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入讀讀本本區區較較有有名名之之中中學學

迦 密 柏 雨 中 學 17 
聖 公 會 莫 壽 增 會 督 中 學 8 

王 肇 枝 中 學 9 
恩 主 教 書 院 7 
沐 恩 中 學 4 
救 恩 書 院 2 

獲派入讀他區較有名之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2 
聖羅撒書院 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2 

風采中學 1 
景嶺書院 1 

本年撰寫《田訊》「校長的話」的時候，正是因疫情開始舒
緩，小學同學陸續復課的日子，所以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事情實在太
多了，但由於篇幅所限，就只能選一些感受最深的事情。

今年是我從事教育事業幾十年工作中最特殊和變化最多的一
年。時間亦好像過得特別快，尤其是在下半學年，大家造夢也沒想
過農曆新年假後，要到六月才能第一次回校與同學見面。時間好像
忽然被壓縮了，雖然期間大家可透過視像學習與同學和老師見面，
但始終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會來得更真實、更理想。

在這期間，大家學習的可能不單是課本知識，而是其他更具意
義的學習經歷，當中包括﹕珍惜、活在當下以及積極面對等。

我們要珍惜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如呼吸空氣，本來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
事，但當你要隔著口罩呼吸時，才會發現原來有機會暢順地呼吸是如此珍貴和舒服的。因
此，我們要學懂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因為所有事情都不是來得理所當然的。

同時我們更應懂得活在當下，好好把握時機，絕對不應猶豫，因為時機一瞬即逝。就
好像本年小六同學考呈分試，本來在升中機制內，每位同學有三次呈分機會，可惜因為疫
情，第三次呈分被迫取消了。如果有同學打算利用第三次呈分為自己爭取最佳表現的話，
恐怕會萬分失望。這正好提醒我們凡事必須全力以赴，當每次機會降臨時都要好好抓緊，
這才算是活在當下。

最後當然是學習積極面對事情的心態，我們平日很容易把自己置身於自己的「舒適
區」當中，不容易接受生活上的改變，年紀愈大的人出現這種心態的情況愈普遍，因為他
們擔心改變會帶來不穩定和恐懼。同學們，你們正在成長階段，這種感覺可能不大，然而
你們學習面對逆境時的積極態度，就必須從小培養。你們要勇於跳出自己的「舒適區」，
積極樂觀地迎接變化和挑戰，相信只有經過這樣的鍛鍊，當你長大時，同樣亦可克服生活
上的困難，面對種種變化和挑戰。

校長期望每一位田小同學，都能夠充分利用今年種種不同的經歷，在你們漫長的人生
中，締造出正面和積極的故事，為你們的將來留下與別不同的精彩人生。

陳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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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獲派第一至第三 
志願百分率：95% 

高於全港，
成績驕人。 

2019-2020年度畢業生升中派位結果



在漫長的停課期間，我們和孩子
都保持有規律的生活，除了參與
學校的網上課堂和習作外，大家
在家中也發揮創意，利用長枱來
打乒乓球；有時製作甜品；有時
玩桌上遊戲；有時看電影等…每
天都過得很充實。這期間在家工
作的日子實在不易，但也提升了
親子互動的時間和相處的空間。
但願香港能在疫情中早日走出困
境，回復昔日的光輝。

5B吳民譽、6B吳民曦家長

今年與往年有著很多的不一樣。

年初，社會本應有著濃厚的農曆

新年氣氛，但放眼張望，街道上

行人稀疏，原因是大家都不敢出

門，就連親朋好友，也少了拜年

聚會。

我每天開着電視觀看，不斷聽到

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在武漢

那兒上升，而且數字每日倍增。

而我們居住的香港，亦開始出現

群體感染個案。大家都要為搜羅

口罩而惆悵，很多市民被迫停工

停課。人人都懼怕這隻大惡魔的

威力。相反。一眾醫護人員未曾

退縮，在受病毒感染的風險下，

克盡己任地照顧每一個病人，守

護著香港每一個人。

我要多謝你們無私的付出。香港

才能有機會度過這次難關。

  3D 陳梓和 

因新型冠狀病毒停課的幾個月，我和小朋友非必要也不敢外出。女兒幾乎日日留在家，看電視，打機，休息等，但日子久了，其實也感到很沈悶。學校一開始Zoom視象上課，女兒非常開心， 因可以再次見到老師和同學。終於復課了，身為家長的我，真是很擔心，究竟學校有否足夠的抗疫措施呢？後來得知學校有不少抗疫措施，令我更安心給女兒上學。

