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校服及課本派發 
感謝家教會委員在疫情期間群策群力，回校收拾舊書本

和舊校服，在 G02 室擺放妥當，並於 1 月 8 下午免費派給

有需要的家長。當天領取舊書家長有 24 人，舊夏季校服家

長有 44 人，大部分的舊書及舊校服都已送出，在此也感謝

領取舊書本和舊校服的家長們響應環保，珍惜資源。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秀路25號 電話：2470 8080 網址：www.xpypssc.edu.hk 2021年1、2月號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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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很高興學校再度榮獲「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金獎」，多年來學校致力提高教師、非教學

人員、學生及家長的環保意識，鼓勵他們實踐環保生活，感謝何思敏主任和翁金玉老師的帶領，

環保組老師、工友及家長們付出的努力，學校再一次獲得肯定。大會已於 2021 年 2 月 3 日以網

上直播形式舉行頒獎典禮，盼望家校同心，齊齊為環保盡一分力。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獎 2020/21  
 本校推薦學生參與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舉辦的「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獎

2020/21」選舉，6D 張雅穎同學榮獲首屆學首獎， 6C 林振滔及 6D 李思蔚同學皆勇奪優異獎，

他們在個人品德及面試表現均獲得一致的讚賞及肯定，頒獎典禮已於 2 月 20 日在元朗信義中

學舉行，實在可喜可賀。  



一年級多元學習活動日 
為了讓小一新生在網課期間能體驗校園生活，學校特別安

排一年級學生於 1 月 13 日及 20 日上午回校進行多元學習活

動。首先學生會進行中普、英文、數學及常識單元評估，然後

分時段參與多元學習活動。社工帶領學生玩集體遊戲，他們感

到輕鬆有趣，玩得非常投入。環保組何思敏主任和翁金玉老師

安排種植活動，讓學生體驗種植的樂趣。視藝科老師帶領學生

遊走小一專用區、雨操一 Music Wall、校園正門花圃、蝶影

居及小池等地方進行寫生活動，讓他們可以培養觀察力及發揮

創意。英文組及外籍老師主持英文活動，學生都很留心和積極

回應。小朋友重回校園，既可以寓學習於娛樂，又可以與老師

和同學見面，表現得份外興奮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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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長者學苑活動- 

水仙培植課程及  

防疫知多些健康講座 
農曆新年前，科創長者學苑舉辦了水仙培植課

程，邀請了資深的家長義工，於 1 月 20 日、21 日

及 22 日下午到校與年滿 55 歲或以上長者一起培植

水仙花。長者們學習切割水仙球，每位長者並獲贈

兩個水仙頭、一包矮健素及一個陶瓷花盆，活動費

用全免，共有 26 名長者及工友們參與活動，大家

都開心地迎春接福。 

此外，本校為了幫助區內長者提高防疫意識，

已於 1 月 27 日下午邀請了香港註冊護士陳小燕女

士主講「防疫知多些健康講座」，講座是透過網上

形式進行，為長者及家庭照顧者講解免疫系統的運

作，並分享增強免疫力及遠離病毒的方法，以保護

家人健康。這次講座十分受歡迎，共有 30 位長者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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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一人一利是》兒童脊科義診計劃籌款活動 
    本校一向十分關注學童身心健康及德育培養，故參加由兒童脊科基金舉辦之「全港挺直護脊校

園計劃」，並榮獲護脊校園的美譽。學校鼓勵同學將愛心傳遞給社會上有需要的基層兒童，體驗施

比受更為有福，於 2 月 22 至 26 日響應和參與《一人一利是》兒童脊科義診計劃籌款活動，學生們

都慷慨解囊，捐出一封「利是」，所籌得的善款將全數撥捐兒童脊科基金，用作持續推行「基層兒童

義診」服務及「挺直脊科中心」的日常運作費用。  

香港悠揚文化藝術基金會 

線上藝術工作坊  

  本校參加了香港悠揚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的藝術工作

坊，希望揉合藝術創作與音樂，把彩繪樂器帶入社區，讓市民

大眾接觸藝術及隨意彈奏彩繪樂器，使藝術及音樂在社區能

得以普及化。1 月 26 及 27 日下午，本校小二至小五共有 40

位在視覺藝術科有優異表現的學生參與工作坊，以線上形式

Microsoft Teams 進行，導師、老師和同學都積極投入，學

生作品表現優秀者可獲「科小藝術教育獎勵計劃」獎勵印章一

個，藉此鼓勵同學們積極地展示他們的佳作。 

家長講座 
本校於 2 月 3 日及 24 日下午邀請了和富社會企業「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家校小一

