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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與夢想

校長的話

1. 建立和增強內在動機（自決理論，Deci & Ryan, 2002）
    透過增強自控能力、建立與人的關係和在學習中獲取成就，以協助學生建立內在動機衝破自己的安全地帶，
    學習不同的新事物，體驗不同的新活動。因此，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個別化教育計劃-家校同行」、修繕
    校本課程、引入歷奇活動、推動以學生為本的Hanen Program、增加學生獎勵計劃和午休自選活動、設計校
    本電子書等。
2. 學會學習
    當學生增加了內在動機後，便集中培養他們認知學習策略及各種學習技巧，例如在本學年繼續推動的對話式
    閱讀和參與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發展的「以位置為本平板電腦溝通應用程式」。當然，少不了家長和教職
    員在這方面的培訓和參與，以達致家校協作。
3. 自我反思
    在這個階段中，期望學生能反省、調整目標、喜歡追求知識（趙，2014）。縱然，對大部分學生來說，這
    個階段非常具挑戰性，因此，本學年我們會透過組本經營、風紀訓練、樂務職業訓練課程、工作實習計劃和
    離校生支援，逐漸由高小到高中，培養學生自我反思的能力、探索自己的喜好和迎接成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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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

3.自我反思

1.內在動機：

自控、與人聯繫、成就

2.學會學習

      
        我也有一個夢想，就是透過個別化教育計劃和生涯規劃的統合，在學生、教職員和家長一起努力策劃、施
行和檢討後，他們能找到並表達出自己的夢想，一步一步向著夢想邁進！

        自2014/15學年開始，教育局積極地在學校推動生涯規劃，根據《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
，「生涯規劃是持續和終身的過程，讓同學在人生不同階段達成不同目標。在求學階段，生涯規劃教育在培養
學生認識自我、作個人規劃、設訂立目標和反思能力，以及認識銜接各升學就業途徑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
色。」我認為生涯規劃為樂群的學生來說，更重要的是一段找尋夢想的終生歷程。
        我們相信每位學生都是獨特的、各有不同的學習需要、並擁有追求夢想的潛能。透過推動個別化教育計劃和
自主學習，教職員和家長一起努力為促進學生在身、心、靈、社交各方面持續發展，進而協助他們找尋夢想，
向夢想進發！ 
        協助學生找尋夢想，按學生的成長需要和學習歷程，可分三個階段（自主學習理論，self-regulated learn-
ing, Zimmerman & Schunk, 2011；元認知取向，趙，2014，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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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 精彩的暑假完結後，同學們和家長再一次濟濟一堂聚
集於開學禮上。當天同學們精神奕奕，看來已經為新
學年作好準備了！同學更於家長的見証下完成今年德
育主題承諾－清潔校園，我做得到。

感謝家教會成員在過

去一年為我們籌備豐

富的活動，加強家長和

學校的交流

同學過中秋節最期待是什麼
節目呢？食月餅？玩燈籠？
食水果 ?中秋節聯歡會一次
過滿足你三個願望！

我
帶
左
火
車
頭
燈
籠

我
就
帶
左
飛
機
燈
籠

扮下嫦娥跳絲帶舞先

我最愛米妮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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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聯歡會



體適能測試日

每年一度的體適能測試日已於 10 月 6 日完滿結束，當天同學表現積極，勇於接受
不同的測試項目挑戰，包括：6／ 9分鐘跑、手握力測試，仰臥起坐、坐地前伸，
當然少不了度高磅重啦！希望同學每年的表現都比上一年做得更好，更不忘要多
多鍛煉喔！

手握力測試

6／ 9分鐘跑

我的美國之旅－麥詠貞

麥詠貞同學是現任香港特殊奧運會滾球代表隊成員，今年暑
假詠貞遠赴美國參與 2015 特殊奧林匹克夏季世界比賽。這
次美國之旅為詠貞帶來寶貴的比賽經驗之餘，同時亦認識了
不少外地的參賽者，建立友誼。 P.3

仰臥起坐



新學年開始，校園裏增添了許多新
面孔，讓我們一齊來認識一下吧！樂 群 新 鮮 人

大家好，我是王芍喬！今年的小一新生，請大家多多指教！ 平日我會主動向老師和同學打招呼，也會照顧身邊的同學。 加入樂群大家庭後，希望可以和大家一同愉快學習，一起成長！

大家好，我叫馬嘉駺，是喜樂組的同學。第一年加入樂群大家
庭，請各位多多指教。我很喜歡學習，也會幫忙做小任務，
大家有時間可以來和我一起聊聊天！

我是李鍵聰，男仔，就讀喜樂組，是一個開心快活人！

我喜歡吃甘大滋，尤其鍾意原味的！

我喜歡拖老師手，如果可以拖老師手行樓梯我更開心 ！

我喜歡笑，當你看著我時，你也會不其然地感到開心快活的！

我是沈凱姍，今年入讀喜樂組。
我喜愛戶外活動，每天都會坐爸爸的單車尾和到公園玩，
感到很開心。
學校生活我很快就適應了，如果在學校見到我，忘記我的
名字，我會大聲告訴你：「姍姍！」

