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同學、各位家長： 

2020-21 學年開始至今，雖然短短的四個月，但我們 

已經歷了不少的挑戰。由九月初有學生確診冠狀病毒病， 

到遊學團「爛尾」問題，再到因學生上呼吸道感染爆發， 

學校需要停課；這還未計開學初在家學習，到逐步恢復面授， 

再到高低年級以混合模式授課。與此同時，老師還要兼顧在校學生及在內地的

學生的學習，挑戰可謂一浪接一浪，不斷考驗行政同事的危機意識和規劃能力，

同時亦考驗老師們的應變能力。幸好，我校擁有一群專業的老師，他們均勇於

迎難而上。他們透過不斷學習， 在動盪和多變的環境下，仍然堅守崗位，盡力

教好我們的學生。在此，我代表同學們衷心感謝全校的教職員的辛勞和付出。

當然，我亦很感謝家長們的信任、支持和配合，部分家長更給予了不少寶貴的

意見，令我們的工作可更臻完善。 

所謂「變幻原是永恆」，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就讓我們

繼續同心攜手，與學生一起學習，一起成長。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沈耀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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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4 年創校以來，學校今年已踏入第 36 年，我們在剛過去的暑假進行

了一連串的翻新及粉飾工程，讓校園環境更繽紛悅目，設施更配合教育的新趨

勢，以及孩子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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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是學校開展新發展周期的年份，本周期的學校關注事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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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生命教育 

近年，學童自殺、童黨欺凌等問題不斷，而且有年輕化跡象，

為社會敲響了警鐘，也讓教育界思考生命教育的重要。生命教育

不但要讓學生認識自己、反思生命的意義，更蘊含人生觀和價值

觀的培養，乃教育的崇高理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於 2018 年提出「教育 2030」的願景，特別強調「調和緊張情緒」、

「承擔責任」等能力，認為這些特質有助學生在未來世界保持競

爭力。教育的真諦不單是傳授知識，更重要 

的是讓學生學懂做人的道理，找到人生的意 

義，活出生命的價值，並能以「有所為有所 

不為」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挑戰。觀乎香港 

社會問題、青少年及兒童的成長需要，推動 

生命教育乃刻不容緩的事。 

促進自主學習 

自學是人的本能，人人都有上天賦予的學習能力。知識的建

構與內化，必須有學習者的主動參與，否則，教的成效難以彰顯。

要促進自主學習，須培養「會學」的能力和「樂學」的態度，亦

即是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和主動學習的動機，當中包含學習的策

略和習慣、自我管理與反思的能力、參與及展示的機會，以及學

習的效能感和成功感。21 世紀是終身學習的時代，「教會學生學 

習，讓學生掌握如何有效學習，如何管理 

知識、創建知識，並學以致用，解決問題， 

改善生活」正是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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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的 9 月受疫情影響，同學未能回校上面授課，因此本年度開學禮首

次以網上的方式進行。 

在開學禮上，沈校長向同學介紹我們的老師，及向同學說出語重心長的訓勉。

沈校長盼望同學能以專注、認真及盡責的態度學習，並祝願香港的疫情盡快消失，

各位同學、老師及家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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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間準備，學校終於在 9 月 29 日全面恢復面授課堂，師生們都期待

已久。為幫助老師和學生再次連繫在一起，營造班內之間的關愛氛圍，學校當天

特別增設「聯繫感活動」，了解學生在停課及復課期間的生活及感受，促進師生和

生生間的關係。 



 

 

 

  基於疫情嚴峻，教育局宣佈學校停止面授課堂，因此，網課已成為「教學的

新常態」。 

    本校除上午課堂以實時網課形式進行外，下午的課堂亦逐步以網課的形式進

行，以讓學生得到較均衡和全面的發展。 

本校分階段開展的下午課堂包括：德公課、多元智能課、一至四年級的導修

課及五至六年級的增潤課。我們的網上學習希望可以平衡學生的學科學習及成長

需要，期望學生在疫情之下，仍感受到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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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 月 16 日舉行「五邑好友營」， 當天有「個人、同儕、團隊」三方

面的活動，並以德公課、月會、拍攝班照、班呼比賽、課室內遊戲及課室外團隊

活動等配合進行。本年度的活動，雖受疫情影響，改於學校內進行，但無損同學

們的興致，同學一樣玩得興高采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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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於 11 月 6 日舉行的學校旅行，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改為進行「自主學習日」。當

日安排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生命教育課，提供機會讓學生動手操作，以及多角度進行反

思及實踐，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培養了學生的溝通、協作、創意及自學能力，也培

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以面對將來知識型社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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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譚詠鐫老師，很高興加入這個大家庭。今年有幸擔任 4B 班的班主任，

主要任教數學科及常識科，同時亦會任教 2A 班 

及 3A 班的數學科。 

今年是我從事教育工作的第一年，相信會在 

這裡獲益不少。作為新教師，每天也會面對不同 

的驚喜和挑戰，猶幸每每遇上困難，都總有貴人 

相助。有身邊的好同事扶持，有學校工友的提點， 

甚至有學生令我學會許多。我相信在這 

個大家庭中開展我的教育生涯，是對我 

最好的磨練。我期望能與各同事加深認 

識，發揮團結精神，培育學生，造福社 

會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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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Everyone! I’m Ms Mabel, the new NET teacher at this school. I am teaching 

Primary 1-3 students. Some of you have met me already. However, I welcome you all to 

come and find me and speak more English with me. 

I grew up in the UK and I have been there my whole life. I have been in Hong Kong 

for some  time now and I love the convenie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place. So far, I  

have enjoyed my time at this school, the 

students I have met have been so fun, kind and 

happy. I will be meeting more Primary 6 

students with the on-going interview training.  

I hope to meet more of you through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I 

will hold. I know English is not an easy 

language to learn as it has so many rules. Please 

know I am here to teach you and support you no 

matter what level of English you are at. 

Learning English is fun as it gives you so many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if you 

get a chance to travel, work or study overseas. 

Our New NET Teacher - Miss Mabel Chan 

我們的新老師——譚詠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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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的關係，本年度的級家長會首次以 Zoom 會議形式進行。透過網絡會議，

家長們對同學的學校生活和學校發展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來不少人失業，志願機構營運的食物銀行接獲求助

食物的個案急增，故學校在十一月初舉辦了「愛心捐獻活動：一人一罐頭」，為有

需要的人士提供罐頭食物，讓同學在活動中學習分享及推己及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