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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喜訊
國際傑出
電子教學獎

獲獎團隊合照

獲邀出席香港大學的
電子教學獎頒獎禮

2021 年底，本校教師榮獲香
港大學 ( 電機電子工程系 ) 頒發「國
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2020/21)」，
教師包括高副校、羅晧章主任、
梁曉薇主任、巫小芬老師、梁子
聰老師和黃偉成老師。

粵港澳學生誦讀
中華經典美文
表演大賽教師獎

為加強學生的中華文化知識，提升學生的
語言藝術風采和良好的精神風貌，並加強他們
對國民身份認同，高炳旋副校長、梁曉薇主任
及施瑾琳老師訓練了本校的高小學生參加「粵
港澳學生誦讀中華經典美文表演大賽」，表演
除了以朗誦為主，緊扣主題，還輔以戲服、道
具及配樂，三位專業的教師使十六名學生勇奪
一等獎，而三位教師更榮獲傑出指導獎，可謂
業界的翹楚。

高炳旋副校長、梁曉薇主任及施瑾琳老師榮獲傑出指導獎

六藝館 ( 簡介）

有見本校在書法、舞蹈等藝術教育課程方面成就突出，2022 年 5 月
在陳建業前校長、林楚岳校長、高炳旋副校長及設計師的計劃解說及見
證下，獲順聯會何德心會長慷慨解囊，捐獻三十多萬元預備將視藝室改
裝為「何李定金紀念六藝館」，以促進教育工作。事項獲校董會歡迎及
全員通過，大家快來期待來年新的學習「打卡」場所吧 !

何德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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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升中派位 結果理想
再續佳績 可喜可賀
畢業同學踏上青雲路
開展璀璨輝煌人生路

2022 年度派位結果

本 年 度 共 有 畢 業 生 123 名， 超 過 八 成 半
學 生 升 讀 第 一 組 別、 第 二 組 別 中 學。 除 多 名
學生升讀香港各區直資中學外，更有 40 多名
學 生 升 讀 屬 會 譚 伯 羽 中 學、 梁 銶 琚 中 學， 另
有 不 少 學 生 升 讀 區 內 有 名 中 學， 如 保 良 局 李
兆 忠 中 學、 田 家 炳 中 學、 馬 可 賓 紀 念 中 學、
屯門天主教中學、劉金龍中學等。

胡小畢業生個性堅毅、樂於學習、力求進
步，深明「起初不算好，練習就進步」的道理；
升 讀 中 學 後 繼 續 奮 發 向 上， 於 公 開 考 試 中 屢
獲佳績，升讀大學理想學系，如醫學、法律、
環 球 商 業 管 理、 物 理 治 療 等 學 系。 胡 小 畢 業
生歷年來深受中學校長稱譽。
「 十 年 樹 木， 百 年 樹 人 」， 胡 小 願 與 區
內 幼 兒 園、 中 學 共 同 努 力， 並 肩 為 家 長 教 導
孩童，為社會打造人才，為國家作出貢獻。

第一組別、第二組別

胡小培育 出色出眾 升中喜訊 派位得中

升中佳音

第三組別

2022 年度第一組
別派位結果

梁銶琚中學、譚伯羽中學
區內有名中學
直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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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校園 憧憬無限 活動多采 輕鬆適應

小一適應
小一新生訓練日及家長座談會
為歡迎一年級新同學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學校特別安排「小一新生訓練日及家長座談會」，
讓新同學和家長於開學前與班主任見見面，體驗
新環境，幫助同學們及家長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同學學習排隊
老師講解課堂常規

同學學習如何使用洗手間設施

同學學習上落樓梯

老師講解如何排隊進入洗手間

老師帶領同學遊覽學校的不同的設施

遊 STEM Room

遊圖書館

新生適應訓練 課
在「做個快樂小一生」、「小一多多 Fun」等適應活動，
透過遊戲、角色扮演學習小學生活自理方法、生活常規、
社交技巧及解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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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家長在禮堂參與「小一家長座談會」

遊李銳志堂

遊電腦室

新生圖書課
學校圖書館藏書豐富，圖書科老師在新學年，為各
班小一新生進行圖書課堂，屆時會帶同學們到地下圖書
館參觀，並介紹各類中英文圖書及借還手續等。

本校課外活動種類多元化，其中舞蹈組及中樂組
為學生提供了學習和表演的平台，讓學生能發揮潛
能，並能在舞台上一展所長！

舞蹈組為學生提供了中國舞、西方民間舞、現代
及爵士舞的表演課程，讓學生能學習舞蹈技巧之餘，
亦有機會與其他學員到境外交流。其中，低年級同學
將獲機會參加考級課程，考取文化部認可證書。

中樂訓練讓學生按其喜好學習不同中國樂器，本
校的中樂課程包括柳琴、二胡、笛子、揚琴、琵琶等，
同學學習樂器成績達一定程度，導師會推薦學生至中
樂團接受訓練，培養團隊精神及豐富演奏的經驗。

在中樂簡介會上，
同學為大家演奏二胡

舞蹈組同學示範表演

同學們靜心地欣賞
導師演奏爵士鼓合奏
導師在示範演奏木片琴
梁同學學習
古箏多年，
樂於為大家演奏

在音樂欣賞會後，同學們可試玩
不同的敲擊樂器，氣氛十分熱鬧

同學們現場習舞

導師示範
舞蹈動作

手提電子琴及敲擊樂導師
在介紹校內之興趣班

副校長介紹舞蹈組的輝煌成就
及帶同學們一起熱身

小一書法藝術

步入校園 憧憬無限 活動多采 輕鬆適應

舞蹈及音樂欣賞

新一代學生出生於數碼年代，從小便接觸極快速及大量的影像和資訊，對掌握資訊的能力和反應越來越快。
集中力、注意力及身心放鬆的能力需要關注。練習毛筆書法對集中力有幫助，身體放鬆精神集中的狀態，近似
冥想的狀態，對專注力及情緒均有正面影響。研墨時，盡量使之畫圓，如太極般並導引入心境，使心靜、意靜、
念靜……磨墨的時候也是影響作品的關鍵時刻，同時也主導了練習書法對人的性格影響。

有見及此，本校利用逢星期三提早放學時段，全體小一學生留校免費上「小一書法藝術體驗計劃」，本校
聘請著名書法家吳治平先生到校指導學生、並邀請家長義工到校協助、就讀書法班的大哥哥大姐姐做書法小導
師。計劃除了對小一學童的注意力有幫助外，還達到家校合作，也能讓大哥哥大姐姐發揮所長，有薪火相傳意義。

小一書法藝術計劃課程：

從體驗計劃第一階段認識自己及國民身份的認
同、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第二階段探索自己喜好、
體驗到自己有進步潛能、愛自己。第三階段從不斷
的練習、個人修為、個人品德、堅毅精神、同儕觀
摩及比賽，擴濶自己素養的眼界。
通過本計劃，由小一開始已懂得用毛筆書寫自
己名字、藉著研墨時間，可以令學生心境平靜，在
學習過程中，學生需要聆聽老師講解及學習筆順；
書寫過程中，可以練習到手眼協調。學生除加深了
解中國文化外，還能填補主流學校課程的缺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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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 精英盡出 屢獲佳績 閃耀胡小

精英薈萃
乒乓球隊勇奪多個比賽獎項
乒乓球隊參與了坊間不同機構所舉辦的比賽均獲佳積，在 「2021-22 年度校際乒乓球
「2021-22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中獲得女子團體季軍、男子 比賽」中獲得男子團體優異
團體優異，2B 班葉紫悠更獲選為該比賽的傑出運動員。屯門
區少年警訊「滅罪乒乓球比賽 2021」獲女子團體冠軍、男子
團體冠軍，2B 班葉紫悠及 6A 班徐子傑更獲選為該比賽的最佳
運動員。在「恒生乒乓球學院 2021 恆生新一代乒乓球大比拼」
中，2B 班葉紫悠及葉逸朗分別獲得女子 7 歲及以下組冠軍及
屯門區少年警訊「滅罪乒乓球 男子 7 歲及以下組季軍。在「東區分齡乒乓比賽 2021」2B 班
比賽 2021」獲女子團體冠軍、 葉紫悠女子青少年組雙打亞軍。
2021-22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

