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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舞同學舞姿翩翩
藏族舞同學舞姿翩翩

同學們與劇團演員大合照同學們與劇團演員大合照 同學們踴躍參與朝代歌急口令比賽同學們踴躍參與朝代歌急口令比賽

11月華藝日的
主題是「象棋

擂台」
11月華藝日的

主題是「象棋
擂台」

中華珍寶展中的56個民族娃娃
中華珍寶展中的56個民族娃娃

學生可透過觸控
電視螢幕，

觀賞清明上河圖
及動畫學生可透過觸控
電視螢幕，

觀賞清明上河圖
及動畫

王校長與 CHARM 禮儀大使留影，
同學可謂維妙維肖呢﹗
王校長與 CHARM 禮儀大使留影，
同學可謂維妙維肖呢﹗

王校長、副校長和主任們為CHARM課程主持剪綵儀式王校長、副校長和主任們為CHARM課程主持剪綵儀式

同學們的舞獅表演十分精彩！同學們的舞獅表演十分精彩！

水墨畫滲入課程水墨畫滲入課程P.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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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M中國歷
史及文化課程CHARM中國歷
史及文化課程CHARM

CHARM

課程簡介 
本校於本年度推行校本中國歷史及文化課程(CHARM)，讓學生認識歷代重要
史事、人物及文化知識，建立優良的 品德、培養對民族及國家的歸屬感。課
程的英文名稱︰CHARM，即代表了課程會滲入︰中國歷史(Chinese History)、
藝術(Art)、閱讀(Reading)及音樂(Music) 四個元素，希望學生除了能夠學習中
國歷史及文化外，更能有多元化發展。其中，課程更會以跨學科的方式推行，
讓學生以生動有趣的學習模式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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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英文名稱︰CHARM，即代表了課程會滲入︰中國歷史(Chinese History)、
藝術(Art)、閱讀(Reading)及音樂(Music) 四個元素，希望學生除了能夠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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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以生動有趣的學習模式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

於9月24日舉行了啟動禮，王校長、副校長和主任們同到操場主持剪綵
儀式。啟動禮當日亦有民族舞表演，以及同學們合力演出的舞獅表演，
為CHARM課程打響頭炮。啟動禮當日也設有「中華珍寶展」作為課程
的序幕，展覽中展出了很多有關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展品，如中國樂器、
文房四寶、少數民族服飾等。展區內亦設有迷你影院、VR體驗區、象
棋擂台及清明上河圖的觸控大電視讓學生進行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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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課程的開展，本校亦
安排了一系列活動加深學
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如10月23日、25日
及26日舉辦的朝代歌急口
令比賽、10月24日舉辦的
「穿越紫禁城」歷史x戲
劇互動教育講座以及11月
6日的華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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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小跳豆」，個個動起來，真有趣！「音樂小跳豆」，個個動起來，真有趣！

同學們認真學習芬蘭琴的彈奏技巧同學們認真學習芬蘭琴的彈奏技巧 同學們奏出清脆悠揚的琴音同學們奏出清脆悠揚的琴音

旱地冰球隊隊員積極訓練，
備戰12月份的全港錦標賽。
旱地冰球隊隊員積極訓練，
備戰12月份的全港錦標賽。

同學們認真學習
風箏製作原理及技巧
同學們認真學習
風箏製作原理及技巧

「風箏飛起來了！」同學們在
操場上進行風箏放飛活動。
「風箏飛起來了！」同學們在
操場上進行風箏放飛活動。

芬蘭琴滲入課程
2018-2019年度

班別:
(     )

姓名:

學生的設計畫題創意別具心思！學生的設計畫題創意別具心思！

球賽即將開始，
雙方隊員準就緒。
球賽即將開始，
雙方隊員準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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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創意活動2018
本校於2017年11月9日至15日 獲邀代表香港參與
「Design for Change西班牙國際年會」，與29個國家及地
區師生分享本校推行創意教育的心得，並積極發展創意教
學，於長假期進行全校創意課業。
2018年暑假，學生因應自己興趣自選不同主題進行創意設
計， 充分體現孩子們創意無限的潛能。
校本STREAM專題研習活動--學生善用已學的科學知識及
音樂知識，延伸應用 ，動手做出不同的樂器 ，進行班本
表演活動， 活學活用，樂在其中。

自主創意活動2018
本校於2017年11月9日至15日 獲邀代表香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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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充分體現孩子們創意無限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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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 活學活用，樂在其中。

