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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變化，自春節假期後，我們在校園再見面的時間已是6月份了。春節時
綻放的鮮花已是落英繽紛。洋紫荊在春風裏怒放著一樹的紫紅色，偶爾傳來幾聲鳥鳴，令整個教大賽
小的校園顯得愈發幽靜。
各位同學，我們已經進入一種嶄新的學習狀態。因應這一次蔓延全世界的疫情，我們在雲端相
聚，進行了網上學習，以網絡世界開啟了我們的新學段。在此，我感謝學校教師團隊專業合作、敢於
創新、追求卓越及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精神，為做到停課不停學創設了切實可行的平台。同時，我也感謝
陪伴著子女成長的家長們，在逆境之下仍然不遺餘力支持學生學習、支持本校。另外，我還要讚賞教大
賽小的各位同學，儘管無法回到學校上課，大家都能在家積極面對不同的學習模式，投入學習，完成老
師分配的學習任務。這正好體現本校校訓「熱愛學習，追求卓越」的精神。
這次疫情，可以說是我們人生中最特殊的一次經歷，因為它正在給我們上一堂真實的生命教育課。在這裏，我希望大家能多思考，
多關心疫情、國情和世情。猶記得在開學典禮上，我們以「愛」為主題展開了本學年的學習歷程，希望同學們學會常常用愛來看待生活
中的事物，學會感恩、學會分享、學會服務他人，一如在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以無私無畏的精神，走上工作崗位，為挽救病
人的生命忘我地勇往直前。同學們，雖然我們不是醫護人員，但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在這個特殊時期彼此關懷，互相包容，更重要是努
力學習，裝備好自己，讓自己儲備足夠的實力面對未來的各項挑戰。
最後，請你們把這次特殊的經歷與本學年的學習活動一起寫進你們記憶的深處。希望大家同心協力，為對抗疫情擔當好自己應有的
角色，期待我們在校園相聚的日子。
杜莊莎妮校長
二零二零年四月

3/9/2019
校監與全體教職員共晉午餐
校監許俊炎先生與本校教職員於香港教育大學中菜廳
共晉午餐，分享個人的生活點滴及教學心得。席間許校監
對全體教職員表達了親切的關心和慰問，大家共度了一個
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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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6/9/2019 小一適應周
為協助小一新生盡早適應小學校園的學習生活，本校每年均舉辦小一適應活
動。本年的活動內容包括：認識新同學及老師、校園導賞、情緒攤位遊戲、
課堂體驗、愛心大使活動等。同學們表現積極，很快融入小學校園生活。
跟隨老師學做護脊操

聆聽外籍英文老師講故事

同學們課堂表現積極

學唱校歌

和班主任一起閱讀圖書

4/10/2019 敬師日
今年敬師日，我校家教會舉辦了一場家長也敬師活
動，以此表達對老師的敬意。校監許俊炎先生及
家教會主席張偉文先生也出席了本次活動。活動當
天，全校師生及家長代表齊集學校禮堂，觀看了一
段有關敬師日由來的影片，讓學生明白敬師日的意
義。另外，學生也錄製了一段影片，在影片中學生
向老師表達了對老師的教導和關懷的感激。最後，
每班家長代表邀請全體老師上台致送紀念品。

2-4/10/2019
小五歷奇訓練營
學校為小五同學安排三日兩夜的歷奇訓練營，期
望透過不同活動，讓學生學習到合作技巧、解難
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從而幫助
學生正向面對未來的新挑戰。
同學們的表現獲得老師和教練的讚賞，當中特別
值得欣賞的是同學們全程投入，面對各項挑戰皆
毫不畏懼、勇於嘗試，盡顯團隊精神。盼望同學
可以將這次的深刻經歷銘刻在自己的成長回憶
裡，並將學到的正面積極態度運用在生活上。

由來
學生們觀看一段有關敬師日
。
意義
日的
敬師
明白
片，
的影
家教會主席張偉文先
生代表家長及學生向
學校老師致送果籃，
向老師表達謝意。校
監許俊炎先生和校長
杜莊莎妮女士上台代
表接受果籃。

全體學生到禮堂參與敬師
日活動。

家長代表及學生向全體老師致送紀念品並上台合影留念。

7/12/2019 家校同樂嘉年華
由家長教師會協助舉辦的「家校同樂嘉年華」已於12月7日在校內順利舉辦，並獲
得一致讚賞！家長與學生都樂在其中，紛紛拍照留念並感謝學校提供一個機會加
強家校合作。活動當天，超過二十個攤位通過多元化遊戲互動方式推動各學科學
習，讓家長和學生一起享受學習與分享的樂趣。學生在完成攤位遊戲後，均可獲
得印章以換取禮物，禮物換領攤位一直人頭湧湧，最後每位學生都拿著禮物歡欣
雀躍地拍照記錄下開心的瞬間。

