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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巧玲女士主席李巧玲女士
6D翁梓揚、5D翁梓逸家長6D翁梓揚、5D翁梓逸家長

疫情已經踏入第
三年了，大家由適應
到熟習新的教學模
式；小朋友由開初的
諸多問題，到現在都
能應付自如了。正當
看似穩定的時候，第
五波疫情又來襲了，
小朋友要提早放「暑

假」，大家都感到很無奈。常言道，計劃趕不
上變化。但也因為這個變化，我們多了很多親
子時間，與家人的關係更密切。在第五波疫情
前，家教會舉辦了多個講座、家長小組、工作
坊、親子手工班等，希望這些能幫助大家在放
假期間跟小朋友互動！此外，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活動，便是家長聖誕聯歡會，很感恩當天能
夠順利以實體形式進行，我們一眾家長一同玩
遊戲、抽獎、欣賞表演等等，令人樂而忘返！
今時今日實體的活動要好好珍惜，盼望第五波
疫情後，我們能夠陸續恢復更多實體活動。在
此，我想多謝各位家長義工，在各個活動上的
無私幫忙，也誠摯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為我們孩
子的付出。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家長祝誕會家長祝誕會家長委員心聲家長委員心聲

小一小一
百日宴百日宴



葵盛信義學校於本學年開始，在常識
科進行嶄新的課程改革，無論課程與活動
設計，均能做到以「小一學生為本」，重
視學生的學習經歷和體驗，強調課程內容
與生活實踐的聯繫，從學生的成長需要而設計不同
的單元教材和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空間和
機會，以增長學生的生活常識，增強學生的生活技
能。老師在構思學習活動時，均重視引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需要為大前提，創設生活情境，引導學生參與
其中，並由老師提供即時和正面的回饋，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積極性。

家長講座

陳敏婷女士陳敏婷女士（副主席）（副主席）

5A程映儀、4A程兆烽 5A程映儀、4A程兆烽 
程兆煒家長程兆煒家長

大 家 好！ 我 是
5A班程映儀家長，
很榮幸可以再次成為
家教會委員。這段時
間大家面對疫情的挑

戰，需要在家抗疫，但學校提供了很多網上親
子活動和家長工作坊及講座，孩子和家長在疫
情中仍能不斷學習，使各位小朋友和父母獲益
良多。在此感謝校長、老師們盡心盡力的安排。
盼望一切能盡早回復正常，讓小朋友能有一個
愉快的校園生活。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沈錦怡委員沈錦怡委員（秘書）（秘書）

4A陳嘉妍家長4A陳嘉妍家長
大家好！本

人是4A班陳嘉
妍媽咪，感恩有
幸當選家教會委
員，不知不覺已
擔任了兩年，再
次感謝大家的支
持與信任！

在任期內，本人有機會接觸很多學校的
資訊，了解更多校內的運作，獲益良多！衷
心感激學校所有職員無私的付出！

祝願疫症早日消失，孩子的校園生活能
早日回復正常！

黃嘉琪委員黃嘉琪委員（聯絡）（聯絡）

6A劉焯熙及4B劉卓翹家長6A劉焯熙及4B劉卓翹家長
各位好！我是6A劉焯熙及4B

劉 卓 翹 家
長，好榮幸
成為家教會
委員！在疫
情下老師們
要籌備各活
動 都 很 困
難，感謝老
師的付出及
努力！

祝大家工作愉快，同學們學業進
步！各位身體健康！

比賽目的  

 鼓勵親子互動，分享具創意、有趣味、並能建立正向 

親子關係的遊戲。 

                        參賽資格 

 以家庭形式參加，組員必須為家庭成員，並包括 

最少一名就讀本校的子女。 

參賽作品要求 

 參賽者需設計 1個遊戲，要求如下： 

 可讓家長和子女一同參與，年齡及人數不限。 

 遊戲不限形式，但必須沒有危險性。 

 遊戲可於室內或室外進行，可使用簡單或隨手可得之物件協助進行。 

 拍攝示範影片，片長約 3分鐘。 

 參賽者請填寫參賽表格(由班主任派發，或從學校網頁下載)，以文字簡述遊戲玩法。然後把 

影片上載 Google Classroom. 完成後把參賽表格交給班主任轉交胡老師。 

 

 

 

 

 

 

 

 

 

 
 

