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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終於來到2021年。 2020年我們的生活和學習，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改變。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
的出現，不但使大家的生活習慣有所改變，亦影響了學校的工作和同學們的學習，這對學校、老師、同學
來說，都面對着巨大的挑戰。

本以為2019年搬到面積更廣闊的校舍後，同學們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場地愉快學習，盡情玩樂，因此校
長努力地想辦法爭取資源，添置各種教學設備，完善各場地的環境，期望同學們在新校園內有各種不同的
學習經歷。可惜校舍只使用了一個學期，2020年2月便因新冠肺炎疫情嚴竣，學校停止面授課，亦不能進行
各種活動，校舍變得冷冷清清，雖感無奈，亦只得接受。

故由2020年2月開始，同學們的學習場地由學校轉為在家。為回應教育局「停課不停學」的要求，學校
積極製作電子課業，亦逐步推展實時教學。老師們用心地為同學們的網上學習而備課，製作不同的課業、
教學短片，希望讓同學們即使在家中，依然有充實的學習。這種新的學與教模式，雖然來得突然，但亦令
老師及同學們的資訊科技能力都相應地提升。

本人要感謝老師們盡心盡力製作各科教學材料，充份發揮及展現團隊及專業的精神，亦感謝家長對學
校的信任及支持，在這艱難時刻中，協助同學繼續學習。因此，同學們應要感謝老師們的辛勞，感謝父母
的關愛，除了學習課本知識外，更要學習如何在逆境中自強，積極地面對不同的挑戰，學習感謝及珍惜眼
前的人和事。

在此，我再次衷心感謝全體教職員不懈的努力和無私的付出，以及各位親愛的家長的配合。現時大家
仍需保持防疫意識，希望疫情早日退卻，全體同學可以早日回到學校上課，進行各種活動。最後祝願各位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校 長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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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教學，致敬老師
4B黃彥溱家長林沛沂女士

回顧2020年，全球及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冠狀病毒疫情，衝擊了所有人類，以至各行各業，帶來劃時代的生活模式變化。

回看香港，我們有接近大半年時間，因受疫情影響而停課，除了莘莘學子，教學者和家長等都在這段日子一起經歷了漫長的停
課歲月。在停課期間，莊二的教學模式亦由傳統課堂教學，一下子轉變成網上教學，為老師的教學工作迎來嚴峻的挑戰和衝擊。

學校將授課的地點由實體校舍轉為虛擬的網上平台，藉着視訊會議軟件為各班學生進行實時教學和討論，按各學科輪流每天上
一節或多節課不等，整個上課時間表包括視藝、音樂、體育等術科的課，都變為網上學習，而老師在網上教學的同時，仍繼續與學
生核對功課答案和講解題目⋯⋯。

新的教與學模式為老師們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和跨地域突破，同時也加重了他們原本已經沉重的工作負擔。除了要克服很多網
上學習的困難及突發的資訊科技問題外，還要在非常有限的網授時間內，抓緊機會去教導及完成既定課程和考試範圍；上網課時還
要處理學生秩序、留意學生是否專注、為學生提供即時的電腦技術支援、網上提交及核對功課等種種問題⋯⋯網課與傳統課堂大不
同，眼見不少老師在這段期間為了不拋離教學和功課進度而比以前更疲於奔命，這都是為了讓學生得到最優良的教育和學習機會，
讓學生可以「停課不停學」，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因疫情關係，面對以上各式各樣的難關，老師們都將這一切作出從善如流的安排，付出了艱辛的汗水和努力，家教會藉此機會
謹代表所有學生和家長，向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的所有老師、校長及副校長衷心致敬，感謝他們的無私奉獻。

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疫情下的學習及小六畢業禮

 3A尹翺翹 5A尹銘翺家長范嘉敏女士
不知不覺間，轉眼又一個年頭了！在疫情下的這一

個年頭，更看到家、校合作的重要。小朋友上網課時間
多了，從不太明瞭如何掌握科技去學習，到如今看到小
朋友能自行處理上網課、處理網上交功課等一切事項，
「家」、「校」也應記一功吧！除了家長們「從旁」或是
「搖控」的協助外，也看到學校的教職員花了不少心思、
不少努力，才能有今天這樣順暢的課堂，確由衷感謝一眾
家長及教職員的努力。

