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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 喜訊

傑出教師行政團隊

喜訊

傑出教師

第一屆香港創新科技文化藝術教育傑出教師選舉
主辦單位：ACEI 國際早期教育協會港澳理事會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校友會
協
辦：中大校友文化及教育工作者聯會 創新科技文化及教育促進會 螞蟻學（幼教在線）
贊
助：創新科技文化及教育基金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榮獲「港區傑出教師行政團隊獎」，隊員包括：高炳旋副校長、麥 翠 紅
教 務 主 任（ 統 籌 ）；羅 晧 章（ 資 訊 科 技 主 任 ）、張 麗 珊（ 中 文 科 主 任 ）、梁 曉 薇（ 數 學 科 主 任 ）、
巫小芬（常識科主任）、黃偉成老師（中數常資優教育） 和馮力恩老師（服務大使 / 資優）。

過去幾年，胡小重點發展校本資優教
育，由學與教副校長定方向、教務主任統籌
細則，到各科主任配合制定科本策略、全體
教師執行，環環相扣，全面的發展了三層架
構中尤其第一層和第二層的資優教育。其中
麥翠紅主任（教務）設定高階思維課業評核
要求細則及定期與各科分析各種思維技巧縱
橫分佈果效，確保了第一層資優教育在全校
全面執行到位。
第二層架構發展以校本創設的「小六
中數常資優精進班」表現尤為突出。由課程
資訊組牽頭，教務配合，集合中數常三科的
科主任，再加上專責的資優老師，合成專業
團隊，一起研討、選擇適切的活動與課程予
學生。中文資優生曾於教育局「菁英資優比
賽」中，獲「全港十大菁英」金獎，被邀到
西安交流，於「動畫劇本創作大賽」中獲小
學組傑出表現獎 ; 數學資優生連續多屆在奧
林匹克公開賽、「華夏盃」、「世界數學測
試」取得彪炳成績，一度成為屯門區唯一因
獲「世界數學測試」雙優成績登報的學校；
常識資優生在多項全港及地區科技或問答比
賽獲大獎等。團隊不忘以「老」帶新，如
新加設服務大使資優班（英普 / 公益校園大
使），邀請新晉教師加入團隊，開設新組，
傳承教育經驗。

港區傑出教師行政團隊

行政團隊 領導出色 傑出老師 喜獲殊榮

校址：新界屯門安定邨第三座校舍 電話：2450 3833 傳真：2618 3132 網址：info@wsk.edu.hk 電子郵箱：info@wsk.edu.hk

胡小科組資優教育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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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團隊 領導出色 傑出老師 喜獲殊榮

另外，三位教師獲「港區傑出教師獎」，分別是：
高炳旋（藝術教育）
黃偉成（資優教育）
林貴南（資訊科技支援）
高炳旋副校長

高炳旋副校長帶領舞蹈隊二十多年，
將胡小舞蹈隊建設成學界傳統勁旅，其中
超過十次打進全港校際團體三甲、超過 10
屆獲個人校際編舞獎，多次帶領學生代表
香港遠赴國內、歐洲各國參加聯合國教科
文主辦的國際藝術節，更多次接受本港、
國內外傳媒採訪。高副校在不同時期不間
斷訓練學生從小一至小六畢業，囊括所有
校際朗誦節冠軍，其中畢業生楊燊同學獲
獎學金在美國修讀博士、陳英斯同學任職
醫護界、何晉興同學今年中大醫學系畢業、
黃逸驄同學正修讀預科課程……

黃偉成老師

黃偉成老師近年協助發展學校資優
教育，配合課程發展，與諸位科主任充分
合作，並愉快完成各項目標。黃老師主理
「中數常資優精進班」，積極盡責，並在
各方面很快取得優異成績，協助中數常三
科科主任參加比賽取得許多地區及全港的
獎項。第一年開始就帶領學生獲得「世界
數學測試」優等成績，最近更是連續三年
獲得雙優（最佳） 成績，令學校數學科
在區內表現一枝獨秀。

林貴南老師

林貴南老師一直協助資訊科技組
的發展，在促進校內同工組成資訊科
技學習圈方面不遺餘力，深得同事信
任。2019 新冠疫情期間，林老師表現
積極，疫情橫行時仍堅持主動到校分
擔資訊科技主任關於網絡教學的預備
工作、多次與電腦科主任等留守學校
分享經驗，充分發揮胡小團隊精神，
更請纓為正受跨境或隔離之苦的學生
提供網上學習援助，表現敬業樂業，
深得家長、同業欣賞。

賀辭：家教會主席
第四屆至第五屆家教會主席 楊利輝先生
恭喜胡小榮獲傑出教育行政獎和三
位傑出教師獎，再顯學校一直以來的教學
理念和老師辛勞付出是值得表揚，是我們
家長的期待，讓孩子在學術與校風俱佳的
環境裏成長，紥實的小學基礎有助升上理
想的中學和大學。而家校合作，建議義工
家長參加教育局家長培訓班後，服務課餘
各項活動，讓孩子有個豐盛快樂的小學生
活，多謝大家！

第九屆家教會主席 陸詠霖女士
在此祝賀老師們獲得第一屆香
港創新科技文化藝術教育傑出教師選
舉
港區傑出教師獎 ! 出任第九屆
家教會主席令我明白到「互信」是家
校合作最重要因素，傑出的老師團隊，
絕對值得我們繼續支持和信任，請大
家一齊為家校合作保持和諧氣氛，同
學們建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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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至第八屆家教教會主席 徐玉霞女士
恭賀胡小家庭的老師團隊獲獎！收到
這欣喜的消息，讓我回想起當年在家教會
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執委，同心協力地為家
長、為學校服務，為着孩子的裨益並肩同
行的時光。每當面對不同意見，我們也會
和校方坦誠溝通，以求達到共識。這經歷
讓我深刻體會到「不怕巨浪高，只怕槳不
齊」的道理。再次恭喜胡小的教師團隊，
他們獲獎是實至名歸的！

現任家教會主席 葉華詩女士
本人謹恭賀老師們獲此榮譽，並見證
團隊作育英才、誨人不倦的耕耘。胡小一
直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以及啟發
學生的潛能。教師團隊與家長和學生結伴
同行，在和諧互信的環境下，讓學生能培
養出正向態度、獨立思考和協作能力以應
對未來的發展。各位老師的專業和努力付
出，有目共睹 。祝願胡小同學們繼續在老
師悉心栽培下，茁壯成長，裝備將來，追
尋夢想並回饋社會！胡小校譽日隆！

屬會譚伯羽中學、
共有 106 名畢業生，當中三十多名畢業生升讀
本校學生歷年升中派位結果理想，2020 年度
中學、屯門官立中學、
學，包括：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宣道會陳瑞芝
梁銶琚中學，更有多名畢業生升讀區內英文中
，更有畢業生獲區外
主教中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等。此外
南屯門官立中學、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屯門天
學。有此佳績，追本
、聖士提反書院、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
名校取錄，包括：拔萃男書院、香港華仁書院
悉心教導，才能讓孩
區內家長對胡小的信任愛戴，加上本校老師的
朔源，全賴幼兒園同儕為學生建立穩固根基，
，為屯門區、為香港培育更多菁英人才。
童茁壯成長。胡小希望繼續與同行者攜手合作

