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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本校家長教師會榮獲「元朗區傑出義工選

舉 2020 年團體組」優異獎，也恭喜 6C 杜君洋同

學榮獲小學生組亞軍，5D 朱政穎同學榮獲小學生

組優異獎。 

*喜訊

家訊 123 

教師專業發展 
 為了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校長於二、三月份進

行觀課，學校亦於四月份進行中文、英文、數學、

常識四科的實驗課，老師們利用電子學習軟件授

課，並以分層工作紙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學

生們均積極參與課堂活動，課堂表現良好，實在值

得讚賞。實驗課後，學校亦會進行評課，給予老師

們建議，以提升教學素質。 

 此外，全校教師於 3 月 5 日上午參與元朗區小

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透過網上視像平台 Zoom

進行各場次的講座，講座主題包括學生支援、

STEM、教學法、品德教育等議題。同日下午為校本

教師培訓，教師們分組於學校禮堂及各個不同的特

別室進行電子積木及無人機培訓，藉此提升老師們

對 STEM 的專業知識。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 
本校響應教育局之邀請，參加「學生大使—積極

人生」計劃，共有 10 位學生獲選為本年度學生大使，

於 3 月 6 日參與生命成長體驗學習暨反思歷程訓練日

營。由於疫情關係，活動分成兩部分，上午於校內進

行、下午則於家中透過網上視像平台 Microsoft 

Teams 進行。學生從中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尊重和愛

惜生命的價值觀，並強化個人、群性及解難等各方面

的能力，實在獲益良多。 



 脊骨體態檢查及護脊運動學習 
 本校致力推動護脊文化，積極參與由香港公益金特

別撥款資助之「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邀請了兒童

脊科基金於 3 月 2 日下午到校為四年級學生提供「到校

脊骨體態檢查及護脊運動學習」服務。學生們一方面透

過檢查，獲得脊科護理服務及義診轉介;另一方面學習九

式護脊操及認識與護脊有關的健康資訊。檢查過程由本

校老師協助監察及陪同學生進行，讓學生及早偵查脊骨

問題，從而建立「脊骨護理從小做起」的護脊習慣。  

第十七屆元朗區 

幼稚園普通話創意故事比賽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由香港普通話研習社與本校合辦

之「第十七屆元朗區幼稚園普通話創意故事比賽」，改以遞

交影片形式進行。區內共有 15 間幼稚園參與是次活動，頒獎

禮於 3 月 6 日在本校禮堂舉行。當天本校承蒙畢宛嬰女士、

譚成珠教授及李黃萍博士擔任評判及頒獎，也感謝張綺玲校

董親臨支持及頒獎。在頒獎典禮上播放得獎學生的錄影片

段，影片中各參賽者悉心裝扮出場，普通話流利，表情生動

有趣，令評判們都讚不絕口。 

學生創意工作坊 
本校邀請了「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

心」，於 3 月 9 日下午協辦學生創意工作坊，透過網

上視像平台 Microsoft Teams 進行。當天共有 60 位

三至四年級學生參與活動，學生除了可以學習創意思

維技巧，還可以觀賞本地學生創意發明及科學研究，

激發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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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長者學苑—精油護理課程 
本校於 3 月 10 日下午起連續四個星期三邀請了香港註冊護士

