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曾在校訊中說「2019/20學年是十分特別的學年」。無奈，這個學年(2020/21)，竟然像我們平日打趣時常說的「沒有最特

別，只有更特別。」真的，從沒想到！2020/21學年，老師能夠在學校與學生們相處的日子更少；2020/21學年，學生與學生一次一起

午膳的機會也沒有。

疫情還未過去，我們仍要忍耐，再次忍耐；我們還要等待，繼續等待。面對逆境，忍耐，不可灰心；等待，不可喪志。聖經中不少

人物和事蹟，讓我們看見人縱然身處逆境之中，但是只要信靠上帝，耐心等待，結果得到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就是

約瑟，讓我們重溫一下他的事蹟：

約瑟是他父親雅各最疼愛的兒子，可是，他17歲時被哥哥們賣到埃及做奴隸，在護衞長波提乏家中工作。約瑟原本在家有父親疼

愛，還有僕人使喚，忽然成了奴僕，受人差遣。遭逢巨變，約瑟沒有灰心喪志。相反，他忍耐，依靠上帝，盡力做好奴僕的工作。後來

得到主人波提乏賞識，約瑟成了波提乏的管家。可是好景不常，約瑟面對更大的逆境，他被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冤枉，被送到監獄受苦。

但是約瑟仍然沒有埋怨，他依然忍耐，信靠上帝，盡力做好監獄官交給他的工作，結果監獄官將所有囚犯都交給約瑟管理。後來，約瑟

為埃及王法老解夢，法老委派他擔任埃及宰相，應付將要來臨的大飢荒。最後，約瑟的哥哥們因大飢荒到埃及購買糧食，約瑟與他們相

認，還將老父雅各接到埃及奉養。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逆境，約瑟憑著忍耐和對上帝的信靠，拯救了自己的族群（猶太人）。

人生總有逆境，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但願約瑟的事蹟給我們一點兒反思，萬事皆掌管於上帝手中，最終讓信靠祂的人得著益處。

雖然我們現在尚未知道疫情發展的結局如何，但是它至少給我們梁鉅鏐小學這大家庭一個機會，一同經歷和學習，面對逆境。借此

機會，多謝同工、家長、同學的包容和配合，學校的日常運作得以維持暢順。祝願大家平安、健康。

陳光強校長

2021年4月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梁小大家庭的鄧老師，主要教授英文

科、常識科和電腦科。

我從小到大都十分喜歡英文，一直把英語學習融入生活之中。

我十分喜歡看英語電影和劇集，這

有助我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及學習

流行用語。我亦很喜歡旅遊，這也

是我要學好英語的動力！當你發現

自己能以英語跟當地人流利溝通

時，那種滿足感實在難以形容啊！

希望同學們也能在課室以外找

到學習英語的樂趣！

大家好！我是關婷恩老師，任教中文科、音樂科和電

腦科，很高興可以加入梁鉅鏐小學這個大家庭。從開學到

現在一年的時間裏，我每天都被

同學們的童言童語包圍着，被他

們天真燦爛的笑臉溫暖着，讓我

感到自己對教育事業無比的喜

愛。盼望梁小的同學們都能享受

語文和音樂帶來的樂趣，在主恩

裏茁壯成長。

衷心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忙和

照顧，我會繼續努力的！

大家好！我是李麗雯老師，任教英文和普通話，感恩能加入梁

小大家庭，同學們純真的笑聲總令我感到無比的喜悅。

有同學問我應如何提升英語能力，多

閱讀是其一方法。閱讀時要像尋寶般在書

籍裡發掘新詞彙和優美的句子。觀看英語

劇集亦是不錯的選擇，有助增強語感。然

而，秘訣是多練習。不妨把語文知識運用

到日常對話和作文中，學以致用。

期望能在往後的日子跟大家分享更多

學習趣事！

大家好！我是張玉瀅老師，3B班的班主任，主要任

教數學科及視藝科。將近一年的教學生活，讓我感受到梁

小的學生們純真可愛的一面。數學及視覺藝術科都是我最

喜愛的科目，因為數學能培養我們清晰的邏輯思維；而藝

術創作則是舒暢身心的過

程。藝術創作的過程猶如

學習一樣，除了用筆更要

用心，梁小的學生們都是

用心用功的孩子，因此大

膽地展示你們的潛力吧！

關婷恩老師
鄧祖兒老師

李麗雯老師
張玉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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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賽共有三個比賽項目：智能車足球比賽、無人機飛行比賽