回顧這一年中，疫情下除了考驗在家上課外，最深刻
的就是看到學校為應屆小六生安排的畢業事宜吧！由於自
己的大兒子是當中一份子，在各方面也有制肘之下，看見
校方盡力替他們這群小六生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畢業
禮。  

畢業禮於新校舍禮堂舉行，在疫情下雖然只能分班進
行，但當中看到老師們製作的短片，看到小朋友從小一到
小六的成長、學校生活點滴等，確是既難忘亦感動。  

除畢業禮外，收到的畢業相，也讓人動容。知悉畢業
的每一位學生、老師分時段逐一的拍照，讓師生們在疫情
下不用蒙着嘴，每一位在限制下仍能於全體照片中見到真
樣，作總結六年生活的畢業留念，確實欣慰。

經歷了一整年的疫情，大家也察覺到小朋友喜歡回校
上課吧！期盼新一年能回校上課的日子再次來臨，讓他們
在學校繼續開心成長。

疫情有感

3B鄒頌藍家長關婉慈女士

疫情下的您們，還好嗎？

相信各位家長、學生及所有教職員在這段時間也用盡全力去適應
這新常態。校長忙於與老師開會商討教程、時間表、各單位能否配合
新模式教學；老師忙於準備教材，每日發放資料到不同的網上平台以
供家長和學生緊貼課程進度；校內文書職員擔當着校長的小秘書，不
時留意各方面的消息及內部通告；工友們努力清潔，希望學生可以在
一個良好的衛生環境下學習。在此一一感謝校方所有教職員不遺餘力
的付出。

另外，最最最衷心想感謝的還是自己，也是正在閱讀校訊，作
為家長身份的您！疫情初期的不穩定、絞盡腦汁地想可以為孩子準備
甚麼活動、一直收到延長停課的消息、復課在即卻十分憂心的矛盾
感、不禁成了怪獸家長怕趕不上課程進度、實時教學時作最強的網上
支援、當以為一切穩定後再面對停課⋯⋯這一年多，您們都經歷了不
少，百感交集的心情大家都懂了，給自己一點掌聲吧，感恩這段日子
有大家陪伴，互相傾訴和鼓勵。

無論甚麼身份的您也會有感受，也會有情緒，昂然去面對眼前發
生的事情，過程中可以尋找到甚麼？或得到了甚麼呢？疫情下，親子
時間是否多了？家中孩子會不會養成了午睡的習慣？有多少個成為了
烘焙大師？搖身一變自己可以是IT達人？會否發現原來自己一直追求
的不是成績，而是孩子能否健康地成長？更珍惜一家人能夠同枱吃飯
的時光。一切由自己去發掘背後其意義，接受它的好與壞，然後更能
夠與孩子們一起茁壯成長。共勉！

原諒我的文章那麼冗長，那麼老土。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0-2021 年度財務結算表〈截至 2021 年 1月 15 日〉

項目 收入 (HK$) 支出 (HK$) 結餘 (HK$) 盈餘 /( 補貼 )

2019-2020 年度結餘  112,493.39 ---  112,493.39 

訂購花牌 --- 800.00  111,693.39 (800.00)

訂購學生防疫板包邊 --- 900.00  110,793.39 (900.00)

會費   11,660.00 ---  122,453.39 11,660.00 

售賣新校紀念品    3,100.00 ---  125,553.39 3,100.00 

訂製利是封 --- 3,850.00  121,703.39 (3,850.00)

