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期

校長的話
「新常態」是2020年
恒常應用的詞語。

☆ 個人化學習經驗是令教育軟件有效的其中一個
原因。

在「新常態」下，外科
口罩成為基本服飾，市民都
習以為常地佩戴著，於是口
罩款式層出不窮，無論是彩
色系列、薰衣草系列、立體
型、超立體透氣型......應有盡有，一應俱全。這是商
機處處的印證！

☆ 相比面授課堂和混合教學，純粹網上課堂對學
生帶來負面影響。

在「新常態」下，超級市場貨架上的麪粉銷售
淨盡，因為大家都留家烘焗糕點，接著又鑽研烹飪
技術，一瞬間，世界各地都冒起了煮食高手，「疫
境廚神」無脛而行。這是因緣際會的結果！
在「新常態」下，店鋪的平板電腦、手提電腦
被搶購一空，供應短缺，因為網上學習大行其道，
由幼稚園至大學不同學習階段的學與教，以至課業
交收等，已轉移線上進行。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教育科技成為遙距教學的必需品。這是教
育發展的新紀元。
教育模式的轉變，孰優？孰劣？
為要查證遙距模式教學的質素與成效，研究人
員蒐集大量的樣本數及進行嚴謹的因果性研究設
計，一些分析結果【註】值得參考：
☆ 為學生添置電腦和連接互聯網產生了混合的結
果，一般而言，提供電腦對幼稚園至高中學生
的學習成果皆沒有影響。

電腦功能卓越，正是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但
研究資料顯示，電腦未能絕對取代教師的角色，至
於學習者的學習經驗也是一項要素。偉大教育家孔
子主張「因材施教」確實有其道理。年青學子正處
模造階段，父母師長就是他們的雕塑者，唯有耳提
面命才能令受學者刻骨銘記，基礎得以鞏固，學習
經驗增長後，自主學習的探究精神自能應運而生，
教育科技正是理想的媒介，啟動終身學習。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
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腓立比書4：19-20)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教學模式加速蛻變，如何
運用電子科技進行更理想、更合適的教學仍在研
究與改進中，這是教育發展的好機遇。校方為配合
學教的需要，在資訊科技組的協助下，於暑假期間
採購了一批平板電腦及相關配件，並於十月初分發
予全體教師應用，旨讓網上實時課堂更順暢、更收
效。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
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學校資源是有限
的，凡事皆應量入為出，用得其所，期待在教師迎
難而上的苦心及先進科技的輔助下，師生關係更緊
密，學習成效更彰顯，在健康的身心狀態下互勵互
勉，砥礪邁進！哈利路亞！

【註】 Shank, S. (2019). Evidence review: Will technology transform education for the better? Cambridge, MA: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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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校園

學習新紀元
新冠肺炎肆虐多月，為了讓學生繼續學習，本校老師及
早部署網上教學。老師們馬不停蹄重新規劃課程，掌握網上
施教的竅門，將課堂移師網上，實踐停課不停學的理念。

校園Tabata，師生齊參與

Zoom上課堂，開心學習

一節網課需要兩個屏幕、一台平板電腦，殊不簡單

3A班開學日師生照

網上開學禮拍攝花緒

「新生啟導網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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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新同學了解新學年的各項安排，本校於8月21日
舉辦了「新生啟導網上講座」，由本校老師講解有關註冊、
訂購書簿及文儀用品的詳情，並介紹如何使用eParent、
eClass及Google Classroom等網上平台，期望新同學都能順
利開展愉快的學習生活。

疫情期間予支援

網上生活齊關注

停課期間，輔導組繼續支援學生的各種需要，例如製作了「Zoom時間
表提示圖」，及「復課錦囊」等。

復課錦囊
Zoom時間表提示圖

中一新生及家長迎新日也如常在七月舉行，以加強家長及其子女對學校的認識和歸屬感。

老師與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老師協助家長安裝電子通告
應用程式

復課後，我們也推行了班主任課，主題是「青少年愛情價值觀
及預防網絡欺凌」，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愛情觀、慎用網絡工具，以
及避免在網上公開個人資料。

