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潮校長 榮 休 專 訪
聚光燈下，他是高瞻遠矚、滿腹經綸的一校之長，許多家長更因
為他而為子女選報商小；
辦公室裏，他是親和力十足、關心體恤員工的領導者，鼓勵教職
員各展所長、寓教於樂，給予同事支持與諒解；
一年365日，他幾乎天天出現在校園裏，風雨不改。甚至有人笑言：「學校才是他真正的家。」
他待人親切、誠懇，許多事情都親力親為，甚至連活動的場地佈置，都會事無鉅細地一一過問，主動
承擔。
2010年9月開始擔任校長一職，12年過去，他為這所學校帶來了許多變革與機遇，應對過各種
挑戰、難關，帶領團隊闖出一片新天地。而這一切，全憑他一股春風化雨的傲骨幹勁。
他，就是元朗商會小學的黎玉潮校長。

上帝帶領，牽起與商小的緣分
教學之路對於黎玉潮校長而言，可謂水到
渠成。1985年從香港教育學院畢業，經學校
推薦來元朗商會學校面試，偶然加入這所素不
相識的學校。由老師、主任、副校長、最後升
任校長一職，機會不斷在他的身邊出現。
談起加入商小的契機，黎校長直言這是
上帝的安排。他原本被屯門另一所小學錄取
幼年時期家庭合照（左一為黎校長）

為臨時教師，但由於人事變動，最終未能簽
約。「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必為你打開另一

扇窗。」當他一籌莫展時，收到來自元朗商會學校的面試通知，9月2日下午直接上任成為五年級班主
任。而這份教育工作，一做就是37年。

投身教育，以生命影響生命
年輕時，黎校長已立志將來從事對人的工作。他曾想加入非政府組織，到貧窮落後的地區從事
後勤類的服務工作，身體力
行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投身
教育行業與黎校長的初衷一
致，在他的眼中，老師能影
響別人的生命，幫助下一代
去開拓不一樣的人生道路。
特別是成長階段的兒童，若
能於求學時期遇上一些予以
關心支持、陪伴引導自己的
良師，對他們而言無疑是巨
大的福祉。

初為人師的黎校長，在商小校門前、教員室留下珍貴影像紀念

在眾多學科之中，黎校長最喜歡教數學。他喜歡鑽研學生學習難點背後的原因，找出讓小朋友更
容易掌握的教學方法。他認為老師應多代入學生的角色，悉心調節教學方式，只要能推動學習，可不
拘泥於形式或方法。對於教師而言，這既是挑戰，又是一種趣味。靈活的教學風格不僅能讓學生受
益，也可增加老師的智慧，從中獲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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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後的首屆畢業生，於黎校長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華麗蛻變，從沉默寡言到侃侃而談
如今在不同場合都能侃侃而談的黎校長，中小學時期收到的成績表評語卻大多是四個字——「沉默寡
言」，他認為這個評價很符合自己的性格。他推崇低調、謹慎的處事之道，秉持「腳踏實地」的信念，用心做
好每一件事。雖然黎校長個性上不太喜歡說話，但讀書時期卻非常喜歡參與辯論活動，享受腦力激蕩後將自身
想法與他人分享的過程。大學時，他曾被選中成為學生會代表，參加學校的校務會議，同院長商討事宜，而正
是這些經歷令他明白原來透過溝通與對話，可以有效地推動事情的發展。
黎校長的臉上總是掛着開朗的笑容，說話生動，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為了和學生打成一片，他不僅化身
恐龍，還穿上造型各異的卡通服飾，熱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主持早會，令校園充滿活潑生氣，讓小朋友更喜愛
上學。他認為一個充滿關愛的校園才是適宜孩子成長的地方，因此他重視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協助，盡力
栽培下一代成才，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贏得家長的口碑。

心懷感恩，倚靠信任面對挑戰與機遇
憶起在元朗商會小學工作中遇上的最大挑戰，黎校長提到了重建校舍時期的瘋狂經歷。一邊是施工地盤，
一牆之外，另一邊要展開恆常的課堂教學。如何跟進建築施工進度，如何調配教師人手，如何保證教學素
質……挑戰無處不在。但能親眼見證一所學校成功重建，他的心中充滿喜悅。「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黎校
長亦希望學生能學會感恩，好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環境。
回首往昔，黎校長十分感謝辦學團體——元朗商會的各位首長、校董會董事、歷任校監、校長的開明與
信任，令他在工作上可以盡情發揮；他亦感激能遇到一班
出色的夥伴同事，大家相處融洽，在各項學校事務上鼎力
協助；同時，元朗區家長的認可與支持、家人的理解與關
懷，都是他的動力所在。

退下火線，讓新一代發光發熱
今年8月，黎玉潮校長將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退下火
線。退休後，他將抽出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同時接受上帝
的差遣，投身教會的義務工作。黎校長看好商小的發展前
景，對接任的李德彩校長充滿信心。他直言：「李校長是
最合適的接任人，年輕且有遠見，一定能夠帶領商小繼續
發光發熱！」
最後，黎玉潮校長希望本校的教職員能夠繼續關愛
學生，為區內學子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希望家長能一如
既往信任學校，加強家校合作，為下一代締造愉快學習的
天空；希望商小學生們繼續保持純真、善良的心，善用資
源，打好學習基礎，享受校園生活。

3

「身教重於言傳」——黎玉潮校長凡事都親身履行的作風，為學生和教學團
隊都樹立了榜樣。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黎校長退休在即，依依不捨之中，無論是
學生、家長、教職工，都願送上最誠摯的祝福，衷心希望黎校長能實現退休後的
規劃，展開美好的第二豐盛人生旅程！

本人認識黎玉潮校長多年，自2019年出任商小校監後，才開始與他緊密合
作，一齊開會商討校務、招聘老師、與老師會談和商議老師的升遷等事宜，讓我
看到黎校長辦學的熱忱和堅持。在領導崗位上，他兢兢業業，甘於奉獻；在管理
學校團隊上，他知人善任，也常不吝給予老師們肯定和讚美。商小的成績日進，
有目共睹，黎校長多年來的努力，功不可抹！祝願黎校長退休生活愉快！
——戴耀華校監
BBS MH JP

黎校長——凡事以學生為優先的好校長。他忠於教育工作，忠於自己的信仰，常以聖經
的真理融入在自己的教育事業中。他對教育充滿熱誠，待人接物謙恭有禮，入職以來，從未
見過他動氣責罵教職員。他處事冷靜，心思細密。對教職員尤為關心，每當有教職員遇到困
難，他定必低調盡心幫助。他處理校務一絲不苟，考慮周詳，能未雨綢繆，有獨到的見解。
作為他的下屬，從他處事態度中，實在獲益良多。能與黎校長共事，實屬感恩。黎校長榮休
在即，期望他退休後生活倍感愉快，上主恩典常偕，開創人生階段的新一頁。
——教師代表：朱德亮副校長

