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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積極

樂觀

珍惜

香港城市大學
正向教育研究
室郭啟晉先生
到校向本校家
課進行正向情
緒的講座

    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正向教育。去年同學認識了 24 個品

格強項，於試後主題學習周中亦進行了不同的體驗活動以加深對善用品

格強項的認識，故本校舉辦「親子正向品格小寵物服飾設計比賽」，透過此親子

比賽，提升學生和家長對品格強項的認識。(家長如欲了解自己或子女的品格強項，可

以透過網上問卷測試，網址為 https://www.viacharacter.org/www/Character-Strengths-Survey；

或可到 https://www.authentichappiness.sas.upenn.edu/zh-hant/testcenter 選擇

「價值實踐 (VIA)突顯優點調查」或「優點測試 (簡式 )優點測試 (簡式 )」。

家長可自決是否使用以上網站。)

　　除此之外，本年學校「正向情緒」為重點，發展「感恩」、「積極」、「樂觀」、

「珍惜」，也以「感恩珍惜神所賜　積極樂觀創未來」為本年度學校的主題口號。

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學生於品格日祈禱承諾，家長及老師也在 9月 21 日的家長

周末中一起承諾，期望能活得正向。家長周末中也進行了第一次家長學堂，主題

是「正向情緒」。

正向教育教育
正

學生於品格日
一起祈禱承諾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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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也向老師、家長、學生宣傳「5種愛的語

言」，包括「肯定的言語」、「服務的行動」、「真

心的禮物」、「精心的時刻」和「身體的接觸」，

期望大家可以使用不同的形式向身邊的人表達真愛

之情。今年學校也會繼續舉行很受歡迎的「親子時

光」活動，讓家長跟子女有最難忘的一刻。

　　今年學校在小一正式推行校本正向教育課程，

小一班主任與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的支援

同工一起備課，並於生命成長課及多元智能課推行

此課程。課程從「成就感」、「正向情緒」、

「正向人際關係」、「投入感」、「人

生意義」、「身體健康」六大範疇

教導同學。課堂以體驗及分享為主，

讓學生可以多做活動，多分享，多

聆聽，活出正向生命。

校本正向課程有不少體
驗活動，學生積極參與

每一對親子都陶醉在「親子時光」之中

家長周末中家長
老師一起承諾

服務的

行動

真心
的

禮物

精心的時刻

身體的
接觸

肯定的
言語

小一學生認真地完成任務卡

「親子時光」其中一個
活動是子女帶着蒙眼的
媽媽到一個神秘地方

媽媽和子女交換「禮物」，
彼此送上「愛的言語」，
笑在臉上，甜在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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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Yuen-ying, and our Engl ish 
teacher,  Miss Lo Shuk Han had 
jo ined  the  Subs id ized  Pr imary 
Schools Council Principals’ Finnish 
Educational Trip 2019 in May 2019. 
They visited some schools there 
and met different educators and the 
Finnish Educational Officers. 
One of the schools they found 
interested in is in Tolkkisten Koulu. 

It is a socks school where everyone must take off their shoes 
when they enter. When they first set foot in the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see a glorious view of the sea surrounded by lots of green trees. 
Students do not have their own classroom or a long-term seat at 
school. Each student goes to different classrooms to have different 
lessons, like handicraft, woodwork, etc. Students learn to organise 
their own belongings and tidy the room once they have finished 
using it. Every 45 minutes, students must go outside to run around 
and play with their friends. This encourages students to stretch, 
recharge and refresh themselves after periods of concentration. 
In each classroom,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chair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it on. Some of them are wobble chairs, which 
encourage active sitting and allow students’ knees, hips and back 
to find comfortable and ever-changing positions. The continuous 
movement increases students’ secondary focus. The height of the 
tables is adjustable to suit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either sitting or 
standing. All classrooms and learning areas have a digital white board for teachers to interact with the students, fin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use other e-learning tools. As role models for students, teachers do not have their own 
seat. They have lockers like the students and work wherever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y show students how to be 
flexible and responsible learners.
After the visit, they think that Finland’s education system is very flexible. It is up to the teachers to choose the best 
way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eachers learn to respect their students and understand their unique needs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flexible learning space. Principal Choi and Miss Lo felt the love and care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people may not have their own space to work in. In Tolkkisten Koulu,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preparing for their future from a very early 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nish Educational Trip 2019

Founder of Arkk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Entrance of Tolkkisten Koulu

Photo of Principal Choi, Finland Educational Officer 
and Miss Lo

Open learning area in Tolkkisten Koulu

Wobble chair,  
adjustable table and 
chair.

A glorious view of the sea surrounded by lots of 
green trees in Tolkkisten Ko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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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
分享教學研習的成果

六月十九日蔡校長獲教育
局邀請出席《促進教師應
用專業發展所得建立校內
專業交流文化》分享會

    教師是教學之本，一向以來，學校非常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從教師個人、學科及全

校三個層面發展教師專業。當中教學研究是學校的重點項目，教師每年透過集體備課、

觀課、評課及分享交流，專業得到充分的發展及提升。近年，學校以「提升學生

的內在學習動機及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 簡稱「提趣．策略」) 為關注點，每

年於中、英、數三科每科其中一個年級展開教學研究單元，針對學生的學習

難點、應用「提趣．策略」設計教學，設計研究方案，並透過課堂實踐

修訂教學設計，提升學與教效能。在每年學期末，學校更會舉辦教研分享

會，提供平台，讓三科參與教研老師以「提趣．策略」為「共同語言」，向

全體同工分享當中的經驗及得着，營造校內專業交流氛圍。

    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方面表現出色，蔡校長及教師代表三度獲教育局邀

請，在不同場合擔任嘉賓講者，向全港教育界分享本校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經驗，

足證學校在這方面的發展值得肯定。

梁佩汶副校長分享
教師透過閱讀教育
文獻認識《自主學
習》專題

文小茹主任
分享教研心得

洪良參署理副
校長分享教育
延伸活動

蔡校長與香港大學陳嘉琪教授 ( 右一 ) 共

同接受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李陽博士

致送的嘉賓紀念品 蔡校長及文小茹主任擔任「課程領導 - 學習社群」分享會嘉賓，與教育局人員合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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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8-19 學年，黃埔宣道小學首次推行社別制度，以打破