教導學生如何預防網絡欺凌

家長教師會義工與新生家長交流

提升老師的專業發展方面，本校
邀請了瑪麗醫院資深護士到校主持有關
青少年精神健康講座，以加強老師的認
識。

班主任也參與遊戲並與學生分享愛情觀

瑪麗醫院資深護士陳素娟姑娘到校作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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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師長
樂於思考

敢於挑戰

謝雪貞老師
（旅遊與款待、生活與社會及生命教育科）
大家好，我是謝雪貞老師，今年，我很榮幸，亦很感
恩 ， 天父 帶 領 我重 臨 闊 別多 年 的 南區 。 踏 進 這關 愛 滿 溢的
培英校園，成為大家的一份子，為各良師及莘莘學子盡心服
務，讓我滿心欣喜。
憑藉過往累積的教學經驗，盼望我能在課堂上啟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讓其增廣見聞，反思自我。

壯麗的山脈美景令人驚歎不已

閒時，我熱愛享受大自然的寧靜，與友共伴同行，欣賞各地風土，感受當地人情，了解本土特
色文化。歡迎同學與我分享遊歷樂事與心得，必能裨益良多。
疫情下，相信同學們將面對更多學習上的挑戰，但請放心，校園各良師益友會常伴左右，幫助
大家解決困難，渡過難關。
謝老師喜歡外遊感受
異地文化

最後，送上一節金句：「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 16:33）與大家共勉之。

探索世界
磨練心智

藍國俊先生

享受人生

（實驗室技術員）

黃欣健老師

離開中學校園多年，很
高興今年能加入培英這個大家
庭。各位同學可以在科學實驗
室找到我。

（數學科）
大家好，我是黃欣健老
師，很高興能加入培英大家庭。
工作之餘，我很喜歡長
跑，做運動除了能鍛煉身體，亦
能磨練心智和減壓。長跑能鍛煉
意志，使我做事更有恆心，不易
勝利的喜悅
放棄。每次完成長跑比賽，都為
我帶來莫大的滿足感。
此外，我也是一位山藝導師，我會帶領學員參與
AYP計劃完成野外的訓練。參與遠足不僅能學到導航
和露營的知識，也能親
近大自然，認識香港很
多少為人知的地方，有
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滿有陽光氣息的藍
先生也喜歡小動物

周末，我喜愛到戶外探
索，到郊野公園欣賞大自然。
欣賞美麗的大自然景色，不僅能讓我釋放壓力，
郊野安靜的環境還可以讓我反省自己的不足。
近日我正在學習彈木結他，學習過程會經歷
手指疼痛和彈奏不協調的問題，但當成功彈奏出
歌曲時，便會有很大的成功感及滿足感。各位同
學在學習的過程也會遇到不同的挫折，但能克服
困難，就可以感受到成功的喜悅。

最後，留意到部分
同學居於離島，我亦曾
獨個兒尋幽探秘到訪了
南丫島的最高點，同學
知道在哪裡嗎？同學如
果對遠足有興趣，可以
到教員室找我，大家互
相交流。

黃老師喜愛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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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自我

藍先生熱愛大自然

中央科學─ 化學

賴穎朗先生
（實驗室技術員）
化學將物理科學與生命科學聯繫在一起，所以經常被視為中央科
學。正因化學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啟發了我不斷研究化學的結構和特
性，最後更成為了我的興趣。
賴先生熱愛
日本文化

旅程中亦能增廣見聞

記得唸中三時，有幸受到化學科老師耐心的教導，她的鼓
勵促使我克服了不少難題，使我意識到化學是一門極為吸引的
學科，並希望能窮盡一生接觸化學，不斷鑽研，享受當中的樂
趣。確實，學習化學很艱辛，因此，我有許多同學都在高中階段
放棄了這門課。由於我非常渴望找到有關化學問題的答案，所以
我一直鍾情化學，期望能克服實驗的難點，為我帶來滿足、信心
和愉悅感。
盼望同學能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科目，從學習中找到樂趣。

旅程中往往樂趣處處

Teachers - Your Companions

Miss Mak Wing Tong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Ms. Mak. It is my pleasure to teach in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I adore travelling the most. Visiting places in the
globe always widens my horizons, enlightens and reminds me to be
thankful of what I have.