在中文老師的指導下，兩位
小妹妹也能一秒變成書法
家，寫得一手好字！

莊校長與同學及家長一
起分享喜悅。

儘管烈日當空，仍
無阻同學們在彈床
上蹦跳的熱情。

經過三天的訓練營，我們都感到很滿足！

從活動中學會互相欣賞，
跨過不同的難關！

在老師細心教導和幫助
下，學生用木板在機器
上切割出不同圖形。

老師、家長和同學不僅收穫了開心，還收穫了
知識，每個人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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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8/2019 北京學習團
2019年8月18日至23日，本校八位風紀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局及國家教育部合辦的香港師生北京
學習團，除參觀了北京體育大學、頤和園、人民大會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博物館等
景點外，還可以與奧運跳水冠軍李娜及航天員楊利偉見面，學習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一
直努力不懈的精神，獲益良多。

出席人民大會堂舉行的
《基本法》講座

前往世界機械人博覽會參觀學習

用液態金屬製作裝置藝術品

到人民大會堂參觀
到首都博物館學習歷史文化知識

在北京體育大學的雕塑
前合照

到清華大學感受學習氣氛

13/9/2019
機電工程署互動遊戲
機電工程署於9月份在本校進行
為期約兩個星期的教育活動。活
動內容包括在9月13日到校為小
四至小六學生進行主題為能源效
益的講座，於9月25至27日提供
展板介紹能源效益的最新資訊及
安排本校各級學生於校園內進行
互動資訊遊戲。學生們在活動中
了解到平日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參觀頤和園

24/10/2019 學校旅行
本年度學校旅行分小一至小二
年級以及小三至小六年級兩組
進行。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
在老師的帶領下前往錦田鄉村
俱樂部開展親子一天遊。三至
六年級的同學在老師陪同下前
往浸會園共享快樂時光。

家長和學生進行親子活動

學生透過展板的介紹培養
節約能源的正確態度。

學生與老師一起野餐
高年級學生在浸會園遊樂場遊戲

同學們於四樓半圓劇場進行能
源效益的互動遊戲。

介
機電工程署人員為本校學生
紹可再生能源的設施。
低年級學生在錦田鄉村俱樂部進行各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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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2019
活現書中人及公益金便服日

18-19/7/2019 書展
本校一向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承教聯會聯同亞洲週刊
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合辦《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書展活
動，本校邀請小五學生參與此項活動，鼓勵學生閱讀及培養學生
的寫作興趣。出席學生可獲150元的贊助書券，在書展內購買喜
愛的圖書，並可與來自兩岸三地的作家們接觸，在他們的指導下
現場作文，學生的作文將有機會集結成書。

為讓學生多參與社區服務、關懷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士，本校德
育及公民教育組與圖書科合作，舉辦以「活現書中人」為主題
的「公益金便服日」活動。活動要求師生閱讀一本以「愛」為
主題的圖書，然後選取當中一位喜愛的角色作進行扮演。公益
金便服日當天，本校舉行了「活現書中人
Catwalk Show」，讓學生有機會在舞台上
展現學習成果。師生們紛紛將自己打扮成最
喜歡的書中人物，在自己的教室內向全班同
學推薦圖書。班主任則會從中挑選表現優異
的學生作為代表，參與在學校禮堂舉行的班
級Catwalk Show比賽。本次活動提升了學
生廣泛閱讀課外讀物的興趣，也讓學生深入
一同參與活動，
了解故事人物的形象特徵。
樂在其中。

書展2019，學生積極投入作家分享
環節，並與作家周蜜蜜拍照留念。

逛畢書展後，學生全
神貫注專心寫作。

學習 走 出 課室

活動後來一張的大合照

全方位活動

同學們和老師都裝扮起來，

學生在展示
自己的裝扮

一起合照

31/10-1/11/2019 運動會
本校第十五屆運動會假香港教育大學白石角運動場分兩
天舉行。10月31日是高年級學生比賽，11月1日則是低
年級學生比賽。運動會上，學生們全情投入，為自己班
的榮譽努力作賽。而看台上觀看的家長及學生也不停吶
喊助威。現場氣氛緊張熱鬧，師生家長共度精彩的兩
天。

老師們擔當裁
判一職，忙得
不亦樂乎。

不論男生女生，賽場上的低年級學生都竭盡全力。

田賽項目中的
高年級學生

家長在親子項目中一展拳腳

校長為獲獎學生頒發獎項。

20/12/2019
聖誕匯演及聯歡會
本校聖誕匯演及聯歡會於12月20
日在本校禮堂進行。本年匯演繼續
以「教大賽小天才表演」為主題。
同學們在台上表演節目包括：音
樂、舞蹈、功夫、魔術、體操等，
足見本校學生多才多藝。本次聖誕
匯演為節日增添了歡樂的色彩。

