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老師積極推動教學，屢獲殊榮，英文科再度獲殊榮，

獲教育局頒發「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8/2019」。英文

科老師透過「校本英文科寫作課程」(Independent Writer 

Project)，從腦圖出發，讓學生構思及組織寫作要點，自

行組織，再把要點化成段落及文章，提升學生在寫作方面

的信心及趣味性，從而建立成就感。此外，老師亦設計多

元化及切合生活經歷的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

內在動機和能力。

We teachers are devoted to English teaching. We 
promote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by creating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Students 
use English meaningfully both in classrooms an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dramas, excursions 
and ‘English Ambassador’ to sustain their interests in 
English learning.

鳳 溪 小 學創新 2019/20 年度校訊
上學期

地址：上水馬會道十九號A Address: 19A Jockey Club Road 

電話：(852)2639 2201 傳真：(852)2672 7090

電郵地址：info@fkis.edu.hk 網址：http://www.fkis.edu.hk

Facebook:

卓越教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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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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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學獎

喜訊：     度榮獲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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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系統@FKIS

六年的小學生活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是相當重

要的。學校並不是一所刻板學習知識的地方，我期望在鳳溪

創新小學的學生能輕鬆愉快地學習，有非一般的學習童年。

眾所周知，鳳溪創新小學是以電子教學為主導，課堂上再配以嶄新的教學設

備，學生便能在輕鬆活潑的環境下學習，大大提升了學習動機，讓學習變得更生動有趣，亦

能擴濶學習視野，可謂相得益彰。本年度我們成功得到機電工程署選取為第一批參與「採電學

社」計劃的學校，在天台安裝太陽能板，實踐再生能源的夢想。同學們更可透過每天的再生能源

數據報告，了解學校在此計劃上的得益外，更能充份為地球節省每一分能源，提升環保意識。除此

之外，學校的體育科課程更具特色，除基本的教學內容外，我們並加入了瑜珈、射箭、高爾夫球等

項目，務求讓同學們得到更廣濶的運動體驗。明年我們待鳳溪公立學校的全天候游泳館落成，更會

把游泳課融入體育科課程之中，相信大家都拭目以待。

學校設施完善固然重要，但優秀的教師團隊更是不可或缺。本年度學

校英文科再度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累計過往各科（包括數學科、英

語科、課程領導及資訊科技）的獲獎紀錄，本校已六度榮獲此殊榮，成

績非凡。每年我們也舉辦多次公開課堂讓校外人士觀課，互相交流砥

礪，以期邁向更優質的課堂教學。

能為孩子們在小學階段打好根基，讓他們感受學習的樂趣，

將來的成就必定無可限量，但願鳳溪創新小學的每一位學生也

能享受每一天愉快的校園生活。

共建優質校園生活

本校早前成功申請成為首批參加「採

電學社：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支

援計劃」（包括「*上網電價」計劃）的學

校，於學校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為

可再生能源發展出一分力，同時藉此教育

學生環保節能的重要性。

工程於2019年8月下旬

展開，10月

中旬完工。

現時學校天

台共安裝了

3 6 塊 高 效

能的太陽能

板，並組成

FKIS圖樣。

校長 的話

02



本校的課程著重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透過校本電子課程，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於各科恆常教學中

滲透生命教育元素，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亦透過科創及STEAM教

育，強化學生的創意解難、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校 本創 新課 程  

校本電子課程

STEAM

生命教育—校園生態遊

另類閱讀

走出校園，到訪香港電台參加
「好孩子•星期天之我愛書叢」錄音活動。

莎士比亞音樂劇演出

利用VR體驗「地震 」場景活動。

輕鬆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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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10月18日舉辦「小一成長禮」，家長與老師一同慶祝小一學生踏

入小學，展開人生新一頁。當天活動包括學生表演唱歌、奉茶禮、感恩與立

志、拍照及素食茶點分享。透過活動讓學生明白自己長大了，正式成為一位

小學生，需要學習照顧自己及承諾努力學習。

家長們看著螢幕上播放孩子們的學校生活片段，相信心裡盡是安慰，小

孩子一個接一個走到台上，只為送一首歌給在場支持自己的家人及老師，各

班班代表送上感恩詞。最後全級同學一起向家長送上飛吻，全場充斥著感動

的氣氛。

學生同時透過奉茶禮，感恩父母的養育之恩及付出；家人亦送回「成長

獎牌」給孩子們，並擁抱他們。當天場面感人，整個禮堂充滿快樂及感恩的

笑臉。

小一 成長 禮 我們

長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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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長大 了

