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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香港，本學年同學需要透過線上線下學習，達致「停課不停學」
的願景。雖然同學的學習成效可能未如理想，但校長見到大部份同學都能秉持校長在學期初提
及達到「堅毅」的三個任務，即是一、遇到困雖，不會害怕；二、努力嘗試，永不放棄；三、
持之以恆，堅持到底。同學如果能夠常存堅毅精神，抱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努力學習如何
面對生活和成長的挑戰與困難，那麼定能在各項事情上獲取佳績。
本校同學於本年度在兩項東華三院聯校比賽中獲得殊榮，正好見證
同學積極參與比賽，秉承「堅毅」的精神。原定於在2020年初舉行的
「東華三院150周年聯校歷史問答比賽暨頒獎典禮」決賽因疫情持續肆
虐，決賽日期亦相應作出了三次修訂。在這段期間，同學仍然堅持不
斷溫習，保持備戰狀態。終於在11月14日舉行的總決賽中，經過三個
會合的必答及搶答環節後，同學勇奪小學組亞軍，實在難能可貴。
此外，同學同樣在「東華三院何超蕸聯校公民教育獎決賽暨頒獎
典禮」比賽中表現卓越，值得嘉許。是次公民教育獎由東華三院各屬
校小學派出一支學生隊伍參賽，學生隊伍須提交設計、構思、策劃資 喜與本校 兩位傑生 一起出席
料，以及拍攝及製作五分鐘的短片，以協助同學深化公民意識。本校 頒獎典禮
派出一隊共8人的學生隊伍參賽，同學們及指導老師花了4個月時間籌備及排練，最後以「尊重
他人」、「守法守規」及「愛護公物」為主題拍攝了一段名為「魔鬼來了！」的公民教
育短片，並得到初步評審推薦進入最後六強。決賽當天，同學先作影片簡
介，然後再播放短片及進行問答環節。最後本校勇奪小學組亞軍，成績斐
然。短片更會被上載到東華三院網頁讓公眾瀏覽。
從以上活動可見，同學們已能從學習和活動中培養出積
極正面的價值觀，校長亦深感欣慰，願同學繼續努力，再創
獲獎短片
佳績。
《魔鬼來了》

榮獲 「東 華三 院1 50周 年聯 校歷 史問
小學 組亞 軍
易，正是同學們
每一個獎項都得來不
繼續努力的強心針！

答比 賽」

榮獲「 東華三 院何超 蕸聯校 公民教 育獎」
小學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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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裝備學
生面對轉變，充實自己，隨環境變
化而調節步伐，掌握主動。現今世界「訊
息化」的高速發展及「全球化」的滾滾洪流
深刻地沖擊著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
域，教育亦隨需應變。而新時代的最大挑戰，非人
工智能（AI）莫屬。為強化學生對人工智能的認知
和技能，本校近年透過參與不同計劃，如：優質教育
基金「互動電子學習計劃」、Coolthink－ 「賽馬
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及「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
計劃」（PEEGS）等，讓學生得以掌握計算思
維，邏輯和思考方法，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
動手動腦，與科技同行，值此提升學習
效能。

優質教育基金
「互動電子學習計劃」

為加強課堂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本
校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在21個課室內安裝
互動式智能板 (Touch Panel)，建立「互動電子學
習教室」。教師除了可以把教材投射在互動智能板
外，也可在板上寫筆記，讓學生更掌握學習內容的
重點；再配合平板電腦的使用，學習活動變得多樣
化，學與教效能更為提升。

【課室設置】

Coolthink-「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
本校四至六年級參與了「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計劃的課堂以 Scratch 及 MIT App Inventor這兩
套視覺化程式設計語言（VPL）為藍本。學生透過學習編程培養運算思維概念及數碼解難能力，讓他們長大
後有能力面對及解決學習上及生活上不同類型的難題。
課堂內容是圍繞著一個培養學生掌握下述 3 種能力的框架而設計，分別是：

影片介紹：

1. 運算思維概念：建立運算工具前必需先行研習的基礎知識；
2. 運算思維實踐：屬於運算思維一部分的解難技巧及邏輯思維；
3. 運算思維視野：對運算思維產生興趣及動機，並瞭解其性質和用途。

【學生的作品—充滿了創意】

五年級王子豪
（用Scratch 創作「運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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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唐梓渝
（說笑話動畫）

五年級李恩琦
（The three little pigs動畫）

焦點

Suspending Classes
Without Suspending Learning

   Due to Covid-19 outbreak, classes have been suspended for a long time. Nevertheless,
our students did not stop learning. They learned through different e-resources.