中獲得女子團體季軍

閃避球隊初出茅廬
勇奪全港性獎項

游泳隊在眾多比賽獲佳績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校際游泳比
賽取消。本校兩位優秀游泳隊員 — 5A
紀天嵐、5D 姜曉彤在本學期參加不
同機構舉辦的游泳比賽如下 : 新界區
體育總會舉辦的「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 北區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舉辦的
「2021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中國香
港游泳總會舉辦的「2021-22 香港長池
分齡游泳錦標賽」及「2021-22 本地第
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 第一部 )」都
獲得良好成績：紀同學共獲 4 冠 1 亞；
姜同學共獲 1 冠 3 亞 2 季。在屯門區
體育會舉辦的「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
賽 2021」中，除了紀同學和姜同學獲
得兩項冠軍外，1B 班何芊蓓同學亦獲得兩項冠軍。期望來
年度校際比賽能復辦，同學們在比賽中獲取佳績，為校增光。

閃避球隊學員本年度參加了「屯門區小學電子
閃避球邀請賽」。學員比賽時需戴上 VR 眼鏡，配合
AR 技術進行閃避球虛擬對戰。本校獲得屯門區小學
組男女子及混合組冠軍，包攬小學組別的冠軍。
另外，本校獲邀出席「全港電子閃避球比賽」，
在二十多間中小學中，獲得男子組季軍、女子組冠
軍及混合組冠軍，共獲得兩個冠軍、一個季軍。
此外，閃避球隊學員參加「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比
賽 ( 美式 )」，獲得全港殿軍。
本年度是閃避球隊第一年正式訓練，在疫情持
續的情況下，同學們仍能把握和珍惜僅餘的時間練
習，而且能獲得以上佳績，實屬難得。

寫作比賽獲取佳績
本校中文科從第一屆開始，已邀請學生參
加由香港教育大學所舉辦之粵港澳大灣區生命
教育徵文比賽。上一屆以「尊師重道」為主題，
本屆則是「感恩 - 愛人」，都是中華民族的傳
統美德，亦是生命教育及品格教育中重要的一
環，學校教育的核心所在。香港教育大學舉辦
此項比賽，旨在推動學校「感恩 - 愛人」的風
氣，啓發同學理解中華文化「感恩」與 「愛
人」的道德內涵，同時認識及力行生命教育中
的「人」、「我」意義。因此，希望學生能透
過參加此徵文比賽去培養個人自身的中華文化
修養。
本校學生不負所望，將寫作潛能發揮得淋
漓盡致，低小組及高小組分別榮獲多個一等、
二等、三等及優等獎項，而本校亦獲得「積極
參與獎」，如此佳績，可見胡小學生積極參與、
努力不懈的態度。

2022 第三屆粵港澳
大灣區「感恩・愛人」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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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門 區 電 子 閃 避 球 比 賽 全港電子閃避球比賽 兩冠一季
包攬男女混合三組的冠軍

2021 第二屆粵港澳
大灣區「尊師重道」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初小高小

低小

高小

書法組繼續大放異彩
本校歷年推動
書法活動不遺餘力，
本年度獲三項積極
參 與 學 校 獎。 在 疫
情期間書法組同學
成績繼續大放異彩，
在全港比賽中繼續
取 得 驕 人 成 績。 在
小學組總冠軍
個人賽事中參加 18
項比賽，同學們共取得冠軍 10 項、亞
軍 8 項及季軍 11 項，其中道教香港青松
觀「新界西北區毛筆書法比賽 2021」本
校獲小學組總冠軍。通善壇「2021 年全
港青少年書畫比賽」囊括小學組冠亞季
軍。旺角文娛康樂體育會「新春書法比
賽 2022」囊括高小組冠亞季軍。

本 校 田 徑 隊 於 11 月 18、19
日 參 加 了「2021-2022 年 度 屯 門
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在六個
組 別 中 共 獲 得 1 組 團 體 冠 軍、1
組團體季軍及 2 組團體優異；在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田徑比賽」 個 人 項 目 中 共 獲 得 3 個 冠 軍、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個 亞 軍、2 個 季 軍、1 個 殿 軍、6
男子組
「屯門區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田徑比賽」
女乙跳遠冠軍梅浩如
個優異，成績令人鼓舞！
女子組

數學精英盡出
15 名胡小精英於
「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中榮獲多個獎項

14 名胡小精英於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中勇奪優等及良好成績

朗誦節

在 2020-21 年度，本校學生代表喜獲全港「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
賽」最高等級—金獎 ( 小學組 )，與眾多傳統名校一起並列享有榮譽，
主辦機構香港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獲獎學生代表包括曾頌喬、陳曉
峰、陳以樂、黃子軒，同年獲獎同學升讀屬會中學及男拔萃等名校。
在 2021-22 秋季「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中，本校四名數學精英
獲得「雙優」最高殊榮的佳績，包括陳穎翹、王俊杰、廖鈞陶及梁知
行同學，另外亦有四名學生獲得優異成績。
此外，今年度繼續有多位同學在「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中獲
取佳績，包括取得「卓越獎」的張顥霖和黃立怡，「一等獎」( 全卷
滿分 ) 的黃立仁和官語晴，「二等獎」的梁溢謙、高苠曦、孫伊秀、
王嘉豪、高苠朗、何梓朗、梁珈僑和梁知行及「三等獎」的葉皓銓、
周玥曈和余縉滔。
我校數學精英能屢創佳績，實在令人鼓舞。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下，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仍
以「 錄 像 模 式 」 進 行。 本
校 學 生 全 力 以 赴， 最 後 獲
得一冠、一亞及十三季。

TOEFL Best of
the Best Award
Congratulations to Cheng Jing Ching from
Class 5B, who won the 2021 Hong Kong TOEFL
Best of the Best Award this year. Over 15, 00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exam in 2021, but only
55 outstanding students who achieved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TOEFL Junior Tests won the award!

TOEFL Best of the Best Award

4 位胡小精英代表學校
於「香港數學創意解難
比賽 ( 小學 )」勇奪金獎

人才輩出 精英盡出 屢獲佳績 閃耀胡小

田徑隊於「2021-2022 年度屯門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田徑比賽」
女乙擲壘球亞軍陳天蔚

「屯門區華服設計及演繹比賽
之華服親子圖案設計及
填色比賽」中嚢括多個大獎
為加強學生的中華文化知識，並加強國民身份認同，課程組邀請視藝科
組參加「華服親子圖案設計及填色比賽」，課程組在特別假期指導了 2 位進
入決賽的初小學生，並為她們剪輯比賽影片，最後阮奧晴喜獲最佳服飾獎冠
軍，而雷苑嘉則勇奪最佳演繹獎。
5 至 6 月初則由課程主任及施瑾琳老師分別訓練官語晴及陳穎翹演繹初
賽的文章及朗誦自選唐詩一首，最後官語晴榮獲華服設計及演繹比賽冠軍及
最佳姿態神情獎；而陳穎翹則榮獲最佳演繹獎及華服設計及演繹比賽優異獎。