一心班
曾凱琳家長

小一成長禮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凱琳在老師和父

母的陪伴下，體驗成長的快樂，學會感恩。像李校長的

形容一樣，成長禮如出生嬰兒擺彌月酒，意義深長，值得

紀念。當凱琳第一次守禮儀地奉茶時，我很感動，頓時覺

得孩子成長了。通過學習為人處事的禮節、知識，我們感

受到學校對品德教育的重視。孩子的學習生涯也打開了

嶄新的篇章，需要學習的知識也多了。我希望孩子能

夠多閱讀、勤思考，遇到困難要相信自己；也希

望孩子能建立良好的品格，懂得尊重別人，

學會感恩。願每位學生在充滿愛的校園

裏，自信快樂的成長，加油！

家 長感 受
一本班

廖采翎家長
由幼稚園畢業到升讀小學，這麼快便三個多月了，這次有幸參加小一成長禮，看到女兒向自己敬茶；看到女兒與新朋友愉快相處，臉上充滿笑容，作為母親感到很欣慰。多謝老師、校長、各位教職員付出的努力和愛護。祝願每位小朋友在這未來六年都可以開開心心地在校園共同學習，一起愉快成長！

一正班

李曉晴家長
本人是一正班李曉晴的媽媽，我非常感恩女兒能

夠入讀鳳溪創新小學。回想之前選擇小學時，總是忐忑

不安。直到我參與學校觀課那天，我深深感受到學生的活

潑和好動。加上那片廣大的草地，令我身心舒泰。

開學至今，女兒享受學校的一切，也變得更愛上

學，也經常回家與我分享。「成長禮」當天，我感恩看

到校長及老師為小朋友打氣，我相信所有事情也是

互動的，優良的師資、正向的校風、快樂的成長

生活，可以帶動孩子的學習，讓我們一起

努力！祝願各人每天身心開朗！

一立班
葛悅琦家長首先，感謝學校安排我們參加小一成長

禮！我們第一次飲到了女兒奉上的茶，非常感
動！感覺女兒長大了，懂得感恩了！自女兒上
了小一後，除了學會新知識，也變得更懂事
及識禮！相信這離不開學校對孩子品德教

育的重視！希望學校能每年舉辦小一成長禮，令小朋友都知道「知書識禮」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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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中秋慶
團圓暨生日會

本校於9月13日舉辦中秋慶團圓活動及8-11月生日

會，當天同學分級進行不同遊戲；亦在課室進行生日

會，從而凝聚校內「愛˙燃亮生命」的氣氛。

多元智能
活動課

本學年多元智能活動課開

辦了37項活動，當中包

括體育、音樂、視藝、話

劇及STEAM等元素，讓

學生發揮各項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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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廣場」
@FUNG KAI'S GOT TALENT

「快樂廣場」已是第二年舉行，學生各有才能，學

校為學生提供平台表現自己，同時讓學生學會「與

人分享」和「享受生活」，建立正向思維。

校園 活動
Work hard! Play hard!

多元智能
活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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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本區幼稚園家長了

解本校的教育理念與課程

特色，本校於2019年9

月15日舉行「鳳溪創新

小學校園開放日暨親子合

桃酥工作坊」。

開放日

校園 活動

本年度鳳溪小學運動會於10月22日順利完成，當天各班運動員都盡己所能，爭取佳績。第六十三屆鳳溪小學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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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敢『動』行」
全校師生參加「校園‧敢『動』行」活動，

「慢」步校園，實踐健康及減碳生活，

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英語訪問活動

本年度鳳溪小學運動會於10月22日順利完成，當天各班運動員都盡己所能，爭取佳績。第六十三屆鳳溪小學運動會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本校於11月7日安排五年級學生分組到  

赤柱或西貢與外籍人士∕遊客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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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

高興加入鳳溪創

新小學，擔任圖

書館主任！

從小到大，

我最喜歡圖書館這個地方。我還記

得讀小學和中學時，每當做完功課

和溫習後，我便到圖書館「打書

釘」。入大學後，我時常到圖書館

搜尋資料，真正體驗到這個「知

識寶庫」的威力。正因它的「威

我們 的新 老師

力」，令我當上媽媽後，都特別在

意小朋友如何學會閱讀和透過閱讀

自學。

在機緣巧合下，我有幸當上圖

書館老師。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每

天可以跟低年級小朋友到不同的故

事裏「探祕」；又可以與高年級的

同學交流潮流讀物和讀後感。這一

切都給我動力，為圖書館搜尋更多

好書，讓圖書館成為同學們心目中

最喜愛的地方之一。

李婉雯老師

Hello. I am Miss Zan. I am Turkish, but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I am bilingual and love learning languages. That is why, in 
spite of having a Master’s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 
am working outside the sphere.

