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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後，人們的生活被改變，

「新常態」這個詞彙就經常出現。面對「新常態」，我們是否該有

新的心態呢？過去兩年半，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態面對「新常態」

下的生活。對於突如其來的改變，有些人滿腦子充斥着負面的思

想，因而變得沮喪，人生彷彿跌進深淵，做任何事情也提不起勁。

有些人在這「疫」境中，仍能保持正向的思維，以樂觀向上的態

度，視每次危機為寶貴的學習機會，這種新的心態讓他們在患難中

仍然充滿正能量，坦然面對「新常態」的各種挑戰。

　　怎樣才能擁有正面積極的「新心態」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常

存感恩的心。我們身處順境時會懂得感恩，遇到逆境時，就很容易

發怨言。其實只要我們用心去發掘，在逆境中總會找到值得感恩的

事，這好比「半杯水的故事」，懂得感恩和樂觀的人會説：「還有

半杯水！」悲觀的人會説：「只剩下半杯水了。」若我們時刻懷着

感恩和正向的心態看待每一件事，就會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事情

會有出乎意料的良好效果，而這種處事的心態也是教育孩子不可缺

少的元素。當孩子在測驗或考試的成

績稍有進步時，我們會高調地表揚他

們付出的努力，還是對孩子説：「你

的表現比爸爸媽媽期望的成績還差得

遠啊！」或者説：「你看，表姐的成

績比你進步得多呢？」我深信，若我

們具感恩的心，就會不期然地讚賞孩

子，為孩子盡力學習而感恩，為他們樂於接受教誨而感恩，為他們

的進步而歡呼拍掌。父母及師長適時給予孩子正面的鼓勵，能為孩

子注入動力，提升他們的自信心，推動孩子在學習旅程上勇於邁步

向前。相反，若我們以負面的方法處理，只會為孩子帶來挫敗感，

令他們沒有勇氣面對日後的挑戰，可謂影響深遠。

　　雖然世界多變，只要我們每天都能保持積極和感恩的心，在心

態上作出積極的選擇，以正面的「新心態」面對「新常態」，定能

為每天的生活添上新的色彩。

柯靜如校長

「老師加油站—疫下情懷」工作坊 「活出正向教育」講座

　　本年度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在2022年5月18日舉行，當天的活動分為兩個部分，首先由香港青年協會專業社工主持「老師加油

站」工作坊，老師利用和諧粉彩進行創作，學習如何以正面態度克服困難，活動有助舒緩老師因著疫情而帶來的精神壓力。另為配合關

注事項的推行，本校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行為及社會科學系正向教育研究室計劃統籌主任許翠華小姐為老師主持「活出正向教育」講

座，讓老師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及實踐策略，老師們獲益良多。

　　本校獲教育局語文教育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曾志能先生及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的邀請，全體英文

科老師於2022年4月28日出席以Zoom形式進行的教師

專業發展活動。當天先由曾志能先生簡介「混合學習

模式」(Blended Learning)的理念和特色，再分別由拔

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及本校分享推展相關教學模式的經

驗。在分享環節中，周慧顏副校長介紹本校發展「翻

轉教室」的背景、模式、行政安排及教學示例，另由

蔡倩德主任、樊凱欣老師、王瑋晴老師、何倩瑩老師

及陳曉慧老師簡介三個不同年級的教學示例。老師從

活動中鞏固了對「混合學習模式」的認識，亦從同儕

和友校同工的分享中得知不同的教學策略，有助大家

從不同的角度反思自己的教學設計及尋求改進，有效

促進專業成長。

校長的話 新常態 新心態

專業發展活動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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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氏基金」及科學園創科公司的導師協助下，本校三位五年級學生（五甲班李希鳴、五甲班錢學慧、五丙班胡欣

雅）於2022年2月參加了「2021-2022年度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網上比賽），是次比賽的參賽者來自二十五個國家和地

