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余志賢校長

    本學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個學年，學校不時要因應突發事件作出不同的

應變。上學期因社會運動導致很多學生活動受影響，如教育性參觀要重新

編排，秋季旅行要延期等。學校每次要考慮不同的因素，要與不同的服務提

供者及機構進行磋商，在保障學生安全的大前提下探討以不同的方案進行

活動。幸好大部份上學期的活動如單車課程、NERF  HUNT活動、STEM學習

週、無人機航拍編程課堂、中華文化日等一連串活動，均可在上學期結束前

順利完成。惟下學期又因新冠肺炎疫症，停課百多天，嚴重影響學校運作及

教學進度。感恩的是本校有優秀的教師團隊，在停課初期已馬上制定不同的

應急計劃，又與家長保持緊密的溝通，並得到家長的支持及全力配合，幫助

學生應付在停課時的學習需要及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支援。

    由於本校在學期初已為每位學生開設Office  365戶

口，而該系統已內置 Microsoft  Teams 視像會議功能，故

此本校能夠在極短時間就可馬上採用有關系統進行實時視

像教學。在停課初期，我們一方面支援家長學生在技術和

系統上的問題，如要確保學生登入戶口資料準確，又為各

班進行不同的測試。另一方面我們積極支援個別學生及家

長在家中網上學習的不同技術問題，如軟、硬件的配置以

及上網的連接等。此外，我們更要為教師進行不同的培訓，

如舉辦工作坊及分享會，確保老師有充足的支援以應付突如

其來在教學上的轉變。由於實時視像教學對教師及學生都是

新嘗試，我們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由最初中、英、數三科主

科分階段擴展至所有科目。

    除解決視像教學推行的技術問題，我們更重視視像教學的

教學效能。期間我們不斷與老師開會討論，了解教師學生在推

行視像教學的困難。教師又透過共同備課，一齊製作教學材

料，探討如何提升學生在視像課堂學習興趣，令學生更投入視

像課堂活動。此外，我們又研究如何增加課堂的互動性，如在

視像教學內加入Kahoot遊戲，又即時利用Microsoft  form了解學

生對個別課題項目的掌握。另一方面，我們又探討學生如何在停課期間進行「自

主學習」，發展網上收發家課系統及教師網上批改課業的程序，以鞏固學生所

學。由於本校在網上學與教表現優異，教育局官員親臨本校視察，又安排本校教

師與其他學校分享本校在視像教學的心得和經驗，對我們的工作充分肯定。

    為更了解視像教學的成效，學校製作教師及家長問卷，了解教師及家長的意

見回饋教學。我們十分高興知悉問卷結果反應正面，教師及家長對本校視像教學

的情況感到非常滿意。我們明白視像教學不能完全取代實際的課堂教學，而視像

教學亦有很多地方需要繼續優化。我們期望疫情過後我們仍然能夠將本次電子學

習的經驗繼續發展，作為日後課堂教學的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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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英語教師錄製英文故事

時任教育局副秘書長黃太及首席助理秘書
長容先生到校了解本校視像教學的情況

嘉賓在會議室一起參與視像課堂

在疫情下「停課不停學」

教師網上批改學生
習作，回饋教學

本校電子學習小組

教師進行視像教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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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親臨本校，

了解本校在處理傳染病散播的預防工作。當日楊局長在校園四

周巡視，並與家長義工傾談，了解學校在預防傳染病散播的

措施，包括：學生使用酒精搓手消毒液、採用紅外線體溫檢測

器、抽樣量度學生體溫等。楊局長感謝學校同工及家長義工攜

手合作，讓學生能在安全的校園環境中學習。

楊局長親切地跟早上回校的同學打招呼

余校長向楊局長詳細講解紅外線體溫檢測器的運作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親臨本校了解防疫工作

教育局局長

家長義工每天為進入校園的同學塗上酒精搓手液消毒
楊局長到課室呼籲同學要注意個人衞生

家長義工為同學量度體溫
楊局長了解家長與同學溫度體溫的情況

余校長與家教會主席向楊局長講解學校在預防傳染病散播的措施

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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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四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日。

當天風和日麗，正是進行郊遊的最佳日子。學

校希望藉此機會讓學生在課餘有舒展身心和接

近大自然的機會，讓他們體驗課室以外的學習

經歷。

    一、二年級的旅行地點是荔枝角公園。當天

同學隨着老師和家長的陪同下到公園遊玩。在公

園內，班主任首先帶領同學進行不同的集體遊

戲。集體遊戲後，有的同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跑

跑跳跳，有的到處觀賞美麗的植物，有的到園林

去探索，還有的一邊席地野餐，一邊和朋友談天

說地。大家都盡情享受郊遊的樂趣。

    三至六年級的旅行地點是西貢戶外康樂中

心。同學們在營地內進行了許多不同的康樂活

動，如射箭、足球、籃球、網球、滾軸溜冰和攀

石等，大家都玩得十分投入和開心，離開時更有

點依依不捨呢！

環保健康旅行日

看看學生的體能多好！

家長和同學在公園裏盡情玩樂

學生玩滾軸溜冰

校長與學生在球場上大顯身手

老師與學生一起野餐

親子席地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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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愛飛客航空科普基地來一張大合照

進行活動前各人留心聽講我還是第一次近距離觀
看飛機的升降

看誰能勝出？

   

