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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本年度P.2中文科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的課程發展主任推行共同備課，探討用「以說帶寫」

的方法以增強學生的說話及寫作能力。透過此計劃，

學生學會正確地環繞主題，暢述所見所聞及表達自己

的思想感情。例如：學生能流暢運用六種行為句；適

當地運用「過渡語」；以肢體、動作、表情用語去豐

富文章。老師以先說後寫的方法教授，學生會在說話

課堂學習說故事技巧，然後每位學生均有機會在班中

說故事。透過自我評估、同儕互評及老師個別評價，

全面改善學生的說話能力。接著在作文課中，學生能

更有信心把故事寫下來。透過此計劃，學生在說話或

寫作能力方面均有所提升。

  為了提升香港小學生的幸福感及培養正面的品格，本校參
加了保良局主辦之親子標語創作比賽。透過這個比賽，鼓勵學

生學習感恩及關懷家人，並欣賞家庭成員的付出，理解幸福不

是必然的，從而培養孝順感恩的態度。學生反應十分踴躍，多

份參賽作品甚具水準，短短二十字的標語中，充滿着對家人的

愛與感激。

中 文 科
以說帶寫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四至六年級故事續作比賽

  為了弘揚中國優良文化傳統，提高學生道德
文化修養，踐行自律守規、彰顯熱心服務的良

好品德，本校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了由香港佛

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所舉辦的第六屆「細味人

生  自律守規、熱心服務」故事續作比賽。

6A林家瑩榮獲「細味人生

—故事續作比賽」冠軍

學生自信地向全班說故事。

6D黎敏妍獲得「細味人生

—故事續作比賽」優異獎

獲獎同學都感到非常欣喜。
本校更獲得「故細味人生

—故事續作比賽」最踴躍參與獎

我們錄取學生每段說故事內容，

令學生不斷改進。

學生們踴躍參與，參賽作品的質素高。

學生專心上課，把學習重點好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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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本年度中文科展開了校本說話課程，按
照不同年級制訂課程內容，循序漸進地施

行學與教。在課堂中，老師會先教授學生一

些個人說話或小組討論時應有的態度及技巧

等，然後每位學生均有機會在班中演說。透

過學生在課堂上的實踐及老師給予即時的回

饋，全面改善學生的說話能力，加強學生說

話時的組織、自信、應有的態度、發音及聲

量控制等技巧，並豐富學生說話內容。

  本年度中文科在三年級及五年級進行了科普文單元
教學，按照不同年級制訂課程內容。根據學生的生活經

驗，以探究及趣味性為主導，作出適當的課程教學設

計，包括：三年級《乾淨的能源》，教導學生減少使用

石化燃料，改用乾淨的能源作替代，以減輕對地球的破

壞；五年級《再見小樹林》，學生從中領略大自然與人

類之間的關係，明白到人應該尊重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在課程教學中，以活動教學為主導，鼓勵學生參與不同

的分組活動和討論，提升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

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在班上各同

學面前練習說話。

校本說話課程

科普文單元教學

經過幾次練習後，大家在說
話時更具自信。

五年級學生投入參與科普文的活動。

三年級學生集思廣益，一起研究減少

使用石化燃料的好方法。

三年級學生認真討論課文，了解
不同的乾淨能源。

五年級學生善用電子資源，上網搜尋

有關保護小樹林的資料。

五年級學生化身成為不同的專家，對保護環境作出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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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This is how you hand in your song dedication sheets!

Halloween Fun Days

  To  ce leb ra te  Chr i s tmas  and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schoolmates and 
classmates who have helped them a 
lot, students filled in Christmas songs 
ded ica t i on  shee ts  and  pu t  them in 
a  co l l ec t i on  box .  F rom 17 th t o  19 th 
December, student ambassadors chose 
the forms and read the messages aloud 
and all students were able to watch the 
broadcast and enjoy the festive songs 
and messages through Campus TV. 
This activity reminds us what the true 
Christmas spirit is–to care and to share.

      Trick or treat! The Halloween fun days 
were held on 30th and 31st October. During 
the lunch recess,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a variety of games on the 5th and 8th floor 
p layground .  The  games had  d i f fe ren t 
levels of difficulty so students were able 
to try the games they l iked and earned 
candies and chops! Students who got all 5 
chops on the Halloween booklet could get 
a special pumpkin pen too!

Christmas Songs Dedication Activity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Eng l i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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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After incorporating e-learning 
and col laborative learning in our 
English lessons, students engaged  
actively and were able to learn from 
their peers through various in-class 
activities. Learning was beyond the 
c lassroom where s tudents  were 
using different e-learning tools to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class.

  Apa r t  f r om  l ea rn i ng  Eng l i sh  i n 
classrooms, our students also get the 
chance to learn English in a fun way. 
Through jo in ing  our  Eng l i sh  Drama 
team,  t hey  we re  ab le  t o  l ea rn  and 
explore a variety of dramatic techniques, 
such as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faces, 
vo i ces  and  imag ina t i on  i n  bu i l d i ng 
characters, improvisation and role-play. 
All these helped our students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and develop their skills 
in team work,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taking direction.

English Drama

Student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write rules 
in different public places.

Together as a team, students were more motivated to present 
their group work in front of their classmates.

E-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Various software applications (apps) played a part 
in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Students could create and 
edit their writing piece simultaneously.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act 
out a scene from classic fairy 
tales. They did it vividly.

The teacher taught students how to project their 
voice when they were on stage.

The teacher guided students 
how to use their body language 
to act out the scene.

Students were highly engaged in the 
ac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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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為提高同學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及增強對學校

的歸屬感，本科設有數學角及數學龍虎榜，科任

老師每月於課室壁佈的數學角張貼一題挑戰題

讓學生作答。此外，今年新增了學生自擬題目活

動，著學生自擬一道與校園情境有關的數學題，

供同班同學作答。科任老師會在所有提交題目的

學生中選出最理想的題目，被選中的學生除獲得

闖關奇兵蓋印外，老師更會將該學生的自擬題目

張貼在數學角上，讓其他同學作答，藉以鼓勵同

學多主動參與及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數 學 科

奧數培訓班

自學角

  為了提高同學的數學水平，啟發數理思

考和邏輯思維能力，本年度為小三至小六同

學開辦兩組數學奧林匹克訓練課程，由專業

外聘導師教授，培訓具數學潛質的同學，提

升他們的解難能力，協助同學們探索不同的

學習領域，並從中挑選同學參加校外數學比

賽。本校深信每一次比賽，均是讓學生成長

的契機。擁抱挑戰，透過比賽提升自信，一

展所長，一點一滴累積寶貴經驗，同時進一

步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數學科老師將同學的自擬題目整理
後，利用同學的樣貌作插圖，增加同
學的滿足感和歸屬感。

老師在數學角中引導三年級的同學，

自擬一道相關的應用題，讓全班同學

作答。

科任老師會把同學交來的答案

記錄，並在闖關奇兵中蓋印。

由兩位專業外聘導師教授，從不同角度解答數學難題，可擴闊同學們的數學視野。

在課堂中，導師鼓勵同學們互相討論、互相交流，除了讓學生共同研究問

題的解決方法外，亦可藉此促進彼此間的友誼。

E-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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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本年度數學科致力利用網上學
與教支援 (WLTS)和學生評估資源庫
(STAR)平台進行備課及施教，以照顧
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需要。同時，數

學科老師亦會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

和能力，發展校本學與教活動。

學生對課題感興趣，能投入討論。

課堂中加入動手作的活動，
讓學生能從實踐中學習。

網上學與教
支援計劃

在討論過程中，學生能運用所學，
分析及綜合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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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常識科
  為了讓同學多關心時事，本校特設
了時事角。同學可於小息及午息時段完

成時事角問題後，交給常識科老師。為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凡參與的同學可獲

得「闖關奇兵」印章一個；凡答對所有

題目的同學，可額外多獲一個「闖關奇

兵」印章；若全班同學都有參與，全班

同學都可多獲一個「闖關奇兵」印章。

透過此活動，提高學生對時事的興趣，

並多留意身邊的事情。

  由香港教育城主辦的「十分科
學」是一個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適

合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學生可透過

計劃提供的學習材料和練習，發展他

們的解難與探究能力，同時了解科學

與個人、社會及環境的關係。練習以

輕鬆、有趣的形式在網上發放，學生

可按個人的學習進度完成練習，提升

自學技巧。為鼓勵學生自學，老師會

選出積極參與、表現突出的學生，並

會以獎狀表揚他們的努力。

常識時事角

十分科學

學生於午息時完成時事角的問題。

時事角的問題張貼在課室的壁報
板上，學生容易找得到。

以上五位同學在校內取得優秀成績，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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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為配合教育局對常識科發展STEM教育的指引，同時慶祝本
校創校65周年，常識科老師們物色了一些製作模型的材料，讓
同學們帶回家中，與家長一起製作一個揉合STEM、校慶、創意
及環保元素的小模型。這些模型體積雖小，但卻包含了視覺暫

