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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社會 惠澤社群
上水廖氏先賢於 1932 年借用該鄉的廖萬石祖祠創辦鳳溪小學，為區內的適齡學生提供教育服務。及後，學校規模不斷壯大，逐步擴展至初中，
甚至高中。1961 年，學校最高管理機構，以 「鳳溪公立學校」 名義註冊成為慈善法團。隨着上水區內對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 「鳳溪公立學校」
先後興辦多間中、小學及一間幼稚園，致力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另一方面，亦成立安老院為區內長者提供安老服務。今年是 「鳳溪公立學校」
成立 75 周年，標誌法團邁向新里程，法團轄下各中、小學、幼稚園及安老院，近年發展更是一日千里。

鳳溪第二小學 獲微軟公司選為 「未來學校」

鳳溪第一小學 專題研習教學獲獎
近年鳳溪第一小學響應教統局而推行的課程改革效果理

今年鳳溪第二小學榮獲微軟電腦公司選為全球 12 間 「未來學校」 之

想，據校長廖子良所說，在引入資訊科技教學時，教師增

一，而且更是亞洲區唯一合作發展的學校。校方管理團隊展現以科技提

加演說教學成分，讓同學掌握面對群眾說話的技巧，令課

升教學質素的願景及領導能力，為獲選原因之一。

堂氣氛更互動熱烈。專題研習教學上，校方編製 「專題研

校長李淑賢透露，有關計劃將會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行政，令學生

習基本技能課程」 ，訓練學生認識收集數據、分類、推

和教師得益。教學上，以 Tablet PC（平板電腦）代替課本，教材由教

理、歸納，以至展示等技巧，期間還要學習合作精神。

師編寫。進行個人學習評估時，學生可在網上評估自己各科學習能力，

校內 3 位擅長於專題研習教學的老師，早前便以小組形

再利用網上學習工具研習切合本身程度的知識。這樣既避免標纖效應，

式榮獲第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學
範疇）。全港只有 3 間小學在相關範疇得獎，而評審團對

▲此校是亞洲區唯一與微軟合作發展
「未來學校計劃」的學校

亦提升同學自學能力。還有，學生可藉着一周內分階段的進行網上默

▲鳳溪第一小學校長廖子良

書，減輕學業壓力，最終電腦

此校得獎者的評語是：以身作則、樹立榜樣、持續優化教

還可作出即時分析及批改，亦

學。獲獎後，三位老師連同其他同事持續進行課堂研究及

能統計學生常犯的錯，供教師

網上學習課題，有系統地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

參考。同學甚至可於網上作

他們多年來與香港教育學院科學系合作，進行一系列研

文，給予同學間及家長全方位

究，有關成果以論文發表或刊於專題文集。此外，曾多次

互動學習的機會。

獲邀進行演講與同工分享經驗，包括先後到香港中文大

談及行政範疇，資訊科技協

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大會堂分享專題研習、課堂研

助校方運用面孔確認功能來點

究、科學探究等題目。多年來的努力獲得教育界認同，正

名。每個學生均有電子檔案記

好鼓勵他們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校方向美國有關方面請教把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及行政的經驗

錄校外成就，涵蓋全方

▶在常識科
活動中，同
學嘗試發射
水火箭。

位的學習歷程。至於家

▲ 3 位擅長於專題研習教學的老師（左一至三），早前
榮獲第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學
範疇）。

長登入學校網頁後，只
要透過內聯網便可直接
簽署通知書或回條。

▲鳳溪第二小學校長李淑賢

單位名稱：鳳溪第一小學

單位名稱：鳳溪第二小學
地址：上水馬會道 15 及 19 號
查詢電話：2639 2201 / 2670 9353
網址：www.fkpspm.fungkai.edu.hk

地址：上水馬會道 19 號
查詢電話：2670 9353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下午及全日制） 採用探究教學策略 幫助學生建構知識

網址：www.fkpsam.fungkai.edu.hk

在老師悉心栽培下，學生的創意潛能得以盡情發揮，鳳溪廖潤琛紀
念學校（下午及全日制）在這方面便很成功。校長廖麗香認為，在教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上午校 舞蹈比賽獲佳績

學過程中採用探究式教學，有助引發學生的興趣，繼而讓他們自行建
構知識，甚至發揮創意思維。

課外活動對學生成長十分重要，故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上午校自

譬如說，在常識科學習中讓學生通過跟生活經驗相關的活動，學會

1990 年成立舞蹈組，希望培養同學對舞蹈的興趣，建立團隊合作精

採用不同經驗解決難題，並明白學習與生活關係密切，培養出活學活

神。小組近年在學校舞蹈節、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等多項比賽中獲得

用的精神和態度。為協助學生把所學知識與技能應用於生活，校方自

優異成績，譬如 2005-2006 年度第 42 屆學校舞蹈節，奪得全港小

1999 年開始帶領他們參加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的 「常識百搭」 小學科學

學組中國舞團體組季軍。

發明及專題設計比賽，並屢獲佳績。在 1999 年第二屆 「常識百搭」 比

校長何文江還說，同學

賽中，同學們為 「探究清潔劑」 對人體皮膚

此項課外活動，因此，無

▲金達萊花盛放着，充滿歡樂氣氛。

對雞腳的表面變化包括顏色的改變，紅筋的

論初小組、高小組，還是 3 人舞組，各組員每次都認真地練習，兼

出現及紅筋變黑的時間進行觀察和記錄。同學們的探究活動最後奪得了大獎，整

且互相包容勉勵，精益求精，在比賽中自然流露出團隊合作精神。

個項目更被教統局製作成網上電子教材，藉以推廣探究式教學。到了 2007 年第 10

至於在 2005 年畢業的文潔欣同學，便深深感受到習舞 6 年間，練
習過程越辛苦，越能享受箇中樂趣和滿足。她說： 「還記得在 2004
年暑假，我每天都要回校練習，每次練習 3 小時。我需要用頭頂着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上午校校長何文江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下午及全日
制）校長廖麗香（中）