喜獲大獎的陳穎翹接受傳媒訪問

官語晴及陳穎翹在
華服設計及演繹比賽
中獲得多個大獎

獲得 FIRST LEGO
League 20-21 小學
機械人表現獎一等獎

胡小學生在華服設計及演繹
比賽中喜獲全場最多大獎

亞洲機器人聯盟
FIRST LEGO League 2021 亞洲機器人聯
20-21 網上匯報獎
盟香港區挑戰賽銀獎

在疫情的影響下，縱使比賽形式改網上直播進
行，同學仍用心備賽，在 20-21 賽季中獲得 FIRST
亞洲機器人聯盟
LEGO League 20-21 小學機械人表現獎一等獎和網
上匯報獎。此外，同學首次參與亞洲機器人聯盟 FIRST LEGO League 2021 亞洲機器人
聯盟香港區挑戰賽
2021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中獲得銀獎。
20-21 小學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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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教育
暑期 STEM 親子線上同樂日暨第 11 屆家教會起動禮
為了更好培養本校學生對創科的認識，同時為同學爭取因為疫情
而減少的親子戶外活動、促進家校溝通與健康發展，學校課程發展及
STEM 組藉新一屆家教會的成立，主動與家教會合力在暑假的 8 月 28
日舉辦了「暑期 STEM 親子線上同樂日暨第
11 屆家教會起動禮」。

講座嘉賓 STEM SIR 示範
STEM 實驗

家長現場參與講座

這 個 新 創 設 的 活 動 集 親 子 同 樂、 線 上
STEM 講座及實驗、現場參觀與遊戲，更加是
第 11 屆家教會建立的首秀。讓全校師生家長
通過網絡認識了新一屆的家長及教師執委。

參觀 STEM ROOM

羅主任講解機械人的操作

梁老師講解
創科遊戲內容

家教會主席與執委
代表委員會講話

學生參與電子遙控遊戲

STEM 親子工作坊及親子同樂日

繼暑期 STEM 親子同樂日，課程發展及 STEM 組再次與家教會在
12 月 19 日舉辦了另一次以「創科」為主題的親子工作坊及親子同樂日。

由於當時疫情相對減弱，當日的活動非常豐富，除了禮堂坐滿家 與講座嘉賓合影
庭參與現場創科活動，學校更加精心安排了乒乓球、足球與閃避球
活動。

校長、家教會主席

乒乓球教練和畢業生代表、現職教練的畢業生一起在活動室介紹
乒乓球 ; 足球校隊負責老師在操場安排了極富趣味和訓練性的活動 ; 閃
避球校隊負責老師更邀得香港代表隊協助學生寓樂於學，大家樂也融
融的度過了一天。

校長、STEM Sir 與參與家庭拍攝

家教會一眾執委與課程
發展 STEM 組同事合影

乒乓球親子遊戲

閃避球親子遊戲

足球親子遊戲

參加的家庭分批大合影

STEM Sir 在講解
STEM 原理

家教會執委與參與家庭拍照

創科教育──全港性 STEM 獎勵計劃
為促進本校的 STEM 教育，課程主任帶領 P5 及 P6 數理精英
於 7 至 9 月期間挑戰「STEM 獎勵計劃」，計劃包含：1. 觀看影
片學 STEM ； 2. 完成 STEM 工作紙；3. 完成指定實驗；4. 閱讀
STEM 書籍；5. 完成自選實驗；6. 自製創意 STEM 影片，學生們
都積極進行各類的科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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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除喜獲「STEM 學校大獎」外，1 位小五同學更勇
奪金章及獲取 1000 元獎學金，另有 5 位同學榮獲銀章，20 位同
學榮獲銅章，而指導教師──梁曉薇主任亦被邀出席九龍灣國際
展貿中心舉行的頒獎典禮，金章的鄭翰諭同學更接受傳媒的訪問。

小五鄭翰諭同學勇奪
STEM 獎勵計劃之金章

金章的鄭翰諭同學拍攝
的實驗片《吹氣飛鏢》

多名數理資優組
學員喜獲銀章

銀章的陳天蔚同學
到科學園為大家
介紹光纖的應用

本校榮獲「STEM 學校大獎」及多個獎項

為提升數理精英的 STEM 水
平，本校參與香港理工大學及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科創 ˙ 起
˙ 承」青年科技創新教育計劃，
此計劃目的是培訓精英提前學習
進階版的機械、電子及資訊科技，
並提前讓學生進行生涯規劃。
透過機械人培訓課程，選拔
精英出戰「科創．起．承」青年
科技創新教育計劃小學組比賽。

學生認識 4-bar linkage
的機械原理

教師們支援學生
組裝機械配件

教師指導學生如何
使用組裝工具
學生敢於測試自組
機械人的性能

學生分組組裝機械人 學生善於尋求教師的專業意見

Bring STEM to the English Classroom
  STEM is no longer just for science lessons! The English Team has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STEM learning.
We developed some STEM projects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brought these innovations to the classroom. The English
STEM projects focused on scientific thinking,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observe, think
critically and make hypotheses. Then, they did experiments to prove their hypotheses and analysed them to make a
conclusion. Let’s have fun in English STEM Class!

Here are some of our projects:
Primary Colours

Mixing Colours Experiment
in P.1 Classroom

The World Clock

P.2 students Making
the World Clock

STEM

Tall Tower Challenge

創科教育 啟發潛能 創新思維 裝備未來

遙控遊戲

創科教育──理大「科創 ˙ 起 ˙ 承」青年科技創新教育計劃

Tall Tower Challenge for P.4 students

創科教育──教大 STEM 教育支援計劃
   為促進本校的 STEM 教育，本校
與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學系合
作，開展 STEM 教育支援計劃：藉着自
主學習建構具進展元素的 STEM 課程。

   透過每月與教授進行共備會議、

定期的教師培訓工作坊，以及觀摩友校
的公開課，本校的常識、電腦及數學科
創設自主學習為策略的校本 STEM 課
程，漸進式推動 STEM 教育，提升學生
的 STEM 能力。

教師示範如何組裝不同的傳感器

   而本年度的主題是進階版智能家

居，P5 學生按生活需要，設計合適的
智能裝置，以改善家居環境，為的是進
一步提升 P5 學生的科探及解難能力。

教師指導學生如何為程式偵錯
教師積極參與培訓工作坊
學生編寫的程式成功推動小風扇

STEM 小組成員支援同事
運用不同的傳感器

香港教育大學支援本校創設校本的 STEM 課程

胡小教師積極進行友校的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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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教育
學校 STEM DAY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5 日是年度「學能提升周」。鑑於疫情相對穩定，前三天安
排了創科活動予學生參與。考慮人流聚集問題，6 月 21 日至 23 日這三天每天只有約九
個班級進行創科活動。不同年級不同活動主題和地點。有的在課室，有的在禮堂，有的
在電腦室……同時，每天約有九班進行知識學習、九班進行課堂創科學習或實驗遊戲。
各年級的學習主題不同，分別是 :
P1

醫藥、動力主題

P4

智能家居主題 (Micro:bit)

P3

氣動車

P6

機械、力學主題

P2

醫生主題

P5

一年級 肺呼吸模型

GIGO

三年級 氣動車大賽

二年級 自製聽診器

五年級 GIGO

四年級 智能家居主題

六年級 機械、力學主題

電腦科 STEM
電腦科 STEM 透過動手、動腦，讓學生親手製作、經歷、發現及反思實驗過程，強化學生在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
及跨學習領域的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本年度電腦科銳意發展，配合不同科目的跨科活動，如常識科的智能家居製衣、音樂科的音樂創作，以及數學科的 3D 立體設計，
豐富 STEM 內容的同時，亦為電腦科創造了不同的可能性。
希望日後繼續會與不同學科的腦震盪，設計出更豐富、更具教學效能的 STEM 活動，讓學生獲益良多。

四年級與
音樂科合作設計
生日快樂歌曲

五年級與常識科合作
設計智能家居的物品

六年級與數學科合作
設計 3D 立體杯子
學生作品

學生利用 Microbit
播放生日快樂歌曲

同學在透過編程設計智能家居

電視台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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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 自動決策裝置的物資