留現象、光的反射、反作用力、閉合電路等的科學原理。同學

於完成模型的過程中，亦能體驗到設計、製作、改良等工程設

計的程序。製作模型的過程或許並不順利，但能夠與家長一起

合力完成模型，除了有很大的成功感，還能增進親子感情呢！

暨65周年校慶親子模型製作

3A 陳穎霏同學及家長：萬花筒

2A 陳駿同學及家長：回力小車

6C 譚愷盈同學及家長：空氣動力小車

STEM

1C 鄧頌盈同學及家長：
變幻陀螺

5A 施清鏵同學及家長：
穿越火線台

4A 余思穎同學及家長：空氣壓縮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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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視藝科

  為慶祝本校成立六十五年，視藝科於本

學年舉辦了六十五周年校慶標誌(LOGO)親

子設計比賽，參賽作品充份顯示出同學及家

長的創意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感謝各位家長

及同學的踴躍參與。        

  藉著慶祝本校成立六十五年，視藝科

舉辦了「仁、樂、進、勤」人物造型設計

及親子填色比賽。 一至三年級的同學就着

對學校「仁、樂、進、勤」人物的性格特

質，與家長合力進行填色創作。 四至六年

級的同學根據「仁、樂、進、勤」人物的

性格特質，為「仁、樂、進、勤」重新設

計造型！參賽作品色彩繽紛，創意無限！

透過比賽，同學進一步發揮美術設計潛

能，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歌詠校隊於聖誕聯歡會上

帶領全校同學唱頌五首動聽的

聖誕組曲。當天歌詠校隊同學

表現愉快投入，充滿自信，為

全場増添濃厚聖誕氣氛！

  本年度音樂科於每班增設「校園音

樂大使」，讓同學於周會時領唱校歌，

增加對學校的認識及歸屬感。

  本年度四至六年級音樂科繼續推行電子學習計劃，老師在課
堂上向同學推介合適的電子學習軟件，例如《作曲百寶箱》、
《牧童笛翻轉教室》和《音樂挑戰站》。透過老師的指導以及同
學在課堂上選用合適的電子學習軟件，有效提升他們學習音樂的
興趣及鞏固音樂知識。

歌詠校隊聖誕表演

校園音樂大使
音樂科電子學習

亞軍
6D 陳 妍

冠軍
5A 董騏暢

季軍
3A 吳智恆

65周年校慶「仁、樂、進、勤」
人物造型設計比賽及親子填色比賽

「六十五周年校慶」標誌

 (LOGO) 親子設計比賽

同學們排好整齊的

隊伍在台上表演。

表演開始了，同學唱歌

時的口型多渾圓啊！同學們跟我們一起唱詠多

首動聽的聖誕歌曲吧！

二年級的「校園音樂大使」領唱校歌時，

表現投入認真，值得讚賞。

高年級同學於停課期間善用

《牧童笛翻轉教室》電子應

用軟件(apps)鞏固學習。
同學們開心地介紹《作曲
百寶箱》電子學習軟件。

音
樂
科

「仁、樂、進、勤」

親子填色比賽

一年級冠軍 1C 盧彥錡

「仁、樂、進、勤」

親子填色比賽

二年級冠軍 2A 周諾勤

「仁、樂、進、勤」親子填色比賽

三年級冠軍 3A 吳智恆

「樂」人物造型設計

比賽冠軍 4A 許懿澄

「勤」人物造型設計

比賽冠軍 4A 許懿澄
「進」人物造型設計

比賽冠軍 4A 許懿澄

「仁」人物造型設計

比賽冠軍 5B 鄭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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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 普通話科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
興趣及協作溝通等共通能力，普

通話科透過「普通話輪流講」，

例如：話劇、對話、角色扮演、

講故事等，讓學生在小組學習中

能分擔不同的角色與任務，使學

生有機會靈活地運用普通話，寓

學習於娛樂中。

普通話校園電視台視播

  為了提供更多時間和機會讓全校學生參與體育活動，

以達至每日60分鐘的活動量(MVPA-60)，本校定期安排全

校學生輪流到禮堂進行早操，並安排了課前及午息運動區

讓學生分班到適當的場地進行不同的體育活動，例如：乒

乓球、跳繩、呼拉圈、拍球、射籃、踢毽等。

  為了擴闊學生對板球運動的認識，學校引入
一般學生較少機會接觸到的運動  板球於體育
課之中。老師把經常應用於板球的動作，與一至

三年級的基礎活動互相融合。此外，更聘請了校

外專業教練與四至六年級各科任老師共同協作進

行教學。過程中除了學生對於板球的技術有所提

升外，各科任老師亦加深了對於板球的認識。

校本板球課程

  普通話科老師挑選普通話表現
良好的學生，讓他們擔任「普通

話校園電視台視播」主播，以

普通話報導與同學日常生活有

關的事情。本學年的視播主題

包括有漢字挑戰、介紹「輕聲」

等。此活動除了能營造學生對學校的

歸屬感，更能讓學生有多接觸普通話的機

會，有效地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

普通話輪流講

體育科
同學們正介紹有關普通話「輕聲」的字詞。

右邊的學生扮演一名醫生，

正為病人初步檢查。

左邊的學生扮演一位牙醫，

正為貪吃糖果的小孩脫牙。

這學生扮演一位天氣報導

員，正報告這天的惡劣天

氣和要注意的事項。

早操及運動區
（課前及午息MVPA-60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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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雲小  愛學習電腦科
  為慶祝六十五周年校慶，電
腦科於本學年舉辦了愛校電子填

色比賽。比賽以親子形式進行，

家長和學生合作利用電子繪畫軟

件填色。學生藉著比賽，得以發

揮創意，同時展現出對學校的歸

屬感。特此感謝各位家長及同學

的踴躍參與。 

  近年STEM學習之風盛行，本校於電腦科校本課程中加入有關內容。而
編寫程式乃其中之重要一環，因此多個級別亦已引入該元素，由基本概念、

簡單編程操作機械人、到流動應用程式編寫都涉獵到，學習內容如下：

  學校設立閱讀獎勵計劃的目的為了提高學生閱讀課外書籍的興
趣，並培養閱讀習慣；透過閱讀各類的圖書，開拓學生的知識領域；

鼓勵親子一起閱讀，促進親子關係。活動推行時間由2019年10月至
2020年6月期間進行，同學從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電子圖書或
自行購買的書籍中選擇任何適合的圖書，閱讀後在紀錄表填上資料再

由家長在紀錄冊內簽名。同學必須閱讀基本數量的圖書，並記錄在閱

讀冊內；當同學達到以下的閱讀量，將獲得獎狀及獎牌以示讚賞。

閱讀獎勵計劃

愛校電子填色比賽

電腦科校本課程

三年級冠軍
3D 吳世殷

一年級冠軍

1B 杭 昇

二年級冠軍
2B 蕭暐程

  由於停課關係，圖書科特別安排
了在教育城的電子圖書庫內選取合適

的電子圖書，每週派發給全校學生閱

讀。與此同時，圖書科亦因應每週派

發的電子圖書而設計了合適的電子工

作紙，以加強學生在電子圖書中的學

習。圖書館主任也透過網上平台上圖

書課呢！

電子圖書學習
停課不停學

圖書科
獎項 數量

全年基本閱讀量 20本
完成中文及英文工作紙

各一張

閱讀銅獎 30本
完成中文及英文工作紙

各兩張

閱讀銀獎 40本
完成中文及英文工作紙

各三張

閱讀金獎 60本
完成中文及英文工作紙

各四張

二年級 Unplugged 編程
三年級 Scratch Jr
四年級 Scratch Jr、mBot 機械人
五年級 Scratch
六年級 Scratch、AppInventor

學生喜歡學習電腦編程。
學校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不妨多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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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電子學習的運用是希望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同學除了能夠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按照自己

的學習進度進行自學、預習之外，還可以通過靈巧地運

用流動裝置，令學習興趣得以提昇，並且能夠擁有一個

更自主的空間去反思和改進自己的學習模式。

各科電子學習

電子 學 習

讓我們研究一下怎樣幫同學減輕體重吧！

看！我答問題答得快而準！

我們把自己的意見跟全班同學分享。

葉SIR，看！我的程式寫好了！

同學們正在認真地進行課堂討論。

同學小心奕奕地勾畫圖案的周界。

通過實作，同學們將學到的知識應用出來。12



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停課不停學—網上學習 

  雖然學校於今年2月開始停課，但各
科老師在停課期間按教學進度設計課業和

製作教學簡報及教學影片，每週於網上發

放，以聲音導航的形式，由淺入深地指導

同學各科的知識及功課。而圖書科老師隔

週發放網上自學教材和電子圖書，供學生

隨時下載教材進行學習及閱讀電子圖書。

此外，學校從4月起分階段推行「ZOOM
網上實時互動教室」，為同學進行網上實

時教學，促進老師與學生於停課期間的

學習互動，同學在家亦能更有效地進行學

習，實踐「停課不停學」。

同學們一邊全神貫注地聆聽老師講解，一邊完成課業。

老師的教材很精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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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四至五年級BYOD