  為了豐富學生不同的學習經歷，

本校於1月9日至10日安排全體六年級學

生參與教育局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探索

之旅」內地交流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親身前

往珠海及澳門進行實地考察。學生透過本活動，認

識珠海航空的發展，認識航空和通訊媒介的科技新

知，培養對科學的興趣及科學素養，藉此豐富他們的

學習經歷。兩天的交流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師生們

參觀了兩地的著名景點：愛飛客航空科普基地、澳

門科學館及通訊博物館。學生們透過操作展品來

發現當中的科學原理，讓他們從中體驗探索

和學習科學的樂趣。

珠 海 、 澳 門科 技探索之旅

全副武裝參觀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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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與手提電話一樣高啊！

我們在澳門科學館內大戰

在館內可以學習「力」的原理

看看誰的平衡較好

進行活動前各人留心聽講

豐富的膳食

科學館的展品多好玩！

晚上一起進行反思檢討會

很有趣的電話

珠 海 、 澳 門科 技探索之旅

 5



比比看，誰的陀螺轉得最久？

   

  為 了營造輕鬆愉快的學習環

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本校於一月

份舉行了「跨學科學習週」。學習週的活動

多采多姿，有形式多樣的學習參觀，讓學生走

出課室作體驗式學習;有新奇有趣的STEM探究活

動，培養學生的自學及探究精神;有緊張刺激的跨

學科問答比賽，鞏固學生的學科知識;有愉快熱鬧

的中華文化日，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

識……這些活動深受歡迎，學生積極參與，

樂在其中。

這個陀螺的軸心太長，重心不穩，
所以轉動的時間很短

同學用紙杯製作出漂亮的陀螺

我們製作了多種不同款式的陀螺

同學利用小車來測試紙巾的順滑度

同學在操場進行了一場最刺激的紙飛機大賽

   STEM學習活動（紙的探究）P.3-4

    三、四年級的同學探索紙飛機的製作材料、製作方法及影響飛機飛行的因素。

同學利用硬幣來測
試紙巾的堅韌度

我們也來製造一張再造紙

STEM學習活動（陀螺的探究）P.1-2

    一、二年級的同學探索陀螺的製作材料、製作方法及影響陀螺

轉動的因素。

跨學 科學 習週

6



真厲害！同學只上了一課，就學會轉碟了

變臉大師一口氣變出十多張臉譜，真令人嘆為觀止！

讓我們來變個魔術

看！這都是扯鈴高手！

同學透過製作雪條棒飛天骨牌，
學習力學的原理

同學善用課室的每個位置進行
平衡玩具的測試

同學利用雪條棒製作有趣的平衡玩具

    五，六年級的同學透過製作一個多層的槓桿平衡吊飾，摺紙平衡鳥玩具

及雪條棒飛天骨牌，學習並實踐力與槓桿的知識。

STEM學習活動（力與槓桿的探究）P.5-6

變臉、雜技及吹泡泡表演

    變臉、魔術、雜技、吹泡泡等一個個精彩的表演使同學們尖

叫不斷，歡呼聲、掌聲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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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代表認真地思考題目 主持向班代表提問問題台下學生表現雀躍

同學體驗飛行障礙賽的樂趣
同學很快掌握編程軟件的操作

同學在課室利用平板電腦學習編程

    「綜合學科問答比賽」於2020年1月20日在學校禮堂舉行。題目內容

包括中、英、數、常各學科知識及時事題。比賽分為必答題及搶答題兩個

部分，賽事以班際形式舉行，每班派三位同學參加。比賽當日氣氛十分熱

烈，各班比賽過程既緊張又刺激，而台上及台下的同學們都積極投入參與

活動。同學們的表現都很理想，他們均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同學聚精會神地控制無人機

班代表專心地聆聽主持發問問題

綜合學科問答比賽

無人機課程

    近年航拍的技術發展迅速，各行各業對航拍的需

求亦不斷增加。本校於跨學科學習週內，邀請了香港科

創教育協會，為五、六年級舉辦了4天的Tello無人機航

拍及編程課程。課程的設計由淺入深，內容既充實又有

趣。學生能在4天的課程學到航拍機的結構以至Tello Edu

的編程活動，亦能體驗飛行障礙賽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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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虎斑蝶是濕地
公園內常見的蝴蝶呢！