及羅馬砲架比賽。本校學生在是次比賽中榮獲以下獎項：

•總成績全場總亞軍

•無人機飛行項目—亞軍及殿軍

•羅馬砲架項目—亞軍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2020

METOMICS兩岸四地STEM大賽2021

校外比賽：STEM

本校STEM小組學生於2020年12月代表學校參加「亞洲機器人聯盟

香港區挑戰賽」，榮獲金獎及機械人設計獎。

參賽學生：4A胡家綺、5C鄒梓軒、5C關雋曦、6B梁  晉

學生為智能車進行編程，
再遙控智能車踢足球，十分刺激！

學生操控無人機在障礙物中飛行，

進行競速，難度十分高呢！

本校榮獲大賽全場總亞軍。

以金屬積木製作羅馬砲架參賽，
學生把從課本學到的機械原理活用出來。

金
獎

總
亞
軍

參賽學生：

羅馬炮架亞軍：6A李嘉晞

無人機飛行殿軍：5A陳志昊、5B蔡傲政、5D鄭卓彥、6A李嘉晞

無人機飛行亞軍：5C鄒梓軒、6D蘇肇南、6E陳泊滔、6E李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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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在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比賽中榮獲優異成績，包括4個冠軍，5個亞軍、9個季軍、3個優異及100個優良成績。由於

疫情的關係，本屆朗誦節比賽以網上形式進行，學生需要上載朗誦影片參加比賽。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挑戰，本校的學生仍是表現出

色。以下是榮獲冠軍、亞軍及季軍的同學們為大家分享他們的比賽心得。大家可透過二維碼觀看參賽者的得獎作品。

今年的校際朗誦節比賽很特別，我們以錄影的形式比賽。在錄影的過

程中，我遇到不少困難，光線時光時暗，聲音時大時小等等。最後，媽媽還

是選了最好的影片參賽。當我得知自己獲得冠軍時，我十分高興，因為過去

兩個月的練習沒有白費。我也很感激教導我的老師—Teacher Awan。

今年我鼓起勇氣報名參加校際朗誦比賽，從報名開始我就十分緊張和

激動。媽媽不斷激勵我和幫助我練習，讓我的朗誦更富有感情。隨著日复日

的練習，我變得更加自信。當媽媽告訴我取得冠軍時，我非常開心！相信自

己日後無論在學習上還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難，都會越戰越勇！

以前我參加過兩次的集誦比賽，今年就參加了獨誦比賽，想不到竟取得了英文朗誦冠

軍，我十分驚喜！比賽前，我很努力地練習朗誦技巧，嘗試代入詩歌裏人物的感情。拍攝

時，我緊張得像心快要跳出來似的，幸好最後也完成了拍攝，還幸運地取得了冠軍。對我

來說 ，這真是一宗大新聞呢！最後，我真的要感謝過往老師們的教導啊！

大家好，我是2C班盧卓言。今年我參加了第72屆校際朗誦節比賽，獲得一個冠

軍及兩個亞軍的好成績，感到十分開心和感恩。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改用了

視像的方式上朗誦課堂，比賽也以錄影的方式進行。但朗誦需要有準確的發音、豐富

的感情及面部表情來表演，所以上網課比上面授課堂困難得多。我特別感謝一班專業

的朗誦老師們，全因他們付出的努力和堅持，才令我發揮最好的表現。此外，這一切

都是全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有如此的佳績，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天父上帝。

校外比賽：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2A 陳泊霖

2C 盧卓言

2C 吳進湉

4A 黃嘉言

英詩獨誦冠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冠軍

粵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亞軍及基督教經文朗誦亞軍

學生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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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屆的粵語朗誦比賽中獲得了亞軍，我感到十分開心。首先我想

感謝我的爸爸和媽媽，他們教導我朗誦的技巧，例如：咬字要清楚，發音要

準確，還要配合動作、表情和眼神。明年我會繼續參加粵語朗誦比賽，不過

要配合更多的表情和神態；我的目標是能夠取得冠軍。

感謝組織這次比賽的老師們和參加比賽的同學們，讓我可以在這個病

毒肆虐的時期參加這次別出心裁的網上朗誦比賽。雖然不可以面對面同評審

及參賽者交流，但是卻多了拍攝影片和使用YouTube的經歷和體驗。這次難

忘的經歷將會鼓勵我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大家好！我是3C班陳施羽。能在這裡分享得獎的喜悅和心得，我感到

