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

第

49期校訊

校長的話
6月初，我們終迎來的復課的日子，在這漫長的停課期間，我們教大賽小的老師、職員甚至學生並沒有把工
作和學習停下來。我校專業的教學團隊透過網上教學平台進行實時教學，校務處的書記們不停接收資訊及準備不
同的資源，校工團隊為學校進行著「大清洗」，我們的學生也在這段時間裏堅持學習……在此，我衷心感謝教大
賽小的全體成員，感謝大家在這個艱難的時刻都能無私付出，譜寫出教大賽小抗疫期間的一段美妙樂章。
自2月停課以來，本校教師團隊本著「停課不停學」的精神，迅速發揮電子教學的優勢，以網上授課的形
式，分階段為小三至小六學生提供網上實時教學。而小一、小二的學生也能從網上下載老師們精心製作的各類網
上學習材料，繼續在家學習。網上實時教學的推動從制定、落實至全力推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確實走在香
港教育界的前列。
同時，我十分欣賞本校老師能抓緊抗疫停課的機遇不斷努力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在3月份，本校推動電子
教學發展的骨幹老師接受了微軟公司的訪問，分享了本校停課期間實行實時教學的推動情況。在4月份，全體老師共同參加了由香港大學舉
辦的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比賽，獲獎良多。其中英文科教師團隊以小六的「瀕危動物」為主題的教學設計，獲得此項比賽英國語文教育範疇
的優異獎；中文科教師團隊以小六的「電子互動學寫作，向醫護人員致敬」為主題的教學設計，獲得中國語文教育範疇的優異獎；常識科教
師團隊以小四的「昔日的香港」為主題的教學設計，更獲得歷史及人文教育範疇的銀獎。可見，本校各方面的綜合教學實力已經更上層樓。
本校學生在居家抗疫期間更是把「熱愛學習，追求卓越」的校訓發揮得淋漓盡致。除了按時完成每日基本的課堂學習外，學生們還在課
餘時間積極參加由本校提供的電子學習嘉年華活動之中。其中，三年級的同學通過利用視頻拍攝軟件，在網上分享了自己居家抗疫期間的學
習及生活情況；六年級學生則結合中文寫作教學內容，為全港醫護人員撰寫了一封封感謝信，並將信件寄往全港各大醫院，為醫護人員加油
打氣。
此外，我校的家長團隊也沒有閒下來。家長教師會及一眾家長義工，除為家長訂購防疫物資，更成立了「IT家長義工團隊」，協助有需
要的家長及學生解決參與網上實時學習的各類設備問題，又不停向教師送上鼓勵，把家教會的溫暖和祝福送到校園每一個角落。
最後，再次感謝教大賽小這個大家庭的每一個成員時刻能上下一心，眾志成城，將本年經歷的每一次挑戰轉化成發展的機遇。我寄望在
新的學年裏，大家繼續發揚守望相助，團結一致的精神，繼續將學校發展推向更高、更新的台階。
杜莊莎妮校長
二零二零年八月

7/1/2020 國家級話劇團訪校
為增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培養其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本校有幸邀請中國兒童藝術劇團到校演出，讓學生在頂級藝術殿堂裏欣賞兒
童戲劇精品，陶冶性情，豐富不同的學習經歷，擴闊視野。
劇團是次演出的劇目是《成語魔方》，選材於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積澱流傳下來的成語，當中包括兩個中國經典故事，分別是《東施效
顰》和《刻舟求劍》。學生們通過觀看生動的戲劇，增添了自身對中華文化的積累。

演出結束後，

編輯委員會

師生合照。
演員和許校監、家長及全體

師生們一起欣賞戲劇《刻舟求劍》。

藝術團演員為學
生演出《東施效
顰》劇目。

顧問：許俊炎校監  全體校董  杜莊莎妮校長       審閱：張錦欣副校長      主編：梁鎮楠老師  丘雪雯老師      特別鳴謝：林皓匡家長(家長教師會主席周洋明女士)
委員：梁振業高級主任 黎月華高級主任 羅金源高級主任 劉傲蘭高級主任 郭淑瑩高級主任 黃寶山高級主任 盧惠娟高級主任 鄧肇安高級主任 翁健華主任 何佩玲主任 余苡珊主任 伍卓施主任
陳倩雯主任 孫夢琦老師 鄺靈俊老師 林竹老師 卓煒嫻老師 陳祉嘉老師 林琬明老師 汪瀾老師 羅皓輿老師 李家陽老師 鄧珮琦老師 楊家榮社工 張嘉穎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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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六年級中文網上實時課 向醫護人員致敬