I have been an English NET for four years. I teach my students 
patiently because I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when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Everyone learns at their own pace in various ways.

In fact, I believe that teaching is a learning process itself. I am personable in front 
of new people and in the classroom. I love to engage with people so I can best 
aid them in adapt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or situations. Hence, I love to teach. 
My aim is to teach kids English while building up their confidence. 

I enjoy working a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at 
Fung Kai Innovative School. I always use a series 
of games and activities to help students gain more 
confidence when using English. I have also learnt 
a lot from this experience, and hope to continue to 
have a great year at this school. 

Ms. Zunera MALIK

*本校今年聘請兩位外籍老師(Ms. Josee 和 *Ms. Zunera )。10



大家好，我是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康樂管理學

系的教師助理—馬姐姐。

幸得校長及副校長給我機會，我才能加入鳳溪創新小學這

個大家庭，主要負責學生支援和入班支援的工作。我是一個活

潑好動，非常外向的女生。我很喜歡踢足球，亦曾代表香港女子足

球代表隊出外比賽，見識到不同國家對運動發展的付出和努力。我也希望可以應

用到我的教學理念中。雖然傷患令我一直未能回到當時的水平，不過在我近年的

足球生涯裡最難忘的就是在大學時最後一場大專足球比賽，以隊長身份帶領一班

球員取得冠軍，可說是為我大學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除此之外，我也希望把我的足球知識和比賽

中的所見所聞分享給小孩子們，於是衍生了做老

師的想法。我還報考足球教練牌，並在香港阿仙

奴足球學校中擔任兼職教練。

大家好！我是謝釋賢老師，主要任教體育及常識科，承

蒙校長及副校長賞識，今年有幸加入鳳溪創新小學這個大

家庭。短短三個月裏，看著學校團體擁有的教學熱誠；看

著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活動；看著學生們活潑好動及認真學

習的態度，確實為我的教育路注入不少正能量。

在教學以外，我喜歡參與各類體育活動，尤其熱衷排

球。大學時期，多次與各國的運動員比賽及交流，不但能提升自

身能力外，還擴闊了我對體育科的教學想法。現在，我

除了以運動員身份在香港男子甲組排球聯賽中競逐外，

還以香港女子排球代表隊教練團成員的身份為香港出一

分力。雖然要同時兼顧教師、運動員及教練這三個身

份，但我十分享受這種充實的生活。

我們 的新 老師
謝釋賢老師

馬曉蔚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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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 回顧 校園 點滴

我是2018-2019屆的畢業生，吳靜雯。我目前在大埔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

學就讀。我覺得，中學生活相比小學生活自由了許多，因為老師更注重讓我們自

律，而不是時時刻刻督促著我們。上了中學，大部分科目都是英語教學，一開始我總

是聽不太懂，但過了一段時間，慢慢就適應了。中學的功課不多，有些更不是翌日就

交的，所以一開始很容易忘記交功課的時間，導致沒做齊功課。

後來我明白只要把那些功課寫在要交的日子的前一天，就可以提

醒自己了！除此之外，中學的科目多了很多，比如科學、地理、

歷史等，所以書也會多了，那書包怎麼裝的下呢？其實很多學校

會有儲物櫃的。你可以把書放到裡面，有課、或者要溫習的時候

再提前拿出來。中學的測驗、默書都比小學多了很多，所以每天

都要認真的學習，不能懶散，不然成績便會一落千丈！其實總體

來說，中學的生活還是很有趣的，我也很享受中學的生活。

我是2018-2019年的畢

業生—王睿廷，現在就讀

於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

中學。不知不覺，離開母校

已經四個月了，但在小學生

活 依 舊 歷 歷 在 目 。 初 到 中

學，陌生的環境與面孔或許

會讓人感到無助，但只要逐

漸的適應與交流，困難則自然得以解決。中學

的學習壓力固然會比小學大，各種作業與頻繁

的測驗撲面而來，一時感到壓力繁重也是人之

常情，但問題始終需要得到解決。上課時認真

聽講，如果不確定便盡早詢問老師，避免問題

堆積如山，對成績造成影響。與此同時，中學

與小學的學習模式也有所不同，盡量避免與小

學的成績做比較。當然也要與同學進行溝通，

保持良好的關系，不要因為感到陌生而輕易退

縮，勇敢面對讓自己取得進步。

我是鄭君行，剛

剛畢業於鳳溪創新小

學，現在就讀於田家

炳中學。草草一算，

我已經離開了母校約

四個月了，但我仍然

會 在 不 時 間 感 到 恍

惚，錯想自己還在小

學，這也許也是一種不適應吧！當然，不

適應的不只是自己的感覺，還要面對很多

陌生的老師和同學們，很多新增的科目，

我們從小練習的課外活動，加上各式各樣

的活動也會越來越多，所以謹記要有條理

地調整好自己的日常作息，不要太過勞

累。在此，我衷心感謝母校在這六年裡對

我的栽培，也感謝老師們對我的教導，同

時，也祝願各位同學們成績步步高升，考

上自己理想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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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茶聚分享，

