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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1月底開始，新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反覆。經過了
「摸石過河」的半年，本年度，學校因應校本情況分階段推展了
新常態學習模式。為有效推行網上學習，學校本着保持學生良好
的學習態度和動機、讓學生能在家中進行有效益的學習活動並適
時給予學生回饋及支援三大原則下，因應不同年級的需要，制定
了不同的混合教學模式。

  學生除了需要按時到「元喜自學教室」觀看各科教學短片
外，學校期望透過適時上載家課至Google Classroom，讓老師
給予學生適切的回饋，並配合網上實時課堂跟進學生學習進度，
達至有效、持續地指導學生自主而有效的學習。疫情期間，本校
教職員均積極裝備、持續參與專業培訓，迎向資訊科技教學。在
新學年，各類型的拔尖課、課後輔導課、聯課活動、早禱及成長
課等，亦循序漸進地透過網上實時課堂進行教學。

  長時間的抗疫和停課，學生和家長均面對不同的壓力
和挑戰，感謝家長們的體諒與支持，學校充分體現家校合
作的精神，讓孩子在疫情下的新常態學習得以順利開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除了軟件外，
老師們都預備了不同的硬件設備

開學初第一次的線上班主任課，
同學們終於能相見

各科教學影片

本期焦點

「元喜自學教室」網上學習平台

疫情下的新常態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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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親愛的家長：
  開學至今已經三個月了，由開學時「在家學習」模式到各級全面恢復面授課堂，學生
已漸漸重回學習正軌。
  回顧這段日子，我只能說，陳元喜經歷數不盡的恩典。學校有一群盡責及有愛心
的老師，由拍片、網課以至面授課堂，都為學生學習付上無盡心機，設計有效益的課
堂活動，同時亦關顧學生成長發展；學校有一群熱愛學習的學生，不論網課還是在校
上課，都投入認真，盡力做好應有本分；學校有一班熱心支持學校的家長，百份百投
入，義無反顧，願意為元喜小孩擺上時間、心力，為學生成長付出一切。
  本年度，不論是學生、老師，以至家長都面對着學習上的轉變，在這個教學新常態
下，我們面前充滿着挑戰。在新常態下，學生面對着上午在校面授學習，下午在家進行網
上的拔尖、補底及各項增潤學習。於課餘，大部份學生只可進行個別性聯課活動，而群體性
聯課活動則因安全原因未能進行，這種種轉變，都需要各持分者有靈活的變通及適應力。
  正所謂「有危便有機」，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雖然我們會有不安的心情，未有足夠信心應付新常態的學習，但我
們亦可視之為機會，利用這個現況，盡力發揮子女的潛能和自學能力。在過去，學校已透過校本課程建立學生有一定的自
學能力。然而，「在家學習」所要求的自學能力比以往的要求更高了些，所要求的主動和自覺性更加高。正因如此，家校
合作更顯得重要，學校着意培養多種自學能力，如摘錄筆記、搜集資料、電子學習技巧等；家長則可協助提升子女的主動
和自覺性，例如配合superkid獎勵計劃，在家鼓勵及支援子女學習，多陪伴，正面鼓勵和欣賞「在家學習」時做得好的地
方等。
  我了解要一時之間提升小朋友的自覺性並非容易，但我們要學懂包容，明白孩子有各自成長的時間線。新常態下的
「面授學習」及「在家學習」是全港所有家長、學童和老師都要面對的挑戰。儘管不能一蹴而就，我們亦要讓孩子習慣新
的轉變，並在旁循循善誘，忍耐並勸勉孩子努力，面對學習上的挑戰。就讓我們攜手引導元喜小孩成長，讓他們能在本年
度更上一層樓。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
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7）
  祝喜樂平安！恩典滿滿！

吳澤來校長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為着網課的預備，老師們都積極籌備

疫情持續，老師們為著網上教學一直努力裝備

透過Zoom課，老師正向學生展示科學實驗結果

縱然相隔著網路，仍無阻
老師為學生慶祝生日的心

本期焦點

感謝家長每周不辭勞苦到校為學生遞交家課

2



老師們精神抖擻出席開學禮 吳校長勉勵同學努力學習 面對新挑戰

玩遊戲 學專注

看我們寫手冊多認真！

與家長真情對話

校長於課室內跟同學玩小遊戲吳校長與家長交流分享

排好隊 逛校園

校園放大鏡
不一樣的開學禮

小一適應課程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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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啦啦隊，為同學打氣

努力成為豐盛小車神

舞動校園 大展舞技

同 學 們 首 次 參 與
便服日，表現雀躍

同學們積極為新校舍籌款

吳校長與一班小善長拍照留念

同學專心欣賞劇團演出 直播演出加入互動元素，十分精彩

校園放大鏡
運動競技日

《復活者聯盟》生命教育劇場

元喜小善長便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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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來自有方」情緒教育活動

小一專注力訓練

社工與你鬆一鬆

網上合班成長課

Write about interesting animals

Look at my story mountain!