A delightful visit to the rainbowcoloured bathing boxes in Brighton
Beach, Melbourne

I enjoy working with teenagers since it is always refreshing to
exchange ideas with them,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elements of keeping my mind sharp and young.

Teachers alway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everyone’s life. It is not the matter of what you have learnt from
them. Indeed, they are a part of your life journey. When you grow up and look back on your teenage years, you
will realize that the time you have spent with your teachers is the most valuable memory you have ever had.
2020 has been a difficult year. I hope all of you would learn to embrace challenges, express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make your life more delightful.

A quick trip to Fo Guang
Shan in Kaohsiung,
Taiwan

My New Chapter at Pui Ying

Miss Ka Yee Fung
(English Teacher)

Me and my
favourite camera

Hello, everyone! I am Ms. Karen Fung. How wonderful
to meet you here in Pui Ying! I am a person who is always
curious about life and have countless interests. I like meeting
people and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s why I like
travelling too. Travell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broaden
your horizons. Besides Cantonese and English, I can speak
Japanese, a little French and Italian.

能與偶遇的人和小動
物交流，是在城市中
遊走的「小確幸」

Other than travelling, I like photography because I can record my favourite views and moments wherever
I go by pressing the shutter button.
2020 has been a year full of challenges and sometimes life could be tough. However, I believe life is an

Disneyland, a magical
place where dreams
come true

astounding journey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the obstacles because we have each other!

成長，是一段漫長而且刺激的旅程，途中總有迷失又或是缺乏動力的時候。但我們
要堅守信念前行，蛻變成更好的自己。就讓我當你的領航員，無論沿路高低起跌，都一
起經歷吧！
我，是你的領航員，馮嘉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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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星星星－ 蔡晓莹
勇闖高峰學生
領袖培訓計劃

晓莹的初中生活

重啟人生的機會
晓莹是個性情爽朗的人，訪問一開始便直接說：「中一入學時，
我是比其他同學略為年長的。」對於年歲，她毫無忌諱。談及在培英
的職務，她坦言初中時曾經推卻班長職務，可是在班主任的堅持下，
只好接受。抗拒的情緒漸漸退去，她猶記得當時能連任班長是經由同
學投票選出，使她感受到自己的服務是受到大家的認可的，回想起當
日點滴，她一臉滿足，逐漸領略到作為服務生的快樂。

身兼多職的模範生
中三那年參加2018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獲選十優學生

到了中二，她開始擔任風紀，這個年級擔任風紀是不常見的，面對
不同年級的同學，當然會遇到不少吃力不討好的情況，她更因此向校方
提出不願繼續擔任風紀，可是並沒有得到老師的允許。現在回想，她覺
得是老師的一番美意，讓她從中二就開始擔任風紀，是寄望她能盡早擔
起重責，最後，她亦不負所望，在中四那年擔任風紀隊長。

重讀四年的勇氣

港島優秀學生大合照（前左四）

聊著聊著，她開始分享成長故事：「我在內地已就讀中四，後
來才轉到香港由中一開始重讀。」她續說，父親對兒女的學業不算重
視，只強調品德，導致她在內地求學時，毫不用心。她回憶當時求學
態度散漫，整天只顧玩樂，課堂的知識都是水過鴨背，直到一天有一
位朋友問她：「以妳現在的學歷，能找甚麼工作？」這個問題如當頭
棒喝，讓她思考自己的將來，碰巧當時父親突然問她想不想到香港讀
書，她突然萌生一個念頭：想體驗香港的中學生活，或者這可以讓自
己正正經經的當中學生，認真讀書。這一個「重生」代價並不輕，不
僅需要適應新環境、新課程，也要忍受來港後寄人籬下的壓力。

