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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下學期

第三十七期

（非賣品）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H H C K L A  B u d d h i s t  W i s d o m  P r i m a r y  S c h o o l 慧

訊
  近兩年疫情持續，在不穩定的情況下，本學年又到了尾聲。
  從2020年春天開始，我們和孩子一起經歷了停課、網課、實
體課、混合教學課堂、半天上課、提早放假、延長假期和放取特別
假期等。孩子們穿梭於不同上課模式之間，沒有好好地享受完整的
校園生活，他們的生活規律、社交及學習均受到影響，我們應如何
協助孩子們持續學習和成長呢？
  疫情下孩子多留在家中，對外連繫減少，缺乏與朋輩及師長互
動的機會，生活規律被打亂。作為師長，我們除了盡力在學習方面
提供支援外，更需關注他們的情意及健康發展，包括自理、社交、
情緒及體能等。不同的研究已指出，孩子擁有正面的特質  好
奇、自信、主動、恒毅、積極、存在感及能力感等是有效學習的關
鍵，這些在疫情期間對孩子尤為重要，而正面的特質是需要教師及
家長透過與孩子的日常互動慢慢培養出來的。
  為讓孩子保持正面的特質和態度，正慧團隊在不同層面作出調
適。
  在半天上課期間，每節課堂縮減至30至35分鐘、課間設小
休、堅持每天進行早會、保留體藝課、德育課及多元智能時段，務
求在學業外，為孩子提供足夠的休整和體藝發展的空間，讓孩子持
續展現潛能、與教師及同儕保持連繫，並維持學校的生活常規，達致均衡發展。
  特別假期期間，我們更以「在家自強計劃」取代假期功課，提供23項自選任務，讓孩子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自由選擇及主導學習，呈
現自己的能力和建立自我效能感，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

  疫情為我們帶來困擾，但在應對疫情帶來的改變時，學校和家長更應認清孩子的
需要。我們除關注學習效能（智能發展）外，更需協助孩子培養正面的特質，加強他
們對學習的熱誠、興趣和自信心（情意發展），讓其主導自己的學習，培養自主學習
及終身學習的精神。
  就讓正慧團隊與家長們在「疫」境中以積極正面的態度「變」中求進，繼續協助
我們的孩子持續學習和成長！
  教育路漫漫，我有幸在三十五年的教育路上有機會與大家相遇，更感謝大家一直
以來對「正慧」的信任和支持，我將於2022年9月退休，由廖小玲副校長接任校長，
期望大家繼續「與慧同行」，為孩子的教育一起努力，感恩無限！

遊戲區為孩子提供自由活動空間

 廖小玲副校長（左）將接任佛教正慧小學校長，繼續
「與慧同行」。

梁翠珍校長與孩子同心同行，同創教育之路。

正慧動起來-孩子學習新知識時，同時體驗、欣賞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讓孩子發掘興趣，提升自信。

德育課-孩子從經歷疫情中有所得着



圖書封面模仿秀

  在三至四月的特別假期中，我校特意推行
「在家自強獎勵計劃」，讓學生善用在家的時
間，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全方位學習；提供多元
化的任務，讓孩子按自己興趣和能力自由選
擇、主導自己的學習、發展思維能力及創意，
擴闊視野。
  「在家自強獎勵計劃」在網上學習平台進
行，孩子即使足不出戶，也有機會與人分享生
活點滴，展示個人的才藝和創意，互相學習。
配合孩子特性，計劃滲有比賽元素，同儕互相
比拼，一起「在家自強」。

客廳變成了我的大舞台

挑戰高年級的哥哥姐姐-
看！我是扭計骰專家！

家務小達人-做家務可培養孩子責任
感及自我效能感

關愛毛孩，愛一切眾生。

以音樂來凝聚家人的溫馨時刻

栽種的不只是小生命，
還有孩子的毅力。

2022年度封面人物！

透過慧訊，你也可聞到香味吧！

影子戲-親子劇場熱播中！多謝支持！Wisdom星章屬於每位「在家自強」的正慧孩子

在家自強  各展所長

觀看短片



投入目標，投入校園生活。

使勁地踏單車機，精神一振。

新興運動-圓網球為孩子帶來嶄新運動體驗

彼此珍惜與同伴參與活動的時光

「腳腳相扣」-連繫起每位領袖的心 戰術運用，攻守兼備，方可穩操勝券。

豐富多元的活動  孩子成長更輕鬆
回歸校園運動體驗

領袖訓練

  經歷過「不一樣的假期」後，我校
為學生安排了一連串的迎新體育活動，
為首天回歸校園的孩子打打氣，並重新
建立做運動的習慣。當天項目多樣化，
包括健球、柔力球、匹克球、圓網球、
單車機及跑步機等等。