今年網課繼續，學校 STEM 教育小組繼續與各科合作，製作多個居
家親子 STEM 教育影片，個別節目更是老師們特意回校拍攝，並在假
期播放。節目包括由課程組與電腦科組合作，常識科任發放的「懸著的
蛋」，就在「特別假期」播放。

學生先在 TINKERCAD
軟件上設計 3D 立體杯子

小三「製作動物成語電子書」

三年級配合課文教學，運用 Book
Creator 製作以動物成語為主題的發聲
電子書。同學除了要設計封面外，更要
配合故事發展，選「起、承、轉、合」
四幅插圖，再配合說故事技巧，製作獨
一無異的電子書。

小一專題研習「花的顏色變變變」

在植物放大鏡的單元裏，我
們知道同一種類的花都會有不
同顏色，讓我們來動手做一做
試驗，看看如何改變花的顏色，
再請同學把實驗的過程寫下。

小 二 專 題 研 習「 慶 祝 胡 小
四十周年校慶電子吉祥物」

胡小四十周年校慶
我最喜愛的玩具－慶祝胡小四十周年校慶
「電子吉祥物」
中文科二年級
題目：胡小四十周年校慶 ---- 我最喜愛的玩具
單元：配合二下一冊 單元三 玩具百寶箱
學生先搜尋有關最喜愛玩具的背景資料，如玩具
的製造方法、來源、歷史、外形等，去完成預習，於
課堂上匯報。老師會從旁指導，協助學生分組完成整
份研習報告。
學生要以專題研習的結果去進行創科設計，設計
一款為慶祝胡小四十周年校慶去設計「電子吉祥物」，
當中要透過電子的知識及解難，才能成功設計「電子
吉祥物」。最後，學生要寫一篇文章介紹「電子吉祥物」
設計的外形、理念及原因。

小五專題研習「慶祝胡小
四十周年校慶創新地道美食」

胡小四十周年校慶
我最欣賞的香港地道美食 慶祝胡小四十周年校慶創新地道美
食
中文科 五年級
題目：胡小四十周年校慶 ---- 我最
欣賞的香港地道美食
單元：配合五下一冊 單元四 迷人的香港
學生先搜尋有關最欣賞地道美食的背景資料，如美食
的製造方法、來源、歷史、外形等，去完成預習，於課堂
上討論。老師會從旁指導，協助學生分組完成整份研習報告。
學生以小組形式 4-6 人一組，將專題研習搜集所得的資料，運用
Google Slide 展示出來，於課堂上匯報，分享成果。
最後，學生要以專題研習的結果去進行寫作，主題是為慶祝胡小
四十周年校慶去設計一道新款地道美食，然後寫一篇說明文，說明設計
的理念及原因。

同學精心製作的電子書

小四專題研習「中國著名愛國詩人」
四年級專題研習以 Google Slide 形式進行，主
題是愛國詩人 ( 配合單元六課文教學 )。學生需分組
以中國著名愛國詩人為研習對象，搜集資料，並要
錄製朗誦片段，以及為慶賀校慶 40 周年創作古詩。

作品朗誦示範

小六專題研習「中國創科名人」及
創科寫作活動「胡小機械人」

學校為配合三年發展計劃「創科未來顯積極」，
幾年前已迎來一個「胡小」機器人。讓我們透過閱
讀和寫作，進入積極創科的未來新世界 !
六年級亦以「中國創科名人」作專題研習的課
題，分組透過資料搜集，深入認識中國創科名人，
並於 Google Slide 製作報告。

創科教育 啟發潛能 創新思維 裝備未來

中文校本創科計劃

創科寫作活動「胡小機械人」
專題研習「中國創科名人」

2021-2022 年度壁報設計比賽
教務組配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本年度
以「創科積極」為壁報設計比賽的主題。透
過班主任帶領全班學生設計、佈置教室壁報，
除提升學生對班別的歸屬感外，更能提供平
台予學生展示學習成果，進一步營造學習創
科教育的積極氛圍。
為配合比賽主題，學校更特意訂購激發
思維的小玩意作為禮物，頒贈獲得冠軍的班
別，鼓勵同學努力學習。

三年級冠軍 (3B)

一年級冠軍 (1B)

四年級冠軍 (4A)

五年級冠軍 (5D)

二年級冠軍 (2D)

六年級冠軍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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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因材施教 啟發智能 盡展才華

資優教育
NET Elite Program
   Led by the two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the afterschool Elite STEM Class and
Journalist Club are two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designed to challenge and inspire high-ability

Our School Newsletter:
Elite Journalist Club

English students. Meeting every Thursday,

2021-22 J-Newsletter Term

NETs and students collaborate
together to create brilliant work!

these class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fun and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learn
valuable skills and engage with the NET and
fellow classmates. At the end of each term,
students produced school newspapers and
STEM projects as a culmination of their efforts.

Elite Team_Journalist
Club_JimmyNEW

Elite Team_Journalist Club_JimmyNEW

Students work on their stories individually and in groups. Good job!
   The Elite Journalist Club gives young aspiring writers a platform to learn new styles and hone their craft. Students in this class enjoyed learning
about a wide range of writing styles, ranging from reports and opinion pieces to poetry and short stories. After an introductory presentation on the topic
of the week,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try their hand at writing their own pieces, with helpful feedback provided by the NET and fellow
classmates. Fun games and activities provided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for all.

NET STEM Project
  The English Elite STEM course comprised of four main challenges.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build, test and make

conclusions from their projec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were key aspects to completing the challenges. Students had
to be creative and solve problems to construct the most effective designs. The topics focused on were: kinetic energy, use of
resources and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STEM Projects 2021-2022

Wind Turbine Challeng

Paper Chain Challenge

How many coins can it lift

One piece of A4 paper

Water Wheel Challenge

Make a conclusion

S4A banner

Pour the water

Rehearsing a scene with Mr Jonathan

English Drama Club
   The normal plan and schedule of drama
lessons were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Our students learnt drama skills
through both face-to-face classes and online
lessons. They engaged in the drama games
and learnt how to act well.

11

Interactive online drama lessons with Mr Jonathan

Flood Barrier
Challenge

Rehearsing a scene with Mr Jonathan

Which material will
best stop the water

Dress rehearsal of King Lear

Dress rehearsal
of King Lear

Dress rehearsal
of King Lear

Dress rehearsal of King Lear

英普雙語資優組於 2019 年度成立，組員為英文科及普通話科考試中名

列前茅的高年級學生。他們接受課後的資優課程，以發掘和培育優異學生的
英語和普通話能力。

Learning how to be an
excellent story teller

參加中學舉辦的 VR 寫作工作坊

學生表現優秀

學生於 VR 寫作工
作坊比賽表現優良

資優課程著重學生的英語及普通話說話能力，透過不同的互動遊戲、分

組活動、演講訓練及朗誦比賽，提升學生的英語及普通話雙語說話技巧。此

課程亦有教授劍橋英語，為報考國際認可的劍橋英語考試作最佳的準備。同
時，教師預備了不同場合讓學生參加，讓學生一邊服務一邊學習，在實踐中

愉快學習。本年度推薦學生參加不同活動及比賽，獲得優良成績。學生除了
在朗誦比賽獲得佳績，也在中學舉辦的 VR 寫作比賽中獲冠。

電腦小先鋒
參與「科創﹒起﹒承」
青年科技創新教育計劃

學習無人機的操控
學生在校外活
動中互相合作

學生在校外活動中設計作品

電腦小先鋒

小學生小小創客工程師 -STEM Maker 體驗班

學生在校外活動學
習進階編程應用

機甲大師 ( 屯門 ) 分區挑戰賽訓練

數理資優精進班
小四數理資優精進班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能提升學生智商、邏輯思維、推理力、分析
力及解題能力，為未來不同數理比賽作好準備。「Rummikub魔力橋訓
練」中，學生透過Rummikub內變化無窮的策略，激發學員思考神經。
「小型無人機訓練」中，他們能親手操作無人機，並學習利用編程
操作無人機。

