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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直播課堂
因為疫情影響，2月至5月期間全港學校停課。為了學生能夠繼續學習，本
校於2月起開始改以Microsoft Teams平台進行網上直播教學，按照原本每天八
節的課堂時間表上課。教師於Microsoft Teams為各班別設定學習群組，於平台
上張貼告示、收發功課、上載教學材料，更利用Teams Meeting功能直播課堂
及錄影。其間，在校長帶領及全體教師共同努力下，網上實時課堂得以落實及

丘校長接受傳媒訪問
順利推行，建立學習常規，讓學生可以在家學習，
體現「停課不停學」的精神。本校採取的全面停課
電子教學策略，能作為日後優化電子教學和自主學
習的參考。

網上升中面試

雲端電子學習工具推動德育課

本校於2020年3月14日首次舉行「網
上中一自行收生面試」，以通訊協作軟
件Teams作主要平台，進行實時小組面
試。在面試日前，本校給申請者發出視
像面試學生使用指引，並舉行教職員視
像會議，作好準備。於當天，面試學生
超 過 5 0 0 人 ， 以 4人 為 一 組 ， 共 分 1 3 6 個
組別，每組別都由2位教師負責網上「面
見」。整天的面試流程十分流暢，本校
能藉以考核申請學生的語文能力，同時
也讓他們有機會展現個人特點及強項。

黃鳳鳴老師擔任「21世紀教室」課堂示範公開課
講者，以中五級的德育公民課為例，展示如何以雲端
電子學習工具在中學推動價值教育，與校外人士分享
通過Microsoft Teams平台及Nearpod的繪圖功能，
引發學生對生命的反思，並培養他們成為良好公民。

黃鳳鳴老師
擔任講者。

丘校長、黃老師及學生接受傳媒訪問，
分享使用Office 365的體驗。

互動學習程式
理大、港大、浸大及中大開展研究教學
與主動學習流動解決方案(PALMS)，開發多
個應用程式。本校參與先導計劃，黃思欣老
師曾在中四級數學課上，嘗試使用綫上合作
學習互動白板「IOWBs」，提升學生在數學
科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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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 提升學與教效能
本校經常鼓勵教師參與各學科課程、教
學方法和學術研討會，並舉辦教師專業發
展日及推薦教師修讀各項課程，藉以提升
教學專業水平和質素。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加教育局
陳寶源老師參
余靜珊老師和
。
經
網課教學 驗
研討會，分享

認識自我

於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本校中
六學生成績理想，其中最佳成績的三位同學
是：張駿哲同學(6E)考獲4科5**、2科5*；詹
達誠同學(6E)考獲2科5**、2科5*；賴卓盈同
學(6A)考獲2科5**、1科5*。

規劃未來

本校舉辦了多項生涯規劃活動，讓學生認識自我，學習反思，
並了解訂立目標、規劃未來之重要性，為自己的未來作好裝備。

活動舉隅：
級別
中二
中三
中五
中六

生涯規劃活動
透過不同任務，反思自我，訂立目標，
認識人生不同階段的轉變。
認識Holland職業代碼的特性和了解自己的特質，
探索不同職業所需的能力。
學習以「設計思維」來解決問題，
探討未來就業機會和職涯。
模擬放榜工作坊
中五級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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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模擬放榜工作坊

中一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校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均衡而優質的教育，讓學生
獲得全人發展機會。因此本校安排不同種類的學習活動給
中一學生選擇，期望透過定期參與團體活動，學生能夠拓
闊視野，為未來的學習奠定基礎，同時又
讓學生發展潛能，以及培養學生堅毅、合
群的良好品性，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合唱團
童軍活動

管弦樂團

女童軍宣誓典禮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數學競賽 屢獲佳績

數學與STEM

校外數學比賽優異成績：
比賽名稱

為了激發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以及培養良好的數學思維，本校數學科定
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數學活動，例如初中問答比賽、午間數學挑戰賽、定向活
動及探究活動等等。另外，本校舉辦數學精英培訓及奧數班等，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數學知識，以及發揮數學優才。於去年度，雖然不少
比賽因為疫情而被取消，但本校學生仍能在各項校外比賽中獲取佳績。

獎項

2020「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賽區）初賽
2019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總決賽
2019世界數學遊戲公開賽
「奧海盃」數學競賽

參賽學生
林逸峰(1M)、鄭俊傑(1M)、陳栩樂(2M)、
一等獎
簡卓穎(2M)、張佑充(2M)
鄧俊樂(1C)、溫子熙(1S)、
二等獎
柯皓耀(1E)、卓祐熙(3M)
三等獎 李智杰(1C)
銀獎

蓋思倫(4E)

金獎 蓋思倫(4E)
一等獎 蓋思倫(4E)

數學午間挑戰賽

悅讀共樂 洗滌心靈
為了營造校園閱讀風氣及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積極分享閱讀的
樂趣，本校定期舉辦不同閱讀活動，包括閱讀獎勵計劃、午間閱讀分享會、作
家講座、書展等。
擴增實境(AR)書書展