玉琢成器侍商小

學成委身育化地，鞠躬盡瘁四十載。

潮浪雖滔屹勝鋼

持誠風骨弘教道，春風化雨澤桃李。

校風建樹立元朗

言行身教作典範，燃亮學子明德心。

長成佳風群山繞

精英爭逐視如土，因材施教顯關愛。

榮神益人主恩耀

臨別難捨如藕絲，師情教恩銘記心。

休劬慶賀主愛昭

——家長代表：陳英奇先生

——教師代表：馮慧凝老師

尊敬的黎校長，恭喜您榮休！我們一班小六生除了不捨得
商小外，更不捨得您這位和藹盡責的好校長。
謝謝您每天在百忙中抽時間站在校門向我們打招呼，讓我們感到温暖；
謝謝您在早會上生動的演講，教導我們發人深省的道理；謝謝您一直帶領商
小成為一所充滿愛的學校，令我們懂得愛自己和別人。
我們衷心感激您為教育不辭勞苦，您的教導我們會銘記於心。最後，祝
您退休快樂！一家人身心康泰！
——學生代表：6A鍾暻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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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彩校長 專 訪
元朗商會小學黎玉潮校長於本學年結束時將會榮
休，經辦學團體公開招聘，下學年開始，校長一職，
由本校的李德彩副校長升任。由英文科統籌主任至副
校長，李校長憑藉以往的工作經驗、對教育的滿腔熱
誠和敏銳觸覺，加上無窮的魄力，相信會為學校帶來
一番新氣象。現在，我們就看看李校長的教育理念和
對學校未來發展的期盼。

靈活運用教學策略，啟發學生潛能
李校長曾在校園廣播「商台244」分享在英語課堂中
常用的教具，令人印象深刻。她認為要小學生學好英文，
引起學生對英文的興趣是最重要的，這樣學生才能愉快學
習。所以她每次旅行都會到當地的書店和玩具店，看看會
否發現具趣味性的書籍、教材或
玩具。在課堂上靈活運用教材和
教學策略，就可以激發學生學習
英文的興趣。這個看法與她的教
育理念是配合的，她希望學生可
以在一個充滿關愛的環境中學習
和成長，只要教師在課堂上運用
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循循善誘，
定可發掘學生的潛能。

協助學生裝備自己，
迎接未來社會的挑戰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
組織（UNESCO）指出21世紀
的未來領袖需要具備創意、溝通
與協作的能力，李校長期望學校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讓學生全面發展，成為終身學習
者， 以迎接瞬息萬變的社會中
的挑戰。此外，她希望學生能建
立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最終
能成為一個具備責任感和充滿愛
心的公民。

與黎校長及本校畢業生於元朗商會
中學畢業典禮拍照留念

希望學生多閱讀

期望打造學習型的教師團隊
不論學生或教師，李校長均期望他們能在充滿愛
的環境中一起學習和成長，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彼此有充分的溝通，成員大多能在團隊中獲益。教師
在團隊中需要不斷學習，裝備自己，發展個人專業。
所以，她會鼓勵教師學習新知，交流進修所得和教學
成果，以優化教學效能。樂於分享、互相學習的工作
氛圍會令教師更有歸屬感，亦有助建立一個優秀的
「學習型團隊」。

珍視家校合作的優良傳統
李校長認為家校合作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十分重
要。她期望學校與家長加強溝通，透過面談、陽光電
話和學校活動的參與，彼此加深了解，會更明白學生
的能力、喜好和需要，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亦可巧妙
地連繫起來。她在此感謝家長義工過往的熱心參與和
無私付出，不但減輕了老師的工作負擔，亦推動了學
校的發展，更豐富了學生不同的學習經歷，讓他們擁
有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李德彩校長深情分

享

疫情肆虐，影響
着我們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規
律，亦為學習模式
帶來翻天覆地的改
變；時代巨輪
不斷前進，我們何
不努力適應、欣然
面對？我希望
疫情盡快過去，並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擁有強健的
體魄，早日回復昔
日多姿多采的校園
生活。最後，
我藉此良機，感謝
黎校長三十多年來
為元朗商會小
學作出的貢獻，黎
校長高瞻遠矚，對
學校發展有真
知灼見，對教育
改革亦有獨到見
解，在他的帶領
下，教師團隊配
合其教育理念積
極工作之
餘，亦有足夠的
自由發展空間。
此外，
黎校長一直以來
在工作上給予我
很多
寶貴的意見，他的
支持和鼓勵
讓我在教育事業
上得到
成長和啟發。我
希望能
延續他對教育的
熱誠，
繼續提供優良的全
人教
育，為學生建立理
想的
學習環境。

學校舉辦中華文化節，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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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商小深港情
美中商小深港情 ‧
‧ 異地同考
異地同考

宏偉的深圳美中學校

一場疫情，令部分跨境學生未能回港上課，本校師生們亦不時透過網
課進行學習活動。幸好，學生無論身處香港，還是內地，都可以在網上教
室相聚。不過，兩地學生要同時間參加考試，始終有一點難度。2021年11月，本校
進行了一次異地同考。如何讓跨境學生參加考試？場地是必須解決的難題。於是，我
們戰戰兢兢地向姊妹學校──深圳市美中學校的池國華校長尋求協助，希望讓本校學
生進入美中學校考試，池校長輕鬆地回應：「可以呀！」我們亦因此放下心頭大石。

尊敬的池校長︰
在這兩年多，受着疫情影響，確實妨礙
了元朗商會小學與深圳美中學校的交流活
動；幸而，兩校的合作情誼沒有因此淡化。
在池校長及美中學校同工的積極幫助下，讓
我校的「異地同考」工作得以圓滿成功！
在疫情之下，商小有部分學
生因與家人在內地同住，被迫兩
年來都只能透過網課學習。在學
生的堅持下，課堂的學習還可應
付；但是，考試卻是另一難題！

幸好，得到池校長的幫助，我校的學生
能在美中學校參與「異地同考」，完成我校
本學年第一次考試。
在此，衷心感謝美中學校同工的幫助！
期望疫情過後，兩校的合作與交流能更上一
層樓！

本校學生於美中校園留影

敬祝
工作順利！
元朗商會小學校長 黎玉潮 啟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日

前往考試場地了

李淑儀副校長

林凱盈主任

池校長說：「放心吧！白威濂副校長會全力協
助安排商小學生到美中學校考試的工作。」自此，
白副校就成為我們的好夥伴。有關異地同考，本校
沒有經驗，對於內地的防疫措施、交通安排、學生
需要出示的證明文件，白副校都為我們細心講解。
為了讓考試順利進行，我們曾透過微信、電話、視
像會議，一起討論工作細節。至於試卷處理、接送
學生、考試室別、監考流程及人手安排，白副校都
一一為我們細心打點，實在感激。在此，我衷心感
謝池校長、白副校長的無私付出，亦為一眾協助監
考的美中教師致以萬分謝意，更為一份姊妹學校的
情誼感動不已。