非常榮幸！首先要感謝學校和老師給我展示個人才藝的機會。我還要謝謝我

的媽媽，她陪著我練習，提醒我要注意發音和表情。因為疫情，比賽形式改

成網上錄影參賽，讓我少了一點緊張，多了一點自信，更好地展現自己。這

是我第四次參加朗誦比賽，也是第一次獲得季軍，積累經驗後我知道只要加

倍努力，就會有更大進步！

家長感言：由報名參加比賽到遞交參賽影片的日子，準備的時間其實只有

一個半月。我們很慶幸找到了一位極富普通話朗誦經驗的老師，張茵老師, 於

緊迫的時間內把不懂普通話發音、疏於練習的濼琋，教導成為一位得獎學生。

濼琋本身的毅力及好勝心也是其獲獎因素之一。在去年11月第一次的考試期

間，她亦乖乖地利用洗澡時間練習。對於得到季軍的結果，我們很感恩。

能夠獲獎，我很欣喜，多謝父母對我的鼓勵。這次網上比賽令我又驚又

喜。經父母的一番張羅，好不容易才順利參賽，我們甚至為了拍攝問題擦出

了「小火花」。正惆悵的我只好盡力演出。幸好，熟悉的場地讓我得以放鬆

演出。

4E 陸睿楠

3C 溫珈文

3C 陳施羽

1C 高濼琋

3E 丘頌

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粵詩獨誦季軍

我在這次中文朗誦比賽我獲得了亞軍，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爸媽。媽媽指導

我如何將誦材演繹得更好，她介紹我觀看別人的演出影片和解釋誦材的意思給我

聽;媽媽更教我正確的發音。之後，媽媽便教導我朗誦的時候要配合的動作、眼

神和表情。過程中，媽媽不斷鼓勵和讚賞我，使我更加有信心。拍攝當天，爸爸

幫我調教燈光、佈置場境和錄影整個過程。雖然爸爸媽媽工作繁忙，但他們仍抽

空幫我練習和錄影，我真的感謝他們。獲得了亞軍，我真是十分開心。明年我會

再接再厲，繼續參加朗誦比賽，希望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5A 陸奕楠

粵詩獨誦亞軍

粵詩獨誦亞軍

校外比賽：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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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錄影前，我一直用心地練習。錄影那天，我穿好裙子，站好位置，竭盡全力地朗

誦。期間，我不時有些想放棄的念頭，但我也堅持到底。到最後一聲「cut」響起，我才

呼了一口氣。後來我竟然同時得到英文和粵語朗誦比賽季軍，我十分興奮，也感受到勝利

的果實原來是那麼甜美。我要感謝學校裏的老師們曾經教導我集誦及獨誦的技巧。

我是3A班朱恩澄,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朗誦心得。首先，我會用心了

解誦材的內容，然後嘗試朗讀。我也會上網聽聽其他人的朗讀，再改善自己。朗

誦時要有想象力，也要配合適當的動作。讀音要清晰準確，有高低快慢和適當的

停頓。這樣才可以令詩詞更加動聽。最後，錄影時要有禮貌和笑容，可多次錄

影，不斷作出改善，要有耐性才會進步啊！這是我第一次在英文朗誦比賽得獎，

我興奮得手舞足蹈。我要感謝爸爸、媽媽和姊姊給我指導和鼓勵。我學會了要對

自己有要求，才會做出好成績。

感謝學校給予機會，讓我參加這次校際朗誦節比賽！我沒想到自己竟然能幸

運地獲得季軍。這次的比賽真令我獲益良多，除了增強了我的膽量和提升了我的

自信心外，更提升了我的表達能力呢！這次的成績證明了我的努力沒有白費。我

很期待來年可再繼續參加比賽，為校爭光。

能夠在此次朗誦節中獲獎，我感到非常高興。這也是我在朗誦比賽中獲得的第二個季軍，也希望

自己能繼續努力和進步，在下一次的比賽中獲得更好的成績。在這次比賽中，我獲得了老師和媽媽的鼓

勵。一開始我並沒有下定決心參加比賽。黃老師鼓勵我勇敢參加比賽，並且建議

我多報幾個項目，讓我發揮出自己的優勢。經過反復的練習，我的朗誦技巧都提

升了不少。最後「功夫不負有心人」，黃老師第一時間告訴了我這個喜訊，這個

成績也是對我努力的肯定，在此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和我的媽媽。我建議喜愛朗誦

的同學們平時可以將自己喜愛的文章作為朗誦素材，反復練習，這樣對提升朗誦

能力有很大幫助。

這屆的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正值第二次呈分試，我本不想參加，但黃老師的來電改變了我的想法。

她在電話中鼓勵我不要放棄每一次鍛鍊機會，在比賽中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在她的激勵下，我選取了

林徽因的詩歌《山中一個夏夜》參加比賽。初讀詩歌，我覺得很平淡，沒有感情起伏。為了深入瞭解這

首詩，我上網查閱了林徽因的資料，知道她幼年隨父親遊歷歐洲，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並在耶

