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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朱遠球 校長 
委員：陳育鳴  副校長  陳鈺華  副主任  
           賴凱茵  老師  許嘉敏  老師  李碧君 老師          
           吳嘉偉  技術  支援服務員

    四十一周年帶給我們什麼？就讓我們一起回顧吧！本年度學校的關注事項是銳意發展「資優教
育」，由於每個孩童均有不同的潛能與特質，我們致力促進「資優教育普及化、普及教育資優化」
，使每一位學生皆能成為一位稱職的可信人！

    在學習過程中，我們希望學生能主動學習，「自主學習」已是本校第四年推動，各同學均發現
在中、英、數、常四科均增設了「自學冊」，當中包括有預習、筆記、延伸練習及反思四大元素。
而本年新增之「導學案」，透過課前預習及加強學生在課堂內的互動，並就此進行行動研究。結果
顯示，學生以「導學案」配合預習，確有助提升學習方面的自信心，提高學習效能。

    此外，本年度學校也重視學生進行服務學習。一方面利用在學校學習到的知識服務社會，另一
方面則透過服務去學習和反省知識，以結連學校與社區的關係，促進學子學會學習、對社區作出貢
獻，以及對社會作出承擔，本年度我們探訪了多所老人院呢！

    學校同時重視電子學習：本校推行的電子學習並非要學生學習開發資訊科技的知識和能力，而
是希望學生運用資訊科技來學習知識，培養高增值和創意能力。因此在課堂裡我們會經常看到學生
手執平板電腦在學習，學習已進入了新紀元。 
 
    至於環保及綠化之教學政策及活動，除了學生，亦惠及家長、社區人士及其他學校的師生，遠
至星加坡的三所不同的學校，本年曾4次到訪本校與本校學生聯絡，交換意見及心得。

    由此得知，為了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本年度推展了一系列項目以提升教學及學習效能，在一個
充滿學習氛圍的環境下，使學生學得更有成效。至於在提升學生的正向價值觀方面，學生無論對學
校的歸屬感或在價值觀方面，均朝向可喜的方向發展。本年度可信學生在外間比賽取得不少獎項，
成就實在令人欣喜！

朱遠球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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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學校於一九七五年開校，為慶祝學校四十周年，可信特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假荃灣
煌府酒樓設四十周年晚宴，與一眾嘉賓、校監、校董及校友聚首一堂，共渡這個開心
的時刻。當天可信邀請了梁偉浩先生作主禮嘉賓，就讓我們看看當天的盛況吧！

四十周年校慶晚宴回顧

嗇色園教育委員會主席 陳燦輝先生
致送感謝狀與梁偉浩先生。

剛畢業的6C班同學也很齊心參與當
天的活動。

嗇色園馬副主席和一眾來賓合照，
大家都很開心呢！

晚宴前先來個簡單的典禮儀式，黎澤森校
監及黃家華校董，歡迎來賓的支持及參
與。

第一屆的師生都一同來臨這次的晚
宴，真高興、難得！

大抽獎環節當然掀起晚宴的高潮，
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成為當中的幸
運兒。

主禮嘉賓與來賓一同暢飲。

看！各家長都很支持這個活動啊！朱校長也與可風中學校長及黃家華
校董來一張合照呢！

各主禮嘉賓來一張大合照，晚宴正
式開始了。

退了休的梁主任與舊生歡聚一堂 ! 最後，當然少不了我們可信大家庭
的合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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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自主學習行動研究

學校最新發展

本校發展「自主學習」已踏入第三年，過去兩年，我們將重點放在「自學冊」（中、
英、數、常四科）規範化方面，讓學生適當地運用「自學冊」做預習、作筆記、完成
延伸練習及進行反思。在2016年復活節假期，本校校長及七位中層管理人員參與了由
嗇色園牽頭的「自主學習交流團」，前往山東濰紡與數所推動「自主學習」已具一定
成效的學校進行交流，並帶回了一些寶貴的經驗。交流的得着促使我們本年度進一步
優化預習部份，目的是「還課堂給孩子」──透過課前預習及完成「導學案」的內
容，讓學生回校後在課堂內的互動更具質素，更能投入學習活動，展示所學。