陳小燕姑娘為年滿 55 歲或以上的長者舉辦精油護理課程。在這四

節課程中，長者認識到針對不同痛症的精油按摩法，有助舒緩失眠

頭痛、肩頸膊痛、膝關節痛及腰酸背痛，活學活用。費用由長者學

苑發展基金支付，每位參與者更獲贈按摩精油一瓶。是次活動很受

長者歡迎，共有 72 位老友記受惠，這確是長者的佳音。  

「動感校園」網上興趣班   

  為了響應政府全民抗疫的呼籲，學校經常鼓勵學生多做

運動，增強抵抗力，並培養學生對不同運動之興趣，本校已於

三月期間參與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提供之「動感校園」網上

興趣班，包括「花式跳繩體驗班」、「兒童瑜伽訓練班」、「詠

春體驗班」、「跆拳道體驗班」、「躲避盤初階訓練班」、 「基

礎體適能訓練班」、「開心武術操訓練班」、「開心體能訓練

班」、「籃球訓練班」、「足毽初級訓練班」，讓一至五年級

參加網上興趣班的學生可以學會各種運動的基本知識和技

術，感受到運動帶來的樂趣。 

家長講座 
為了迎合家長們不同的需求，本校於三月及四月期間提供不同類型的網上視像平台 ZOOM 家長

講座，包括 3 月 16 日之「如何增強專注力以應付溝通需求」、 3 月 26 日之「有效溝通無難

度」、3 月 29 日起共四個星期一之「『Joy』滿愛正向管教小組」，以及 4 月 23 日「正向心理學

與生活：快樂方程式家長講座」。3 月 16 日，學校邀請到資深的言語治療師常魯平先生為講座嘉

賓，讓家長認識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 ADHD)的特徵及其影響因素，並協助學童增強專注力以

應付溝通需求之技巧，當天共有 30 位家長參與講座。3 月 26 日，「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社工

教導家長了解親子溝通的元素、學習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及學習如何應對與孩子的衝突，藉以提升

家長與子女溝通的技巧，當天共有 77 位家長參與講座。4 月 23 日，由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

心輔導心理學家舉辦之講座，有效提升家長正向心理質素，並正面樂觀迎接生活挑戰。 

「『Joy』滿愛正向管教小組」則由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區伙伴計劃為本校 12 位

五至六年級學生舉辦「 Joy」滿愛正向管教小組，利用正向心理學的元素，讓家長調整心態處理與

子女間之衝突，協助子女面對成長的挑戰及改善親子的溝通，從而提升親子關係，更會於 4 月 24

日舉行親子活動，鼓勵家長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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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2020-2021 年度校友日於 3 月 27 日舉行，一群昔日

在學校長大的莘莘學子紛紛回歸母校，參與第三屆校友會周

年大會，以及第四屆校友會就職典禮，成為校友會幹事，回

饋母校，作為校友們的聯繫及支援母校發展。新一屆校友會

主席及 2021-2023 年度校友校董是李淮峰先生，感謝校董

們冼錦維主席、張綺玲女士蒞臨支持及致詞，歡迎校友回到

母校，重温校園生活，並鼓勵他們與昔日同窗、校友及母校

保持聯繫。典禮後校友們重遊熟悉的校園，緬懷過去，也參

觀了煥然一新的校園設施，無不讚嘆校園美麗的變遷。校友

們皆非常樂意捐款及選購二十周年精品，為母校二十周年籌

款出一分力。當天共籌得$1243 元，感謝校友們的支持。  

科小慈善運動日 

暨 

才德兼備理財學校計劃捐獻大行動  

為了慶祝學校 20 周年校慶，本校於 3 月 30 日舉辦「科小慈

善運動日暨才德兼備理財學校計劃捐獻大行動」，整個上午分三個

時段學生分級進行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包括有 12 個運動小遊

戲、6 個問答遊戲及 3 個理財攤位，學生和家長首先興致勃勃地拿

着遊戲券，順序從地面走到二樓進行活動和蓋章，寓運動於娛樂;

接着到所有理財攤位比較價錢，然後用代幣購物，學習如何精明地

消費;最後於紅磚區進行捐款，體現樂善好施的精神。是次活動日

學校共籌得 43964 元，感謝家長及同學鼎力支持。是次別開生面

的同樂日集玩樂、運動、理財、捐獻籌款四大目標於一身，學生及

家長都表示活動既好玩又有意義，並可以認識到校園各項新設施，

感受校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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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安排  

教育局已於 2021 年 2 月 3 日宣布全港學校在農曆新年假

後，回校上課學生可以增加至不多於全校三分之一，暫時仍以

半日制形式進行。從 3 月 8 日至 31 日，六年級學生每天都要

回校上課，並進行總評及核對試卷，一至五年級則安排於星期

一至五回校上實體課一天，其他日子繼續在家上網課。3 月 24

日至 29 日評估期間，每天分三個時段，每個時段學校安排兩

級學生回校進行評估。 

教育局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又宣布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

