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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話劇組的成員是由四至六年級學生組成，由陳佩玉老師及李玉
燕老師負責統籌、編劇及訓練等，並參加了「普 � 劇場2021『新界西
小學戲劇匯聚比賽』」及才藝比賽。

  由於新冠肺炎肆虐，令全港學生停課了一段長時間。在停課期間，許多同學表示從未如此
想回復上課的日子，故此老師便構思了《「疫」轉「逆」情》這個故事。故事內容是講述三位同一

時間出生的五年級學生，他們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同樣面對學業的壓力及健康問題，他們都有一個

共同的願望─不想上學去。由於他們是同時間出生，所以強烈的腦電波令他們進入了另一時空，遇上有

趣的願望精靈，並實現了他們的願望。雖然疫情讓三位小朋友願望成真，但最後他們卻發現能正常上課和

擁有健康才是他們最大的幸福。《「疫」轉「逆」情》就是要帶出這正面思維的訊息─「活在當下，平

凡是福」。

  進入決賽後，同學們便真正踏上舞台。憑着精彩的
演技和有趣的故事情節，贏得多個獎項。此外，主辦機

構更加設同學個人才藝獎比賽，本校以林嫣同學的拉

丁舞和潘柏希同學的薩克斯管獨奏參賽，發揮他們的

藝術才華。

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

「疫」轉「逆」情
陳佩玉老師、李玉燕老師

優異演員獎 5E 林嫣、5E 趙泳兒

最佳合作獎

最佳劇本



吳叠兒老師
  一年一度的公益金便服日已於 2020年
10月 29日在校內舉行。公益金每年透過各式
各樣的籌款活動，將善款捐予社福機構，幫助
社會上各界有需要的人士。

  當日，同學們都以輕鬆的心情及另一番形
象上學。有些同學穿着樸素的衣服，亦有些同
學悉心打扮，穿上自己最心愛的一套便服，大
家都展露着燦爛的笑容回校，令我記憶猶新。

  學生和家長踴躍捐款，集腋成裘，為社會
作出貢獻，極具意義。本校藉此感謝全校師生
及家長全力支持「公益金便服日」慈善籌款活
動，期望各位繼續踴躍支持往後的公益活動。

公益金便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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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文主任
  普天同慶的聖誕佳節，在疫情的影響下，變得不一樣，但仍是歡欣
滿滿。

  12月 21日，悉心打扮的同學準時坐在熒幕前，出席「不一樣的聖
誕聯歡會」，熒幕上播出老師合力唱奏的聖誕歌曲、同學們精彩的表演，
以及老師和同學們的祝福，讓同學們感受節日的氣氛。

4E 余嘉軒
  今年我校舉辦了一
場不一樣的網上聖誕聯
歡會。

  熒幕上的老師賣力表
演，家中的同學歡呼喝
彩。濃濃的聖誕氣氛：歌
聲、笑聲和掌聲圍繞著我
們。衷心感謝老師為我們
帶來這一場別出心裁的網
上聯歡會。

5E 游博謙
  「 叮 叮 噹 ⋯⋯ 叮 叮
噹⋯⋯」聖誕節來啦！

  今年非常特殊，由於疫
情，我們只能在互聯網上向同
學互祝“聖誕快樂！”

  我十分高興自己拍的祝
福視頻上載了校網，希望疫情
盡快過去，可以重新和老師、
同學相聚在校園，分享我們的
快樂，想你們—我的同學、
老師，我的可愛校園！

3D涂欽文 5E涂子雯
  今年，我們過了一個特殊的聖誕聯歡會。在網絡上，同學們都
大顯身手，展現才藝，令人大飽眼福。這個聯歡會挺有意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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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貞老師
  在不一樣的一年，學校為同學準備了不一樣的新春活動
「迎春接福賀新歲」。

  2月 9日當天，不少同學和老師都穿上華服，在網上跟同
學見面，互相祝賀，喜氣洋洋！

  在「賀年習俗話你知」環節，同學更了解中國十二生肖的
傳統文化及有關新年習俗的傳統。見過老師即席揮毫後，大家
欣賞其他同學的創意揮春，並由班主任公布得獎學生名單。同
學們都十分興奮，讚嘆同學的作品既有創意又應節。

  為了向學生傳達情意，校長及老師特意錄影點唱片段「齊
唱齊點歡樂年」，祝賀及鼓勵同學們，在新一年繼續努力。在
最後環節，老師更邀請學生一起開心大合唱，齊齊度過一個愉
快的早上。

