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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午膳商試食會 
  本校已於五月十一日舉辦了一場甄選午膳商試食會，當天，
一至五年級已派代表出席試食會，共有 5 0 多位家長和學生及 9
位老師參與試食會。學校邀請了 3 間午膳供應商出席簡介會。 大
家試食後隨即進行投票及點票 ，並選出「活力午餐」為本校來年
度的午膳供應商。  

四年級「電子學習計劃」簡介會    

   為推動電子教學之發展，校方於 20 20 - 20 21 年度繼續於
四年級推行「電子學習計劃」。本校已於五月二十六日舉辦四
年級「電子學習計劃」簡介會，約有 4 0 個家庭到校及約有
2 0 個家庭同步以視像形式一起參與。家長對是次簡介會都非
常踴躍參與及積極提問，了解學生以電子課本代替傳統書本學
習的好處，以及電子學習上行政的安排。   

復課準備安排 
   鑒於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復課，四至六年級會於六月八

日復課，而一至三年級則在隨後一星期開始復課。由五月二十五日

開始，全校職工已全面正式回到工作崗位，為復課各項工作做好準

備。全體教師亦開始進行多次下學期會議，會議內容包括多次分級

分科共同備課，主要商討復課後各科之進度。學校制定了半天上課

時間表，讓學生復課後能集中精力重溫中英數常四個主科的知識。  

   早上學生進校園時，先在學校正門噴手消毒，然後被老師分流

到馬賽克畫旁或地下詢問處量體溫。為了更加保障學生的安全，學

校添置了 4 部先進的體溫探測儀，讓學生一進校便可快捷而準確地

量度體溫。此外，學校在放學方面亦有分流的安排。一年級學生提

早於 1 2 : 3 0 由前梯走到地下放學，二至六年級學生則維持在

1 2 : 4 5  放學。二、三、四年級學生由前梯走到地下放學，五、六

年級學生由後梯到地下放學。兄弟姊妹為二、三、四年級學生，則

於詢問處大堂等候 ;兄弟姊妹為五、六年級學生，則照舊前往雨操二

等候。學生排隊及上下樓梯時，學校都要求學生保持適當的社交距

離。  



教學安排 
   停課期間學教安排方面，學校繼續定期製作教學視像影片，讓學生透過觀看教學視像影片進行學習，
然後要求學生完成老師安排的工作紙或作業等功課，學校定於每個星期一在學校網頁發佈中普、英文、數
學及常識科學習影片及功課，學生可於學校網頁中「科小防疫資訊站」之學習篇內瀏覽，而跨境學生亦可
透過微信群組收到有關學習內容。學校會繼續定期更新「科小防疫資訊站」，網站內之學習篇更特設
「Eng lish F UN FUN  F UN」、「智力挑戰站」、「閱讀樂趣多」及「運動 Go Go  Go」，「好心情之
旅」，「藝術樂繽 F U N」、「樂」在其中，讓學生在完成功課及學習外，更可自我挑戰、多享受閱讀的樂
趣。 

網上視訊及疫症下支援工作安排 
   除了網上發報電子通告外，老師及職員已於 6 月 2 日上午以 W ebe x 視訊
進行陽光視像面談(一至三年級)及陽光電話(四至六年級)，了解學生回港情
況，健康情況及網上學習的情況。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停課多月，五年級學生在復課後需要參加呈分試，
為了令學生有充足的上課時間去學習，本校特別安排了由六月十三日開始連
續四個星期六的早上要求學生回校補課(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 )。五十多名
跨境生因未能如常回校上課，但仍需要參與學習，故本校特別在每天下午二
時至四時半為他們在各級安排了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的實時上課，利
用 W e b e x 平台進行網上實時學習。  

   學校兩位社工繼續支援本校全津及綜援學生個案，當中包括申請了 1 5 部
二手手提電腦、上網卡及政府口罩送給低收入學生，讓學生在家中都能有效
學習。轉介學生申請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之＄ 2 0 0 現金券及
防疫包，以及轉介申請工聯會平板電腦。學校在陽光電話後，有家庭需要的
學生可回校，由老師及教學助理指導功課及進行學習，藉此支援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  

工程及維修安排 
   在復課前學校已徹底消毒及清潔所有教室及特別室用品、設
備及進行打地蠟，並繼續進行校史館小型工程( 208、 209 室)、地
下雨天操場講台擴建小型工程及部分大修工程。輔導室裝修工
程、1 0 7 室牆壁油漆翻新工作、教具室油漆、掘磚、打地蠟、二樓
教室燈更換工程已完成。  

  學校會在停課期間，繼續保持校園開放，按教育局的指引，
及時作出相應措施。  



綠色浪潮 
  為響應聯合國鼓勵青少年推動綠色運動、愛護環境、保衛地球持續發
展，本校參與了「綠色浪潮 2020」網上活動。活動分為三種不同主題，包
括種植活動、以全球暖化及海洋污染為主題的反思活動。本校學生共獲得
2 1 金、2 7 銀、5 0 銅的獎項，可謂獎項大豐收。學校衷心感謝在活動中無
私付出的老師，也恭喜一眾獲獎的同學，為學校爭光。  

沙畫製作表心意活動 
  在 6 月 1 2 日，本校特別為小六畢業同學舉辦一個別開生面的畢業
活動–「沙畫製作表心意活動」。當天學校邀請到沙畫師馬穎章先生到
禮堂，以畢業為主題作沙畫表演。欣賞過大師的傑作後，各班畢業生代
表共 29 位學生以「感恩老師」為主題進行沙畫創作，過程已攝錄並剪
輯成短片，作為回憶片段，在畢業典禮中放映; 其他畢業生則在教室看
禮堂直播。在這個活動中，學生既可以初嘗沙畫的基本技巧，又可以發
揮創意，設計不同造型的作品，藉此表達對各位老師的敬意。 