自攜平板電腦學習

老師們都準備充足，讓同學在家也能
按學習進度學到新知識。

姐姐，需要我幫忙嗎？

Ms. Heleina, this is my favourite toy! 
Can you see what games I like？

14



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本校由上年度開始推行BYOD自攜平板電腦學習，
同學在課堂上利用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有別於傳統

教學，同學可即時從網上獲得任何資料作討論，老師亦

可利用數碼技術把抽象概念具體化，使學生更易掌握。

此外，同學亦可利用平板電腦作為互動協作工具，例

如各自在家共同完成腦圖、回應老師問題、數碼工作

紙……這些都是傳統教學不可能做到的。自攜平板電腦

學習推行了一年多，學生學得更有效率，教育局外評隊

亦對學校作出高度評價。在往後的一年，BYOD計劃將
會於整個高小階段推行，期望同學及老師一起進步，一

起享受學習。

電子學習讓學生更容易得到即時資訊，學習不再局限在課本內。

同學們利用平板電腦學習，較傳統學習更能激發學生思考。

四至五年級BYOD

自攜平板電腦學習

同學們正利用平板電腦上的資料作分
組討論，並完成老師安排的任務。

四年級同學於本年度下學期正式開始自攜平板電腦學習。

15



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跨科探究學習

開動啦！環保車要駛得又直又遠。

學生們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同學們向大家展示完成的告示牌。

大家都細心、認真地製作環保車。

同學們都小心翼翼地放下小船。

一年級：護園兵團：告示牌工程師

二年級：環保動力車

大家都對這次活動充滿期待。

三年級：自動小遊艇

  跨科探究學習周為學生帶來另類學習。靈活的時間表，重新統整課程，為學生創
設學習情景，引發他們的探究精神，本年度更嘗試加入編程元素，發展校本STEM學
與教；透過製作、實驗、測試、觀察、思考、討論及分享等活動，以專題研習的方式

培養出學生各種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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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同學用心設計拖鞋設計圖。

同學之間，合作無間。

同學們認真地進行測試。

進行拖鞋測試大比拼活動，緊張刺激！

老師細心教導同學進行分組活動。

紀錄測試結果，為設計除水器作最好的準備。

四年級：下雨天好幫手

五年級：運動小涼伴

六年級：

家有一寶：減少長者容易跌倒的問題

17



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學校本年度參加由香港大學與教育局合辦的「以全方位自主學

習推展校本STEM課程」計劃，旨在利用STEM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在

整個計劃中，負責老師團隊需定期到香港大學接受培訓，港大人員亦會到校

和老師備課。上學期的主題為「運動小涼伴」，目標是利用心跳感測器量度心

率，當達到某個設定數值便會啟動風扇以降溫，藉此延長運動時間。活動讓學

生透過編程，並配合各種硬件，例如Micro:bit、Robobit等，嘗試以工業設計

模式設計產品，過程中同學會自行設定目標、測試及改良，以達到特定標

準，在學習過程中，同學變得較以往更積極、更主動，而最後的成果

亦極之豐盛。

SDL in STEM

同學正在測試程式及硬件是否運作正常。 零心跳！要找出問題原因啊！

梁校長正檢視同學學習情況。

香港大學專業人員正向學生收集學習數據。完成！

老師用心解說同學學習上的問題。

活動當天在禮堂以分組形式進行，除有更大測試空間外，老師及支援人員亦可更方便照顧學生學習。
18



創科天地
迎接新世代

 

 為加強學生對編程的興趣，並促進邏輯思

維培訓，因此，學校在本年度聘請專業校外導

師，在綜合學習時段為一至六年級安排基礎編程活

動，五、六年級學習Micro:bit；三、四年級學習Mbot機械車；

一、二年級學習Scratch Jr。由於停課關係，雖然只有五年級及部

份六年級同學完成Micro:bit課程，但從同學上課時興趣盎然的表

現，與及檢討回饋中的高度評價，可以肯定活動能成

功讓學生體驗編程的樂趣，為科學

探究學習奠下基礎。

       
 本學年十位來自五至六

年級有潛質之學生，被重點培訓電

腦編程技巧，以操作mBot機械人。通過一

連串有系統之訓練，讓學生以已有知識作基礎

開始，學習進階技巧。在編程過程，他們經歷了

嘗試、失敗、解難、調整和再試，汲取了不少寶貴

經驗，對於他們個人成長也帶來裨益。

 為配合創科學習的大趨勢，

學校於本年度特別於聯課活動加入Lego 

EV3機械人編程活動，活動內容能激發學生創

意，利用Lego EV3的各種特性，再配合程式設

計，讓小孩的創造力得以完全釋放。從每堂活動

可以見到同學們皆全情投入，仔細思考機械人

每個動作，嘗試，失敗，再嘗試，直至成

功，同學們每堂課都樂在其中。

mBot機械人編程學習

Lego EV3 機械人編程學習

高年級電腦科編程學習

校本編程課程

同學們正聚精會神地測試程式是否有臭蟲。

專業導師正講解Micro:bit程式如何運作。

同學正在測試LEGO機械人
動作是否和程式配合。

同學們利用電腦室各種設備進行
活動，每次都在熱熾的氣氛中學習。

我們一起學習。

導師用心
指導同學。

我喜歡學習機械人編程！

躍躍欲試。

成功了！硬件依照
程式指示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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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蟒蛇十分好奇。

  為了讓學生在實際環境中體驗
學習，使學生更有效地掌握課本以

外的知識，本校配合常識科課程，

安排了六年級同學參觀瀕危物種資

源中心。透過參觀，同學了解到世

界上有不同的瀕危物種，並學懂怎

樣去保護他們。

在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內，同學們可以見到不同種類的獸皮。

龍吐珠（魚類的名稱）
也是瀕危物種啊！

透過參觀，同學更學會怎

樣保護這些瀕危物種。

學生從展品中找到答

案，並填在學習冊。在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內，

學生利用互動遊戲學習。

常識科
全方位參觀

同學在資源中心學習，獲益良多。

同學從展覽中知道哪些動植物物種因

國際貿易而受到威脅。

同學互相研究，一同完成學習冊。

P.6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P.2

到海洋公園學院
學習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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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細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同學在海洋生物前留影。
同學非常投入問答環節呢！

同學為其他學生示範，

真有自信！

學生觀察小熊貓然後填寫活動卡。

同學在大熊貓前合照留念。

學生親身觸摸海星，既緊張，又興奮。

學生從遊戲中學習如何保護海洋生物。

同學們懷着興奮的心情來到香港海洋公園，一同在正門留影。

導賞員耐心地解答學生的問題。

同學可親眼看見大熊貓。

  為了讓學生學習保護海洋生物的重要及
方法，學校安排二年級學生到香港海洋公園

學院學習。學生透過講座、遊戲、親身接觸

及觀察，了解海星、熊貓等生物的生態及如

何保護牠們。

學生一面聽導賞員的講解，一面觀察不同種類的魚類。

P.2
到海洋公園學院

學習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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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

升旗隊

小小數學家

乒乓球

3S特工隊

體驗劇場

聯課活動
  聯課活動於每週五第八至九節進行，
為全校學生安排多元化的聯課活動，發掘

學生的體藝潛能。本年度上、下學期共有

十八個循環組別及十六個固定組別，分別

由校內老師及外聘專業導師帶領，讓學生

有機會參與不同的興趣小組，創造更多展

現潛能的機會。

英語話劇

Mbot機械人

武術獅藝
非撞式欖球

花式跳繩

幼童軍
板球

Lego機械人

新水墨畫班

我愛雲景大家庭

固定組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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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樂趣多

音樂小話劇

簡易科學實驗

智力遊戲

立體紙花製作

針黹

手指畫

 趣味鉛筆畫

剪紙

閱讀樂

敲擊小樂團

扭氣球

 3D紙模型

摺紙樂

至營煮意

編程遊戲

English iPAD

創意卡通畫

循環組

剪紙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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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課後設立多元化的興趣
班，提供機會予不同潛質的同學發

展個人興趣及培養團隊精神，使同

學從多角度建立自信及提升對學校

的歸屬感。

體藝展才能

英詩集誦：本校的英詩集誦隊由一至三年級同學組成，老師每年培訓同學參與校際朗誦節，為學校爭取優異的成績。

奧數培訓班：奧數組培訓具數學潛質的同學。透過參加奧
數組，同學能提高數學水平，啟發數理思考和邏輯思維能力。歌詠：歌詠隊教授隊員發聲技巧、感情的抒發及樂曲的處理，

訓練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不同的音樂比賽及演出。

非撞式欖球：本校非撞式欖球隊主要由四至六年級學生組成，每星期

進行練習，並參與每年的全港小學校際非撞式欖球比賽。

粵劇小組：培養學生多元化的能力

和良好的情意品德，由專業粵劇藝人

持續培訓表演技巧和群體合作精神。
中國舞高級組：本校中國舞組已成立多年，本年度更獲得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群舞高級組優等獎。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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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隊：田徑隊為同學提供培訓機會，讓隊員代表本校參加區際賽和友校接力邀請賽。