  疫情下，今年的中華文化嘉年華改為網上進行。這不
一樣的嘉年華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活動的首部分當然少不了新春習俗。在影片中，老
師向我們介紹了全盒中不同食品的意義。接下來的影

片，林老師示範了如何以毛筆書寫隸書的「福」字，我

們還學了簡單又美觀的剪紙呢！但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活動尾聲時，全班同學都起哄要其中一位同學唱新

年歌，真令人哭笑不得。

  雖然今年的中華文化嘉年華不能如常進行，但能
改為線上，已令我心滿意足了。

6E 金妍希

學生感言
   原定於二月九日，我校舉辦的「迎春接福賀新歲」活動，雖然疫
情關係轉為網上形式進行，但我仍感到很高興，因為我、同學和老

師都能穿上華服，在網上拍照留念，而且老師和我們進行了一些剪

紙活動，還播放了有關十二生肖的影片。過程中教會我們十二生

肖的由來，更讓我學會了原來一張普通的紙，除了摺疊外，還可

以剪出不同的圖案。這次活動令我增長了不少知識，還可促進

師生的互動。

3D 陳煒榆

迎春接福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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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願望

  我希望大家身體
健康，幸福快樂！希望新
型冠狀病毒馬上消失。

1A 陳鑫龍

 我希望疫情快點
完結，我們一家人可以乘飛

機出國旅行，參觀各國地方的
風土文化，從而增廣見聞。

1C 麥駿臨

 我希望自己快高長
大，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幫

助有需要的人，讓世界充滿愛。

2A 鄭梓駿

  踏入 2021 年，我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我們可以

重回校園生活，跟同學們一起愉
快地學習，嘗試考試的滋味。

2D 丘松灝

 我希望新冠肺炎快點消
失，可以開開心心地上學。假期的

時候，又可以和爸爸媽媽去日本旅行。

2E 葉靜兒

 我希望家人健康，
平安，快樂疫情盡快消失，可

以上學讀書。

2B 黃諾瑤

  我希望可以回學校
讀書，疫情快點過去。我很想

念老師和同學。

2C 陳思韻

  我希望疫情消失，
所有人平安，我和家人可以

四處遊玩，品嘗不同的美食，
和親親大自然。

1D 陳穎賢

 在新的一年，我的
願望是購買許多的圖書，可以

每天看書。

1C 郭恩希

 我希望今年可以再次
和家人去旅行，還要買很多
禮物回來送給朋友！

1E 馮靖睎

  我希望新冠肺炎這個
疫情早日結束，可以開開心心

地上學，星期日又可以和爸爸、
媽媽、哥哥去沙灘玩耍。

1B 莊紫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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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新的一年疫情可
以快點過去，人人都不用戴
口罩，可以見到大家的笑容。

3A 王子熒

  我希望可以早點復課，與
同學和老師一起見面，我更希
望的是在考試和測驗中每科能考取
九十分以上！

3D 周晉安

  我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可以回學校跟同學和老師見面，可

以到公園玩耍，可以去戲院看電影，
可以不用戴口罩，可以到外地旅遊，可以
到戶外燒烤……

4A 李漪旋

  我今年願望是趕走疫情，
可以除下口罩舒服地呼吸新鮮空氣，

和家人結伴到處遊玩，更渴望回校上課，
老師同學們一起學習和玩笑，享受校園愉快
的時光。

4C 陳沛沂

  新的一年，我希望脫下
口罩，回到我熱愛的校園課，每天看

到親切的校長、和藹可親的老師，還有朝
氣勃勃的同學，更希望我們琅琅的讀書聲傳
遍整個校園！

4E 張紫悠

  我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過
去，回校上課和老師、同學們見面，

一起愉快地學習，也希望不同行業的人
也盡快恢復他們的工作，大家齊心抗疫，
走出疫境，共渡難關。

4D 周晉丞

  踏入 2021 年，我的願望是疫
情可以盡快結束！我們可以回校上課。大家

的生活回復正常，我們可以和親朋好友見見面、
聊聊天，假期的時候可以乘坐飛機去旅行。同時，
我還希望擁有一部新的手機。最後，我還希望大家都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4B 汪善茹