校長與家長均積極表

達 不 同 的 意 見 ， 達

致 家 校 正 面 溝 通 。

2 0 1 9 年 1 0 月 舉 行 首

次茶聚，對象為初小

學生家長，學校同時

家長大學系列講座內容

家長 大學

家長教育計劃：家長大學
本校重視家校合作，透過開辦家長大學，盼望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溝通文化，並成為緊密的

夥伴，共同栽培孩子成長。同時，家長大學是持續發展的家長教育課程及活動，以鼓勵家長以多

元化的學習模式吸取不同層面的教育知識，從而提升他們的親職效能。

家長與校長一同立志，用愛燃亮生命與家庭，一起學習成為子女的同行者。

★ 啟動禮

   「孩子路上的明燈」分享

★ 初小：從管教到自律

高小：探索子女戀愛世界

★ 家長止「癮」：培養子女健康

使用電子產品的原則及方法

★ 慢得喜─靜觀體驗

親子工作坊

★ 「理財小百科」

培養兒童理財觀念

★ 結業禮暨

「善待情緒 好好管教」分享

與校長茶聚
為8-11月生日的家長

舉行生日會，家長投

入「與校長茶聚」的

活動，積極與校長交

流，踴躍發問，校長

用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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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跨學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 優秀小學生 6D 陳靖蕾

中文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小學組優異 6D 童雅馨

「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二屆全港

中英文徵文比賽

香港新聞工作者
聯會

小學組中文組優異獎 6D 李朗晴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詩詞集誦（普通話）：季軍

詩詞獨誦（普通話）：冠軍 3B 劉雨宸、4C 陳 揚

詩詞獨誦（普通話）：亞軍
4C 方詩敏、5D 何啟菲
5D 柯潤恩

詩詞獨誦（普通話）：季軍
2D 陳 睿、2D 吳家豪
3B 蔡雙蔚、3B 劉嘉珊

詩詞獨誦（普通話）：優良

2A 鍾梓君、2D 劉卓容、2D 宋雨桐
4C 郭慧怡、4C 黃宇穎、4C 梁家寶
5B 葉依仁、5C 陸穎妮、5D 許語墨
6B 鄔雅君、6D 李詩涵、6D 鍾若彤

詩詞獨誦（普通話）：良好 4C 彭希愉、5D 陳貝慈、6D 陳靖蕾

詩詞獨誦（粵語）：優良 3C 黃宇茵

詩詞獨誦（粵語）：良好 3A 司倫珈瑜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
「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

邀請賽（初賽）
新界校長會

一等獎 4C 李喬沁、5D 陳倩瑤、6D 李詩涵

二等獎 3B 鄒 蓉、4C 郭慧怡

三等獎
3C 杜嘉軒、5D 洪文釗、5D 柯潤恩
6D 陳靖蕾、6D 童雅馨

孫方中學術盃—
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書院

優異 6D 張鐥希、6D 陳靖蕾、6D 鍾若彤

英文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1D 王煒如、4C 方詩敏、6D 童雅馨
6D 李詩涵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

1D 林苡沁、2A 王涵睿、2A 吳梓涵
2A 何卓凝、2D 李詩妍、2D 羅慧翎
3B 劉嘉珊、3B 鄒 蓉、3B 許語彤
3B 朱 儀、4C 李芯鈺、5D 林珈賢
6D 顧可如

孫方中學術盃—
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書院

優異 6D 周爾軒

數學科
孫方中學術盃—

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港九街坊婦女會

孫方中書院

冠軍 6D 李鍾懿

亞軍 6D 林子彥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仁濟醫院第二十二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輔導組（14 度榮獲）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教師接力賽冠軍

孫方中學術盃—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學術團體亞軍

小母牛「開卷助人」計劃 星級愛心獎勵計劃「銅星」級別獎勵

惜水學堂（水務署） 優異辦學團體
仁濟醫院 第22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

2019-2020年度
上學期校外比賽獎項 

（截止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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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第一屆世界 STEM 暨
常識公開賽 ( 初賽 )