總收入 : 127,253.39

總支出 : 5,550.00

結餘 : 121,703.39

製表人：曾銘狄主任
覆核人：張璧鸞女士

家長教師會

主席的話堅定信心、同舟共濟

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心聲

4A羅嫣斐家長黃草蘭女士

2020年。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令這一年變得不尋常，因為疫情爆發得非常嚴

重，病毒傳播速度快，它嚴重地打亂了人們的生活。各行各業也受到影響，彷彿一切都按下

了暫停鍵。

為了自己和他人安全，對抗疫情，我們責無旁貸，那就要宅在家，用這種簡單卻有效的

方法減少疫情的蔓延。出門前必須戴上口罩，回到家第一時間噴灑酒精和洗手，開窗通風。

每天看到的新聞電視都被抗擊疫情的新聞刷屏，我模糊了雙眼，此刻只想向這羣可愛的「白

衣天使們」致敬！

學校也因此延遲開學，但幸好是「停課不停學」。學校採用網上授課，讓當家長的我們

不用擔心孩子的學習，因為校長和老師一直堅守崗位。學校的周密安排，讓學生的學習生活

儘量不受疫情影響，老師付出了很大努力。為了讓同學們懂得使用這些資料，老師們還針對

不同的學習資料配上使用說明。老師的指導教材，從教學授課計劃，教學影片，到課程練習

題等，既全面又細緻。可想而知，老師編寫時，得多麼費心。此刻，對老師們的辛勤付出，

真的非常感謝。

直到六月份教育局宣布六月中旬可以回復面授課時，孩子開心激動得跳起來，說：「終

於可以見到想念的老師和同學們啦！」對於面授課，家長的心裏多少都會有擔心和忐忑不

安。 

為了讓家長們放心，學校每天做全面的消毒工作，在小朋友們的書桌上也做了透明防疫

板，並提醒他們必須戴口罩。說起戴口罩，我們平時戴口罩不說話都感覺很不舒服，何況老師

每天要戴着口罩為同學們講課，這種精神不得不讓我敬佩和感動！學生每天放學後，更有保潔

公司徹底大消毒，就這樣，面授課持續到七月下旬。可惜，剛考試完畢，疫情突然反彈！教育

局宣布提前放暑假至九月開學，仍維持了半個月的網課，直到九月中旬才開始恢復面授課。就

這樣在反覆不穩定的疫情中，孩子們每天順利平安學習，全賴校長、副校長、老師們以及各位

職員和可愛的家長義工們無私的愛和團結，一同把道道的難關一一衝破！哪有什麼歲月靜好，

只不過是有人在負重前行。願待春暖花開，我們一起摘下口罩，迎接美好的明天！

「疫」境自強

疫情下的學期 迎難而上

5A梁貝兒家長謝愛冰女士

如果要說2020年最難忘的事情，相信無論

過了多久，全世界的答案都將會一樣，那就是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這無疑是一場全球性

的噩夢，引發史無前例的健康和經濟危機。

在疫情籠罩下，無論學校、老師、家長

和同學們都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保障學

生免受疫症感染，全港學校無奈地需要停課數

月。但慶幸的是，在校長的領導下，以及各位

老師不辭勞苦的努力，「莊二」在疫情中積極

抗「疫」，學與教毫無停歇。停課期間，為免

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老師們花了不少心思和

時間去製作各式各樣的教材、簡報和短片，透

過網上實時教學，好讓同學們能安坐家中，足

不出門也如常學習，以實現「停課不停學」的

目標。在此，我想對「莊二」的全體老師和各

位職員在這期間無私的付出和默默的努力說聲

謝謝。因為大家同心協力，迎難而上，學生的

學習進程得以穩步前進！

也感恩我有幸遇上一羣無私奉獻、積極熱

心的家長義工們及委員，即使面對「疫」境仍

盡心盡力的支持和學校攜手並肩，守望相助，

一起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讓孩子們在充

滿關愛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疫」境亦可自強！我盼望每一位同學繼

續努力學習，不要辜負與你們「疫」境同行的校

長、老師和家長，並能「疫」境自強，做個名副

其實的自主學習者。我們都是最棒的，加油！

4E鍾兆鑫家長張璧鸞女士

說起這一個學期，大概家長們都是
在憂心、擔心、煩心中煎熬着。確診人
數增加了多少？學校是否仍要停課？考
試如何安排？升學程序怎樣？家中有三
個就讀大中小學孩子的我，也和大家一
樣。為孩子的學業、情緒、身體方面操
心。

糟心事就不多說了，還是說說開
心事吧。因為我的廚藝實在不怎麼樣，
以前都是外出吃晚餐的多，在限聚令
下，一家五口只能在家吃。這一來，竟
然讓我發現，原來三個孩子的廚藝都不
錯哦，而且還不限於傳統中餐呢。現在
我和丈夫只有一個想法：盡快把家裏的
爐子改為電爐，這樣我們就能安心等吃
了。哈哈！⋯⋯嗯，大不了就是我清潔
的時間長一點而已。