4B古心悠家長

停課期間，雖然我感覺

十分沉悶，因為我不可

以跟同學像平日一樣聊

天，但是我還是有持續

學習的，例如做做網上

練習，看老師給我們的

教學影片、用zoom上課

……

我特別想感謝爸媽，因

為他們要天天照顧我，

想必十分辛苦。

我期望疫情快點消失，

這樣我就可以跟爸媽一

起外出玩耍了。

 3D 莊信希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同學們未能如常到學校上課。但慶幸在科技發達的年代，大家仍能透過網上自學和實時教學的方式學習。老師非常欣賞每天自律地做網上功課和專心地準時上Zoom課堂、堅持停課不停學的同學們。另一方面，比起學業，老師更擔心的是同學們的身體健康。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良好的衞生習慣，並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情況。期望疫情能夠早日結束，同學們能繼續享受校園生活，並健康快樂地成長。

林碧俐老師

健康/關愛篇

向前線醫護人員致敬

全校納米塗層消毒 學生消毒雙手
ZOOM視像上課

言語治療訓
練

做足隔離設
備

老師入校量溫 學生入校量溫



課程特色
本校重視學生兩文三語的培育，讓學生從小打好語文基礎。自

�2�0�1�6年起，本校更於下午設導修課，讓學生於校內完成家課，為學
生拓展學習空間。同時，各科按其課程特色，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活
動，並以小組「合作學習」，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另外，早於
�2�0�1�6年，本校已於校本課程加入�S�T�E�M元素，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分
析及解難的能力，為未來的學習做好裝備，培育終身學習的態度，
期盼學生成為國家的棟樑。

學習策略
以「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效能，照顧個別差異；同

時，本校亦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並教授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
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另外，通過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活動，發
展學生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資優課程助學生發揮潛能，並以輔導
教學支援有特殊需要學生。

資優教育
本校選拔學習能力突出之學

生額外接受「資優課程」。中文
科選出語文能力優秀的學生參加
「辯論隊」，培養學生的口才及
思辯能力；「�E�n�g�l�i�s�h� �G�u�r�u�s」訓
練學生英語溝通能力，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及技巧；「數學精英組」，為數學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學生進行培訓，發展他們在數學
方面的潛能；常識科通過校本專題研習及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培育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成為
「科學尖子」的學生，更有機會參加不同的科學培訓班。藝術培育方面，本校也致力發展校本資
優課程，視覺藝術科更選拔資優學生成為「藝術列車」成員，讓學生發揮藝術潛能。學校在學科
以外方面，亦舉辦不同的活動以提高學生的策劃和創作能力，提供機會讓他們展示潛能，如「校
園電視」活動，學校選拔有才能的學生協助拍攝學校活動，並製作成短片，培養他們組織及策劃
能力；學校亦設話劇組，為對戲劇有興趣及潛質的學生提供學習的機會，讓他們發揮演藝才能。

圖書科
本校與家長一向積極推廣閱讀，鼓勵學生多閱讀課外書，主動參

加閱讀活動。校長會不定期於午息向學生講故事。圖書館亦會邀請家
長義工為低年級學生講故事。家長義工首次與圖書管理員合作推行
「閱讀專車」活動，向學生介紹好書。

此外，學生也參加了「書叢悅閱俱樂部」（閱讀計劃），培養學生
有良好的閱讀習慣。每年�4月�2�3日為世界閱讀日，為了加強宣傳，本校在
一月份舉行了「閱讀難位遊戲」，由家長及學生共同製作攤位遊戲，讓
學生體驗閱讀的新樂趣。

學生通過參與多元化的閱讀活動，領悟閱讀的樂趣，增強個人的語
文水平，達至「從閱讀中學習」的目的。

快樂學習篇



STEM 教育/環保

運算思維課程
進入資訊時代，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為社會帶

來巨大的影響和轉變。學校著力發展學生「計算思
維」能力，以裝備學生應付及處理日常生活的問
題。相關課程於小四至小六進行，以每級約有六至
八小時的課程及試後延伸活動等。課程利用「編
程」為工具幫助學生建立「計算思維」能力，過程
中學生「動動手、動動腦、發揮創意」為目標，透
過課堂活動及遊戲讓學生能於遊戲中學習。