我們的芬蘭教育憧憬
本校於2018年6月10日至6月19日進行一連十天
的芬蘭教育體驗交流，芬蘭教育著重「簡單、
平等、創意、以人為本」，這與我們學校
「一切為孩子」，積極推展創意教育的理念不謀
而合。 學校隨即引入芬蘭琴校本課程、旱地冰球
校本課程，讓每個學生都能體驗芬蘭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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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CHARM課程、STREAM課程及創意教育， 本校視
藝資優小組 製作起源自中國的紙鳶， 結合課堂上所學的
科學原理-伯努利定律，成功放飛紙鳶。

配合CHARM課程、STREAM課程及創意教育， 本校視
藝資優小組 製作起源自中國的紙鳶， 結合課堂上所學的
科學原理-伯努利定律，成功放飛紙鳶。

發揮無限創意 學生樂在其中發揮無限創意 學生樂在其中

V-Power 啟動禮V-Power 啟動禮

V-Power Scheme啟動禮！V-Power Scheme啟動禮！

同學們與外藉老師一起朗誦V-Power字詞同學們與外藉老師一起朗誦V-Power字詞

本年度V- Power Scheme 已於10月26日正式啟動。
同學在家可在網上觀看外籍英語老師Miss Barker 所拍的影片，亦可利用點讀筆聆聽字詞的讀音及向家
人朗讀或串寫V-power booklet 內的詞彙。在校可於小息時向老師或V-Power大使朗讀或串寫booklet內
的詞彙。學生完成一個課題後可以獲得簽名一個。
V-Power Scheme是香港路德會所屬小學推行的一套自學課程，共分六冊，
每年級一冊。內容乃配合英文課本主題內容，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自學。
本計劃更是一個獎勵計劃，老師定期按學生的自學進展，加以獎勵，
學生從小可培養自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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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wer 校本課程V-Power 校本課程



四軍隊伍整齊地於操場上列隊四軍隊伍整齊地於操場上列隊 步操隊步操隊旗隊進場旗隊進場

校長、嘉賓們與風紀隊一同大合照校長、嘉賓們與風紀隊一同大合照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的自律、自信及團隊精神，全校學生每週均參加制服團隊課。一至三年級學生參加
香港基督少年軍，四至六年級男生參加幼童軍、女生參加小女童軍。學校更成立風紀隊，挑選三至六
年級具潛質的學生參加，發揮學生領導才能。每年，本校會按各制服團隊常規舉行立願禮及宣誓禮，
讓每一個學生都能盡顯上帝所給予的潛能及恩賜，使他們活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達至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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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具潛質的學生參加，發揮學生領導才能。每年，本校會按各制服團隊常規舉行立願禮及宣誓禮，
讓每一個學生都能盡顯上帝所給予的潛能及恩賜，使他們活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達至榮神益人。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風紀隊

本校風紀隊隊員守規、良善、正直、樂於助人、有責任感
、刻苦耐勞，是所有同學的模範。風紀隊員須效法耶穌基
督所說：「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全力為老師及
同學服務。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風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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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所說：「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全力為老師及
同學服務。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02分隊

本分隊於2002年11月30日正式成立，為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02分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的宗旨是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
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02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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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幼童軍荃灣第12旅

本校幼童軍已有四十多年歷史，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
，促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展。透過成為幼童軍，讓學生
培養認識自我的能力，將來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幼童軍荃灣第12旅

本校幼童軍已有四十多年歷史，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
，促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展。透過成為幼童軍，讓學生
培養認識自我的能力，將來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小女童軍 140th NT PACK A 及 PACK B

本校小女童軍訓練活動環繞八項綱領，主題包括：竭盡所能、享受戶外樂趣、幫助
料理家務、要有表現、保持健康、幫助別人、提高警覺及對人友善。小女童軍可從
各項活動中學習及學懂與人分享，發展多技能和建立自信心以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小女童軍 140th NT PACK A 及 PAC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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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中學習及學懂與人分享，發展多技能和建立自信心以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四軍立願禮暨宣誓禮
全校制服團隊 培養堅毅精神
四軍立願禮暨宣誓禮
全校制服團隊 培養堅毅精神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風紀隊路德會聖十架學校風紀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02分隊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02分隊

幼童軍荃灣第12旅幼童軍荃灣第12旅

小女童軍 140th NT
PACK A 及 PACK B
小女童軍 140th NT
PACK A 及 PAC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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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愛心堂牧師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22分隊隊牧
楊嘉駿牧師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荃灣區
區務執行委員會主席
陳義光先生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荃灣區
助理區總監(幼童軍)
蘇立根先生