同學們十分踴躍回答導師的提問

各級同學都全神貫注地觀看數學科短片

每班同學都分成小組，在樓層不同地方
尋找二維碼，再利用平板電腦獲得問題

同學根據問題內容選取
不同的量度工具進行量
度活動

同學們收到小麥環保餐具作紀念品，
從而明白減廢和愛護環境的重要

郊野公園小學訪校活動

    本校三、四年級同學於2020年1月16日參加了由漁農自然護理

署舉辦的「郊野公園小學訪校活動」，以推廣同學們愛護大自然及提

高他們對香港郊野公園及動植物的興趣及認識。透過講解、展覽、攤

位遊戲及互動遊戲，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及了解香港郊野公園、野生生

物、減廢及珍惜天然資源，從而培養同學自小愛護自然環境，其中一

些活動並會加入STEM教育相關元素來進行，令同學更能體驗和學習自

然科學的樂趣。 

數學遊踪
    2020年1月15日為全校同學舉行數學遊踪

活動。各級同學分別在課室收看數學短片和安

排分級到多用途活動場地進行數學遊踪。同學

們分成小組於樓層共同尋找二維碼，利用平板

電腦掃瞄二維碼而獲得問題，再由小組透過運

算、量度、估量等解決問題，每班獲得最高分

的小組獲得小禮物作鼓勵。同學們均積極投入

參與，是次活動令學生加強解難能力、合作精

神和對數學的興趣。

你知道校園裹有哪些植物嗎？

 9



VR experience

E n g l i s h  D a y
  On Monday, 20th January, our school hosted an English 
Fun Day Carnival under the theme “Forever fun in English.” 
The event was co-organised by a group of Primary 5 and 
6 students with valuable involvement from all English 
teachers.
  Various amusing activities were open to all students. 
Pupils lined up for booth games, games relating to STEM, 
VR experience, calligraphy, English sketches and fabulous 
crafts. 
  Thundering sounds of the audience cheering and hands 
clapping revealed the degree of excitement from students. 
The activities were unsurprisingly extraordinary. 
  A well derived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hardwork of 
senior students who co-organised, managed stall games, 
aided with crafts and performed the puppet show. 

Puppetry Workshop
Rugby Action Game

Calligraphy

English sketches and puppetry performance

Booth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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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和中國農曆新

年習俗的認識，我校於一月二十一日﹙星

期二﹚舉行「中華文化日」。

    當天，不少學生穿着華服興高采烈地

回校，令校園充滿喜氣洋洋的節日氣氛。

同學們分時段在課室欣賞有關成語的短

片，在禮堂欣賞同學的表演，在操場進行

攤位遊戲。他們不但增進了對中國文化的

認識，還有機會品嘗中國的傳統食品，更

可一嘗中國的傳統遊戲和活動。最後，同

學們展現着燦爛的笑臉，興盡而歸家去。
師生齊看短片樂也融融

雙喜臨門，福壽雙全

洗洗邋遢大掃除

恭喜！恭喜！
財神大派利是

表演精彩，台下拍掌翩翩起舞，舞姿美漫

麥芽糖餅多美味！
家長齊支持，感謝！感謝！

中華文 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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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普世歡騰的聖誕節，本校於

十二月二十日舉行聖誕聯歡會。同學們穿上

自己喜愛的便服，並帶着豐富的食物回校。

   高、低年級的學生輪流在課室和禮堂進行聖誕聯歡

活動。禮堂聯歡會場面熱鬧，節目豐富，大家一起唱聖誕

歌曲，高年級和低年級同學分別進行「估歌仔」遊戲，遊戲

過程緊張刺激。此外，聖誕老人更親臨禮堂，為學生帶來聖誕

祝福。

      最後，萬眾期待的「大抽獎」開始了，同學們非常雀

躍，看誰是幸運兒。此外，學校也為全體學生準備每人一份

聖誕禮物。最後，學生都獲得益智的禮物，還與校長和老師

一起拍照留念，可謂滿載而歸。

   此外，同學們亦在課室進行聯歡活動，大家帶備環

保餐具，一起分享美食，並進行各項遊戲活動，

整個校園充滿歡樂的聖誕氣氛。

聖誕聯歡會

各班課室聯歡大合照

校長和聖誕老人在聯
歡會上送聖誕禮物

同學在進行「估歌仔」遊戲

手鐘隊在台上帶來精彩表演

學生抽獎禮物

大小聖誕老人一起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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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五年級同學於2020年1月7日參觀了香港迪

士尼樂園，並參加了「迪士尼STEM體驗行」，同學

可以一邊動手做實驗，寓遊樂於學習，啟發他們的

創意思維和解難能力。同學們當天在迪士尼樂園的

奇妙環境中，發現到不同的科學原理，如力學、比

例及視錯覺的奧秘充滿在樂園的每個角落，從而了

解到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的概念與日常生活原

是息息相關的。

透過觀察乒乓球在杯中的旋動，
了解過山車和離心力的關係

同學們正在討論如何興建出
「最高承托力的橋」

我們也要學太空戰士，一飛沖天！

五年級參觀
香港迪士尼樂園

同學們在飛行培訓中心了解航空人員如何進行訓練

同學們可以了解怎樣使用自助
登機設備辦理相關乘機手續

同學們第一次坐商務客位，都感到非常興奮

同學們扮演地勤人員為梁老師
在櫃位進行模擬登機手續

    十二月四日，三十名少年警訊會員隨老師到國泰航

空的總部參觀。大樓內設備完善︰辦公室、飛行培訓中

心、餐廳、康樂設施等，一應俱全，為國泰員工提供舒

適的工作環境。

    學生隨導賞員參觀了模擬駕駛艙、模擬登機手續櫃

位和模擬飛機艙，學生更一嘗當商務客位乘客的滋味。

此次參觀增加了學生對航空事業的認識，讓他們眼界大

開呢！

少年警訊參觀國泰城

學習了「力學」的科學概念後，
興建我們的「超級英雄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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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的同學分別於2020年1月10