評審 

校長、 

副校長、 

家教會委員 

比賽結果 

校方將於 2022年 4月 11日公佈比賽結果，另會以 

eClass App通知各得獎者，並於 5月 7日開放日進行頒獎。 

*所有作品將有機會上載學校網頁。 

獎項 

設冠、亞及季軍各一名和優異獎五名，獎項如下： 

 冠軍   – 獎盃及$300禮券  

 亞軍   – 獎盃及$200禮券 

 季軍   – 獎盃及$100禮券 

 優異獎 – 獎狀及$50禮券 

另設以下特別獎，名額各一，可獲獎狀及$50禮券： 

 最佳親子互動獎 

 最具教育意義獎 

 別具創意獎 

截收作品日期 

2022年 2月 28日 

評選準則 

 增進親子互動     40% 

 創意、趣味       30% 

 促進子女正向發展 20% 

 可行性    10% 

對象 

一至三年級 

親子 

示範影片 

 

參賽表格 

 

比賽詳情 

 
 

小一常識科 小一常識科 「「經歷經歷學習學習」」 課程改革 課程改革

資訊科技應
用於學習

情緒的獨特意義

親子遊戲好處多
50周年校慶親子50周年校慶親子
遊戲設計比賽遊戲設計比賽



與此同時，小一常識科活動設計強調生活實踐，並以遊戲方式包
裝，務求吸引學生更投入參與，令課堂學習充滿樂趣。舉例說，當
學生要認識自己的成長和能力的轉變時，老師會先邀請學生透過檢視
表，檢視一下「我會做的事」—哪些工作是「自己能完成」，有哪些工作「需要家人的協助
下完成」，又有哪些工作是「需要家人代為完成」。然後透過觀看影片，由片中的高年級哥哥
姐姐，教小朋友扭乾毛巾、摺外套和繫鞋帶。觀察課堂所見，學生均積極投入參與，努力嘗試
完成任務，甚至課餘仍主動練習，不知不覺間建立了「生活技能」，從而懂得照顧自己。

呂旻熹委員呂旻熹委員（財政）（財政）

3B陳宥霖家長3B陳宥霖家長
大家好！我是3B班陳宥霖媽媽，

我相信在過去兩年幾的日子，不論小朋
友或家人一定過得不開心，面對一次又
一次的疫情挑戰，作為兩孩之母真是不
容易，但我會克服種種難關，讓小孩幸
福地成長。

在此多謝學校不斷舉辦不同類型的
zoom課程和講座，關心學生在疫情下所面對的種種問題，例如針對學
生的學習和健康情況，舉辦不同的正向教育活動；透過講座和陽光電
話，緩解家庭面對疫情的情緒和擔心⋯⋯

期望疫情快完結，令我們生活重回正軌，讓我們互相學習，並加強
家校之間的溝通和聯繫，繼續舉辦多元化、有趣、難忘的活動，讓小
朋友每天回校上課都過得開心快樂。

莊昶瑩委員莊昶瑩委員（康樂）（康樂）

4A石璧瑜、2A石瀚叡家長4A石璧瑜、2A石瀚叡家長
很開心在這間學校與我的小朋友

共同成長。過去的一年，很感激學校
對我孩子的鼓勵和支持，讓他走出對
原校、對學習的排斥與恐懼，令我放
下心頭大石，小朋友的臉上亦重現笑
容，再次愛上學校，喜愛上學！非常
感恩遇上葵信！

過去的一年，是在疫情下渡過最艱辛的一年，猶幸學校能即時
應對，作出適當的安排，讓已打針的家長繼續擔任義工，參與各項
義工活動，可以為小朋友略盡綿力，同時亦加深對學校的了解。當
可以面授時，看見小朋友開心歡樂的表情，以及滿心期待回校的心
情，便是我最大的滿足，這份歸屬感正正是學校帶給他們的，願我
兩位小朋友在這樣氛圍下學習，變得更寬容、更懂得感恩！

小一常識科 小一常識科 「「經歷經歷學習學習」」 課程改革 課程改革
徐起鸝校長徐起鸝校長

親子工作坊家長學堂家長學堂

親子手工DIY：親子手工DIY：
「和諧粉彩」「和諧粉彩」

親子正向親子正向
遊戲工作坊遊戲工作坊

STEM親子體驗工作坊STEM親子體驗工作坊



又例如「我上小學了」的學習單元，學生需要學習上學時注意的安全，老師於課室創設馬路情境，讓學生想
像過馬路時要遵守的規則，學懂要四周觀察交通情況、小心聆聽，才能安全橫過「馬路」。

此外，為了減輕學生和家長的應試壓力和功課壓力，學校更於本年度開始，取消所有小一常識科的紙筆測考
和抄寫功課，引入多元化的評估方式，讓學生參與自評、互評，家長評估和教師觀察，從而促進生生、師生互動
和親子溝通。家長能透過以上活動參與評估，更了解子女的成長和轉變，有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學校老師能敢於創新，摒棄傳統的出版社作業，改為自編「校本學習冊」，內容更配合學生真實的校園和生
活情境，每個單元均有清晰的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教材設計能循序漸進地讓學生通過探究學習，掌握所學，並
培養學生觀察、思考、分析、比較、創造、溝通、表達和自主學習等多元能力。

