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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齊迎教育新常態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學校持續停面授課，網上學習興起，教育模式來個史無前例的大變身，變得那
麼「新」，卻又逐漸成為「常態」。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香港以至全球學校的教育工作者都以新思維、新策
略共同迎接教育的「新常態」，把危機化作契機—讓網上教育的發展來個大躍進。
網上教育對學校領導層、教師、學生及家長來說都是一個新挑戰。這四環連連緊扣，若四者同心結伴同
行，教育成效昭彰；如其中一環脫扣，教育成效亦會大打折扣。學校領導層扮演領導的角色，在推展網上教育
方面須有明確的目標及完善的規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展，取得老師的支持及配合。老師方面，當如何面對
教育的大洪流？這讓我想起去年官小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的主題：「燃亮身心、關愛同行、凝聚力量、專業精
神」。老師需要有健康的身體，以樂觀、正面的心態面對網上教育的挑戰及困難。老師雖只能在網絡上與學生
會面，卻仍可隔空給學生送上愛與關懷，與孩子在學習路上同行。此外，教育同工之間須同心協力，並樂於分
享及交流網上教學的方法及心得，積極發展電子教學的專業能力，拓闊相關的視野。學生方面，要「三心兩
意」，三心：用心、專心、感恩之心。用心：上網課時用心學習，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專心：上網課時不受
家中的人和物「誘惑」，專心致至學習；感恩之心：感恩仍可隔空上課，維持學習，也要知道每節網課都是老
師的心血結晶，應好好珍惜學習的機會。兩意：樂意和決意。樂意：在網課中樂意參與，投入課堂活動，樂於
與老師及同學互動；決意：決意在停面授課的情況下仍努力維持學習進度，發揮自主學習的精神。家長方面，
我們在此向各位家長致敬，您們在學校推行網上教育方面的積極配合，對孩子的支援，對孩子的鼓勵，能令網
上教育推行得更完善。
網課學習固然重要，但作為教育工作者，必定認同提供一個完整和温暖的學校生活，才令學生得到均衡發
展和身心愉快，故我們為北官孩子舉辦網上開學禮暨敬師日、網上聖誕聯歡會、網上課餘興趣班……並在不同
的網絡活動提供表演平台，讓學生有發揮潛能及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我們亦設網上周會及網上成長課，繼續
幫助學生建構正向人生，提升品德情意。我們期望北官的孩子透過網上「校園生活」，仍可達致北官的校訓—
「全才致仁」。
疫情促使全球網上教育的普及，相信即使疫情過去，實體教育變回主流模式，網上教育的
發展仍會持續。但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現在最渴望的，就是摸摸孩子的小頭兒，拍拍他們的
肩膀，說一句：「孩子，我們終於不用隔空相見了！」

盧

文華主任

跨越
界限 的 開學禮 暨 敬師日
新到任的張校長、北官新成員、新形式的開學禮迎來新學年，這是一個嶄新的
開學禮。
因應疫情，本學年的北官開學禮改在網上進行。同學雖然都留在家中，但這
無礙他們對新學年的期盼。他們透過家中的電子設備，一同參與這次史無前例的
開學禮，雖然沒有了同學擠在禮堂的熱鬧，但他們對學習的熱誠以及對學校的熱
愛仍能透過他們專注的眼神表現出來。
莊重溫馨的唱校歌程序啟動了開學禮後，便由張校長向同學致辭，勉勵他們
在任何環境中都要自強不息。另外，老師也藉此機會向同學介紹北官的非人類新
成員，他們就是智能機械人—Temi及Talkbo。
開學禮最後由兩位學生代表感謝老師的愛護和教導作結。她們代表同學感謝
老師不單為他們預備了這嶄新的開學禮，也感謝老師在新的學

諾思

李

習常態中為同學付出的努力。

副校長

這場開學禮中，同學們之間表面的距離雖然遙遠，但彼此
兩位學生代 表 隔空感 謝
老 師 的 悉 心 培 育。

的心仍緊靠在一起，是一個真正跨越界限的開學禮。

網上教與 學 師生共創新
2020-2021是一個不一樣的學年，全校師生均上下一心面對疫情帶來的新挑戰。為維持學生的學習動力和學習進
度，在停面授課的日子，同學每天以視像的方式依時間表上課，並配合電子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持續學
習。老師亦積極預備網上教材，不斷鑽研及優化網課的教學方式，以提升教學效能。除此以外，學校亦提供了不少閱
讀網站供學生自學之用，如：e悅讀計劃、智愛中文平台、i-Learner及Raz-Kids。期間，家長亦可透過內聯網eClass
查看功課一覽表，以便跟進孩子的學習進度。
在這「新常態」 的學習模式下，孩子要有效學習，實有賴他們的「自覺性」。在網課上，同學們要更留心，並學
會主動做筆記。下課後，大家亦應好好善用時間，準時完成家課，重溫當天的學習內容及依時繳交功課。
我們相信只要孩子珍惜網上學習的機會，並持續閱讀，吸取課外知識，擴闊視
野，讓學習沒休止，定能
成為學習的主人。