6A 卓俊言（拔萃男書院取錄生）

6A 徐天賜（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取錄生）

三月十日至三月十六日
自年初開始，由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令全港學生經歷了
一段在家「停課不停學」的日子。 留家抗疫期間，每日空閒玩
樂的時間相對增多，也令我從中學習到自律、自主學習的重要
性。除了玩喜歡的網上遊戲、觀看網上影片外，我發覺只要好
好計劃，生活也可以過得很充實。
星期一，由於新冠肺炎的影響，平日的壁球練習被迫取消，
為了保持良好的體魄，除了注意有充足的休息和均衡的飲食外，
在家練習一些基本的伸展、負重運動也必不可少，所以我今天
在家努力運動。
星期四的早上，我如常在我溫暖的被窩裏醒來，心想又是
無聊的一天。突然我聞到一陣陣惡臭味，原來是我頑皮的小龜
隨處便溺，家中只有我一個人閒着，我唯有不情願地把地方清
潔好。
星期五是中學派位首階段的結果通知日，這天我心裏忐忑
不安。中午時，媽媽打電話給我，吩咐我去開信箱。我拆開信，
看到自己終於獲得拔萃男書院的取錄通知書。我興奮得大叫起
來，我的努力終於有收穫了。由於疫情關係，所以我和家人間
晚上便在家中慶祝。雖然還在停課，但是我也不能鬆懈，要好
好預備自己，面對充滿挑戰的中學生涯。在這段期間，我會編
排好時間表，每天循序漸進地學習，溫故知新，所謂「積少成
多」，幾個月後我也學習了一些新知識。
很快我將要離開母校，開展人生的另一階段。在這六年來，
謝謝校長、老師們對我的悉心教導和循循教誨，並給予我不少的
機會，例如：擔當風紀大隊長，令我從中學習領導才能。也感謝
創意機械科技校隊和田徑隊負責老師們的體諒，令我可以兼顧校
外活動的訓練。而同學們間相處的點點滴滴和美好難忘的往事，
我也不會忘記。我希望自己不辜負母校的栽培，將來成為一位學
習與運動表現俱佳的領袖人才，盡我所能，貢獻社會。

三月十日至十六日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不得不待在家中，開始一
種全新的學習方式——網上學習。
星期二，我蹦蹦跳跳、歡歡喜喜地打開平板電腦，因為
老師在網上公佈作業了。要知道在這種特殊時期，作業來之
不易，我們要飲水思源。每當我看到圖片中熟悉的粉筆字跡，
我心中都會湧起一陣感慨。是誰不畏艱辛，在家中備課，錄
製視頻？是誰克服困難，在短短的時間內開創出全新的教學
方式——網絡教學？是誰不畏病毒，步入校園，批改作業？
他們是我們可歌可泣的老師。他們深恐疫情影響了我們的學
業，他們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的態度開始了網上教學，使我們實現了「停課不停學」。
星期日，我一起床收到一份錄取通知書——香港道教聯
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正當我想要找人發泄自己狂喜的心情時，
我發現家中只有一人——那就是我。我只好在家裏不停地來
回踱步，回味自己的喜悅。這時，電話鈴響了，我興奮地接
起電話，英文老師何副校銀鈴般的的聲音傳了進來：「天賜，
恭喜你被鄧顯中學錄取了！」我剛才那種被人遺棄的感覺頓
時消失得無影無蹤。雖然我跟老師身處異處，但我們之間的距
離瞬間縮短，彷彿我從來沒有離開過老師的目光。她又說到：
「你漏了一篇作文沒有做，你查一下。」我進入電腦查過之後，
發現我的確漏寫了。原來老師一直在監督我們的學習進度和
學習質量，他們細心勤勉地檢查我們的作業，沒有一絲缺漏。
他們無私奉獻的心不會因疫情而削弱一丁點。這通電話讓我
深深地體會到雖然我沒有親臨學校，但是老師無微不至的關
心與呵護，讓我真正讀懂了「停課不聽學」的含義。
謝謝各位老師 !

6A 潘嬉（聖士提反書院取錄生）

6B 王舒文（香港華仁書院取錄生）

三月十日至十六日
星期一早上，我突然發現網上教室更新了，點擊一看，發
現是老師在凌晨時分上傳的功課。一瞬間無數感慨湧上心頭。
老師含辛茹苦地教導我們豐富的知識，本該可以趁這段時間好
好休息一下，卻依然掛念着我們，三更半夜依然在工作，上載
教學影片，批改作業。我不能再頹廢下去了，這樣怎對得起我
的老師呢？
星期二早上，我一大早起床，把這星期的功課一口氣完成，
雖然辛苦得很，但總算完成。放下了心頭大石後，就和媽媽輕
輕鬆鬆地在家自製蛋糕。經過幾小時的努力，終於成功了，味
道還不錯呢 !
星期五下午，我收到了聖士提反書院的取錄通知書，我興
奮得很。到了晚上，我更激動得睡不着。腦中不由自主地浮起
各位老師，我很感謝老師對我的循循善誘，讓我從一個小娃娃
成為一個知書達禮的女孩；從以前扳着手指數一、二、三，到
現在提筆做二元一次方程不在話下；從造個句造半天，到現在
洋洋灑灑地就能寫出一篇文章，這一切都要功於我的老師。睡
不着的我，還是決定起床，開電腦打電郵告訴老師，讓他們分
享我的喜悅。校長、老師們，謝謝您！

胡小培育 出色出眾 升中喜訊 恭賀得中

升中 佳音

七月五日至七月十一日
星期一，老師為我們講解最後一份「中一入學前學科測
驗」練習，我們的小學生涯便畫上了圓滿句號。經過上星期的
「學能提升週」，老師給我們一連串的特訓，訓練我們成為驍
勇善戰的武士，好讓我們下星期二上戰場。
星期二是公佈升中派位結果的日子，我一如自行分配學位
在四月公佈的結果一樣，派往屯門區內的有名英文中學。我能
夠和班內大部分同學一起升讀這間學校，真的十分開心！誰知
下午傳來更好的消息，香港華仁書院通知我已被取錄，星期四
註冊。我高興極了！這所學校是我自行分配學位的第一選擇，
是我夢寐以求的中學。
但難題來了：我要與親密的小學同學分開，又要每天長
途跋涉往返學校和家裏，我……我……我還是留在屯門區讀書
吧！爸爸、媽媽問我的想法，我表達了心中的憂慮，他們也表
達了對我的期望。經過一家人坦誠的溝通後，我們終於決定星
期四到華仁書院註冊入學。
無論到那所中學升學，我也會奮發向上，追求學問，同時
不忘母校的栽培，不忘恩師的教誨。胡小，謝謝您，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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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校園 憧憬無限 活動多采 輕鬆適應

小一 適應
「開學了！」小學生活是怎樣的？我們希望透過在適應期不同階段的活動，幫助小一同學平穩過渡。
家長在開課前及開課後一個月，參與「家長座談會」了解孩子在不同階段適應的需要和進度。
不同的體驗、成長活動亦可讓同學感受和投入豐富的校園生活。
學長們除了照顧同學仔社交和情緒需要，亦在學習方面幫助同學仔逐漸習慣學校學習常規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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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正在學習使用學校的設備