區，共八百個科研參賽作品。本校同學以作品Air Fan （飛機上的防護罩）獲大會頒發「銀獎」及「特別嘉許獎」，為學校

及香港爭光！（備註：特別嘉許獎只頒發予科學個案研究有傑出表現的組別）

　　同學們的作品是為飛機客艙內部的每個座位之間設計一個可

展開的防護罩(Air Fan)，充當單獨的座椅可折疊隔板。當乘客放

下扶手時，連接在每個座位之間扶手上的可折疊防護罩會伸出形

成隔板，防護罩的表面以抗菌、消毒的材料來製造。同學希望透

過此項發明品，讓乘客和機組人員在疫情下能安心乘坐飛機，以

及減低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的風險。

「林氏基金」總監林忠業博士 ( 右二 ) 親自到校
頒發獎牌及獎狀予得獎同學

2021-2022年度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由家長教師聯誼會主辦的「新春表愛心」── 探訪長者活動於

2022年1月中進行，反應非常踴躍，共80名學生參加。受疫情影響，

本年度仍改以送贈新年賀卡及禮物的形式進行。新年賀卡由學生親自

設計和製作，她們透過賀卡，將暖暖的新春祝褔帶給居住於沙田區的

長者及其家人。通過此活動，學生從施予和關愛別人中學懂感恩和珍

惜所有，亦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新春表
愛心─

送暖行動

家教會代表送贈禮物及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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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日暨常識問答比賽已於2022年7月22日舉行，當天的活動主要分為三個環節：課室科學活動、科學實驗講座及常識

問答比賽(決賽)。在課室裏，各級的同學分別完成不同的科學任務，學生表現積極，充分發揮科學探究的精神。是次活動，

我們更邀請了科學館及太空館前助理館長黃耀華先生在STEM教室進行科學實驗講座，不論在場或在課室內的學生都可同步

進行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科學小實驗，學生很感興趣。

學生投入比賽，爭取最佳表現！ 柯校長頒獎給冠軍隊伍—健社代表

 對於科學問題，學生踴躍回應

六年級「凸輪玩具」

三年級「風繼續吹」

五年級「手持電動風扇」四年級「橡皮放映機」

黃耀華先生進行科學小實驗

二年級「保持通話」

科學日暨常識問答比賽

一年級「人的五感（籠中鳥）」

常識問答比賽 ( 決賽 ) 花絮

（五年級同學在禮堂觀賽，其他年級同學在課室觀看直播。）

決賽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健社 仁社 慧社 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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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樂媚牧師向六年級學生講解聖餐禮的意義，並為

學生主持領聖餐崇拜。 蔡牧師為柯校長及同學祝福

「欣恩天使樂處處」校園遊蹤活動

　　為配合學校發展計劃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

正面的價值觀」，本年度本校舉行「欣恩天使樂處處」校園遊蹤及「欣恩

一分鐘」分享活動。我們除了把「欣恩天使樂處處」的親子設計作品張貼

在校園不同的角落，還邀請各班的學生於午會中分享「欣賞」和「感恩」

的事情，致力營造一個充滿正向氣氛的校園。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明白

了只要凡事感恩，並欣賞別人的付出，就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聖餐禮

啦啦隊表演

欣恩天使

「欣恩一分鐘」中央廣播活動

運動
會小型

2022年1月4日

2022年7月25日

豆袋接力及遊戲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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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比賽
　　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本年度「一、二年級粵語講故事比賽」、「三、四年級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及「五、六年級英文講故事比賽」改於各班的Zoom課堂中進行，每班同學均表現出色。各班表現最出色的同學獲頒

「表現優異獎」。  

「三、四年級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獲獎學生

「一、二年級粵語講故事比賽」
獲獎學生

Winners of Primary 5 and Primary 6 
English storytelling contest

　　為了響應4月23日的「世界閲讀日」，

推廣學生閲讀的風氣，本校於2022年4月

22日及5月5日舉辦了「全校師生齊閲讀」

活動。當天早上，全校師生於班主任課時

段，一起閲讀各自喜愛的圖書，陶醉於知

識的世界裏。

 　　本校每年都會推薦學生參加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的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以推廣校內閱讀與寫作的風氣。

