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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為學生注射品格疫苗
  自去年農曆年假後，新型冠狀病毒病為我們帶來不穩定的生
活。人與人須保持社交距離，也間接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社交活

動。學界也出現了網課、電子學習、在家評估及線上課外活動

等學習新常態。本學年，本校致力推動「正向教育」，有策略地讓學生認識個人性格強

項，建立正向情緒。這種「品格疫苗」，能讓學生在疫情下增強個人的抗逆力，加

強與周遭人物及環境的正向關係，在待人處事和學習上不斷成長，逆境自強，從而

達至積極及豐盛的人生。

善用網上學習，提升互動，增強學習回饋
  連月來的網上學習，讓我們意識到實體教學的重要性。實體課堂的珍貴在於師生的互動，學生
之間的交流，良好的學習氣氛及專注的學習環境。疫情讓師生走進網上課堂，學生以非面授的方式

上課，專注及自律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有見及此，我們運用Edmodo學習平台，配合網課進行學與
教。網課期間，教師使用Edmodo平台讓全體學生能夠即時回答問題。人工智能平台能透過老師預設
的答案，即時為學生給予回饋，提升了師生的課堂互動。學生亦可透過互動平台繳交功課，瀏覽老

師上載的教學影片、學習資源及批改後的功課。學生有更大的彈性進行自主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及

增強學習回饋。

建立「成長性思維」，迎接未來
  我們認為「成功」能讓學生變得優秀。那麼成功是取決於先天的才能，還是後天的努力？ 美
國心理學家德威克（Carol Dweck）說明人類的思維模式可分為固定性思維（Fixed mindset）及成
長性思維（Growth mindset）兩大類別。「固定性思維」的人認為個人的能力和才幹都是與生俱來
的，成功取決於個人的性格、能力與天份。他們面對挑戰時容易放棄，傾向於維持原狀。擁有「成

長性思維」的人認為成敗主要是取決於個人的努力、興趣與堅持。面對困難時，勇於接受挑戰。面

對挫折時，選擇堅持。他們往往能夠從別人的成功經驗中得到啟發。我們相信「成長性思維」能夠

讓學生發揮潛能，盡展所長。我們期望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體驗，讓學生嘗試「成功」。因為

我們相信「成功」建基於「成功經歷」，學生能夠從中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就。

  這一年，全球各地都面對疫情，我們抱持不
同的態度面對，就能產生不同的影響。若我們能

時刻懷着感恩、珍惜、積極及樂觀的心態面對逆

境，擁有正向思維，持守正向的人生態度，相信

在逆境下也能發現新天地。

      祝大家擁有正向、健康的幸福生活！

盧震河校長（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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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設種植區讓學生、家長和教師參與種植活動，培養他們愛惜植物及
大自然的態度。透過種植活動強化校園內學生、家長和教師的正向關係、建立

正向情緒、提升個人抗逆力，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年度學校參與種植活動：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綠化校園計劃

2. 百佳綠色學校計劃  可持續農務

3. 新建「李東海小農場」

4. 新建「中藥園」

5. 跨科學習／回饋社區
• 常識科、中文科及圖書課進行跨科學習，五年級學生學習中藥知識和種植
中藥（南非葉、龍利葉、田七等）。

• 「六年級服務學習」活動中，學生把自己種植的農作物贈送給「耆昌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回饋社區。

透過全校參與種植活動，讓學生、家長和教師實踐關愛文化，建立健康與幸

福的生活，活得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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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家長教師會委員捐贈中藥

贈送農作物給老人院

百佳綠色學校計劃—可持續農務

常識中藥園遊蹤活動

親子種植

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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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r Space（創客空
間）是學生進行機械人編程活動

的學習場地，學生使用流動電腦裝置

上課，增加課堂活動靈活性，方便學生

合作進行機械人組裝及編程活動。

   場地設有編程實戰基地，設置不同
場景，供學生作機械人測試，按測試結

果修改和優化程式設計。學生能使

用基地作為比賽平台，進行

機械人比拼活動。

Maker Space
( 創客空間 )

Dreamworks為學生提供一個自由的創作空間。

  學生可以利用色彩繽紛的積木堆砌出理想
的模型和機械人，發揮想像；室內亦設有「飛

機師應用程式」，讓學生體驗飛機師在天空翱

翔的感受。

Dream Works

3



  「東海閱讀快車」是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的「新成
員」。2019年11月正式加入李東海小學這個大家庭。它的
前身是行走天水圍路線的巴士，加

入學校後進行翻新改造，現在搖

身一變，變成了外型吸引的閱讀巴

士。雖然它年紀小小，卻是學生們

的新寵兒。

東海 閱讀 快車

  為鼓勵學生閱讀及培養他們的閱
讀興趣，學校透過「閱讀分享時段」

讓學生分享他們喜愛的圖書，講述圖

書的內容，以及他們喜歡的原因。

  透過學生推介書籍，吸引其他同
學一起閱讀，營造校園的閱讀氣氛。

4A林正范
《可怕的科學系列》

4A黃浠嬈 《西遊記》  

閱
讀 分 享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的大節日之
一，學校每年都舉辦「中國文化日」