  我希望疫情快快走，
口罩遠離我，亦希望可以和
家人一起衝上雲宵。

3B 張倬滔

 我希望疫情快點完
結，脫下口罩，暑假回媽媽家

鄉探望外祖父，買手信給家人和
朋友。

3E 蔡善婷

  希望明年可以看到
同學們和老師們。如果沒有了

新冠病毒，我也希望可以和同
學、朋友一起在操場裏玩耍。

3C 何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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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一年過去了，新的
一年開始了。在新的一年裏，

我希望自己認真學習，努力温習，能在呈
分試中考出好成績。希望父母和親人身體健
康，平平安安！希望各位老師身體健康，工作
順利！希望疫情遠離香港，回復正常，我們健康
快樂地生活。

5A 梁均同

  新一年我希望疫情快點遠
離我們，所有病毒都都快快消失，人人

都身體健康。我們可以再次回校上課，不用困
在家中。大家可以除下口罩，舒服地吸一口新鮮
空氣。又可隨家人到外地旅遊探親。
    雨後一定會見到彩虹。

5C 吳卓琳

  我希望新冠病毒能
快點過去，同學們能夠坐在教室

裏，一起開開心心地上課。我和好
朋友能考上理想的中學！

5E 戴智惠

新年快到了，我會在新的一
年勤力讀書，留心上課。我的願望是在自

行分配學位中考入趙聿修紀念中學或中華基
督教會基元中學。

6A 黃凱盈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就要
畢業，但疫情肆虐全球近一年。

這一年間，我好像甚麼都沒有做到，不能回
校上學，只能網上上課。甚麼陸運會、中華文

化嘉年華……全部被迫取消，我並不貪心，我只
是希望疫情快點過去，回復正常生活，好讓我可以
留下一個美好的小學回憶。

6E 陳穎蕎

  2021 年已經到了！新一
年，我希望香港回復正軌，沒有新冠

肺炎，大家就可以除下口罩，一起去玩
樂。除此之外，我希望自己的學業可以更進
一步。最後，祝各位老師心想事成！

6B 杜樂兒

  2021 年，我的第一個願望是
疫情快點消失，醫護人員可以放鬆和休息。

第二個願望是可以入讀心儀的中學。最後，我
希望能夠突破自己，成為更好的自己；學會享受
生活，學會賦予生活有意義。

6C 葉昱賢

我希望可以考入心儀的中
學，順利通過鋼琴考試。還有，我希望

可以早日恢復面授課，和我的朋友、同學，
一起度過最後的小學生涯。

6D 張希榆

  2021年，我希望可惡
的新型冠狀病毒快點被消滅，疫情

完結！一場疫戰，令我多麼嚮往正常
的生活、學習、和玩樂啊！大家要齊心協
力，實現健康生活的願望！

5B 丁翊文

  2021 年到了，新一年，
我有兩個願望。這兩個願望跟往年的

願望很不一樣。第一個願望是希望疫情可
以盡快消失。第二個願望就是希望全球暖化
可以得到改善。希望這兩個願望可以實現吧！

5D 葉秋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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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文主任
  望著一桌子的零件，該怎麼辦才
能組合成一架會動的車子呢？

  動手做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透過導師悉心的指導，同事間的互相
協作，從旁鼓勵，再在做中學。最後，
我的車子成功開動了，心更是樂透了。

溫靜文老師
  在短短的數小時，我學懂如何設
定 STEM處境，尋找相關知識及方
案解決問題，以積極主動及歡樂的心
態，完成屬於自己的太陽能跑車，增
加了我對學習的投入和擁有感，達到
我預期的學習效果。

  本校於2021年11月29日舉行「STEM教師工作坊」，體驗施
行STEM教育的感受。工作坊邀請課程發展處科技教育組黎耀強
先生擔任講者。黎先生具多年推展科技教育經驗，他分享如何實
踐「STEM教育」之教學方法，把「動手做」應用到跨學科學習
活動中。

  老師利用材料包，動手製作自己的「太陽能跑車」，由裝
嵌、測試及改良，老師們都要一手包辦，動手解決。老師從實踐
中學習，體驗如何有效推展STEM教育，為日後STEM創客中心的
成立奠定良好基礎。