此外，課程組更與校外的專業機構合辦網上AR工作坊，讓學員體驗
AR的應用層面，幫助他們提前認識創意及善用科技的能力。

飛行中的無人機

Rummikub 訓練

小六中數常資優精進班

課程發展組根據學生過往於中文、數學及常識科考試成績，安排位列
於全級前茅的六年級學生加入「小六中數常資優精進班」，以接受課後學
習課程，透過課堂活動以提昇學生潛能，透過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本年度，學生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創科活動，除了動手動腦的STEM實驗
外，更利用IT程式，如「ArtFashionDesigner」、「StoryTellAR」進行服
飾設計以及AR形式說故事，期望讓學生把創科精神應用於生活及學習上。

在數學比賽中， 4名胡小精英代表學校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合辦的「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小學)」，獲得最高級別的「金
獎」。在「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中亦有4名學生於勇奪該比賽最高殊榮的
「雙優」成績，另有4名學生亦獲得一優成績。

以創科精神拼砌模型

以探究精神
設計實驗

為短片比賽進
行拍攝活動

無人機障礙賽
的練習

訪問低年級，
搜集資料內容

認識及處理
裝置的硬件

小五數理資優精進班

本年度課程組新舉辦小四「數理資優精進班」，透過課後的資優課
程，以提早發掘和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課程包括：「奧林匹克數學訓
練」、「Rummikub魔力橋訓練」，以及「小型無人機訓練」。

積極參與中學
舉辦的數學比賽

機甲大師 ( 屯門 )
分區挑戰賽訓練

課程組於每年數學及常識科考試中挑選位列全級前茅的學生加入小
五「數理資優精進班」，接受課後的資優課程，以發掘和培育資賦優異
的學生。
此精進班為學生增設高階及初中數理探究課程，讓學生從探究中學
習不同的課外及初中數理課題，為不同數理比賽作好準備，喜見小五學
生在「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中勇奪金、銅及優異共五個獎項。

此外，課程組更與校外的專業機構合辦網上AR工作坊，讓數理精英
體驗AR的應用層面，透過匯入預先設計的服裝圖樣，再利用AR Fashion
Designer程式設計服裝，並以「網上時裝秀」展現獨特的設計，此工作坊
充分發揮數理資優學生的創意及善用科技的能力，更為他們提供豐富的學
習經歷及生涯規劃教育，幫助他們提前認識自己的興趣、能力和抱負。
再者，課程組為小五數理精英引入STEM獎勵計劃，着他們觀看
STEM影片，完成指定工作紙及小實驗，再拍下實驗短片，切切實實地
進行科研活動，並榮獲1金4銀7銅的佳績。而訓練教師梁曉薇主任、勇
獲大獎的鄭翰諭同學及數名學生更被邀出席電視台的頒獎典禮及接受傳
媒的訪問。
深信多元具效能的數理資優課程絕對有助提升數理精英的能力與技
能，更有利他們提前適應中學的課程。

小五何梓朗
課 程 組 為 數 理 資 優 學 的 AR 作品
生舉辦線上 AR 工作坊

數理精英運用
組數巧算數學題
資優生熱衷組裝 Gigo
配件來解決生活難題

數理精英成功組裝機械人

數理資優生挑戰電子奧數題
同心合力製作
機械人

資優教育 因材施教 啟發智能 盡展才華

英普資優組

鄭瀚諭勇奪 STEM 計劃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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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擁有 珍惜現在 正向成長 活出彩虹

感恩珍惜
正向成長路──價值教育實踐課
正向成長路──
價值教育實踐課

為配合教育新趨勢，本校參與了國史教育中心及教育評議會合辦
的「價值觀教育實踐學校計劃」，藉此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由於本校揀選了「獨立思考」為發展方向，故此校方安排一連串
的教師培訓，好讓計劃順利推展。

利用西方「從眾行為」
教學影片引發討論點

學生匯報時事的分析

教材套均由課程主任優化，務求配合本校校情、生活環境及社會
的變化再作剪裁及增潤，使學生能培訓出獨立思考的能力。

學生透過分析時事新聞明辨是非

教師利用學習小結鞏
固價值教育課重點

學生認真完成價值
教育課的課堂任務

利用本港「從眾行為」教學影
片帶出「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Easy Easy 好小事

在疫情反覆、生活和學習秩序改變的
日子裏，我們仍然可以學習好好過生活 !

我們繼續透過「好心情學習金句」，
幫助同學建立成長型思維的概念。
並以「Easy Easy 好小事」為主題的
各項活動，讓同學經歷和實踐「好心情學
習金句」的意義，培養關愛積極的品格……
無論日子如何，我們仍然過得很快樂！

今天我幫助妹妹溫習英文默書！

好心情學習金句 : Easy Easy 好小事－實踐計劃
「好事日記」分享 : 透過學生連續兩星期將每一天完成的好
事記錄，養成積極、關愛等行為習慣，提升正向生命質素，實踐
「好心情學習金句」:
「把握時間，對的事情，立刻去做」。本年度我們共收到
三千多件小事分享 !

為公公婆婆裝置地拖⋯
為公公婆婆裝置地拖
⋯

我教弟弟打籃球。

「Easy Easy 好小事」嘉許合照 - 邀請老師合照，為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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嫲嫲說：「我沒有裝「安心
出行」怎麼辦呢？」我立刻
替嫲嫲下載，並教她使用。

你想知道校長和老師們日常的「好小事」嗎？讓我們一起分享和學習……

林校長懷着「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愛心，持續支持兒童院的工
作，也為家中的孩子和學校的同學們
樹立身教好榜樣！

老師主動詢問別人的需要，真的
能夠更具體和貼心送予合適的幫助 !

老師的愛心行動，帶來別人正面
影響，一起加入幫忙⋯自己能夠感染
別人一起做好事，也是十分快樂的！

Easy Easy 好小事 - 新年大行動
除了實踐「好心情學
習金句」：「知道你辛苦
了，我可以幫忙嗎？」培
養與家人正面的溝通模
式和習慣外，

亦在假期與家人共
創「無網絡 共享樂」的
家庭樂時光，為腦袋注入
美好回憶，成為日後面對
生活各種挑戰的能量！

在疫情嚴峻的特
別假期，堅持保持生活
規 律、 堅 持 學 習 生 活 技
能， 體 驗 經 歷 未 熟 習
至完成任務的滿足
感。加油！

原來縫補鈕扣很難，一隻
手 拿 針， 另 一 隻 手 拿 鈕 及 衣
服，要看準鈕孔把針穿過而不
會刺到自己，真的不容易啊！

知道媽媽
平時工作辛
苦，回家後又
要做家務，我
主動問媽媽幫
忙家務，媽媽
說我可以幫手
抹枱和吸塵。

我們一家人一起玩大富
翁。這樣比各自用手機或電腦
消閒實在有趣和開心得多了。

感恩擁有 珍惜現在 正向成長 活出彩虹

Easy Easy 好小事－師生齊分享

「Easy Easy 好小事」「堅持完成 滿足快樂」挑戰站

將一片一片散的拼
圖成功拼成一幅美麗的
圖畫，我既興奮又開心！

每天我都堅持做運
動。除了學校安排的運動
作業，爸爸還教了我做仰
臥起坐、深蹲和掌上壓。
雖然掌上壓我還做得不太
好，但我都會堅持努力，
每天多做運動保持活力。

我在打太極拳，我
覺得很快樂，因為可以
強身健體，又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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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擁有 珍惜現在 正向成長 活出彩虹

