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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於周會介紹了兩個運動員給你們認識，希望能對你們有所啟發，一位是「香

港劍神」張家朗；另一位就是「香港飛魚」何詩蓓。他倆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堅毅

的精神。何詩蓓憑藉她的目標及堅定的決心，於東

京奧運女子 100米及女子 200米自由泳賽銀牌 4度

打破亞洲紀錄，她曾言：「我在香港出世，香港長

大，為香港出戰是一種光榮。」可見她對自己成長

的地方的驕傲，取勝的決心也來得堅定，「比賽勝

負取決自己心態」也是她對勝利的一種看法，她就

是憑着這種堅毅的態度成就今天的她，值得大家努

力學習！ 

 

第二位「香港劍神」張家朗獲得奧運男子花

劍個人賽冠軍，身為運動員的他，每次參與大大

小小的比賽都全力以赴，當中付出的汗水，都不

能以三言兩語所能形容，但可以説他倆都是從參

與自己喜愛的運動開始，便下定決心，努力爭取

好成績。 

 
 

與以上兩位運動員一樣堅毅的還有這一位，他的身

體雖然有缺陷，但他比誰都樂觀、勇敢、堅毅，他就是殘

奧運動員蘇樺偉，香港殘奧徑賽金牌得主，他堅毅的故

事更被拍成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片中講述蘇樺偉和

他媽媽「蘇媽」的母子關係和奮鬥事蹟。當中提到「蘇

媽」訓練他時的點滴，「望住阿媽 Set， Go!」便是蘇華

偉朝着目標向前衝的提示，他心裏很清楚自己與他人的

不同，但他仍懷着樂觀的心，朝着目標進發，比他人更努

力，「我知我起步慢，但這就是為甚麼我要繼續去衝、繼

續去追的原因」「輸在起跑線沒關係，最重要知道終點在

哪」這些便是他面對困難的座佑銘，也是值得我們尊敬

和學習的地方。 

    新一學年，希望同學都能立下志願，堅定不移，跌倒

也不要言敗，樂觀面對種種挑戰！ 

校長的話 
 



 

升中結果 
2020/21 年度升中選校以致派位繼續在疫情下進行，本校六年級派位成

績理想，全級學生共 127 人，其中 72 人獲派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中學（包括學

生於自行、統一派位甲部及乙部第一至三志願），獲派首三志願學生更高達 86%（包

括學生獲派官立、資助、直資及私立中學）。 

 

 

 

 

 

 

 

 

獲派中學包括︰拔萃女書院、皇仁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英皇書院、聖保羅

書院、英華書院、九龍華仁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真光女書院、聖公會林護紀念

中學、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東華三院黃

笏南中學、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聖公會鄧肇堅中學、高主教書院、寶安商會王少

清中學、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保祿六世書院、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中華

基督教會全完中學、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基督教崇真中學等等。 

本校一直積極裝備學生迎接升中，即使疫情影響下，本校盡心盡力為家長及學生

分析選校策略，協助他們升中選校不遺餘力。學生能夠順利入讀心儀的中學，有賴家

長對學校的信任，感謝家長與學校合作，共同為學生的福祉追求卓越！ 

 

本年度新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康靜華老

師，好開心加入

青松侯小這個

大家庭。我主要

任教中文和普

通話。我平時最

喜歡看書、聽音

樂、烹飪和騎自

行車。侯小的學生給我的印象是很有禮貌

和團結的，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和大家一同

學習和成長。 

 

 

 

 

 

 

 

 

我是蕭搏老師，任教數學、常識和視藝

科。「別把鑽石當成玻璃珠」是推動我走向

教師道路的雋語，視每個學生都有璀璨生

輝的潛質。 

2020-2021年度表獲派中學類別

主要以英文為授課語言中學

非以英文為授課語言中學



 

 

大家好！我是陳

淑敏老師，很高興

能在這一年裏與你

們相遇。我喜歡旅

行看世界、聆聽故

事，若你們遇到有

趣或困擾的事也歡

迎與我分享。 

 