英語話劇：英語話劇組希望藉著有趣的英語互動環境，
提升同學的英語能力，在輕鬆的氣氛下，愉快地學習，建
立自信心。

武術：透過學習武術，學生的協調性、平衡性、反應、速度等會

有所提升，並可提高他們的抗逆力及自我管理能力 。

中國鼓：本校中國鼓隊已成立多年，隊員曾參與校內、外不同的演出，

得到家長及來賓的讚賞。

排球隊：本校排球隊由四至六年級同
學組成，希望藉着恆常訓練，培養同學
團隊合作及堅毅精神。

小小藝術家：小小藝術家讓同學在不同範疇有多
元化的視覺藝術發展，培訓視藝科精英。

板球：板球隊挑選具有潛質的學生參與有系統的

訓練，提升學生的體能及自信，加強團隊精神。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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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援學生參與課後活

動，幫助他們全人發展及成長，我

校為學生籌辦不同的課後興趣班及參

觀活動。

課餘興趣班

襟章設計班課程

3D打印體驗課程

鯉魚門公眾騎術學校參觀活動
  為讓學生了解馬廄的運作及體驗騎馬的樂趣，本校帶領同學前往鯉
魚門公眾騎術學校參觀。是次參觀活動不但擴闊學生的視野，同時提升

他們身體協調、平衡力、個人自信及抗逆力。

  同學在課程中設計不同主
題的襟章，學習製作襟章的原

理及過程。

  學生透過Tinkercad網上設計平台認識3D打印技術及3D
設計，同時亦能掌握如何配合電腦科及視藝科的校本課題，

設計及打印具有創意性的獨特作品。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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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WeDo Programming體驗課程

小小STEM工程師課程日式押花水晶膠課程

航拍體驗課程

MINECRAFT體驗課程

  學生透過LEGO 
WeDo Programming 
學習整合LEGO積木
結構與程式編寫。在

老師的教導下，學生

發揮創意，運用基礎

的LEGO WeDo積木
製作不同的物品。

  《Minecraft：教育版》是微軟用來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寫程式
的工具，同時亦是現時學生最喜愛的遊戲之一。學生學習編寫不同

的程式和指令，控制Minecraft世界中的人物和物品，讓虛擬世界跟
現實世界互動。

  同學利用Tello航拍機體驗如何
控制航拍機。熟悉控制技巧後，導

師會指導同學拍攝及剪輯技巧，然

後製作屬於自己的航拍短片。

  學生學習利用花朵進行加工，做成押花和乾
花，配以進口滴膠造成個人化獨一無二的小飾物。

課程會教授水晶滴膠的運用及簡單講述押花技巧。

  學生學習利用不同材料製作
不同的產品，例如：硬幣分流

器。導師向同學講解產品的原

理，除了懂得製作產品外，亦期

待同學能運用相關原理解決生活

上困難。

學習經歷多元化
同學齊來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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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以「愛學校」為主題推行「北雲小先峰」計劃，每月定期於午息時段進行
特別任務，包括唱校歌、校訓急口令、老師之最等。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完成任務的

學生可獲愛心印章及小禮物一份，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北雲小先鋒

小一同學齊心唱校歌！

學生大使用心協助同學解決困難。

猜猜這是哪位老師的童年照？

65周年校慶

同學成功完成任務，獲得愛心印章！
「Yeah! 我成功完成任務了！」

「家」添正能量
—親子月曆DIY

培育品德
律己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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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周會逢星期三下午進行。目的是
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及態度，讓他們從中學

習成長。

  本年度周會的主題有尊重、禮貌、樂
觀、積極、珍惜及關愛等。每次周會都由老

師或講者作主持，透過短片欣賞、角色扮

演、兩難抉擇等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學生從

中分析及表達自己意見，藉此提升他們的正

向價值觀，能夠有信心面對不同挑戰。

  成長教育科舉辦了「家」添正能
量—親子月曆DIY活動，讓學生透過設
計相框月曆，鼓勵他們表達自己對家人的

感情，加強親子溝通。一至六年級學生藉

著這個活動，在輕鬆的氣氛下，與同學一

起動手把自己和家人的溫馨合照貼在月曆

的相框內，並在相框上塗上自己喜歡的顏

色。活動中加入了65周年校慶的元素，增
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周 會

我能夠自信地站在老師身旁作分享。汽球會否爆開？很緊張啊！

老師，選我回答問題吧！

同學們留心聆聽老師講解「珍惜」的重要。

同學們踴躍投入參與，並樂於分享意見。

同學自信地讀出紙上有關

「尊重」的情境。

我是小幫手，在周會時協助老師。

同學們在設計的過程中，

跟大家分享自己和家人的

相片，氣氛非常愉快。

這位同學很用心剪好相片，
調校好位置，讓一家三口溫
馨的笑容都在相框內呈現。

65周年校慶

「家」添正能量
—親子月曆DIY

培育品德
律己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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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闖關奇兵計劃，鼓勵學生在
3S—Self-discipline（自律）、Self-
motivated（自發）及Self-esteem（自
信）三個範疇追求卓越表現。學生於每

月因應主題有不同的目標，達成後獲得

指定印章，成為「銅箭新丁」、「銀旗

勇士」及「金杯將軍」。

  為了持續培養學生自律、自信及自發的3S校本精神，
於學期初，由班主任帶領全班同學共同制訂具班本特色的班

規。為表心志，各班同學在課室公約宣言日中，以不同形式

宣讀課室公約，配合設計獨特的班規海報及班口號，在全校

老師及同學見證下，承諾在新的學年更自律守規。

同學得到神秘扭蛋，很開心呢！

看！這班「銅箭新丁」同學仔特別精神奕奕！

闖關奇兵輔導計劃 

課室
公約宣言日

培育品德
律己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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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不同的德育主題，由校
長、副校長及訓導組以星星表揚

優異的班別，加強學生的自律自

發行為。同學生們都以成為「五

星級」的班別為榮，互相提醒，

彼此鼓勵。

「我愛雲景大家庭」

棋盤設計比賽讓同學發揮創

意，設計以「愛校守規」為題的棋

盤，同學們積極參與，作品都

能展現出他們對校園及校規

的熟悉。

低級組季軍 3C 鄧博文

高級組亞軍 6D 吳晶晶

低級組冠軍 3D 吳世殷

高級組冠軍 6D 陳 妍 高級組季軍 5A 許啟朗

低級組亞軍 1B 杭 昇

「我愛雲景大家庭」

棋盤設計比賽

班級經營活動

「五星級」班別頒獎。

同學正在進行「正向性格」活動。

培育品德
律己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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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專業
不斷求進

專業發展

本年度學校校本課程及支援計劃：

科目 校本課程

中文科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以說帶寫」支援計劃

喜閱寫意課程

科普文教學

課前精進班

校本說話課程

非華語學生中文輔導班

英文科

校本說話課程

課前精進班 
閱讀及寫作課程

NET PROGRAMME

數學科

奧數培訓

課前精進班 
網上學與教支援協作計劃(WLTS)

常識科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以全方位自主學習推展校本STEM課程
全方位參觀學習

  校內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主要有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及分享交流等。老師透過經

驗分享，交流教學心得，為

同學設計合適的教材，促進

學與教的成效。

分享交流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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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專業
不斷求進

  本年度，老師參加了在皇仁書院舉辦的「灣

仔區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日，沈慧文

律師通過個案研習與老師分享了很多有關校園的

法律知識。 另外，本年度的「官立小學聯校教

師發展日」內容十分豐富，老師分批出席多間學

校舉行的教學育研討講座，亦出席了香港大學首

席副校長王于漸教授和「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黎

志偉先生的分享會，獲益良多。

  通過共同備課會議，老師設計了針對學生學
習難點的教材，於課堂中實踐出來。同學除了能

更有效地學習，老師亦能通過互相觀摩，優化教

學設計，達致教學相長的效能。 

教師發展日

同儕備課及觀課

校長在觀課時也一起參與分組活動呢！

老師們在實踐教學設計後，於分享交流時段與其他科任老師分享教學成果。 33



服務菁英
關愛校園 服務

  團隊

  體育服務生日常的職責主要是到運動區當值。
  他們需要熟悉場地使用的安排，協助老師提醒同學們在
適當的場區安全地進行活動。此外，他們需要了解各種用具

的玩法，有需要時主動教同學正確地使用運動區的用具。

  活動完結後，他們會指導同學把用具放回原處，部份體
育服務生會負責把用具放回體育室，另一部份體育服務生會

負責帶領同學回到適當的場地。

  本校全體風紀於上學期參
加了「風紀培訓工作坊」，透

過不同的分組遊戲、合作任

務，展現風紀團隊的合作精神

及解決困難的能力。在各項活

動中，風紀們充分發揮了團隊

的士氣及歸屬感，有助同學日

常在校執行風紀的職務。

體育服務生

風紀

他們都是老師的好幫手。

認真地教授同學發球。

「以訛傳訛」又怎會難倒醒目的雲景風紀生呢？

遊戲過後，當然到了學習「管理小貼士」的時間。

又到了分配禮物的重要時刻！

同學精神奕奕地聆聽賴姑娘和周姑娘的講解。

大家盡力為隊伍爭取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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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菁英
關愛校園