為了讓異地同考順利進行，考試事務組與各科
科主任商討如何調整跨境生的考試形式及考核操
作等，以達致公平及公正的考試原則。考試前一星
期，本校把考試卷及聆聽錄音資料速遞到美中學
校。考試當天，本校邀請精通普通話的教師擔任監
考員，透過視像軟件即時了解學生的考試情況及與
內地監考教師溝通，以便解決突發的問題。考試完
結後，白副校把試卷速遞回港。我們收到試卷那一
刻，心裏感到踏實，同時亦感謝美中學校給予本校
學生參加考試的機會。

4A鄭純淇家長
6A布爾茨伊莎
由於疫情封關，
居住在深圳的我
已經很久沒有回
校上課了。我感
到萬分無奈，既
想
念
學校，亦記掛着
老師和同學，每
天都盼望着通關
的 好 消 息 。 20
10 月 ， 這 一 切
21 年
都有了轉機，雖
然不是通關，但
們接到學校通知
是我
可以在深圳美中
學校參加升中考
我開心極了！這
試
。
代表着我的學習
歷程將擁有清晰
饋，意味着六年
的回
的小學生活可以
畫上一個圓滿的
號！在此，我衷
句
心感謝美中學校
給了我們這寶貴
會。美中學校不
的機
但提供了考試場
地，還特意安排
位監考老師和工
了
幾
作人員幫助我們
，他們都是那麼
友善，讓我們倍
親切
感温暖。我亦感
激母校思我所想
所需，克服種種
給
予
困難，讓我們有
參加考試的機會
「一個都不能少
。
」，學校和老師
的寶貴職責心和
生的關愛，讓暫
對
學
時不能回到校園
的我，內心充滿
和希望！
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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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為女兒的學習生活帶來重大改變。她
是跨境生，無法到香港參加面授課，線上課堂成為主
要的學習渠道，實在百般無奈。老師雖然有提供網上
評估練習，但是隔着屏幕，相信難以真實地了解學生
的學習情況。故此，本人非常感謝元朗商會小學和深
圳美中學校安排異地同考，讓女兒有機會與香港的同
學一同考試，就算分隔兩地，感覺是挺親近的。這次
考試讓女兒檢視網課的學習成果，亦讓我更了解女兒
的學習進度。

美中和商小教師
一起監考
黎校長和陳老師為考生打氣呢！

商小校園裏的多胞胎：
家校合作，發掘每一個孩子的獨特之處
俗語說：「三個女生一個墟。」在元朗商會小學的
3C班裏，就有三位亭亭玉立的姐妹花：鄧琛瀠、鄧懿
洐、鄧迦藍，再加上一個就讀1A班的妹妹鄧曉彤，不難
想像到他們家該有多熱鬧！
四姐妹的爸爸是商會小學畢業生，因此在小一選
校時，商小自然成了他們的首選。入讀小學後，可愛
伶俐的她們更成為校園裏備受矚目的一道風景線。每
個上課日的早晨，總能在學校門口見到她們在爺爺奶
奶陪同下排隊的身影。同時要照顧四個小朋友的生活
起居實屬不易，成為小學生後，她們六點就要起牀，
輪流完成梳洗、吃早餐等程序，再由爺爺奶奶一人一
手拖兩個，將她們安全送至學校。
暫停面授是許多家長最為煩惱的時期，為了讓四
個小朋友互不打擾，更專注於課堂學習，她們被安
排到家中不同的地方，獨立完成上課、拍照上傳
功課等環節。雖然無法回歸校園，但鄧家每天
都熱鬧非凡，充滿歡聲笑語。家人更為小姐
妹開放廚房，讓她們學習下廚，嘗試為家人
烹製餐點，既培養小朋友的動手能力，又促
進了親子關係！

黎校長，請問您可
以幫我買支旗，支
持女童軍總會嗎？

當我們還是BB時，辛苦爸

爸媽媽了！

作為雙職家長，要管教四個
小朋友自然會力不從心。鄧媽媽
笑言自己常向班主任求助：「老
師講一句，好過媽媽講十句！」
她亦感激幾年來小朋友都遇上具
責任心且樂意溝通的好老師，家校攜
手合作，讓小朋友們成長得更快。
「多胞胎小朋友分班好，還是同班
好？」商小現時的政策是：初小階段安排同班，讓小
朋友建立安全感，方便家校溝通；高小階段則根據學
生意願，選擇分班或同班。鄧媽媽也十分認同這一項
安排。她認為三個姐姐的個性、興趣喜好不同，隨着
年齡的增長，差異愈發明顯。升上高年級後，小朋友
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能力，對學校的熟悉度、信任感
也有所增加，若能進行分班，可讓孩子各展所長，拓
闊朋友圈。
元朗商會小學現共有9對多胞胎入讀，他們的到來
也為校園增添了許多樂趣。期待每一位商小學子都能在
這所快樂的校園裏成長為獨立、有主見的人，發揮自己
的潛能，度過愉快的童年時光！

戲，樂也融融

留在家中玩遊

放假時，親親大自然，你看我
們的收穫多豐富！

商小也有兩位老師家中育有雙胞胎子女，一齊來聽聽他們的育兒心得吧！
黃頴賢老師

Ms. Wong育有三位活潑精靈的小朋友，其中兩位姐姐更是出落
得水靈的一對雙胞胎。
平日生活相處中，Ms. Wong給予小朋友極大的自由發展空間，
讓他們從彼此身上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姐姐數理邏輯及表達能力
強，而妹妹則心思細膩、擅長文藝，正所謂「1+1＞2」，兩姐妹
運用自己的優勢合作學習，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Ms. Wong認為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
無二的，因此要因
材施教，教導他們用
謙卑的心待人對己，
發掘自己的長處並加
以栽培，才能迎接未
來的挑戰。

盧啟宇老師

盧Sir的一對龍鳳胎走到哪裏都能吸引
大家的眼球！作為新手奶爸，盧Sir感激有
家人及工人姐姐的協助，讓他兼顧工作與
家庭生活。
問及多胞胎養育過程中最大的挑戰，
盧Sir表示如何做到公平、避免子女之間進
行比較是個大難題。他的孩子年齡尚小，
但對於愛吃的食物及喜愛的玩具已有分
別，盧Sir會因應小朋
友的不同喜好、興趣
來給予鼓勵，兼顧彼
此的需求，讓小朋友
更相親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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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M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我校參與「衝上雲霄」飛行計劃進入第八年，
位於學校4樓的航天科技學習室於本學年正式啟用，
當中包括5G飛行模擬器及人工智能運動機，讓我們
來一探究竟吧！