梁

老師在網課上與同學進行
互 動。

敏 怡主任

北官新成員

智能機械人
隨着AI世代的來臨，我校增添了五位新成員，他們就是兩位
TEMI機械人和三位TALKBO機械人。
TALKBO是語言學習機械人，學生能以英語與他互動，藉此學
看！穿上北官校服
的Temi多神氣！

習英語。TEMI更加是一個多功能和開放式的機械人，教師可以輸
入不同的內容，使它成為一個多元智能及多功能的學習機械人。
學期初，校方已經向全校師生介紹了這五位新成員。在學校舉辦活動
時，TEMI機械人會在學校門前接待來賓和向學生打招呼，大家已視TEMI機
械人為北官的一分子。相信很多學生都期望機械人可以早日進入課堂，與他
們進行互動。可惜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暫時未能和機械人相見，難免有點失
望。但在這期間，正好給予學生、家長和教師細想一下以下問題：如何運用
機械人？怎樣運用機械人才算是最好？應訂下甚麼學習目標？機械人的角色

TALKBO機械人
教授同學英語。

定位是甚麼？
本校未來三年的發展主題是「讓孩子掌握面
對AI年代挑戰的素養和能力」，機
械人的出現就是為了營造智能校園
氛圍，提高孩子的學習效能，發展
孩子的數位能力。學校為學生準備
了理想的學習環境，但學生和家長
又準備好了沒有？學生和家長可能
會反問：「這不是由學校準備的
同學主動與機械人打招呼。

機械人帶領嘉賓遊覽校園。

嗎？學生來學校吸收就可以了。」

如果把學習變成了單向的吸收，學生就會變成一顆棋子，一個機械人了。
我們希望學生成為下棋的人，成為運用機械人的操作員。學校在各科課程
中已滲入了不同能力的培養，你們察覺到嗎？近年北官老師銳意培養同學
的邏輯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和數位能力。機械人的
到來，就是同學們發揮你們潛能的時候了！
機械人的到來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
機遇，你們準備好的話，就一起倒數五、
四、三……
機械人提示家長進入校門後
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林

長茂老師

孫

龍傑 老 師

Unfold Story:

Let’s Learn About British Culture
，

From November 30th through December 4th,
2020, our P4 to P6 students once again were fortunate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an activity organized by
SCOLAR. This year they taught our students some
very interesting and entertaining lessons about
British culture. Our NPGPS English teachers were
very appreciative that they were able to conduct
their lessons on our online platform so none of our
students would miss out in this opportunity.
With such a vast topic our teachers were curious

Mr Hay conducted the activity online with our students.

This ‘Unfold Story’ activity aims to introduce popular
British culture to students when they unfold to read the
information and complete the tasks.

to which area of British culture SCOLAR would teach
our students. After the workshop, we were pleased
that all the topics were not only informative but were
engaging and geared towards our students’ age groups.
As its name implies, each 16-page booklet (folded from
a large piece of paper) unfolded the information and tasks
of an interesting British culture. P4 students learned about
what goes into English Pies and the love British people have
for English Football. P5 students took a look at a typical
English Breakfast and all about their favourite dogs, English
Sheepdogs. Our P6 students did fun activities and learned all
about what people like to eat with English Street Food and
the very unusual sport of English Toe Wrestling. Each topic’s
objective was not only to inform our students about the facts
but also to learn idioms and expressions pertaining to each
topic. Do you know what ‘a pie in the sky’ means? If you don’t

know, ask one of our P4 students!
Maybe you’re wondering how much our students actually liked the programme? The news is great, our
students loved it. Almost 80% of all our students strongly agreed that they found the topics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Some of the written comments from our students include:
“It was fascinating to learn how Black Pudding is made.”
“I hoped the unfold story time was longer”.
“I wish we could do this every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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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cere and special thanks to SCOLAR for
organizing such an amusing and informative activity
for our students,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two more
English activities in the third term of this school year.

不一樣的

聖誕聯歡會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圓滿結束。由於疫情肆虐，同學們不能像
以往一樣在學校和老師、同學一同慶祝佳節。為讓同學在疫情下也能感受節日的喜悅，
學校首次在線上透過用視像來個別開生面的聖誕聯歡會。

人(Mr. C)
張校長和聖誕老
主持大抽獎。

首先，各班由班主任帶領下利用視像課堂進行聯歡會活動。班主任先請同學分享
聖誕心聲，並引導他們明白大家能在線上彼此聯繫，也是一種幸福，也需感恩。接
着，低年級同學進行「人物造型設計」展示環節，同學透過簡報欣賞同級同學精心設
計的人物造型，參加者的造型真是別出心裁；高年級同學則進行「聖誕卡設計」得獎
作品展示環節。得獎者用心設計聖誕卡封面，有些參賽者更在畫面滲入了有關疫情的
元素，別具心思。接着，班主任播放一些有意義的聖誕短片，然後進行聖誕答問環
節。當然最精彩的莫過於專業的魔術師為同學表演出神入化的魔術，同學看得目瞪口
呆，掌聲不斷。