小一家長在禮堂參與「小一家
長座談會」

小一班主任教導同學在斑房的
規矩

老師們正在教導小一生學習排
隊到洗手間

老師在教導小一生學生學習排隊

老師帶領同學參觀學校的設施

舞蹈及音樂欣賞
本校課外活動種類多元化，其中舞蹈組及中樂組
為學生提供了學習有關技巧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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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及爵士 / 表演舞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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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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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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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書法藝術
推動書法文化，由我校做起
由二千年開始我校已開辦書法及國畫班，除
了每年舉辦校內比賽外，在 2013 年度開始全體小一同學每星期
有一堂課後免費「小一書法藝術」課，通過練習書法，可以加強
學生專注力，藉著比賽可以知道自己的水平。今年我校書法組同
學參加校外比賽成績保持水準，很高興見到初級組同學在多個比
賽中脫穎而出。

新生適應訓練課

每年九月，輔導組會招募一批三至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
姐」，他們有着一個重要的使命：幫助一年級新生適應學校的
生活。
「大哥哥大姐姐」接受訓練後，會在一年級課室小息期間當
值。他們會檢查並指導新生寫家課冊，教導新生收拾桌面，提點
新生注意個人衛生等。另外，「大哥哥大姐姐」還會與新生交談
或玩遊戲，讓他們盡快投入校園生活，融入胡小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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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教小維尼 每天我都要帶毛巾

你懂得點算和收
拾自已的文具嗎

教教小維尼 - 多謝你
願意幫助我
做得好﹗大姐姐送你一張貼紙

大姐姐：玩遊戲也要守秩序呀﹗
教教小維尼 - 你的家課冊寫得真整齊

大姐姐在小息期間帶領小一
學生玩遊戲

大姐姐指導小一新生寫家課冊

教教小維尼 - 我學懂
要帶甚麼文具回校了

胡小密碼 - 我懂的

步入校園 憧憬無限 活動多采 輕鬆適應

九月份大哥哥大姐姐

新生圖書課
大姐姐細心地提示小一新生

小一新生熱烈地參與遊戲

新的學年！圖書科老師會在小一新生的圖書課堂，帶學生
到地下圖書館參觀。
老師會為同學們介紹各種類的中英文圖書、借還程序及使
用學校圖書館應遵守的規則。

大哥哥大姐姐幫忙檢查家課冊，
小一新生都做得很好呀﹗

輔導組「中文小老師」
為鼓勵學生服務他人，我校特
別邀請有愛心及富責任感之三至六
年級學生加入《中文小老師》及《Big
Brothers Big Sisters》行列。他們的
使命是幫助一或二年級學生提升中
文或英文讀寫能力，一星期當值兩
次，教導學生讀默或寫中文或英文
默範圍或近期學習的課文內容。

小老師認真做實習

中文小老師投入學習，以準備為小學生服務

教育心理學家龔先生為中文小老師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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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 精英盡出 閃耀胡小 屢獲佳績

精英 薈萃

精英薈萃創佳績

屯門區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團冠軍、
男單冠軍及女團亞軍
互勵互勉 勇闖高峰
在 19-20 新冠肺炎疫情、絕對不平凡的一年，我校
男女乒乓球隊在不同的比賽中屢獲殊榮、再創佳績。榮
獲本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團冠軍、男單冠
軍、女團亞軍、屯門區少年警訊會長盃冠軍、不同分區
分齡比賽的冠、亞、季……的傑出成績。
想成功—運動員不僅要具備不俗的天賦，還要付
出堅持不懈的努力。我校運動員們在比賽過程中精神飽
滿、揮汗如雨、奮力拼搏，不到最後一刻決不放棄，最
終榮獲上述驕人佳績。
同學們，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們也要好像運動員
般刻苦、堅毅、不屈不撓……熱愛所學，重新振作，繼
續向目標、夢想邁進！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亞軍、女乙團體季軍
本校田徑隊在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獲取佳績，女甲
張珈瑜在 100 米以破大會紀錄姿態獲取冠軍外，更成為傑出運
動員；男甲 4x100 接力隊更連續三年奪取冠軍，實屬難得。田
徑隊還囊括多個獎項，女甲 4x100 米接力冠軍、60 米冠軍、
100 米殿軍、跳高季軍、200 米優異及團體獲季軍 ; 男甲 4x100
米冠軍、60 米優異、100 米亞軍、200 米優異、400 米亞軍及團
體亞軍。其餘還包括男乙 100 米亞軍及跳遠殿軍、男丙 100 米
亞軍及多個接力獎項等，
入選區代表的有張珈瑜、
馮 紫 微、 陳 芷 翹、 卓 俊
言、曾子皓、陳以樂及田
峻熙。本校亦在多個邀請
賽及康文署舉辦的田徑比
賽獲取獎項，隊員刻苦訓
練，以上獎項實屬他們努
力的回報，希望他們日後
繼續發熱發亮，爭取更好
男甲接力隊員，連續三年接力冠軍
成績。

舞龍隊再續佳績
「天道酬勤」正是我校舞龍隊屢創佳績的信念。
舞龍隊於 2011 年成立至今，在各項舞龍比賽中取得
彪炳的成績。
本學年，舞龍隊在「第 26 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
標賽」中勇奪日光龍藝組冠軍、競速舞龍組季軍以及競速
舞龍組優異，共獲三個獎項，延續佳績。

女甲接力隊員，獲取接力冠軍

張 珈 瑜 同 學 除 100 米 破
大 會 紀 錄 外， 更 榮 獲 本
區傑出運動員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二十六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
錦標賽 2019 小學日光龍藝組冠軍
本校田徑隊獲獎隊員合照

游泳組成績卓越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二十六屆全港公開學界
龍獅藝錦標賽 2019 小學競速舞龍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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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二十六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
錦標賽 2019 小學競速舞龍優異獎

受 停 課 影 響， 本 年 度
校際游泳比賽取消。但本校
兩位新秀隊員 —3A 紀天
嵐及 3B 姜曉彤在上學期參
加多區分齡游泳比賽均獲
取優異成績：紀同學共獲 6
冠 三 亞； 姜 同 學 共 獲 9 冠
8 亞。期望本校游泳隊員在
來年度校際游泳比賽獲取
佳績，為校增光。

足球隊於本年度「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中榮獲佳積，包括：高小
組亞軍及低小組季軍。亦於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舉辦的「屯門區小學
五人足球邀請賽」中，亦獲取銀盃賽冠軍殊榮，期望足球隊員在未來日子
中繼續獲取佳績，為校增光。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2019（高小組）亞軍

屯門體育會屯門區國慶杯小型足球
賽 2019（初小組）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屯門區小學五人足
球邀請賽」銀盃賽冠軍

數學組精英盡出
在 2019 年「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中，本校獲得 4 個雙優佳績的數
學精英包括王銘軒、張珺珽、范奕康及黃梓晴，而徐天賜同學更在越級
賽（中學組）中獲得 1 優 1 良的殊榮。
徐天賜、朱思萌及范奕康同學更衝出亞洲出戰「2019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三人分別囊括金銀銅獎。
徐天賜及曾頌喬同學在「香港國際數學競賽」中，分別獲金獎及銀
獎殊榮。另外，在「2019 多元智能盃大賽」中，本校榮獲學校大獎、一
等獎和二等獎各 1 個、三等獎及優異獎共 9 個，絕對是數學精英在胡小。

書法組於「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920」成功創下連續十七年奪得全港
總冠軍及兩屆「教協盾」殊榮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920」，成功創下連續十七年奪得全港總冠軍及連續兩屆「教協
盾」殊榮。
順 德 聯 誼 總 會
「2019 書 法 比 賽 」，
本校獲硬筆初小及高小
兩項冠軍，共十八名同
學獲獎。
道教香港青松觀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9」本校初小囊括冠
亞季軍及取得小學組總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9
冠軍。