學與教

航天科技學習室

航天科技學習
興奮！

機的滋味，看看他們多

同學們一嘗「駕駛」飛

室的小助手教
導同學如何
操作模擬飛行
器

同學們在人工智能運動機前做運動

同學們一同體驗模擬飛行的樂趣！

衝上雲霄課程
本學年舉辦了兩期衝上雲霄課程，讓同學
們學習航空的相關知識。除了涉及飛行理論，
亦增加了機場設計、航空管制員如何向航機發
出指示，空中服務員與同學們分享其日常工作
等知識，讓商小學子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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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航空管制員的任務

明白飛行原理後，同學們以紙飛機作賽，
看看誰的飛機飛得最遠

看看同學們的機場設計吧！

飛行夢工作坊

S T E M

2021年11月，林氏基金會聯同航空公司（HK
Express）為本校學生舉行「衝上雲霄
飛行夢工作
坊」。工作坊中由機師、空中服務員、工程師等專業人
員與學生分享生涯規劃及與航空相關知識，讓我們一齊
來重温當天的精彩畫面吧！

學與教

空中服務員與衝上雲霄成員分享生涯規劃

現職機師也

來分享！

師在他們
同學們邀請機
留念
簽
的物品上 名

同學們積極參與空中服務員的角色扮演

校長頒發紀念狀予航空公司(HK Express)代表，感謝他們與商小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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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M
「童 ‧ 築夢」建橋工作坊
本年度，五年級同學透過「童．築夢」建橋工
作坊，親身參與橋樑的設計和建造。
學與教

在活動過程中，同學們認識橋的基本結構，
了解橋的不同種類，並從 S （ 科 學 ） 、 T （ 科
技 ） 、 E（工程）、M（數學）四個方面解剖橋的
奧秘，樂趣無窮！

大家專心地聆聽講解

神
精
作
合
發揮
揮合作
同學們 發
討如
一起商
，
神
精
量最
出承重
作
製
何
高的橋。

進行測試
在橋上掛上一
個籃
子，再把不同
重量的砝
碼放進籃子中
，看看哪
組同學設計的
橋能承受
最大的重量。

進行測試

夢想之橋

自
在牌子上寫上
掛在橋
己的夢想，
「夢想
上，成為一道
各位同
之橋」，希望
學夢想成真！

「夢想之橋」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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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M
夢工場．車的世界
六年級同學於2021年12月到亞洲國際博覧館參觀「香
港國際汽車博覽2021」。除了欣賞到不同的汽車款式外，
亦透過工作坊發揮創意，培養了同學們的探究技巧、運用跨
學科知識和技能及創意思維等能力。
學與教

現場有各式各樣的汽車款式！

參觀「香港國際汽車博覽 2021」

同學們認真地聽職員介紹不同汽車的特色！

參與 STEM 工作坊

我們來個大合照！

當天同學們動手製作與
STEM相關主題的作品，包括
汽車燈牌、撞擊碰碰車、交通
燈、DIY越野車等。看看大家手
執工具，不怕失敗，多麼認真
地製作成品呢！

汽車燈牌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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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跟着導師的講解，完成任務

不怕困難，嘗試自行完成

特 別

活 動 日

潛能無限
學與教

繽 紛日
疫情下未能舉行旅行日，學校為免學生
因取消旅行而感失望，特將11月26日改為
「潛能無限繽紛日」，透過在校內舉行各項
多姿多彩的活動，從中啟發學生潛能，讓學
生享受一個不一樣的上課天。當天活動節目
包括攤位遊戲、才藝表演及桌上遊戲等，令
商小學子從遊戲中學習，感受校園生活的歡
樂氣氛，盡顯潛能，滿載而歸！

得多投入啊！

學校準備了多個攤位遊戲，看同學玩

才藝表演的節目包括手語
歌表演、朗誦表演等，還
有老師們合奏樂器。節目
多精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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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的一天怎少得桌上遊戲呢！和同學動動腦筋､動動手，一較高下!

聖 誕 慶 祝 會，

讓快樂遍佈 校園

特 別

疫情下能舉行實體聖誕慶祝會是一件值得
感恩的事。同學們懷着興奮的心情，享受老
師為他們預備的豐富節目，雖然沒有「大食
會」，但各人都感到十分開心，抽到禮物的同
學更是喜上眉梢呢！

活 動 日
學與教

一、二年級慶祝聖誕

三、四年級慶祝聖誕

聖誕慶祝會之魔術表演

五、六年級慶祝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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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E n g li sh A ct iv it ies
學與教

In order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authentic and fu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our school has
organised an array of English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Our students had
great fun and were provided with great
opportunities to utilize the English
they learnt in class.

Our principal, Mr Lai, dressed up as a dinosaur and
welcomed our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Students were lining up patiently to talk
to our English teachers

Dressing-up Day
We organised an English Day on the
Community Chest Dress Casual Day. That
day,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put on
their funny costumes and had great fun
around the school. Students spoke English
around the campus at recess time and they
also got plenty of candies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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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how beautifully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dressed up on the day!

English Musical Theatre

學 與

教

Learning through PLAY
To develop our students’ artistic potential and
to boost their English-speaking proficiency, we
have been organising an English Musical Theatre
with Cue Drama for three years. Each year, we
have more than 3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me, which was instructed by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drama coaches. Besides acting,
students have been learning how to sing and
dance on stage. The performance last year was
a great success. It ran smoothly and students
performed confidently in front of their parents
and fellows.

學與教

Stuck in the hall, up on the wall, we are the works of art …

This year, our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andemic, the performance was moved online.
Despite the difficulty of performing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they made it work by practising extra
hard. They tried to interact with other actors using
exaggerated gestures, facial expressions and the props
they made from scratch.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has
demonstrated nothing short of an amazing outcome!

“Over? I thought
it’s just starting!”

