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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學詩》中有云：「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相信

在過去的幾過月，不論男、女同學，都要在「窗」前讀書了，而所說的窗，是一

個又一個的「電腦視窗」！2020年初，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全香港的學校都停課

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老師們藉著不同的電子教學軟件，繼續將知識傳遞給同

學。讓我們一起看看，在停課期間，方小的老師們如何協助同學「停課不停學」吧。

教學方面
    在停課期間，主科中、英、數的老師與同學們進行了實時網課，透過電腦軟件進行

教學。相信同學們都已經很熟悉我們上網課前的流程了吧：預早十分鐘進入網課，在聊

天功能中點名報到，善用舉手功能……老師們希望同學能繼續學習，同時發展「自主學

習」的能力；後來，又加入了一些自學短片，供同學在家學習，雖然上課學習變得沒有

那麼直接，卻使大家更珍惜可以一起上課的時間。

功課方面
    老師亦有為同學提供一些教學短片，使同學們可以在家中溫

習知識。在這段時間，為了更能優化教學，老師們參加了一些優

化電子教學的講座；另外，方小透過eClass發放功課，亦用電子

方式收取以及批改功課，使同學在家中學習亦能鞏固知識。

溝通方面
    雖然學校停課，但方小老師們與家長的溝通從未間斷。在這段期間，校長與老師

們都十分掛念同學與家長，班主任們定期與家長聯繫，主動關心同學在家學習的情

況；希望為同學與家長提供正面的支持。

    疫情已慢慢緩和，我們盼望疫情早日過去，同學們能盡快回歸正常及多彩的校

園生活。

在停課期間，除了老師們為同
學們進行電子教學，方小的資
訊科技技術人員，都為我們的 
     電子學習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默默
                    付出。

你知道嗎？

疫情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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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 ，最近有沒有在校園內發現一隻

色彩絢麗，振翅高飛的大蝴蝶？沒錯，它就

「棲身」在我們學校的外牆上。本年三月，

方小邀請了藝術家Riitta Kuisma，聯同郭校

長，陳菁琳老師，李慈恩老師，張淑欣老師

和義工，共同創作了學校外牆的美麗壁畫。

Riitta來自芬蘭，來港定居已經有二十年

了。近年，她積極推動壁畫藝術，在香港的

大街小巷繪畫精緻美麗的壁畫。（我就在九

龍塘地鐵站天橋看到過！）她的作品以大自

然為創作靈感，使香港人在忙碌的生活中也

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氣息，放鬆心情；而

這次學校的壁畫繼續沿用大自然主題，彼鄰

小花園，當中的一草一木，都由校長，老師

和義工們一筆一筆描繪上色。同學們，當你

忙錄於學習或努力於考試時，也可以偶爾停

下來，欣賞一下小花園青蔥的植物與美麗的

壁畫吧！

校園壁畫活動
    陳菁琳老師

新老師介紹

題外話
    校園壁畫第二期的活動已在籌備當中，這次我們希望可以邀請高年級、對藝術有興趣的同

學一同參與，分享繪畫壁畫的樂趣。四至六年級的同學們，如果您對繪畫有興趣，您可以聯絡

陳菁琳老師∕李慈恩老師，說不定，下一次我們可以共同創作呢！

曾慧珊老師
    你們好！我是曾慧珊老師。我是四甲班

的班主任，並任教中文、普通話和常識。

    我很感恩能加入方小這個大家庭，我的

興趣是旅行、遠足、彈鋼琴、烹飪等。希望

同學們亦能在方小展現及發揮你們獨有的才能，享受多姿多彩

的校園生活。歡迎大家在課餘時間找我聊聊學習和生活瑣事。

大家在疫情肆虐期間，要多注重健康，期待復課後看見活潑、

學習動力滿滿的你們。

廖德茵老師
    各位方小的同學，大家好！我是

廖德茵老師。我是4C班的班主任，任

教英文、視藝及電腦科。我平時喜歡

聽音樂，做運動及烹飪，相信你們各

位都有不同的興趣與才能，希望日後有機會了解大家。

歡迎你們在課餘時間找我聊天，更歡迎你們用英語跟我

對話！

    我很高興能夠認識你們，亦很感恩日後能和大家一

起學習和進步。願你們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羅筠淳老師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加入的支援老