我總相信在再難過的日子裏，也能
發生一些讓人歡欣的事。你呢？有想到
甚麼好事嗎？

4D黃喻朗 6D黃芷晴家長梁麗洪女士

本人很榮幸加入了「家教會」的大家庭，上年度可說

是最具考驗的一年，也見證到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事實。

家長與學校並肩同行，共同面對難關。逆境，使我明白到

更要發揮家教會的溝通作用，發放更多「正能量」。

因應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停課影響，為保障家長和

學生安全，本會多個計劃及家長活動，均需要多次延期或

取消，大家的心情都會有些影響。慶幸當中也有能成功順

利舉辦的活動—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週年大

會」，那次活動令我非常驚喜和愉快。

驚喜的是在疫情下，家長們都非常積極和踴躍參加週

年大會。當天到達人數也是超出我們的預期。大會上，校

長、老師及校工都非常隨和可親！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

校長的一番致詞，令我深深感受到校長和老師為學校付出

了很多，自己的孩子能在這麼友愛的學校讀書，本人感到

非常放心和驕傲。

愉快的是，當日場面非常熱鬧，還有幸上台獲頒發委

任狀，而多位義工家長也獲發感謝狀，最後，所有委員、

校長和家長義工更合影了一張集體照。

經過今年，相信大家都會深刻體會到縱使我們不能

改變環境，但可以轉換心境面對不同的景況。希望未來的

日子，自己能不忘初心，與各委會繼續堅守崗位，迎難而

上，協助學校開展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動。

疫情下的挑戰

3A王靖瑜家長陳娟娟女士

今年是我第二年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

庭，回顧過去參與家教會的會務，深感全體

教職人員對教學的熱誠和對孩子的愛心，實

在令身為家長的我十分感動！當然亦少不了

委員和義工家長無私的付出。去年由於疫情

關係，家教會很多活動也不能如期進行，真

的十分可惜！希望疫情過後，可再次在活動

上與大家見面。

全年時好時壞的疫情，斷斷續續的停

課，對學校、家長和學生也是一個全新挑

戰。尤其是老師在教學上要一時線上，一時

線下，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停課期

間，同學要每天透過網上視像實時學習，保

持學習的進度，適應一種新的學習模式，做

到停課不停學，同樣是少一點努力也不能。

但相信只要持着正向的心，所有挑戰也可順

利過渡。

最後期望疫情盡快穩定，大家和孩子都

能身體健康，讓學生早日可以重返校園。

家長教師會為每位同學及教職員
送上一份獨一無二的新年禮物。
家長教師會為每位同學及教職員家長教師會為每位同學及教職員

為了防疫，委員及義工展現
力量，參與其中。



德育公民

社工介紹 環保教育組

2019-2020年度各項獎
助學金得獎同學

曾紀華紀念獎學金(第
二批)

張家寶

何遨軒(畢業生)

王泓蓁

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李浩銘

梁麗樺

莫凱雯

太子珠寶鐘錶愛心慈善

基金明日之星助學金

趙嘉鈺

葉宇浩

姚麗娟教育基金
陳怡

李奕㮾(畢業生)
丘展弘(畢業生)

環保教育組環保教育組環保教育組
環保花圃—「莊二農莊」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綠色生活及可持續發展教育，新校舍有足

夠的空間，為推動綠化校園運動發展帶來大好良機。

本校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綠化校園資助計劃」的資助，在

校園建設花圃，名為「莊二農莊」。「莊二農莊」更獲選入圍競

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綠化校園工程獎」。

「莊二農莊」種植了各種觀賞性的常綠灌木、時令花卉及香草，也種植了不同種類的菜

蔬瓜果，令校園綠意盎然。花圃的設計以環保為主題，我們透過不同渠道收集廢棄的輪胎、

舊光碟及膠水樽，加以製作後運用於花圃中，讓學生認識轉廢為材的概念。  

此外，為了加深學生對有機種植的認識，花圃所使用的肥料為有機肥料，包括天然牛

糞肥料、廚餘肥料如蛋殼等。

希望「莊二農莊」能為校園帶來生氣，亦能為師生帶來希望。

親 愛 的 同

學們，我們是學

校社工林姑娘和

巫姑娘，很高興

加入莊二的大家

庭。因停課的關

係，這段時間較

少機會跟大家接觸，如你們想找

人傾訴，仍可致電學校找我們。

最後，希望疫情盡快結束，

日後有更多機會與大家見面。

2019新冠狀病毒病肆虐全球已逾一

年，慶幸大部分香港市民緊守崗位，注意

個人衞生，做好防禦措施。因應疫情，德

育課的設計上也作了一些調整，我們印備

了工作紙，讓同學向社會上不同崗位的市

民道出心聲和致謝。

種植箱內種了很多蔬菜啊 !

