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視像訪談 
 

在疫情下為了維持家長與學校的聯繫，本校於 11 月開始以

視像形式進行家訪活動，每兩位教師與一個家庭會面。視像面談

不但可以增進家長與學校間彼此的溝通，而且加深對學生在學校

及家庭兩方面的了解，有助學生學習及成長發展。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秀路25號 電話：2470 8080 網址：www.xpypssc.edu.hk 2020年11、12月號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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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暨家長教師交流會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依然嚴峻，本校於 11 月 6 日(星期

五)以 Microsoft Teams 網上視像形式舉行「四、五年級家長

教師交流會暨升中家長講座」，當天為家長安排升中家長講座，

內容包括升中程序、自行分配及統一分配學位等事項；港澳地區

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簡述考試概要及考卷內容；英語劍橋考

試的報考方法，鼓勵家長替子女報考。之後，家長在網上與班主

任及中、英、數科任老師會晤，老師向家長自我介紹，講述學校

運作及各科對學生之要求，同時聽取家長寶貴的意見，促進家校

交流及合作。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一年一度的「一人一花」種植活動於 11 月舉行。11 月 9

日，全校學生獲派石竹的花苗，由同學帶回家種植，在種植過程

中學生可以觀察、了解植物生長的情況，增加對植物的認識，體

驗種植的樂趣。種植期為四個月，學生需要在 2021 年 3 月初把

花卉種植紀錄表交回學校。學生們收到花苗後都很雀躍，在細心

照顧下，看着幼苗成長和開花，那種滿足感真是難以言喻，學校

在此感謝家長義工們協助分發花苗。  



親子齊齊讀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依然肆虐，本年度小二至小六親

子齊齊讀取消，惟只舉辦「一年級親子齊齊讀」活動，

並於 11 月 9 日及 12 日進行。兩天共有 77 位家長到校

和老師一起上課，出席家長非常踴躍，並協助老師進行

課堂教學活動。活動增進了家長與學校之間溝通和合

作，也加深了家長對課堂活動之了解。大部分家長對這

次活動表示滿意，也給予學校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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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 
 

 本校於 11 月 14 日(星期六)舉行上學期第一次家長日，

今年鑒於疫情反覆，家長們除了可以親身到校與班主任會面

外，亦可透過 Microsoft Teams 網上視像形式進行，了解

學生本年度上學期「進展性評估」的成績及品行表現。學校

亦在雨天操場安排書展及電子教材展，讓家長們選購。此

外，當天早上於禮堂舉行 19-20 年度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20-21 年度家長教師常務委員就職典禮，致送感謝狀予卸任

委員，並進行家長教師委員宣誓儀式。典禮後家長教師會舉

辦「感恩香皂花義賣活動」，參與家長日的家長可即場義賣

香皂花及盆栽，以支持學校籌款改善環境及設備，當天共籌

得$3,866 元，感謝家長們對學校的支持。 

培育子女網絡素養家長講座 
 

本校於 11 月 16 日邀請了香港青年協會負責籌辦「培育子女

網絡素養家長講座」，講座以網上視像平台 ZOOM 形式進行，教

導子女正確使用互聯網的方法，培養子女良好的媒體素養，加強

親子溝通。當天共有 130 位家長參與講座，講座順利進行，很受

家長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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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網上學習課程 
 

為了向本校家長推廣普通話，適應網上學習的新常態，本校的

辦學團體開辦「普通話微學堂」，於 11 月 16 日起為期三個月，透

過 ZOOM 網上視像形式，為本校部分小一家長提供免費網上學習普通

話的好機會。家長們都非常踴躍報名參與，感謝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提供三十個免費名額，讓本校小一及小二的家庭受惠。  

「書送快樂行」閱讀活動 
 

本校除了在 10 月 30 舉行第一次「書送快樂行」的選書贈

書活動外，再次於 11 月 20 日進行第二次「書送快樂行」選書

贈書活動，當天陳蘭芳老師及一名教學助理帶領 24 名學生到

新蒲崗的「蒲書館」，每名學生獲贈 100 元綠色代用書券，並

在「蒲書館」選取自己喜愛的圖書，學生們都沉浸於閱讀的樂

趣中，流連忘返。  

「追夢少年計劃」家長工作坊  
學校於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舉辦了一場家長工作坊，共有

60 名家長參與，透過「理想之塔活動」協助家長檢視及調節對子女

的期望，並協助子女有效地訂立個人發展計劃，家長們都認真地學

習，期望能學以致用，協助子女成長及發展。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11 月 25 日早上，本校邀請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顧問