Reading

The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With the PEEGS, a school-based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has been set up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extended reading materials and
follow-up exercises. It helps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Teachers monitor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regular reports.



The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Assessment

Reading Aloud Assessment
Regular speaking assess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order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feedback.
Online Reading Aloud



Students can access to different
e-books.

Games

Other than Zoom lessons,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language games during lessons and after
lessons. It makes learning fun!

Assessment Platform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learn through
games.

Students use ipads to learn.

Although on-campus activities have been suspended,
it does not stop our students from learning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rama
Regular drama classes were conducted every week.
Our team members practised and rehearsed their
drama show online. They even performed a drama
show via video recording.

Online quizzes make the S t u d e n t s h a v e m o r e
interactions during lessons.
lessons fun.



Speaking Class

The NE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online
speaking classes. The students from Primary
5 and 6 practise their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presentation skills online. All of them are well
prepared for their secondary school interviews.

Students acted at home!

Students did a drama show
via Zoom.

All students enjoy acting in
the drama show!

Online Spea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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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靜觀文化 營造正向思維

正向

為把靜觀文化帶進學校，本校參加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
在三年級教授「Paws b靜觀課程」，以科學的角度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靜觀，教導學生在出現負面想法
及情緒時，如何透過靜觀協助他們做出更正確的選擇。除此之外，本校亦參加了新生精神康復會「賽馬會
校園靜觀計劃」。透過「製作心靈樽」工作坊，讓學生明白心靈樽所代表的意思，並懂得如何使用心靈樽
來平伏日常的煩躁不安。另外，班主任亦會透過每330靜觀呼吸練習，讓學生學會「停一停活在當下」，
多覺察自己身體的感覺、情緒的起伏，以減少負面想法，營造正向思維的校園氣氛。

「製作心靈樽」工作坊

平日課堂的靜觀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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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s b靜觀課程

教育

用畫筆連繫你我他
甚麼是「禪繞」？初接觸者很容易會被那些充滿生命力的線條吸引，讚歎它細緻工整的
筆觸。究竟從何畫起呢？如何構圖？事實上，禪繞線條是很簡單的，只需要一張白畫紙和一
枝幼水筆，甚至不懂繪畫的人也能畫！有這麼神奇的事？原來禪繞藝術的祕訣在於專心一
致，感受筆尖下的魔法。
因持續受疫情影響，視藝科老師與同學面對面上視藝課的機會少了。直到可以上實體課
後，我們希望學生透過簡單、重複但又充滿正能量的禪繞藝術作品，連繫人與人之間的心
靈，互相鼓勵。我們邀請四、五年級學生進行禪繞創作，先從課前認識繪畫的基本概念，
再於課堂上在老師的指導下走進禪繞世界。同學放下對疫情的不安和擔心，在悠揚的輕音
樂中默默埋首繪畫，一筆又一筆，像不願意停下來似的呢！
學生的作品帶來驚喜，這些驚喜會以不同形式於校園不同的空間展示。大家不妨
拿起紙和筆，由一小筆開始，織出美麗的禪繞夢吧！

同學們投入繪畫，口罩下
遮蓋不了那份滿足和喜悅。

梯間及樓層的走廊展示
學生的作品，讓人不禁
駐足欣賞。

網上足本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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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 潛 能
未來創科迎挑戰，演森精英展潛能
   時代不斷變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同學和老師都要同步追上社會的步伐，與時並進。我校為了啟發和培養小朋友
的高階思維、解難能力、邏輯思考和創意能力，設立興趣小組活動「STEM SMARTIES」。同學們透過參加不同的STEM
比賽，不但學習創意和解難能力，更難得是孕育一顆同理心，懂得關心社會不同人士的需要，做一個良好的公民。同學
們在大型比賽中獲得驕人的成績，願科創精神的幼苗茁壯成長