“This next song is a
song I wrote about an
outlaw who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quick draws in the
wild west!”
“You must take an
oath of secrecy!”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4B Lo Lok Hei Kayden
4B Lee Yat Kiu
4B Ng Ho Chit
4B Tsang Yat Ching Kris
5A Ho Yan Yee Ivana
5B Leung Kwan Fai Michael
6A Choi Hoi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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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中文

科
帶學生走入
文言文的世界

教
學與教

本年度，中文科參加了「賽馬會『戲說文言』品德
教育計劃」，計劃分為戲劇演出及學生示範課兩部分，
教導六年級同學視覺化的閱讀技巧，提升同學們閱讀文
言文的能力，並讓他們細味文言篇章內的中華美德。
計劃活動一：「戲說文言」戲劇演出
本校六年級同學於十二月三日的中文課跳出教室，
齊集禮堂欣賞《廉頗藺相如列傳》。演員們的演繹生
動，時而飾演說書人，從第三者的角度敍述故事；時而
跳進故事角色，以第一身的感受去經歷事件，同學們都
看得津津有味，他們從文本閱讀轉化成視覺化閱讀，打
破了對學習文言篇章的陌生感。

演員生動地演繹文言篇章的內容

計劃活動二：「如何視覺化地理解文言文」學生示範課
為了深化同學們視覺化閱讀技巧，中文科邀請了
導師於二月三日進行網上示範課。導師透過《晏子使
楚》文言篇章應用戲劇教學技巧（配合表情、聲線和動
作），提示同學們運用「視覺化」策略理解文意。同學
們即場運用所學的技巧，一邊做動作，一邊猜測文意，
更易掌握篇章內容。

演員飾演説書人，解說故事的來龍去脈

這次計劃的活動不但給予了學生們一把鑰匙，開啟
文言世界的大門，還帶領他們穿越時空，與古人對話，進
而認識文言篇章蘊含的品德情意，讓學生們獲益良多。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欣賞戲劇

中文科於五月邀請了劇團
到校為小二、小三同學演出
音樂劇《語文特攻隊
毛筆
奇俠》。劇中的毛筆奇俠教導
同學們寫作招式：多觀察、多
聆聽、多想象、多思考和多閱
讀，開啟同學的寫作之門。同
學們欣賞演出後，會進行寫作
延伸活動，把所學的寫作招式
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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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學生融入生活，
提取寫作靈感

同學在台上用句子組織故事內容

毛筆奇俠傳授寫作招式

劇員指導學生創作故事

學 與

數 學 科 專題研習，

讓孩子從玩中學習！
為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促進學生把知
識 、技能、態 度 和價值觀結合起 來 ，本校
為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安排數學專題研習，
因應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挑選合適的
內容，配合課堂的教學，讓學生綜合STEM
知識及技能。學生透過研習活動，建構知
識，啟發思維。學生在研習中亦發揮創造
力，培養合作的精神。
本年度，三年級學生還進行了「滾
球挑戰」活動，通過活動，學生可加強
「角」和「秒」的認識，比較角的大小及
正確地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學生需運用
有限資源，設計一條讓乒乓球滾動時間最
長的軌道。學生運用已有知識，與組員一
起觀察物件運動的規律和現象，一起解決
問題，發揮創意思維，培養解難能力。

教
學與教

數學科「滾球挑戰」作品完成了！

與組員討論，提出意見改良作品
調整軌道的角度，讓乒乓
球停留的時間更長

常識科

校本支援計劃，
讓教學變得更專業！
四年級常識科老師與教育局
的專員進行恆常的共同備課
教育局的專員為校內
教師進行實驗示範

內地教師與本校老師進行學術交流

本年度常識科四年級參加了「校本支援計
劃」，每兩週與教育局的專員就教學作出討
論。過程中，專員就各教學部分提供寶貴的建
議，不但介紹了不同的教學配套，還分享他校
的現況供本校參考，豐富了我們的教學內容。
此外，專員亦在本校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又
邀請了內地經驗豐富的教師與我們進行學術交
流，令全體常識科老師獲益良多。

本校老師正專注研究工作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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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體育

學與教

科

」
城
全
歷
動
「
會

我的組大獲全勝！

賽馬

運動日
興
新
—
—
劃
戰處
創意體育計
最為艱難，挑

算是
中，體育科可
之
目
體能
科
芸
芸
課，
一方面要顧及
另
，
施
措
在疫情期間上
防
生戴
到對疫症的預
況，尤其是學
一方面要考慮
狀
，
體
時
身
課
的
上
生
。
處
時無刻關注學
挑戰。
體育老師要無
，
度
強
生有興趣、有
的
學
動
令
活
夠
能
否
動是
。重要的是活
各方面的要
上口罩的情況
的運動才滿足
樣
怎
計
設
，
下
「新興運動
此種種的因素
體育計劃
意
體育科老師在
創
」
城
全
「動歷
，學校舉
量下，賽馬會
年 度1 2 月 1 4 日
本
在
是
於
求呢？苦苦思
。
件的運動
竟然有符合條
多新興運動！
日」中的活動
識並體驗了許
認
們
學
同
的
日，讓全校
辦了新興運動

在導師的指導下，學生戰戰兢兢地推出地壺

也可以玩呢！

一年級小朋友

地壺真有趣，

球」

攤位「旋風

全力以赴，「戰繩

」難我唔到！

導師：小心運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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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與手互相配

看鏢！我的鏢百發百中！

合

體育

最幸 福的 事
是 能在 運動 場上 賽跑

學 與

科

受疫情影響，元朗區學界田徑賽事已連續兩年被迫取消，
而其他大大小小的田徑賽事亦未能如期舉行。田徑隊的健兒每
次訓練時，總帶着期待的心情，等着久違了的田徑比賽。
望穿秋水，久違了的學界田徑比賽定於2021年11月中復
辦，同學知道後都雀躍不已。但礙於防疫規則下，學生未能於
下午進行練習，所以大家只能於小息時和放學後練習。哪怕只
是小息的短短10分鐘，參加鉛球和壘球賽事的同學也不想錯過
練習的機會，而跳遠和跳高同學亦把握放學後的30分鐘，磨練
自己的技術。

教

元朗區學界田徑賽個人獎項：
女子甲組 鉛球

冠軍

6D 潘

女子乙組 200米

冠軍

5A 温逸心

女子乙組 壘球

冠軍

5D 梁靖瑜

男子丙組 跳遠

冠軍

4B 鍾弘毅

女子丙組 100米

亞軍

4D 紀心悅

女子丙組 跳遠

亞軍

4C 周韵晞

男子乙組 壘球

季軍

5D 薛亦楠

女子丙組 60米

季軍

4D 葉

男子乙組 100米

殿軍

5B 何沛灝

男子甲組 跳遠

優異

6D 薛亦朗

學與教

柔

橦

在同學們的堅持和努力下，最終在元朗區學界田徑賽事
取得佳績。在50間學校中，我校於女子丙組取得團體冠
軍，男子丙組和女子乙組取得團體亞軍，而男子乙組亦
獲得團體優異，成績令人鼓舞。

同學們練習情況：

同學專心致志練習

同學艱苦練習後汗如雨

下

On your mark! Set! GO!