日及1月17日到屯門參觀T•PARK［源

區］。參觀期間，同學們專心地觀看

有關污泥處理的影片並在各展覽區中認

識許多「轉廢為能」的知識。回到學校

後，同學們更主動與老師討論相關的課

題。是次參觀，學生能走出課室，自我

學習。這些寶貴的體驗讓學生更有效地

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

目標。

  五年級同學於2020年1月8日到香港太

空館參觀。同學們透過觀賞和親身操作兩

個常備新展廳「宇宙展覽廳」和「太空探

索展覽廳」中的展品發現有關宇宙和太空

中的奧祕。同學們在操作互動展品時十分

投入，也樂在其中。同學們也主動與老師

討論相關的課題。是次參觀能讓同學在課

堂以外的地方作自我學習，能讓同學更容

易明白一些有關宇宙和太空的抽象概念，

令學生更能體驗和學習科學範疇的樂趣。

學生積極地填寫留言版

學生與展品拍照留念

全班大合照

學生在展覽區觀看展品

四年級參觀T•PARK［源區］

星體的表面是怎樣的？ 「太空人」擔任探測其他星體的工作

同學們一邊參觀，一邊完成工作紙

五年級參觀太空館展覽廳

同學親身體驗太空倉內休息的
情況，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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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和同學在發電廠前留影
同學在問答環節贏取獎品

大家在巨型風車前拍照留念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環保工作，並於本年度參加香港電燈

公司（下稱港燈）舉辦的「綠得開心計劃」。透過這計劃，

同學參加了各種各樣的環保活動。四年級公益少年團團員於

2019年10月25日參觀由香港電燈公司興建的「南丫風采發電

站」，了解發電站上風車的操作原理。參觀期間，導賞員耐

心地向同學們講解興建「南丫風采發電站」的背景及原理，

並讓同學們能近距離觀賞巨型風車，大大增加同學們對可再

生能源的認識，亦提升了他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同學們這

次走出課室實地考察，盛著豐富的知識滿載而歸，充分體會

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

    此外，三至五年級同學於11月6日參加了由港燈到校舉辦

的「智慧城市 智惜用電」講座及「港燈微電影首映禮」。講

座中，微電影演員分享如何愛惜及節約能源，同學們確實獲

益良多。是次活動不但讓學生能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下學習貼

身的生活知識，鼓勵同學們實踐環保生活，更可以推動香港

成為智慧城市，真是一舉兩得。

公 益少 年 團活 動

港燈微電影首映禮啟動儀式開始了!

導賞員耐心地向同學們講解風力發電的原理

微電影演員和同學大合照  15



    為培養學生良好的書寫習慣，提升他們學習漢字的興趣，學

校於8月28日特地邀請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主席雷超榮先生到校主

講「正確執筆與寫字方法親子工作坊」，內容包括：錯誤硬筆執

筆手勢圖解、講解正確硬筆執筆手勢、糾正兒童錯誤執筆手勢方

法及怎樣教授學生硬筆寫字方法。在雷老師的耐心指導下，小一

學生及家長非常投入學習，表現積極。

    為了進一步讓小一及小二的學生認識中文字的基本筆畫、正

確筆順和字型結構，小四及小五學生掌握書寫楷書的技巧和對書

法的審美觀，鞏固學生正確的執筆方法及書寫的技巧，提升學生

對中文書法這門藝術的興趣，以傳承中文書法這藝術，學校於上

學期分別安排小一及小二學生學習硬筆書法課程、硬筆書法進階

班、小四及小五學生學習毛筆書法。書法班蘇小龍老師以風趣幽

默的教學方法，讓同學在輕鬆和愉悅的環境下掌握基本字形的書

寫方法。

我們很投入上書法課

我們的硬筆書法作品

書法揮春  充滿祝福

老師用心示範 
同學專注觀察

我們有姿勢有實際

中文硬筆、毛筆書法

我們也來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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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一臉認真地學習

同學們邊唱邊彈，十分投入

全班同學合影 學生 小舞台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發揮演藝才

能，本校舉行「學生小舞台」，讓學有專

長的同學，有機會在全校學生面前表演所學。

    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小舞台分別於2019年

12月3日及12月9日於有蓋操場舉行，表演項目

包羅萬有，包括古箏演奏、爵士鼓演奏、結他

演奏、鋼琴演奏及唱歌表演。學生表演十分精

彩，亦見他們用心準備演出。在場安靜欣

賞表演的學生也十分投入，為同學的

精彩表演大力鼓掌。

六年級同學演奏電子琴

余校長與全體六年級學生小舞台表演及負責舞台工作的學生合影

五年級同學表演爵士鼓

六年級同學彈奏結他

夏威夷小結他體驗課程
 

    五年級的同學於1月6日至1月13日期

間，參加了夏威夷小結他體驗課程。同學

們每人手執一部小結他，專注聆聽導師

的教導，學習彈奏旋律及和弦的技巧。

課堂完結時，大家都學會彈奏小結他

的基本技巧，並一同合奏，真是收穫

豐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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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頭盔，同學很期待踏單車

教練從旁個別指導學生操控單車的技術

兩組同學預備對戰
同學練習瞄準訓練

  為了提升學生對單車運動的
興趣，以及宣揚單車道路安全的
重要，學校安排三、六年級的同
學於2020年1月6日（星期一）及
7日（星期二）的課內時間參與單
車活動，讓學生度過了既愉快又
充實的兩天。