感恩珍惜
「堅持完成 滿足快樂」成長體驗課
滿足快樂」成長體驗課
復課後與同學體驗和享受合作、堅持完成的滿足！

堅持完成，滿足快樂
暫未成功，我們會努力再嘗試！
⋯完成挑戰，Yeah!
團隊合作

能夠與同學一起合作，真興奮！

2022 陽光相聚 班級經營課

師生同行，迎接回校復課的挑戰！

一起分享「陽光」音樂

陽光復課齊加油！

疫情嚴峻，特別假期
的日子，不知道老師遇上
什 麼 生 活 上 的 挑 戰？ 同
學們又如何渡過？
感恩能夠相聚，互相
分享和支持，一起同行！

老師分享與朋友視像見面

分享走過確診的日子⋯
分享走過確診的日子
⋯

陽光復課歡迎你
陽光復課
歡迎你

校長老師支持你！

復課後，懷着興奮？戰兢？忐忑…的心情回到學校上課 ?
讓老師為同學們加油！

陽光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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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活動 －
德育正向閱讀活動
學校為了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及正面價值觀，為全
校學生舉行了「自主學習活動－德育正向閱讀活動」。3 至
6 年級閱讀數篇圍繞正向價值觀的德育文章，並摘錄最喜愛
的句子，並在中文堂分享。1 至 2 年級利用德育有聲電子書，
更可進行網上小遊戲，望能啓發學生的思考及加強品德教育。

English Channel
   English Channel is an online programme which
provides an authentic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mes related to promoting positive
attitudes like ‘You seem to be upset,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it?’ and ‘Be Contented’ were broadcasted.

感恩擁有 珍惜現在 正向成長 活出彩虹

生命教育講座
生命教育
講座

English Channel

「做個喜學先鋒 豐富正向人生
豐富正向人生」
」
教務組透過「喜學先鋒」獎勵計劃，鼓勵參與輔導教學的學生，積極投入輔導教學課堂。學
校相信學生能積極、正向地去學習，是邁向進步的有效途徑。本年度我們特別為每名「喜學小先鋒」
訂製卡通版胡小學生鑰匙扣，希望同學掛在書包上，時刻提醒自己：做個奮勇向上的胡小學生！

一、四年級「喜學先鋒」加油呀！

二、三年級「喜學先鋒」努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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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學習 擴闊見聞 豐富經歷 跨步躍走

文化交流

姊妹 學校交流

每年文教組都會為全級六年級學生舉行廣州交流體驗計劃，今年原定安排學生到佛山市順德區
世紀小學進行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可惜因疫情影響，兩校的到訪交流活動，只好宣佈取消。為了加
深兩校師生的情誼，推動攜手共進的步伐。現利用資訊科技進行跨境學習活動，透過遠端視訊系統
進行實時互動交流課。希望通過這次實時交流學習課，增進雙方學生學習的多面化。兩地學校能持
續促進兩校師生對兩地文化及地域的認識和欣賞，亦能持續維繫兩校的友誼。

世紀小學與胡小交流時的情況

兩地學生小組交流學習生活

六年級的同學們在交流過程都十分投入

學生分享兩地文化特色
雖然兩校只能透過熒幕見面，
但無阻彼此的友誼

世紀小學的同學向
胡小學生介紹當地景點

兩校分組交流學習生活

兩校大合唱

滬港澳 線上 夏令營 活動

交流文化活動──滬港澳線上夏令營活動
本校獲上海教育局邀請參加「滬港澳夏令營」，課程組
邀請了英普資優組及數理資優組特選學生，在 2021 年 7 至
8 月期間，透過線上交流活動及自學平台給資優組學生提供
以下的學習體驗：
(1) 提供文化藝術的體驗及賞析；
(2) 學習上海語；
(3) 創設及錄製粵語課程；
(4) 參與漢字研習課程；
(5) 參與三地的網上論壇：「未來創想」
(6) 自製手工藝教學影片
能參與「滬港澳夏令營」的同學均獲益良多，本校參與
的師生均獲得上海教育局高度讚揚。
此「滬港澳夏令營」的統籌及主要訓練教師為高炳旋副
校長、梁曉薇主任，而支援教師為蘇鳳儀主任、林凱珊老師
及馮力恩老師。

胡小師生積極參與
滬港澳線上夏令營活動

胡小學生拍攝自我介紹
學生的團扇成了中國
及香港簡介影片
文化日的學習材料

疫情下的周日回校
趕製閉營禮影片

學生在交流下製作出
精緻的中國傳統手工藝

胡小學生透過視像會議與
三地學生匯報「未來的創想」

滬港澳夏令營結業頒授儀式

同心同根，同心抗疫 － 港滬 兩地 心連心

2022 年 1 月，本港疫情轉趨嚴峻，胡小開啟網上授課
模式。1 月 28 日－「網上中國文化日」，胡小收到上海二
聯小學校長及同學的祝福影片。同年 3 月，到上海疫情迎來
嚴峻挑戰時刻，如香港一般，上海地區開啟線上教與學……

互相打氣 祝福滿滿

上海二聯小學楊鈞校長
( 新春的祝福 )

其實自 2019 年疫情爆發開始，
滬港兩地一直保持互相支持與關懷。
2019-2020 年 度， 新 冠 爆 發 初
期，國內較為嚴重，胡小全體教師在
停課期間戴口罩為國內 ( 上海 ) 打氣。

同一顆心 同一首歌

2020-2021 年度，學校課程組、歌詠組與上海及澳
門學校一起在 2021 年 3 月合作完成了一個「滬港澳三
地同屏合唱」的節目。2 月策劃，3 月開始排練並完成
拍攝，節目「同一首歌」於四月初在上海大型典禮上公
開播放 ( 同時滬港澳三地線上直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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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歌詠隊 ( 右下角 )

童心童畫 共抗疫情

2021-2022 年度
2022 年 2 月，香港每日確診過萬，上海開展了
「同心同根，為香港加油！」的系列活動，得到了
二聯小夥伴們的積極參與。看！他們有的用書畫的
形式、有的用慰問卡的形式、也有的用小視頻記錄
對香港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師生們的祝福。
上海 用語言 表祝福
上海 用畫筆 表祝福

上海同學為滬港打氣的抗疫心意卡

上海二聯小學同學為
滬港兩地拍攝抗疫打氣短片

同心協力 共克時艱

2022 年 3 月
中旬，香港特別假
期，同時上海開啟
網課，大家都待在
家避疫。二聯小學
的許樹堯同學和香
本校學生用用畫筆表祝 港順德聯誼總會胡
福本校孫伊秀同學為滬 少渠紀念小學的張
港打氣的抗疫畫作。
麗妍同學，用書法
的形式隔空寫出「同心協力」的作品，
盡顯兩地同心，互相支持的情誼。
上海加油！香港加油！

守望相助 共待花開

2022 年 3 月，上海告急，香港胡少渠紀念小學
課程組聯合資優組同學在「特別假期」期間開啟「同
心同根，為上海加油！」的「疫情下齊打氣活動」。
林校長和高副校長在得知上海的疫情形勢後，特
別回校拍攝慰問視頻，希望二聯小學的師生們能放鬆
心情、正確防護，期待疫情過後兩校能再次相聚。

  

林校長及高副校為滬港
兩地拍攝抗疫打氣短片

課程發展組梁主任和資優
組馮老師在假期通過線上
模式集合在家學生拍攝
師生打氣片。

本校學生用語
言表祝福冼頌
珈同學為滬港
兩地拍攝抗疫
打氣短片。

滬港學生以「同心協力」為兩地師生打氣

負責老師： 高副校 梁主任 馮老師
銘
謝：
上海楊浦區教育局 楊浦區二聯小學
上海楊浦教育國際文化交流服務中心
胡小資優組 胡小書法組

為加強學生的中華文化知識，提升學生的語
言藝術風采和良好的精神風貌，並加強他們的國
民身份認同，高炳旋副校長、梁曉薇主任及施瑾
琳老師挑選了本校的普通話精英，參加「粵港澳
學生誦讀中華經典美文表演大賽」。
這跨地域的比賽除了要求學生誦讀主題有關
的作品，更講求團隊的一致性，亦須緊扣主題，
還輔以戲服、道具及配樂來進行訓練及拍攝比賽
影片。在密集式的課後訓練下，十六名學生勇奪
一等獎，三位專業的教師更獲傑出指導獎。