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五年級學習圈)
本學年中文組繼續參
與小學中文分層支援
教學學習圈計劃，與
其他學校共享教學資
源，持續優化校本五
年級分層支援課程。
此外，通過建立校本
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有系統地提升學生「
讀、寫」的語文能力
及全面支援有學習需
要的學生。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停課期間，六年級學生在中文網上實時課
上，給在抗疫期間一直不辭勞苦地保護香港市民健康的醫護人員
寫一封信，以行動表
達支持與關心。學校
把學生的作品郵寄至
醫院管理局，其後收
到不少醫院的回信，
表示同學的致謝信成
為醫護人員莫大的鼓
勵。是次活動不但讓
學生學會感恩，還讓
學生體會到文字的影
響力，有效提升寫作
校內展板，共全校同學
學生作品由老師張貼於
的興趣。

五年級科任龔老師開放課堂，通過觀課
和研課，進一步建立和發展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此外，還於聯校會議上，分享
「記敍文單元」教學成果及檢討，與友
校同工建立專業對話。

觀摩。

英文 科
本校英文科繼續參加教育局「小學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讓小三
學生與外籍英語老師進行每周三節的的英語課堂，透過豐富的英語
活動，學生能由淺入深地學習基本的英語社交和溝通技巧、閱讀及
語音技巧、詞彙及語文知識，以及各類文體的寫作，如電子郵件和
個人日記，從故事閱讀延伸寫作，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至於小四至小六學生，則與外籍老師於每周進行三節「閱讀及寫

同學們在「閱讀及寫作工作坊」透
過閱讀文學作品，學習相關的文體
寫作。

作工作坊」(Reading & Writing Workshop)，本課程著重發展閱

6A歐陽
心、6B 黎妙
銦及李欣慧
同學在比賽
中積極討論
回應，反擊
對方論點。

讀、提問、理解及寫作技巧，並整合校本英語課程，透過有效的教
學策略及活動，提高學生從閱讀到寫作的語言能力，豐富學習經歷
及興趣。
校外活動方面，本校4位五至六年級學生於2019年10月9日

同學們認真地為即將播放的
節目錄音。

本校4位5
至6年級學
生參與香
港電台舉辦
的 ‘The
Sunday
Smile’活
動。

參與香港電台舉辦的 ‘The Sunday Smile’活動，該活動
讓學生發揮英語能力，並了解電台節目的運作，獲得寶貴的
經驗。此外，英語辯論隊的5名組員於12月代表學校，以正
方主辯身份參加了本年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的英語
辯論比賽。經過準備比賽及不斷練習的階段，學生搜尋資
料、分析綜合、演說及發展詞彙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6A歐陽心、6B 黎妙銦、李欣
慧及 4A陳鈺熙在比賽中表演優
秀，在首次參加的英語辯論比
賽中榮獲亞軍。

本校英語
辯論隊隊
員在比賽
場上隊員
合照。

數學 科
本學年，數學科與教育局合作，參與適性化學習(Adaptive learning)
計劃。計劃進行期間，教育局項目主任及借調老師到本校與五年級
科任老師開展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活動。在備課會中，大家圍繞
面積以及體積兩個教學單元，共同設計教材，商議教學流程，當中
更加入電子學習等元素，以提升教學效能。課後，我們利用適性化
學習(Adaptive

learning)研發的電子學習平台，評估學生的學習情

況，該平台能適時給予學生及教師回饋，讓任教老師及早了解學生
學習的強弱項，以便調整教學策略，改善學教效能。本計劃所提供
的各方面資源對老師的專業成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教育局適性化學習參與人員到
5B觀課，當日課題為
《梯形的面積》。

教育局適性化學習參與人員
到5A觀課，當日課題為
《正方體和長方體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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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資訊科技科

常識科組於2020年1月18日
帶領學生參加獅子會中學舉
辦的獅子盃科技比賽2020，
用機械人作步行大挑戰。5B
莊文淵、5B李康瑤、5C劉
泇嬅、5C李學宜獲得金獎及
最佳設計獎，5A陳朗天、5A赫劉洋、5B陳焯珩、5B霍日親獲得
銀獎及最佳設計獎，恭喜獲獎同學。

本校電子學習及STEM課程的發展基礎穩固，
老師們善於引導學生發揮創意，藉助STEM課
程中所學到的知識，解決日常學習及生活中遇
到的困難。例如，我們讓學生從二年級起開始，從較簡易的不
插電編程技巧開始，循序漸進地學習編程；讓高小學生學習
Micro:bit、Scratch及Mbot等編程技巧，以發展學生的高層次
運算思維。