感激老師的教導

晓莹感激曾金榮老師對她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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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種種壓力，她很感激社工胡姑娘及初中班主任的陪伴與開
解，訪問中她不住強調老師對她的栽培，才讓這位當日入學連梯形的
面積也不懂算的她，能於高中修讀數理科目。她表示這些轉變都要歸
功於老師。對師弟妹的寄語，她認為道理是需要各自去領悟，而自己
從經歷中明白到「行動比說話更重要」。她說：「我希望畢業後能當
老師，因為個人經歷讓我明白中學階段對個性及價值觀的塑造尤為關
鍵，我很感謝在培英遇過的老師，希望自己日後也能照亮別人的生
命，作育英才。」

學習的成果

李銳濤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A組)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雖因疫情而延期，
但仍無阻同學考入大學的決心，同學迎難而上，
最後入讀各院校。我們衷心祝願各畢業同學學業
進步、前途似錦。

吳泰達

王靈傑
暨南大學
(生物科學系)

陳詩婷
余文晃
湖南師範大學
(戲劇影視學系)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華僑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系)

領袖先鋒重培育
學生領袖發展組
加強溝通建自信
領袖先鋒重培育

加強溝通建自信

為了培育小領袖，本組特別舉辦「領袖先鋒」活
動。每級由班主任推薦幾位同學參加訓練。

隊員充滿默契，
整裝待發

第一次訓練於10月19日舉行，其中2B班余子浩同
學，期望從中增強領導技巧及溝通能力，建立自信，成
為一名優秀的領袖生。透過這次活動，同學領會到多聆
聽別人和交流意見，提升領導才能。

4A何楚晴（左一）
「站崗」，提示隊員
前進

先鋒須以報紙蒙
眼進行任務
任務順利完成，各人舒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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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同行
宗教組
活得充實
彼此同行

活得充實

中學生涯是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歷程，能否在生命旅途
中增添色彩，活得充實，取決於一個重要因素— 關係，
即與上帝、家人、老師、同學、自我和社區的關係。作為
一所基督教學校，首要的便是幫助學生建立與上帝的關
係。
基富堂的誕生乃在回應培英中學的福音需要，於
1997年成立至今已經歷23個寒暑，一直積極參與校內福
音工作。在神的引領下，去年我們更透過校友聯繫了美國
YoungLife青少年事工機構，共同為青少年新生命的成長
而努力。每逢周一早會，YoungLife的Emily宣教士會以英
語帶領全校師生進行早禱；逢周二早會則由基富堂的寇海
成傳道作靈修分享，以神的話語滋養一眾師生。

逢周一進行的網上團契

Emily宣教士以英語
帶領師生早禱

受疫情影響，校園大部份福音活動都要取消，但天父
卻開了另一扇門。宗教組、基富堂及Young Life合作試行
網上團契，逢周一午間舉行，卻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應，特
別是初中同學，表現積極投入。上帝的恩典實在豐盛，當
我們處於軟弱疲憊的時候，仍時刻供應我們的需要，讓同
學得到福音與關懷。
同學成為YoungLife義工推動福音活動

基富堂同工主辦的團契聖誕派對
寇海成傳道於播音室留影

同學參與YoungLife的聯校Summer Camp
基富堂一眾義工的辛勞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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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趨勢
電子教學推廣組
與時並進
迎合趨勢

與時並進

為迎合網上教學新趨勢，本學年校方購置了45部Microsoft Surface供老
師教學使用。本組又為老師舉行電子教學工坊，內容關於Microsoft Surface
及 Parrot 無線投射軟件的使用貼士。此外，我們亦在恆常的校務會議向老師
推介Google Keep 雲端便箋及WD My Cloud Home 雲端檔案系統的使用方
法，使老師的教學過程更見順暢。