學生在教師的帶領下，
學習翻土、澆水、收割
等技巧。

環保園的同學利用舊光碟
製作了可反射陽光來趨避
雀鳥的工具。

同學們在膠水樽上繪畫了
不同的圖案，為小花盆增
添了不少色彩 !

舊輪胎作擺放盆栽之用。
輪胎裏的花兒真漂亮啊 !

Hello, my name is Mr Philip. 
I came from New Zealand. It is an island country in 

the South Pacific Ocean.
I came to Hong Kong to be an English teacher 

7 years ago. I came with my wife and daughter. My 
daughter, Rose, is now 10 years old and she studies at a 
school in Tai Wai, where we live.

One of the things Rose likes about living in Hong Kong is that 
she loves bubble tea.

 I have many hobbies. I love reading books. My favourite authors are Roald 
Dahl and J.K. Rowling. 

One of the ways I like to relax is to practise some new songs on my guitar.
I also like travelling and visiting new countries. I have been to over 4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Whenever I go to a new country, I like to learn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lifestyle. But the thing I love the most is trying their delicious food.

I have really enjoyed my first few months here at PLK Vicwood KT Chong No.2 
Primary School. Everyone has been very helpful and supportive. I have loved getting 
to know all my lovely students. 

If you see me around the school, come and say hi!

數學科近年為了強化學生多角度思考及多想一步的能力，把「高階思維

十三式」應用於各級課堂中，例如在本學期一年級的「立體圖形」課堂中，

運用了「特徵列舉」和「比較異同」等教學策略，讓學生掌握有效的思考方

法，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課堂中學生透過觸摸的感覺和直觀，建構對立體圖形的知識，並探究立

體圖形的特性(哪些可以/不可以疊得穩，哪些能/不能滾動)。透過學生口述各

種立體圖形的特徵，讓他們能分辨角柱、圓柱和球的異同。學生於課後蒐集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立體圖形，在下一節課堂中進行分類，把學習到的知識應

用到日常生活中，延伸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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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英文科

學生文稿

數學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初級組

2A
李孔賢

4B
莫迪樺

6B
勞梓航

5A
梁貝兒

6B
何卓賢

3A
黎可澄

4A
羅嫣斐

2D
譚穎璇

1B
黎諾謙

中級組

高級組

6A彭錦匯

錦匯︰

2020年，一個特別的年份，因為「新冠病毒」的到來

給世界蒙上了一層陰影。陡峻間，天空暗淡，世界變得陰

冷。而你也有了難忘的經歷。

之前的你不是很愛乾淨，疫情期間你少見的注重起衛生來；飯前便後，處理垃圾後和外出回家後，你都用洗手液洗手，不隨便亂摸眼

睛，還提倡家裏使用公勺、公筷。令我驚訝的不是你的衛生知識的增加，而是你會主動去了解防疫相關的知識，並且去實踐。爸爸常說︰

「知輕重」是人長大的標誌之一。

疫情期間，大部份時間你都「宅」在家中，但你也有過一次「冒險」。常住深圳的你，因為要考呈分試，不得不提前十四天回香港隔

離。深圳灣關口從深圳到香港的距離只有短短一千多米，平常只需十幾分鐘就能跨越的距離，你那天獨自一人，經過一次次的查驗，一次次

的排隊，一次次的測溫，花了幾個小時才成功過關，真是「千米走單騎」啊！在香港隔離期間，沒有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懷，生活、學習都要

靠自己，考完呈分試，你又一次「千米走單騎」回深圳隔離。一個事前看似千辛萬苦的行程，你不但成功跨越了，而且呈分試的成績也不

錯。「世上本沒有路，人走得多了，就成了路。」很多看似無法克服的困難，只要我們膽大心細、努力去做，總會有柳暗花明的時候。

假期原本有去北京探望姨母的計劃，也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但當上帝關上了一扇門，就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宅家的你學會了