辛勤的耕耘後，總有豐碩的成果

田徑隊運動員接受校長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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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普通話科一至三年級沿用紙本教材，四至六年
級學生使用iPad電子教材。為了優化電子學習，激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潛能，普通話科教師積極推行
電子教學，將拼音知識的電子資源發放到Google
Classroom，供學生課後進行自學，以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及自學能力。
學與教

為了配合今年的學校主題「動手．動腦．動
心．潛能無限」，普通話科舉辦了「賀年歌曲唱唱
唱」和「繞口令大比拼」兩項活動。全校共有112
位同學積極參加，其中6A、6B、6C和4B的同學更
是踴躍報名。我們盼望學生們能夠藉着多元的活
動，更多展現自己的才華，建立說普通話的自信
心。以下是這次普通話科活動中表現優異的名單，
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些多才多藝的同學吧！

普 通話科

激發學生潛能
藝
才
秀
優
現
展
一至三年級
1A 陳思齊 2C 周
1A 黃垵錡

四至六年級
童

4B 王博然 5A 梁穎沂
6A 黃頌恩
張馨月
羅曉嵐

3B 胡心硏
4C 鄭心悦 5B 庄子茵 6B 姜凱晴
林芷瑤

1C 林彥晉 3D 張甄桐 4D 胡仕瑜

5D 胡思研
6C 黃寶琳
謝俊炎

視藝科

參與不同藝術計劃活動
培養美感觸覺

本年度「視藝之星」的同學挑戰不同創作媒介，發揮創意，
從創作中獲得愉悅、享受和滿足。學校利用網課讓同學們參加不
同的藝術計劃，如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藝趣在家
用畫筆
繋
連 你我他」，以羽毛作為創作靈感，加上中、英文手繪美術字
（Lettering Art），從創作中發掘自己獨特的優點，學習欣賞自己
的價值，再將正能量傳遞給他人，同學們的作品將會拼湊成多對
顏色斑斕的巨型翅膀作公開展出﹗同學們亦參加了天水圍元朗區
公園節「爾後之庭」「笑笑小面孔」木板繩結創作活動，利用木
板和棉繩，創作出一個個有趣的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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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看到笑臉的觀眾，
也能感受到快樂！

同學們的手繪美術字

我們的作品變成了翅膀的一部份，感覺可以飛起來！

學 與

教
學與教

音樂科

轉型小組合唱團，
珍惜每一次表演機會

合唱訓練能讓學生們學習彼此聆聽、培養默契、建立團隊精神以及培養欣賞音樂的能力。由於疫
情關係，今年本校的合唱團人數從60人縮減到30人。雖然人數縮減了，但學校仍希望利用小組訓練的
模式，讓一班喜愛唱歌的學生們在疫情下有表演的機會。
本校的小組合唱團曾多次參加校內演出，均得到一致好評。在十一月舉辦的「潛能無限繽紛日」
中，合唱團在才藝表演環節演出了兩首歌曲，分別是「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和「奇異恩典」，希
望透過這兩首歌曲，與同學們分享從神而來的愛和恩典。
由於訓練的時間有限，所以隊員們在過程中也遇到很大挑
戰。合唱講究整體音色的協調和統一，還有指揮與隊員之
間的默契，這些都需要時間慢慢培養和練習。在隊員們的
努力下，終於能順利完成這次的演出。
此外，小組合唱團也在十二月舉辦的「聖誕慶祝會」
中，演出了幾首聖誕歌曲，為學校添加聖誕氣氛。在這次
的演出中，6A班陳傲川同學還擔任了指揮的角色。雖然疫
情嚴峻，但無阻一班熱愛唱歌的同學參加練習。希望疫情
過後，能夠讓更多同學有機會參與合唱團，共同分享合唱
的喜悅。
同學們練習的情況

成立 初級 組手 鐘隊
完善 手鐘 隊的 發展
初級組手鐘隊隊員
多專心練習呢！

隊員年紀小小，可是也能很
快掌握手鐘演奏的基本技巧

本校成立手鐘隊的目的除了提供學生在恆常音樂課
堂以外學習音樂、參與樂器演奏的機會外，還讓學生能
從中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和與人相處的正確態度。手鐘隊
已成立了一段時間，隊員主要是小五、小六的學生，曾
多次參與校外比賽、校內演出，也獲得各方的好評。為
了令本校的手鐘隊可以得到更有系統、更完善的發展，
校方於本學年正式成立「初級組手鐘隊」，招收小三、
小四的學生成為隊員，一方面提早讓學生接觸手鐘悅耳
的音樂、體驗演奏手鐘和手鐘合奏的技巧，另一方面建
立手鐘隊的梯隊，讓學生在參與高級組手鐘隊訓練時獲
得更穩固的基礎，能演奏更多美妙悠揚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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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玩創童話」
戲劇實踐計劃

上學年，我校參與由康文署與中英劇團合辦之
「學校演藝實踐計劃
『玩創童話』戲劇實踐計
劃」，劇目為《如果木偶鼻子不再長》。
學與教

「小仙女」們穿上飄逸的裙
子，真的「仙氣」十足呢！

我們選取家傳戶䁱的故事《木偶奇遇記》
Pinocchio作為文本，學生透過「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在導師的帶領下，一同探究角色的性
格、習慣、價值觀，再共同創作劇本。
元朗商會小學的「小木偶」雖然淘氣又貪玩，
但卻十分孝順。小木偶在經歷多次苦難後，終於改過
自身，並成為一個愛讀書、懂禮貌、孝敬長輩的小孩
子。同學們，你從小木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嗎？

看這兩位「美少女」
的戲服多有型啊！

劇中的一班好朋友組成「吐苦
水大聯盟」，就管教孩子的問
題大吐苦水，情節十分有趣！

節奏組的同學們經過一輪艱苦的排練，變得
相當有默契，連拍照的姿勢也特別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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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表演終於完滿結束了，同學們和導師依依不捨地
拍大合照留念

藝 術
學與教

舞蹈組

線上線下勤奮練習，
彰顯舞蹈精彩！
疫情下，不少課外活動被迫停止，或改
以網上學習。舞蹈組為了「停學不停跳」，
也嘗試以網上及實體面授的「混合學習」進
行活動，並配以「翻轉教室」的模式，把練
習的影片上傳google classroom，讓同學們可
隨時重温舞蹈片段。經過一年的努力，大家
最終完成了本年參賽的舞蹈
水墨書韻，
並在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21中獲得金獎的
佳績，成績令人鼓舞。希望同學們將來面對
任何逆境，都能積極面對，迎難而上。
請大家細心欣賞舞蹈組的精彩演出！你
能找到你的同班同學嗎？

看！排個隊都是
「愛你」的形狀！

手語歌隊

用歌曲傳遞愛與温暖
大家好！我們是手語歌校隊的小隊員，很高
興能在校刊上和大家見面！雖然反反復復的疫情
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也把每個人都變成了
神秘的「蒙面俠」，卻不能攔阻我們對手語歌的熱情
和對聾人社群的關愛。上年度，手語歌隊參加了第
七屆「香港小學校際手語歌比賽」，我校隊員獲得
金獎和最佳服飾獎。本年度，在第7屆「搭上搭．
中港澳台．傳愛．手語歌演繹比賽」中，喜得冠軍和網上
人氣大獎。我們盼望每一年都能學習
一首新歌，用手語歌來傳遞愛心和温
情，繼續為和諧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謝謝親愛的葉老師，
一路陪伴我們！