廖亞全校長及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阮啟棆助理校長到校進行同

儕跨校觀課環節，阮伯寧老師在 6D 班上了一節有趣而緊湊的科

技創意課，主題為「智能書包」，同學們皆分組熱烈地討論，靈

活運用 Microbit 及簡報分析數據。阮老師生動的一課，讓同學

學會了 IOT 元件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當日下午的評課環節也順利

完成，感謝嘉賓們的讚賞和提點。 



親子英文拼音課程 
為了鼓勵本校的小一家長與子女一起學習英文拼音，由

11 月 30 日開始，學校三位外籍英語老師親自教授「親子英

文拼音課程」，全期共有五節課堂，費用全免，家長們十分

踴躍參加，由於人數過多，學校邀請家長教師會正副主席抽

籤，選出三十對親子參與，讓他們一起享受學習英文拼音的

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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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六年級總結性評估 
   本校於 12 月 3 日至 8 日期間進行六年級總結性評估，學生分別到不同的教室參加評估，每個

教室只安排 10 至 13 個考生，考生須單行隔位面對背而坐，每位考生均保持適當的距離。由於疫

情影響，跨境學生未能回港，因此學校安排跨境學生與本地學生同步於 12 月 3 日至 8 日期間參與

六年級呈分試，跨境同學於深圳市思源學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在港學生同步進行 2020-2021 年

度上學期六年級總結性評估，由三位主任以視像形式監考，而中文、英文說話評估及音樂操作均以

視像形式進行。評估順利完成，學校亦及時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前向教育局呈報小六學生上學

期校內成績評核積分。 

2020-2021年度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P.1-6) 

學校於 12 月 14 日(星期一)安排小一至小三家長回校交收

功課，並於當天舉辦 2020-2021 年度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

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動，每盆花苗義賣港幣二十元正，家長們

都踴躍地攜同學生到馬賽克壁畫前捐款並挑選稱心的花苗。當

天共籌得$ 1960，加上之前四至六年級籌得的$2365 及 12 月

21 日籌得的$120，2020-2021 年度全校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

義賣共籌得款項$ 4445 元。為善最樂，感謝家長慷慨解囊，支

持公益金籌款。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 
鑒於第四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峻，學校原定於 12 月 11 日(星期五)舉行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團

體遊戲及歡樂大抽獎等聯誼活動取消，改於 12 月 14 日及 15 日(星期一、二)為家長義工送上聖誕小禮

物，包括一盆聖誕花、一支潤唇彩及三張麥當勞美食券，感謝這年來他們為學校默默地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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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家長正向教育課程 
本校與翰林幼稚園(天水圍)合辦「聯校家長正向教育課程」，由 11 月 25 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三早上

在本校舉行。「聯校家長正向教育課程」的內容豐富，包括四個活動主題；「正向心理學﹕快樂 7

式」、「Happy Smart Kids」、「你快樂，你的孩子更快樂」及「情緒壓力 Easy Go」。由於疫情及

上呼吸道感染情況仍然嚴峻，網上 Zoom 及實體共有 35 人參與。透過講座，家長可以認識正向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了解家庭是每個人開心快樂的源頭，家庭關係是孩子快樂的重要元素，並掌握教出好孩子的

要訣。 

  此外，12 月 9 日及 16 日的課程主題分別是﹕「你快樂，你的孩子更快樂」及「情緒壓力 Easy 

Go」。 家長透過講座認識正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及教出好孩子的要訣。12 月 14 日上午，學校邀請到

聖雅各福群會－童心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籌辦「如何成為子女的情緒教練家長講座」，以網上 zoom 形

式進行，講者教導家長如何當子女的情緒教練，訓練子女的情緒智商及培養子女建立良好的情緒管理系

統，家長們皆獲益良多。  

六年級學生升中模擬面試 
  為了提升六年級學生升中面試的技巧，學校於 12 月 16 日(星

期三)下午安排了「小六升中個人及小組模擬面試」，全校教師總

動員傾力為六年級學生進行模擬面試，提示學生面試時注意的事

項、應有的態度及技巧，協助他們對升中面試作充分的心理準備。  

聖誕聯歡會暨歌唱比賽  

為了讓學生在家中抗疫仍能慶祝聖誕節，感受歡樂的氣

氛，學校於 12 月 21 日上午舉行「網上聖誕聯歡會」，活

動節目內容精彩豐富，包括科小之星歌唱大賽、聖誕福

音、老師獻唱及大抽獎等，相關的活動已於 12 月 17 日預

先錄製，並於 12 月 21 日早上順暢地直播予全校學生觀

看，家長或學生已在 12 月 21 日及 22 日回校領取聖誕禮物

和簿冊。12 月 21 日當天全校學生除了在網上看到整個聯

歡會的過程，還可以跟三位外籍英文老師談話和接受她們

的祝福，最後看聖誕福音錄影片段和參與有獎問答遊戲，

師生一起經歷了一次不一樣的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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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追夢少年 
聖誕派對 

學校於 12 月 26 日下午為追夢少年的同學們透過 Google 

meet 方式舉行聖誕派對，約有 60 人參與，大家一同唱聖誕

歌，並收到黃牧師及校長的祝福，最後進行聖誕大抽獎及友師

與學員聚會，氣氛非常熱鬧。 

科目 活動名稱 對象 評審嘉賓 獎項 

  

 