「自主學習」其中一項要素是要求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學生能掌握學習的方法才會
學有所成，自信心由此而生。因此，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自信心尤為重要。但我們的
教學設計，即「導學案」能否帶動學生作有效預習呢？而學生在完成「導學案」後，
學習方面的自信心有否提昇呢？上述的疑問催生了一項行動研究，課題為「導學案能
令學生學習更有自信」。該項研究由課程統籌主任統籌，四年級數學科任老師作出配
合，務求以實際操作找出答案。

「導學案」設計選材範疇為數據處理，課題為棒形圖，對象為4A及4C班共五十位學
生。研究分五個步驟進行。第一步驟為前測，學生首先於課堂內完成6條目題。然後
進入第二步驟──即晚以「導學案」自學。翌日早上進行第三步驟，即後測，學生於
課堂內再次完成前測之6條目題。第四步驟為課堂分享，學生於課堂內分組展示自學
所得，教師從旁點撥。第五步驟為學生意見問卷調查。以下為研究結果分析及簡報。

 

 

各題描述正確程度：1 為最

不正確，5 為最正確。(%) 平均值 

 
1 2 3 4 5 

1. 我有認真做預習。 0.0  12.5  24.0  29.7  33.9  3.8 

 

  該題平均值為 3.8，接近 4，顯示大部份學生均認為自己有認真做預習。 

 

2. 預習後，我有信心完成「導學案」

內的題目。 
0.0  8.4  20.2  31.6  39.9  4.0 

 

  該題平均值為 4，顯示極大部份學生均認為自己預習後，均有信心完成

「導學案」內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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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習後，我有信心完成「導學案」內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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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描述正確程度：1 為最

不正確，5 為最正確。(%) 平均值 

 
1 2 3 4 5 

3. 我有認真做「導學案」內的題目。 0.0  6.3  14.4  27.6  51.8  4.2 

 

  該題平均值為 4.2，顯示絶大部份學生均認為自己有認真做「導學案」內

的題目。 

 

4. 「導學案」能幫助我自學。 0.0  1.9  22.4  23.6  52.1  4.3 

 

  該題平均值為 4.3，顯示絕大部份學生均認為「導學案」能幫助他們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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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有認真做「導學案」內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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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導學案」能幫助我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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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描述正確程度：1 為最

不正確，5 為最正確。(%) 平均值 

 
1 2 3 4 5 

5. 我喜歡利用「導學案」協助預習。 4.0  8.2  22.3  29.5  36.1  3.9 

 

  該題平均值為 3.9，顯示大部份學生均喜歡利用「導學案」協助預習。 

 

 

  由以上學生前、後測成績及學生意見統計所得，「導學案」確能帶動學生

作有效預習，而學生在完成「導學案」後，學習方面的自信心也有所提昇。學

校會根據研究結果，於各科適當級別延展及開拓「導學案」設計，讓學生學習

自信心進一步提昇，提高學習成效。 

 

（附圖為學生進行前、後測及課堂分享自學所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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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喜歡利用「導學案」協助預習。 
(%) 

人 
數 
(%) 

前測與後測

學生於前測的平均分為3.6分，而後測則為5.2分，即經過第二步驟以「導學案」自學
後，平均分成績大幅提升了1.6分，即44.4%。結果顯示，我們的學生具有不錯的自學
能力，但這與「導學案」有關嗎？「導學案」是否能協助學生有效自學？而經歷了以
「導學案」自學後，學習的自信心有否提升？

學生意見問卷調查結果

研究的第五步驟為學生意見問卷調查，該調查結
果或可解答上述問題。有關結果可參照各圖表及
分析短文。

由以上學生前、後測成績及學生意見統計所得，「導學案」確能帶動學生作有效預習，而學生在完
成「導學案」後，學習方面的自信心也有所提昇。學校會根據研究結果，於各科適當級別延展及開
拓「導學案」設計，讓學生學習自信心進一步提昇，提高學習成效。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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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學校中國鼓班簡介

學校最新發展

STEM 之推展

STEM是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各
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詞。