STEM 教師工作坊 謝裕恒主任

沒有穿上校服的學生

蕭海慈主任Google Classroom
「T1=S=T2」

  上述英文和數字代表甚麼？數學公式？化學方程式？或是另有涵意？同學們你懂嗎？
  新冠疫情爆發，教師的工作模式有明顯的改變，為了適應新的教學常態，教師們(T1)發揮他的
小宇宙，上網自學(S)，搖身一變，成為一位集寫稿、製作、拍片、剪接等技能的MF教師(T2)，製作
教學片段，上載到學校網頁，讓同學和家長在家中隨時觀看、學習。

  為了更全面地提升教學效能，學校選擇了一個方便、免費的學習平台 - Google Classroom。老
師 (T1)再次變身 (S)，一同上課，學習前期的設置、帳戶安排及平台內每一項運作。經過反覆練習，
當學校恢復面授課堂，教師立即進化成 GC教師 (T2)，將所獲得的新知識和技能，在新學習常態中
應用，提升學習效能。

  新學習常態一經啟動，即使疫情消失，「T1=S=T2」的轉變模式會不斷發生，原因很簡單，「與
時並進」是硬道理。最後希望新冠疫情能儘速消失，讓大家可以開開心心享受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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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陳佩玉主任

  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新到任的陳佩玉主任，主要任教中文及音樂科。
目前雖然大家對我並不熟悉，但是我希望以後各位同學都支持我的教學工
作，我們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當我進入天水圍官立小學這個大家庭，感到學校的設施及學習資源很
豐富，同學們可以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各種軟件應用程式來學習，令語文
課和音樂課變得更有趣味性，讓大家在輕鬆的環境中學習，把校訓「勤勇
孝禮」的精神銘記在心，將來成為社會上的好公民。

蔡佳莉老師

  大家好！我是任教英文和常識的蔡佳莉老師。我很榮幸能加入天水圍
官立小學這個溫馨融洽的大家庭。我剛來到這所學校，就覺得這裏的環境
十分優美。老師親切友善，同學活潑可愛，讓我更容易融入校園生活。我
希望同學們都能夠把握學習機會，虛心接受師長的教導，發展自己的長
處，為自己的目標奮鬥。

陳君亭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君亭老師。今年我任教的科目是英文、常識和音樂，
很高興能加入天官小這個大家庭！能夠跟你們一起學習和成長，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呢！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大部份時間只能透過網課跟同學們互動，希望待
疫情過去後，有更多機會跟你們在學校相處！

劉秀麗主任

  大家好！我是劉秀麗主任，很高興今年能加入天水圍官立小學這個
大家庭。雖然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大家都戴上口罩，但當我早上在門
口看見同學時，大家都很有禮貌地跟我説：「早晨」，可見同學們是一
群尊師有禮的好學生。雖然疫情仍在，但希望大家在這種新常態下，繼
續努力學習，在疫情過後，看見大家除下口罩的可愛笑臉。

彭麗琼老師

  大家好，我是彭麗琼老師，很高興
加入了天官小這個大家
庭。我任教的科目是
中文和普通話，閒
暇時喜歡看電影及
打排球。希望日後
能與各位同學多多
交流，期望你們能快
樂學習，健康成長！

蔡振毅老師

  我是蔡振毅老師，很高興能加入這個天官
大家庭，陪伴大家一起快樂成
長。本年度我主要任教英文、
常識和電腦科。從第一天接
觸這裡的學生開始，我就深
深被孩子們可愛的笑容與充
滿創意的想法所感動。課堂
以外，我是卡通迷，最愛看
花生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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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名稱

「元路友里」計劃網上標語設計比賽
亞軍 6E林道建
優異獎 6E朱曉彤

2020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銀獎 1C黎梓滔
小學中級組—銀獎 4E張婞瑜 4E葉藝彤 4E黃子晴 4E黃芊軼
小學高級組—銀獎 5D駱美霖 6D陳嘉茵 6E葉柏寧 6E李穎琛

2020全港兒童歌唱比賽
小學高級組—金獎 6E何仲漢
小學高級組—銀獎 4E高俊陽 4E黃始元 6E李穎琛 6E金妍希
小學高級組—銅獎 5E趙泳兒 5E黃子蘊 6E李烯榆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優異 
5E李璟沛 5E吳澤峰 5E陳嘉馨 5E鄭海晴 6E徐溢夆
6E金妍希 6E劉 備

2020-2021閱讀大挑戰 (Reading Battle)

中文閱讀（小學六年級組）—
全港第六名

6E林道建
英文閱讀（小學六年級組）—

全港第二名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優異獎 6E朱曉彤
小六英文—良好獎 6E葉柏寧