—小學巡迴表演

同學十分興奮，準備出發

同學互相對戰

P.4 Nerf Hunt
 同學於2020年1月13日於
學校禮堂進行Nerf Hunt的新興
運動，跟傳統射擊運動不同，Nerf 

Hunt用的都是發泡膠子彈和塑膠玩
具槍，安全度高，三位導師亦細心指
導及照顧每位同學。所有同學都非常
投入及積極參與運動，他們都期望
將來再有機會參與。

P.3及P.6單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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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練的指導下，學習
「反手發盤」絕非難事同學們很快便能掌握躲避盤的玩法

    透過「動感校園」計劃，學校在一月

十三日（星期一）課堂時間內安排五年級

同學參加躲避盤課程。這次活動不但能讓

同學們獲得運動的刺激感，亦有助訓練手

眼協調、專注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各班同

學積極投入課堂活動，度過了既充實又愉

快的兩教節。

P.5躲避盤課程

教練與同學對打，同學可謂「有姿勢，有實力」

女同學即將與梁鳳儀老師進行一場比賽，
彼此的技術都令觀眾拍案叫絕

所有同學都樂在其中，享受壁球活動的樂趣

 

本校於2019年10月4日（星期五）

下午舉行了「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學校計

劃——小學巡迴表演」活動。香港壁球總會安排了一

支專業的教練團隊親臨本校，設置了一個充氣的壁球場，

讓同學親身參與壁球活動。在活動中，許多同學都是第一

次接觸壁球運動，每位參加的同學都非常投入，享受

打壁球的樂趣，度過了既愉快又充實的時光。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
球學校計劃

—小學巡迴表演

同學們先學習「反手發盤」

團隊間的默契是玩躲避盤很重要的一環

同學進行球感的練習時十分投入  19



家長與同學一起做伸展動作，不但令身體強健，
更能增進彼此間的關係

    日日運動身體好，但怎樣才能吸引學童多

運動呢？答案就是「趣」！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指

引，兒童及青少年每天應進行至少60分鐘的中等

至劇烈強度的體力活動。為了推動學校的體育文

化，本校透過「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安排

學生參加多元化的趣味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體

力活動量，令學生有更強健的體魄。此外，本校

更設親子趣味活動班，讓家長與子女共享天倫運

動樂，齊齊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

——學生趣味活動
班及親子趣味活動班

賽馬會家校童喜
動計劃

同學在練習中可增強其手眼協調的能力

同學與家長一起練習躲避盤的傳接

同學與家長在活動中得到無窮的樂趣

同學練習滾球時十分認真

導師講解活動的詳情，同學都細心傾聽，
並適時回應，表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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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趣味活動
班及親子趣味活動班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本校於2019年1
2月19日在創科實驗

室舉辦「親子閱讀」
家長講座。彭蔡淑玲

女士（菜姨姨）主講
「以親子共讀引領孩

子成長」，旨在推廣
親子閱讀，增進親子

感情。菜姨姨與家長
分享伴讀心得及親子

伴讀技巧。家長踴躍
發問，獲益良多。

講座前，大家來張大合照

菜姨姨自我介紹
菜姨姨示範親子伴讀的方法

Practice makes perfect!

Here comes my target!
What a team! 

  Hong Kong Rugby Union is a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The Union has successfully run the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for our P.4 and 

P.6 students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av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s 

of non-contact TRY Rugby and execute basic skills of 

TRY Rugby. During the course, they have developed 

interest in reading stories and information texts on 

sports in English.  

Catch me if you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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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觀我們的作品

    本校視藝科老師帶同

四位五年級同學到港鐵海

怡半島站，協助把名為

「小眼睛∙看南區」的作

品張貼在社區畫廊。同學

們用他們的小眼睛觀察南

區最美的風景，並用心地

畫出一幅幅色彩繽紛，具

創意的作品給大家欣賞。

「港鐵社區畫廊」學生作品展

同學們在喜歡的畫作前拍照留念

到達後，大家先來一幅大合照

陽光笑容滿校園

參觀「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9」

    為鼓勵同學多清潔牙齒，

以減低蛀牙的風險，一年級同學

於2019年10月23日參與由衞生

署主辦的「陽光笑容滿校園」活

動。是次活動，同學能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加深對潔齒的認識。

    在2019年12月18日本校視藝科

舉辦了一次藝術展參觀活動，邀請

了一班高年級對藝術有興趣的同學

到香港大會堂參觀「香港視覺藝術

教育節2019」展覽。展覽場內展出

了很多由本港以及世界各地學生製

作的傑出藝術作品，同學們藉著觀

摩優秀藝術作品的機會，提升他們

對藝術的評賞能力及素養。

同學能從牙齒模型中指出答案
我們在陽光笑容列車內參觀

我們在陽光笑容列車前來個大合照

我們耐心地聆聽指示，並完成任務

同學們細心地張貼視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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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友會於2020年1月17日（星期五）邀請本校