銜接學堂」，透過網上視像平台 Zoom 舉辦專家講座，分享如何在家教育及輔助小一子女適

應疫情下情緒、行為和社交能力方面的狀態，使學生能持續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  

    此外，2 月 22 日下午學校也邀請了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透過網上視像平台

Zoom 舉辦「正向親子溝通家長講座」，講者教導家長於疫情下有效的親子溝通、訂立家規

與獎勵模式及情緒管理，讓家長們獲益良多。 



成長的天空 

迎新啟動禮及頒獎禮 
    2 月 4 日四年級成長的天空啟動禮透過網上視像平

台 Microsoft Teams 順行完成，陶校長祝願同學們享受

「成天」三年的過程，並鼓勵他們在活動中要主動積極、

投入參與及挑戰自我，當天同學們都踴躍地參與啟動禮。 

2 月 25 日學校舉行五、六年級成長的天空頒獎禮，

藉此表揚同學們在逆境中能勇於嘗試、積極面對及解決困

難。學生在活動中均能訂立個人目標，增強社交能力，管

理情緒能力及樂觀感，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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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安排  

自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的面授課堂安排後，農曆新年假後本校

學生會分級回校上半天課，每天不多於全校三分之一的學生回校上

課。2 月 22 日初小中華文化日，一至三年級學生分時段回校參與

活動，四至六年級學生則留在家中上網課; 2 月 23 日高小中華文化

日四至六年級學生分時段回校參與活動，一至三年級學生則留在家

中上網課。2 月 24 日至 26 日，一至四年級在家上網課，五、六年

級由於課程緊迫和面對下學期呈分試，故學校特別安排他們回校上

課。另外，感謝眾多位家長義工及學校員工群策群力，在短短數天

日以繼夜地趕工，終於在全校教室每一個學生座位上安裝了透明的

防飛沫擋板，讓學生可以安心地回校上課。  

中華文化日暨才德兼備理財 

教育攤位活動 
為了慶祝農曆新年，本校於 2 月 22 日及 23 日舉辦中華文化日

暨才德兼備理財教育攤位活動，全校學生分六個不同的時段回校參與

活動。首先，由班主任派發給每位學生一個內附 500 元代幣的紅

包，講解活動流程，然後帶領各班學生到各攤位進行活動。活動分別

在兩個有蓋操場、G02 室及禮堂進行，攤位均具中華文化特色，包括

寫揮春、剪紙、織魚、麥芽糖餅、桃花樹拍照區、猜畫賀牛年、賀詞

投球識字及英文新春詞語配對等。大會還設「善心榜」鼓勵學生為二

十周年校慶捐獻及留名，又有文具賣物會，讓學生思考需要或想要買

甚麼東西。今次活動，學生透過遊戲實踐「財分三份」的理財原則。

此外，高年級學生還觀賞了「變臉藝術影片」及「奇偶幻影」戲偶

劇，認識中華文化藝術。當天所有穿著華服回校的學生均獲得賀年小

牛布偶一個，並一起站在禮堂的台階上開心地拍照留念，增添濃厚的

節日氣氛。活動順利完成，衷心感謝 80 多名家長義工及 30 多名長

者學苑義工協助兩天攤位活動，無論學生或家長皆十分享受和投入活

動，稱讚活動豐富而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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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頒獎典禮 
本校於 2 月 26 日(星期五)進行上學期頒獎禮，以表揚