大家好！我是周亮老

師，好開心加入青松大家

庭。我將會任教數學、常

識、視藝、資訊科技。我喜

歡踢足球，以及學日文。希

望與各位同學開開心心地

學習。 

我是黃慧雯老師，

任教英文科及常識

科， 我喜歡閱讀英

文書，獲取靈感，讓

教與學更有趣。我曾

於西班牙遊學，略懂

西班牙語， 喜歡研

究當地的歷史和文

化。 

 

大家好! 我是鄭灝

宏老師。我將會負責英文

勤習班，以及小一小二

PLPR課。我喜歡做運動，

以及去旅行。我希望可以

與各位同學一同享受本

年度的課堂。 

 

 

 

大家好，我是羅嘉媛姑娘，亦可稱呼我為 Karen 姐

姐，為本年度的學生輔導人員。我曾修讀心理學、教育

文憑（特殊教育）和輔導學。我十分期待各位同學與我

分享心聲及趣事，一起在同行中成長！ 

 

 

我們一直重視學生全人發展，積極推行「正向教育」，以發展學生性格強項、建立

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推動學生正面發展，藉積極、堅韌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壓

力和挑戰，從而邁向圓滿的人生。本年度我們繼續參與由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

室主辦的「全校參與正向教育計劃」，得到城大團隊全力支援，我們將會繼續為學生

和家長們提供各種有關「正向教育」的學習機會，把正向教育延展到學生的學習和生

活中。 

 

「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快樂人生」 



「推展 STEM 2.0，培養 21世紀能力：創新、解難篇」 
本校為了培養學生懂得有系統地解決困難，以及發展創意及解難能力，今年開始推展第二週期

的 STEM發展計劃。是次計劃橫跨三年，學生在 STEM研習中，實踐以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利用

自主學習、設計循環、工程設計等方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我們在 STEM 的成果獲得多方面

的肯定，在香港大學主辦的「賽馬會 STEM自主學習計劃」中，更贏得了多個獎項，包括「SDL-STEM

學習設計獎」、「SDL-STEM創新學校多層領導學習大獎」、「創新學校發展獎」以及「學習設計擂台最

佳表現獎」。 

現在 STEM 關注事項進入第二年，我們會繼續在各科安排 STEM 活動，增加學生對 STEM 的興趣

之餘，讓學生學習更有效能。學校除了每年必辦的科學探究活動和各種 STEM 專題研習外，不同科

目更會在課程裏滲透一些創意及解難活動，寓學習於娛樂，同學們可以期待一下！ 

 

2020至 2021年度家長意見問卷 
本校一向重視「家校合作」，每年均以問卷調查及收集家長意見，作為我們持續優質教育的指

南針。在去年的問卷中，家長給予了學校不少鼓勵語句，我們深受感動，也十分感激！我們會繼續

與家長緊密合作，為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而努力。 

 

家長欣賞學校的地方（原文直錄）： 

⚫ 課程不會太淺，着重學業成效，信譽良好，是一間有競爭性的小學。 

⚫ 於停課期間製作教學網上教材，老師們花了不少心血，學生亦欣賞老師製作認真和有趣的題材。 

⚫ Teachers and helpers are very kind to take care of my kid. 