學習活動，藉此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今年因疫情影響暫停面授

課，學校把活動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活動當天，學生穿上華服參與
不同的活動，包括「十萬個為什

麼  農曆新年篇」、「戲法齊齊
變」、「送舊迎新大掃除」等。此

外，同學們還唱賀年歌曲及欣賞老師

預先為學生拍攝的祝賀片段。不論學

生還是老師，大家都感受到農曆新年

帶來的熱鬧氣氛。

    6C張文迪《傻貓神探—恐龍謎蹤》

中國文化日

4



  學校是孩子的另一個家，離別依依，轉眼
六年，同學們已開展了新的階段。雖然畢業禮

一再延期，在2020年11月28日改為網上進行並
順利完成。我們感謝家長送上的祝福，同學們

積極的參與及教師們用心的籌備，讓19-20年度
的畢業典禮，能在充滿愛的氣氛下完成。

  本屆畢業生，超過30%獲派英文中學，其
他同學亦大部份獲派首三志願，可喜可賀。

  往日成長的點滴，都是同學們力量的泉
源。希望他們會以勤、儉、忠、信的精神，努

力開創未來！

  在此祝福我們的畢業生，一帆風順，鵬程
萬里。

  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是同學
們十分期待的活動，今年學校聖誕聯歡

活動亦要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雖然以網上形式進行，但校長及老師們積極參與拍攝
聖誕及新年祝福短片，大家經過一番悉心的打扮，甚至載

歌載舞，爲學生帶來驚喜。

  而當天的聯歡會節目更豐富精彩，包括「大合唱」，
「聖誕卡分享」，其中外藉教師領唱的「超級無敵估歌

仔」、「比手劃腳」、「JUST DANCE」、「收買佬」、
「聖誕知多少問答比賽」等遊戲環節十分受同學們歡迎，

把現場氣氛推至高峰。壓軸環節大抽獎，得獎學生待回校

復課時，便可以領取精美的禮物。一個多小時網上聯歡會

活動，在老師和同學們的笑聲和歡呼聲中圓滿結束。

不一樣的畢業禮 

不一樣的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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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正向教育」專家顧問

陳梁淑貞女士  救恩學校（小學部）前校長

 正向元素 融入校園

 學校積極推動「正向
教育」，培養學生的身心健康，

為學生帶來幸福感，增強學生的抗逆

力，讓學生邁向圓滿人生。

正向教育有
六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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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芮心怡獲
得鋼琴獨奏
銀獎

音樂比賽獲得的獎狀、獎牌及書劵

 正向元素 融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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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以發展個人
「品格強項」、建立正

面情緒和幸福感為重

點，著重全人發展，

以培養及發揮個人的

長處和潛能，以推動

個人正面發展，藉積

極、堅韌的態度面對

生活中的挑戰，從而

邁向圓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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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闊學生眼界，勇於接受挑戰及增加
比賽經驗，本校鼓勵同學在疫情下繼續積

極參與校外比賽，同學們都能珍惜參賽的機

會，表現出色，獲得優異的成績。

比賽項目 成績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0 2項金獎  1項銀獎  4項銅獎  1項優異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2021 1項金獎  2項銅獎   3項優異

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8項個人賽二等獎   2項個人賽三等獎

1項團體賽二等獎
第72屆學校朗誦節比賽 1項獨誦季軍   39項優良  10項良好

第七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1項季軍   4項優異  積極參與學校獎

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16項優異獎  1項特等獎

  閱讀能力是各學科學習的基礎，掌握閱讀才能掌握知
識，本校中文組從縱向橫向發展及規劃閱讀課程，通過「共

讀一本書」提升學生語文水平，建構自主學習的能力，並透

過跨課程閱讀，拓展學生視野，身體力行，服務社區。

跨課程閱讀 綠色遊綜成果分享日

本校中文組「共讀一本書」計劃
從閱讀走向生活（跨課程閱讀）

獲東華三院教學獎勵計劃優秀教學獎（中國語文教育）

5C黃凱茵獲得古箏獨奏銅獎

校長恭賀數學比賽獲得獎項同學
校長給同學頒發音樂比賽的獎項

6A石森雨獲得薩克
管獨奏金獎

3A芮心怡獲
得鋼琴獨奏
銀獎

音樂比賽獲得的獎狀、獎牌及書劵

我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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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繫 - 心連心」

  本會於去年十二月透過網上形
式順利舉行周年大會暨第二屆幹事

會選舉。第二屆新的幹事會已經誕

生，感謝各校友的出席和支持。在

疫情影響下雖然未能與大家實體會

面及聚舊，但校友們對母校的熱情

及愛戴並無減退。一眾幹事會成員

亦密鑼緊鼓籌備六、七月的手作

班，希望各位校友踴躍參與活動。

–第二屆校友會活動花絮

校友們留倩影

頒發第一屆校友會幹事會感謝狀

第二屆校友會幹
事會會議情況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4月9日（五）舉辦了「親子和
諧粉彩初探工作坊」，家長透過實體及網上形式，隨心

用手指尖揉抹粉彩的粉末，與孩子一同創作出效果溫柔

通透的圖畫，減輕壓力，抒發情緒，療癒自我。

親子和諧粉彩初探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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