  「大手牽小手」是一個充滿意義的朋輩輔導活動，由
一班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組成「大手」，肩負着傳揚關愛精

神的責任，帶領「小手」適應校園生活，投入學習。過程

中，「小手」得到關愛和指導，從而提升他們對學校的歸

屬感；同時，「大手」能培養貢獻自己及服務他人的價值

觀，建立責任感。在和諧互助的校園裏，他們互勵互勉，

共同進步。

  本校圖書風紀發揮服務的
精神，積極為圖書館服務，使

圖書館成為同學所喜愛的閱讀

環境。圖書風紀以身作則，主

動參與圖書活動，共同推廣學

校的閱讀風氣。

大手

圖書
   風紀

牽小手

「大手」伴「小手」留心參與齊舉手。

「大手」用心教，「小手」認真學。猜贏有貼紙，來，讓我幫你貼一個。

「大手」精英齊心有愛心，醒目又精神。

齊來玩遊戲「剪刀、石頭、布」。

「大手」教「小手」學習課堂

規則，「口安靜、手放好」，

做得到，就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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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菁英
關愛校園

     「普通話大使」是由對普通話感興趣而又表現優
秀的五、六年級學生所組成的團隊，以協助老師在校

內推廣普通話的活動，例如：協助擔任「普通話校園

電視台視播」主播，藉此提升校內學生聽説普通話的
能力及興趣，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語言環境。

普通話大使

午膳服務生

 午膳服務生由小五
及小六學生組成，在每天午

膳時到各班房進行服務。主要職

責是協助老師分配飯盒，然後帶領

同學背誦飯前感恩口訣，並維持課室

秩序。他們服務認真盡責，除了執

行日常的職務外，還會鼓勵同學

多吃水果，促進健康。

午膳服務生認真又盡責。

他們擔任「校園電視台

視播」活動的主播，利

用生動有趣的成語故事

來解説培養良好品德的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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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菁英
關愛校園

  北雲小主播是今年新增設的學

校隊伍。小主播透過製作不同的節

目，展現個人的潛能。小主播負責

採訪及報導校園活動，讓同學能加

深對校園的了解，提升他們對學校

的歸屬感。

A  n u m b e r  o f  E n g l i s h  A m b a s s a d o r s  h a v e 
been chosen  th i s  year  to  he lp  cu l t i va t ing 
l inguis t ica l ly  r i ch  env i ronment  in  campus . 
They assisted teachers in organizing different 
Engl ish act iv i t ies  and made announcement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ies. This year, our 
students had great fun during Halloween Fun 
Days. Game booths were set up during lunch 
t ime.  Our  s tudents  were very  engaging in 
playing various interactive games. In addition, 
our  Engl ish Ambassadors  acted as  the DJs 
around Christmas t ime to dedicate songs to 
their schoolmates. Various opportunities were 
also provided for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to 
help out at the English corner throughout the 
year.  

English Ambassadors

北雲

小主播

Our ambassador was teaching the student how to use the iPa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We are ready for the game booths, Yeah!"

Certificates of appointment were given to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by school principal.

Our ambassador was guiding the 

students to read the riddles.

小主播積極訪問大家。

小主播們正為電視台拍攝做準備。

我們的團隊多才多藝，身兼數職，亦不忘訪問校長，多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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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菁英
關愛校園

  本校設有升旗隊，培育學生自信、自律
及團隊精神，並提升學生與人溝通技巧。

      校車風紀每天上學和放
學時在校車上服務，主要職

責是協助褓姆管理同學在行

車時的秩序。他們服務認真

盡責，除了在校車上當值，

還不時向老師報告同學的表

現，以便跟進。

升旗隊

升旗隊與幼童軍聯合參與訓練營，

隊員學習自律及求生的技能。

隊員勇於接受挑戰，以認真的態度和堅持不懈的精神投入於每一次的訓練中。

隊員們認真地進行升國旗的演練。

隊 長 正 於 升 旗 禮

中，在全校師生面

前分享旗下講話。

我們精神奕奕地準備上課。

校車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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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羣策羣力

 

 本年度，家教會一如既往地於星期六

開設興趣班，以發掘同學的潛能，啟迪他

們的多元智能。本學年開設的興趣班包括：小型

網球班、創意漫畫班、圍棋班、魔術班、小結他班、跆

拳道班以及英語小廚師班。這些活動令同學們的運動細

胞、藝術氣質、音樂天賦、思維能力以至英語會話能

力等得到培養，不僅充實了他們的課餘

生活，也對他們的學業有

莫大的裨益。

讓我示範一下如何演繹這段樂章吧！

這是我畫的多啦A夢，是不是很漂亮呢？

看！我揮出的拳多麼有勁！

這個骰子魔術真有趣，讓我再練習一下。

We are mixing the ingredients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Ms.Irina.

來！讓我和你切磋一下棋藝吧！

我準備發球了，看招！

星期六興趣班
家教會

校車風紀

英語小廚師

小型網球

魔術班
創意漫畫

圍棋

跆拳道
小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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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來的停課令人措手不及。由當初的不知所措，到
後來開始適應，再到現在準備復課了。這段日子，除了不便

和擔心，也讓我有反思和不一樣的體會。

  沒有了課堂，反而有了另類學習體驗。簡單的煮食活動
也可以學語文（看中文／英文食譜）、學數學（量重，計

時）、學常識（生熟生食處理）。這正是我和爸爸一向貫徹

「從生活中學習」的教育理念。

  在此亦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為了讓家長和小朋友有適切
的學習安排而不斷努力。雖然未必是最完美的，但能感受老

師們的不斷學習創新。相信這次經歷定能為學校和家長未來

的教育方向有所啟發。最後，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小朋友茁

壯成長。

2A 蘇可喬家長 謝詠嫻女士

家教會活動
  大家好！本人是第二十屆家教會主席—李燕娟。

  對於這位主席初哥，深感萬事起頭難。有幸得到梁蕙君校長、梁司司副校長，教師委員及一班無私
付出的家長委員所包容以及鼎力相助，家教會才能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還未當上主席，我曾以為偶然到學校當家長義工，已很投入家校的生活。但自從當了主席後，真正
的投入才剛開始。

  在參與各項會務和籌備各項活動時，才真正了解，每次學校或家教會舉辦活動能得以順利進行，背
後的預備、支援、分工等等，實在有賴老師們及家教會各勞苦功高的委員互相配合。我盼望透過「家校

合作」，能加強溝通，支援學校的發展，為孩子們建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在大家努力的耕耘下，學生

們茁壯成長。

  適逢今年是北雲六十五周年，我謹祝學校生日快樂，同時祝賀梁蕙君校長、梁司司副校長，各位老
師、職工、家長和同學們身心愉快、身體健康！

4A 陳一心家長 李燕娟女士

  今年是我首屆出任家教會委
員，回想上學期，教師和家長委

員們為學生在學習和福利事務上

籌劃了一系列活動，怎知遇上突

如其來的疫症，擱置了所有下學期的活動，相信同學們

都有點失望和措手不及。

  不論教師或家長都懷着憂慮的心情面對這一場無了期的戰爭，
這場疫症影響到學習、工作、日常生活。日復日，月復月，日子久

了，作為家長和學生均有着遞增的無力感，尤其高小的同學們，面

對無上課狀態下應付呈分試，真的令他們有着無比的壓力。

  但疫情沒有令學校的工作停止下來，網上教學和視像上課，積
極教學讓同學們能正面及充實地面對非常時期。而非教學工作，例

如採購備用防疫物資、關注同學們狀況，特別是在海外的同學等，

為復課做好一切準備。衷心感謝學校團隊在今次疫情上背後的安排

和努力。

  在北雲大家庭裏，讓我們同樣擁抱這一份正能量，共同抗疫，
為一起迎接未來而努力。

  願大家身體健康！
5A 陳羿燊家長
關銘慧女士

主席的話

家長委員心聲

  第一年參加雲景家教會，成為會員，就像小一生，進入一個新環境，感覺新奇，充滿挑戰。
  每次開會，都讓我認識及體會學校面對每一個活動背後的繁瑣工作：一張小小的單據，也要符
合一系列規格；所有活動也要與不同部門協調；每一個決定亦要從多方面考慮，減少對學生，學

