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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晴天或雨天，

我們的孩子也能以正能量擁抱每一天。



天氣不受控制，但心情卻是我們所能掌握的。人生中每一天，都值得我們愉

悅地渡過。我們不應輕易受天氣影響，在任何天氣中都要能繼續生活如常。2019-

2020年度是不一樣的一年，雖然面對「疫」境，我們仍然不斷的學習，積極裝備自

己面對每天的挑戰。「停課不停學」，除了在網上學習知識外，我們在這期間還學

懂了許多知識以外的事情，例如要愛護自己、愛護他人，更重要的是學會分享、互

相幫助、尊重、欣賞和珍惜我們的家人、師長和所有為抗疫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人。

我們帶着正面、積極和愉快的心情，迎接晴天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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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學習的環境，並與子女一同認

識學校，學校舉辦定向活動，讓家長與子女透過遊戲更

深入認識學校，促進家校合作，培養親子之樂。

當天學校為小一新生及家長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為小一新生適
應作好準備，活動內容包括家長講座、家長分享、管弦樂團表演及樂
器示範、與老師面談及課堂學習活動等。

同學們第一天已積極上課

任務完成！Yeah!

來拍一張大合照

努力尋找每一個線索

活動完結前與葉校長
一同拍照留念。

我們都是守秩序的小一生

樂器初體驗
我們在將官小首天上課的片段 家長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面談

第一次與外籍老師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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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Happy Kids是學校在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停課而增潤的公民教育課程。透過學校的網上學習平台，公民Happy Kids逢周五發放，每次均關注不同
範疇的議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和上載主題活動的個人作品。

小導師於午膳時段到小一各班提供服
務，協助小一的學弟學妹盡快適應小學的生
活。小導師會協助學弟學妹掌握自行午膳的
技巧，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協助他們檢查
家課冊及進行功課指導，解答他們功課上的
疑難。

Happy Kitchen@TKO
同學與家人合作烹調健康小食， 
照顧好自己健康，做個抗疫小英雄。

將官小加油

同學和家長一同設計及拍攝加

油的短片來鼓勵大家共同努

力、對抗疫情的心意。

學習照顧自己

檢查家課冊

學習用膳禮儀

1D 石凱琳

1E 林欣妮1E 陳熹彥1A 莊昕杭1C 鄭秀文

1E 吳嘉豪

1E 郭汶熹
1A 林千悠

1D 陳裕升

1D 石凱琳
1B 盧樂謙

1C 鄭秀文

伴讀伙伴，一起閱讀

1B 大田美榎 1C 尹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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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 0 2 0年4月停課期間，社工籌備了主題為

「世上無難事」的網上成長課教材，讓學生

明白遇到困難時不要懼怕，並應該在安全及

能力範圍下，懷着信心勇敢

面對及嘗試，就能找到解決

方法，並在有需要時尋求他

人協助。

學校舉辦親子正向溝通工作坊予小一家庭參加。透過親子小手工製作，讓家長及學生體驗正向

的溝通方法，促進親子關係。

學校社工分別舉辦了「律己小先鋒」自理小組及「EQ小主人」情緒小組，協助學生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加強學生照顧自己及解決生活需

要的能力及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責任感。

讓學生辨識自己的正面及負面情緒，從而學習

情緒管理的技巧。

每個家庭都製作小郵箱並以
心意卡表達對家人的愛。

家長從活動中實踐正向溝通的技巧，學生亦透過活動學習欣賞家人及向家人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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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以「欣賞」為主題的公民教育活動，學生學會欣賞，發掘別人的優點，在賞識別人長處的過程中，不斷完善

自己，開闊自己的胸襟。一隻隻在校園裏翩然起舞的蝴蝶，為學生帶來了鮮明而又生活化的象徵。學生藉着參與不同的

主題活動，成就積極優化自己的態度。

健康飲食在校園計劃旨在培養學生
選擇健康的小食，學生也已經習慣

把水果當作零食。

蝴蝶飼養員耐心地與一年級同學分享飼養蝴蝶的
得着和感想。

透過細心觀察，就會發現生命的奧妙，
從而反思生命的寶貴。

葉校長和低年級同學一起放在校園成長的蝴蝶，
見證蝴蝶展翅高飛的一刻。

「賞」貝活動促進學生積極參與課堂的活動，
為班別爭取更多的「賞」貝。 同學們用心繪畫的公民教育工作紙都

貼滿了課室的主題壁報上。
全校的學生每人製作一朵花，合併成一顆互相包容和關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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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息