教協書法比賽連續 17 年全港冠軍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榮獲四雙優
及越級組別一優一良的殊榮

人才輩出 精英盡出 閃耀胡小 屢獲佳績

足球隊喜獲彪炳成績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一、
二年級粵語詩詞集誦亞軍及獨誦獲
2 個冠軍、6 個亞軍及 6 個季軍

在 第 71 屆 香 港 學
校朗誦節中，本校集誦
隊獲得一、二年級粵語
詩詞集誦亞軍。個人獨
誦方面，本校學生取得
2 個 冠 軍、6 個 亞 軍 及
6 個季軍。
2019-2020 第 71 屆 校 際 朗
誦節獲獎照片

2019-2020 集誦組學生訓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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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組表現出色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交流發展協會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9」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9
中樂彈撥柳琴少年組

（季軍）

廖尉因（6B）

中樂彈撥柳琴兒童組

（冠軍）

彭心橋（4C）

中樂彈撥古箏兒童組

（冠軍）

梁知行（4C）

（亞軍）

小提琴公開分齡少年組
香港學校小提琴自選組五六年級組

金獎
亞軍

劉子琪（5A）

中樂吹管笛子兒童組

（冠軍）

劉子佩（5A）

中樂拉弦二胡兒童組

（亞軍）

陳柏諺（6B）

中樂彈撥柳琴新苗組

（冠軍）

陳泰佑（1C）

中樂彈撥柳琴幼苗組

（冠軍）

彭心路（1B）

舞蹈組於「慶祝澳門回歸 20 年」慶典，榮獲爵士舞表演金獎
2019-2020 是一個不平凡的年度，「年年獲
優」的胡小舞蹈隊第一次因為 「學校舞蹈節」
因新冠疫情停辦和延期的原因，截至 6 月未有校
際獎項收入囊中……
幸 好， 舞 蹈 隊
在年前獲澳門舞蹈家
協會邀請赴澳門參加
「 慶 祝 澳 門 回 歸 20
年 」 慶 典， 榮 獲 爵 士
舞表演金獎。

新年期間獲星空衛視邀請，遠赴清源拍攝「2020
春節大聯歡」，節目獲最高等級的「特等獎」，兩
位負責老師（高副校長和舞蹈助理）獲「優秀指導
教師獎」，舞蹈團獲「先進合作單位」獎，實屬難得。

連續 5 年榮獲「屯門區滅罪
街板創作比賽」冠軍
我校組織了四名同學，分別是黃筠淳、王鎂盈、鄭可兒
和陳燊參加了由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的「屯門區滅罪
街板創作比賽」2020，此
比賽藉著街板創作比賽推
廣滅罪防罪訊息。我校同
學今年再創佳績，連續五
年榮獲小學組冠軍，實在
得來不易。

創意機械科技組在「登月五十周
年邀請賽 」獲得團隊合作大獎
「The Right Stuff Award」
創意機械科技課外活動小組
於 2019 年 7 月 16 至 7 月 23 日 前
往 美 國 北 亞 利 桑 拿 大 學（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進 行 登 月
五 十 周 年 邀 請 賽（Lunar Legacy
Invitational），同學在團隊表現中獲
得 評 判 的 肯 定， 獲 得 團 隊 合 作 大 獎
「The Right Stuff Award」。 此 獎 項
是 頒 發 予 組 員 間 具 優 異 合 作 精 神、
良 好 溝 通 能 力、 有 效 解 難 和 能 表 現
出有良好時間管理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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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瑩
林卓瑩

香港壁球總會「2019 夏令壁球聯賽」冠軍
卓俊言在多個壁球比賽
囊括多個冠軍，包括香港壁球
總 會「2019 夏 令 壁 球 聯 賽 」
冠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
區 壁 球 比 賽 2019」 冠 軍 及 香
港 壁 球 總 會「2018-19 冬 令 壁
球 聯 賽 」Division 12A/ I-Mask
Advance 季後賽冠軍。

奪 STEM 設計全場最受歡迎大獎、
智能裝置設計季軍
在新界西小學科技大賽中，小五及小六資優精進班學員
透過科創工作坊，學員發揮無限的創意潛能，共同研製比賽
的智能產品，勇奪 STEM 設計全場最受歡迎大獎、智能裝置
設計季軍及優異獎，成為全場獲獎最多的學校。

數理精英設計的智能產品勇奪新界西科技大賽三大獎項

「好生活達人 抗疫一點甜」

大家渡過了不一樣的 2020 年。因應疫情嚴重，教育局宣佈停課。面對疫情，大家的生活節奏和模式大受影響，難免
覺得不安。
我們鼓勵同學們停課善用時間，進行不同形式學習。
家校同心，風雨同路齊抗疫，相信在未如理想的現況中，我們的孩子會有不一樣的體驗，並能在互助互愛的環境中茁
壯成長。

「抗疫一點甜」相片分享行動

「抗疫」也是「抗逆」，這一課我們有甚麼體會呢？在
這段時間，不論同學還是老師，都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互愛，學會了積極生活，凡是感恩，更加關心社會。
大家未能回校上課一段日子，也掛念同學和老師了，我
們把相片上載至學校網頁讓大家分享生活點滴，也表達問候、
支持和鼓勵。
為了給一群社會上為抗疫勞苦的醫䕶人員打氣，同學們
老師們都踴躍參與拍照。我們把照片轉發至「HKPDA 香港公
共醫療醫生協會」facebook 專頁，以表關懷。
雨後總會見陽光，疫情過後，這些關心支持帶來的甜，
一定長存在大家心中。

「陽光復課齊抗疫

家校同心樂成長」

終於復課了！！我們明白復課初期同學仍面對不同的適應。
成長路上總會遇上不同挑戰，
學校特地為同學們送上「胡小愛心抗疫包」，亦教導同學「我
選擇快樂 好好過生活」，為大家打打氣。

胡小抗疫愛心包
為抗疫勞苦的醫 人員打氣

風雨同路 同心抗疫 互助互愛 現出彩虹

同心 抗疫

陽光相聚
分享生活點滴

雖然一直下雨，晴天總會來臨。
疫情總會過去，在停課的日子，希望大家……
疫情停課的日子，班主任和科任老師與同學舉行透過網上
視像系統進行「陽光相聚」。老師跟同學分享抗疫故事，同學
們亦分享停課點滴。老師勉勵同學們「學習好好過生活」，大
家也期待陽光復課再聚。

老師的照片分享

疫情下的教學

2019-2020 年度，疫情期間，學校開啟「停課不停學」三部曲。
疫情初段，由於停課沒有先兆，學校透過與出版社合作，開啟網上電子學習平台，同時在疫情轉趨嚴峻前安排日子，儘快派發實體課
業予學生，以確保學習進度。
隨著疫情發展短期內沒有停止的跡象，學校很快開啟「停課不停學 ( 階段二 )」 ，開始校本教學影片的拍攝工作 , 同時加入互動元素
的 Google Form 評估表，讓老師知道學生的學習情況。師生們亦通過網上學習系統的問答平台進行溝通和回饋。與此同時，教師開始籌備
實時教學的籌備工作。
踏入四月，教育局宣佈復課無期限，學校教學模式再度調整，進入「停課不停學 ( 階段三 )」。這期間，除了教學影片，其他的例如
網上作業批改影片、網上作業解說影片、科學實驗影片開始出爐，以完善教學寬度和深度。同時，實時 STEM 教學大課、實時班級經營課
亦開始推行，同時以出席率作為檢測是否為本校學生實施更多網上實時學習的參考數據。另外，完善跨境學生的學習支援工作，由專門老
師及書記負責發放影片及教學資料予未能回港學習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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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學習 擴闊見聞 豐富經歷 跨步躍走