於疫情期間，常識科老師透過網絡組織學生參與聖文德天主教
小學舉辦的小玩意大道理設計比賽。其中5B鄭琛宜、5C梁雋
立、5C鍾善凝運用電子學習軟件Flipgrid拍攝參賽視頻，他們的
參賽主題為「用骨牌踢走新型冠狀病毒」。

在抗疫停課期間，我們透過網上實時教學的形式，進行了一系
列的STEM課堂，讓學生學習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成
功設計出與「防疫」為主題的小發明。生活科技平台Ezone雜
誌社於6月4日專程到訪本校，了解本校抗疫期間電子教學的相
關情況，並作出相關報道。
小五學生用
Ｍbot所創
作的智能吸
塵機

小四學生遞交的
Scratch課業

小六學生親
自設計的服
裝，加入電
子發聲的元
素，譜出悠
揚樂曲。

小四學
生創作
的洗手
提示器

復課後，常識科於初小課堂舉行STEM學習活動。學生運用
積木及電子零件設計出不同的機械小動物及動感遊樂場。

小五學生
運用光度
感測器製
作電子垃
圾桶

網上實時教學

停

課 不停學

小四學生創作的
家中運動裝置

10/2/2020至12/6/2020 網上實時教學安排
建基於本校電子學習多年的發展根基及經驗，並曾獲多屆Microsoft全
球Showcase School榮譽的優勢，本校在停課第二星期已於小四至小
六年級落實推動網上實時電子教學，以減少停課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隨後，小三學生於4月1日試行網上實時學習時，出現百人共聚的熱鬧
場面。4月12日，小三至小六學生居家抗疫期間的網絡實時教學全面推
行。而小一、小二學生則可以在家下載觀看老師錄製的教學影片，真正
實現「停課不停學」。

停課期間，本校分階段進行網
上實時教學。

小三學生於首日試行網上
實時學習，場面熱鬧。

17-21/2/2020 電子教學教師培訓
為促進教師電子教學技能登上新台階，本校於停課首兩週的下午為全體老師安排合共11節電子
教學培訓工作坊，每節40分鐘。內容涵蓋Microsoft Office 365教學軟件操作、課堂互動平台運
用、課堂管理軟件使用、評估與回饋的方法等，使老師全面掌握網上實時課堂所需的電子教學
技能及教學策略。

羅金源高級主任分享電子學習平台
Pear Deck如何應用於網上實時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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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20 保良局學生輔導服務「疫」境同行計劃
嚴峻疫情，停課多月，本校駐校社工關注學生身心發展，為本校學生、家長及老師推出「疫」境同行計劃活
動，以共同抗疫，為大家注入正能量。計劃横跨整個停課及復課階段，活動包括發放防疫資訊、居家親子活
動、製作多項舒緩情緒及壓力短片、網上成長課、家長及教師復課錦囊、復課成長課，並於復課適應期間邀
請學生填寫心情卡向他人表達關懷及派發小禮物，為學生打氣加油，協助他們盡快投入校園生活。

復課首日，班主任利用成長課為學生講解
復課後的心理調適方法

停課期間的學習材料十分豐富

24/3/2020
給學生家長的一封信
本校老師關心學生身心成長。在家居抗疫
期間，學生長時間未能返校。為了讓學生
感受到校園的溫暖，本校老師撰寫《給學
生及家長的一封信》，表達老師們對學生
抗疫生活的關心，分享老師家居抗疫期間
的生活趣事，並鼓勵學生樹立疫境自強的
精神，在保持身心健康的前提下，繼續在
家努力學習。3月底，信件分別以電子版
及實體版形式，送達每位學生手中，讓學
生倍感溫暖。

老師們把給學生的信
件張貼於各班教室門
上，讓學生出入教室
都能感受到關愛。

復課首日，我們向學生派發
小禮物，為學生打氣。

20-29/4/2020 分發實體課本、簿冊及課業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的情況，教育局宣佈由農曆新年假期後開始停課，停課歷
時四個多月。為了讓學生在停課期間能更好地跟進自己的學習情況，本校於四月中下
旬安排分發實體課本、簿冊及課業，以鞏固學生學習及減少停課對學生帶來的影響。
全體教職員共同努力，分工合作，將學生課業分科、分類、包裝及運送等工作， 順利
把課業送到學生家長的手中。