校友分享升中時應注意的事項及中學的生活，讓學生好

好裝備自己迎接中學生活。工作坊開始前先由校友會主

席鍾均華先生致辭，再由余校長代表同學感謝學兄和學

姊抽出寶貴的時間把自己寶貴的經驗和同學分享。

    工作坊長約兩小時，共有5個主題組，分別由以下

學兄和學姊分享有關內容，他們是鄭愛霖、鄭廣深、

鍾健樟、何尚螢、李嘉汶、繆佶綸、吳栢然、蘇詠

婷、石善偉、謝子康和曾維。同學們反應積極，學兄

學姐亦耐心地講解，工作坊完結時大家還一起拍攝大

合照，並在愉快的氣氛下完滿結束。 

中學生活初探—怎樣升級為21世紀中學生？

真好，球技
沒有生疏

好緊張呀，賽果會是怎樣呢？

鍾均華主席、李宗博士

和校長合照

究竟怎樣玩的？

不如來一埸師生籃球賽！

 校友會於2 0 1 9年1 2
月14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

4時在本校進行「飛盤」、「地
壺球」、「3人籃球比拼」及「乒乓
球」四項活動。是次活動亦邀請將於

本學年畢業的六年級同學參與，從而

促進彼此間的友誼。
校

友
康樂活動

日

我們永遠是南官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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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令學生有更全面和均衡的成長，在學業以外亦能

發展興趣活動，故本校為學生提供不少開拓多元智能發展

的課餘學習活動。本年度，本校除了安排逢星期五的週五

活動課外，也協助家長教師會舉辦於課後時間進行的多元

化興趣班，包括啦啦隊班、手鈴班、地壺班、旋風球班、

羽毛球班、東方舞班、圍棋班、中樂班、管弦樂班和多媒

體教室班等。通過參與活動，學生可以學習與人溝通和合

作，同時亦可以從中得到豐富的生活體驗，從而發掘自己

的興趣和潛能。

課 後興趣班
童軍

手鈴

笛子

二胡

多媒體教室

管弦樂初班

南官實驗室

24



課 後興趣班

女子羽毛球

男子羽毛球

管弦樂高班

棋藝

旋風球
校園小農夫

地壺

啦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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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1B陳焯棟  2A趙舫熙

3A羅俊培  4B何施穎

5A譚晉棋  6A麥晉熙

亞軍

1A何梓睿  2C楊宛鑫

3A黃楚詠  4A鍾卓攸

5A蔡恩悅  6A李芯賢

季軍

1C卓意行  2D周呈曦

3A吳宗元  4A伍穎芯

5A甘朗天  6D黃暄詠

第二十四屆全校中小學中英

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秀獎 3A羅俊培  4B何施穎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6A李珈蔚

季軍 5A馮熙淘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5A陳季錡

2019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
優異獎 6A李凱彤 

優秀獎 6A盧柏匡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初級組 1D 吳卓雅 1D黃學禮 2B 黎烙因 1A 庾祖軒 2A 趙舫熙 2C 吳景鴻

中級組 3A 周  晉 4A 阮懷進 4A 鍾卓攸 3D 賀凡軒 4A 林昊謙 4B 凌心兒

高級組 6A 李東洛 6D 梁鎧然 5A 陳季錡 5A 馮熙淘 6B 王子朗 6B 林渙蓉

英文科：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初級組） 

冠軍 2B霍俊雅

亞軍 1C卓意行

季軍 1B李珈瑩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級組） 

冠軍 4C胡亮匡

亞軍 4B何施穎

季軍 3A黃樂徒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高級組） 

冠軍 6D黃暄詠

亞軍 5C何苑桐

季軍 5A張偉良

數學科：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小四組個人亞軍 4A梁君諾

小四組個人季軍 4A梁成旭

小五組個人季軍 5A黎頌輝

小六組個人季軍 6A蔡啟駿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全場總亞軍

代表領獎
4A梁君諾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作品簡介：

    20年來，一個個學子如同孕育在肥沃土地
上的種子正茁壯成長，伴隨着初升的太陽，化葉
成翼，飛向藍天，實現各自的理想。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誌（Logo）設計比賽」
得獎結果及作品

冠軍作品簡介：

    數字是代表南官小學二十週年，文具是代表
學校多元化，彩虹是代表精彩人生。

冠軍作品簡介：

    為了慶祝二十周年校慶，大家都在歡呼喝彩，
為能成為南官一份子而驕傲。

冠軍：1D 吳卓雅

亞軍：1D 黃學禮 

季軍：4A 鍾卓攸

季軍：2B 黎烙因

亞軍：4A 阮懷進 

初級組

冠軍：3A 周 晉

季軍：5A 陳季錡
亞軍：6D 梁鎧然 冠軍：6A 李東洛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誌（Logo）設計比賽

各科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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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誌（Logo）設計比賽」
得獎結果及作品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誌（Logo）設計比賽

1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得獎結果及作品

體育科：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支持2022北京冬奧138快
樂地壺球」心意咭創作比賽 

季軍 6A楊其臻

優異獎
2C吳景鴻  
2C楊宛鑫  
3A黃考孜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100米蛙泳
第五名

6A陳倩瑜

女甲50米自由泳
季軍

6A陳倩瑜

女甲團體
優異獎

6A陳倩瑜  
6A李芯賢  
6A李彥誼 
6C岑焯琳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跳高季軍 5B陳柏煒

男甲推鉛球亞軍 6D梁柏曦

男乙跳高第六名 5B張浩銘

男丙跳遠第七名 4C余朗熙

女乙推鉛球季軍 6B郭焯婷

女乙60米第六名 5B譚沛琳

女乙100米第八名 5B楊子晴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2020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陳倩瑜