  「多元智能課時段」為六年級學
生提供領袖訓練。縱使受疫情影響未
能外出進行活動，我校把校園外的不
同挑戰和體驗帶進校園內，讓學生透
過活動探索未來更多的可能性，發掘
潛能，突破自我！



同學默契相通，一起找出「大魔王」！

除了「異地同考」，身在內地的同學也可以「異地同樂」！齊心協力，挑戰高塔！

滿載孩子努力的船，乘風破浪向前行！

豐富多元的活動  孩子成長更輕鬆
升中輔導日營

STEM考心思

  我校為六年級學生安排「升中輔導日
營」，希望在疫情嚴峻的時期，透過一系

列的解難及團隊挑戰活動，
提升學生的溝通及面對
逆境的能力。活動中
加插「異地同樂」的
環節，讓兩地學生
敘舊聯歡。

  STEM教育透過科探活動，讓學生嘗試、探究及動
手實踐，從中掌握不同的科學原理。本年度各級進行了
不同的探究活動，以提升科學探究技能及學習的興趣。

眼明手快心算「醒」，
數字對對碰！

要經過多少個步驟才能造出一張紙呢？

哪種物料最能保溫？

用手感受冷和熱 

二年級－體驗造紙 三年級－保温瓶測試

六年級－我有好橋

四年級－温度的測試

橡筋動⼒⾞

五年級－環保動⼒船

Vex Go編程機械⼈⼯作坊

從探索、實驗、設計、製作、測試及改
良，運用數據來設計一座穩固的紙橋。

在「STEM橡筋動
力車」活動中，學
生動手拼砌小車、
運用數學量度圈數
及行⾛距離，並在
測試中發現背後的
科學原理。

由零開始拼砌、再逐步加上橡⽪圈、齒輪、⾺達及編程
設計，一步一步改進，體驗「設計循環」。 



  學生閱讀與主題相關的中、英文圖書後，參與有趣的延伸活
動和遊戲，拓展對主題的視野和學習層面。

  邀請台灣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嚴淑女博士與家長
及學生分享圖書創作與閱讀的樂趣。

配合「誕生日」主題，大家都寫下今年的生日願望。

有趣又好玩的閱讀攤位活動

孩子在圖書館聚集，為的是求
取知識，追求學問。

漂書活動-圖書再循環，讓孩子自由選擇喜愛的圖書。

在書海中尋寶，很是愉快！

家長於放學後到禮堂選購圖書，讓孩子在家
作延伸閱讀。 視像會議有助拉近作家與讀者的距離

正慧閱讀多色彩
  我校積極推動閱讀文化，每年舉辦「正慧閱讀週」，期間會舉行一系列專題閱讀活動，鼓勵孩子閱讀不同種類的圖書。正所
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我們要讓他們在「黃金屋」中學會更多課外知識，擴闊視野，有更優秀的文化觸覺能力。

「誕生日」閱讀活動及展覽

正慧書展 閱讀講座 
「怪怪O學院的誕生」

你看！我看！齊齊看展板、
圖書及影像檔案。

  在禮堂舉行「正慧超級書
展」，學生自由閱覽展出的中、
英文圖書，購買心中所愛。「正
慧超級書展」是正慧小書迷期待
已久的年度盛事之一。書籍的種
類繁多，絕對可以滿足大家對閱
讀的需求。



家長教師會

校友會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3B 蕭富傑

2021/2022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影音效果獎
4A 林晧軒 傑出合作獎
4A 麥傲瞪 評判推介演出獎
5A 鄭曉嵐

傑出演員獎
5C陳榆澂
5C尤梓婷
5D尤梓晴
6A黎恩彤
6B侯熙朗
6D黃星羲

5C 陳榆澂
5C 尤梓婷
5D 尤梓晴
6A 黎恩彤
6B 鄭曉諾
6B 侯熙朗
6D 黃星羲
2D 陳子充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冠軍
6A 何穎貞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亞軍
4A 侯寧怡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亞軍
4B 黃咏浩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季軍
5D 黃家煊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季軍