薪火相傳五千年：璀璨的中華文化比賽 高級組 6D林家承
愛語 �甜蜜蜜之創作及心聲表達比賽 冠軍 5E吳禧宗

2020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銀獎 2B陳芊伃 4E葉藝彤 6E李穎琛 
第七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硬筆雙優異 2A楊 敖 4E江柏燊

第六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六年級個人獎（優異獎） 6E金妍希 6E劉 備 6E葉柏寧 6E徐溢夆 6E林道建

五年級個人獎（優異獎）
5E李璟沛 5E蔡柏進 5E吳澤峰 5E陳嘉馨 5E鄭海晴
5E曾頌嵐 5E羅煒瞳 5E游博謙

2021全港小學「我是 KOL！」比賽
初小組普通話最佳演繹（女）

2E黎泳妤
網絡人氣獎

第十二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推理偵探冠軍 6E金妍希
推理偵探亞軍 6E葉柏寧
解難大師亞軍 6E金妍希
解難大師季軍 5E陳嘉馨
速算大王季軍 5E李璟沛
團體賽一等獎 5E李璟沛 6E劉 備 6E徐溢夆 6E葉柏寧
個人賽一等獎 5E李璟沛 5E陳嘉馨 5E鄭海晴 6E金妍希 6E葉柏寧
個人賽二等獎 5E蔡柏進 5E吳澤峰 6E林道建 6E劉 備 6E徐溢夆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優良 2E楊鈞澤 5E涂子雯 6D陳嘉茵 6E金妍希

普通話才藝比賽

冠軍 1C郭恩希 4E黃芊軼 5D黃佩瑩
亞軍 2E楊鈞澤 4E黃子晴 5E游博謙
季軍 2E余靜霖 3E謝心悅 6E林道建

優異獎
1C黎梓滔 1E林熙雯 2D石芯悠 3A沈嘉朗 3C陳昱彤
4E潘呈朗 5E涂子雯 6A石曉琳 6E金妍希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初小組冠軍 3D周晉安
高小組冠軍 4D周晉丞
優良 3D黃健鋒

第十六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二等獎 4E黃芊軼 4E黃子晴 4E陳珮兒 4E余嘉軒

「國慶 71 繪出愛」填色及繪畫比賽
初小組亞軍 1A黃耀司
高小組優異獎 5D葉秋瑩 5E黃子藴 5E梁采嵐 6C梁詠嘉 6E林道建
網上至 LIKE金獎 6B劉鑒陞 6B劉鑒鋒 6C張倬橦

「惠氏營養與你創造健康家庭齊抗毒」
填色及抗毒吉祥物設計比賽

小學組填色比賽
（小一至小三）—優異獎

2D陳梓庭 3E陳穎妍

抗毒吉祥物設計比賽
（小四至小六）—亞軍

5D葉秋瑩

抗毒吉祥物設計比賽
（小四至小六）—創意獎

6E陳嵐一

抗毒吉祥物設計比賽
（小四至小六）—優異獎

4E陳誠智 6E陳穎蕎

拉闊親子關嘉年華繪畫比賽 高小組—季軍 6E陳穎蕎
「禮」 「品」宣傳大使填色比賽 優異獎 6E陳嵐一

人道小英雄創作比賽

學校組初小組

亞軍 2A歐穎楊
優異獎 1A陳議樂 1E鄧澔楊 2C陳思韻 3D陳煒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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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
精英 6E陳穎蕎
優異 4D文靖喬 4E余嘉軒 6E陳銘彤

「認識祖國 認識香港」系列比賽
2020—填色比賽

高小組季軍 4E陳誠智
高小組優異獎 5D葉秋瑩

親善大使揮春華服設計比賽 優異獎 5D葉秋瑩 

元朗區防火委員會防火吉祥物設計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4E陳誠智
高小組冠軍 5D葉秋瑩

「關懷社區、以愛共聚」親子填色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4E陳誠智
高小組季軍 5D葉秋瑩
入圍獎 6E陳嵐一

無煙安樂窩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3D周晉安 4D周晉丞
屈臣氏傑出運動員選舉 傑出運動員 6E劉展楓

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

優異演員 5E林 嫣 5E趙泳兒

最佳合作獎
4E劉俊煒 5A朱家洺 5D王栩諾 5D袁浚軒 5E林 嫣
5E趙泳兒 5E潘柏希 5E鄭涵茵 5E陳璽而 5E朱佩瑩
6E李穎琛 6E何仲漢 6E何卓賢