班主任和科任老師合作將學生課業
分類派發至學生桌面。

學校電梯、樓梯的出
入口也張貼有來自全
校老師的問候信。

老師用膠袋把學生的實體課本、簿冊
及課業包好，讓家長到校領取。

校工和教學助理將學生課業運送至地下禮堂，
等候家長前來領取。

家長有秩序地排隊領取
子女的實體課本、簿冊
及課業。

23/4/2020 世界閱讀日@padlet
今年世界閱讀日正值學校停課時段，雖然學生們不能一起在校園中享受共同閱讀的時光，但本校舉行了「讀出真善美閱讀相片集」，
利用網上平台Padlet 讓學生上載家中的閱讀相片與其他同學一同分享，活動反應熱烈，從相片中可見同學們陶醉於書海中的美態。

書永遠是人類的
好朋友真的沒
有錯!

疫情期間，雖然要留
在家中，幸好有圖書
倍伴同學們渡過漫長
的日子。

看到同學們閱讀的樣子，
真想看看她手上的好書!

這位哥哥給兩位小弟弟說
故事。

同學們把自己的閱讀生活照
片上載到Padlet平台上與大
家一起分享閱讀樂趣。

1-14/5/2020
電子書包學習嘉年華  
本校在停課期間以《我的抗疫生活》為主題舉辦「電子學習嘉年華」
。針對四種未來社會所需人才的能力：資訊素養、國際視野、搜尋篩
選資料能力及創意思維，設計四個電子學習體驗活動，讓學生更了解
「電子書包班」的學習模式，體驗如何將資訊科技融入學習和生活。  

本校學生運用Teams 視像會
議功能訪問台灣左營國小師
生，了解當地防疫措施。

三年級學生運用A Web
品。
Whiteboard製作的防疫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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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促進

業
專

發展

2020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本校教師積極推動電子教學，今年全體教師共同設計及提交了10份電子教學的
教案和教材參加香港大學主辦的「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2019-2020」比賽，結
果常識科獲得一個銀獎、中文科及英文科各獲得一個優異獎，值得欣喜。
科目

年級

主題

中文科

小二

擬人法

小四

人物描寫

小六

電子互動學寫作

校董江紹祥教授於畢業禮上為常識科獲獎老師頒

發獎狀。

向醫護人員致敬
English P4

數學科
常識科

Travelling in Hong Kong

P5

Describing cartoon characters

P6

Endangered animals

小四

四則運算應用題

小五

面積單元

小四

香港開埠後：日治時期

小六

STEM簡單機械

校董梁佩雲教授於畢業禮上為
中文科獲獎老師頒發獎狀。
校董王立勛博士於畢業禮上為
英文科獲獎老師頒發獎狀。

本校共提交了10份電子教學的教案及教材。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
庭先生及支援人員李宛
儀女士與本校課程發展
主任、中文科主任及四
年級科任老師進行共同
備課，優化説明文單元
設計，聚焦提升學生的
高階思維能力，以及培
養學生的正向思維。

教育局校本支援
課程領導專業發展
本學年中文組成功申請教育局專業支援服務，為學校培育課程領
導人員，並為學科建立專業的學習社群，進一步完善課程規劃，
繼而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思維能力、共通能力，以及促進學生
的品德情意發展。

25/10/2019 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於2019年10月25日安排全體教師參加校本專業發展
日活動，本次活動分上午和下午兩個時段進行。上午，我
們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詹浩洋博士到
校講解「如何在不同科目進行課程調適」。下午，老師們
圍繞「師德」的主題，根據教學工作上的模擬個案分組開
展分析及討論活動，並就不同個案的內容發表了專業的見
解。隨後，全體老師以集體遊戲方式開展了團隊建設及專

導學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
何在
「如
講解
到校
博士
浩洋
系詹
」。
調適
課程
進行
不同科目

教師們正討論及分析不同的個
案，並明白「師德」的重要。

業交流的活動，渡過了愉快而充實的一天。

8/4/2020
教師專業發展日@Zoom
本校於2020年4月8日為全體教師舉辦網上實
時的專業發展活動。上午，我們邀請了大埔浸
信會社會服務處的社工透過ZOOM網上平台，
為老師們講解如何將繪本教學應用於班級經營
及成長課的相關技巧。下午，老師們按照自己
任教的主科分組，進行電子教學交流，共同設
計及撰寫電子教學的教案和教材，以參與由香
港大學舉辦的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比賽。