Writing is really fun!I am a great writer!

署理主席張慧媚女士作會務報告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就任

校園放大鏡

英語活動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學生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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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樓層設置了新的儲物櫃搓手液機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2018-2020)

2020-2021年度小一新生來源

校園新設備

獲派中學 合計
英華書院 1

聖保羅書院 1
聖言中學 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3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10

沙田培英中學 8
沙田崇真中學 6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4
沙田蘇浙中學 5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10

聖羅撒書院 1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3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4
德信中學 3
體藝中學 1

林大輝中學 2
基督教崇真中學 2

匯基書院（九龍東） 1
香島中學 1

派獲全以英語為授課語言中學之學生人數：68人

畢業生與老師大合照

校訊速遞

沙田區幼稚園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22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8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8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5

救世軍田家炳幼稚園 4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

邊陳之娟幼稚園
4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 3
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 3

救世軍禾輋幼兒學校 3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2

美林邨道光幼稚園 2
海福中英文幼稚園 2

救世軍乙明幼兒學校 2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2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愛鄰幼兒學園 2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2

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 2
沙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2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2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 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隆亨幼兒學校 1
真理浸信會恩典幼稚園 1
真理浸信會榮光幼兒園 1

馬鞍山靈糧幼稚園 1
啟思幼稚園（帝堡城） 1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幼兒學校 1
救世軍水泉澳幼稚園 1

第一城小時候幼稚園 1
港九街坊婦女會丁孫慧珠幼稚園 1

路德會愛心幼稚園 1
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1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1 
區外幼稚園

又一村學校 6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2

宣道幼稚園 1
迦南幼稚園（九龍塘） 1

根德園幼稚園 1
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1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1

其他 13
合計 125

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獲派首三個志願百分率92.1% （全港90%）

本校獲派第一志願百分率（統一派位階段）77.4% （全港62%）

本校獲派首三志願百分率（統一派位階段）88.1% （全港83%）

學校增設了多部體溫機6



科目 計劃名稱 協作機構 級別

中文科 「於課堂有效使用電子課本及電子學習
資源」教師學習圈 教育局課程資源組 P.5

英文科
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 (PEEGS) 教育局語常會 P.3-5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教育局NET Section P.1

數學科 「於課堂有效使用電子課本及電子學習
資源」教師學習圈 教育局課程資源組 P.4

體育科
動感校園計劃 賽馬會 P.1-6
發展活躍及健康校園(MVPA60) 計劃 教育局體育組 P.1-6

主題 

P.1 護園兵團

P.2 社區地圖

P.3 便利綠生活

P.4 世界文化多姿彩

P.5 環保口罩

P.6 智能家居
全校老師正參與城大正向教育培訓

小 一 學 生 正 使 用 英 文 科
Space Town學材進行活動

本年度的Superkid計劃新增設了校長獎勵，
期望能適切表揚學生品德、服務等範疇的表現

透過系統，同學能即時查看自己的積分

教學新動向（一） 2020-2021年度校本支援計劃

（二） Superkid電子積分獎勵計劃簡介

（三）城市大學正向教育課程(QEF) （四）下學期全方位學習週

  本校透過以STEM專題學習模式發
展STEM課程，在科學、科技及數學範
疇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配合情
境教學、讓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連繫並從
體驗中學習，有系統地培養學生溝通、
協作、解難、創意、運算、自學、運用
資訊科技等能力，以達致全方位學習。
    本 年 度 跨 學 科 主 題 學 習 的 主 題 是
「關愛社區」，各級主題見右方列表：

Superkid

    本 校 致 力 培 養 學 生 自
主 積 極 學 習 ， 透 過 本 年 度
S u p e r k i d 積 分 獎 勵 電 子
化，以適時的回饋強化學生
學習動機，以達致自主學習
及發展多元潛能。計劃設立
不同獎勵，表揚在品德、學
業、服務及才藝範疇表現優
秀之學生，Superkid積分
累積至特定分數後，更可兌
換「獎項換領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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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至2020年度優異生名單

校外比賽成績（2020年5月7日至11月26日）
六年級品學兼優學生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學
術