推動STEM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
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
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在香港現行課程中，STEM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
教育推動。STEM教育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建立知識基礎，培養他們對科學、科技和
數學的興趣；並加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識與技能的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協作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把所學的技能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以常識科為例，在科技活動中亦加入了STEM的元素，讓學生手腦並用，各組需自行設
計草圖，並製作模型，然後進行多次的測試，直到製成品成功或學生滿意為止，老師
則從旁作提示及最後講解科學原理，培養學生解難及協作的能力。

中國敲擊樂器泛指由敲擊而發音的樂器。

中國敲擊樂器歷史悠久，品種繁多，應用廣泛。
除了能夠在樂隊中加強樂曲的節奏、營造豐富多
采的音色變化外，更能夠組合起來獨立演奏，而
不同類型敲擊樂器合奏亦各具獨特表現力。

一般中樂團所使用的敲擊樂器，其中各包含有固定音高與無固定音高樂器。中國民族
敲擊樂器由金屬類（如大鑼、小鑼、雲鑼、各種鈸、鈴、鐘等）、竹木類（如拍板、
竹板、梆子、木魚等）和皮革類（如大鼓、排鼓、單皮鼓、手鼓等）

以下是各類鼓樂器的簡介:
大鼓為漢族的大型鼓，又稱大堂鼓，是鼓類樂器中形體最大的。它是在鼓身上下蒙大
牛皮而製成。平時大鼓置於木架上演奏，鼓手常用兩根木槌敲擊發音，有單擊、雙
擊、頓擊、悶擊、壓擊、搖擊和滾奏等演奏方法。大鼓發音低沉深厚，鼓邊聲音高揚
堅實；由鼓中心到邊緣各圈所發的音色各不相同，有豐富的表現力，主要用於器樂獨
奏、重奏、合奏、舞蹈和戲曲伴奏。

小鼓，又名小堂鼓、戰鼓、高音鼓等，形制與大鼓相似，鼓面直徑約六、七寸，發音
堅實而有彈性。

板鼓，又稱單皮鼓，在西元六、紀的唐代清樂中已使用，是革與木製成，圓形，鼓圈
為極厚實的木料，上面蒙以厚豬皮，發音的鼓直徑只有五、六公分，以兩根藤或竹製
的鼓鍵敲擊鼓心，演奏時將鼓身懸於架上，發音堅實清脆。板鼓常用於民間器樂合奏
及戲曲伴奏之中，也可以獨奏，在合奏及伴奏時常居於指揮的地位。 

排鼓是將數個(一般為四個或更多)大小不同的定音鼓組合起來，一起進行演奏。手
鼓、太平鼓是一種有柄的單面鼓，形狀像蒲扇。原流傳於中國北方，擊鼓時左手握鼓
柄，右手持鼓鞭，邊打邊舞，因此表演者既是鼓手也是舞者。太平鼓鼓點節奏平穩，
力度對比鮮明，熱烈灑脫。表演技藝以往都是靠祖輩相傳，鄰里薰陶，形成各種風格
流派。

本校鼓隊由8至15人組成，以香港活力二十四式鼓令作教材，學
生需以指定的動作配合節奏表演，訓練表演者的隊形及台風、
節奏的準確性、動作整齊性、強弱變化處理，加上服裝和佈置
創意，使學生能在台上盡展所長。

組員齊心合力工作中﹗ 同學動手動腦製作模型。

完成任務啦，好開心﹗

好緊張呀﹗
大家一起到操場進行太陽能
電動車比賽。

大家準備好，進行比賽。
同學測試太陽能電動車
的效能及速度。

扁鼓小堂鼓

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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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新發展

「可信人」獎勵計劃

我們希望透過本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實踐良好行為，主動及積極參與學習活動，使成
為一個靈巧學習者，並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此外，透過服務活動，提高學生的自信
和培養盡責的精神。學生透過參與多元化的體藝活動，啟發自我的潛能。讓學生在
德、智、體、羣、美各方面均有良好發展及培養「可信人」特質。