⚫ 欣賞老師對學生的悉心教導，針對學生的不同特質施於教導，培育他們。而且亦十分感謝學校

在考試日子的安排，可以讓學生和家長安心享受試後的假期，令學生得以舒解學習上的壓力，

而不用在假期裏忙於溫習，以應付考試。 

⚫ 課外活動多選擇，疫情間老師有致電跟家長溝通。 

⚫ 每日都有老師在門外迎接學生返學。老師會主動聯絡家長，關於學生的情況。 

⚫ 教職員都非常盡責教導及幫助小朋友們適應小學環境及困難。 

⚫ 校長和各位老師都竭盡所能教學和協助學生成長。 

⚫ 充滿愛心和關懷，幫助有需要的家長和學生。 

⚫ 學校老師很有責任心，主動與家長溝通，尤其是疫情期間，定期詢問家長學生在家自主學習情

況，幫手解決問題。讚！ 

⚫ 老師細心，能於見面時解答學生在校情況，令家長能更了解學生情況，從而幫助學生改善。 



⚫ 校長與老師很有禮貌，會聽取家長的意見。喜歡校風校園多元化的發展，例：Steam的活動，

把藝術與校園融合一齊，有音樂與舞蹈的興趣班讓學生選擇。最重要的是有圖書的課堂，令學

生增加閱讀的興趣。 

⚫ 多謝學校教職員辛勤的付出，非常有愛心，關心每一位有不同需要的學生。 

⚫ 我欣賞學校的地方是老師對學生的關懷，在疫情期間班主任積極協助學生的功課疑問及關懷學

生身心的情況，感謝老師對學生們的付出。 

⚫ 學習、品行、模式、方式都很到位，老師們亦非常盡責，學校學習氛圍濃厚，有活力！ 

⚫ 今年疫情關係，長時間沒有回校，老師有致電關心功課進度，亦體諒功課進度緩慢，實在感激

不已。 

⚫ 學校校外活動比較多元化，能夠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發掘自身的才能，網上學習的內容也很生

動，能夠使學生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更重要的是校風良好，班主任也經常會和家長們溝通學

生們的在校情況，非常盡責！ 

⚫ 女兒在學校生活非常愉快，每位老師都很關心學生，疫情停課期間，大家都很想念學校，老師

亦有致電問候，感激不了。 

⚫ 願意接受家長意見，大部份老師對學生關懷及了解學生自身性格從而作出適當的教導。 

⚫ 學校教職有耐心，有責任感，對待家長的各種問題都能解決、溝通。 

⚫ 學校因材施教，根據不同學生的知識水平學習能力及自身素質，有針對性的教學，發揮學生的

長處，彌補學生的不足，激發學習興趣，樹立學習信心，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 老師和藹友善，不但注重學業，也注重學生身心健康，能給予學生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多元發

展。 

⚫ 老師能夠細心觀察小朋友的性格，利用課外活動引導小朋友發揮個人的長處，克服弱點，發掘

孩子的潛能。 

⚫ 比其他學校多外籍老師。 

⚫ 學校會安排老師與家長聯繫，了解及溝通小朋友的狀況，有助雙方了解家、校兩方孩子的不同

之處，亦在疫情期間聯繫家長，通知有關詳細事項。 

⚫ 老師和家長有報告學生在校情況，令家長更加了解。 

⚫ 欣賞學校的努力改善，為學生爭取很多精彩學習機會及活動，不斷培育他們成長。 

⚫ 管理得井井有條，積極跟進學生狀況，適度協助家長處理學生的學習問題。 

⚫ 學校能夠提供多方面及多元化的活動及課外課程給予學生們，令她們可以從中領悟到學習的樂

趣。 

⚫ 我在這裡衷心多謝學校的悉心教導，校長，老師和每位職員的親切，有責任和用心教導，讓他

們在開心的學習環境下成長，謝謝你們！ 

⚫ 很欣賞學校對學生的培養，有多元化的活動，不只對學生學業上有要求，也會提供不同的方式

教導學生，老師及教職員們熱心教育，不但對學生包容，亦很關心家長的要求，本人很感謝學

校對本人的子女栽培，成就了她 6年開心充實的小學生涯。 

⚫ 老師有愛心，校長關心學生，家校合作無間。 

⚫ 在這半年疫情期間，老師一直有聯絡家長，關心學生的學習情況和生活情況，使學生很感動，



令他們覺得老師不只是老師，而是一位好朋友，令他們有一個難忘的最後一年小學生涯。                                                                                                                                      

⚫ 關愛校園，老師們富有熱誠，具經驗，校長樂意聆聽家長，學生需要。學校與時並進。 

⚫ 學校對學生很關注，對學生的品格教育也很用心，家長能夠感受到學校老師的積極付出，非常

感謝！ 

 

回應家長提問： 

1. 有關功課 

根據本年度家長意見問卷調查結果，逾七成半家長認為中英數功課量和程度適中。最近兩年受

到疫情影響，上課模式、功課及考試均因而作出調整及轉變。於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學生交功