小小工程師、機械人工程師課程及3D打印班
為培育校內科學尖子，學校舉辦了不同類型的�S�T�E�M課程，包括

「小小工程師」、「機械人工程師課程」及「�3�D打印班」。「小小工程
師」課程讓生於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親自動動手製作不同的科學玩意，
從中增進科學的知識，亦提升學生的手藝能力。而「機
械人工程師課程」則以邏輯及解難思維訓練為主。
學生不單學會拼砌�L�E�G�O機械人，更學生利用編程
控制機械人完成任務。學生於本年亦有參加「全港
學界電腦機械人相撲大賽」得到了銅獎。

「�3�D打印班」是參加了由香港大埔教育界文化交流
協進會主辦的活動，目的是讓學生能對大埔區有特色的建築物有更深的
認識，導師到校教導學生設計及打印相關建築物，最於拼湊成一個大型
建築群。

健康校園
為建構「健康校園」，學校舉辦不同

的活動，包括健康約章、
書包也瘦身、營養早餐
會、水果月、陽光笑容滿
校園計劃，及不同類型的
體育活動。。

環保校園
本校一直致力環保教育活動，多年

來榮獲多項殊榮，包括校園齊惜福金獎
學校、中電綠優校園認證、綠色
學校獎及惜水學堂計劃金獎
學校，師生共同創造健康環
保綠校園。



音樂活動--音樂科

　　本校學生踴躍參

與校內及校外的音樂

活動，校內舉辦的音

樂活動包括中、西樂

器班、管樂隊、中樂

隊、節奏樂隊、弦樂隊、歌詠隊及管樂雅舍。

　　各校隊成立多年，積極參與各項比賽，成績優異。學

生亦透過參加午間

Pop-up音樂會，展示

其音樂才能。透過參

加各項音樂活動，學

生對音樂的興趣有明

顯的提升。

視藝活動--藝術創作遍校園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視覺藝術

活動，發揮他們的潛能，因此舉辦不

同的校內(中秋花燈設計比賽、壁柱設

計比賽)、校外活動(2019國際化學元

素週期表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大埔

城鄉共融中秋遊藝晚會2019花燈設計

比賽等 )，讓

他 們 盡 展 所

長。

　 　 中 華 文

化 課 程 ﹕ 學

生除了在課堂上學習中華

文化的知識外，更於視藝

課 堂 內 學 習 中 國 傳 統 藝

術，例如﹕剪紙、繩結、

瑞獸設計及紮作、中國紋

飾等。

體育活動
　　本校的體育科著重培

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及健

康的體魄，並鼓勵學生參

加各項訓練，包括田徑、

游泳、籃球、足球、排

球、羽毛球、乒乓球、花

式跳繩等，更積極參與各

項校外比賽，成績優異，

讓學生發揮各自

的潛能，從中

建立良好

的體育精

神。

快樂學習篇

足球親子同樂日。

男
子

排
球隊參加友校邀請賽，奪得

冠

軍
。

午間Pop-up音樂會讓不同年級的學生作樂器
演奏及歌唱演出，發揮所長。

本校管樂隊和弦樂隊參加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9，勇奪冠軍，成績
優異。

本校節奏樂隊由二至六年級學生組成，歷
年來積極參與各項公開比賽，屢創佳績。

花式跳繩隊參加比賽，奪得多個獎項。

　　「獨一無

異的我」﹕各

級學生模仿不

同藝術家的創

作手法，繪畫

獨 一 無 異 的

我，從而加深

認識自己，提

高自信。作品

於有操場外展出，讓家長及同學可以欣賞他們的作品，提

升他們藝術評賞的能力。

　　藝術資優課程─藝術列車﹕

拔尖挑選在視覺藝術方面較優秀

的同學參與「藝術列車」課程，

讓他們接觸及學習不

同的視覺藝術創作媒介，擴闊視野。他們到訪

區內幼稚園進行服務學習，教授幼稚園學生做

小手工，分享創作的喜悅，達到教學相長。



本校早操大使到訪明雅中英文幼稚
園進行服務學習，一同做運動。

本校圖書組組員到
訪大埔商會幼稚園
進行服務學習，為
小朋友說故事。

本校圖書組到富亨大埔商會幼稚園
進行服務學習，與小朋友一起做手
工、說故事。

幼 稚 園 服 務 學 習

校 本 輔 導 活 動

　　為提升校園關愛文化及師生互動之機會，本年度校本輔導活動舉辦了

「田小GOT TALENT」，邀請老師展示自己的強項或獨特之處，如：「單腳

企」、轉呼拉圈、左右手一同畫圓圈等，然後向學生下「戰書」。學生可

於午間活動時段挑戰老師，營造校園歡樂氣氛，達至師生共樂之果效。第