世界科技工程
數理協會

銀獎 5D 陳昊然

銅獎 5D 陳松巍、5D 洪文釗、5D 呂承峻 

體育科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
4B 黃遠恒、4C 蔡禮銘、4C 陳 揚
4C 林諾言、4C 李煜誠、4D 雷志恒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4A 陳愷琳、4A 嚴靖琳、4B 杜詠詩
4C 胡程涵、4C 孫子琪、4C 張藝藍
4D 何淑宜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5B 劉小媛、5B 楊媛寧、5D 陳星佐
6A 陶均語、6B 葛彩歡、6B 李詠雪
6C 林詠心、6D 鍾 婧

男子甲組壘球冠軍 6A 吳景富
男子甲組鉛球殿軍 6D 趙梓皓

女子甲組接力冠軍
5B 劉小媛、5B 楊媛寧、6A 陶均語
6B 葛彩歡、6B 李詠雪、6C 林詠心

女子甲組 400 米冠軍 6C 林詠心
女子甲組 400 米季軍 5B 楊媛寧
女子甲組 200 米季軍 6B 葛彩歡
女子甲組跳遠季軍 6A 陶均語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6B 李詠雪

女子甲組 200 米優異 6A 陶均語
女子甲組壘球優異 6D 鍾 婧
男子乙組 60 米冠軍 5D 陳梓烽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5D 陳梓烽
男子乙組跳高優異 5C 林尊揚

男子乙組接力優異
4A 金榮超、4D 王安達、5B 陳梓維
5C 林卓然、5C 林尊揚、5D 陳梓烽

女子乙組 200 米冠軍 5B 柳 菲
女子乙組跳遠優異 5B 柳 菲

男子丙組接力冠軍
4B 黃遠恒、4C 蔡禮銘、4C 陳 揚
4C 林諾言、4C 李煜誠、4D 雷志恒

男子丙組跳遠冠軍 4D 雷志恒

男子丙組 100 米亞軍 4B 黃遠恒
男子丙組 60 米亞軍 4C 陳 揚
男子丙組 60 米季軍 4D 雷志恒
男子丙組壘球殿軍 4C 陳 揚

女子丙組接力亞軍
4A 陳愷琳、4B 杜詠詩、4C 胡程涵
4C 孫子琪、4C 張藝藍、4D 何淑宜

女子丙組 60 米殿軍 4B 杜詠詩
女子丙組 60 米優異 4D 何淑宜
女子丙組跳遠優異 4D 何淑宜

女子丙組 100 米優異 4C 孫子琪、4C 胡程涵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北區體育會

25 米背泳：H 組冠軍 3B 黃均諺
25 米蛙泳：H 組冠軍 3B 黃均諺

25 米自由泳：H 組亞軍 3B 黃均諺
25 米浮板賽：H 組亞軍 3B 黃均諺
25 米背泳：G 組亞軍 3B 袁晧舜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康樂及

文化事務處

女子 E 組接力冠軍
5B 楊媛寧、6A 陶均語、6B 葛彩歡
6C 林詠心

女子 E 組 200 米冠軍 6C 林詠心
女子 E 組 100 米亞軍 6C 林詠心
女子 E 組 200 米季軍 5B 楊媛寧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康樂及

文化事務處
女子 E 組 60 米季軍 6C 林詠心

鳳溪第一中學小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鳳溪第一中學 女子組亞軍
5B 楊媛寧、6A 陶均語、6B 葛彩歡
6C 林詠心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佛教沈香林紀念
中學

男子組冠軍
6A 劉錦傑、6B 黃禮俊、6C 陳博俊
6D 林卓燊

女子組冠軍
5C 楊媛寧、6A 陶均語、6B 葛彩歡
6C 林詠心

音樂科 屯門區中西區器樂比賽 2019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樂彈撥 B 兒童組：季軍 5D 朱影彤

西樂 A 兒童組：良好表現獎 5B 陳梓維

視藝科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板畫設計比賽
香港北區花鳥蟲

魚展覽會
優異獎

6D 鄺樂兒、6D 張鐥希、6D 蔡昕頤
6D 丁瀚林、6D 李朗晴

圖書科
「尊師重道」朗讀及

說話比賽邀請賽
香港教育大學 季軍 4D 林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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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鳳溪室內游泳館
已全面動工，

預計2020年年底落成!

游泳館設有一個主池，長25米，共10條線道; 
一個預備池，長15米，共5條線道。

同時，泳館也備有觀眾席、健身室及Cafe等設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