學習 交流
廣州順德教育交流體驗計劃
本校於 12 月 19 日至 21 日舉行廣州順德教育交流體驗計
劃，75 名六年級學生由 16 名教職員帶領，首天參觀順峰山公
園、南國絲都博物館及順德博物館了解順德風土文物。
次天前往廣州黃埔區蘿崗東區小學進行交流活動，參觀莊
嚴的升旗禮、遊覽校園，並與國內學生透過綜合課、「植物錘
染」合作創作活動、互贈禮物及心意咭建立友誼。下午前往廣
東省科學中心及廣州購書中心。晚飯後，漫步北京路。
第三天參觀廣東省博物館及遊覽全國最大的中西合壁園林
式花園 - 雲台公園。

同學們於南國絲都博物館
專心地了解抽絲剝繭的過程

大家參觀完廣東省博物館後，便在
旁邊的廣州電視觀光塔留倩影

同學們在廣東省科學中心體驗了不同的科學設施

學校交流

兩校大合照

武術課

植物錘染合作
創作活動

疫情下與上海教育同仁互勉
二聯小學與順德聯誼總會胡少
渠 紀 念 小 學 於 2017 年 結 為 友 好 學
校。疫情發生後，胡少渠紀念小學全
體教師向二聯小學送上支持話語，表
達祝福。

綜合課

劍擊

象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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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衛視春晚錄製邀請︰「童星
璀璨萬家歡 2020 少兒春節大聯歡」

澳門舞蹈匯演

慶祝澳門回歸 20 年暨全國青少年美育成果精品展演
由澳門舞蹈家協會主辦，
香港校長專業發展促進會協辦的
慶祝澳門回歸 20 年暨全國青少年美育成果精品展演」活動
邀請本校舞蹈隊代表香港參加展演。
本校由高炳旋副校長帶隊，派出爵士舞於 2019 年 10 月 5 日赴澳參與盛會，
並與來自全國各地，尤其大灣區的藝術團隊同台演，本校學生表現優異，獲大會
嘉賓一致讚揚。同日出席嘉賓包括澳門舞協主席及國內各地教育局官員、香港中
文大學教授等等。

中學學習新體驗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教務組配合學校三年計劃，以「積極樂觀常感恩，做個正向升中生」為口號，透過講座、
觀摩、課堂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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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樂觀去面對升中學習的新挑戰！
學校同時相信小朋友的成長，需要家長的陪同，需要適時的鼓勵，所以自上年度開始特
地安排家長陪同子女參觀中學，出席中學升中講座。我們感謝家長的支持和參與，同學亦應感
謝爸爸、媽媽的陪伴和帶領，願大家畢業後繼續與父母攜手漫步成長路！

交流學習 擴闊見聞 豐富經歷 跨步躍走

澳門舞蹈總會邀請參加慶祝澳門回歸表演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媽媽伴你看顯微鏡

欣賞長笛美妙音韻

打打看！聽到了甚麼？

觀摩環保四驅車子

校內升中講座

3D 打印館 ( 電子繪圖 )

知識、紀念品大豐收

感謝趙校長熱切款待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感謝譚伯羽中學康校長、梁銶琚
中學戴校長撥冗主講

戴校長深入淺出簡介屬會校訓

家政初體驗 ( 自製小吃 )

康校長談談與專家
研發機器人

屬會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計劃三年內，加強投放資源
在英語戲劇教育上，以提升學生使用英語溝通的信心及態度。
在暑假時，梁中誠邀本校學生到校體驗戲劇教育活動，增進大
家學習英語的興趣，加深胡小精英對屬會中學的認識。

又是老師又是學姊，
感謝妳啊！

我們的故事有趣嗎？
有趣！

猜猜是甚麼英文詞語？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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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啟發潛能 創新思維 裝備未來
STEM

STEM 教育
English STEM : “Hands-on
and mind-on” Activities

STEM 教育 – 數學組
本 校 的 數 學 科 將 STEM 教 育 延

STEM

activities are “Hands-on and mind-on”
inquiry-based activities. Students are asked to “DO”
something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instead of just
listen to the teacher passively. We also let students use
eLearning tools to prepare or do the activities. It is fun!

伸至多個學習領域中：
在小五及小六的資優精進組
中，為學生提供不同的科探活動、
科技工作坊、無人機操作原理與編
程課程、數理遊蹤體驗活動等；
在 高 小 的 數 學 課 中， 活 用
Google Sheet 製 作 統 計 圖、 善 用

學生利用 ScratchJr
及數理概念進行編程

Google Slide 整理專題研習、樂用 Google Form 挑戰數學遊蹤題目；
在小三及小四的課外活動中，為學生提供 Scratch Jr 編程課
程，學生將數學知識與編程結合，設計出生動有趣的動畫；
全校更於適切的數學課節運用不同的電子學件進行學習，大
大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而教師亦適時運用 Kahoot 電子小測，
以創設有效而刺激的評估；學生亦慣用 Google Form 挑戰網上評
估，師生都樂在 STEM 教育中。

STEM 網上課堂 – 親子家居實驗
學校預備 STEM 網上課堂，希望透過讓學生觀看含 STEM
元素的教學影片，透過親手制作、經歷、發現及反思的實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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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期間，STEM 小組回校製作一系列的簡易「STEM
家居實驗」教學影片，希望同學可以在家利用隨手可得的家庭
用品學習 , 影片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給全校學生，讓學
生在家觀看學習，並完成親子模擬實驗，在家長積極的配合下，
收回不少優異作品。

P1 洗潔精與水的張力

1A 鄧景天 - 透過實驗，我學會
了洗潔精毀了水的張力，令紙
在水中快速下沉

1B 彭 心 路 - 透 過 實 驗， 我
學會了同樣材質的紙在洗潔
精水會較早沉，紙巾會同時
沉，單據紙不會沉

P4 讓乒乓球飛

利用 GoogleSheet
製作複合棒形圖

透過科技工作坊讓學生體驗科研設計

p2 會飛的紙片

2D 久 賀 蓮 - 透 過 實 驗，
2A 官語晴 - 透過實驗，我學 我學會了不同的高度放下
會了我想到：1. 紙蜻蜓的翅 紙片，和握著紙片的不同
膀不能太長太重。 2. 重心要 位置，會有不同效果。
穩。3. 遇到問題要繼續嘗試。

P3 美白的蘋果

3B 何梓朗 - 透過實驗，我
學會了把檸檬汁塗在蘋果
表面，蘋果不會變黑。

P5 畏高的蠟燭

3C 姚 樂 謙 - 透 過 實
驗，我學會了要吃可
以增強免疫力或有維
他命 C 的水果，例如
檸檬或橙

P6 快樂吹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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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鍾 卓 軒 - 透 過 實 驗，
我學會了原來物件可以透
過空氣中的流速壓力而飄
浮，例如風箏。