在學校復活節假期後，學校可以安排不多於全校人數三分二學

生回校上課，仍以半天為限。由於五年級學生下學期要為呈分

試作好準備，故在 4 月 12 日至 30 日期間，五年級學生需要每

天回校上課，其餘各級學生則每周上三天實體課，其他日子繼

續在家上網課。這些措施均為了配合教育局的人流管制之安全

指引，讓學校每天可以安排最多學生能安心地回校上課。 

2021 環保家庭樂趣多獎勵計劃  

本校一年一度的「2021 環保家庭樂趣多獎勵計劃」

於 4 月 5 日至 5 月 23 日期間進行，此計劃鼓勵家長與子

女積極在家中實踐綠色生活承諾，完成「環保家庭小冊

子」內特定之環保項目並作記錄。在五月底學校環保組將

會收集小冊子並進行篩選，最後頒發參與獎及榮譽獎的獎

狀，獲獎同學均會獲贈紀念品。 

2021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網上問答比賽 
4 月 12 日至 19 日期間，本校學生踴躍參與「2021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他們不但可以從中

認識到中國《憲法》、國家安全、法治和國情，了解國家

安全對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明白保障國家安全是

每個人的責任，而且可以獲贈紀念獎狀，成績優異者更可

贏取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真是獲益良多。 

《融．愛．在天秀》社區關愛

齊起動藝術計劃 
本校參加了由東華三院及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合辦

的共融關愛社區藝術計劃，主題為「關愛共融」。本校一至六

年級學生於四月份在校內可以參加兩次工作坊，和到校的藝術

家一起進行創作，機會難能可貴。他們既積極又投入參與工作

坊，並期待七、八月份在天秀墟的服務，可以再次展現藝術才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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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服務學習課 
本校與「仁濟醫院第廿四屆董事局社會服務中心」合辦小

六學生服務學習課，由 4 月 14 日開始，課程全由專業社工帶

領，包括校內的義工培訓及服務、網上探訪服務對象、小組活

動、分享及回顧服務學習課內容。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培養

服務社群的精神。 

升中挑戰學生小組 
由 4 月 15 日起連續四個星期四，本校小六學生

參與「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籌辦之升中挑戰學生小

組，由專業社工帶領，學生可以透過網上平台 ZOOM

與社工探討升中面對的轉變及挑戰，認識網絡陷阱，

提高對網絡資訊真偽的警覺性，並積極準備面對升中

挑戰，提高升中的適應力。 

電子藝術平台  

本年度視藝科特別設有電子藝術平台，收集同學創意作

品，電子藝術平台會透過不同藝術主題讓同學發揮創意，享受

在家創作的樂趣，並鼓勵同學主動分享藝術創作，以及增加校

園藝術氣氛。此外，透過親子藝術活動，促進家長與子女的溝

通，從而提升親子關係。 

疫情下之親子困惑-網上閱讀分享會 
此外，本校亦於 4 月 27 日上午參與由「元朗區小學校長會」聯同「菜姨姨

讀書會」合辦之「疫情下之親子困惑-網上閱讀分享會」，菜姨姨透過網上視像平

台邀請了藝人谷祖琳小姐及精神科醫生兼三孩之母林美玲醫生為分享嘉賓，通過

三位不同年代的媽媽，以故事與大家分享親子共讀的心得，談談「湊仔經」及如

何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以解決親子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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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對象 獎項 

中文科 
《二十周年校慶中

文寫照比賽》 
P.1-P.6  

英文科 
《二十周年校慶英

文寫作比賽》  
P.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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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初小組 2E 吳漪筠 2A 楊安蕎 1A何永崇 

1E黃梓墨 

2B陳星僑 

1C邵言潤 

中小組 4C吳卓霖 4C郭子路 3A司徒詠曦 

3D黃昭怡 

4C倪彥旌 

4B黃嘉軒 

高小組 6B陳琦婷 6D李思蔚 5B周巧林 

5C羅惠心 

5C章羨儀 

6B林樂瑤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2A 王俊熙 1A 王子朗 3C 黃子倩 

2C 陳衍穎 

3C 劉鴻榮 

1D 黃梓冲 

初級組 

高級組 4C 吳卓霖 4B 陳雍然 6C 葉春霖 

5B 李焯凝

6B 林樂瑤

6D 黃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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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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騰飛銀禧盃小學徵文比賽 

