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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及開學日>
由於教育局宣佈本年度開學未能回復面授課堂，故此 9 月 1 日，學校進行了全校實時直播
開學禮，全體師生參加開學禮，主禮人是陶群眷校長、郭漢杰副校長及郭楚群副校長。首先，
陶群眷校長致勉辭，她勉勵學生要謹守本校校訓，積極學習。然後是行政主任、學生輔導人
員、新入職老師自我介紹，最後，進行了「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承諾禮。
典禮直播完結後，班主任繼續以 TEAMS 網課形式進行班主任課，同學們穿著整齊校服於視像
平台 Microsoft Teams 跟班主任及同學互相認識及交流，並進行有關感恩、珍惜、積極、樂
觀等主題的分享，談談在家抗疫期間同學如何善用時間閱讀、預習、幫忙做家務，並藉此機會感謝醫護人員、父母、
老師為他們付出的一切辛勞。大家也樂於分享做運動和培養興趣的心得，緬懷往昔在學校上學的日子，和家人一起在
家抗疫的親子時光。班主任與學生完成分享後，IT 組會把「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承諾禮誓詞發送
至各班 Teams 聊天室，由班主任帶領學生宣讀誓詞，讓學生透過承諾禮，培養學生常存感恩之心，盼望師生一同存
正向心態，面對各項挑戰。學生「讚好」誓詞以示作出承諾。最後，班主任講解各項開學注意事項，從而完成了不一
樣的開學日。

<九月網上教學>
本校於 9 月 1 日及 9 月 2 日透過網上學習平台 Microsoft Teams 進行
班主任課，並由 9 月 3 日(星期四)起，科任老師進行實時網上授課，利用視屏
講解教學內容及與學生互動，給予學生即時指導和回饋。9 月 3 日(星期四)至
9 月 28 日(星期一)，學校在下午為學生新增 3 項自選課程，同學可自由參
與，包括由社工主持的「午間好心情」、由圖書館主任主持的「開心 e 閱」及
由外籍英語老師主持的「English Channel」，每日參與人數大多維持於
200 至 300 人左右，特別是「English Channel」課程完全吸引到學生踴躍
參與。由 9 月 14 日(星期一)起，每周都會把前一周之中普、英文、數學及常
識四科主科的學習重點製作成教學影片，供學生隨時上網學習或重溫。學 校這
些安排，期望學生在課餘時間能按個人的喜好，可以多方面愉快地學習，培養
學生主動自學的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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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跨境生補考呈分試>
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15 日，學校安排 6 位五年級跨境學生
在深圳市思源學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110-6 號鋪進行 20192020 年度下學期五年級總結性評估，為跨境同學補考呈分試。除
了當地的老師外，陶校長、相關的主任及老師亦以視像形式協助
監考。考試已順利進行，試卷由本校前任教師袁蓁老師協助收集
及速遞到學校。學校收到所有呈分試卷後，在家長教師會主席見
證下，負責呈分試的老師開封了試卷，學校也已安排不同的老師
批改呈分試卷，以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方式進行各項補考的工
作，解決了內地生不能在香港應考的問題，消除了家長和學生的
疑慮，當中特別感謝梁校監的幫忙。學校將會於 10 月向教育局呈
報上年度小五學生下學期校內成績評核積分。

<校園開放日>
本校於 9 月 7 日至 9 月 18 日定為校園開放週，於 9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舉行校園開放日。開放日當天，本校預約並邀請了 88 個來自天水圍及元朗區的 K1 至 K3
學生家長到校參觀。參觀者除了可以到 G02 室看課程展板，了解本校各科課程特色及電子學
習之情況，並欣賞學生作品，還可以跟隨領隊老師從地面至三樓參觀校舍，認識學校設施。
各個參觀地點都有負責老師介紹各個特別室之設立理念、功用、設備及運用情況。在眾多特

別室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107 室(創意科學園)展示的 Lego、無人機、VR 及 121 室(科技創
意室)展示的 Microbit、電子積木、作品、VEX 機械人，家長們甚感興趣，不時提問，小朋
友也樂於試用設施和展品。今年更特別增設「英語樂科小」的時段(8:45-11:30)，由本校三
位外籍老師主持一個英文體驗課程，讓家長們及小朋友可以親身參與及體驗英文課堂。外籍
老師們的表達生動有趣，獲得家長們的讚賞。由於疫情關係，開放日沒有服務生及幼稚園生
排隊參與活動，雖然沒往日那麼熱鬧，下午天氣亦轉差，但每一個時段家長們和孩子們都落
繹不絕，家長們十分投入聆聽老師們的講解。此外，梁校監更到校支持各職工，為大家打
氣。開放日最終順利完成。