2020《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全國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 周義峰 三等獎

2020《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 周義峰 三等獎

新歲盃香港圍棋公開賽 初小組 殷子承 季軍

2019-2020港澳台兩岸
奧數盃（地區初賽） 小三組 黃梓皓 優異獎

東亞國際數學公開賽2020
（香港地區賽） Grade 1 濮展翔 一等獎

香港網絡數學公開賽2020

小二題目組 濮展翔 金獎

小四題目組 詹梓進 優異獎

小六題目組 嚴巧旋 特優
金獎

「疫情中的曙光」全港中
英文徵文大賽2020

中文組－
小學高級組 雲寶賢 亞軍 

分享成果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體
育

2019-20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簡珈晴 學生

運動員獎
2019沙田區分齡

田徑比賽
女子兒童F組

跳遠 嚴巧旋 亞軍

香港學界兒童
田徑錦標賽2019

男子2011年組
擲壘球

鄭樂晞

冠軍

男子2011年組
跳遠 亞軍

男子2011年組
100米跑步 亞軍

男子2011年組
60米跨欄 亞軍

抗疫自強游泳短池
分齡錦標賽

50米自由泳
男子7歲

張傲哲
季軍

50米蛙泳
男子7歲 殿軍

Hong Kong Youth 
Baseball League

 2019-2020

U12 Division - 
Polar Bears Red

葉瀚文 Champion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
跆拳道邀請賽 2020/21

8-9歲綠至藍紅帶
（中級） 譚芍翹 冠軍

九龍塘宣道會獎學金（全級第一名）
6A 李晴真 5A 劉鎧晴 4A 許泓澤 3C 詹梓進 2D 林樂軒 1A 江卓喬

陳元喜獎學金（全級第二名）
6A 鄭馨兒 5B 林若翹 4B 陳浩恩 3B 歐汛沂 2B 梁澧業 1B 簡啟剛

校友會獎學金（全級第三名）
6B 關天佑 5A 丘旻峯 4B 陳信哲 3A 羅冬儒 2E 李昊宸 1B 梁栩瑜

陳朱素華獎學金（中文科全級最優異獎）
6A 鄭馨兒 5A 劉鎧晴 4B 涂 哲 3D 李振鵬 2D 曾愷琳 1A 江卓喬

陳伯勇獎學金（英文科全級最優異獎）
6B 關天佑 5A 劉鎧晴 4A 梁妍溱 3D 郭曉霖 2B 梁澧業 1B 梁栩瑜

陳李詠貞獎學金（數學科全級最優異獎）
6B 宋鎧朗 5A 呂子顥 4A 許泓澤 3C 岑日雋 2A 羅梓儒 1B 簡啟剛

豐盛堂獎學金（聖經科全級最優異獎）
6A 鄭馨兒 6A 李夢霖 5A 陳以巧 5A 劉鎧晴 4A 曾一葵 4B 高芷芯
3B 蘇子淇 3C 詹梓進 2B 陳楚燕 2E 杜隼一 1B 簡啟剛 1D 郭柏朗

校董獎學金（服務及成就獎）
6A 李曉彤 6B 鄭可悠 6D 林卓菲 4A 方紫喬 4A 許泓澤 2D 邵紫盈

傑出學生獎
6A 李晴真 5A 劉鎧晴 4A 許泓澤 3C 詹梓進 2D 林樂軒 1A 江卓喬

李錦良獎學金（閱讀獎）
6A 李夢霖 5A 劉鎧晴 4B 陳浩恩 3C 詹梓進 2D 邵紫盈 1C 張 晴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6A 蕭柏宇 5A 黃梓恩 4A 鄭婥彤 3A 李美嫻 2A 陳妤蕎 1A 許文昇
6B 梁思源 5B 嚴巧旋 4B 鄺柏陶 3B 丘逸文 2B 王至賢 1B 葉令航
6C 蕭 潁 5C 林曉穎 4C 葉穎心 3C 林子量 2C 陳柏朗 1C 蕭栩燊
6D 吳景軒 5D 李志翹 4D 鍾天穎 3D 林熙峻 2D 唐感樂 1D 張芯穎
        2E 鄭威言