劉偉東老師分享電子教學

老師用心學習

梁達峰老師學以致用，運用SURFACE 教學

推動閱讀風氣
閱讀推廣組
提升自學能力
推動閱讀風氣

提升自學能力

圖書館與一群校外專業人士合辦讀書會活動，
分享書目是暢銷書《誰搬走了我的乳酪》(Spencer
Johnson著) ，參與者約有三十位初中同學。上述
專業人士來自「創業文化教育基金會」，他們致力
推動本土閱讀風氣，所舉辦的讀書會甚具規模，創
會元老之一湯金石先生更是培英中學校友！當天，
湯金石先生、袁志光先生(第一太平戴維斯董事總經
理及銷售部主管)及一眾嘉賓聯同本校數位同學一起
分享讀後感，並從多角度探討書中的深層意義，令
初中同學獲益良多。

湯金石學長擔任讀書會的主持人

李梓銘同學侃侃而談
書中角色的不同際遇

一場充實心靈的讀書會圓滿結束

袁志光先生暢談書中的人生啟示

分組討論時段讓同學深入了解
書中意義

9

價值教育顯關愛
價值教育組
走進社區共承擔
價值教育顯關愛

走進社區共承擔

價值教育組與生命教育科於2020年1月下旬合辦「關懷貧窮體驗活動」。首
先由新福事工協會導師教導參與的同學怎樣與長者打開話題；接著，同學要角色扮
演，認真進行實習；之後，同學就真正走進社區體驗「執紙皮」。這群白綠兒女一
鼓作氣地把紙皮執撿、綑紥，再尋索轉交長者，了解拾荒者的生活需要，還協助他
們把厚重的紙皮送去回收店。
透過是次活動，同學都擴闊了視野，表現漸趨成熟，更重要的是，同學都以同
理心出發，懂得設身處地去感受別人的苦難，具體明白《聖經》所言「行公義，好
憐憫」的真義，並以耶穌無條件的愛，去感染身邊的人行善，以改變世界。

同學替拾荒者清理紙皮及雜物

同學先於活動前作角色扮演

同學把紙皮堆疊並用尼龍繩綁起

探索新前路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共建兩代情
探索新前路

同學撿起紙箱送交拾荒者

共建兩代情

培英人對於母校教育之恩，常懷感激之心，故不少校友
在畢業後都希望回饋母校，在不同方面為學弟學妹提供協助。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有幸在上年度5月份得到李賜堅校
董及程路明校友的鼎力襄助，免費為中三級九位同學提供參與
「Career Direct生涯指引 ® 」網上測試的機會。參與同學透過
在網上回答一系列生涯規劃問題，就可以從「個性、興趣、技
能和價值觀」四個方面，了解到自己的職業性向，明白日後如
何作出職業生涯抉擇，結果亦有助同學們決定中三升中四選科
的意向。
李校董及程學長

同學在分享環節中
表示自己獲益良多

為每位同學提供

網上測試完成後，李校董及程校友亦為每一位參與者提 個人輔導的機會
供個人輔導及小組分享的機會。除了與同學分析測試結果，讓
同學們對自己更了解外，兩位校友亦以學長的身份鼓勵同學，
讓參與同學都充份感受到培英人的情誼，日後定能更有自信地
邁向未來的人生路。
兩代培英人共聚，一同探索前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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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 攜手同行

家校共育

攜手同行

家長教師會
家長與班
主任會晤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 許副校長公布候選人票數
第二十三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第23屆家長及老師執行委員

一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11月21日舉行，雖然新冠肺炎肆虐，但家長仍鼎力
支持，踴躍出席，藉機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會晤，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當天大會還邀
請了資深家庭治療輔導員區祥江博士擔任講座嘉賓，主題為「大時代之下我們如何幫助青少
年自強」；而第二十三屆家長委員亦順利誕生，來年繼續擔任學校與家長溝通的橋樑。