亞軍  2D 周呈曦

季軍  1B 陳焯棟

南官廿載齊見證  難忘濃濃師生情
春風化雨潤心靈  桃李芬芳遍全城

南官教學育英才  琢玉成器二十載
誨人不倦愛心在  薪火相傳達四海

薪火傳承二十載  桃李滿門放光彩
春風化雨育英才  師生攜手創未來

初級組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初級組 1C 郭奕樂 2D 周呈曦 1B 陳焯棟 1B 王芷悠 1D 謝儲謙 2A 何樂謙

中級組 4A 李晴朗 4C 何濬而 3B 蔡依諾 3A 吳庭熙 3A 黃樂徒4A 鍾獻凱

高級組 5B 王卓盈 5B 譚沛琳 6B 林渙蓉 5A 高宏謙 5B 黎凱嵐 5D 袁以浚

亞軍  5B 譚沛琳

季軍  6B 林渙蓉

循循善誘  繼往開來育英才
悠悠廿載  春風化雨深情在

慶賀南官二十載  桃李滿園花盛開
德智體群美覆蓋  薪火傳承育英才

冠軍  5B 王卓盈

南官創校二十載  春風化雨育英才
師生互勉傳頌愛  快樂學習創未來

高級組

冠軍  1C 郭弈樂

中級組
冠軍  4A 李晴朗

南官創校二十載  桃李滿門遍四海
積極人生放異彩  盡我所能創未來

季軍  3B 蔡依諾

南官校慶二十載  默默耕耘育英才
桃李滿門充滿愛  師生攜手創未來

南官創校二十載  培育無數好人才
師生合力顯風采  盡展所能迎未來

亞軍  4C 何濬而

訓輔組：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南官有禮、守規」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1B袁鋐熹  2D陳映羲  3A黃樂徒
4A鍾獻凱  5B陳柏煒  6B周緯諾

亞軍
1A胡卓軒  2D馮霈津  3D庾  悅
4B譚沛瑩  5C李柏賢  6A劉卓悠

季軍
1A陳梓源  2A陳彤蒑  3A梁子力
4A黃敏珈  5D袁以浚  6A胡熙林

視藝科：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冠軍 6A伍君錡

樂活博覽2020
「郊遊樂滿FUN」

填色比賽
優異獎

1B趙子菡  1C林芊仴  1D許梓悠
2B黎朗伽  2C楊宛鑫  3A黃考孜
4A伍穎芯  4B凌心兒  6A李芯賢
6A楊其臻  6B莊愷源  6C梁仲軒

6D梁鎧然

「小魚字游樂」
填色比賽

冠軍 1C林芊仴

優異獎 1B張栩樂

第十二屆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
大使

6A伍君錡

音樂科：
獎項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第十二屆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5A梁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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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視像教學，讓同學能有系統地持續學習，保持學習
動力。回想當日學校推行視像教學，縱然大部分老師對這教
學模式全無經驗，但憑藉上下一心，迎難而上的決心，最終
能排除萬難。

    同學們對視像學習充滿期待，他們的學習表現教人喜出
望外。平日在課堂上很少舉手回答問題的同學，今天他們會
主動開腔回應老師的提問；以往做功課表現得「龍飛鳳舞」
的同學，現在字體整齊端正，而且每次上課總是最早上線。
這一點一滴，令我感受至深。

    因疫情而停課實屬不幸，但慶幸的是同學們經此一
「疫」，學會珍惜學習機會。視像學習，對同學來說，是刻
骨銘心的體驗；視像教學，對老師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
戰。無論是同學或是老師，經歷過視像教學，在「學」與
「教」都有所成長。期望疫情早退，大家可以早日重返學
校，讓歡聲笑語再次洋溢校園每個角落。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學校需要在二月初開始停課。為
了讓學生能夠持續學習，學校決定採用視像教學，期望學生在停課期
間，老師能夠與學生以互動形式學習，當學生遇到學習困難時，有機
會即時向老師詢問，老師亦可以作出回饋，令教學更有效能，教師更
能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全體學生於2月27日開始進行首階段的網上實時學習，先以中
文、英文及數學為主。及後，我們更加入常識及其他術科課堂，豐富
學生的學習範疇，貫徹實踐「停課不停學」，務求緊貼教學進度，讓
學生與老師有互動接觸，促進學習效能。

實時視像教學‧保持師生互動

教師心聲
王淑德副校長

    謝謝余校長的帶領和老師不斷的付出。
好感恩，學校在停課階段，很快便實行網上
教學，而且亦做得非常好！完全可以做到
「停課不停學」。南官同學亦很厲害，很快
適應這種學習模式。小兒現時八歲，他會自
動自覺地在上課前開iPad準備，然後專心上
堂，做完功課後就上載功課予老師批改，
之後會做一些網上練習或看書，每一天過
得很充實，亦不用父母操心和擔心。我相
信，我們南官同學們會好好珍惜這次難得
的學習機會。

    今年的農曆新年假期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影
響下，變得特別漫長，開課的日子也遙遙無
期。學校為了讓我們在這段期間持續學習，開
始了網上授課。我們需按照學校編排的時間表
上課。

    我們在網上上課時可以錄影課堂的過程，
可以以截屏的方式摘錄筆記，可以與老師和同
學即時對話，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在學校進行課
堂學習，因為有時網絡不好就無法上課，也不
能與同學及老師面對面交流。