班級隔閡，加強不同年級學生的連繫，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全校學生及教師分為四個社別，分別為讚社 Appreciation、毅社

Perseverance、摯社 Sincerity 及睿社Wisdom。

    學年之初，本校隆重其事，特意舉行四社成立典禮。校長及

嘉賓向四社社監、社長、副社長頒授社旗，一眾社員搖旗吶喊，

為所屬社別打氣。及後，一系列的社際活動及比賽正式開鑼，包括：

學社口號設計比賽、英語故事創作比賽、宗教日聖經問答比賽、

親子運動會、小小運動會、啦啦隊比賽及運動會打氣橫額設計比賽。

雖然是首年推行社制，同學們很快便能投入社制氛圍，於各比賽

積極投入，力爭佳績。

    整學年社際比賽及活動多姿多彩，學年末累計四社成績，最

後由毅社奪得「2018-2019 社際全年總冠軍」。冀望來年同學們

繼續積極參加各項社際活動！

介紹四社活動及比賽

下年大家一齊
再努力啦 !

社際聖經問答比賽

全力為各運動健兒打打氣

毅社 睿社

讚社

摯社

社際全年
總冠軍 - 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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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組活動

小一新生適應日

小一迎新營
小六福音營

小一新生學跳活力操，動動手，動動腳！

小六學生在福音營內專心地聆聽講員分享

正、副班主任與同學們來張溫馨合照

穿上漂亮華服的同學同慶中秋節

課室規則要遵守，同學們十分努力！

校園生活

多姿采
校園生活

多姿采

八月十五慶中秋

謝師宴

小一迎新營，來認識
我們的小一班主任，
歡迎你！

謝師宴後大合照，
場面盛大！

家長們、同學們，一起乾杯！ 謝師宴籌委與校長來個大合照，大家盛妝打扮

小一學生在中秋佳節
穿上華服各展美態，
笑得多麼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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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委任禮

Salute! 領袖生們宣誓，承諾在工作崗位全力以赴

多元智能課時段有幸邀請普通話劇團表演，表演十分互動，同學十分享受

校園生活

多姿采
校園生活

多姿采

家長義工茶聚 多元智能課

畢業禮

本校有幸邀請教育局九龍城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李周若蘭女士擔任第二十屆畢業典禮主禮嘉賓

可愛的舞蹈員
為嘉賓們致送
紀念品

第二十屆畢業
禮嘉賓合照，
星光熠熠！

畢業同學大合
唱， 真 是 動 人
一刻！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義工茶
聚，家長們十分踴躍參與。

領 袖 生 們
英姿勃勃、
神 氣 地 接
受委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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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表 是 2019 年 8 月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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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科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獲獎學生

英
文
科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Boys 
Second Place

4A Luk Hui W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Second Place

1C Ng Tin Yau

Choral Speaking - Primary 1 to 3-Mixed Voice  
Third Place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Team 

視
藝
科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9
西洋畫 ( 第六組 ) 一等獎 3B 蔡紫瑤

西洋畫 ( 第六組 ) 二等獎 3D 蔡宇軒

亞美斯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9 兒童組 銀獎 6B 伍美頤

good morning CLASS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8-2019

J8 西洋畫組金獎 4A 許奕謙  4B 謝立賢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第 22 卷）暨 2019 華夏兒藝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展

特等獎 2B左翹

一等獎

2A方晞童  2A 劉紫晴
2B 許洋銘  2B 陳曉瑜
2D吳崇熙  3D 許柏悅
4A馮載恩  4A 黎心柔
4A張可悠  4A 許奕謙
4B 歐陽曦進  4C 王靖喬
4C 林祺鋒  4C 黃明諾
4D葉文慧  4E 謝欣婷
4E 林昕朗  5A 王麒燊
5A曾嘉俊  5A 葉灝謙
5A鍾婉兒  5A 黃芷筠
5A劉安淳  5E 林心悅
5E 莫景湛  5E 蔡承皓

6B 李婷慧 
畢業生 6B 蔡信行  畢業生 6B 羅彥智
畢業生 6B 曾栢豪  畢業生 6B 張天慧

畢業生 6B 符綽嫻

音
樂
科

第十六屆德藝雙韾 ( 香港區賽 ) 小學五 / 六年級組 - 管樂獨奏比賽 亞軍 6B 李鈞賢

第十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單簧管 七級 第一名 6B 李鈞賢

體
育
科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自由泳  冠軍 6D 廖兆鋒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6D 廖兆鋒

女甲 50 米自由泳 冠軍 6D 馬紫玲

女甲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6D 馬紫玲

 女甲 50 米自由泳  亞軍 6E 伍雪盈

女甲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6E 伍雪盈

女丙 50 米自由泳  冠軍 4D 蔡曉凝  

女丙 50 米背泳  冠軍 4D 蔡曉凝  

女丙 50 米蛙泳  亞軍 4C 林梓英  

女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游泳校隊

女丙團體亞軍、女甲團體殿軍、男甲團體優異 游泳校隊

傑出運動員 6D馬紫玲、4D蔡曉凝

「忠愛杯」小學籃球邀請賽 季軍 籃球校隊

資優
教育
及學
生發
展組

第九屆「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閃耀之星」獎學金 5A曾嘉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