Makecode Arcade 全港小學齊心抗疫
編程遊戲設計比賽2019

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署舉辦
2020 ICT Award比賽
優異獎 (愛心奶樽顯示器)
五年級 李嘉豪 / 陳垚鋾
六年級 蘇琬婷

亞軍：四年級
金獎：四年級
銀獎：四年級
銅獎：二年級

葉恒之
王子豪
何胤熹
江一希

Makecode Arcade 全港中小學
「與老童遊」樂齡編程遊戲設計比賽2020
一等獎：二年級
二等獎：三年級
三等獎：四年級
優異獎：四年級

蔡卓君
劉芯慈
柯穎晴
章智煜

/
/
/
/

四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蔡卓曈
莊言毅
葉恒之 / 六年級 何尚祐
王子豪 / 六年級 陳垚鋾

多元活動展才華
English Party
Day

第廿一屆區際校際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
賽囊括多項大獎

四年級陳穎霆同學
榮獲「第72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男子英
語獨誦」冠軍

成長的天空：五年
級同學為小一同學
提供攤位遊戲

一人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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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獎項未
能盡錄，請瀏
覽全整版本。

劃

四年級薛嘉錡同學榮獲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2020」小學中級組銀獎

一花

暑期閱讀約章加許愛閱讀的學生

齊齊慶中秋「猜燈謎，送燈籠」
特別受低年級同學歡迎

演森之星

邢佳欣
(2019/20年度「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第三名)

」

三

大家好﹗我是就讀六年級的邢佳
欣，很榮幸可以獲得「東華三院傑出學
生獎」第三名，感謝東華三院設立這個
獎項，更要感謝校方的推薦、老師的指
導和同學的幫助。
俗語說：「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耕
耘，不一定有收穫；
不耕耘，就一定不會有收穫。因此在學
習方面，我先要感謝自己六年來一直的
努力付出。作為學生，學業是最重要的，
但全面發展也不能忽視。過去多年，我
年
第 級時的佳欣成
家 參加了不少課外活動，也
一位
「演森畫
不忘參與服務工作。在
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讓我學習與不同個
性的同學相處，大家互相學習、互相包
容，共同進步。
「傑出學生獎」肯定了我的努
力，也鼓勵我以更積極的態度迎接中
學生活。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各位
同學也要好好把握當下，讓每天的生
晞
活變得更有意義。
宜同
音樂
為

演森學生的特質是甚麼？好學？活潑？
熱心助人？我們邀請3位有卓越表現的學生為大家
分享，有2019/20年度的「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得
主，也有就讀BAND1中學、品學兼優的畢業生。請大家
細閱她們的分享，看看她們的成功之道，學習她們努
力不懈的精神。成功非僥倖，期望下一位分享的
同學是「你」！

孩

跟

容

佳欣

晞

時光一晃而過，轉眼間我已經是一名中
二級學生了。中學生活多姿多彩，不過我仍
懷念周演森這個大家庭，希望疫情盡早結
束，讓我可以回校探望校長和各位老師。
首先要感謝梁老師邀請我分享文章，我希
望藉此跟師弟妹們打打氣，一起在求學的
道路上努力。
談到讀書心得，我
覺得自己是一個頗自律
的人。在過去六年的小學
生涯裏，我會用心聆聽老師講解，回家
後也會認真做好功課，最重要的是在測 宜
經
常展露 牌式笑
驗、考試前早作溫習準備。對我來說，
招
能獲得優異成績是十分鼓舞的事，也令
我對學習變得更有目標。
記得初初升上中學時，除了中文科和
中國歷史科外，其他科目全是用英語教
學，加上要學習排山倒海的新知識，我著
實感到困惑和無助，原來小學時運用的讀
書方法已開始不管用了，我必須尋求改
變。後來老師建議用摘錄筆記的形式記下
溫習重點，於是我嘗試用自己的文字及圖
畫記下知識。在做筆記的過程中，可以讓
我思考溫習的重點；當要準備考試時，只
學音樂，認真又投入 需拿著自己的筆記溫習已足夠了，這樣做
不但省時，溫習更有焦點呢！
除了重視學業成績外，我認為懂得調劑生活是非常重要
的。練習樂器、隨意繪畫、做一些小手作或看看電影等都是我
喜愛做的事情。適當的「玩樂」不但
不會妨礙學業，更有助紓緩緊張情緒，
令我更有動力繼續努力和堅持下去。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
作舟」，在讀書的道路上是沒有捷徑
的，也沒有順風船。在求學的路上，
我希望和師弟妹們一起努力，找到屬
於我們的船和徑。