師—羅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方小大家

庭，和各位老師學生一同經歷不平凡的新學

年。在疫情下的學習，我們也許面對不同的

困難，但也要竭盡所能，努力學習。

    方小的學生都是十分聰敏，投入學習，令我非常享受和你們一

同學習的樂趣。希望你們能保持這種樂觀的心情，抱著有禮的態

度，和老師們一起經歷更多豐富的學習日子。

    我亦十分感恩遇上一個很有愛的的團隊。因著各位老師的照

顧，我能夠盡快投入這裡的生活。在往後的日子，盼每天都能愉快

地學習，互相進步。最重要的是，祝大家身體健康，一切安好。

巫商英老師
    大家好！我是支援教師巫商英老

師。我喜歡去旅行，因為可以增廣見

聞，開闊眼界。在教學上，我深信在追

求廣博無涯的知識外，我們更應培養高

雅的品格，如在待人處事上學習「顧己及人」的人

際溝通態度，並具有對身邊的事物心懷關愛的品德

情意。

校長、老師、
畫家及義工一

起創作壁畫。

壁畫完成後,
看起來多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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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教師專業發展，
達至自我完善」

    從教師的專業學習，以促進學生的學習與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本校教師時刻更

新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實踐於教學工作之中，並配合學校發展，與時並

進。去年，本校多位教師於不同的公開場合，與業界及公眾人士分享教學經驗及心

得，透過互相觀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另一方面，運用創新手法，將資訊素養結合

語文學習，讓學生貫通學習，更於公開教學設計比賽中獲得獎項。

獲獎—唐可殷老師
本校的唐可殷老師首次參加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香港青年

協會主辦的「Project Net新媒體素養中小學教案比賽」，

其撰寫的英文科教案「Believe  it or not」內容圍繞健力士

世界大全的有趣資料，引導學生成為精明的網絡使用者，

學會判斷網絡的虛假資訊，最終榮獲小學組銅獎。

2019-12-13梁佩玲主任分享主題—

運用Fischertechnik軟件進行創客教育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系列
2019-12-18主題—推行STEM教育課堂規劃與反思

學與教博覽 2019
2019-12-11余家豪老師分享主題—

推行STEM教育的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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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雖然今年面對疫情，

考試延期了，但本校畢業
生暨

應屆文憑試考生仍憑著
毅力拚勁，無負眾望，

取得佳

績。部份畢業生更親臨學
校，與母校分享奪得佳績

的喜

悅及感激方小校長和老師
悉心的栽培。在此祝賀各

畢業

生未來前途似錦，並能學
以致用，回饋社會。

校友    訊喜

譚啟迪
理工大學放射治療科

葉恩銘同學

中文大學醫學科

陳侹齊同學
香港大學醫學科

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願景
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

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發揮保良精神，

以善心建善業，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

培德育才，揚康樂眾，實踐環保，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心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三位校友和校長老師一起合照。恭喜三位校友兼應屆
DSE文憑試考生，憑

佳績考入心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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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貨風雲
    故事中的男同學得知虛假的東西有人稱

作「A貨」，所以推論出假髮的英文是「A」

hai r，真的是非常有創意呢。我們在表演時

會戴上假髮，假髮的英文其實是wig(noun)。

在英文中，有些和wig相關的諺語頗為有趣，

例如flip   one ' s   wig，代表某人忽然反應很

大或很生氣，如Miss  Chan  is  going  to  flip 

her wig if Tom is  late for school again.；諺

語Wig  out亦有類近意思，如He  wigged  out 

when  he  saw  the  monster.。另外，如果想表

達非常欣賞某個人的表現，我們也可以用have 

(one's)  wig  blown  off:  I  had my wig  blown 

off when Jenny started to play the piano.

家教會

看漫畫學英語

4B 黃灝政家長

李茱蒂女士 ( 文書 )

3B 張茵雪家長

羅詩韻女士 ( 康樂 )5B 歐樂琛家長

陳穎而女士 ( 主席 )

4A 吳昀錤家長
林雅英女士 ( 康樂 )

4B 張嘉晴家長
黃綺君女士 ( 司庫 ) 

3A 黃佩怡家長
歐陽紅珍女士 ( 文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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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體會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屯門區
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甲 200 米 優異獎 6D黃郁乾