一期我們特別邀請了轉呼拉圈高手陳校長向全校學生下「戰書」。想不到

陳校長「戰書」一出，一到午息時間，操場擠滿了同學練習的身影，大家

都抓緊時間練習，希望與陳校長一決高下。到了挑戰日，操場已擠滿了向

陳校長挑戰的同學，大家爭相向陳校長挑戰，一時間操場充滿了歡樂熱鬧

的氣氛。第二期我們邀請了乒乓球球技出眾的黃匯東副主任和蔡芳林老師

與同學在禮堂展開「乒乓球滴滴仔大比拼」。經過多輪初賽，成功挑戰的

同學終於能站在台上與老師留影，臉上呈現出勝利的笑容。

校本輔導活動_田小 GOT TALENT

　　本校重視學生身心靈健康，透過

訓育、輔導及支援小組，藉此回應不

同學生的成長需要，讓他們發掘個人

潛能、展現所長和服務社會，從而累

積成功經驗。此外，本校鼓勵家校合

作，透過培訓活動，了解學生的成長

需要及在校情況，學習欣賞子女，促

進學生全人發展。

本校藝術列車成員到訪英藝幼稚園，一同做手工。

成長篇



海外交流--紐西蘭交流
          Seventeen of our P.5 and P.6 
students took part in a joint schools New 
Zealand Study Tour organized by Po 
Leung Kuk. Through visiting the Māori 
cultural centre (marae) and the Auckland 
Museum, students learnt about the Māori 
people and understood their cultures 
from the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s. This journey also provided remarkabl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ey allow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learn that 
natural 

features should be preserved for their 
inherent values. More importantly, we 
learnt to appreciate rather than exploit the 
natural features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學校於1月21日舉行了中華文化日，讓學生預先感受農曆新年的濃厚氣氛。當天學校各處都佈置了 

曆新年氣氛的掛飾及擺設，同學們更穿著華服回校參與活動，令全校都洋溢著濃厚的中華文化氣息。

　　學校特意在校門設置花牌裝飾及請來「糖糖叔

叔」，讓同學、家長及參觀人士開心地拍照及品嚐賀年

食品。在簡單而隆重的

開幕禮後，當天多姿多

彩的活動便正式展開。

在有蓋操場和禮堂裏，

安排了武術表演及不同

的攤位遊戲，讓同學們

寓學習於遊戲，從中學

習與中華文化及農曆新

年有關的知識。

　　在課堂中，老師亦為學生安排了猜燈謎、製作賀年掛飾、製作

創意揮春等不同類型的文藝活動，此外，還有「最佳華服選舉」及

「親子揮春設計比賽」，藉此培養

同學們的文化修養。

　　中華文化日能順利舉行，除了

學校用心的安排和同學們積極的參

與外，還有熱心的家長義工積極協

助，在此感謝各方面的配合。

文化交流篇

展望篇

中華文化日

新設施新設施
學校為讓學生能在更完善的環境下學習，不斷增繕學校設備。

本年度增繕禮堂舞台設備包括燈光及收音效果，讓學生在表演時更盡善盡美。

來年亦於各課室更新智能黑板，希望學生在完備的課室設施下進行多元化學習。



老師金章 最受歡迎老師

成就篇 獲獎紀錄_校外比賽一覽表 2020

科目 活動名稱 得獎名單 獎項

資優 2019-2020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A林雨祺 全港傑出學生 

中文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
5A 馮維韜 、6A王蕊之、6A莊曉穎 亞軍

2A 戴子琳、2C蘇承佑、3B卓攸、6A洪芷翹 季軍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6A 林梓晴、3D陳欣彤 總決賽入圍獎