<敬師日>
9 月 10 日由家教會購買水果，兩名家教會委員來到學校，
送上心意給全校老師、助理、IT 組人員及職員，藉此感謝學校
全體人員的付出，大家收到水果後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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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面授課堂>
依據教育局指引，本校分階段回復面授課堂，暫時實施半日上
課。9 月 23 日(星期三)先讓一、五、六年級學生回校，二、三、四年
級學生於 9 月 23 日(星期三)至 9 月 28 日(星期一)期間繼續留在家
進行網上實時課，直至 9 月 29(星期二)所有學生回校復課為止。由
9 月 29 日(星期二)開始，所有學生回校依時間表 B 來進行學習，所
有課堂時間延長五分鐘，三個小息則縮短時間，以調節教學進度，放
學時間則維持不變。
為了減低受感染的風險，復課後，在課堂上學生均以「面對背」
方式單行排坐，以保持學生之間的距離。教師亦以單向方式授課，減
少進行小組討論活動。小息期間，學生只可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飲食，
不可與他人分享食物，也不可以一邊進食，一邊閱讀圖書。為免太多
學生聚集在洗手間內，學校亦會分批讓學生前往洗手間，學生須在洗
手間外排隊等候。學校所有防疫安排，務求使家長和學生放心。

<中秋節慶祝活動>
雖然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學生不能聚集進行群體活
動，但校園依然掛起了花燈，為學生舉行猜燈謎比賽，贈送小
禮物給參與燈謎比賽的學生，更向小一學生們送上色彩繽紛的
紙花燈，讓學生們可以感受到中秋佳節的氣氛。
此外，「科創長者學苑」為了讓長者能品嘗到月餅，於
9 月 30 日上午舉行製作健康冰皮月餅活動，由家長義工教授
長者製作健康的冰皮月餅，並關心長者近況。感謝家長教師會
眾義工們參與，當天共有 15 名長者出席，他們一邊做月餅，
一邊聊天，最後長者們帶着冰皮月餅回家，與家人同慶中秋。

<回收月餅罐>
一年一度的「回收月餅罐」活動已於 10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進行，同學們非常踴躍參與，環保大使亦積極地協
助老師收集及數算月餅罐數目，累計回收的月餅罐包括鐵罐及紙盒共 601 個，環保組的老師為參與的同學們送上小
禮物或 30 個獎印以示獎勵，回收的月餅罐則於 10 月 12 日早上全部交給了環保回收公司。此活動提升了學生善用資
源及減少廢物之環保意識，為綠色學校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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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舊校服>
為響應環保及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本校家長教師
會徵集了一批舊校服，並於 9 月 30 日上午以先到先
得的原則免費派發給有需要的家長。當天有 86 個家
庭受惠，大部分舊校服都已送出。感謝家長教師會委
員的幫忙。

<新華社訪問學校>
新華社記者及拍攝團隊專程到本校進行訪問。10 月 7 日(星期
三)早上，梁校監、許校董、冼校董、麥校董、陶校長及郭副校長
於校史館熱情地接待來訪的記者，首先邀請他們到三樓蝴蝶園及常
識室訪問兩位 6C 黃詠希、林振滔及 1E 黃梓墨，了解同學們對以普
通話為主要授課語言的看法及感受;接着到 5D 班拍攝李文綉老師教
授一節精彩的語文課，學生們皆專心地上課，記者也稱讚學生的普
通話流利，閱讀理解能力很高;最後，記者於校史館訪問梁校監及
許校董，了解創校至今學校「普教中」的情況，學校推普的心得及
成就，還有許耀賜校董在港推普的心路歷程。是次訪問非常順利，
訪問片段播出後，引起粵港深大灣區媒體南方都市報的關注，南方
都市報更邀請陶校長作專訪，並於 10 月 23 日刊登該報介紹「普
小」，讓更多大灣區居民認識及了解本校用普通話教學的心得及成
效。