魯大學修讀舞美設計，是一位學識淵博、思路敏捷、熱情洋溢的才女。我又閱讀

了她的另一首詩《人間四月天》，並知道她在寫《山中一個夏夜》時因肺病在北

京香山療養身體。瞭解作者豐富的內心後，原先平淡的詩句在我心中變得深情奔

放。在錄影時，我彷彿進入了一個浪漫朦朧的夏夜，用夜的耳傾聽黑夜靜謐中的

心靈私語。通過這次比賽，我感悟到課外學到的知識更能豐富自己的內心。我非

常感謝黃老師的鼓勵和鞭策，讓我在這次比賽中獲取寶貴的人生感悟。

4A 蘆奕辰

1B 譚芷悠

6A 施嘉祺

4C 黃懿行

3A 朱恩澄

英詩獨誦季軍

普通話詩詞

獨誦季軍

普通話散文
獨誦季軍

英詩及粵詩獨誦季軍

粵詩獨誦季軍

校外比賽：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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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項目

獲獎項目

學生得獎感言

第七屆
世界舞蹈家錦標賽

U8 Solo C/R 第一名
U8 Solo Cha Cha 第二名
U8 Solo Rumba 第二名

第十二屆
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8歲單人組查查查 冠軍
8歲單人組倫巴舞 冠軍
8歲單人組牛仔舞 亞軍

第七屆
世界舞蹈家錦標賽

U10 Solo C/R/S 第一名
U10 Solo Jive 第一名
U10 Solo C/R 第一名

我十分開心能夠在這次比賽獲

得季軍。我平時專心上課及用心做功

課，這讓我能掌握數學的學習內容。

這次獲獎有點出乎意料，我感到

很驚喜。我想感謝我的老師和家人，

他們一直鼓勵我，提升我的自信心，

讓我不放棄，勇往直前。

多謝我校數學科老師及數學拔尖

班各位老師悉心的栽培，老師的教導

啟發了我在數學方面的興趣，使我在

比賽中獲獎，提升了我的自信。

校外比賽：體育組（拉丁舞）

校外比賽：數學科

3B 張芊愉

5A 張天愉

5A 朱子芊 5B 蔡傲政 5C 關雋曦

我很開心在比賽中得

到獎項。在比賽前，我跟老師

要求多加訓練；在比賽時留意每

個舞步技巧的細節，盡力發揮到最

好。我很喜歡跳舞，比賽也是一

種比試和挑戰，讓我感到十

分刺激！

「挑戰」可以推動我們

進步，「接受意見」可以改善

自己。從競爭中得到拉丁舞比賽獎

項，實在令我感到很興奮。感激老

師教導，爸媽的鼓勵，也要讚賞

自己的付出。

比賽項目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數學智能之第四屆全港數學挑戰賽 5C 關雋曦 季軍

HMTCSMO港澳台兩岸奧數盃
2020-21（初賽）

5C 關雋曦 銅獎

港澳盃AIMO（晉級賽） 4E 蘇芍縈 銅獎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4E 蘇芍縈 二等獎

5A 朱子芊
二等獎

5B 蔡傲政

6C 金上哲 三等獎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滬粵港澳）進階賽

4E 蘇芍縈 三等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 5B 蔡傲政 銀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準決賽2021 5B 蔡傲政 優異獎

第五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4E 蘇芍縈 一等獎

比賽項目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2C 潘詩妤 銀獎

2020香港學界數學
及

奧數精英賽

3E 鮑正熙 亞軍

2C 張峻溢 銀獎

4B 張芷熏 銀獎

4E 曾子珊 銀獎

1A 曾子柔 銅獎

2C 潘詩妤 銅獎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4A 王諾唯 銀獎

4E 蘇芍縈 銅獎

4A 談容殷
參與獎

4A 蕭敏希

香港教育大學《每月問題》
數學解難活動

6C 鄭皓文 評審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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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筆創意設計課程

Micro:bit IoT智能編程課程

Maker創作坊

RoboKids編程機械人課程

學生把學到的科學知識靈活運用，動手創作小玩意。

STEM網上課後興趣班

Maker Fun全能藝術家工作坊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工作坊 4D Frame工作坊