品學兼優獎
6A 陳曉澄 5A 劉鎧晴 4A 陳智盈 3A 羅冬儒 2A 梁芷嫣 1A 江卓喬
6A 陳浩揚 5A 謝晞蔚 4A 許令君 3B 歐汛沂 2B 陳楚燕 1A 黃健霖
6A 陳恩澤 5A 丘旻峯 4A 曾一葵 3B 潘俊亨 2B 林殷悅 1B 陳巧㼆
6A 鄭馨兒 5A 阮學津 4A 楊溢曦 3B 蘇子淇 2B 勞琬靖 1B 林紫澄
6A 李晴真 5B 馮子軒 4B 陳浩恩 3C 詹梓進 2D 林樂軒 1B 梁栩瑜
6A 黃侃余 5B 林若翹 4B 陳信哲 3C 岑日雋 2D 李卓言 1C 陳芊予
6B 陳卓諾 5B 李卓橋 4B 鄭梓恩 3D 簡樂瑩 2D 梁予呈 1C 梁芷嫣
6B 陳穎恩 5B 梁倩翎 4B 許晴希 3D 郭曉霖 2D 曾愷琳 1D 歐陽因悅
6B 關天佑 5B 李雅欣 4B 許泓澤 3D 李振鵬 2E 陳曦悦 1D 陳孜行
6B 李卓善 5B 黃藹嘉 4B 伍宇盈 3D 黃力騰 2E 王曉瑜 1D 黃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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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成果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朗
誦

第十一屆才藝朗誦比賽 普通話女子散文 布曉錡 季軍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2020

小學P2
繞口令

陳妤蕎

冠軍

小學P2
古詩 亞軍

HKYAPF第八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20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詩詞獨誦
男子P4組

張傲哲

一等獎

英文詩詞獨誦
男子P3組 亞軍

2020領展盃朗誦比賽

P5-6
普通話詩詞組 鄺雅翹 亞軍

P5-6
普通話詩詞組 鄺政堯 亞軍

P3-4
普通話散文組

邵紫盈

冠軍

P3-4
普通話詩詞組 冠軍

P3-4
普通話詩詞組 王正 季軍

P1-2
普通話詩詞組 濮展翔 季軍

音
樂

2020音樂智能之
香港青少年盃鋼琴比賽

小五至小六組 梁健遵 優異獎

小一至小二組 周子文 優異獎

第六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 初小小曲個人組別
（一年級） 馮芊語 冠軍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獎 小學高級組－
琵琶 葉穎心 金獎

香港青少年及兒童
鋼琴比賽2020 少年A組 李雅欣 銀獎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舞
蹈

第七屆世界舞蹈家錦標賽

U8 Solo Jive

邵紫盈

第一名

U8 Solo Cha Cha 第二名

U8 Solo Samba 第四名

U8 Solo Rumba 第一名 

U8 Solo C/R/J 第二名 

第十二屆灣仔區
體育舞蹈公開賽

8歲單人組牛仔舞
邵紫盈

第七名 

8歲單人組倫巴舞 第八名

視
藝

2019國際家庭日全港
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 林殷悅 金獎

2020第九屆世界兒童
繪畫大獎賽 小童組西畫

林殷悅 銀獎

郭柏朗 銀獎

202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artworks made by 
children

游朗恩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家「+」家有愛繪畫比賽 小學組
陳妤蕎

銀獎

第2屆 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 小童組 銀獎

藝術智能之動漫創作
繪畫比賽2020 高小組 馬景倫 銀獎

小紅熊童寵愛全港兒童
繪畫創作比賽2020

少年組 陳蓁樂 銅獎

兒童組
郭柏朗 銀獎

林殷悅 銅獎

開開心心好煮意填色比賽 小學初級組 殷子承 冠軍
最具創意獎

在家創意無限繪畫比賽 小童組 陳妤蕎 亞軍

其
他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English 
Debate Explorer Day Debat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唐一儒

First 
Runner-up

Best 
Speaker

e+ Chess! 網絡級位認定賽
(2020 Autumn)

中國象棋－
高級組 詹梓進 第二名 

校外比賽成績（2020年5月7日至11月26日）

本校學生於領展盃朗誦比賽勇奪多個獎項

邵紫盈同學於舞蹈比賽表現卓越
鄭 樂 晞 同 學 獲 得 學 界 兒 童
田徑錦標賽擲壘球冠軍 9



姓名：謝麗君          

出生日期：七月二日

婚姻狀況：已婚

學歷：碩士

教學年資：八年

在本校教學年資：八年

主要任教科目：英文

擔任班主任班別：3D

宗教信仰：基督教

興趣：唱歌、看電影、與人談天

最喜歡吃的食物：石榴、葡萄、壽司、拉麵

性格：開朗、傻氣、有耐性

最難忘的事情：去不同地方旅行

願望：家人信主

同事眼中的我：盡責、認真、開朗

學生眼中的我：友善、公平、平易近人

美麗動人的謝老師

書記室的新成員：施小姐、秦小姐

靈育輔導員鍾姑娘及社工琛琛姑娘 Mr Eric, Miss Joey, Mr Frank, Miss Kerry, 
Miss Jasmine, Miss Li, Miss Chung