校，家長的影響，努力為大家爭取最大的效益。感謝老師及家教會各委員的無私付出，讓每次家教

會的活動成功進行，讓學生及家長可享受活動。

  今次的疫情，大家面對挑戰，雲景亦不例外。我們為大家準備的親子旅行、星期六的興趣班、
運動會及家長講座因停課已相繼取消，當中大家曾努力建議不同的方法，希望爭取讓我們的小朋友可以有機會參加，亦不會白白浪費大

家的心血，雖然最後無法實行，但深信疫境過後，我們再舉辦這些活動，大家重聚時，一定更珍惜及投入。

  每年最吸引我就是中華文化日，除了精彩的活動、繽紛的佈置、美味的食物……深深被背後所有家長義工的付出而感動。大家費盡
心思預備食物及禮物，既要顧及學生安全又能享受整個過程。我能夠跟一班有共同理念，專業的老師、家長委員及義工一起籌備活動，

真是獲益良多，樂在其中。

  新的學年，願一齊回復正常，家教會繼續舉辦精彩的活動，讓學生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2A 陳耀天家長 林麗怡女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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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第二十屆

家長教師會選舉

 

  我和小兒正彧參加了由學校和家長教師會在一月中舉辦
的親子和諧粉彩活動，真是一次既愉快又難忘的體驗！

  雖然我曾經參加和諧粉彩的課程，但跟小兒一起合作繪畫是
兩碼子的事。我們用心聆聽賴姑娘的講解後，再一起討論畫的構

圖和選色。在繪畫的過程中，透過磨粉、上色等動作，我們可感

受到繪畫的細膩及和諧，心情放鬆了不少，彼此的臉上也掛上

了笑容。

  我們一起完成了一幅名為「緣」的畫。畫中的四個圓形代表我們一家
四口，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外型、個性和喜好，但卻能互補不足，和諧有愛

地一起生活。我十分喜歡小兒對這幅畫的構思，也令我更加明白他的感受。

    我很高興有機會參加是次的活動，希望明年學校和家長教師會會
舉辦更多親子活動！

3B 黃正彧家長
蘇珮珊女士

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學校於2019年10月3日舉辦了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常
務委員選舉，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如下：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副主席

秘書

司庫

康樂一（興趣班）

康樂二（大型活動）

總務一（學術）

總務二（宣傳／出版）

聯絡

李燕娟女士

譚坤生先生

郭健玉女士

洪玉眉女士

黃幼儀女士

林麗怡女士

關銘慧女士

成健琳女士

梁司司副校長

張依琳老師

梁少玲主任

吳洛賦老師

李慧敏老師

鄧素芬老師

葉玉蘭老師

賴佩宜姑娘

  家教會感謝校方各位老師共同努力，悉心安排當天的各項程序，讓選舉得到美滿的果效；
校方感謝各位新舊委員協力工作，更加感謝各位家長對家長教師會的支持，期望日後各項活動

都得到各位家長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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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畢業生
心聲

冠豪：六年前，我帶著一顆無
知的心來到北官雲景。

感謝老師六年來教會我

人生道理和知識，不斷

拓寬我的眼光！

柏煜：時光匆匆，六年時間轉
瞬即逝。感謝那些年陪

著我的同學和老師，也

希望我們能相逢在不久

的明天。

詠喬：這些年來，我懷念的是
所有老師和同學。升

上中學後，我會更加

努力學習，向自己的

夢想出發！

建安：各位老師的教誨，我都會
銘記在心中，多謝北官

雲景為我留下美好的六

年光陰。

子程：即將要離開母校，我感
到非常難過。這些年

來，我感謝老師的悉心

栽培，耐心教導。

士鈞：即將離開母校，我會很
懷念校園生活，感謝每

位老師的用心教導。

逸天：這些年來，我感謝所有
班主任和主任們的悉心

照顧和教導。

俊喬：感謝所有一直幫助我的老
師們，雖然即將要和我的

朋友分開，各自升讀不同

的中學，但我也不會忘記

這六年的旅程。

畯禧：即將離開母校，我感到
依依不捨，感謝老師們

的教誨，他們教懂了我

很多東西。

景洋：初來學校時，我誤
以為這裏是惡夢城

堡，沒想到同學和

老師對我相當親

切，感謝你們！

曉揚：在這裡學習了三年，多多少少
都對這間學校產生了情感。如

今即將離開母校，前往一個未

知的學習環境，我難免會捨不

得昔日同共進退的同學和悉心

教導我們的老師。

家瑩：一眨眼就過去三年，我
即將小學畢業了！回

想剛來港時的陌生，

很感謝老師悉心教

導，不但讓我很快適

應新環境，而且教會

我許多知識和做人的

道理。與同學們快樂

的成長，是我人生中

最寶貴的記憶。

子謙：我很喜歡這間學校，很
感謝曾經教導我的老

師，特別是我五六年級

的的班主任Miss Wong
和數學老師連主任。

旭翹：在這六年裏，我從
各位老師身上學會

了很多知識。我非

常感激每一位老

師，謝謝！

家肇：感謝經常提供機會、支援
我的老師、職工叔叔姨

姨和TA哥哥姐姐。我希
望長大後能夠成為一位

出色的記者，於南華早

報工作。

蔚雲：即將離開母校，我感
到十分不捨，不捨得

老師和同學。但我相

信再相見時，我們一

定擁有非凡的成就。

小郗：一轉眼，六年的時光飛逝，小學生活也即將畫上一個圓滿的
句號，不久我們就將各奔東西。我們即將從這裡畢業，走

向下一個起點。不論走到哪裡，我們都不會忘記同學的珍

貴情誼，不會忘記老師的諄諄教導，更不會忘記這六年裏

的成功與挫折。

嘉瑜：即將離開母校，我感到十分不捨。
這些年來，我最懷念的是校門，第

一次接觸學校就是踏入校門，而現

在最後一次接觸也是校門。從一年

級至現在，我出出入入校門無數次

了！我很想感謝老師和同學的照顧

和教導，升上中學後，我會好好適

應中學生活，並多回校探望老師！

沛慧：想起朝夕相對的同學、
循循善誘的老師，我

的心有太多的不捨。

「 天 道 酬 勤 」—

沒有不用努力便成功

的人。我把這四個字

送給所有六年級的同

學，並感恩自己是雲

景大家庭的一份子。

奧蒓：即將離開母校，我
感到依依不捨。這

些年來，我十分感

謝老師們對我的照

顧和教導，再次感

謝校長和老師多年

來對我的栽培。

子君：學校一共陪伴了我
們六年，即將離開

母校，我感到十分

不捨。升上中學

後，我會用功讀

書，取得好成績。

希望日後可以報答

母校。

沛家：快要離開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了，我覺
得很不捨，再也看不到6A班的同學在
午息時嬉戲的樣子了。我感謝校長、各

位老師、職工們，沒有你們的幫助，也

成就不了現在的我們。謝謝你們！

楚鋒：即將告別六年的小學生
活，我永遠不會忘記各

位老師和同學對我的恩

情，希望我們的友情不

會因距離而沖淡！

恩喬：我在這六年來認
識了很多同學和

老師，有很多難

忘的回憶。

嘉婷：即將離開母校，我感
到依依不捨。這些年

來，我最懷念的是跟

同學嬉戲的歡樂時

光。想起以後不能再

經常見面，頓時有些

黯然神傷。我感謝老

師這些年來對我們的

細心教導。我會將老

師教我們待人處事的

道理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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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在雲景讀
書，這裏有很多美好的
回憶，我會永遠記
在心中。

李晉仁：
在雲景這六年，我學習到

很多知識，現在要畢業

了，真是既傷感又

充滿期盼。

朱嘉敏：
時光匆匆，想當年我什麼都不懂，經過老師的教導，如今我已長大懂事，祝同學
們鵬程萬里，老師們
工作愉快！

麥皓森：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話雖如此，我還是很
捨不得和同學說再
見呢！

謝行健：
瞬眼間就要畢業了，希望
大家中學能過得更好，
事事順利。

吳梓寧：
時間過得真快，小學六年的生活即將完結，我們將
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
大家加油！