4E 周棹熙 - 透過實驗，我學會了
吸水的原理

5C 何 卓 珈 - 通 過 這 次 實 驗
， 我明白到氧氣對燃燒是非
5C 王 子 浩 - 透 過 實 驗， 我
常重要的。
學會了 1) 氧氣比較重， 所
以較低的地方氧氣濃度較
高 ;2) 燃 燒 需 要 氧 氣 ;3) 在
密室裏面燃燒氧氣會耗盡

6B 陳 柏 諺 - 完 成 這 個 實 驗
後 , 我想到要調節肥皂水的
稠度，希望能一次吹出很多
個肥皂泡

6B 陳樂晉 - 透過實驗，我
學會了當肥皂泡入水中的
時候，肥皂會使水的表面
張力降低 , 降低了表面張
力 , 才容易起泡泡

二年級自製玩具車

一年級製作排笛
DIY 環保電動避震爬山
車工作坊

STEM LAB TV 老師製作

四年級紙飛機飛行比賽

三年級製作環保動力車
五年級自製滅聲器

機械螞蟻障礙比賽

六年級製作太陽能車
校本電腦編程課程

電腦小先鋒製作 STEM TV

滙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
本校課程發展組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在 2019 年 9 月及
10 月，引入「滙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提升學生的生活技能。
其中 9 月份安排了「分辨問題技巧課程」予五年級同學，
10 月份安排了「解難技巧」予四年級同學。
課堂通過輕鬆的小組討論、分享以及生活化的「動手做」
模式，深入淺出的與學生探究分辨問題的技巧及實踐解決難題
的思考理念及技巧。經過商討，計劃滲入校本 STEM 元素，同
學們愉快的上完課程後，既可學習 STEM 知識又可獲得協會頒
發的證書留念。
此活動由滙豐銀行贊助，計劃旨在提供專業培訓教育，藉
此培養青年的技能，給予他們訓練創造力、創新思維和原創技
能所需工具。計劃不僅涉及知識理論及實踐，還包括教授實用
知識、強化溝通技巧和全方位思維分析等技能。

學校會選拔同學參加各
項 STEM 比 賽， 學 生
正積極研究。

學生獲得二等獎

教育 啟發潛能 創新思維 裝備未來
STEM

常識 STEM 活動

電腦 STEM 組

STEM 教育電視及
STEM 實時課 ( 停課不停學 )
STEM 是代表科學 (Science) 、科
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
及 數 學 (Mathematics)。STEM 著 重
於透過動手和動腦學習。
學校 STEM 教育發展小組由負
責學與教發展的高副校長與數學
科、常識科及電腦科科主任加上資訊科技組，同時邀請校外專家
及機構組成團隊，致力策畫校本 STEM 發展相關課程與活動計畫。
2019-20 年度，發展小組繼續製作校本 STEM 教育節目，通過校
園電視台在校內播放，提升同學科創的認知及啟發學生科創精神。
農曆年期間發生了罕見的新冠疫情，小組組員更是不辭勞苦，
在 2 月至 4 月期間，回校製作一系列的「STEM 家居實驗」教學影
片 ,，在 4 月份舉行兩場實時教學大課，幾位小組老師與小五及小
六年級的同學透過網絡系統實時「面對面・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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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因材施教 啟發智能 盡展才華

資優 交流

校本資優教育簡介 2020

過去幾年，在全校以「建基強項 科本發展，持續改善 推陳出新 」為口號，基本以課程定方向，教務琢細節，各科
組執行配合的模式，在兼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的同時，將高階思維訓練自然融入校本課程。通過三層架構全面發展不同
層次的資優教育。校本策略集中在發展第一層的全校全班式高階思維元素教育，第二層的以小組形式培養資優人才，果
效明顯，本校學生在多範疇均能取得本區或全港排名，成績亮麗。
資優小組
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一般性增潤課程（例如創造力訓練等）;
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專科特定範疇的延伸課程（例如數學、語文等）。
例如小六中數常資優精進班（課後進行）、英普資優班（公益少年團 / 本年度試行）。

卓越學生計劃

離島區扶輪社 30 周年，我們
都做出「30」的手勢

訪問社會領袖 - 離島扶輪社
社長陳偉明先生 -2

NET Elite Program
L e d b y t h e t wo N at i ve E n g l i s h
Teachers, the afterschool Elite STEM
Class and Journalist Club are enriched
programs designed to elevate highability English students to an even higher The Elite STEM class
standard. Through research, teamwork, is doing a paper pillar
commitment and fun, students are able to challenge!
produce school newsletters and
complete STEM projects, and join
activities as helpers.

英普雙語資優班
英普雙語資優組於本年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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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優課程著重學生的英語及
普通話說話能力，透過不同的遊戲、分組活動、演講訓練和朗誦
比賽，提升學生的英語及普通話雙語說話技巧。同時預備不同場
合讓同學參加，讓學生一邊服務一邊學習，在實踐中學習。本年
度推薦學生參加不同活動獲得優良成績，包括四年級區羨衡同學
於校際「開心英語朗讀比賽」獲得傑出學生優異獎。

English Drama Club
Led by the two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the afterschool Elite STEM Class and Journalist
Club are enriched programs designed to
elevate high-ability English students to an even
higher standard. Through research, teamwork,
commitment and fun, students are able to
produce school newsletters and complete
STEM projects, and join activities as helpers.

P6 中數精資優精進班簡介

We work as a team!

P5 數理資優精進班

2019-20 J-Newsletter Term 1
Our school newsletters: WSK J. News

數學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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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掘和培育天賦優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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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學生在「新界西小學科技大 小五精英向評審介紹獲獎
賽」中勇奪 STEM 設計全場最受歡迎大獎、
的智能裝置
智能裝置設計銅獎及優異獎。
此外，數學科組更與中學合作，讓學生提早參與科探活動：如利用腦電波操作
智能裝置、設計解難產品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再者，本校的小五學生在「2019 華夏盃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賽」中獲得 2 個一等獎、6 個二等獎、
9 個三等獎的佳績，而曾頌喬同學更在「香港國際數
學競賽」中，榮獲銀獎殊榮，可謂精英輩出。
14 學生於資優課堂體驗
Rummikub 的取勝技巧

課程發展組邀請考試位列於全級前茅的學生加入小六「中數常資優
精進班」接受課後學習課程。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及提昇他們的潛能，精進班為學生設有初中數學
探究課題，以增加學生對初中課程的適應力，為數學比賽做好準備。承接
上年度的佳績，本年度亦有 4 名學生於「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勇奪最高
的「雙優」成績，成績斐然。
此外，學生亦樂於參與不同形式的 STEAM 比賽。比賽包括 mBot 巡
線挑戰賽、機械螞蟻障礙賽及製作 STEAM 機械人等等，學生藉比賽豐富
自己的學習經歷。
除了數理方面的發展外，本年度亦參與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舉辦的「中國語文菁英計
劃 2019 / 20」，當中更有學生成功晉身決賽，其
比賽作品更被安排出版成冊，編錄於「菁英文集
2020」中。

校長致訓勉辭

向評審介紹智能產品

胡小資優組團隊

製作 STEAM 機械人

愉快學習 樂在其中 知識增長 成就未來

愉快 課堂

視藝創作作品展

Fabulous Class Time
Our students experience amazing time through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We aim to let our
students learn English in fun filled
class time and activities. During
class time, students show off their
talent in group work activities. They
show their talent in drama lessons,
cooking fun and task-based learning
projects. Let’s learn English through Task-based learning Activity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