學生們使用3D

立體畫筆創作立體

作品。此課程令初

小學生的立體繪畫

技巧、幾何認知、

方向性及邏輯性思

維都有所提升。

學生以RoboKids拼砌出多款不同的機械人，並使用

程式指令咭學習程式邏輯。

學生透過

Microbit認識進

階編程思維，

啟發創意，把

編程連繫到生

活當中。

Maker  Fun全能藝術家工作坊結合網上和

實體課堂，讓六年級學生們認識聲音產生的原

理，了解拇指琴(Kalimba)的結構。學生們繪

畫琴箱，動手裝嵌自己的拇指琴，從中學習科

學知識。

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擔任導師，在網上工作坊中為中小學

生講解水底機械人的原理，以及帶領參加者完成各項實驗。

此活動加強學生對4D  Frame的空間及立體

結構之認識及解難能力。學生們在活動中發揮創

意並動手製作，利用即場提供的4D  Frame物資

創建作品。

STEM課外活動

校內活動：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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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獲得

高小獨奏的冠軍！很感

謝老師、爸媽的鼓勵和

同學的投票支持。

本學年音樂科舉辦了「LKK音樂比賽」。這次比賽以「分

享正能量」為主題，同學們可參加獨唱、獨奏、小組合唱和

小組合奏四大類別的比賽。由於疫情影響，今年的比賽以網

上形式進行，雖然未能在台上一決高下，但這次比賽仍得到

同學們的熱烈支持，而且參賽者的演出都非常精彩。

初小獨唱獎項

冠軍 3A 朱恩澄

亞軍 2A 陳泊霖

季軍 1C 馮希研

優異 1E 吳進昕

高小獨唱獎項

冠軍 5B 朱樂彤

亞軍 4B 岑愷晴

季軍 6C 葉采怡

優異 4D 何卓峰

老師專業推介獎 5B 朱樂彤、6C 葉采怡

初小獨奏獎項

冠軍 3A 彭綽琳

亞軍 3A 朱恩澄

季軍 2D 曾懷德

優異 1C 馮希妍 

老師專業推介獎 3A 彭綽琳

高小獨奏獎項

冠軍 4E 陳愷雋

亞軍 4A 蘆奕辰

季軍 4D 林泳君

優異 5A 林泳彤

老師專業推介獎 6A 何朗晴

合唱獎項

冠軍
P plus P 

（1C 彭思澄、3A 彭綽琳）

亞軍
面對著逆境的兩兄弟 

（6D 蘇肇南、6D 石曜榮） 

合奏獎項

冠軍
言行一致感恩組

（4C 黃懿行、4A 黃嘉言）

我很開心可以參加這一次

的音樂比賽。當我獲悉自己同時

獲特獨唱冠軍和老師專業推介獎

時，我興奮得說不出話來呢！ 

我們能夠參加這次合奏比

賽，感到很開心。錄影時，我們享

受着彈奏音樂的樂趣，愉快地奏着

每一個音符，感到十分舒暢。

我很高興自己能獲獎，我

亦很多謝同學們和老師們的支

持。不過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進

步空間。還有，因疫情關係未能

進行決賽，令我感到若有所失。

                         

掃描二維碼即可觀看
LKK音樂比賽精華音樂會

初小獨唱冠軍

高小獨唱組冠軍

高小獨奏冠軍

合奏組冠軍

3A 彭綽琳

5D 謝永成

4A 蘆奕辰

4E 岑愷晴

3A 朱恩澄
4E 陳愷雋

5B 朱樂彤 4C 黃懿行、4A 黃嘉言

校內活動：LKK音樂比賽

學生得獎感言

比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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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奇妙》 

2E 鄭卓霑 

榕樹的樹榦十分粗壯， 

它的葉子綠綠的、氣根長長的。 

它好像一位老伯伯， 

站在湖邊看風景。 

牽牛花的莖幼幼的， 

它的葉子綠綠的、花瓣是三角形的。 

它好像一個大喇叭， 

向着天空唱歌。 

太陽花的莖高高的， 

它的葉子圓圓的、花瓣尖尖的。 

它好像一個紅太陽， 

熱情地對着我微笑。 

 
 

  
 
 
 
 
 
 
 
 
 
 
 
 
 
 
 
 
 
 
 
 
 
 
 

  
 
 

  
 

   
  

 
 
 
 
 
 

2A 李軼謙 

新詩創作 《天堂鳥》 

天堂鳥的莖筆直的， 

它的葉子又大又綠的、花瓣尖尖的。 
它好像一隻美麗的鳥兒， 

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標進發。 

2E蔡靖翹「詩情畫意」作品：《詠柳》 
 

 
 

  
 
 
 
 
 
 
 
 
 
 
 
 
 
 
 
 
 
 
 
 
 
 
 

  
 
 

  
 

   
  

 
 
 
 
 
 