女甲壘球 優異獎 6C羅凱彤

女丙
4X100 米

優異獎
4A謝詠嵐 4A 梁芷晴  4C 廖昊恩
4B 李凱翹 4A 馮雅詠

2019-2020 年度
全學期校外活動獎項

其他機構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中文百達通 全校優秀學生：1B李怡萱  1C 鄒柏葦  1D 鄧心弦  2A 黃秋婷  4B 文翠敏  6C 陳穎瑩

華夏盃全港中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2B陳書宇  6B 陳俊宇

二等獎：1D陸子浩  2C 黎曉晴  3B 何耀中  5B 梁家俊  5B 符上智  6B 蘇靉藍
        6B 鄧心愉  6B 游崇彪  6C 鍾展鵬

三等獎：1D余穎熙  2A 黃詩嵐  2B 張茵雪  2B 黎芷琳  2C 周嘉伶  2D 莊易衡
        3A 何嘉灝  3C 布曉澄  5B 黃洪森  5B 李梓湘  5B 周嘉瑩  5C 賴晉滔
        5C 劉昊朗  5C 黃卓斌  6B 黎祖睿  6B 陳明哲  6B 黃詩晴  6B 徐鴻軒
        6B 胡青柔  6B 鄭紫晴  6C 藍天晴  6C 李帥宇  6C 陳達朗  6C 洪皓喬
        6B 司徒翊霆  6C 梁曉銘

華夏盃全港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晉級賽）

二等獎：1D陸子浩  2D 莊易衡
三等獎：3B何耀中  1D 余穎熙  4B 陳玟君  5B 黃洪森  6B 鄭紫晴  6B 游崇彪
        6B 司徒翊霆

第十一屆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 亞軍：3C黃詩翹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9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英文朗誦—冠軍、普通話故事演講—亞軍、普通話朗誦—季軍：5B黃施雅

第九屆
保良局
聯校陸運會

女丙 4X100 米  季軍：4C 廖昊恩  4A 梁芷晴  4B 李凱翹  4A 謝詠嵐

女乙 4X100 米  冠軍：5D陳思晴  5C 林　悅  5C 張嘉鐿  5C 周芷悠

男丙 4X100 米  亞軍：4B 蔡承峻  4D 陳亭熙  4A 蘇港皓  4C 李屹涵

男甲 4X100 米  冠軍：6B 游崇彪  6C 英浚樂  6D 麥子朗  6D 黃郁乾

團體獎：女子丁組（冠軍）；女子丙組（亞軍）；男子丁組（亞軍）；
        男子丙組（亞軍）；男子甲組（亞軍）

沈香林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季軍）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女童色帶組冠軍：4C鄭紫瑤

2019 南區空手道分齡邀請賽 男子套形 8-9 歲中級組—冠軍：4B陳柏睿

馬振玉體藝邀請賽—小學五人足球賽 碟賽組（季軍）

第七屆侯寶垣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盾賽（冠軍）

二零一九仁愛堂體操比賽 競技體操男單 D2—亞軍：2A馬元博；季軍：2A梁曦遜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羅凱彤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銀獎

屯門區第三十四屆舞蹈大賽 中國舞—香糉花包送健兒（金獎）

全方位繪畫比賽 冠軍：4D劉芷晴

抗流感戰隊填色比賽 高級組—季軍：5B呂芷禹；優異獎：5B劉天健

2019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喜閱漂遊
金獎：6A梁錦華  6B 梁曉鍶  6C 陳穎瑩  6D 林玥荍
銀獎：6A黎梓琪  6B 戴盈盈  6C 盧卓彤  6D 沈嗣祐

環境局戶外燈光約章 鉑金獎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隊獎

第一屆世界 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銀獎：5B黃洪森  2D 莊易衡

「智 Fit 精神健康計劃 2019」
「笑聲樂 Fun 享」短片製作比賽

最快投交作品獎及冠軍：2A鄭博穎

Project NET 新媒體素養中小學教案比賽 銅獎：唐可殷老師

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活動

比賽名稱 獎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19 人  良好：3人

英文詩歌獨誦 優良：31 人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6B蘇靉藍

英文詩歌獨誦 亞軍：6C梁曉琳  季軍：5B 盧苡恩

三、四年級
普通話詩詞集誦

季軍

教育局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 ) 小學高級組—
香香的糉兒迎端午 ( 優等獎 )

Halloween

好書齊分享

正向攤位遊戲

護脊工作坊

聖誕聯歡會

聯校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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