書展

作家講座

閱讀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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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X ENGLISH”
體驗日營
本 校 致 力 培 育 學 生 的 科 學 探 究 能 力 及 英 語 能 力 ， 於 2 0 1 9 年11 月 9 日 舉 辦
“STEM X ENGLISH”體驗日營，通過一系列活動，由本校學生擔任科學及英
語大使，接待來自區內不同學校的小學生，帶領他們參觀實驗室及進行科學實
驗，以及參與英語趣味活動，一同感受科學世界的奧妙，並且應用英語，學以
致用。

商中科研顯新意
本校著重學生的思維發展，投放資源，設置科研
室，鼓勵學生發掘日常生活的難題，多作思考，以科學
方法不斷研究來改善生活。透過參與科研活動及比賽，
給予學生實踐機會，活用所學，並體驗科研的樂趣。

本校學生以往研究舉隅：
研究項目
氣球升空研究
有關刺蝟適應環境研究

研究發明
無懼風雨自動收衣機
全景自拍裝置
防止遺忘機

防止遺忘機

林衍宏同學以全景自拍裝置獲得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獎項

「尊師重道」朗讀及說話比賽

4

本校學生參加香港教育大學的2019-2020「尊師重道」朗讀及說話
比賽，獲取以下獎項：
獎項
獲獎學生
初中散文朗讀季軍
陳可人(2M)
初中短講組季軍
陳浩賢(3A)
何奕熙(2E)、吳斯朗(2M)、陸思琪(2M)、
優異獎
冼珮汶(3A)、郭韻瑤(3A)

刺蝟適應環境研究

為提升學生對茶和中國傳
統文化的認識，拓闊學生的視
野，本校於11月舉辦「茶藝文
化班」，通過認識泡茶，學習
中國茶文化，培養中學生專
注、禮貌、親和的優良品格。

香港青獎獅藝組

茶藝文化班

本校於2017-2018年度開辦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獅藝班課程，並成立獅藝組，
讓學生認識獅藝文化，並從中提升自信心和團體合作精神。多年來，本校獅藝組
參與不同的校外服務及比賽，展示所習技藝，同時也為傳揚傳統國粹出一分力。

獲取全港青年醒獅比賽中學自選陣式組亞軍

新加坡國際學校開放日服務

為培養學生對社區的關愛，並增加籌劃服務的經驗，本校扶輪少年服
務團舉辦「義工服務體驗」活動，於2019年1月19日，學生到元朗區街市收
集買剩的蔬菜，然後派給長者或其他有需要人士。此活動有助培養學生環
保、惜食的意識和習慣，同時讓同學為社會基層出一分綿力，極具意義。

關懷弱智顯愛心

校長接過紀念旗

扶少義工服務體驗

於2019年12月17日，本校公益少年團參加由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舉辦的「關懷弱智顯愛心」活動，與區內多間中學的學生一同探訪神召會康樂庇
護工場。當天，同學設計了遊戲和抽獎活動，並且演奏樂曲及高唱聖誕歌，與百
多名弱智人士共渡聖誕，歡笑聲此起彼落，氣氛熱烈融洽。是次活動使學生對弱
勢社群有更多的認識，學會以愛心和包容與弱智人士相處，有助培養學生對社會
服務的承擔和責任感，藉以推廣公民教育。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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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展繽紛

於2019.12.5.，本校中四學生參加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榮獲英詩集誦比賽冠軍。
李明陽同學、林雋現同學及黃逸俊同學(5S)
代表本校參加香港中學英文辯論比賽(HKSSDC)，
在首輪賽事中獲勝，
林雋現同學獲頒最佳辯論員。

本校領袖生參加了一系列的訓練及
活動。完成訓練後，領袖生進行
社區服務，實踐「服務學習」
的精神。圖為老人探訪活動。

為了培育學生的領袖才能，提升
個人能力及溝通技巧，以協助學
校推動服務社區活動，本校於
2020.1.18-19.舉辦扶輪少年
服務團領袖訓練營

本校舞蹈組以中國舞「荷塘月色」參加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19，榮獲金獎。

本校輔導組舉辦小手工製作活動，讓學生暫時放下
繁重的課業，享受製作小手工的樂趣及滿足感。

本校於2020.1.16.舉辦中一級班級經營活動，
安排學生參觀八鄉少年警訊中心，
培養學生責任感及持之以恆地履行義務的價值觀。

本校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參加「圖出山野陞域慈善賽
2020」，鼓勵學生勇於接受新挑戰，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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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於2020.1.16.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塵封璀璨 —
本校學生於2020.1.16.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塵封璀璨—
阿富汗古文物」專題展覽，加深對古絲綢之路的認識，
了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會。