全體教師透過Zoom網上平台參與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

校教師舉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為本
工作坊。
行「生命教育及品格教育」

EdUHK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JC

家長教師會

PS

主席的話
各位家長，很榮幸能成為教大賽小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家教會是學校及家長間
的重要橋樑，我們一方面積極參與及安排各種家校活動，另一方面亦盡力了解及反映家
長們的心聲和意見。我們深信，讓孩子在家校合作建立的關愛中茁壯成長並得到全人發
展，將來會成為懂得關愛尊重、富有責任感和能夠發揮無限潛能的社會棟樑。

第十三屆常務委員名單及職責
家長委員
主席

教師委員

周洋明女士

副主席

陳榕霞女士

黃玉瑩副校長   

司庫

程家敏女士

張錦欣副校長

秘書

司徒潔心女士

鄧肇安高級主任

聯絡

鄭美茵女士

余苡珊主任

康樂

余潔雯女士

何佩玲主任

總務

辛志堅先生

盧惠娟高級主任   

(第十三屆家教會家長及教師委員將齊心合力，讓家教會
繼續成為學校及家長間的重要橋樑。)

支援年級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2020年是令人憂心忡忡和充滿挑戰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和家人居家共處的時間多了，改變了很多生活常規，但相信同時
讓人倍感「家」的重要。「家」所帶來的溫暖感和安全感，正是支持
着大人和小朋友同心抗疫的重要泉源!在我們教大賽小的大家庭裏，
有着莊校長和老師們敢於創新的教育熱誠，憑著以學生為本的精神，
我校各級學生自二月初起，已能在 Teams 平台進行學習。同時，老
師們更會以陽光電話慰問家長和鼓勵學生。疫情期間，我們雖未能面
見，但仍能做到彼此關懷，真正做到停課不停學。在此，本人謹代表
家長們衷心感謝學校的安排及老師們無私的付出!作為學校及家長的
支援後盾，我們家教會亦在三月份成立了「IT 家長義工團隊」，支援
家長在使用 Teams 平台上遇到的問題。
家長義工子女的班別及姓名 (排名不分先後)

小一

郭爸爸(1B 郭海攸、郭皓泓及4D 郭海喬)
盧爸爸(1B 盧孝誠)

黃媽媽(1C黃昊燁)
葉媽媽(3 D葉思穎及 5A葉思謙)

小二

鄒媽媽(2B 鄒子諾)
許媽媽(3C 許雪蕎及 4B 許雪嵐)

陳媽媽(2C 陳韻之)
劉爸爸(2C 劉栢綸)

小三

鍾媽媽(3B 鍾信) 吳爸爸(3C 吳子瑜)

曾媽媽(3C 曾寶慧) 張爸爸(3E張毓雅)

小四

晏媽媽(4A 晏以清) 陳媽媽(4B 陳天一)

鄭媽媽(4C 鄭子澄) 羅爸爸(4C 羅以婷)

小五及
小六

楊媽媽(5A 楊信義) 莊媽媽(5B 莊文淵)

林爸爸(5C 林諾謙)
鄭媽媽(2E鄭瑋琛及 5B 鄭琛宜)

(本校家長在停課期間充份發揮互助精神。感謝「IT 家長義工團隊」無私的付出和貢獻。)

執筆其間，香港正遇上第三波疫情，面對「疫」境確實需要正向的心理素質。家教會在5月期間替部分家長報
名參加了一系列的網上講座，內容包括「培育卓越孩子敢於輸在起跑線」、「如何做孩子的心靈教練」等，家長
出席率更因不受時地規限而比平常為高。本屆家教會的其中一個重點發展方向便是為各位家長提供教育活動，如
有關啟發孩子潛能、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和 IT 素養等等，請大家密切留意稍後家教會發出有關教長教育的詳情，
並積極支持參與。
本屆家教會的各委員會繼續完善家教會的運作，協助家校溝通。在此，本人特別感謝上屆家教會發起「優化
學習環境及學校設施」的各項籌款活動，並以去年 12月的「家校同樂嘉年華」為是次籌款活動畫上完美的句點。
各項活動共為學校籌得共 50 萬港元，以讓學校可以持續營造更優越的學習環境供師生使用。本屆家教會將秉承
以往家教會優良的傳統，持續協助學校長遠的發展。最後，本人和各家委也想藉此感謝一班熱心的家長義工，讓
各項活動 (包括: 送舊迎新大掃除清潔比賽、家校同心抗疫齊齊訂口罩、家長校董選舉、家長也敬師等) 能順利進
行，期望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在疫情後學校舉行的家校活動中見﹗感謝大家!
周洋明女士

第一學段家長小型義賣
賽小小茶座

送舊迎新大掃除清潔比賽 (家長義工評判團)

家校同心抗疫，
齊齊訂口罩。

6月15日復課日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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