每位學生獲發「可信人」獎勵計劃小冊子，並訂立個人目標。按計劃內各範疇之要
求，有良好表現者，可獲印章一個。每學期均會統計學生獲得的印章數目並頒發獎
項。

上學期已有145名同學獲頒金獎，86名同學獲銀獎及67名同學獲銅獎。同學都喜愛這
個計劃並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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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計劃自2004年推行以來，為兩地學校提供一個交流平台。透過交流與合作，姊妹學校擴大
學校網絡，增強了解與溝通，加深認識兩地文化，共同提升教育素質。本校在2007年與中山市小欖
鎮九洲基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先後多次到該校進行探訪活動、交流。本年透過姊妹學校計劃，有
機會帶領36位小五、小六學生進行探訪，此次行程特別之處是與九洲基小學學生共同度過整整一天
的學習生活，共同上課學習、午膳、小休及創作活動，與兩地學生有更多時間交流，表達不同的意
見、吸收兩地學習的長處，並在一天的過程中，建立友誼的基礎，期望兩校學生能在日後繼續互通
往來。

學校交流活動

大家齊集學校，期待出發的一刻

探訪中山市小欖鎮九洲基小學

炮台前大合照
來到鴉片戰爭博物館!背後就是林則徐
大人的紀念銅像

鴉片戰爭中英勇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
垂不朽!!

學生專心聆聽館內專
人講解有關鴉片戰爭
的事情

我們來到孫中山紀念館，館內很多有關孫中山先生的
資料，令我們對孫中山先生有更深入的認識

之後，我們來到孫文紀念公園!!

同學受到熱烈的歡迎，並為我們帶上
紅領巾。

兩地校長互相交換紀念品

齊來創作「手掌畫」，表達兩間學校的姊妹情!!

可信與九洲基小學大合照，期望未來有機會再次拜訪!

PASSPORT
The World

Travel

PASSPORT
The World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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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學校到訪交流活動

新加坡德行小學(Corporation Primary School)
、Temasek Primary School及Woodlands 
Primary School的老師及學生分別在2016年11
月9日、2016年11月25日及2017年5月24日到本
校參觀及與本校師生認識有關推行綠色學校的
政策及進行環保科技活動作交流，雙方獲益良
多。

中山學校交流，學生感想

學校交流活動

我的交流感想

5A 黃詩雅

我的交流感想

6A 倪巧庭

我的交流感想

我的交流感想

5A 游斯琪

6A 魏曉琳

PASSPORT
The World

Travel

交流師生大合照

交流師生大合照

交流師生大合照

大家合力利用廢紙製造紙橋，
試試其負荷量，好緊張呀﹗

看看我們的紙橋多犀利﹗

我們已經成為好朋友啦﹗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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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2016-2017 「小小陶藝家」工作坊活動
本年度視藝科參加了由路德會呂明才中學主辦的「小小陶藝家」工作坊活動，該校的
視藝科老師以小班形式教授陶藝技巧，並指導學生完成一件屬於自己的陶藝作品。

視藝科活動﹕「渣打藝趣嘉年華2016 —大型戶外嘉年華巡遊作品創作計劃」
主題﹕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組4﹕動植物大觀園)
是次活動「渣打藝趣嘉年華2016」的藝術家駐校計劃是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與渣打香
港聯合主辦，駐校藝術家導師是王希婷(JENNY WONG)，費用全免。活動分三部分﹕

視藝科校本課程設計﹕2015-2021
六年循環計劃 —「向大師學習」﹕今年將會進入六年循環計劃的第二周期。

年度(第二周期)    藝術大師名單(主要)    藝術大師名單(次要)

(1)2015-16    立體主義﹕
   畢卡索(Poblo Ruiz Picasso)

   印象主義﹕
   莫內(Claude Monet)

(2)2016-17    後期印象主義﹕
   梵谷(Vincent Van Gogh)

   後期印象主義﹕
   高更(Paul Gauguin)

(3)2017-18    新印象主義﹕
   秀拉(Georges Seurat)

   現代水墨畫﹕
   吳冠中

(4)2018-19    抽象主義﹕
   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構成主義﹕
   蒙特利安(Piet Mondrian)

(5)2019-20    超現實主義﹕
   米羅(Joan Miro)

   超現實主義﹕
   達利(Salvador Dali)

(6)2020-21    野獸派﹕
   馬諦斯(Henri Matisse)

   表現主義﹕
   孟克(Edvard Munch)

(A)學生工作坊﹕
(嘉年華服裝及頭飾製作)