歡迎掃描二維碼，
即刻觀賞表演。

拿到獎杯時，臉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

23

小農夫計劃
元朗商會小學也有小農夫啦！本
校舉行有機種植活動，讓學生體驗農
耕，明白食物得來不易，學習感恩，培
養珍惜食物及愛護資源的態度，提升學
生正面的價值觀。
本學年，四至六年級小園丁參加
了由元朗農墟和香港農業教育基金會
合辦之小農夫計劃，種植草莓！
首次在學校種植草莓，學生們都
非常雀躍，悉心照料草莓苗，期
待它能長出又香又甜的草莓！

有收成了！草莓又紅又甜！
小園丁參加培訓活動，學習照顧草莓

快把草莓收割，免得被雀鳥吃掉呢！

高年級同學收割莧菜

除了種植草莓，本校五樓天台設有「小
園丁種植場」。小園丁播下種子，在小息
時到種植場澆水、拔除雜草及施肥。在學
校假期，幸好有工友叔叔和姨姨協助照料，小園丁們
都十分期待收成的一天！經過了一個多月，終於可以收割生
菜、白菜和莧菜了！大家都非常興奮，共同分享種植成果。

「思 + 達人」尖子培訓計劃
本年度開設電視台直播間，讓「思+達人」的學生化身主播，以「情
緒」為主線， 向全校師生介紹不同的情緒及應對方法。透過屏幕的互動，
鼓勵大家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學會關心身邊人。
手拿麥克風，架勢十足，我們
也是專業的小主播呢！

情緒無分好與壞，記得同信任
的朋友分享你的心情呀！

同時，學校為「思+達人」的學生精心設計一系列以「領袖培訓」為
主題的網上課程，拓闊尖子學生的視野與思維，激發創意及想像力。九月
初，學校更從「思+達人」團隊中選出15位尖子學生，成為本年度的問答
隊隊員。透過恆常訓練，提高他們對時事的
觸覺、思維、團隊精神及問答技巧。疫情期間
雖然停止訓練，但老師於Teams上繼續發放額
外學習材料，並鼓勵學生自行參加網上問答比
賽，增廣見識。
代表商小參加問答比賽，我們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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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問答隊成員新鮮出爐，來張大合影吧

如火如荼的恆常訓練

疫情下，閱讀有方法！

閱 讀

疫情下，我們把握在學校上課的時間，積極為同學們
提供多元化的實體閱讀資源、讓同學分享閱讀的樂趣！本
學年，我們除了定時為學校中央圖書採購圖書，還更新了
中、英文課室圖書，讓同學能有更多機會閱讀優良讀物！

學與教

另外，我們在本學年亦新增了中、英文閱讀策略課。
在老師的指導下，讓同學掌握與閱讀認知過程有關的知
識，從而提高閱讀效能。在中文閱讀策略課堂裏，老師針
對性教導學生不同的閱讀策略，例如：自我提問、六帽
子、歸納段意等，讓學生在課堂實踐和熟習各種閱讀技
巧，並推展至應用在日常的學習或閱讀上，提升學習的成
效。在推廣閱讀方面，我們利用網上早會時間，進行「圖
書推介」活動，由老師訓練同學在早會中推介圖書。
此外， 學校繼續參加香港教育城的「e悅讀學校計
劃」，讓同學能夠在家閱讀電子圖書。我們還積極利用網
上閱讀分享平台，與同學分享不同的閱讀主題以及各種網
上電子資源。

推 廣

老師進行中、英文閱讀課，
同學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學生借閱
班主任定期為
圖書
英
課室中、 文

老師利用Google Classroom建設網上閱讀
平台，與學生分享各種電子閱讀資源

網上早會的圖書推介，
同學們在課室專心收看

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Reading Strategies

圖書館管理員預備在早會中宣傳圖書館的
萬聖節閱讀活動

Chunky Monkey and Compound Words

Sometimes reading can be quite hard, especially with long words. In this lesson,
students are learning one reading strategy called ‘Chunky Monkey’ to make reading
easy by sorting out the compound words in a Chunky Monkey interactive game.

A Bad Case of Stripes

Have you ever been so sick that your skin turned all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 Have you broken out into polkadots or super stripes before? During our reading time
we followed Camilla on her journey of being content
with herself while avoiding a nasty case of the stripes.
We even used Nearpod to share our drawings of what
we would look like if we got sick like Camilla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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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服

團 隊

交通安全隊
學與教

攜手推廣交安訊息
本年度的交通安全隊參與了獎券籌款活
動，透過活動讓學生推動交通安全公益運
動，學習關愛社會，共同將交通安全訊息推
廣予全港市民。同時，在疫情下，本隊善用
實體集會時間，教導學生認識交通標誌，並
透過考試，讓隊員完成道路語言專章訓練。
提醒學生時刻提高警覺，從而減少交通意外
的發生。

教導學生認識交通標誌
隊員踴躍回答，投入專章訓練

少年警訊

學生積極參與獎券籌款活動

隊員參與升旗訓練，專心投入

泡泡足球初體驗

本學年，少年警訊參加了元朗分區舉辦的「泡泡足球」活動。泡
泡足球是一種新興的體育運動，在活動時，玩家身體被包裹在一個類
似太空球的氣泡內，穿着護具，進行特殊規則的足球。通過此活動，
少年警訊的同學們有機會體驗新事物，接受新挑戰，並從中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學習遇到困難不放棄，與同伴並肩同行的精神。
重整好，再向前出發呀﹗

大家蓄勢待發，準備好，向着對方的龍門進攻！

哨子聲一響，兩隊球員立刻連翻帶滾地橫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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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始了，大家專心聆聽教練的指導

大家玩得真開心，來一張大合照！

校園小義工

制 服

整裝待發，服務精神存心中
本年度的「校園小義工」在疫情下減少了面對面的
實體集會，增加了網上集會的次數。各位小義工把握網
上集會的時間，在老師的帶領下，一同探討義工服務的
本質，從各方面研究和討論義工服務的類型、做義工的
意義、經歷以及一些注意事項等。

團 隊
學與教

同學在網上集會期間畫下自己過去的義工服務情景：

4C關楚欣同學畫

6A黃皓塱同學畫

（5A羅曉嵐同學畫）同學
畫出上學年末，小義工團隊
製作影片給長者時的情況

2021年6月，小義工團隊製作影片，再聯同家長教師會一同製作禮物包，
最後派代表送到老人中心

校園小記者

玩轉航拍無人機，
多角度探索商小校園

老師悉心指導我們如何連接操控無人機

本年度「校園小記者」團隊帶同學們認識無人機，讓小記者們嘗
試操控無人機，啟發思考和創造力，在空中留下倩影。同學們學習透
過人手及編程操控無人機來完成指定的任務，發展解難思維，培養學
習科技的興趣，從多角度來探索校園。