家長也敬師

新任主席李家駒先生致辭

11月27日為本校的「師生聯誼日」，一
班家長委員親自到西環果欄揀選新鮮美味的水
果送贈本校教職員工，又向全校師生播放了家
長委員攝錄的短片，以向全校老師致謝。

家長委員一早到
果欄選購水果

完善校園配套
總務組
營造理想環境
完善校園配套

營造理想環境

香甜美味的水果

為確保校舍環境安全衛生，令師生放心享受校園生活，總務組早於八月中旬已做好各項防疫措施及加強清潔消
毒的工作。本校除設置紅外線自動偵測體溫系統，作為學校抗疫的第一道防禦外，更在全校所有課室、特別室及教
員室進行徹底的光觸媒消毒。
完善校園配套，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一直是總務組努力的目標。今年在「學校起動」計
劃的資助下，學校將201B室改裝為PY Café，以便同學於創意與科技課堂時使用。PY Café的裝
修設計是為了配合課堂進行多元化的活動，同學可以使用新添置的設備學習咖啡拉花技巧，擴
闊視野，與時並進。
暑假期間本校又於地下有蓋操場進行了一連串改
善工程，包括加裝摺門設施，重新鋪設地台及油漆，
並更換照明系統。工程完成後，同學經常使用的有蓋
操場已煥然一新。
全新沖製咖啡設備
PY Cafe全貌

工友為全校課室進行光觸媒消毒

嶄新的有蓋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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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of Enhancing Assessment Literacy of Teachers - a school-based support
programme (2019/2020) with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glish Depart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assessment literacy,
our English department teachers took part in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which included face-to-face and online learning sessions. This
1-year programme consisted of a module focusing on assessment literacy
practices and an action research analysis which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aterials matched with student performance.
S1 teachers giving a presentation on assessment literacy
at the Education Bureau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on 11th January, 2020

English teachers with Dr. Yuen Yi LO and
Ms. Jacque Li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glish teachers hav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glish teachers having professional meetings with
executive officers from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重踏國父足印
中文科
認識昔日香港
重踏國父足印

認識昔日香港

為了配合教學，提升學生對香港的歸屬感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本科老師於10
月27日到「孫中山紀念館」參觀。除了進一步了解國父生平，認識國父與香港的
關係，也增加對中西建築風格的認識，更重要是適時將參觀所得融合教學，回饋學
生。

孫中山紀念館的館址甘棠第

許副校長細閱館內展品

中文科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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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問答齊切磋
數學科
中五奪冠展實力
數理問答齊切磋

中五奪冠展實力

今年數理問答比賽於11月進行，由於疫情
關係，賽事須以錄影形式進行。感謝老師及參賽
同學通力合作，比賽順利完成。整個比賽過程激
烈，由中五級同學勇奪冠軍；而中三及中四級的
積分十分接近，最後中三級同學以10分之差獲
得亞軍，中四級同學則取得季軍。

數學科老師用心籌備

比賽過程激烈

兩位老師穿上校服擔任司儀，
令人耳目一新

中五級勇奪數理問答比賽冠軍

心繫歷史
中史科
鑒古知今
心繫歷史

鑒古知今

中史科參加了國史教育中心舉辦
的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19，同
學紛紛投選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歷史人
物，本校亦獲得「最踴躍投票獎」。
活動既喚醒了同學對歷史人物及重要
歷史事件的記憶，也讓同學體會到歷
史放在今天的時代意義。

本校獲得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最踴躍投票獎

除了中國歷史年度人物選舉，
我校同學又積極參與專題研習報告比
賽，同學以魯迅先生為報告主題，最
終獲得小組優異獎。過程中，同學學
習搜集資料，然後加以篩選整理、統
整綜合，是相當寶貴的學習經歷。
本校獲得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專題研習報告比賽2019小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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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嘗直立板
體育組
享受運動樂趣
初嘗直立板