教師素描

教師動向

胖胖的謝老師，多可愛！

歡迎新同工

歡迎柳姐及健姐加入元喜大家庭

喜訊

陳老師將踏入人生新階段
吳老師及馮老師共同開展人生新一章10



  我是1A班邱俊文媽媽。我很感恩及榮幸俊文可以在今年入讀陳元喜小
學。我在中學時信了主，但之後踏出社會工作後，便再沒有返教會。直至
俊文在幼稚園Ｋ１的時候開始，我又與孩子重新投入教會生活。這令我感受
到主耶穌一直以來都看顧着和帶領着我的生命，即使我之前疏遠了主，但
祂仍是保守我，我感覺到主對我有無限的慈愛。

  現在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正所謂「今日唔知聽日事」。小孩子成長的
環境中，充滿著成人世界的商業利益和競爭，這種風氣甚至已經滲入到校
園，滲入到兒童的成長生活中。此外，現今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現在的
兒童比我們家長更堅強，接觸的資訊遠遠比我們年少時多很多。雖然社會
環境變化多端，但是「愛」是不變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也是一樣。聖經
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4:19）元喜小孩在學校可
以接觸到主耶穌，我認為是一種福氣。我們學習聖經，親近主，感受主
的愛。因為主耶穌先愛我們，我們才能有力量愛其他身邊的人，大家互
相關心愛護，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這種愛，無論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
也不會破損，仍能使事情變得美滿。所以，我希望主耶穌的愛永遠住在
元喜小孩的心中，直到永遠。

  我作為家長，自問一直以來所犯的過錯十分多。所以我要有勇氣面對過失，把錯誤改正過來，令自己成為主所喜
悅的人。我希望與孩子在主的愛和學習神的道路上成長，一起面對困難和挑戰，珍惜在陳元喜小學的每一天。

邱俊文一家

老師和家長互相分享

社工在家長班分享培養孩子專注力的方法

校長與家長分享

梁主任分享「家添正能量」

小朋友在Awana中寓學習於遊戲兒童主日學畢業禮

兒童詩歌敬拜

限聚令放寬後的實體崇拜

心靈互動信仰分享

家長班

教會實體崇拜

  中華宣道會豐盛堂作為本
校的駐校堂會，一向與本校緊
密合作，致力提供靈性和品格
培 育 。 今 年於 1 0 月 1 1日 舉 行
了「教會迎新及兒童主日」，
有 不 少 家 長 及 小 朋 友 參 與 其
中，著實感恩。自當天起，便
開始了難能可貴的2個月實體
崇拜及教會聚會。

20-21教會迎新及
兒童主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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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黃靄嘉

1C廖芊穎作品－奇趣的圓

2A陳曉彤作品－大昆蟲與我

2B黃詠琦作品－
昆 蟲 大 變 身 （ 長 頸
鹿和蝴蝶）

6D楊揚作品－彩繪玻璃畫
（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參展作品）

主題：雨傘－左為3A蕭楷龍作品，
右為3E黃倩瑤作品。

畢業特刊封面
設計－左為
6 A 方 梓 滺 作
品 ， 右 為 6 A
陳海互作品。

6D余悅作品－彩繪玻璃畫
（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參展作品）

校訊編輯委員會    顧問： 吳澤來校長    編輯： 林燕如副校長、董姝主任、葉美珊老師、丘小梅老師、茹麗娟老師

苗圃集

書趣齊分享

6C林曉穎作品－彩繪玻璃畫
（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參展作品）

姓名：梁倩翎  班別：6B   

書名：玩具
 （衞斯理系列少年版）

作者：衞斯理（倪匡）

繪畫：余遠鍠

類別：文學類（科幻小說）

讓我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精彩之處：

    有一對退休夫婦心臟病發猝死；大概一年後，一個玩

具推銷員也突然失足跌死……兩樁怪事，本來平平無奇，

但卻因為三位死者的遺言－「『他們』殺人！」而引起

衞斯理的好奇心，想竭力追查事情的真相。正當「他們」

的身份正要曝光之際，衞斯理卻不自覺地陷入了「他們」

的布局中，成為被玩弄的道具。這本書故事情節緊張刺

激，大家想知道衞斯理如何解困，快到圖書館借閱吧！

~在暑假裏，我和這本好書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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