全組隊員齊上陣，安全護送無人飛機到達指定地點

前方的指揮員揮動手臂，想讓
無人飛機乖乖聽話

操控飛機也可
以很優雅呢！

27

制 服

團 隊
基督少年軍：
多元化活動 學習基督的品格
學與教

本校基督少年軍因受疫情的影響，日常集隊繼續以
實體和網上模式交替進行。導師把握每次見面的機會，
透過唱詩、信息分享、遊戲、步操等多元化活動，引導
隊員以基督的品格為模範，培養服從、虔誠、紀律及自
愛等生命質素。感恩在疫情下立願禮仍能以實體方式順
利舉行，給予導師及隊員一個反思和立願的機會，在眾
人面前表示願意在分隊中盡上自己的本份及責任。

隊員們專注地聆聽隊牧盧少華牧師的分享

基督少年軍第276分隊第13屆立願禮大合照
我們在一起玩集體遊戲

公益少年團：
動手，動腦，
齊心製作科學套裝
學員製作科學套裝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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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主要是以參與公益活動為
主，例如探訪老人院、花卉義賣及舊衣物
回收等等。疫情下，礙於社交距離，活動
都不能舉行。所以老師讓學員在集會中進
行STEAM活動，自己動手製作科學套裝，
培養學員的自學能力、觀察力、專注力及
手眼協調能力。而活動以高年級學員為主
導，由高年級學員協助低年級學員完成科
學套裝，除了可以訓練高年級學員的領導
能力，也可以培養學員的歸屬感。

學員的製成品

制 服

賣旗活動開始前，老師與學生一起大合照。

團 隊
學與教

小女童軍：
疫情下的親子賣旗體驗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小女童軍總會舉辦的全港
賣旗日，透過賣旗活動，讓學生踏出學校，體驗社
會服務形式，參與公益活動關愛社會，實踐「日行
一善」的承諾。在活動中，小女童軍在家長的陪同
下一起賣旗，藉此加強親子溝通，建立良好的親子
關係。在疫情下，小女童軍能發揮互助互愛的的精
神，參與是次有意義的活動，實在難得！

這個市民主動來找小女童軍買旗，
真的善心滿載！

看！小女童軍全家總動員出撃
去賣旗，發揮團結精神

學生和家人一起體驗賣旗
之樂，多温馨呢！

幼童軍：
通過故事學習社會模式，
培養堅強的精神品質
學生和家人一起去賣旗，
多開心啊！

在疫情下，幼童軍團隊都要靈活變通，改於網上
舉行活動、講座及訓練班，維繫成員間的情誼，協助
成員在家中接受訓練，考取專科徽章等。今年的集會
課堂亦增加學習《森林故事（The Jungle Book）》，
通過故事來教導幼童軍在團體生活中學習人與人相
處、勇敢、機智、不怕困難、能面對挑戰的精神。

學生成功向途人賣旗，真賣力啊！
幼童軍的訓練內
容和活動與《森
林故事（The
Jungle Book）》
密不可分，學生
通過故事來學習
社會模式，印象
更深刻！

了歡聲笑語！

幼童軍集會的課堂總是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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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商小校園又有新成員加入，5位新老師加入
我們的行列，讓我們一起來認識他們吧！

動 向
G’day!

I’m Mr Joel. I was originally born in New Zealand and moved to Kunming, China where I grew
up, studied, and graduated from an American-styled school. After finishing my BA in English
from Otago University, I couldn’t wait to teach in Hong Kong.

學與教

Mr Joel

I’m a believer in being a positive influence in each of my students’ lives – fully supporting
those from all cultures, beliefs, and values as they take part in the exhilarating life-long journey
of learning. I love having fun in class and seeing how each of my students learn and grow at
YLMAPS!

Hello! My name is Ms Chantelle. It’s great to meet all of you at YLMAPS.
I grew up in Seattle in Washington, USA. It is a beautiful emerald city with lots of greenery
everywhere though it rains almost 300 days annually.
Students at this school are all very cheerful, polite and full of positivity. Children learn best
when they develop interests and confidence in each subject. Therefore, in my English lessons,
we are going to have lots of fu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I am very excited to see
and experience their growth.

Ms Chantelle

大家好！我是葉想玲老師，主要任教中文及普通話科。我的興趣廣泛，
閱讀、慢跑、遠足、旅遊等都是我的愛好。我是一個認真、負責任的人，與
人相處融洽。「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人生路漫漫，世界每
天不停地變化着，我希望以後可以與同學互相學習，追求真理，共同進步！

重
事 重

葉想玲老師

大家好！我是蕭曉欣老師，主要任教高小級音樂科。
我最喜歡的歌手：Jason Mrax, Ed Sheeran, Rubberband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The Simpsons，三眼仔
我最喜歡的食物：壽司，牛油果
感恩能成為元朗商會小學的一
份子！商小同學們給我的印象是個
個都活潑善良，主動又有創意。我
很享受與你們上音樂課及練習合唱
的時光，期望你們也能享受學習音
樂，不單建立信心，而且能找到音
樂的樂趣和美善！

蕭曉欣老師

梁倩盈老師新婚

各位好！我是羅凱靖老師，很高興可以加入
元朗商會小學的大家庭。
相信大家都經常在學校不同地方看到我的蹤
影！別以為任教數學的我很文靜，其實我很喜愛
運動，是個很好動的人。我最喜歡玩欖球，因為
它十分刺激！

羅凱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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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運動外，我更喜愛怪獸公司的毛毛，因
為它雖然外表令你畏懼，但內心卻很善良！哈
哈！

翁瀚洋老師、
葉嘉欣老師新婚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主

家長 教 師 會

席：廖偉文先生

副 主 席：杜偉麟先生、 鄧曉君女士
總務主任：關鈺沂女士
財務主任：梁天虹老師
秘

書：歐云霞老師

家長委員：梁藹翹女士、彭緻敏女士、李柏灝先生、陳英奇先生、
曾彩玉女士、蔡嘉兒女士、余曉星女士、陳麗娜女士
教師委員：黎玉潮校長、歐陽定宜老師、鄭家寶老師

本年度家教會舉辦的各項精彩的活動：
《尋趣中華文化間》

中秋節花燈設計作

品展和cosplay照

片展
國慶節中華知識問

答比賽

家長義工培訓

手工藝技巧分享
《奪冠》電影放映會

化妝梳頭技巧培訓

家長義工服務

非華語親子美食製作班

「一人一花」計畫

疫苗注射

有機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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