香港女童軍總會
分區總監(荃灣南)
徐笑珍小姐

香港女童軍總會
助理分區總監(荃灣南)
梁寶珠小姐

香港女童軍總會
高級主任(地域發展)
梁詠琪小姐

香港女童軍總會
會員拓展主任
趙茵琳小姐

立願禮嘉賓：立願禮嘉賓：



本校英語老師在景鵬小學
教授了一節英語課

本校英語老師在景鵬小學
教授了一節英語課

全體教師分成不同科組
參與觀課及交流

全體教師分成不同科組
參與觀課及交流

福田區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郭其俊先生

與周元校長及王淑芬校長交流行政心得

福田區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郭其俊先生

與周元校長及王淑芬校長交流行政心得

兩校校長在深圳教育局曾彥玲督學的

見証下於10月16日簽署締結姊妹學校意願書

兩校校長在深圳教育局曾彥玲督學的

見証下於10月16日簽署締結姊妹學校意願書

兩地老師在觀課後進行評課，

分享教學心得

兩地老師在觀課後進行評課，

分享教學心得

老師們坐在課室一同觀課老師們坐在課室一同觀課 全體教師於10月16日到景鵬小學
進行交流

全體教師於10月16日到景鵬小學
進行交流

老師們觀課後進行教師研討老師們觀課後進行教師研討

地址：荃灣路德圍31號   |   電話：2415 7878   |   網址：www.hcls.edu.hk
Address：31 Lo Tak Court, Tsuen Wan, N.T., Hong Kong   |   Telephone：2415 7878   |   Website：www.hcls.edu.hk

為推動粵港滬三地教育專業交流，本校與大灣區深圳福田景鵬小學及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實驗小學締結成為姊妹學校。透過締結為姊

妹學校，除了可促進兩地教師專業發展以提升教學成效外，兩地學生

更能透過生活體驗、課堂學習、參觀及文化體藝活動等交流，加強他

們對兩地文化、教育模式及社會發展的認識及了解，從而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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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福田區景鵬小學進行實地教學交流，以同課異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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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行政團隊及教師於本年9月18日與姊妹學校深圳
市福田區景鵬小學進行實地教學交流，以同課異構的
方式，各教授一節英語課，作專業交流。

此外，本校全體教師亦於10月16日到景鵬小學進行觀課
、參觀校舍及教師研討等活動。當天，在深圳市教育局
各督學的見證下，兩校校長簽署締結姊妹學校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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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本年11月16日，本校行政管理團隊及老師將帶領學生到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內CocoRobo與景鵬小學學生一起
進行STEM交流活動。
為進一步擴闊學生視野，本校將於12月19及20日帶領約100名五年級學生前往景鵬小學進行交流。除此之外，於
2019年3月及7月，本校亦將前往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實驗小學及上海小學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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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專業交流姊妹學校專業交流

幼童軍(荃灣第十二旅)於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幼童軍比賽(地域主席錦標)2018
奪得全場總季軍。
出賽幼童軍︰   4B張啟樺  4B陳卓伽  4C陳晉毅  5A林政燁  
                        5C劉博熙  5C徐柏軒  5D潘義濤  6A林玨佟  
                        6A伍霆方  6B陳俊彥  6B麥偉俊  6C黃逸進
分項獎項
常識問答亞軍︰   4B張啟樺  4C陳晉毅  6B陳俊彥  6B麥偉俊
競技遊戲亞軍︰   4C陳晉毅  5C劉博熙  6A林玨佟  6B陳俊彥  6B麥偉俊  6C黃逸進
繩藝比賽季軍︰   4B張啟樺  5A林政燁  5D潘義濤  6A伍霆方
金氏遊戲殿軍︰   6A伍霆方  6C黃逸進
領袖挑戰殿軍︰   4B陳卓伽  5C徐柏軒  5A林政燁  林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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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佳績再創佳績

為推動國際文化校園，本校有計劃地安排不同年級學生往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境外交流。
2018年12月17日至12月19日  新加坡（三至四年級）
2018年12月17日至12月20日  南京（六年級）
2018年12月19日至12月20日  深圳（五年級）

擴闊學生國際視野，建立國際文化校園

P.4P.4

2019年1月9日至1月18日        新西蘭（一至六年級）2019年1月9日至1月18日        新西蘭（一至六年級）
2019年4月15日至4月18日      沖繩（四年級）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區小學分會
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60米 季軍︰          6C 黃逸進
男子甲組 跳遠 亞軍︰          6C 黃逸進
男子特別組 100米 殿軍︰    5A 傳嘉進
男子特別組 鉛球 亞軍︰      5A 傳嘉進

荃灣道路安全嘉年華之
道路安全填色繪畫及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2B 陳蓁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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