<公益服飾日及萬聖節活動>
10 月 29 日是本校舉行「公益服飾日」籌款活動的日子，當天全校
師生興奮地穿上各式各樣的便服回校，並樂意捐出零用錢，積極為公益
金資助之「家庭與兒童福利服務」籌款，充分展現樂善好施的美德。這
次籌款活動共籌得 11288.5 元，所有善款均會全數存入香港公益金戶
口，作為資助兒童及青年服務之用。
為迎接萬聖節，學校佈置了有趣的萬聖節裝飾來營造節日的氣氛，
本校三位外籍老師更特意打扮成女巫和恐龍，於 10 月 29 日及 30 日學
生早上進校、小息及放學時段與同學們進行「Trick Or Treat」遊
戲，並送上美味的糖果，同學們均非常雀躍地參與遊戲，當天全校學生
皆感受到歡樂的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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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講座暨 P1-P3 家長教師交流會>
鑒於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本校原定於 10 月 9 日(星期五)舉行的「P.1
-3 評估講座暨家長教師交流會」改為通過 Microsoft Teams 網上視像形式
進行。當天家長踴躍參與交流會，在網上與班主任及中、英、數科任會晤，
認識各科任老師對學生的要求，幫助學生學習的方式，以及了解學校運作。
此外，家長也出席了評估講座，了解學校的評估安排，並向校方反映意見，
促進家校的交流和合作。

<正向溝通家長講座>
為提升家長管教技巧和家庭和諧的關係，本校於 10 月 12 日(星期
一)上午邀請了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區伙伴計劃社工舉辦「正
向溝通家長講座」，講座以網上視像平台 ZOOM 舉行，當天早上共有 34
位家長參與講座，讓家長認識依附關係對親子關係的重要性及了解個人
的成長與子女管教的影響，並透過觀察子女的日常生活，鼓勵家長參與
其中以提升親子關係，以及讓家長們可以認識到親子關係的重要性。

<上學期跨境生進展性評估>
鑒於疫情影響，跨境生仍未能回港復課，自 9 月開學以來，學校
以 Microsoft Teams 為跨境生安排課堂，而為了解學生對學習重點的
掌握，學校於 10 月 22 日至 28 日為全校學生進行進展性評估，而跨境
學生之評估則安排同步網上進行。他們在家中完成評估後，由科任老師
於網上批改，並給予回饋。今次的進評成績之表現不會紀錄或計算在成
績單內，跨境生和家長可以放心。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
本校 2020-2022 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已於 10 月 28 日
舉行。本次選舉共有 12 名家長參選，每位家教會會員最多可投 8 名
參選人。全校家長及教職員均踴躍投票，截至當天中午 12 時，投票
率高達 74%。當天由 8 位家長義工協助點票，並由選舉主任陶校長及
其中 10 位候選人監察整個點票過程，以確保是次選舉公平、公正及
公開。最後由張美怡女士、李琴女士、姚翠嫻女士、鄧慧賢女士、甄
梅娟女士、蔡小莎女士、張珊珊女士及張穎女士成功當選。隨後家長
教師會於 10 月 30 日召開常務會議，會議中進行委員互選，決定由張
美怡女士成為新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姚翠嫻女士成為副主席，其他
委員職位詳情亦於 11 月 2 日以通告形式公佈。感謝各位參選人願意
付出時間和精力參與家教會活動，推動家校合作。恭喜所有當選的新
一屆委員，同時也感謝上屆委員辛勤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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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洛神花果醬製作活動>
校園內種植了許多漂亮的洛神花，現正是收成季節，故本校於
10 月 30 日下午特意舉辦「親子洛神花果醬製作活動」，共有 20 個一
年級的家庭參與，他們除了學習製作洛神花果醬外，還可以學習到環
保的知識，更可以促進親子關係。家長和學生都十分投入，最後他們
滿足地帶着一瓶瓶洛神花果醬回家，與家人分享，在此感謝環保組老
師們的幫忙。

<「書送快樂行」閱讀活動>
本校於 10 月 30 日下午舉行「書送快樂行」選書贈書活動，當
天陳蘭芳老師帶領 13 名學生到新蒲崗的「蒲書館」，每名學生獲贈
100 元綠色代用書券，並在「蒲書館」選取自己喜愛的圖書。學生
們都沉浸於閱讀的樂趣中，流連忘返，最後學生們更是滿載而歸。