2A 李軼謙 

新詩創作 
《天堂鳥》 

天堂鳥的莖筆直的， 

它的葉子又大又綠的、花瓣尖尖的。 
它好像一隻美麗的鳥兒， 

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標進發。 

2E蔡靖翹「詩情畫意」作品：《詠柳》  

為了提高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興趣，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以及培養其審美的情趣、態度和能力，本年度，本校參加了教育

局「小學中文科校本課程發展支援計劃」，以優化校本古詩文課程。

透過單元設計，以品德情意為主軸，把讀文教學與古詩文教學相結

合，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古詩文，能深刻地體悟中國傳統美德及文

學之美，並藉此拓寬其閱讀面，提升他們的閱讀深度及語文素養。

為了提升學生的英文故事寫作能力，本校於本

年度參加了教育局「小學英文科校本課程發展支援計

劃」，以優化校本英文科寫作課程。本計劃在四年級

推行，透過設計故事寫作工作紙，以教科書的課文及

詞句為基礎，讓學生在寫作過程中逐步學習及運用不

同的寫作技巧及修辭手法，如六何法、擬人法及運用

俚語，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令內容更豐富。本校四

年級的老師們與教育局的課程支援人員郭小姐不時進

行共同備課，老師們也從郭小姐給予的支援中穫益良

多，提升專業教學的質素。

課程支援人員與老師們深入討論寫作內容的設計。

2A 李軼謙

2E 蔡靖翹

2E 鄭卓霑

中文科校本支援計劃－小二古詩文教學

四年級各班英語老師均進行了觀課，老師們互相觀摩學習，
同時可在課堂上即時指導學生寫作，教學相長

老師們運用電子教學方式，配合設計好的寫作工作紙，
教學生不同的寫作技巧。

2E 蔡卓妤

古詩誦讀《詠柳》

英文科校本支援計劃－小四英文寫作

學生透過朗讀、繪畫及寫詩，深深地感受到
大自然及詩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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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綿延久遠，其豐富內涵可見於諸節