5B蕭泳淇 總決賽優異獎

英文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5D劉芷晴、4A石沛嘉、6B吳民曦 亞軍

3D陳卓彤 季軍

數學 華夏盃
3D 莊信希、4A李遨廷、4A楊佳霖、4B管朝綱、4B陳彥君、

4B吳榮煌、4B殷泰格、4D黃凱俊5A唐浩、5A尹政賢、
5B林雨陽、5B黃清越、6A許雨彥、6A符傳梓、6B陳嘉煒

一等

二等獎36人、三等獎24人

常識
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4B朱家晉 初賽、決賽金獎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 5A 唐浩、5B 黃正鴻、5B林雨陽 殿軍

普通話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5B周子淇 冠軍

1D潘焯楠、5B陳羨茹 季軍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6A方子墨 精英之星獎

5B 蕭泳淇、6A方子墨 金獎

3B顧桉熔 銀獎

3C李樂彤、5B周子淇 銅獎

視藝

大埔城鄉共融中秋遊藝晚會
2019花燈設計比賽

2A 戴子琳 大埔區小學組季軍

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1C林樂晴 香港賽二等獎

體育

全港社區體舞蹈公開賽 香港2019 第四站 3B 張焯翹、3C李樂彤

雙人組牛仔舞分組賽第二名
雙人組查查查分組賽第二名
雙人組倫巴舞分組賽第三名
雙人組森巴舞及鬥牛舞季軍

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4A 徐浩雲、4B梁賀然、4B譚卓男、5A 鄒桐爍、5A劉仲然、
5A蘇建聰、5A 唐浩、5B林雨陽、5D盛澤泓、5D黃俊喜、

6A曾宇恒、6B張宇軒、6C 魏灝林、6D 蘇培鈞
優異獎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六屆聯合運動會 5C 吳穎芯、5A 劉仲然
女子乙組100米亞軍、

男子乙組60米季軍

2019幼苗排球培訓計劃 5D 盧穎謙、6D盧樂謙 男子組 金盃賽 冠軍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C 吳穎芯、6A蔡宇軒
女子乙組60米亞軍
男子甲組400米殿軍

5A雷穎斐、5B林鴻芊、5B李昕錡
5B蕭泳淇、5C吳穎芯、4D周學怡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

大埔區第39屆校際舞蹈比賽

2A崔淽涵、2A梁嘉敏、2A潘希妍、2A黃靖汶、2B楊淽蕎、
2C鄭芷曈、3A劉仲殷、3A吳穎思、3A彭曉晴、3B鄧慧珊、
3B顧桉熔、3C陳海嫣、3C張悅茹、3C賀馨懿、3C盧芷瑩、

3C王頌慇、3D劉若萱、3D呂嘉棋

初小組金獎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大埔區女子組總成績 亞軍

分項獎項
冠軍8人、亞軍7人、
季軍9人、殿軍5人

音樂

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齡香港)音樂、舞蹈比賽 5A 鄭鳴峻 金獎

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弦樂比賽)

2A黃俙怡、2C鄭芷瞳、2D李嘉燊、3B蕭智堯、3C 陳海嫣、
3C鄭芷妤、3C蔡梓毅、3D劉若萱、4A李浩賢、4A黃凱澄、
4A石沛嘉、4B勞卓謙、4B曾采淇、4B黃俙敏、5A鄒桐爍、
5A何溫文、5A羅梓揚、5A唐浩、5A曾趙焯楠、5A黃思為、

5B陳果、5B梁凱淇、5B林雨陽、5C馮樂遙、5C林雨芳、
6A鄭梓朗、6A蔡宇軒、6A符傳梓、6A林梓晴、6A林雨祺、
6A胡仲軒、6B張雯喬、6B李昌隽、6B李浚希、6B廖君彥、
6B羅慧翹、6B潘梓聰、6B鄧善文、6B黃兆璟、6D盧樂謙

銅獎

香港演藝精英2019音樂大賽管樂初級組 6A 林梓晴 冠軍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20(中級組) 6A林梓晴 金獎(小號獨奏)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19 5A 黃思為 冠軍

電腦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2019-2020 5A 尹政賢、5A 蘇建聰、5B 李梓希、6B 羅元翼 銅獎

辯論 保良局主辦第十屆全港小學辯論賽 6A符傳梓 最佳辯論員

其他 林村聖誕音樂節 環保聖誕樹設計比賽
1C張聖傑、2C鄭芷曈、3A魏雪盈、3C鄭芷妤
3C張悅茹、4A原卓琳、5D黃梓熙及其家長

小學組亞軍

張志恆 馬甜甜 田曉彤 侯沛琳 馬愛玉 溫芷晴 勞國華 劉泳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