    雖然我們整天都對着電腦上課，的確有點兒辛苦，但在我們背後默默耕
耘的老師們不是更辛苦嗎？他們不但要預備網上學習的學材，還要在電腦前
為我們批改作業，真辛勞！老師，感謝你們！

    我相信黑暗的天空總會再次出現晴朗的時候，這個疫情也會很快結束。

陳仲恩女士（3A陳正珩同學）

6D 黃暄詠同學 

家長心聲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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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校舍
    為了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學生的

健康，學校在復課前已全面清潔校舍

並消毒。學校於5月29日安排了與香

港科技大學合作夥伴的機構替校舍進

行消毒。科大研發的新型智能殺菌塗

層（MAP-1）據報能有效殺滅99.9%

高傳染性細菌和病毒，有效防禦新型

冠狀病毒，能讓家長及學生更安心。

加強防疫
    學生每天於上學前在家中量度體

溫，並記錄在體溫表上。在進入學校

時，由家長義工替他們量度體溫，用

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加強防疫措

施，讓學生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下，逐

漸回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

    為了迎接學生復課，學校除了進行全

面消毒外，亦十分重視學生的精神健康。

因此印製感受卡及訂立目標的表格，好讓

學生抒發在停課期間的感受及在復課後定

立短期目標。班主任更於復課首天讓同學

暢談自己的感受，同學均表示掛念老師和

同學，以至校園的一草一木，大家感受到

彼此之間的關懷，好將停課期間的不快拋

諸腦後，勇往向前！

復課後訂立的目標

2B黎烙因

1C卓意行

3B蔡依諾
5B區庭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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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計劃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

劃的結業嘉許禮已在2020年7月11

日順利舉行，是次結業禮別具意義，既是

本校第一屆「成長的天空」的學生完成三年計

劃，正式畢業的日子，又是他們升中前，在校的最

後一次的活動。

    透過這三年「成長的天空」計劃，由香港青年協

會青苗計劃的社工帶領學生進行小組活動、戶外活動

及家長分享會等等，令學生能夠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

技能和態度，並裝備他們有信心面對升中後可能遇到

的挑戰。

     在結業嘉許禮上，除了回顧學生的成長點滴，見

證他們成長的轉變，更讓家長與學生真情流露，感

受到家長對子女的關愛與支持，場面相當感人，

亦為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活動畫上完

美的句號。

復課後的畢業典禮   簡單而隆重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然持續，「2019-2020畢業典

禮」以簡單而具紀念意義的形式於6月26日在校內禮堂舉行了。

　　典禮雖然沒有主禮嘉賓，但仍然得到家長教師會主席馮淑儀

女士、校友會主席鍾均華先生及多名校友撥冗光臨，令典禮增

光不少。典禮上，余校長提醒學生要感恩父母的栽培，銘記同

學和老師一同成長的印記；他更鼓勵同學遇到困難的時候，要

敢於面對及勇於克服。最後，四班同學分別接過校長頒發的畢業

證書，象徵着小學學習階段的完結。

　　今年，四班同學以另類形式來感謝父母及師長的

教導，他們預先錄製「畢業生感言」，透過心聲感謝老

師多年的教導，台下一眾家長皆能感受到同學真心、真情和真意。他

們簡單精彩的演出，得到台下熱烈的掌聲讚好，畢業典禮也就此圓滿

結束。之後，他們更抓緊時間，在操場與家長及同學合照，雖然大家

戴着口罩，但仍然樂此不疲，拍攝戴上口罩的校園照片。在此，衷心

祝願各畢業生升中後努力學習，勇敢面對新挑戰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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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家長教
師座談會已於201

9年10月26日（星
期六）

順利舉行。當天，
家長踴躍參與「與

校長有約」活動，
積極

與校長交流，現場
氣氛熱烈。為了讓

老師和家長有更多
互動

溝通的機會，我們
更安排家長與班主

任及科任老師會面
，讓

他們了解孩子的學
習情況，互相交流

學生在家在校的表
現。

家長教師座談會反應熱烈，會場坐無虛席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2019年10月26日（星期六）下午在學校禮堂舉行。會上，家長教師會主席馮淑儀女士報告會務，介紹過去一年家教會積極與學校一起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親子旅行、親子齊種水仙花班、親子瑜珈班及家長講座等。司庫吳翠儀女士報告家教會的財務狀況，會上亦介紹南官學習基金的用途，用以購買活動材料及資助部份學生參加比賽。會上，家長會員一致通過有關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學生家長與班主任會面的時間，各人都暢所欲言，樂也融融

家長教師座談會

家教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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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得到家長及同學支持的「親子齊種水
仙花」活動，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星期六）早上舉行，共 60組家

長及學生出席。當天由前任家長教師會委員許李靄婷女士（畢業生許家俊媽媽）
出任導師，義務與家長分享栽種水仙的要訣。許太先與家長們分享挑選水仙的心得，
之後指導大家割水仙的方法及技巧，最後講解有關照料水仙花要注意的事項：今年
課堂與大年初一日期比較接近，只有三星期便過年，家長除了要為水仙花勤換水

和吸收陽光外；如果水仙花未能趕及開花，也可以用燈光照射，加速它
們開花。在此，我們衷心感謝許太的支持及指導。

親子齊種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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