享受運動樂趣

復課後，學校得香港遊樂場協會及直立板總會協
助，合辦一連三天的體育推廣日。透過體育課、小息
及午膳時間將直立板的基本知識如划掌、裝備、企位
等逐一介紹，並讓同學一嘗陸上划艇、陸上平衡及水
上划艇。活動既新鮮，又可以在水池上體驗海上直立
板的感覺，令同學大開眼界。

同學耐心聽講解

運動推廣日師生合照

模擬水上划艇

陸上平衡練習

疫情下的創意
視覺藝術科
疫情下的創意

為加強同學的防疫意識及發揮同學的創意，視覺藝術科以「校園
戴口罩」為題，鼓勵同學手執畫筆，匠心獨運，設計種種不同的防疫
海報，以形象化的方式提醒同學遵守抗疫守則，以及注意個人衛生。
防疫的訊息與提示，盡化為一幅又一幅的美麗圖像，遍佈校園的不同
角落，既是切身的提醒，也盡顯同學的創意。

能從畫作看見口罩與健康的關係嗎？

口罩在疫情中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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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呈現清潔和消毒的重要

防疫措施完善，細菌無法入侵

疫症下「師」生活
烹

學 習篇

飪篇

高穎文老師於家中學習不同的教學
軟件，以應付新的教學模式
難度極高的「啫喱冷麵」，
一看就知道是姚蕙芝老師的
作品

誰製作如此美味的蛋糕，
令兩位小朋友垂涎欲滴？
答案是⋯⋯梁嘉惠老師

陳大偉老師熟習使用不同的教學
平台，為開學做好準備

郊 遊篇

閒 暇篇
陳達權老師製作不少木
工小作品，相片所見是
一個以木材及阿加力膠
製成的國際象棋

活力充沛的馮淑儀老師與家人
登上昂坪山頂

黃思婷老師帶兩位小朋友到大嶼山郊
遊
蘇泳儀老師與女兒一起製作模型

黃玉森老師與家人到大美督親
親大自然

劉秀容老師最喜歡四出攝影

黃欣庭老師一家
四口遠足，享受
家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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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榮譽榜
科組

比賽名稱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中文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散文獨誦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獨誦

English
Department

71st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中史科

國史教育中心
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專題研習報告比賽

音樂科
體育組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2020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南區排球盃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學生領袖
發展組

南區民政事務處
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青苗學界進步獎
教育局、羅氏慈善基金

姓名
周曉琳
關善文
江林佳
李汶禧
林智鈞
莫翹宇
黎巧裕
廖梓君
陳家慧
關詩琳
劉港俊
何楚晴
李梓銘
謝詠詩
鄧子謙
關詩琳
鄭耀朗
張婕妤
劉寶怡
陳育朗
符嘉欣
温清梅
郭芷晴
黃曉君
翁維軒
劉浩明
梁靜茹
陳倩雯
陳庭耀
莫啟龍
黃宏凱
江興錫
劉港俊
中樂
敲擊團
男子排球隊
梁衍維
何楚晴
白一辛
鍾綺雯
李嘉豪
陳綺玟
劉孝賢
謝彧彥

參賽時班別
1A
1A
1B
1A
4A
1A
2A
1A
1A
3A
3B
3A
3A
1A
2A
2A
2A
2A
2B
4A
5A
5A
5B
2A
3A
4A
5A
5A
3A
3A
3A
3B
3B

獎項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良好
良好
優良
優良
良好
優良
優良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優異獎

/

金獎

/
6A
3A
3A
3B
5A
6A
4A
6A

冠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南區優秀少年
南區優秀少年
南區優秀少年
南區優秀青年
南區優秀青年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編輯委員會
顧
問︰林淑芬校長
編
輯︰梁嘉惠
資料整理︰劉秀容、黃玉森、石一軒、李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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