做菜，雖然不能做出滿漢全席，但也學會了做幾道小菜。最重要的是你通過實踐，感受到父母每天做飯的辛苦，更加體諒父母。

2021的春天已到    

願2020所有的曲折    

都是2021驚喜的鋪墊    

前路浩浩蕩蕩，萬事盡可期待

在疫情期間成長的錦匯

2021年1月

 給自己的一封信

圖書館

學生文稿 資訊技巧科

2020 年3月，圖書館翻新了！

然而因為疫情緣故，圖書館的借

還服務暫停，而學校亦只能待面授課

恢復後，才安排同學在圖書課時到圖

書館安靜地閱讀。

雖然大家未能如往日一樣，在

圖書館享受自由借閱的樂趣，但我們

已經預備妥當，包括紫外線消毒防炎

櫃。現在請先看看裝修過後的圖書館

近況，我們正期待着大家的歸來呢！

本年度資訊技巧科於四至六年級推行運算思維課程。我們參與了由賽馬會贊助之

Coo/think@JC課程，課程框架由香港教育大學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創建，為香港學生

度身訂造教學內容與方式。透過Scratch程式掌握運算思維基礎編程知識，學生學習解決

問題的技巧，擴闊他們的運算思維視野，勇於表達自己。以下是我們的學生作品，各位

可掃描QR編碼進入作品，欣賞他們的創意。

懷念以往正常上課的日子

6B譚淑文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們不能夠如常

進行學習，但是我們知道遇到逆境也要積極面對。所謂

「停課不停學」，因此，新的上學方式—網上教學出

場了！

起初，我和同學們都對網上教學覺得很新奇和興

奮。對我而言，因為這是第一次使用網上學習，發覺有

很多好處，例如，在家中學習比在學校更舒適，不用早

早起牀，不用穿上校服⋯⋯

不過，網上學習考驗了我們的自律性和自學能力。

對某些同學來說，面對極大的「學習困難」，例如：在

沒有老師的監管下，同學能不能用心做作業呢？在沒有

嚴肅的學習環境下，同學又能不能專心上課呢？而最令

同學頭痛的「大困難」，就是不可以面對面和同學溝

通，叫人怎樣習慣呢？

另一方面，老師上網課也特別辛苦。還記得有一

次，班主任為了跟我們上課，擔心自己家中的網絡不

好，特意趕回學校，真是令人十分感動。我認為上網課

不僅令老師比前疲累，因為要花大量心思編排課堂流

程，更容易使同學的視力受損，甚至要佩戴眼鏡呢！

上了這麼久的網課，我只能用「懷念」這兩個字來

形容今天的心情，因為我實在太懷念以往正常上課的日

子：我可以與同學一起談天說地，可以見到老師和同學

親切的笑臉，可以聽到他們甜美的聲音，原來那是多麼

美好的時光！

一月中，六年級同學可以先回校上課，相信距離全

面復課的日子不遠了，我真的希望這個日子早點到來，

讓我們回復正常的學習生活啊！

模擬大自然水循環實驗裝置

土壤濕度測試

常識科校本支援計劃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江雪

儀女士為本校常識科提供支
援。上學

期我們進行了8次共約20小
時研課，

研習課題包括「昔日生活」
、「文化

承傳」、「香港走一走」、
「香港土

地利用」、「善用土地」、
「水的探

究」等，發展高階思維分層
工作紙及

相關的課堂活動，希望能提
升學生的

探究及自學能力。

常識科

4B 魏子涵 

課題：說笑話

學生自訂題目：

角落生物

5A 施縉霖 

課題：說故事

學生自訂題目：

小雞，超人

雞與貓頭鷹

5E 王子銓 

課題：跳舞

學生自訂題目：

跳舞

4D 任喜兒 
課題：遊戲

學生自訂題目：貓捉老鼠

5C 鄭芷琦 

課題：說故事

學生自訂題目：

人間有愛

小故事

6A 暨曉諾 

課題：遊戲

學生自訂題目：

熊熊牌Switch

 ( 猜包剪揼）

5A 潘貝兒    

課題：說笑話

學生自訂題目：

水中生物的笑話

5D 董松齊    

課題：說笑話

學生自訂題目：

笑話

6B 劉媐曈    

課題：遊戲

學生自訂題目：

迷宮

6D 王暐程  課題：遊戲

學生自訂題目：Spell “English”

6E 林嘉昕 

課題：說笑話

學生自訂題目：

語文課上

的笑話

莊二 scratch 創作坊

https://scratch.mit.edu/
projects/449229744/

https://scratch.mit.edu/
projects/4513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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