交流學習 擴闊見聞 豐富經歷 跨步躍走

交流文化活動 ─
粵港澳學生 誦讀 中華經典 美文 表演大賽
參與誦讀大賽的學生的威風造型

高小學生穿戲服拍攝比賽影片

學生勇奪誦讀中華經典
美文表演大賽一等獎

粵港澳誦讀大賽的師生合照

中學學習 新體驗

2021-2022 升中家長講座

升中模擬面試

在「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中學會與申請的同學進行面試。
教務組希望同學在中學面試有突出的表現，所以學校本年度
首次邀請劉金龍中學、梁植偉中學的老師和學生，於 1 月 29 日蒞
臨胡小，為我校的六年級同學，特地舉辦一場真實的升中模擬面
試。這一場面試由中學老師擔任面試人員，中學學生擔當服務生，
讓胡小同學把《升中面試預備手冊》所學到的知識，已構思的內 同學錄影面試時
會注意外表和姿勢
容，盡情地展現出來。
雖然「升中模擬面試」最終因疫情爆發而取消了，但學校不想
同學因此錯失練習面試的機會，所以將模擬面試改為錄影模式，讓
小學老師、中學老師一起評鑑、分析， 同學運用兩文
給予中肯有用的回饋。
三語作模擬
欣賞同學在錄影中展現的自信與努 面試錄影
力，更欣賞同學在出席中學面試後，填寫有關問
卷。學校會根據同學的回應，優化胡小出版的第一
本校本自學冊《升中面試預備手冊》。
感謝同學填寫升中面試冊問卷

為了讓六年級的家長及學生更
了解升中派位機制，教務組每年都
會舉行兩次升中講座。
本年度 12 月 8 日，學校舉行第
一次升中講座。本校十分榮幸，能
邀請屬會譚伯羽中學尹仲其校長，
梁銶琚中學英佩詞校長，撥冗蒞臨
我校主講，為家長、老師及學生講
解升中機制、中學課程及屬會中學
辦學特色。
第二次升中講座亦順利於 5 月
18 日舉行，因應疫情關係，學校將
講座改為線上形式舉行，而六年級
家長亦踴躍參與。

林校長致贈紀念品
答謝兩位主講嘉賓

林校長致歡迎辭及
介紹兩位主講嘉賓

中學學習體驗

生物課？地理課？家政課？是甚麼課？
教務組希望透過講座、觀摩、課堂交流等活動，讓校內六年級學生初步認識中學的校園生活。我們相信只有透過行動，積極去準備，才能樂觀面對升中
學習的新挑戰！
學校藉此感謝中學友校組織、設計不同的參觀活動，讓即將升中的同學參與。這確是難得的機會，讓同學經歷嶄新的學習經驗，留下美好的參觀回憶。
學校亦感謝家長的支持和參與，出席中學升中講座，陪同子女參觀校園，願同學畢業後繼續與父母攜手漫步成長路！

生物課 ( 小心取出葉子 )

生物課 ( 製作葉脈書籤 )

物理課 ( 製作潛望鏡 )

科學課 ( 齊來動動腦 )

生物課 ( 人體真奧妙 )

陳黃淑芳中學

家政課 ( 焗製藍莓蛋糕 )

梁植偉中學

劉金龍中學

科學課 ( 學習公平測試 )

音樂課 ( 小鼓大合奏 )

旅遊與款接課 ( 酒店管理 )

體育課 ( 看我跳得多遠 )

科學課 ( 學習使用本生燈 )

體育課 ( 看我跳得多高 )

幼稚園 教學 交流

為加強與區內外幼稚園家長交流溝通，本校接待幼稚園的家長和學生到本校參觀，亦舉辦公開家長講座，以增進家長對本校的認識，協助幼稚園家長為子
女找到心儀合適的小學。
今年度本校老師和同學到訪區內幼稚園與學生進行英語及數學課堂活動，讓兒童體驗小學課程，有助兒童適應新的學習階段。同時，本校老師亦與幼稚園
老師分享交流，獲益良多。

到訪順德聯誼總會
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家長講座

到訪聖公會青山聖彼
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接待順德聯誼總會
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一同跟郭校長．主任和小鼓手合照

與 K2 小朋友一齊玩
遊戲 ( 購物與數字 )

進行數學課堂活動 ( 購物樂 )

接待佳寶幼稚園 ( 屯門分校 )

齊齊唱唱跳跳學英語
家長參觀學校

舉辦公開家長講座
增加家長對本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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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活動 多姿多采 樂在其中 興趣提升

主題學習

節日活動──中秋節
文化是語文的重要構成部分，認識文化
有利溝通，也有利於文化傳承。因此課程組
為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語
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會善用中國傳統節日
──中秋節以創設跨學科的學習活動，讓學
生透過完成有關中秋節的挑戰題，進一步認
識此傳統節日。

另外學校的大堂亦增添了中秋擺設，讓
師生及外訪人士一同感受這個中國傳統節日，
不少班主任也帶學生到此拍下班照留念呢！

節日活動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中秋競猜跨學科學習活動

2021 中秋擺設迎嘉賓
中秋競猜活動之獲獎同學
冠軍獎品：
由課程組設計書簽圖樣，電腦科組利用
Tinkercad 軟件 3D 打印出胡小書簽

課程組為中秋競
猜跨科活動設計
的冠軍獎品 _3D
打印胡小書簽

中秋競猜活動之獲獎同學

同學與玉兔合影的班照
充滿節目氣氛

中文科與理大支援簡介
本校中文科與香港理工大學 - 媒
體及傳意設計 ( 榮譽 ) 文學士課程合
作的支援計劃，主要是以中國歷史及
文化為主題，理大負責為本校製作一
系列以中國傳統節日為內容的動畫，
而本校老師負責編寫內容及為動畫配
音。透過生動有趣的動畫片，讓學生
加深對中國的傳統節日 : 中秋、七夕
及清明的認識，培養慎終追遠的精神。

七夕

中秋

清明

聖誕節
English Everywhere: Pleasurable Christmas
Time@WSK 2022
   Our students experienced a very different Christmas, with holiday
celebrations hamper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Despite this, we still
had many ways to celebrate the holiday season in style with our students.
Students learned a fabulous Christmas song, and learnt how people celebrate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from our NET teachers. They had opportunities to
make excellent “Christmas Rock!” videos. To their surprise, they also learnt
how to make Christmas origami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Christmas Tra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Know more about Christmas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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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K Christmas Rock 2022

本年度天才表演
的 主 題 是「 創 科 」。
由 班 主 任 領 導 下， 各
班 施 展 渾 身 解 數， 表
演 出 色。 最 後 由 評 判
在各級選出冠、亞軍及
一位最佳個人表演獎。

聖誕聯歡

聖誕聯歡會中，最令學
生期待的是一年一度「聖誕
大抽獎」。本年度幸運班是
2D、3C、5A。此外，每班設
三位幸運學生 (8 號、12 號、
27 號 )，大家捧着幸運禮物，
愉快地來一張大合照！

新春－中國文化日
中國文化日籌備花絮

2022 年 1 月，香港疫情突然轉趨嚴重，確診數字不斷上升，
網課再現，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日」需要臨時再次以「網上
直播模式」呈現。
有別去年，由於事出突然，留給老師和同學預備的時間僅
得約兩周 ! 但在一眾有心的師生、家長、校友、嘉賓的熱心支
持下，活動節目依然以各種模式如火如荼進行。在課程發展組
的策畫下，各科組積極響應與配合，網上特別課程、視像訓練、
排程拍攝、電子合成、邀約嘉賓、綵排試機、節目剪輯、場地
佈置、獎品設計……有條不紊地進行。

文化日場地及背景
佈置功臣們的美美合照 !