梁哲綸：
多謝我的班主任陳薇

莎老師這六年的敎導
和關懷，祝您生

活愉快。

朱巧澄：
又到了畢業季節，多謝各

位教導過我的師長們，也

謝謝陪伴過我的同學

們，再見了！

趙博熙：
即將要畢業了！在雲景

的日子裏，我學習到許

多知識。老師，謝

謝你！

潘宇思：
轉眼間，我快要畢業了！將要

離開陪伴著我六年的雲景大家

庭，真是很捨不得，但離別

是人生必經的階段，相

信大家日後仍可

相聚。伍韋彥：
快了畢業了，要離開雲景

大家庭，我真是很捨

不得呢！

洪振軒：
感謝老師的教導，在雲景

的時光有笑也有淚，這

些將會成為我難忘

的回憶。

羅梓欣：
一眨眼就過了六年，感謝老師對我的

信任和教導，令我獲益良多。在此我

也要感謝我的好朋友，在我傷心時安

慰我，當我功課遇到困難時教導

我，很開心可以在雲景度過

六年的小學生活。

陳斯霖：
在雲景的日子中，盡是美好的回

憶。現在要畢業了，心中有很

多不捨，我一定不會忘記

在雲景的點點滴滴。

張明青：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快

要畢業了，謝謝老師的教

誨。祝大家學業進步、

一帆風順！

陳朗睿：
轉眼間，我就要畢業

了，期待我們能再

次重逢。

謝依雯：
這麼快就要畢業了，

心中充滿不捨，祝大

家有美好的中學

生活。

譚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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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婧怡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在這個充滿歡聲笑語的
學校裏，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我想感謝英文

老師Miss Chan，把我從剛及格的成績慢慢提高。

張熊晞

  快畢業了，我非常捨不得我的學
校。我希望感謝的人是李少恩主任，若

不是他把我推薦進粵劇小組，便不能大

大提升我的責任心。

朱嘉俊

  即將畢業了，很想感謝各位老師教
導我們很多知識。

崔文謙

  今年真是難忘的一年，因為疫情關
係，只能上半年的課，我很捨不得所有

同學及老師。

侯仲彥

我想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許家泰

  我很不捨，因為要和朋友、老師分
別了，感謝老師耐心地教導我們知識。

葉祈敏

  轉眼就要畢業了，感謝所有
老師對我們的教導。

柯思曼

  感謝這六年裏曾教導
我的老師和主任。

林彥澄

  小學生活快完結了，老師細
心地教導我們知識，真的非常感

謝您們。我會把與同學和老師的

相處回憶銘記於心，希望同學在

中學生活前程似錦，步步高陞。

李元斐

  我想感謝老師在這六年裏的細
心指導。升中後，我一定會好好讀

書，考上大學，不會讓你們失望。

劉珈言

  不知不覺，在這所學校生活了
六年，已經和老師同學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我特別想感謝三位老師，

莊老師、陳老師和譚老師，感謝您

們的教導。

盧政傑

  我非常感謝老師們一直的教導和訓練，我希
望升中後可以認識更多朋友和學會更多知識。

文䕒莉
  我在二年級才進來這所學校，這五年時間裏我
很感謝我的科任老師、班主任和同學，他們教會了

我很多東西。升中後，我一定要好好學習，考上自

己喜歡的大學。

吳欣紋

  我衷心感謝陳凱欣老師的教導和支持。
升中後，我的目標是好好讀書，不可浪費老

師對我的一番好意。

施耀斌

  我已經融入了學校這個大家庭，現在要和那些
朋友和老師分別，真不捨。畢業後，我會回母校多

探望我的恩師。

譚愷盈

畢業時刻，分開時刻，百感交集！

難忘校長老師教導之恩，衷心感謝！

難捨同學當多年同窗之誼，永記心中！

祝願大家快樂邁向理想！

曾嘉俊

  感謝所有老師對我的
教導，我要努力讀書。

董子桐

  感謝陳老師的教導，如果不是
她，我的英文就不會進步。最後，

我祝福校長和各位老師身體健康。

吳浩裕

  感謝老師們為了我們的學習成績
付出了那麼多心血，我們只能用將來

更好的成績來報答您們。

尤苹苹

  在疫情下，我們即將小學畢業了，真是特別難忘
的一屆！感謝老師對我的諄諄教誨。

鄞宏欽

  老師在我們背後默默付出，
在這即將分離之際，我想對老師

們說聲：「您們辛苦了！」

宋子鍵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就要
畢業了。這學期我最感謝的是英文老師

陳老師，她令我的英文成績進步

了。升中後我要和現在一

樣努力學習，不讓

爸媽失望。

設計：6C 尤苹苹44



展翅高飛
踏上新里程

即將離開母校……
陳于藍

  不知不覺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即將
完結，快要迎接新的中學生活。因此我

感到依依不捨。我懷念和老師、同學一起

相處的美好時光、與同學一起玩耍的歡笑

聲……感謝校長、老師一直以來悉心的教

導和關懷。希望在將來的中學，可以認識

許多新朋友和學習更多的知識。

盧衍鏵
  我感到傷心和興奮。因為我即將離開母
校及升上中學。我懷念校長、主任、老師、

職工及曾經讀書的課室。我感謝在小學階段

出現的人，陪伴我走過這個包含甜、酸、

苦、辣的小學生涯。我希望於中學變成一個

成長了的人，不再是那個無知的少年。

曹小焰
  我感到有些傷感。將要離開我童年最
開心及成長的地方。我感謝過去六年教我

的老師和陪我們長大的校長及職工們。我

最懷念一年級上課的時光。我希望於將來

的中學，可以發揮我在學校所學的長處。

蔡詠筒
  在這六年裏面，很多的老師、職工
和校長，由陌生到熟悉，又由熟悉到離

別……我非常感謝我們的班主任李慧敏老

師，她教了我們很多。雖然她看上去很嚴

肅，但是也有幽默的一面呢！時間也差不

多，是時候說再見了。  

潘紀霖
  我十分不捨得校長、老師和同學。我還
要特別感謝這六年來教過我的每一位老師。

我覺得如果沒有你們悉心教導，我們可能沒

有今天所得的成就。

馮泳詩
  歲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快將結束
了。我非常懷念小學的同學及校園。因為

升上中學後便不能再在這學校上課，我感

到傷心。我也很感謝老師，因為他們教了

我們很多人生道理。我也希望在將來的中

學，能遇到這樣好的老師。

沈冠曦
  我十分感謝所有老師的教導。我
即將要離開母校，我真的十分依依不

捨。我最懷念的是午息，因為可以到

操場休息。我希望於將來的中學擁有

愉快的生活。

孫卓楠
  我感到十分捨不得。我懷念和同學
相處的時光，我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

我希望於將來的 學校一樣開心快樂。

洪君航
  這間學校陪伴了我六年。我會非常懷
念這裡的每一個地方，也會懷念我的老師

和同學。我想感謝我的班主任李老師。雖

然她非常嚴厲，但是我知道她也是為了我

們好，所以我想感謝李老師。

黎敏姸
  短短六年小學要結束了，我
十分懷念這六年來與同學之間點

點滴滴的事情。我也十分感謝這

六年來老師教我們的道理。我希

望在將來的中學，可以交到更多

的朋友和認識更多老師。我也希

望其他同學能在中學渡過美好的

六年。

李永鑫
  我感到十分傷心、十分懷念和感謝各
位老師、校長……我希望在中學生活中可

以學到更多知識。

柳奕軒
  我感到傷心。我懷念我的同學、老
師和學校。我感謝教導過我的老師和協

助我們的哥哥、姐姐及校工。我希望於

將來的中學一樣開心快樂。

吳晶晶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即將離開母校。我
感到有些難過，我懷念和老師、同學們的相

處時光，也感謝老師們的耐心教導。我希望

能有美好的中學生活。

梁銳民
  我懷念我們班的課室。我感謝教過我
的老師。老師們對我們付出很多心血，多

謝您！

邱鍶琦
  我感到依依不捨。我懷念和同學一起經
歷過的事。我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們，還

有校長、主任和清理校園的校工。  

容頤
  我感到很可惜。我懷念及感謝之前教
過我的老師。我希望於將來的中學一樣都

有這麼好的老師。

陳妍
  我捨不得老師和同學們。我懷念我們朝
夕相處的那些時光、一起嬉戲打鬧的日子。

我很感謝每一位老師，感謝你們對我的教

導， 嚴格教育我們。即將踏入中學生活，我
希望與將來的中學一起並肩作戰。

曾嘉謙
  我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快結束了，我感
到十分不捨，我在這裏想感謝每一位老師的

悉心教導。

陶珏
  六年的小學時光，就如河水一樣，匆匆地
流走了。一眨眼，就到了快畢業的時候，即將

離開母校的我感到十分依依不捨。我懷念小息

的時候和同學玩耍，聽到同學的歡聲笑語。我

感謝所有的老師，教給我們很多知識，還教導

我們很多做人的知識，我希望於將來的中學也

能這麼開心。

林詩琪
  我感到很難過，畢竟在這所學校我讀了五
年書。我很懷念韋主任，我希望於將來的中學

可以認識更多的朋友。梁國豪
  我感謝校長、老師和職工。我希望於將
來的中學都有像你們一樣這麼好的師長。

李愷朗
  即將離開母校，我感到開心，因為我
要升中學了。但我懷念在這間學校的老

師，我感謝老師的教導。我希望於將來的

中學也是一樣。

6D畢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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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高飛
踏上新里程 畢業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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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雲景大家庭的六年時光過得很快，轉眼間女兒快
要畢業了！