氣時令和傳統節日上。本年度課程組設計了「承傳

節令風俗，傳講生命教育」課程，以每月一講的形

式，介紹中國傳統節日和廿四節氣的起源和習俗，

並結合生命教育元素，讓同學們了解當中蘊涵的道

德價值和生命啟示。

本年度每月一講主題

月份 傳統節令介紹 生命教育訊息

九、十 白露、寒露 堅毅、責任感、承擔精神

十一、十二 立冬、寒衣節 關愛、尊重他人

一、二 臘八節、元宵節 勤儉、關愛

三、四 驚蟄、寒食節 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

五、六 小滿、芒種 堅毅、守法

七、八 魯班誕、大暑 堅毅、誠信

在「承傳節令風俗，傳講生命教育」這個活動中，我學會了

許多有關中國傳統節日及廿四節氣的知識。在三月份的影片中，

我知道原來在「驚蟄」的時候，天氣轉暖，春雷頻繁，蟄伏在泥土裡的冬

眠動物都醒過來，所以這個節氣稱之為「驚蟄」；而在春分那天，南北半

球晝夜相等，動植物進入了生長階段，這便是春天的正式開始。我覺得這

些廿四節氣的知識很是有趣，我亦發現中國古人真是很有智慧的呢！

在這麼多的中國節日裡，我最喜愛的是臘八

節。在「承傳節令風俗，傳講生命教育」的節目中，

我知道了臘八節的起源。臘八節故事的主角，因為不聽父

親勸告，終日只顧玩樂，最後因房子日久失修，大雪令屋

頂倒塌而遭壓死。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勤奮，不可懶惰。

原來，中國傳統節日所蘊含的信息是如此富有意義呢！

在「承傳節令風俗，傳講生命教

育」的節目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寒

衣節」。相傳孟姜女的丈夫往北方修築長城。嚴

冬到來，孟姜女為丈夫送上寒衣但發現他經已身

亡。孟姜女傷心哭泣，把長城也哭倒了。這就是

寒衣節的由來。古時，婦女會在寒衣節為家人送

上自己親手縫製的棉衣，以表關愛之情，這是十

分值得我們學習的。

感謝學校今年提供了一個令我們更了解中華文化和傳統節日

的課程—「承傳節令風俗，傳講生命教育」。我們透過觀看教

學影片，學習中國傳統節日和廿四節氣的風俗和起源，在結束的時候，我

們還有有獎問答環節，我十分喜歡這種學習方式。由九月至今，我們學習

了多個節日的起源和習俗，如：中秋節、冬至、寒衣節、臘八節等；我們

又認識了多個廿四節氣，如：白露、小寒、大寒、春分、驚蟄等。這個課

程既可讓我們認識到中華文化，又令我們思考當中蘊含的生命意義，真是

一舉多得！

大家一起用心向專業畫家學習繪畫壁畫的技巧。

同學們專心地繪畫出漂亮的壁畫。

我們終於完成壁畫了！
校長與同學們一起快樂地繪畫壁畫。

5D 黃子欣

6A 曾沛盈

6D 盧思彤

5A 馮可盈

「承傳節令風俗，傳講生命教育」課程

童心同繪愛苗圃
本年度，學校邀請了專業畫家與學生們一同繪畫「童

心同繪愛苗圃」壁畫，為校園增添了新的色彩。校長與四

至六年級的學生們一起手執畫筆，在畫家的指導下繪畫壁

畫。透過活動，大家不但學習了繪畫壁畫的技巧，更對繪

畫壁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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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了，我由Double仔小學二年級開始加入家教會，如今哥哥已
經是一名中三學生，妹妹Luna也快要完成小五了。一直喜歡義務工作
的我，沒想過這樣投入在路德會梁鉅鏐小學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
一齊共事的委員，包括老師及家長，一切都是以學生為先，每個活
動，每次討論，都想為學生創造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大家都沒有見面多時，就連一年一度的

親子旅行也沒法如常舉行，但一班委員仍然很努力，讓可以辦的活動
都一一展開。原定以實體教授的桌遊工作坊，在學校教師的幫忙下，

靈活地轉為網上教學，令家長不但享受到桌遊的樂趣，更在遊戲間學習與子女相處之
道。另兩個幫助子女「自主學習」的講座，亦分別為兩個類別的學生和家長舉行，好
讓大家在近期以網上主導學習的情況下，能自主學習。雖然一直進行網課，但無礙家
長對學生的付出，我們的家長義工一樣花上無盡的心神，設計摺紙活動及講故事活
動，運用自己也不太熟悉的資訊科技，跟學生分享。
是什麼力量讓委員們全心全意地付出呢？正是愛。一所愛護孩子的學校，讓孩子

期待上學，期待學習。在互相牽動下，家長亦願意付出無盡的愛。祝願未來的路德會
梁鉅鏐小學繼續被愛包圍，學生都有著美好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6A班何朗
晴的媽媽。時光飛逝，不經不
覺我成為家教會委員已經六年
了。過去六年，我能與一班志
同道合的家長委員一起合作籌
備各式各樣的活動，能認識很
多不同級別的家長，能一同參與各種活動和義工工作，令
我感到既榮幸又享受！遺憾的是過去年半因受疫情影響，
不論是學校的活動或是家教會的運作都接近停頓，減少了
許多和各委員的合作機會，沒有了和家長義工互相交流教
育子女心得的機會，令我感到十分可惜。
兒子即將畢業，我在家教會的任期亦將完結，感謝陳

校長、吳副校和杜副校對家教會的支持。我衷心希望來年
有更多家長能支持和參與家教會的工作，為孩子締造更美
好的學校生活。
離別在即，藉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大家好，我是6C楊穎熙、2E楊嘉熙的媽媽「阿珊」。
我在家教會服務已踏入第四個年頭了，相信今年，對所
有人來說，都是特別的一年，很多一早已計劃的活動要取
消、面對漫長的停課、開展嶄新的網上授課模式、分級面
授……每件事都歷歷在目；加上大女兒是本屆畢業生，同
時還要面對呈分試、升中這些課題，實在讓人感到疲累、
忐忑。
感恩我們有幸在這間充滿愛的學校成長，在這個困難

的時候，學校處理事情的方向全都以學生為先，老師們亦
不辭勞苦地為同學們處理學習進度、情緒變化等問題。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一眾家教會委員、陳校長和各位老師，雖然今年大家面

對面溝通的時間大大減少，但大家的合作來得更緊密、效能更高。在瞬息萬變
的環境中，學校能迅速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讓我深深感受，家校合作實在是
不可或缺。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大家可以盡快回復昔日的生活，亦寄望大家繼續支持家

教會的活動，一起為小朋友締造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5A班郭曉瑩的媽媽。我很高興能參加家
教會，和一班有心的家長一同合作。今年已是我第四年在
家教會幫手，透過和各家長及老師的合作，彼此建立了很
好的默契，很多工作都能順利完成，感恩大家都是有心想
為學校、為孩子出一份力，亦因為這個緣故，很多事情都
能事半功倍。
透過參加家教會，我盼望能協助學校和家長，使大

家有良好的溝通，從而為孩子
塑造良好的校園環境，使孩子
有愉快學習經驗，享受校園
生活。
感謝不少委員協助，和眾

多家長義工幫手，我相信自己
仍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但見
到女兒在學校生活得開心，自
己能夠參與其中，甚感欣慰。