<星章獎勵計劃>
為了獎勵在學校各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陶校長分別在本年 7
月 14 日、10 月 22 日及 10 月 23 日邀請上學年在「星章獎勵計
劃」中，各級獲得獎勵護照數目最多的首五名學生共進早餐或午
膳。首先，陶校長在 7 月 14 邀請一年級學生吃美味可口的麥當勞
餐，每位小朋友進食時都使用學校新訂購的做飯擋油板，安全衛
生;飯後陶校長與學生們玩遊戲彼此認識，輕鬆又愉快。10 月 22
日，陶校長邀請三至四年級學生共進午餐，餐後帶他們到各個新裝
修的特別室參觀，同學們感到既新奇，又興奮。最後，陶校長在
10 月 23 日請五至六年級的學生用膳，與他們說說校園生活點滴，
談談將來的理想，氣氛溫馨和諧。能跟校長一起共進午餐實在難能
可貴，希望全校更多同學努力地累護照數目，也來跟陶校長吃飯和
聊天，親嘗一頓珍貴而難忘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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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工程>
10 月 23 日大修工程已派員維修了禮堂窗戶，暑期大修工程及小
型工程已全部完成。「科技創意室」(Dream Chasers)工程亦已全
部完成，學生們可享用全新裝修的 121 室上嶄新的木「科技創意科」
課堂，格外興奮和留心; 校史館也正式啟用，用途廣泛，例如可作為
開會、接見嘉賓及訪客之用。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為慶祝 20 周年校慶，讓家長、學生及校友藉此對學校表達祝福與關愛，學校將會陸續舉行一連串的慶祝
活動，十月份開展活動如下﹕
科目
中文科

比賽名稱
《二十周年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二十周年校慶生日卡設計比賽》

視藝科

《二十周年校慶《20》字體設計比賽》
《二十周年校慶畫報設計比賽》

音樂科

《校慶歌曲填詞比賽》

另外，學校亦會舉行 20 周年籌款活動，藉此優化學生的學習環境，配合學校發展及提升支援學生的學習
動機。本校裝修了社工室及擴建校史館，拓展服務及增加活動空間；為了增加學生展現平台，現已擴大雨天
操場一的講台及設計音樂牆；為了提升學生 STEM 能力，亦正規劃及整合本校的 STEM 教育課程及把原有的電
腦室改裝為「科技創意室」(Dream Chasers)。各項工程費用開支不菲，十月已向各位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
進行募捐活動，集腋成裘。有關款項詳情如下﹕

日期

項目

籌得款項

08/06/2020

感恩小盆栽義賣活動(P.6)

$1740

13/07/2020
05/10/2020

14/10/2020

二十周年校慶及改善校園設施籌款活動(P.6)
(畢業生感恩籌款)
二十周年校慶及改善校園設施籌款活動(P.1-P.6)
(全 校 家 長 籌 款 )

感恩香皂花義賣活動(P.1-P.6)

$19372
$20043

$13450

衷心感謝全校家長及同學慷慨解囊，支持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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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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項目

FUN FUN Arena

香港數學比賽 2020 網上比賽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創意藝術發展協會

菁藝盃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創啟文化及藝術協會

元朗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1 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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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
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彩繪夢想 2020

2020 國際藝術才藝比賽

「我的祖國我的家」短片創作賀國慶

得獎學生
6C 蔡熙儀
5C 梁隽睿
5D 張宇祥
6A 林心蕾
2019-20 畢業生
5D 林紫琪
5D 莫曉羽
6C 張宇晨
6C 林振滔

獎項
小五組銀獎
中童組銀獎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金章
金章
金章
金章

6A 劉芷晴
2019-20 畢業生

金章

6C 趙雨薇
2019-20 畢業生

金章

6D 梁凱桐
2019-20 畢業生

金章

6D 曹采喬
2019-20 畢業生

金章

6D 沈穎希
2019-20 畢業生

金章

6D 許詠棋
2019-20 畢業生

金章

6C 廖釨灃
2019-20 畢業生
5B 潘凱澄
4A 陳建威
3B 張懿淳
3B 洪曉嵐
3A 李詩柔
2A 黃梓彤
3A 司徒詠曦
4D 黃睿琳
5C 黃天樂
5D 林紫琪
5D 莫曉羽
5D 程俊軒
5C 章羨儀
6D 李思蔚
6A 黃思嵐

銀章
兒童 A 組冠軍
兒童 A 組亞軍
兒童 A 組季軍

兒童 A 組優異

兒童 B 組季軍

兒童 B 組優異

6B 陳琦婷

兒童水彩畫 B 組季軍
特殊榮譽獎

4C 吳卓霖

舞蹈初小組金獎

4A 鄧智銘

冠軍

2A 張子萱
3C 張婧潔
4C 郭子路
5C 黃子桐
6D 曾伊倩
2019-20 畢業生

正能量獎
優異獎
入圍獎
入圍獎
入圍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