「愛心包糉送暖大行動」 
  科創長者學苑於 6 月 23 日與家長教師會合辦了「愛心包糭

送暖大行動」，當日長者、家長教師會義工及學生近三十多人一

同參與包糭活動，很多長者表示他們喜歡吃糭，在活動中更認識

了食材的挑選和配搭，糭子的大小和卡路里，如何吃糭吃得更健

康等等。他們在家長義工的指導下，不斷嘗試包糭，忙得不亦樂

乎。同時，學生們設計裝載糭子的袋子，十分認真地為圖案上

色。後來有些學生也與長者們一起學習包糭子，氣氛融洽而歡

樂。最後，大家一共包了近 60 隻十分美觀又結實的糭子。工友們

協助烹調，部分長者把糭子帶走品嚐，剩下的糭子在端午節前派

給了其他長者學苑的長者，他們收到糭子後都很開心及感動。活

動結束時，參與者均表示活動十分好玩又有意義，希望學校能多

舉辦類似活動。  

感恩小盆栽義賣活動 
  學校即將踏入 2 0 周年，為改善校內多項設備，以建設更理想的學習環
境，並著重推動 S T E M 教學及增建「科技創意室」( STR EAM Ro om)，本校及家
長教師會合作義賣小盆栽(黃金葛)以作籌款，是次小盆栽義賣共賣出 4 7 盆，
共籌得 1 7 4 0 元。 



小一家長講座 

  6 月 2 0 日是小一新生家長日，為了讓家長可以認識學校，
當天於本校禮堂舉行小一家長講座，從多方面向新生家長介紹學
校。首先由陶校長介紹來年度行政老師、小一班主任及學校輔導
人員;接着由郭楚群副校長介紹學校特色及小一銜接措施;繼而由
社工林姑娘講解如何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然後由劉嘉儀老師分
享如何適應小一生活及小一課程;最後由廖怡斐老師介紹家教會，
以及義工分享。講座順利進行，家長們非常投入，並積極提問。
講座結束後，家長們接回小朋友，個別家長還參觀了校園。  

第十八屆畢業典禮 

  第十八屆畢業典禮已於 6 月 2 6 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校禮堂
順利進行。當天本校有幸邀請到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主席湯修齊先生 MH, JP 擔任主禮嘉賓，本校校監、各位校董及嘉賓
亦撥冗蒞臨。湯先生勉勵畢業生們，要發揮創意和潛能，將來為社
會發光發熱;升中後仍要緊記母校校訓，懷着信心和勇氣面對中學
的挑戰。陶校長以播放影片的形式向家長報告了學校全年各方面的
表現。  

  所有畢業生之家長均獲邀出席畢業典禮，由於疫情關係，禮堂
座位亦有特別的安排，使各人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部分家長們以
中央廣播在教室收看，跨境家長也可以網上形式參與典禮。  家長們
既能目睹子女領取畢業証書及各類獎狀，又能感受到他們的喜悅，
還見證了他們成功踏上人生的另一個學習階段。此外，班主任們也
輪流勉勵各班畢業生，並和他們合照留念，雖然戴着口罩，但難掩
同學在眉宇間流露感恩喜悅之情。之後三位畢業生代表首次以「三
語感言」，以謝師恩;合唱團帶領禮堂眾畢業生摰誠獻唱;最後有精
彩的拉丁舞及舞蹈組表演，為畢業典禮劃上完美的句號。  

  典禮結束後，不少家長和畢業生到雨操一登台拍照，令剛擴建
翻新的講台頓變成拍攝熱點。今年在 G 0 2 活動室和雨操二更新增了

8  個色彩繽紛的攝影場景，家長們及師生們興致勃勃地四處拍照留
念，希望可以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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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 獎項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天富苑 2020 年度母親節填色及設計比賽 2B 張懿淳 冠軍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5D 麥婧希 Third-class Honour Award 

5C 葉春霖 Certificate of Merit 

5C 劉昱麟 Certificate of Merit 

   6C 羅   荻 Certificate of Merit 

6C 劉栩華 Certificate of Merit 

6C 呂其諾 Certificate of Merit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2019 年度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華爾茲、 

探戈、快步舞公開賽 

6D 黎頴蓉  全年 2 項總冠軍  

2019 度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維也納華爾茲、 

狐步舞公開賽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童組 5C 李凱晴 銅獎 

香港價值教育協會   擦出希望—和諧粉彩繪畫比賽   

5A 黃思嵐 高小組季軍 

3B 黃睿琳 
初小組嘉許獎   

3B 陳芷琪 

5D 李思蔚 

高小組嘉許獎   5C 林振滔 

6D 梁凱桐 

港青樂術協會 HK Music for Youth P1012 鋼琴 10-12 歲組別(ZOOM 上比賽) 5D 陳秋羽 二等獎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創意藝術滿家校‧正向價值傳大愛比賽系列 

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4B 潘凱澄 

優異獎  
創意藝術滿家校‧正向價值傳大愛比賽系列 

填色比賽 
3A 陳建威 

FUN FUN ARENA  香港數學比賽 2020  

3E 李品豫 金獎 

3E 郭子路 金獎 

4D 林欣瀅 銀獎 

4D 吳琋琳 銅獎 

4D 王浠桐 銅獎 

4D 程俊軒 銅獎 

4D 楊詠喻 銅獎 

5C 蔡熙儀 銀獎 

5C 劉立行 銅獎 

5C 劉昱麟 銅獎 

5C 陳海陽 銅獎 

5C 黎明鑫 銅獎 

6C 古秦宇 金獎 

6C 何宜樺 金獎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3B 吳采純 兒童組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