1A 吳思俞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季軍

1C 黃亦曦 詩詞獨誦 - 粵語 小學一年級 女子組 季軍
4A 劉睿桁 詩詞獨誦 - 粵語 小學四年級 男子組 季軍
6A 劉匡正 說故事 - 粵語 小學五、六年級 季軍
4D 李 泓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冠軍
4E 劉榮晞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冠軍
4E 夏 豪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冠軍
4A 侯寧怡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冠軍
6C 朱海晰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季軍
6C 李朗維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粵語 小學四至六年級 亞軍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第十七屆小學生
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 特級優異1   優異 10   良好 13
小六英文  優異 18  良好 7

6A 黃梓宸 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2021-2022 個人第一名
6E 何浚睿 個人第二名
5D 呂芍賢 粵港澳數學選拔賽—全球外圍賽 五年級銅獎
6A 劉匡正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 銀獎
5D 呂芍賢 香港語文盃「中文組別」 Upper Primary Bronze Medal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5D 呂芍賢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初賽 Grade 5 Silver Medal
6A 劉匡正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複賽 銅獎

6A 黃梓宸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
數學盃挑戰賽 季軍

5C 梁思彤 2021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小五數學組 銅獎

6C 朱小鵬 俄羅斯第二十七屆世界和
平書畫展國際青年展 金獎

6B 陳軒樂 2021國際盃文化藝術邀請大賽 小學組 銀獎
5D 洪婧嵐 「尊重包容‧和諧共處」

北區填色比賽
高小填色組 季軍

2D 鄧雅悠 初小親子組 冠軍
2D 鄧雅悠 環保生活繪畫比賽小學組 小學組 優異獎

2D 鄧雅悠 基本法與我香港中小學生海報設計
比賽2021-2022 小學組 優異獎

2D 朱雅雯 北區青年節填色比賽 小學初級組 冠軍
5B 江紫晴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1童寵愛 少年組銀獎
5B 林澔宏 2022金虎送福全港兒童填色比賽 少年組季軍
2B 李雅琳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2 小童組西畫 金獎
1E 蔡俊傑 北區消防安全填色創作比賽 小學低年級組季軍

1D 楊潁芯 北區消防安全WhatsApp貼圖
創作比賽 小學組 冠軍

6C 隆佳靜 星樂盃2021全港才藝邀請賽 高小組 聲樂 獨唱 金獎
6C 趙峻毅 香港校際音樂節 Silver Award
6C 朱小鵬 2021年第六屆深圳打擊樂藝術節 少年組 一等獎

5C 楊梓唯 第七屆澳門 - 亞太青少年鋼琴
公開比賽 英皇第六級組一等獎

4A 侯寧怡 第十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
木管樂比賽 木管樂(長笛) 冠軍

4D 李元慶 李斯特杯第十二屆國際鋼琴公開賽 兒童B組 一等獎
6E 張恩慈 第十三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季軍
4A 侯寧怡 青年兒童音樂大賽2021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二級 長笛 銅獎
4A 侯寧怡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英文朗誦小學中級組 銀獎
4A 郭卓曈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長笛公開分齡組 兒童B組 銀獎
4E 溫美雯 深港青少年鋼琴邀請賽 決賽二等獎
5C 趙銘浩 英國皇家國際藝術比賽 小學B組 金獎

  為了替學弟妹打氣及表示對學
校的支持，本會贈送特別禮物給學
校舉辦的「齊迎福虎假期樂」繪畫
比賽及「疫」境中與你同行口號創
作比賽的優異參賽學生。

  本會送出用料，讓學生自製馬賽克杯墊
送給老師作為敬師日禮物，並透過網上平台
向老師送上電子心意卡，表達謝意。

  「普拉提」運動興趣班讓家長學習正確
姿勢，舒展筋骨。

  家長義工協助老師在遊戲區內跟進防疫
工作及照顧學生。

編輯委員會

梁翠珍校長 趙偉龍副校長 
周逸鳴老師 陳偉玲老師 
陳曉玲老師 陳嘉儀老師 
黃文采老師  

2021-2022年度 慧訊 學生表現（下學期）

敬師日 家長興趣班
正慧遊戲區

圖書館活動

於虎年送上福虎公仔，祝願學弟妹
們龍精虎猛，身體健康。

  家長書法班  練習書法使人靜心養
氣，有益身心健康。

  家長義工不但喜歡為孩子說故事，還會
協助老師跟進圖書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