課方式亦與過往不同，部分功課透過 Google Classroom 上載交老師批改，老師同樣透過 Google 

Classroom把批改的功課發回學生。據問卷調查結果，逾八成家長能夠配合學校定時協助子女

上載功課；約八成家長表示懂得檢視老師在 Google Classroom 上批改的功課。在疫情期間，

學校需因應疫情作出一些適切的應變方案，如安排學生網上實時課堂、網上交功課及調整考試

模式等，在此感謝家長的體諒與合作。 

2. 有關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理念在近年教育界備受重視，這是指以提升學生學習為首要目的的評核方

法，把評估與學習作緊密聯繫。而不同形式、深度或廣度的評估可以反映學生不同的學習面，

尤其是進展性評估。在改善學習質素上，採用多樣化的評估方法能夠協助學生肯定自己的學習

及認同自己的學習方法。在是次問卷調查中，結果顯示逾八成家長認同學校此評估理念。因此，

本校會繼續採用多元化的學習評估方法以評鑑學生表現，如多年前已把中、英文默書以平時分

取代期終默書考試，在去年度取消資訊科技科考試，以進展性的操作評估取代等，以達致「以

評估促進學習」的目的，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和水平。 

3. 有關體育課課程 

本年度學校會按教育局「學校健康指引」，於體育課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讓學生能恢復低強

度的體育活動，使身心有均衡的發展。另外，學校亦優化一及二年級體育課，以連堂形式進行，

使老師及學生更能充分善用體育課時，多做運動。 

4. 有關圖書科課程 

本學年學期初圖書館將完成全新裝修，學生會有更寬敞的活動空間和更舒適的閱讀環境。新圖

書館會增加藏書量，圖書種類亦更多元化，適合不同學生的興趣和需要。此外，在圖書科活動

方面，家長讀書會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除了繼續進行家長閱讀講座、家長培訓班和閱讀活

動外，新增活動將會邀請作家到校分享寫作心得，及邀請家長和學生參加閱讀營，進行開心愉

快的親子閱讀活動。 

5. 有關 STEM活動 

本年度學校繼續以「推展 STEM 2.0，培養 21世紀能力：創新、解難篇」為學校關注事項。學

校會透過正規課程及以課外活動形式豐富學生在 STEM 方面的認識及經歷，並培養學生創新及

解難能力。在 STEM 課外活動方面，學校會繼續推展「衝上雲霄」航天課程及中醫課程，以拓

闊學生在不同領域的經歷，提早做好生涯規劃。 

6. 有關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根據家長問卷意見調查結果，接近七成五家長認同本校能幫助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讓學

生懂得運用學習策略，如預習、摘錄筆記及使用網上資源等。 

7. 有關學生科學探究精神的培養 

根據家長問卷意見調查結果，接近八成家長認同本校能幫助學生培養科學探究的精神，讓學生

裝備自己，培養掌握二十一世紀的能力。 

8. 有關學生輔導 

輔導組積極申請校外資源，為合資格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於 2021-2022學年，校方將增加資

源，以增加功課輔導班的名額，以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輔導組亦為學生進行不同主題的講座，

以助學生面對成長的需要。 



為配合本校的關注事項「正向教育」，部份的家長講座與學生講座均以此為主題，藉此增加學

生及家長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以培養子女建立正向價值觀。此外，增加親子活動或小組的次數，