中電綠D班

學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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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活動

視藝課

公益金便服日

護苗教育

聖誕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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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綠D班
小息

公益金便服日

Reading Bud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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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書法活動

護苗教育 視藝課 外籍英語老師課堂

學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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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Buddies
午膳

聖誕聯歡

中電綠D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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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英語老師課堂

學校旅行

護苗教育

視藝課

音樂課

書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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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活動

午膳

護苗教育

視藝課

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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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

公益金便服日

學校旅行

聖誕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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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綠D班

公益金便服日

小息

視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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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苗教育 外籍英語老師課堂

書法活動

聖誕聯歡

學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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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這張相片，又勾
起了跟你們相聚時快樂的光
景。還記得你們初進小學時，
甚麼也不懂。到後來，你們慢
慢地投入學校的生活，彼此建
立了友誼，那是多麼溫馨甜蜜
的歲月！你們是一羣天真活潑
的小孩子，希望你們將來能成
為一個愛人愛己的好孩子。

1B 林美娟老師

1A Miss Lee Po Wah

從幼稚園升上一年級，同
學面對的挑戰和困難也很多。
你們像蝴蝶的幼蟲，每天小口
小口吃着樹葉，在不知不覺間
成長。這些成長都是經過同學
的努力，用心學習，蛻變成長。
期待大家變成一隻美麗的蝴

蝶，在美麗的花間展翅飛舞。

1B 鍾雪兒老師

各位小一的同學，老師
授課時，你們專心聆聽。老
師發問時，你們踴躍回應。
分組活動時，你們積極合作。
你們是多麼可愛的孩子！你
們的朗讀配合節奏，你們的

寫作生動有趣，你們講故事充滿感情，很高興同學們不斷進
步！努力！好好珍惜學習的機會！

1C 奚素文老師

各位1E班的同學：老師很欣賞
你們積極投入學習。你們總是充滿
熱情和活力。請繼續努力，期待你
們成為自信、主動學習的孩子。

1E 黃麗虹老師

很興幸今年能成為你們1C班
的班主任，你們都是一班可愛、
充滿熱誠、有探索精神的好孩子，
謝謝你們帶給我很多快樂時光。
我愛你們啊！

1C 王麗珠老師

很榮幸能陪着你們在成
長過程中走了一小段路，
希望你們都能留下美好的
校園回憶。祝願你們眼睛
看到的都是笑容，每一個
夢想都能實現。

1D 施純純老師

1B班同學在停課期間仍努力
學習，並認真地完成課業，真是
好學生。期盼你們一直愉快地學
習及健康地成長。

1B 霍翠儀老師

我很感恩能成為1E班的班
主任，我們的1E班充滿「愛」。
同學們活潑可愛，又能關愛互
助。上課時，愛學習，愛發問。
小息時，愛笑、愛玩，愛歡
樂。希望同學們繼續帶着這些
「愛」，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1E 朱愛賢老師

各位小一同學，轉眼間已到下
學期了。還記得上學期開學時，你
們由不適應新學校、新同學、新老
師，也不太懂得照顧自己。直至現
在，老師看見你們成長了很多，更
開心的是看到你們主動去學習新事
物、新知識，希望你們能繼續保持
這態度去面對將來的挑戰。

1A 鄧敏宜老師

1D 霍淑儀老師

各位1D班同學：回想起
九月看見你們興奮地穿上新校
服、喜悅地背着新書包、開心
期待上學去的模樣，我也感染
了你們的天真和快樂。老師最
愛看見你們上課時瞪大眼睛、

專心聽講的樣子，升上二年級後，你們也要快樂地學習和
成長啊！

1D 楊麗英老師

老師希望1A班同學能夠記
着這一年跟老師和同學相處中
所有快樂的事情，繼續開心地
學習，每天都保持燦爛的笑容，
一起加油吧！

1A 黃穎怡老師

我欣賞你們熱愛學習和精靈活
潑。希望你們能多閱讀，不斷充
實自己，努力成長，加油！

1E 陳滿嬌老師

各位小一的同學：欣賞
你們學習的態度，上課時積
極主動及專心，下課時互相
尊重和守禮！希望你們能保
持勤奮的態度，迎接未來更
多的挑戰，加油！

1C 余詠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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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晴天或雨天，

我們的孩子也能以正能量擁抱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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