5D 葉  子 
四、五年級組 

冠軍 

5D 林展鵬 
四、五年級組 

季軍 

T.W.G.H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The 21st Annual English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in  

Yuen Long 2020-2021 

5B Lin Sze Yau 2nd runner-up 

香港優才兒童藝術協會 優才盃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5D 李洛嶢 高小組特等獎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 2021 4C 曾致豪 小學組精英獎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2021全港小學「我是 KOL!」 3C 張婧潔 
低小組 

最佳語言表達獎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 5D 李洛嶢 高小組季軍 

元朗文藝協進會 元全一叮 2021才藝比賽 

2C 黃  尊 小學組銅獎 

1E 黃梓墨 
小學組優異獎 

4A 鄧智銘 

香港兒童文藝交流中心 
香港兒童美術家大賽 2021 

《我的 2021》 

1C 陳可兒 初級組冠軍 

1C 譚子悠 初級組亞軍 

1C 吳學豐 初級組季軍 

1C 沈柏薪 

初級組優異獎 
1C 宋穎欣 

1C 黃靖喜 

1C 譚雅之 

Fun Fun Arena 2020-2021香港學科比賽 2A 陽思玉 上學期初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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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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才競技評核有限公司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2020(總決賽) 

小學三年級 
3B張懿淳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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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特利中學 
第十二屆伯特利盃 

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小學組別 

5C宋熹曈 
個人賽二等獎 

5C張博然 

5C劉梓諾 

個人賽三等獎、

團體賽二等獎 
5C羅灝暘 

5C童綿燊 

5C文采兒 
個人賽三等獎 

5C羅柏岐 

5D林展鵬 
個人賽二等獎、

團體賽二等獎 

5D莫曉羽 個人賽二等獎 

5D蘇浩峰 個人賽三等獎 

上 ·文化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賽公開賽 6B陳琦婷 一等金獎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 

委員會  

金錢管理大挑戰- 

童話故事創作大賞小學組別 

1A張志恩 

銅賞 2E鄭家寶 

4C張家瑩 

1A張志恩 

最受網友歡迎獎 2E鄭家寶 

4C張家瑩 

香港多元智能 

教育協會 

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 

繪畫大賽奇趣動物森林初小組 
4B曾善盈 金獎 

香港鋼琴協會/ 

香港國際音樂文化協會 
2021環球傑出青年音樂家比賽學屆古箏小學組 6D李思蔚 The Winner 

中國書法家協會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 - 書法獎賽毛筆組 5C張宇祥 優異獎 

新家園協會 第六屆紫荊杯青少年書畫大賽毛筆組 5C黃天樂 銅獎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 

全港視藝大賽兒童初級組 
3B張懿淳 2020年度總亞軍 

天富苑 2021年復活節填色比賽高級組 4A陳建威 亞軍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疫情中的盼望(中文) 小學高級組 
5D李洛嶢 

銀獎 

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疫情中的盼望(英文)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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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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秘書處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黏土比賽 4D甘欣琳 亞軍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第十六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1E黃梓墨 
亞軍 

一等獎 

1E梁珞曦 一等獎 

4A鄧智銘 一等獎 

元朗區防火委員會 防火吉祥物設計比賽 4C趙恩婷 亞軍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4C張家瑩 
第十三屆校園 

藝術大使 
6A黃思嵐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第十一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 

新春繪畫比賽 

1C譚子悠 冠軍 

1C宋穎欣 亞軍 

1D鄭嘉怡 季軍 

2A黃梓彤 季軍 

1D吳思聖 優異獎 

1C譚雅之 優異獎 

1D黃梓沖 良好獎 

3D劉景謙 季軍 

3B張懿淳 優異獎 

3E黃嘉昭 優異獎 

4C羅力舜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