中文科 

《二十周年校慶 

  標語創作比賽》 
P.1-P.6 

冼錦維主席、陶群眷校長、

郭漢杰副校長、陳鳳儀主任

及全校中文科老師  

冠  軍: 4C 屈頌謙 

亞  軍: 4C 倪彥旌 

季  軍: 6B 曹洛希 

優異獎: 1E 趙艾喬、2D 招俊羽、3E 黃子俊、   

        4C 吳珈滙、6C 洪曉漩、6C 陳衍臻 

  

音樂科 
《二十周年校慶科小之星 

歌唱比賽》 
P.1-P.6 

陶群眷校長、陳鳳儀主任、

音樂科統籌、家教會正副主

席及委員 

冠  軍: 1B,2C,3C,4C,5D,6B 

亞  軍: 1E,2E,3B,4D,5B,6D 

季  軍: 1A,2A,3D,4B,5A,6C 

  

視藝科 

《二十周年校慶 

生日卡設計比賽》 
P.1-P.2 

       陶群眷校長、 

       郭漢杰副校長、 

       郭楚群副校長、 

       視藝科主任 

冠  軍: 1C 吳學豐 

亞  軍: 1C 譚雅之 

季  軍: 2D 楊子垚 

優異獎: 1E 岑樂瑤、1D 吳思聖、2D 屈頌柔、 

        1C 譚子悠、2E 麥祖銦 

《二十周年校慶《20》 

字體設計比賽》 
P.3-P.4 

冠  軍: 4C 屈頌謙 

亞  軍: 4D 黃睿琳 

季  軍: 4C 羅力舜 

優異獎: 3A 黃煒芯、3E 梁凱琪、3B 蘇子博、 

        4D 姚芷淇、4C 吳嘉琪 

《二十周年校慶 

畫報設計比賽》 
P.5-P.6 

冠  軍: 6D 陳珈晴 

亞  軍: 6C 洪曉漩 

季  軍: 5C 章羨儀 

優異獎: 6D 麥婧希、6E 劉文靜、6D 陳卓瑤、 

        6B 陳琦婷、6E 陳芷翹 

二十周年校慶標誌(logo) 

親子設計比賽 
P.1-P.6 

  許允甜先生、 

  陶群眷校長、 

視藝科主任 

冠  軍: 1C 林心怡，家長林浩峰 

亞  軍: 2B 鄧兆霖，家長李倩雅 

季  軍: 5B 潘凱澄，家長林築雅 

優異獎: 3D 黃昭怡，家長劉昭君 

        3B 洪曉嵐，家長黃小萍 

        3E 黃子俊，家長鄧慧賢 

        3D 謝卓迪，家長謝景熙 

        1C 吳學豐，家長胥榮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二十周年校慶已完成的活動及獲獎名單詳情如下﹕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 獎項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019-2020 第二屆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Yuen Long Town Hall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2020

Primary Group   

  

2C Chan Tsz Wing BRONZE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2020

Primary Group   

4C Ng Cheuk Lam  

3D Wong Chiu Yi  

3B Chan     Yui 

 3B Chan Man Hei 

3B Zhang Yi Chun 

4C Ng Ka Ki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2020

Primary Group   

5B Lin Sze Yau  

5C Cheung Sin Yee 

 
5C Ko Yu Hei 

6C Leung Lok Sin 

6C Choi Hei Yee Ada 

元朗大會堂 
2020 全港兒童歌唱比賽小學高級組  

5C 洪卓瑩 

銀獎  5D 胡芷惠 

2020 全港兒童歌唱比賽小學初級組  1B 林芷彤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0 初小組    
3E 王曦兒 銅獎  

3E 陳柔珺  銅獎  

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0 高小組   

5C 黃子桐 銀獎 

5C 吳琋琳 
銅獎  

5C 王璐兒 

6D 陳秋羽 銀獎 

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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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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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GMC Foundation 

23rd GMC Music Festival 2020 

GMC Syllabus-Grade One 
6D 黃美兒 FIRST PRIZE 

24th GMC Music Festival 2020 

Classical Piece Senior-Grade 6 
THIRD PRIZE 

6D 陳秋羽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0-鋼琴獨奏 銀獎 

香港經濟日報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比賽 

《從爸媽身上學會的事》作文比賽 

P.5-6  

11 位學生  
踴躍參與學校獎 

 

賽馬會體藝中學 

  

2020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蔡章閣盃 

6B 李塏朗 

  

  

銀獎 

  

6B 溫凱帆 

6C 葉春霖 

6C 溫鈺楷 

 翰榮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墨翰情- 兩岸四地中小學生 

書法比賽小學組 
5C梁隽睿 

佳作 

中國書法家協會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 - 書法獎賽毛筆組 二等獎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第七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小四硬筆組 
4C 羅力舜 優異獎 

第七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小五毛筆組 

5D 張宇祥 冠軍 

5C黃天樂 

優異獎 5B 李雅婷 

第七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小六硬筆組 
6D 李梓誠 

FUN FUN Arena 
2019-2020 小學數學滿貫盃決賽(網上比賽)

小三 
4D 李品豫 季軍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元朗區小學生科普閱讀分享演講比賽 6C 林振滔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