
歷史悠久、積極創新的學
校，一同孕育著活力無限的
小朋友逐漸成長。

陳妍霓教學助理

大家好！我是陳偉文，十分
開心能在李陞小學看到大
家，同學仔可稱呼我做陳老
師。我日常會進入課室支
援，以及處理行政工作。我
是主修歷史，無論同學仔對
歷史感興趣與否，也可以找
我聊天。 陳偉文教學助理

大家好! 我是曾嘉麗老師，主要
任教中文、普通話、視覺藝術和
電腦科，很高興成為李陞小學的
一份子。李陞小學給我的感覺是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小小的
學校，師資齊備，而且學生簡樸
純真、待人有禮。期望未來的日
子在學校和大家一起愉快學習和
成長。

曾嘉麗老師

同學們好！我是黎玥老師，
很感恩能夠加入李陞小學大
家庭，我主要任教的科目是
中文、數學、普通話和視覺
藝術科。雖然目前大家對我
還未熟悉，希望我們可以互
相學習、共同進步，一起享
受豐富美好的校園生活!

黎玥老師

謝萃玲老師

大家好！我是謝萃玲老師，主要教授中文
科。很高興於去年已經透過不同的課堂及
活動認識了李陞的同學，你們的乖巧活
潑，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期待今年跟你
們一起在課堂中學習、成長，「機會是留
給有準備的人」，各位同學，我們在課堂
中見！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Chan Kai Wa. I am a new teacher in Li Sing 
Primary School. You may call me Mr. Chan when you see me in school. I 
will say ‘Good morning’ or ‘Good afternoon’ to you.  
It is the first year I work here. Here is my brief self-introduction.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 think teaching is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Teaching English is fun as I can teach the 
students to learn language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t is 
also challenging for bo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because we need 
lots of energy and patience to achieve it. 
In my free time, I like reading story books, watching films and playing 
ball games. I also love playing different kinds of sports games like 
badminton, table tennis and swimming. How about you?
Don’t be shy. Please feel free to talk to me at recess time. Hurrah!

Mr. Chan Kai Wa

林瑩毅老師
李陞小學同學和家長實在愛心、善心滿

載！今年公益金便服日得到各位家長、同學
和教職員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順利於11
月11日（星期三）完成。今年本校共有 305 
位學生和教職員參加，全校師生籌得款項合
共二萬多元。

希望各位同學透過公益活動，明白「施
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對自己擁有的東西
心存感恩，並學習施予和幫助他人。藉此機
會，再次感激同學、家長及老師們發揚「心
中有愛」的精神，共襄善舉。

公公益益金金便便服服日日

同學穿起便服，輕鬆上課

各位師生都共襄善舉，
慷慨解囊，踴躍捐輸

3A班同學取得「最高籌款班級獎」

穿著便服的同學們都顯現得
精神奕奕地上課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