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回校拍攝
賀歲片巧遇高副校訓練的朗
誦歌唱節目 , 大家即興合影

節日活動 多姿多采 樂在其中 興趣提升

天才表演

2022 年文化日的禮物設計

所有校長 主任們特意回校
拍攝集體賀歲片

中國文化日直播花絮

疫情下，節目製作條件艱苦、時間更因防疫的種種限制變得
緊張、有限，但在一眾師生、家長、嘉賓的配合下，節目終於還
是製作出來了，製作或顯倉促但絕對豐富有創意！
1 月 28 日 ( 周五 ) 的「2022 年度 中國文化日暨賀新年」節目
終於得以網上直播及 Google Meet 模式開始進行。
由課程發展組主導、精心炮製的節目包括：「教師特備節目」、
同學們的「繽紛方言賀虎年」、胡小「特色文化節目」、「學科
主題節目」、「同班齊賀慶新春」等等，還有「一起動手做」和
學務組老師協助籌劃的來自校監、家教會、校友會、友校師生的
深情祝福，更是為活動增添多一絲溫馨與滿滿的關懷 !
老師們盡最大努力，為同學們爭取如親歷其境的學習體驗，
期待大家能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學習活動的樂趣！

中、英文科科主任及外籍老師的精彩分享

常識科、普通話科的學科主題節目

「特色文化節目」負責老師

開播前，林校長、高副校
與張主任和梁主任最後簡報

課程及資訊教育組與教
務組檢視所有節目環節

「特色文化節目」負責老師

參與節目製作的台前幕後最後一起出場，恭賀大家新年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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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活動 多姿多采 樂在其中 興趣提升

主題學習
萬千「歌星」賀新禧

課程發展組與各科組合力精心炮製的特備節目
「萬千『歌星』賀新禧」 應該算是當日迴響最大、
最口碑載道的節目。節目由去年構思「抗疫歌舞 :
恭喜恭喜」的高副校繼續執導，全校老師粉墨登場，
經歷一連串的歌常練習、排練、拍攝、剪輯、補拍、
配音……老師們齊唱賀新禧歌曲，希望通過網絡傳
揚學校對同學們的關愛與祝福。
活動進行順利、成功，同學們看得津津樂道，
透過屏幕深切感受到老師們的熱情及對大家的關心
與愛護之情 !

師生賀歲集錦

老師賀歲

活動進行順利、成功，一個受歡迎的環節是各科的老師賀歲，全校
老師粉墨登場，同學們、家長們看得津津樂道。

另一個驚喜不得不提的是由全校各班學生匯集的「方言賀歲集錦」，
師生們驚奇的發現原來我校的學生臥虎藏龍，殊不簡單 ! 普通話、英語
流利流暢尚且不說，湖南、潮汕、日本、菲律賓算是小震撼，到了泰國、
德語一出，更立刻令人驚掉下巴……

普通話

日語兄弟

一起廣東話

德文

泰文

菲律賓話

英文

客家話

嘉賓齊祝賀
上海二聯小學校長送祝福
十分榮幸和感謝來自遠方的祝
福！當日，我們邀得上海二聯小學
校長為我校致以遙遠的新春祝賀辭，
為我們的中國文化日增添喜氣！

校友會主席及
執委送祝福
校友會主席 何卓烽先生

今年度中國文化日特別熱
鬧
!
因為校友會主席及執委們
校友會秘書 關啟榮先生
一同參與 ! 看到大師兄們特別
的設計和造型及送給我們的賀
年祝福，感到份外溫馨 !

校友會副主席 劉偉然先生

校友會總務 李志聰先生

上海二聯小學校長致新春祝賀辭

校監送祝福

今年網上中國文化日我們十分榮幸及高興邀
請校監廖漢輝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參與。
廖校監不但為我們即席揮毫寫揮春為節日添氣氛 !
同時為胡小全體職工、家長及同學送上溫暖祝福！
我們胡小小司儀以配合本年度中國文化日主
題「中國古代愛國詩人」訪問廖校監，廖校監分
享了他欣賞文武雙全的愛國詩人岳飛及認為岳飛
創作的詩詞情真辭切，在詞壇上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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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為我們
送上溫暖祝福

校監即席揮毫寫
揮春為節日添氣氛
向校監送上張麗妍同學
所寫的揮春及家長們
特意製作的賀年飾物

校監祝福胡小
各人如意吉祥

今年的文化日延續去年疫情下舉辦網上親子文化活動的特色。同學和家人只要在限期
前提交親子揮春、古詩詞主題朗讀、親子舞蹈組合、親子乒乓球、剪紙 ( 團花團扇 ) 五項
的兩項以上，就有機會獲得年度特製紀念品一份。活動獲得家長和同學踴躍支持，以下是
部分提交較多網上習作同學的紀錄分享。

胡小小司儀訪問廖校監

同班齊賀慶新春
「添『飾』添彩添喜慶」
文教組在中國文化日當
天舉辦了「添『飾』添彩添
喜慶」比賽，同學可悉心打
扮，穿上華服或頭飾，並且
可以手執書法、揮春、賀年
掛式等，在視像鏡頭畫面內
可擺放賀年盆栽、賀年飾品
等方法，令鏡頭畫面佈置得
充滿新春氣氛。會於每班選
出 2 位同學作為優勝者。

節日活動 多姿多采 樂在其中 興趣提升

親子活動花絮

以下是部份的優勝同學︰

齊拍新春大合照

「中國文化日」當天最後一個活動環節是「同班齊賀慶新春」，同學進入「Google
Classroom」，與班主任及同學齊賀新春及拍攝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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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特色 核心素養 提升潛能 成就未來

特色課程

順德聯誼總會
胡少渠紀念小學

校本特色課程是基於學校自身持色，以教師自身素養與學生的教需求為開發主體，旨在提升學生核心素養的課程。
它是一所學校課程文化的核心，是學校辦學特色的直接體現。( 張太祿 ,2016)
經過多年的反思和策劃，2019 年負責課程發展的高副校向林校長提出，將「特色課程」作為學校的三年發展計劃重點
關注項目之一 (2020-2022 年 )，提議獲支持並得以全校大會通過。本校特色課程設有以下幾本門檻：
1. 發展超過 10 年，由本校教師親自任教及開發。

2. 擁有最少十年獲取全港、全國或國際代表性比賽得獎紀錄。
3. 受學生、家長歡迎，仍然有持續發展的可能。

經過一番推薦、篩選與比較，以下幾項成為本校特色課程 :

特色課程項目：

1. 胡小生本資優數學課程 ( 數理資優課程 ) – 簡稱 ( 高數 ),
2. 書畫課程 ( 視中跨科課程 ) - 簡稱 ( 書法 )
3. 舞蹈課程 ( 藝術教育 ) - 簡稱 ( 舞蹈 )

書法

4. 乒乓課程 ( 體育 ) - 簡稱 ( 乒乓 )
項目
高數
書法
舞蹈
乒乓

23

主要負責 / 聯絡人 / 課程顧問

梁曉薇主任 黃偉成老師
顧問：浸大洪進華講師 林楚岳校長 高炳旋副校長
歐陽穎豪老師 中文科主任
顧問 : 吳治平先生 鄭麗娟書記

7 名學生於「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中勇奪「雙優」最高殊榮

高炳旋副校長 吳蔚怡書記
顧問 : 高炳旋副校長 / 國內外專業舞蹈教育家
參考 : 教育局體育組 文化部華彩舞蹈考級課程
朱浚賢老師 李兆樺老師
顧問 : 林校長

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