大家好！很榮幸可以成為本校家教
會委員，為大家服務。能與各位老師及
家長一同參與學校工作，令我更加了解
學校及家教會的日常運作。

感謝家教會一眾委員與
一班積極協助的家長義工
在過去一年對我的支持和包
容，我也感謝各位委員與我
並肩作戰，令我獲益良多，
希望來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最後，希望大家繼續支

持家教會舉辦的各種活動，
你們的參與，就是我們動力
的源頭！

大家好，我是4B班黃塏堯的媽媽Yukie，很榮幸可以加入家教會，和一班很有心的家長一起做
義工。雖然這一年多因為疫情，家教會原定的活動也未能舉辦，但在加入家教會的日子裏，加深
了我對學校日常運作的瞭解，使兒女和我分享學校生活時我更加明白和投入。

我在家教會的主要工作是當小息義工，這令我結識了很多不同年級的家
長，大家藉著當值的時間交流心得，互相學習，令我獲益良多。今年因疫
情的緣故，我們要暫停當小息義工，我希望來年疫症減退，小息活動可如
常進行，我們可回到以前的崗位上為學校出一分力，也能和義工們交流。

回看當年，我為子女選了這間很有愛的學校，是多麼明智和正確的選
擇！學校老師們充滿愛心和活力，對每位學生用心對待，關心每個學生的
差異和個別需要。老師和我的子女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彼此信任，亦
令孩子們懂得如何尊重和愛別人。

時光飛逝，大仔快要完成中一了，而塏堯也快要完成小四呢，希望他
們可以一直在愛中茁壯成長！

陳巧如女士（主席） 丘雁藍女士（副主席）

周嘉寶女士（司庫）

馬可欣女士（公關）何芷倩女士（康樂）

汪海珊女士（秘書）

今年是我在梁鉅鏐小學家教會的第六年任期，亦都是我
兩位女兒的最後一年於梁鉅鏐小學學習，我衷心多謝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及同學們對我的信任及照顧了我兩位
女兒，令她們渡過了六年快樂的小學生活。由2020年2月開
始，我們面對肺炎疫情，大家都需要在家中學習，以減少人
與人的接觸，但家教會還繼續與學校保持溝通，為復課作最
好預備。
在過去兩年裏，本人加入了沙田區家教會當理事委員代

表，以推展沙田區內中、小學更多不同類型的大小活動及改
善教學措施，務求令同學們可以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快樂成
長。雖然在疫情之中，但是我們仍積極舉辦各種活動，例如

「開開心心好煮意」短片比賽及填色比賽，「沙田區家教會敬師巡禮」及「校長早
晨」短片創作比賽等活動。由於疫情關係，家教會取消了每年由盧國強工程師（人稱
Lo  Sir)負責教授的STEM活動，不過我相信不會影響各位同學對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STEM)的興趣。我相信家教會將來一定會繼續努力去推展不同活動，讓我們的
小朋友在學校裏能夠愉快地學習及成長。最後，我祝願大家身體健康、愉快學習！
謝謝！

大家好！我是5C班梁家齊
的爸爸，今個學年社會上各界
人士仍然受着疫情下所帶來生
活上的影響，我們每一天都接
受不同的挑戰。雖然我們的起
居日常都出現不同的限制，又
減少了與家人及朋友的聚會，
但我們仍要謹守崗位，保持正
向的心態，我相信疫情始終都
會有完結的一日。
今年是我最後一屆為家教

會服務，我感謝校方一直的支
持，也很榮幸能在這四年裏與其他委員一同為校方、
家長們及同學們服務。
祝願各位家長及同學們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生

活美滿！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會訊

潘逸輝先生（總務） 梁浩宏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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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會員大會（ZOOM形式進行）

桌遊課程

沙田區家長也敬師活動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當然顧問 陳光強校長

主席 陳巧如女士

副主席 丘雁藍女士 杜藹茵副校長

秘書 汪海珊女士 黃秀芳老師

司庫 周嘉寶女士 江慧卿老師

康樂 何芷倩女士 鄧豔琼主任

公關 馬可欣女士 唐家碧老師

總務 潘逸輝先生 蔡千雪老師

聯絡 梁浩宏先生 陳奕怡老師

榮譽顧問 鍾偉良先生、詹松園先生、湯月媚女士、林麗珠女士、陳嘉瑩女士、陳依雯女士、林愛華女士

舊校服回收及送贈活動 

2020年度家長也敬師活動

第十一屆家教會執委名單

2020年度家教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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