故事姨姨活動—「我的魔法帽子」
藉著故事的感染力，讓低年級的學生認識和察覺自己的情緒，
學懂分享和體諒，培養個人的「同理心」。

Cooking Fu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電腦活動

中文科小六辯論比賽

中文科小一至小五演講比賽

電腦科配合教育局及校方指引，除
教授學生在電腦科未來需要的應用及知
識外，在 STEM 方面，一方面以增加學
生學習資訊科技的經歷，另一方面也讓
高及低年級學生體驗、學習編程，培養
學生邏輯思維、提昇解難能力等，讓學
生多元發展。

三年級電腦編程班
( 編程無界限 )

數學活動

電腦課課外活動

低年級平板電腦
介紹及應用

電腦校內網上中文打字比賽

本校的數學科課程以生本教育理念貫穿各個級別及學習範疇，透過「先做後學、先學後教」，從活動和遊戲中建構知識，不但能引發
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更能使學生學習得更透徹。
本年度舉行的數學活動貫徹「做個數碼公民，豐富正向人生」的主題，當中包括數理資優組的腦電波裝置體驗與設計；利用電子學具
學數學；以 Scratch Jr 結合數學知識創作動畫等，均能讓學生愉快有效地學習。

高小數理資優班活動

數理精英利用腦電波
操控電子蜘蛛

數學科搶答比賽

學生勇於挑戰數學遊戲課的任務

學生利用電子釘板圍出平面圖形

無人機課程初體驗

高效的數學課

學生勇於匯報數學專題報告

數學遊戲體驗活動

電子教學

學生自信地挑戰比賽的題目

學生善於運用米尺進行量度活動

學生興奮地完成數學挑戰題

利用平板電腦學習立體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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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室 走出校園 享受其中 樂趣無窮

戶外 教室
四五年級科學館暑期活動︰小小
科學家探索活動之飛行的奧秘
由香港科學館舉辦的「小小科學家」活動，透過簡單的探究
活動，激起學生對科學的興趣，鼓勵他們探索飛行的奧秘。

數理資優組學生走進中學體驗科學實驗。

服務學習

學校每年都會參加由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的
學校文化日活動。四年級學生參觀科學館，體驗趣味科學示範，
從活動中學習，樂也融融。

旅行

多元的數理體驗活動

胡小精英熱衷介紹智能產品的原理

四年級科學館：學校文化日

本年度修業旅行的地點為九龍佐敦
谷公園，學生可在園內參觀園藝教育中
心及温室，認識不同的植物種類；此外，
學生亦能在草地上及兒童遊樂場內玩
樂，享受大自然的樂趣！

走進實驗室體驗科學家的日常

透過探訪弱能人士中心，學生積
極投入與學員一起玩遊戲，彼此間融合
的亙動，讓學生真切體現「身體力行，
關懷弱勢社群」的精神。

烹飪共融活動體驗

VR 體驗工作坊

協作作品完成了

觀賞偶戲劇場
《去吧！登月幻想號！》是一齣偶
戲劇場，通過女主角日晴對星空宇宙的
奇想，來引發學生對藝術、科學和科技
的好奇心，加強他們的應用共通能力，
提升學習興趣。
16

製作聖誕咭

本 校 與 東 華 三 院 平 和 坊 合 辦「VR 體 驗 工 作
坊」。是次活動在東華三院平和坊流動宣傳車「平
和號 - 抗賭巡邏艦」內舉行，宣傳車內除會讓學生
體驗 VR（虛擬實境）外，亦會預備抗賭及健康理
財的教材，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活動內容主要是讓學生親身利用 VR 糸統，彷
彿置身不同主題的真實場景 ; 另外亦會包括抗賭、
健康的理財教材及小遊戲。

「講故事、學國史」- 中國文化主題
活動 : 中國古代民族英雄 (QEF 計劃 )

國民教育日
「國民教育日」透過七一回歸升旗禮及分級活動，讓學生加
強對國家的認識，加強學生國民身份的認同。

本校非常榮幸參加了國史校育中心（香港）舉辦
，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的《講故事．學歷史》計劃。此計
劃配合校本「中國文化日」，作為主題活動 : 中國古代
民族英雄的前置學習活動。
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邀請該中心派人到校，在學校
禮堂主持了兩個大型學生講座，透過講故事的模式，為
學生介紹中國歷史，希望通過認識中國歷史英雄人物，
明辨是非，建立正確人生觀。

年級

二年綠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自由特
通識問答 參觀圖片
分級主題 認識中國 短片課堂
區」紙牌
比賽
展覽
活動
問答遊戲
教學
遊戲課

二年級認識中國問答遊戲

五年級通識問答比賽

中國文化日
每年的「中國文化日」都是胡小的一件盛事 ! 師生、家長粉
四年級「自由特區」
國旗下的講話
六年級參觀圖片展覽
墨登場，熱鬧非凡 !
紙牌遊戲課
除了各學科的攤位遊戲，書畫班同學一起即席揮毫。禮堂表
演則請來屬會梁銶琚中學中樂隊一起同場慶賀。
今年的年度主題是「中國古代民族英雄」，不少學生通過「主
題人物扮演」喜獲「最佳角色扮演獎」和「民族服飾配搭獎」。
學生在「數學遊蹤」這個活
受注目的除了「賀歲師生足球賽」外、還有幾個家教會配合
動利用平板電腦，在不同的挑戰
支持的活動，包括「傳統小吃」、「圖書館 - 傳統摺紙」和新增
區，分組完成各類的解難任務。
的「公益少年團 - 慈善義賣」。其中，公益少年團推出的小盆栽
利用平板電腦完成數學遊蹤題目
義賣每場均頃刻被掃一空，非常受歡迎。

數學遊蹤

分組進行量度活動

主題學習 多姿多采 樂在其中 興趣提升

主題 學習

學生認真地解答分數分類題

Festive Celebratio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rganize different festive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Our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festive culture and learn English through fun activities. Last
year we had a cosy corner to help students write warm
messages to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Unique Challenges in Treasure Hunt
This program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Primary Three students. It
encourages pupils to participate in English-speaking activities actively to build
up team spirit. In Treasure Hunt, pupils should work in groups and follow the
clues to find out all the checkpoints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They should
also take part in Jeopardy. The group with the highest score 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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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演出 綻放光華 才華展現 潛能盡顯

舞台 演出

音樂 + 樂團班
中國文化日

中樂

梁銶琚中學中樂團參予表演，十
分精彩，讓師弟妹大開眼界。

古箏獨奏的同學琴藝了得，
贏得不少掌聲。

胡小中樂團合奏助興

柳琴小組合奏，繞樑三日

誦唱才藝普通話

19-20 合唱團團員

天才表演

口琴及口風琴

眾樂樂

同學於小息時也可欣賞到音樂。

中樂團合奏

合唱團

19-20 胡小中樂團

「誦唱才藝普通話」課間休息活動，提供給同
學們展示以普通話作表演的平台，既能提升同學們
自信心，也可以給同學們互相學習、欣賞的機會，
真是一舉兩得。

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在舞台上有發
光發熱的機會，學校每年均舉行天才表
演。透過班級經營，全班同學一起配合
活動主題 -「感恩」，創作劇本及排演，
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口琴班的同學 ,，在參與 口琴班的同學，在小息期
校內音樂活動 –「午間 間進行「眾樂樂」表演，
樂聚」的拍攝工作
吸引不少同學駐足欣賞