的影響，於是以 「雞腳」 代替 「人手」 ，並

只要喜歡跳舞，也可參加

花瓶來轉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艱辛的磨練有助同學建立紀

屆 「常識百搭」 科學專題探究展覽，同學更憑 「方便濾水器」 及 「長者環保健身

▲在 2005 年 「常識百搭」
科學專題設計比賽展覽
中，學生向評審委員介紹
「磁浮火車」設計原理。

律和自信心，而他們又能把這些得著應用於學習中。另外，不少家
妝，期間親子感情加

廖校長表示在探究比賽活動中獲獎，對本校師生的鼓舞很大，而最重要的是在
活動過程中加強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搜集和整理資料的能力，繼而發展他們的分

◀ 同 學 於 2006 年 榮 獲 第 3
屆科技創意比賽全港小學
冠軍，與環境事務委員會
主席蔡素玉議員 J.P.合照。

單位名稱：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上午校

◀舞蹈組憑 「長鼓舞」
於一些地區舞蹈比賽中
獲得金獎成績。

產品設計大賽中，他們的作品 「環保寵物飼養器」 亦獲得冠軍。

析和表達能力，從而提升學習層次。

長亦會抽空為子女打氣，替子女於比賽或優勝者演出前梳頭和化
深了。

椅」 同時取得傑出獎。此外，在 2006 年第 3 屆科技創意比賽—全港小學環保意念/

地址：粉嶺華明邨
查詢電話：2677 2311
網址：lys-am.fungkai.edu.hk

單位名稱：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下午及全日制）
地址：粉嶺華明邨
查詢電話：2677 2311
網址：lys-pm.fungkai.edu.hk

鳳溪護理安老院 設駐院醫生
鳳溪幼稚園 家教會

▲鳳溪幼稚園校長梁秀蘭

鳳溪幼稚園由廖族賢達 「鳳溪公立學校慈善法團」 於 1963 年創

鳳溪社會服務是由鳳溪公立學校慈善法團主辦，鳳溪護理安老院位於

辦，獲上水鄉廖顯承堂借出祖祠設置課室，供 8 班學生上課。

1999 年啟用的鳳溪社會服務綜合大樓，為北區提供多元化長者服務。

1988 年新校舍落成，環境寬敞舒適，配套設備周全。

大樓啓用時有 4 個服務單位：政府資助的安老部、日間護理中心、活動

回顧過去，教師齊心以作育英才與回饋社會為任。校長梁秀蘭

中心，以及自負盈虧的護理部。其後，活動中心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

還說，校方亦深信親職協作能為幼兒成長建立良好將來，故在

而於 2006 年更增設醫療中心，為長者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為改善院

1993 年成立家長教師會，為北區第一間成立家教會的幼稚園。最

舍環境，提高長者生活質素，鳳溪慈善法團於大樓旁自資興建休憩花

初該會協助家長聯繫感情，並作為學校與家庭的溝通橋樑。及後

園。另安老院每年亦舉行全院慶祝活動，例如耆英歡聚迎中秋，以展現

憑着歷屆執委的努力，會務不

鳳溪一家親精神。

斷發展。各執委更凝聚會員的

隨着活動中心於 2003 年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中心提供更全面服

力量資源，建立緊密家長義工

務，例如健康教育、義工發展、社交及康樂活動、個人輔導及護老者支

團隊網絡，參與校方不同類型

援服務。及後，中心舉辦 「鳳溪長者學院」 ，設生活藝能、文化藝能及

的活動，涉及籌劃、準備、帶

保健養生學系，學員累積學分即獲頒文憑、高級文憑及學位證書，使長
者享有一個更豐盛、充實的晚年。

領和示範流程。滲入課堂教學協作工作，負責管理圖書及準備教材教具

去年，醫療中心啟用，為長者提供更

等，而校方也為家長舉辦管教子女的講座，例如教導孩子如何理財。家校

全面醫療照顧。院長許醫生於 2006 年

▲家長協助課堂活動

雙方藉着以上接觸逐漸成為緊密夥伴。
到了 2002 年，此校更是首間加入北區家教聯會的幼稚園，致力推廣社會

獲委任為新界東醫院聯網內科榮譽醫

服務工作，培訓家長教育，達致家校共教的精神。早前香港電台更邀請校

生，醫療中心內電腦與北區醫院聯網，

方於電台節目分享家校合作的經驗。

為本院於北區醫院覆診內科的長者在院
內進行覆診服務，讓長者可於院舍醫療

單位名稱：鳳溪幼稚園
地址：上水馬會道 21 號
查詢電話：2671 9919
網址：www.fkkg.fungkai.edu.hk

中心就診，還有專人替他們往醫院取藥，免卻舟車勞頓。最後，

▶家長義工參與校方不
同類型的活動，例如送
暖行動。

安老部剛於 2006 年進行轉型，為院友提供長期護理宿位達至護養
程度，使健康情況轉壞的長者得以繼續留在院舍獲得長期及適切
的照顧，毋須因身體轉弱而轉院，讓長者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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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護理安老院院長許招財醫生
◀八周年院慶暨嘉許禮管委會委員
黃德耀先生（右三）頒發證書予鳳
溪長者學院畢業生
單位名稱：鳳溪護理安老院
地址：上水天平路 22 號
查詢電話：2683 9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