以助家長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 

本校已建立全方位學生輔導體系，全體教職員均能識別學生的需要及作出初步輔導，或轉介有

需要的學生予輔導組，接受輔導服務。如家長發現子女有情緒上困擾，需要接受輔導服務，歡

迎與本校輔導組聯絡。 

9. 有關學校設施及環境事宜 

為了改善學校環境，我們每年均向政府申請大型維修工程，或向辦學團體青松觀申請特別津貼。

在 20-21年度暑假已進行多項工程，如學校禮堂全面翻新，重新設計圖書館及視藝室，翻新籃

球場地面等。而本年度 5/F 乒乓球室及健體室將增加冷氣機數量，令學生可全天候使用，為學

生營造一個理想、安全的學習環境。 

在改善洗手間的衛生情況上，我們繼續聘請專業清潔商(史偉莎)定期協助清洗全校洗手間；小

息時段亦會繼續由工友跟進洗手間環境。 

在防疫措施上，在課室學生桌面上加裝防飛沫隔板，定期清洗冷氣機隔塵網等，藉以加強對師

生的健康保障。 

10. 有關課外活動及興趣班事宜 

一般情況下，學校每年均會按學校資源，安排適切的課外活動予全體學生參與。惟在新冠肺炎

疫情下，大部份活動要暫停或改以網上形式進行。本校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最新情況，在根據

教育局指引下開辦活動，務求讓學生能善用餘暇，參加有意義的課外活動。 

防疫措施 
鑑於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為守護學生及教職員的健康，學校參考衛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指引採

取以下防疫措施，確保校園內外清潔衛生。 

 

一、強化個人衛生清潔： 

1. 學校在課室、特別室及洗手間等地方均設有洗手皂液、消毒洗手液及 

紙巾，以便師生使用。 

2. 一至六年級課室安排五排單行座位，每個座位均以透明膠片分隔，並以 

「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盡量使用課室的空間，以保持學生之間的距離。 

3. 洗手間貼上「先蓋上廁板後沖廁」及於課室貼上「妥善處理口罩的方法」，指導學生妥善使用

洗手間及處理口罩。 

4. 暫停使用噴射式飲水機，以防止使用者不正確使用而交叉感染。 

二、強化校園環境衛生清潔： 

1. 全校定期進行消毒，包括課室、特別室、洗手間及小賣部等。 

2. 一日兩次用 1比 99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教員室把手」、「升降機按 

鍵」及「樓梯扶手」：一日一次用 1比 99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課室 

門把手」。 

3. 每星期清洗空調設備的隔塵網，並噴上 75%酒精消毒。 

4. 每節課堂完結後，工友以 1:49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特別室（特別是電腦室）。 

5. 在學校校門入口處放置（1:99稀釋家用漂白水）消毒地墊。 

6. 在學校各出入口設置智能探溫板，為入校人士（老師、學生、訪客等）量度 

體溫。 

7. 在各課室、校務處、洗手間等設置有蓋垃圾桶專供學生棄置口罩。 

8. 圖書館設置圖書除菌機，為所有圖書於借閱前後消毒。 

 

本校會繼續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監察校內師生的健康情況，並會繼續密切觀

察疫情發展，評估情況，作出調整。謹此衷心感謝家長的體諒與配合！亦請家長依照衞生防護中

心的健康指引，為預防冠狀病毒病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ealth-advice.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ealth-advice.html


 

家長教師會 
歡迎各位家長加入青松侯寶垣小學家長教師會。本會一向籌辦多項富教育意義的

康樂活動，如親子旅行、燒烤晚會、家長講座、家長興趣班及參觀中學等。我們希望

透過這些活動，增加家長對學校的認識及增強家長培育子女的能力，既能令學生身心

發展有所裨益，也能促進親子關係，使家庭生活更和諧。上年度因疫情關係，大部分

活動未能舉行，相信大家明白、體諒，亦感謝各位包容。無論如何，在安全的情況下，

本會會如常舉行活動，屆時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本會幹事名單如下，希望日後多多指

教，並積極參與活動。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職位 家長幹事 教師幹事 

主席 劉珍妮女士 ----- 

副主席 ----- 張潔珍副校長 

秘書 高雅鳳女士 唐潔華老師 

司庫 潘美儀女士 黄錦杏主任 

康樂 麥曉敏女士 魏雪玲助理校長 

常務 許吉娜女士 龔善祺老師 

會籍 林汝樺女士 賀子麟主任 

總務 
陳綺蓮女士 

曾宏清女士 

陳藝華助理校長 

吳雅芝助理校長 

義務核數員 丁麗瑩女士 ----- 

顧問 

黄佩研女士 

楊吳端女士 

馮慧萍女士 

陳綺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