舞蹈組藝術教育

學校透過基訓、考級、參加表演比
賽、交流學習、團隊經營，已經建立一
套完整舞蹈教育體系。
本年度低年級學員通過參加學校安
排的中國舞蹈考級，獲得全部及格及優
秀證書，為將來為舞蹈隊發光發熱打好
基礎。

高年級同人學除了
高強度訓練，更被安排參
與各式活動與學習課程，
包括參加教育局與香港學
界舞協舉辦的「學界舞蹈
日」，讓同學透過課程學
習各種舞蹈。

學校亦因成績突出，獲舞蹈考級主辦
方頒贈「全國社會藝術水平
考級定點
教學單位」榮譽資格。
跟羅馬尼亞老師學習歐美舞蹈

舞蹈隊重視團隊經營，在老師、家長們的熱
心支持下，同學們透過團隊合作，除了習得與人
相處技巧、更培養了團隊精神，積極正面，愛護
學校，個個懷有努力進取、為校爭光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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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為學生慶祝生日

老師在節假日送小禮物
給努力練習的學員

家長在練習後，到校支持學生，
慶祝學生生日

田徑隊

跳繩隊

每年都舉辦「跳繩同樂日」，
讓學生共享跳繩的樂趣。

花式跳繩校隊比賽前練習

花式跳繩隊隊員比賽 在「跳繩同樂日」中，還有心臟健
康講座。
後合照

乒乓球隊

本校田徑組分田徑精英及青
苗班，學員依循教練系統性訓練，
漸見成效，本年度田徑隊在多個
田徑比賽獲取佳績，當中亦能獲
取寶貴經驗，實屬難能可貴，希
望來年能夠更上一層樓，為本校、
屯門區分齡田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 小學友 本區獲取佳績。
徑比賽 2019
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胡陳金枝杯 - 小學友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舞龍

克勤訓練 提昇自我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小 學 友 校 4x100 米
接力邀請賽

第二十三屆屯門區小學校
際田徑比賽 - 大合照

所謂入山容易攻頂難，乒乓球項目
易學難精，正、反手如果都要練到一定
的水平，等於要投入兩倍的心力。我校
乒乓球隊球員勤於早會前、小息、課後、
假日訓練，磨練個人技術。
運動員不單講求技術，亦講求心態、
戰術和品德，在學校和教練安排下，在
全
不同場合與友校比賽切磋，提昇自我。 屯門區少年警訊會長盃
冀胡小運動員們繼續努力，勇闖顛峰。 場總冠軍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 第二十六
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2019
家長們支持我校乒乓球員

足球隊

小學校際九人足球比賽優異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2019( 高小組 ) 亞軍

籃球隊

屯門區小學五人籃球邀請賽

羽毛球隊

與友校切磋球技

本會於本學年開辦羽毛球訓練班，有幸邀請到前香港
羽毛球代表隊成員、屯門區青年軍教練及連續三年榮獲青苗
最佳教練 得主
梁雋堯先生出任主教練，讓同學有機會
提升羽毛球技巧及培養對羽毛球運動的興趣。感謝家長對本
活動的支持，報名參加人數遠超名額所限，未能滿足全數同
學，深表歉意！盼望來年度繼續舉辦此活動，給予同學既有
益身心又有樂趣的課餘運動學習機會。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屯門區
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銀盃賽冠軍

屯門區國慶杯小型足球賽 2019

排球隊
為了迎接新一年的挑戰，排球隊早於 2019 年 9 月開展了訓練。
在隊員不懈的努力下，加上家長的全力協助，擔任球隊的義務助教，
各人的進步可謂非常顯著 !
正當大家都磨拳擦掌，整裝待發去面對比賽時，卻發生了「肺
炎停課」事件。誠然，遑論得失成敗，能夠跟其他球隊較技，已經
是一樁賞心樂事；再者，訓練和比賽確實能令人蛻變成長。
寄望各位隊員日後堅持對排球、對運動、對人生的熱愛，無負
家長和老師的期望。

體育科活動 賀歲盃
友校小學籃球邀請賽 陳黃淑芳紀念盃 - 女子組

籃球青苗訓練班

籃球精英訓練班

舞龍訓練班

第四屆新界西小學無毒籃
球錦標賽

運動強身 展現活力 齊齊躍動 健康校園

傑出 運動

運動日
本年度運動日共打破八項校內紀錄，其中 6A 班張珈瑜同
學在女子甲組 100 米打破 16 年前的紀錄；6B 班陳芷翹同學亦
打破女子甲組跳高 15 年前的紀錄；而 6A 及 6B 兩隊女子接力
隊更一同打破女子甲組 4X100 米班際接力賽塵封 15 年的紀錄，
成績驕人。

游泳隊
本年度各校隊
成員在多區游泳公
開 賽 均 獲 取 佳 績，
但本區校際游泳比
賽卻受停課影響而
取 消， 甚 為 可 惜。
隨着新秀隊員日漸
成 熟， 期 望 各 隊 員
在來年度繼續努力，
為校增光。
19

品德培養 健康生活 正確態度 自幼建立

品德 培育

學校一直非常重視德育的培養，希望學生養成良好的品德。學校會通過各學科課程的講授
及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小店在屯門」社會體驗計劃
課堂一︰
放眼看屯門 - 透過課堂活動認識屯門

課堂三︰
尋店之旅 - 透過親身探訪藍地小店，
了解社區舊式小店的特色與價值、
開店人營運店鋪的心路歷程

課堂二︰
小店選舉 - 認識屯門的小店

關心社會能幫助學生確立互助互愛的良好品
德，擴闊眼界，增進個人成長。因此，學校聯同香
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賽馬會青年幹線於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舉辦「小店在屯門」社會體驗
計劃，計劃期望帶領學生親身體驗、深入社區及
進行回饋，發掘社區舊式小店的特色與價值，一
同設計及印製社區地圖，了解同一社區裡，不一
樣的世界，從而發展學生的同理心與社會責任感。

課堂四︰
小編輯手記 透過課堂活動
分享探訪小店
時的發現

「我選擇快樂」
好心情學習金句

課堂五︰
製作小店 - 將親
身探訪的小店製
作成小型店模型

屯門區學生獎勵計劃
「屯門區學生獎勵計劃」旨在嘉許在
品行上有顯著進步的屯門區中、小學生。本
校葉卓軒同學更榮獲「星中之星」，獲進一
步嘉許。屯門區只有兩名小學生獲得此項殊
榮，以表揚「胡小」葉同學能克服生活中種
種難關，勇敢面對學習上的挑戰。

和諧校園—成長課

祝孔活動

惜食周

學習設身處地

得獎同學到哈囉香港國際學校領獎

成長課 - 學習正面想法

「屯門區學生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葉卓軒、周玟皓、盧凱琳
曾靖洳、葉斯媚、嚴 正
「屯門區學生獎勵計劃」星中之星
葉卓軒

期望各位得獎同學升中後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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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輔導教學課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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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計劃口號：「做個喜學先鋒 豐富正向人生」！

「做個喜學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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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製小手帶，希望同學課餘時佩戴在手腕上，時刻提醒自己要努
力學習，奮勇向上！

胡小喜學先鋒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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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學先鋒加油

老師為低小同學進行孔子學說專題主講

各同學由校長帶領向孔子
像進行三鞠躬禮。

各同學由校長帶領向孔子像進行三鞠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