HI~我叫梁均烺，大家可以叫我烺烺！是今年的小一新同學，我擁
有可愛燦爛的笑容！平日最愛與老師和同學一起玩遊戲，大家有時
間來和我一起玩玩吧！

HELLO，我叫曾慶淳，今年讀喜樂組！好開心可以同樂

群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一起生活，每天返學好開心，大家

可以多些來和我一起玩。

我是劉彥廷，英文名Clinton。
初見面時我會有一點害羞，慢慢地你會知道我是一個性情中
人，一個愛笑也很開朗的喜樂小男生。
我很快已經適應學校生活，認識了很多老師和同學，他們的名
字我也記得呢！大家也要記得我啊！

我是喜樂組的李凱彤，今年剛來到樂群讀書。我最愛聽歌，

亦喜歡與老師在校園散步！如果你來了，可以找一找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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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事介紹

同學仔可以叫我做利 Sir。我
最喜歡

和同學聊天和玩遊戲。我深
信每位

同學都有無窮的潛能，希望
透過言

語治療師這個角色，和同學
一起在

遊戲和日常生活中學習，提
升溝通

動機和能力！

HELLO! 大家好 ! 我是梁玉婷
老師。很期待和孩子們發現
更多喜愛的興趣，發展所
長，陪伴同學們在學校裡開
心地成長 !

大家好！我是羅佩珊老師，今

年新加入樂群的大家庭，很高

興認識你們，期望今年能認識

更多不同的同學，了解你們的

喜好、性格，一起建立美好、

寶貴的回憶。

大家好 ! 我是梁家寶，可
以叫我寶姐姐，主要負責
資訊科技支援工作。
如果有 IT 上既問題 , 歡迎
大家隨時來找我呢！

大家好！我
叫張少玲，

大家

可以稱呼我
「玲姐」，

平日

喜歡與家人
到酒樓飲茶

同逛

街，今年主
要負責仁勇

禮智

組的工作，
希望於不同

的學

校活動中會
見到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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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新加

入樂群這個大家庭

的言語治療師利倬

鋒，



閱 讀 劃計勵獎

計劃詳情

計劃時期：全學年共分三期，每一個學習時段為一期。

獎項：每一個學習時段均設金、銀、銅獎。

獲獎標準：

本年度的閱讀獎勵計劃又開始了，大家是否已收到閱讀報告冊呢？請
記著與子女一同閱讀後填寫閱讀報告，並每天帶回學校。為了擴闊同學
們的閱讀視野，除了圖書外，日常生活隨手可得的東西也可成為良好的
閱讀材料，藉此還可讓閱讀與生活結合，所以家長們還可與子女一起閱
讀雜誌、宣傳單張、網上資訊等不同的讀物。

完成 10 本閱讀報告可獲銅獎；
完成 20 本閱讀報告可獲銀獎；
完成 30 本閱讀報告可獲金獎。

葉濤鋒

李璧恩

閱讀報告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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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年度

   
    

承
諾日

主 題
   本年度的承諾日主題為「同心愛家，
清潔香港」，我們希望同學透過主題去學
習如何保持地方清潔，不論是學校或是家
庭。當日同學一起在海報上貼上相片或簽
名作承諾，協力保持校園課室的清潔。請
大家每天都為自己的承諾努力，期待到學
期末時大家能分享努力的成果。    

「同心愛家，清潔香港」

教職發展日
   本年度首次的教職發展日，以歷奇為主題，大家在活動中都
挑戰自己，發揮各自的潛能。當日我們成功挑戰攀石牆，互助合
作通過了「鱷魚河」，又跨越了信心梯。期望當日的經歷有助教
職員認識歷奇，把相關元素試行於課堂中，並在協作上有更好的
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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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郭思頴校長
校訊工作小組成員：謝雲鳳老師  路善希老師  梁偉民老師  
校對：廖雪珍老師

         二月份：生活教育活動
                     新春聯歡 
                     康樂日營 
                     生日會

    一月份：聯校運動會
                  共融活動~海洋公園
            

教員校董選舉投票日暨點票會已
於 2015 年 9 月 15 日順利舉行。
結果由廖雪珍女士獲提名註冊為
教員校董，盧婉君女士獲提名註
冊為替代教員校董。

IMC
專輯

2015-17法團校董會教員校董選舉

      十二月份：家庭同樂日
                     木球會共融聖誕派對
                     聖誕聯歡 
                     特殊奧運會                                      
                     綠色教育工作坊

  十一月份：秋季旅行
                  分區田徑賽測試日
            明愛賣物會

感謝法團校董會委派的非教員校董葉懿寶女士(左一)參與投票及點票之見證工作。

由本校家長教職員會進行的法團
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2015年
10月10日進行開票及點票。經點票
後，陳文娟女士獲提名註冊為家長
校董，周志勤先生獲提名註冊為替
代家長校董。

2015-17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為確保學校食水安全，學校已委託認可的化驗所在不同時段進行兩次抽樣驗水，結果顯示樣
本含鉛量乎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標準。

為關心學校食水的質量及學生、教職員的健康，學校只會在茶水房的冷水龍頭取水飲用；此外，每
次從茶水房取冷水前，會先行放水 5分鐘；取自水龍頭的冷水亦會先煮沸才供飲用。如有進一步查
詢，歡迎與校護陳姑娘聯絡。

家長亦可在下列網址，瀏覽由教育局提供有關「減少鉛接觸」的資訊。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reducing-lead-exposure/index.html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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