最佳劇本獎
4E劉俊煒 5A朱家洺 5D王栩諾 5D袁浚軒 5E林 嫣
5E趙泳兒 5E潘柏希 5E鄭涵茵 5E陳璽而 5E朱佩瑩
6E李穎琛 6E何仲漢 6E何卓賢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4E黃芊軼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4E黃子晴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 2C陳穎盈 2D石芯悠 4E陳珮兒 5C鄭巧妍 5D王栩諾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 4D陳家晴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 5D駱美霖 5D周焯盈 5E趙泳兒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良好 6E陳穎蕎
男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3D周晉安
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 6A翁紫禛 6E茹梓渢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4E黃子晴 4E葉藝彤 4E黃芊軼 4E張婞瑜 6E李穎琛
6E葉柏寧

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1C黎梓滔
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 5D駱美霖 5E涂子雯 6D陳嘉茵

Solo VersESpeaking (Girls) -亞軍 3E李晶晶

Solo VersESpeaking (Girls) -優良
2D古心兒 3E蘇允盈 4D黃婧崳 4D文靖喬 4E張婞瑜
4E黃芊軼 5B李佳怡 5D蔡汶殷 5E鄭涵茵 6D張巧瑤
6E李穎琛

Solo VersESpeaking (Girls) -冠軍 3E李龍庭
Solo VersESpeaking (Girls) -亞軍 4D周晉丞
Solo VersESpeaking (Girls) -優良 2B陳俊銘 3D周晉安 3E梁浚鏗 5D袁浚軒 5E蔡柏進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考獲銀章
4D文靖喬 4D黃浩文 4D黃葦彤 4E陳誠智 4E張紫悠
4E江柏燊 4E蘇斯狄 4E黃始元 5D張清嵐 5D葉秋瑩
5D袁浚軒 5E梁采嵐 5E李璟沛 5E吳澤峰 5E曾頌嵐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4D謝依彤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4E黃俊熙 5E羅煒瞳
小學初級組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優良 5E潘柏希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5E朱珮瑩
高音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冠軍 6E陳嵐一
高音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亞軍 6E林曉楠 6E李穎琛
高音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季軍 6A周芷悠 6B楊誌恆 6D張玉薇
高音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 6A林詠慧 6E何卓賢
高音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良好 6E何仲漢
高音直笛獨奏 10歲或以下 冠軍 5E趙泳兒 5E戴智惠
高音直笛獨奏 10歲或以下 亞軍 5D葉秋瑩
高音直笛獨奏 10歲或以下 優良 5C戴 澧
高音直笛獨奏 10歲或以下 良好 5B丁翊文 5C 譚文稀 5E 朱珮瑩 5E 梁采嵐

陽光笑容滿校園 2020-21 卓越陽光笑容學校大獎 天水圍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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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家長講座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誕生
大家齊投票

第十三屆（2020 - 2022）家長教師會選舉

熱烈討論 成功交接

分發機構送贈的口罩

派發環保校服周年會員大會

  回想起2002年和2003年，大哥哥（長子），小弟弟（次子）
分別入讀天官小，新手媽媽大挑戰，一陣忙亂，不同時段的繃緊日
子（測考），待他倆升讀中學，以為與天官小的情緣斷了。想也想
不到在2018年，小女兒入學，讓我再次踏入天官小這個大家庭，
我們一家與天官小再續前緣。

  雖然我已不是新手媽媽，沒想到過去兩年，指導小女兒學習仍
是在忙亂與繃緊中度過。2020年全球瀰漫著疫情，上學的模式也
要由面授改為網課，學校、老師、同學，甚至家長，都要接受新挑
戰。這些挑戰，是前所未有的，社會上充斥著負能量。感恩的是，天官小全體教職員在這個艱難
的時刻，發揮天官小的團隊精神，靈活地調整教學模式，依然盡心盡力地教導學生，讓學生繼續
愉快地學習。

  本人有幸能擔任第十三屆家教會主席，深信只要家長和學校共同努力，才能陪伴孩子健康愉
快地成長。執筆之時，香港疫情仍然嚴峻，但我相信，只要家校通力合作，我們定可把疫情對孩
子的影響減到最低。

  最後，祝願各位家長健康平安，同學們堅持學習，與天官小共同迎接美好的一天。

主席的話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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