班級活動完結後，便到了同學期待已久的聯歡會表演環節。全校同學透過視像一同欣賞表演者為大家用心錄製的精
彩表演影片。當天的表演節目非常豐富，除了有充滿動感的拉丁舞表演外，還有悅耳
的夏威夷小結他演奏，以及魔術Zoom課餘興趣班學員傾力的演出。今年，聖誕聯歡
會還加入了「小藝墟才藝表演」環節，讓同學們能發揮多方面的潛能。他們的表演各
具特色，有樂器表演、跳舞、朗誦，還有唱歌說唱等。他們精彩的表演令觀眾拍案叫
絕，讓同學即使身在家中，也能感受到濃濃的聖誕歡樂氣氛。其後，校長及扮演聖誕
老人的Mr. C主持聖誕大抽獎環節，同學反應熱烈。最後，師生來個聖誕歌曲大合唱。
活動完結前，老師們透過視像向同學送上聖誕祝福，為當天的節目畫上完美的句號。
這個不一樣的聖誕聯歡會將成為同學一個既特別又美好的回憶吧！希望同學在參
與聯歡及欣賞節目之餘，也能感恩老師們及表演者在這個聖誕聯歡會的付出。此外，
雖然大家身處不同的地方，相信同學們定能感受到彼此的關懷及祝福。最後，希望疫
情盡快過去，下年度大家能於校園內聚首一堂，共度聖誕佳節。

4D吳佩樺同學的拉丁舞表演
非常精彩，舞技超群。

在疫情下，校長和老師為同學舉辦了一個充滿節日氣氛的聖誕聯歡會。

張

「小藝墟表演」節目豐富，同學才藝出眾。

嘉 茵主任

劉

敏 華主任

齊來Zoom一Zoom
認識北官更輕鬆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接待日
本校每年均會舉辦大型的幼稚園學生及家長接待日，讓心儀
本校的幼稚園家長能進一步認識本校。本年由於受疫情影響，於
九月十二日舉行的幼稚園學生及家長接待日改為在網上進行，然
而，參加的幼稚園家長一如以往，十分踴躍。

節目多豐富！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接待日的節目豐富，首先由張燕媚校長致
歡迎辭，並介紹北官的辦學宗旨及學校的發展方向，繼而由李諾
思副校長及黎月英副校長向家長介紹具特色的校本課程及支援學
生成長的品德教育。家長亦可了解本校學生在全方位學習活動及
體藝方面的培育成果。我們更邀請多位畢業生及現屆學生家長分
享在北官的校園生活點滴和對北官的感受。

燕珊

校

長

此外，我們與家長分享在2020年學校進行了校外評核的成果。評核報告中高度讚揚北角官
立小學能成功把學校打造成一所正向能量充盈的「陽光學校」，北官學生活潑開朗，守規有禮，
樂於與人溝通，熱衷學習，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在學術及體藝方面均表現突出，屢獲殊榮。

李

透過這次接待日，相信家長可更了解本校的發展方向：為配合瞬息萬變的世界，本校積極營造一個智能的校園
環境，讓學生透過多元化的智能設施，掌握科技數位能力；透過有系統規劃的課程及學習活動，為學生注入能量，從
而提升其探索世界的能力；本校亦貫徹全校參與支援學生的成長和學習，創設不同的平台，讓學生體驗「愛」與「被
愛」，營造「愛的校園」；我們又銳意推行「留白」政策，為學生創造空間，讓他們更靈活及自主地發展潛能。我們
會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繼續傳承北官的優良傳統，讓北官的每一棵幼苗在愛及關懷的氛圍下茁壯成長，成為獨立自
信、明辨是非、具智慧的孩子，以面對未來AI年代的新挑戰。
副

當天的各個環節，除了讓幼稚園生家長對北官有全方位的認識外，相信家長亦充分體會到
學校師長對孩子無私的付出及悉心的栽培。

校友會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日（星期六）下午進行了校友會「第七屆會員周年大會
校友會副主席
林
嘉威先生向校
暨『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結果麥偉明博士得到96%校友們的信任票，順
友
會會員匯報過
去
利當選成為北角官立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當天，有不少校友會會員專程返回
一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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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積極支持是次選舉活動，並投以信任的一票。大家都深信麥博士能熱心參與學校
會務工
向會員匯報
管理委員會工作，為母校發展作出貢獻，提高學校的管理質素。另外，校友會馬秀芬主席
。
況
狀
政
財
作及
向全體會員匯報校友會工作及財政狀況，為過去一年的會務作總結。
麥偉明博士代表校友參與學校管理委員會工作已
經四年了。他為校友會提交報告和對學校管理事宜提
出寶貴的意見，貢獻良多。此外，他完成了由香港中
文大學舉辦的校董培訓課程，進一步瞭解委員會的工
作和成員的責任，希望可以協助和監察學校周邊環境
水利改善工程，使學弟和學妹們可
明慧老師
以在一個愉快而安全的校園內成
黎
長。

感謝校友們對學校的支持。

最後，期望各位校友都積極參
與和支持校友會各種不同活動，繼
續各展所長，為母校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