今年三丙班楊以純同學及六丁班胡若軒同學創作的作品表現出色，

在初小組及高小中文組獲頒優勝獎(比賽只設優勝獎)，獲獎作品及

書籍亦會在各間公共圖書館作巡迴展覽。

我們的心情十分興奮啊！
同學們都勇於挑戰自己！

4．23 世界阅讀日

 六
年級畢業日營

日期：2022年5月12日及6月2日

地點：馬灣臻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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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班學生在品德培育計劃—「紫荊花獎勵計劃」

中均表現出色。為了奬勵同學，學校特別安排於校內進

行「紫荊花獎勵計劃活動日」。當天的活動包括體育活

動、小手工製作、電影欣賞及iPad數學遊戲，亦以直播

形式安排學生欣賞五位同學的鋼琴及小提琴表演。同學

們全程投入各項活動，更期待來年能繼續參與呢﹗
體育活動

iPad 數學遊戲 電影欣賞 音樂表演欣賞

　　本校積極推動STEM學習，除了定期舉行「STEM

智叻星」問答比賽外，六年級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

每學年均進行「智能家居」STEM活動，學生利用

micro:bit 温度感應開關風扇和光度感應推動窗簾，再

配合六年級常識科的課題──簡單機械製作裝置建構

「智能家居」，利用科技改善生活。學生投入活動，

多番測試設計，務求徹底發揮「工程設計流程」的精

神，將「智能家居」做到盡善盡美。 

紫荊花獎勵計劃活動日

手工製作

       停不了的 STEM 活動

比 賽 獎 項 獲獎學生

粵語獨誦

冠軍 二丙  嚴以諾 

亞軍 五丁  李曉皓　一丙  胡均宜

季軍 三乙  楊以靜　一丙  陳羨兒

普通話獨誦

冠軍 四丙  簡佩澄　三甲  李昊鳴

亞軍 三甲  王韻芯　一丙  關凱螢

季軍 五丙  簡佩淇　四乙  李晨月

英語獨誦

冠軍
六乙  謝寶瑩
四甲  丘宜靜　吳卓恩　尹沛鍶
四乙  貝婉婷　三丁  陳睿苡

亞軍
六丙  鮑橞縈　四乙  謝凱瀅　
二乙  麥倖誼　二丙  楊巧瑩
二丁  張海婷　陳詩晴

季軍
六乙  陶栩瑩　五乙  蔡佩珈
四丙  朱泇醴　二丙  梁雅晴
二丁  李善珩

English 
Solo Prose 
Reading

亞軍 四乙  盧頌恩

粵語 英語 普通話

榮譽獎狀 ( 人次 )     / 2 1

優良獎狀 ( 人次 ) 25 88 32

比 賽 獎 項 獲獎學生

木琴獨奏 – 小學組

冠軍

六丁 趙穎鍶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高級組 五乙 陳　靖

小提琴奏鳴曲 五乙 陳　靖

第三級小提琴獨奏 三乙 林洛希

第一級小提琴獨奏 二甲 何浠泳

木琴獨奏 – 小學組
亞軍

六乙 陳紀悠

第三級鋼琴獨奏 三乙 岑沛彰

第二級小提琴獨奏

季軍

四乙 叶芷菡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中級組 四丁 曹子桐

第七級鋼琴獨奏 四丁 曹子桐

第三級鋼琴獨奏 三丁 周芝彤

第二級鋼琴獨奏 二甲 鄭曦喬

第一級鋼琴獨奏 一丁 葉秋妍

榮譽獎狀 ( 人次 ) 11

優良獎狀 ( 人次 ) 7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2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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