於上學期總結性評估中獲得理想成績的學生，但鑑於疫情關

係，上學期頒獎禮改為網上進行，並提前於 2 月 24 日(星期

三)進行錄影，而錄影片段則於頒獎禮當日於網上實時上課時

段播放。這次頒獎禮有幸邀請到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理事會主

席冼錦維先生、藝術家許允甜先生、元朗大會堂總監陳國良

先生、家長教師會主席張美怡女士、副主席姚翠嫻女士及為

本校二十周年校慶作曲的李家明老師作主禮嘉賓，給予同學

頒獎及祝福。頒獎禮共頒發 17 個獎項，除了學業、操行及服

務獎項外，還有二十周年校慶的多個比賽獎項，所有領獎生

都非常高興，恭喜所有得獎的學生。 

上學期家長日 
本校於 2 月 27 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日，鑒

於本港近日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反覆，家長會透

過 Microsoft Teams 網上視像形式與班主任及

科任老師會面，老師與家長們主要傾談學生在本

年度上學期「總結性評估」成績、升中選校、在

家網課的情況，讓家長們了解子女在學習及品行

各方面的表現，促進家校合作。 

科目 活動名稱 對象 評審嘉賓 獎項 

音樂科 
《校慶歌曲

填詞比賽》 

P.1-

P.6 及

校友 

梁兆棠校

監、各位校

董、陶群眷

校長 

校慶歌曲作曲：李家明老師 

冠軍： 4C 屈頌謙 

亞軍： 4C 李  芮 

季軍： 6B 李塏朗 

校友優勝者獎：第一屆畢業生蔣偉杰 

最具創意獎： 1A 王子朗、6B 曹洛希 

校友創作獎：第四屆畢業生弟兄組 

           第二屆畢業生張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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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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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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新家園協會 
第六屆紫荊杯—毛筆組  

5B李雅婷 優異獎 

5C黃天樂 優異獎 

5D張宇祥 銅獎 

第六屆紫荊杯—國畫組 5C梁隽睿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元朗信義中學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2020/21 

6D張雅穎 學首獎 

6D李思蔚 
優異獎 

6C林振滔 

 
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小學組 
 團體 金獎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第十屆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P3組 3B張懿淳  
銅獎 

元朗區議會 啟藝專才新春繪畫比賽 初小組季軍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 

全港視藝大賽(第四季)  

繪畫組兒童    

3C 趙綺玥 

初級組銀獎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4A 陳建威 

4B 曾善盈 

4C 吳卓霖 

4C 吳嘉琪 

3C 孫文靜 
初級組銅獎  

4E 吳思妤 

4D 黃睿琳 

高級組金獎    5B 潘凱澄 

6B 陳琦婷 

5C 蘇美諭 

高級組銀獎  
5C 章羨儀 

5D 程俊軒 

5D 吳烯靖 

5C 林梓榆 

高級組銅獎    5C 吳琋琳 

5C 楊溵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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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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香港兒童慈善 

基金會   

2022北京冬奧運 138快樂地壺球 

心意卡創作比賽   

3A 司徒詠曦 

初小級優異獎   

3C 黃子倩 

3C 黃綽彥 

3E 黃綽謙 

4A 陳建威 

4B 陳柏謙 

4C 羅力舜 

4D 林靖源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0 

「節日遊記」   

3C 黃子盈 初小組亞軍 

2D 屈頌柔 初小組季軍 

1D 孫瑋駿 

初小組優秀獎  

3B 洪曉嵐 

3C 孫文靜 

3C 趙綺玥 

3D 高致遠 

4E 吳思妤 高小組優秀獎 

APCYCAA 2020全港學界舞蹈、音樂盃比賽 

6D 李思蔚   

高小組冠軍 

HKYPAF香港青少年 

表演藝術交流發展

協會 

HKYPAF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20香港賽區 

古箏級別組 

六年級亞軍  

香港優才兒童藝術

協會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2021 高小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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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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2E鄭家寶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亞軍 

1B莫貝鍶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季軍 

4C張家瑩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亞軍 

4C李  芮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季軍 

3C張婧潔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季軍 

1E黃梓墨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冠軍 

2E莫文亨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季軍 

6C黎明鑫 
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冠軍 

5C陳杰利 
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季軍 

6C許智宇 
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季軍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2B楊皓燁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季軍 

6C梁樂善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冠軍 

元朗區推廣義工

服務協調委員會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20   

6C杜君洋 小學生組亞軍 

5D朱政穎 小學生組優異獎 

家教會家長義工  成人團體組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