(B)嘉年華巡遊綵排﹕ (C)嘉年華巡遊當日﹕

視藝科活動 藝術大師

1B
鄭
舒
涵

彩
蝶
派
對

3B
葉
浠
媛

非
洲
草
原

2B
曾
浩
霖 

北
風
和
太
陽

6A方曉盈 睡蓮

6C
梁
維
瑋

綠
色
點
點
世
界

2A林俊軒 自畫像 4A謝栩彤 神采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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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學術方面

    
項目                                          獎項

  CSL盃全港中小學書法大賽    1項優異獎

   Hong Kong Speech Brilliance Awards
   English Tongue Twister

   First Runner up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1項優異獎

  智能電子積木解難個案大挑戰    季軍

  太空任務挑戰賽    2項銀樂高獎及2項優異獎

  情緒精靈填色比賽    2項亞軍、1項季軍及1項優異獎

  世上只有媽媽好之硬筆書法比賽    1項優異獎

  2016-17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識大賽    1項一等獎、4項二等獎及3項三等獎

  獅子盃校際英詩翻譯比賽    冠軍

  第53屆校際舞蹈節中國舞比賽(高級組)    1項乙等獎

  第53屆校際舞蹈節中國舞比賽(初級組)    1項乙等獎

  第三屆陳樹渠盃數學遊戲(魔力橋)比賽    4項優勝獎及1項常勝玩家獎

  第三十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銀獎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詩詞獨誦    2項亞軍、1項季軍、12項優良獎狀及5項良好獎狀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散文獨誦    3項優良獎狀及4項良好獎狀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說故事比賽    2項良好獎狀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Solo Verse Speaking    10項優良獎狀及2項良好獎狀

  第十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英詩集誦    小學組全港第二名

  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1項獎學金

校 外 獎 項  
本校積極參與各項校外比賽，並獲取優異成績。

運動方面

    
項目                                          獎項

  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1項冠軍、4項亞軍、3項季軍及2項團體優異獎

  獅子盃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1項優異獎

  啟業知友盃手球比賽    1項優異獎

  新界西小學非撞式欖球比賽2016    季軍、1項優異獎

  荃灣區青少年乒乓球比賽2016
 

   季軍

  全港拯溺隊沙灘大會操暨沙灘競技賽    救生小鐵人旗幟獎冠軍、裝備獎殿軍、
   沙灘跑接力賽季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獎學金

2016-2017 全年獎項記錄   截至2017年6月6日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1項季軍、6項優異獎

  第三屆馬振玉文藝精英賽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1項金獎及1項銀獎

  Hau Po Woon Cup 2017     1項優異獎   

 「經典翹楚榜」之「經典杯」書法比賽     1項優異獎 

  第五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     3項優異獎

  第二屆全港青少年醒獅比賽
 

    季軍

  全港新來港小學生英語寫作比賽     1項亞軍及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第六十九屆校際音樂節     1項季軍、4項優良獎狀及3項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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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大型活動

戶外
學習日

開放日

LEGO機械人

佳作齊共賞

小小手工藝

扭扭氣球

熱舞機械人熱鬧嘉年華

誰勝誰負 電子學習初體驗

戶外學習樂趣多

攀上高峰

羽毛球同樂日

足球小將

一步一開心

單車小子

樂在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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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奔向終點

我們成功了

盡全力擲吧

大家準備就緒

跳得很遠啊

恭喜得獎健兒們

風信子 每年，均有不少「風信子」成員在可風
中學畢業後進入大學唸書，本年度(2016
年9月起)便有8位同學：呂小禹(中大)、
黃佩欣(中大)、白頌婷(浸大)、朱秋悅(
科大)、嚴楚鴻(港大)、林成璁(理大)、
徐文龍(理大)及余倩程，進入香港不同
大學繼續升學。而在本校的家教會晚會
當日，亦邀請以上風信子到校，接受校
董會頒發的「傑出校友獎學金」。新學
年快要展開，祝願「風信子幹事會」主
席，能順利考入心儀大學，繼續向理想
進發，同時亦希望可信學生以風信子為
榜樣，為理想繼續努力。

編輯小組
顧問：朱遠球 校長 
委員：陳育鳴  副校長  陳鈺華  副主任  
           賴凱茵  老師  許嘉敏  老師  李碧君 老師          
           吳嘉偉  技術  支援服務員

校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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