常識科校本課程改革通過老師的努力推動，我們欣見小一學生有長足的進步，變得更懂事和活潑，更喜歡學
習，更能於生活層面中實踐所學。

董如玉委員董如玉委員（康樂）（康樂）

3A陳芷妍家長3A陳芷妍家長
大家

好！感謝
各位家長
對家教會
的支持！
十分榮幸
能參與家
教會，令
我對學校

的運作和子女在校生活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讓我有機會為學生、家長和
學校盡一分綿力！

曾玉香委員曾玉香委員（康樂）（康樂）

4B黃震軒家長4B黃震軒家長
大家好！本人是

4B黃震軒媽咪，很
感恩亦很榮幸成為家
教會委員。雖然這些
年大家仍要面對疫情
的挑戰，但希望我們
可以成為各家長與學
校的溝通橋樑，陪伴
我們的孩子在信義大家庭中快樂成長和學習。

衷心感謝所有教師職員和家教會委員無私的付
出！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林淑潤委員林淑潤委員（聯絡）（聯絡）

4D鄭玉如家長4D鄭玉如家長
很高興能夠

當選家教會家
長委員，在過
去一年，很榮
幸能夠為學校、
家長和學生盡
一分力，可以與
其他家長一起籌辦各種不同的活動。
在未來的日子裡，還請家長們繼續支
持和努力，大家朝著同一目標，共同
努力建立一個互諒互助和愉快的校園
生活。

家長小組

「藝術‧家」正向家長小組

如何演繹繪本令小孩愛上書

「雨後放晴」及「親子遊戲時間」



李倩彤委員李倩彤委員（聯絡）（聯絡）		 2A卓希嗣家長2A卓希嗣家長

全球各國面對疫症不遺餘
力，而信義全校亦上下一心，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把
課本放上屏幕，在教育學生的
同時，也教育我們信義家長資
訊科技知識，與時並進，實在
感恩家教會與學校的體貼及支
援。盼望疫情快完結，「雨後
放晴」，學生們能再次沐浴於
球場上，灑着汗水開懷地「課
後放電」，師生間能互相展露
闊別兩年的笑容。

鄭祥英委員鄭祥英委員（總務）（總務）		 6A張心諾家長6A張心諾家長

大家好！我是6A班張
心諾家長，歲月匆匆，時光
飛逝，轉瞬間參加學校家長
教師會有四年了，透過參與
不同義工服務和活動，進一
步認識學校，增進與老師家
長之間的溝通，令我獲益良
多。在此感謝校長、副校長、
全體教職員與及所有家長義
工，是你們的付出令所有葵
信的學生能有更充實的校園
生活，可以快樂健康地學習
和成長。謝謝大家！ 

家長校董選舉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委員心聲家長委員心聲

家教會會員大會家教會會員大會

葵青區家教會嘉許禮葵青區家教會嘉許禮

家長委員合照家長委員合照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第十屆 第十一屆

熱 心 家 長：
飛躍進步學生：
傑出教職員：

沈錦怡女士
高正揚同學
羅  欣老師

沈錦怡女士
余沅澄同學
李雁玲書記



本年度家長義工服務本年度家長義工服務
協助幼稚園宣傳活動 幼稚園參觀校園活動 戶外活動日

家長祝誕會 故事姨姨說故事 防疫注射

全方位學習日 超學科專題研習日 學生培育日

家長講座
開啟閱讀之門：從繪本中學習生命教育 情緒的獨特意義 資訊科技應用於學習

親子遊戲好處多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建立正向動力孩子有辦法
「愛‧在家」線上家長講座—
疫情中親子衝突的知與行

「愛‧在家」線上家長講座—
家長如何給予子女性教育

長期使用電子產品對兒童腦部
發展的影響

買得精明食得健康—營養標籤知多少 用「對話」開啟親子關係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生活

工作坊及小組
「雨後放晴」家長小組 「藝術‧家」正向家長小組 「悅讀寫意」家長小組
「親子遊戲‧愛連繫」
親子遊戲小組課程

「如何演繹繪本令小孩愛上書」
家長工作坊 「親子遊戲時間」家長小組

親子活動
親子手工DIY：

和諧粉彩親子體驗工作坊 親子正向遊戲工作坊 50周年校慶親子遊戲設計比賽

STEM體驗工作坊 親子日營 親子閱讀樂

2021-2022年度家長學堂2021-2022年度家長學堂

敬師活動敬師活動

家長義工家長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