表現出色的學生能獲得
學校頒發的獎牌

有參賽學生表演
芭蕾舞

穿上傳統服飾的女生在
表演中國武術，可謂「
巾幗不讓鬚眉」

來，
全班同學裝扮起
齊唱聖誕歌

參賽同學組成合
唱隊伍，一展美
妙的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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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及4/11/2019 開放電子學習課堂
自2011年起，本校發展「電子書包計劃」，作為小學電子及創新教學的先驅，本校積極與教育界的同工分享學教經驗。
2019年10月30日及11月4日，本校應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及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紹祥教授邀請，由羅金源高級主任
及林竹老師開放數學及中文科的電子書包班課堂予教大進修的在職老師觀課。觀課老師均予以正面回饋，江教授亦稱讚本校電子課堂
的整體效能高。

羅金源高級主任向來賓介紹
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概況

江紹祥教授觀察學生在電子

課堂上的學習情況

中文科老師在電子課堂上指導
學生學習

05-06/11/2019
Microsoft Global Learning Connection 2019
全體電子書包班同學於11月5日及6日參與了Microsoft Global Learning Connection
2019活動，運用Microsoft Teams webinar及Skype與台灣、埃及、俄羅斯、印度、
孟加拉、越南、馬來西亞、日本、澳洲及菲律賓等地的師生進行互動及文化交流，應
用資訊科技放眼世界，建構學生世界公民的意識
學生與台灣左營國小師生進

學生以普通話向台灣師生介
香港傳統節日

紹

4A班學生與台灣屏東縣石門國小師生合照

行英語交流活動

6A班學生與馬來西亞師生進行Mystery Skype活動

12/12/2019 Learning & Teaching Expo
本校一直積極推動科技及創新教學方式，成效為教育界所認同，本校師生分別獲邀於學與
教博覽2019作成果展示及經驗分享。其中，四年級跨學科活動的學生作品「樂舞雲裳」於
InnoSTEMer(Showcase)中展出。校長杜莊莎妮女士在博覽中分享本校推展科技及創新的經驗。
羅金源高級主任、郭淑瑩高級主任、蔡湘儀主任及卓煒嫻老師分享電子教學在各科運用的經驗。

本校學生向參觀展覽人士介紹跨學科活動作品

本校電子教學骨幹教師合照

莊校長在論壇上作經驗分享

莊校長與在場嘉賓合照

學

術

交流

5/11/2019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學生訪校
50位就讀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
到訪我校，不僅參觀了校舍，了解小學學習環境，更通
過觀看課堂以及一系列分享交流講座，進一步了解了小
學課程、教學方法、課堂常規、小一適應計劃、以及兒
童在適應方面遇到的問題等。

來賓到一年級教室
進行觀課

黎月華高級主任和
伍卓施主任向來賓
介紹學校概況

來賓為課堂上表現優異
的學生鼓掌

6/11/2019 教大國際交換生到本校參觀訪問
2019年11月6日，40位來自歐洲及中國大陸的交換生到訪我校，以了解香港的小學教育體
系。他們表示，整潔亦富有生機的校園為學生營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恩威並重的課堂亦確
保學生在身心健康成長的同時，得以獲得全方位的發展。
交換生在校門外合照

交換生在英文室觀看外籍老師授課

本校教師帶領交換生參觀校園

交換生翻閱本校的課
室圖書，了解本校學
生課外閱讀情況

交換生在本校會議室認真地撰寫交流心得

12/12/2019
「 STEAM 蒸蒸日上：
生活中的數理人文」計劃
中文科本年度參加了「 STEAM 蒸蒸日
上：生活中的數理人文」計劃。計劃於五
年級推行，旨在鼓勵學生廣泛閱讀科普人
文類讀物，並通過多元的探究成果分享活
動，提升中文閱讀及寫作能力，藉此培養
科學探究精神。

計劃提供的資源甚多，
除教師工作坊、講座，
更給參加學校送贈科普
圖書，供學生借閱。圖
為部分贈書。

6/12/2019
大埔區教師發展日
常識老師分享

計劃由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主辦，語文
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支持及語文
基金撥款推行。
圖為香港教育大學中文系梁佩雲博士、張壽洪
博士及何志恆博士與本校教師商討計劃細節。

14/12/2019
中文老師參加教育大學研討會

黎月華高級主任及李家陽老師在
大埔區教師發展日中，於STEM
學習會場分享主題為「如何校本
化教育局的STEM學習教材」的
教學經驗。
兩位老師獲發紀念品。

黎月華高級主任分享教材套
的理念。

贈書的題材極
廣，遍及天文、
地理、歷史、
藝術以至生活
常識，有助學生
開拓視野，增長
知識。

李家陽老師正與參與講座的老
師們分享如何使用教育局提供
的STEM教材。

本校與教育大學聯繫緊密，本校老師除了處理日常教學工作
外，亦積極參與在教大舉行的教學研討會，以把握時代脈搏，
將最新的教學理念帶回課堂，
促進學生成長。12月14日，本
校中文科老師參加由教育大學
文學及文化學系舉辦的第九屆
「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
研討會，並在會上向來自兩岸
四地的語文教育專家發表有關
表演說
本校中文科老師發
文本解讀的見解。

與會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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