  衷心感謝校長、副校、還有各位老師在這六年裏
的栽培及教導，令女兒在一個快樂的學習環境上得

到了豐富的知識。

  很榮幸這五年加入家教會，透過參與家長義工和
校內各項活動，讓我更了解學校的教學理念和孩子的學

習情況。

 再次感謝校長、副校、各位老師、校工們一直以來的關
心、教導，辛苦了！謝謝！ 

6A 吳子君家長

展翅高飛
踏上新里程

「前提・滿載」
  中華新字典對「前提」一詞解義：事情發生或發展所先要／先決的條件。
  六年前，當一眾家長紛紛為子女能考入心儀小學而興高采烈地歡呼慶祝時，我家卻選
擇淡然地面對，著手安排新學年到來。前提：要陪着他以愛「一起」成長。

  打從心底看見他當年在新環境中的不安、焦慮、憤怒失控等情緒反覆，直到今時，由
心充滿著自信開朗、相互關懷和勇於承擔挑戰，足以明言以愛為前、以愛為提之攜手相親

相顧，當中一切也因學校以愛為前提、以心帶領家校協作而並肩同行。

  六年過去，感恩各方均堅定不移地向著共同信念，緊扣著校長社工師生間之情誼、朋
輩間之手足情、甚至與「老來一輩」校工叔叔嬸嬸間關愛之顧，讓彼此「一起」成長，攜

手滿載以愛為先的「雲景之家」。

  後記 : 「不打不相識，盡在不言中。」
  1. 衷心感謝班主任陳老師、陳主任、Miss Chan、Miss Ieong、關老師、唐老師、莊

老師在學術上對哲綸之引導。

  2. 衷心感激現任校長梁校長、葉sir、譚sir、盧老師和黃sir給予哲綸在個人和團體體
育運動上的無限支持、栽培和發展機會，繼續邁向作為學生運動員為目標。

  3.  無言感激向連主任對哲綸長年的學習和支援，快樂健康地成長。
  4. 許久—直到現在，也視為知己良友和對雲景學生的恩賜：駐校社工—賴姑娘。

6B 梁哲綸家長

  光陰似箭，一轉眼六年了，還記得第一天上小學的
斐斐既緊張又期待。在這六年里，感謝老師們的細心呵

護及悉心教導，讓小姑娘快樂成長。馬上要迎來人生學

習的又一個新里程，爸爸媽媽希望你永遠樂觀，積極地

迎接新的挑戰。

6C 李元斐家長

  仿佛昨天，女兒才第一天
搭乘校車開心上學去，轉眼已

經踏入六年級的畢業階級。這

六年的求學生涯，她由以前

的害羞不擅言語蛻變成現在從

容自信的模樣，真讓我感慨萬

千。感謝充滿愛的雲景大家

庭，是老師們的教導、社工們

的輔助、校工們的照顧，以及

一群同心協力的家長義工們，營造了良好的校園環境和

學習氛圍，令學生做到學習是常態，不學是例外。

6D 黎敏妍家長

聲心畢業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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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高飛
踏上新里程

六年級畢業典禮
  本年度，因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之故，為了學生的健康及安全，學校無奈地取
消了現場的畢業典禮，為免學生及家長失去了一個美好的回憶，學校為本屆六年級同學

製作了「電子畢業典禮」，希望同學在疫情之下，也有一個美好的畢業回憶。

  這個不一樣的畢業典禮滿載着老師對學生的叮嚀、學生對母校的不捨、子女對父母
的感謝、學生之間的情誼。即使隔着熒光幕，也感到畢業禮的濃厚氣氛。

  畢業禮由學校的校歌開展，接着是梁蕙君校長對應屆畢業生的訓勉說話、再由班主
任宣讀畢業生名單及獲獎生名單。最令人感動的就是由應屆畢業生代表向母校和對父母

的致辭，學校也為學生輯錄了六年的校園生活印記精華片段，必能勾起學生對學校生活

的美好回憶。為了答謝父母對自己的愛護，畢業生寫下了對至親感恩的心聲，相信父母

親看後，必會感動萬分。最後，不可缺少的，當然是校長及各位老師對學生的畢業叮

嚀，盼望同學謹記老師的說話，邁向人生新一頁。

  學校特意為畢業生製作印上校訓「仁、樂、進、勤」卡通人物的曲奇及加油貼紙，
四位班主任老師也為學生送上畢業公仔，就是為了讓畢業生感受到疫情也擋不住的熱情

與祝福！我們在此摯誠地邀請畢業生，細心觀看電子畢業典禮，感受在小學求學時光中

最後、也最珍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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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高飛
踏上新里程

六年級畢業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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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高飛
踏上新里程 六年級畢業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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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佳績
繼往開來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6A 蔡詠喬 亞軍
1A 黃奕昇

優良2B 李銘豪
6C 柯思曼
1A 李銳暉

良好

1B 陳浩謙
2A 李俊煬
2A 陳羿廷
2C 楊晧洭
3A 譚文滔
4A 黃承浩
6D 曾嘉謙

英詩獨誦
2A 陳羿廷 季軍
2B 黃榆歡  

優良

2C 曾顯昇
2D 陳昭穎
2D 高正淳  
3A 吳智恒
3A 譚文滔
3B 陳可盈
4A 吳衍欣
4A 胡熙儀
4A 蔡欣希
5A 李天慧
5A 蔡柏濠
5A 王子恆
5B 郭宇軒
5C 盧正維
6A 吳子君
6A 黃恩喬
6A 梁家肇
6D 馮詠詩
6D 曾嘉謙
2B 李愷瑤

良好5A 陳羿燊
普通話獨誦

2A 謝昊暉

優良

2B 任子龍
3C 朱嘉熙
4A 黃承浩
5A 蘇學睆
5A 王子恒
5B 駱宸希
2A 吳欣寧

良好5C 盧正維
6D 沈冠曦

中文科
第六屆「細味人生—故事續作比賽」

6A 林家瑩 冠軍
6D 黎敏妍 優異獎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最踴躍參與獎

英文科
The 24th Chinese &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Primary School, Senior Sector）

5C 邱杭田
Award of 

Nomination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初賽
2A 陳羿廷

一等獎
3A 吳智恒
3A 葉卓斐
5A 吳沅錫
1A 黃奕昇

二等獎

2A 吳欣寧
2A 林俊熙
3A 張發栗
5A 施清鏵
5A 蘇學睆
5C 劉振灃
6A 陳柏煜
6A 徐士鈞
6A 李旭翹
2A 張潤莛

三等獎

2D 張牛好
3A 張可栗
3A 施景誠
3A 譚文滔
3D 黃承基
4A 黃承淋
4B 嚴天行
5A 施凱文
5A 施鈞誠
6A 陳冠豪
6A 郭曉揚
6A 莊建安
6A 梁蔚雲
6A 許嘉婷
6C 宋子鍵

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初賽
3A 葉卓斐

金獎3A 張瀚元
5A 周熙軒
5A 董騏暢

銀獎5A 潘茜茹
5A 施清鏵
3A 吳智恒

銅獎3A 蔡子豐
3A 張發栗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6A 徐士鈞

二等獎6A 黃俊喬
6A 郭曉揚
6A 陳柏煜

三等獎6A 莊建安
6A 李旭翹

2019-2020學年

各類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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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佳績
繼往開來

德育及公民教育
保良局「親親家人、幸福滿載」親子攝影比賽

1B   孔慶碩 優異獎

體育科
2019-2020年度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 梁哲綸
2019-2020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莊建安 男子甲組 推鉛球 第三名
5A 王子恒 男子乙組 擲壘球 第四名
6A 郭曉揚 男子特別組 100米 第六名

6A班 蔡詠喬

取得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亞軍
本校取得第六屆「細味人生

—故事續作比賽」最踴躍參與獎

6A班 林家瑩

取得第六屆「細味人生

—故事續作比賽」冠軍

中國舞（高級組）取得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

6B班 梁哲綸
取得2019-2020年度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群舞（高級組）—優等獎

4A 陳一心 4B 蔡欣希
5B 李若詩 5C 陳文欣
5C 劉楨一 5C 張嘉文
5D 陳泳而 6A 吳嘉瑜
6A 林家瑩 6A 李旭翹
6A 許嘉婷 6B 潘宇思
6B 朱嘉敏 6B 羅梓欣
6C 尤苹苹 6C 董子桐
6C 柯思曼 6D 邱鍶琦

棋盤遊戲設計比賽
低年級組

3D 吳世殷 冠軍
1B 杭昇 亞軍
3C 鄧博文 季軍
2C 蔣博文

優異獎3B 陳可盈
高年級組

6D 陳妍 冠軍
6D 吳晶晶 亞軍
5A 許啟朗 季軍
4A 許懿澄

優異獎6D 孫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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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地址：香港北角雲景道22號
電話：2122 9494  傳真：2122 9422
電郵：school@npcvr.edu.hk
網址：https://www.npcvr.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