元朗商會
元朗
商會中學
中學家長
家長教師會
教師會
小盆栽種植比賽

「齊齊寫揮春」活動

於2020年1月15日，本會與輔導及德育組、綜合科學
科、環保學會和公益少年團合辦「中一級班際小盆栽種植
比賽」。在比賽中，各班代表介紹各班攤位的佈置，並分
學生分享
享盆栽種植的心得，最後由評判選出優勝作品。是次活動
附設盆栽慈善義賣，共籌得港幣7050元，全數撥歸教育局公益少年團作公益
金慈善用途。是項活動有助提升同學的合作精神，以及培養同學照顧生命所
必需的責任感、愛心和耐性，而且還參與義賣，為慈善出一分力。

於2020年1月15日，本會與學校
合辦「齊齊寫揮春」活動，學生反應
熱烈，積極參與，埋首書寫一張又一
張寄寓吉祥意義的揮春，周遭洋溢濃
厚的節日氣氛，喜氣洋洋。

大合照

【比賽結果】

最積極參與獎
1M
最佳佈置獎
1M
最佳分享獎
1M
最高籌款獎 冠軍：1A 亞軍：1M 季軍：1S
整體表現獎 冠軍：1M 亞軍：1S 季軍：1A

攤位

親子資訊

學校義賣

為了讓家長充分掌握親
子知識和技巧，本會在圖書
館設置「家長資源角」，擺
放有關教導子女題材的書
籍，供家長借閱。本會亦在
網頁上載家長教育資訊及家
長培訓活動資料，方便家長
瀏覽查閱。

本會於本學年繼續參加「世界教室
學校支援計劃─ 學校義賣」活動。
這個活動是由「伙伴教育基金會」舉
辦，以提高本港及內地青少年的文化及
教育水平為目標。其成立宗旨是透過設
立基金，資助成績卓越的貧困學生得到
更多學習和拓展視野的機會。基金會每
年均會舉行學校義賣，每賣出一張優惠
券，「伙伴教育基金會」便會捐出港幣
20元給學校作為境外學習獎學金。

學生福利
為了鼓勵學生積極奮發，培養良好的品德，本會設立了
獎助學金，獎勵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鼓勵同學積極學習，
力求進步。本會亦關注學生的福利，特設學生福利基金，用
以資助課外活動的經費及購置活動所需的器材，鼓勵學生多
參加課外活動。
於去年度，本會幹事委員先後出席本校校內考試頒獎典
禮、陸運會等，頒獎給在學業或運動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
勉勵他們繼續努力上進，挑戰自我。

小盆栽活動

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資助項目
獎助學金
六社經費
七個服務性質學會
親子講座
班際活動經費
中一小盆栽種植比賽及寫揮春比賽
校訊暨家長教師會通訊
2019-2020中六畢業班同學錄

陸運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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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商會
元朗
商會中學
中學家長
家長教師會
教師會
【創立宗旨】

加強家長與教師的聯繫，讓家長認識學校的教育方針和各項措施，並了解子女在校內
的表現，同時也讓學校了解學生的家庭生活和學習情況，從而促進學生在德育、智育及
群體生活的發展。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幹事名單
（2020-2022）
主
席：鄭淑梅
副 主 席：何文輝
總務主任：陳茂萍
財務主任：陳寶源
稽核主任：張靜雅
中文秘書：伍鳳珊
英文秘書：陳仲焜
康樂主任：冼杜強
委
員：李逸鵬
何意娥

喬嘉儀 蘇永宙 丘志良
馮子豪

李賢娟
李威祥 邱佩儀 劉金鳳 賴小雁 吳偉洪 葉愛娣 黃詠芷 梁惠玲 游薇薇
劉凱欣 劉鳳英 鍾彩芬 李程欣 黃永業 關子翰

本會消息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日
本會於2020年10月31日舉行家
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日，其間
以Microsoft Teams直播會員大會過
程。另外，家長可選擇親臨學校或
通過Teams與教師面談，了解學生在
學校及家中的學習、操行、交友、
個人成長、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情況
和表現，從而加強家校的聯繫。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過去一年，本會為會員安排了多次家長講座和家長工作坊，邀
請不同講者主講，讓家長在各範疇汲取不同的知識、教育資訊及與
子女溝通的有效方法，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同時新增「家長支援
小組」，作為講座的延伸支援。出席的家長都滿意有關活動的安
排，認為活動內容有助認識子女的需要，能加強與子女的溝通。

有關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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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家長講座／工作坊
27/10/2019
「打開親子溝通之門」（上集）家長講座
17/11/2019
「如何與子女談社會議題」親子溝通實踐工作坊
15/12/2019 「如何與子女談社會議題」親子溝通實踐工作坊（重辦）
19/1/2020
「如何與子女談拍拖」親子溝通實踐工作坊
13/10/2019
24/11/2019
家長支援及輔導成長小組
12/1/2020

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選舉
本校2020/2021年度法團
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報名程
序已於2020年5月完成，經選
舉主任核實資料後，主席陳
仕傑先生當選為家長校董，
副主席何文輝先生則當選為
替代家長校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