女

(現就讀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二年級)

的

黃晞宜

是愛

馮綽藍
(2019/20年度「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傑出課外活動學生獎)
大家好！我是就讀六年
級的馮綽藍。我很榮幸獲得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的
「傑出課外活動學生獎」。
一向好動的我，積極參加學校
舉行的活動，也擔任不同校隊的成
員，如游泳隊、田徑隊、敲擊隊和K-Pop
隊等。其中我最喜歡的項目是游泳，自一年
出水能跳
級開始學習至今，參加過很多游泳比賽。參
賽時，心情當然會很緊張，但同時我也會覺得很興奮，
因為參賽正正是表現自己實力的機會嘛！
雖然我很喜歡參與課外活動，但同時也明白學業的
重要。每天我會盡力完成學校的功課，當遇到不明白的
地方時，我會請教老師或同學。考試前更要早作準備，
全力以赴完成。
演森同學們，願與你們一起努力讀書，一起投入參
與課外活動，為自己創造佳績！

出席頒獎禮，再次奪冠
低年級時的綽藍已奪盃無數

入水能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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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天地
家長積極參與活動，與子女一起成長
自去年9月起，學校因應疫情的發展和家長的需要，共舉辦了七次不同主題的
家長講座，包括「靜觀」、「處理親子的情緒」、「如何處理親子衝突」、「如何
修補夫婦／親子關係」、「家長減壓秘方」、「正向教育」和「如何活用過濾軟件
處理子女沉迷網絡的問題」。雖然大部分講座以網上形式舉行，但家長仍然踴躍參
加，且在講座中積極參與和表達意見。
此外，本校於下學期成立
了兩個家長小組，其中「家長
情緒管理小組」讓家長學習如
何分辨思想陷阱，建立多角度
思維。另一個為「LEGO溝通
工程師小組」，家長透過認
識LEGO積木的理念，掌握運
用技巧，把所學應用在子女的
身上，從而建立良好的溝通方
式，促進親子關係。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0-2021年度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

LE GO 小 組

頌親恩特輯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未穩定，為了減
少人羣聚集及避免共享食物帶來感染的風險，本
年度取消頌親恩晚會。本會特別準備了兩個「頌
親恩系列」特輯，分別是「MaMa I Love You」
和「親親爹哋」，鼓勵同學時刻懷著感恩之心，
向父母親表達愛意，特輯的內容包括：

1.

短片播放：
職 位
會長
副會長
司庫
秘書
常務委員
常務委員

家長委員
潘綺雯女士
(三年級郭凱同、五年級郭柏希家長)
呂家詠女士
(四年級張凱傑、五年級張酈瑤家長)
林凱恩女士
(一年級陳千慧和陳澤雨、
五年級陳頌雨家長)
馮苡均女士
(一年級鄭晴萓家長)
丁媚女士
(六年級陳錦怡家長)
馮嘉慧女士
(五年級李恩琦家長)

教師委員
----黃偉興校長

愛心小禮物：

溫秀菁主任

我們預備了手工包，讓
每位同學親手製作小禮
物，於父/母親節送給
爸媽，表達心意。

張頌婷老師
吳夏虹主任
邱惠玲姑娘

編輯小組
8

2.

顧問：黃偉興校長
主編：梁婉玲老師
鳴謝：李嘉麗署理副校長、溫秀菁主任、吳夏虹主任、
鄭綺雯主任、張燕芳老師、翟淑雯老師、邱惠玲姑娘

我們直擊訪問同學、
校長及老師專訪、
親子音樂影片等。

會以甚麼形式
同學們，你們又
呢？
向爸媽表達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