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可說是極具挑戰的一個學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停課不停學，

我們的學習模式也隨之而改變。由親近的面授課堂一下子改為遙距的網上學習

課，一切也來得很突然，使人措手不及。

    怎樣讓學生在停課期間能延續積極的學習態度呢？相信這是我們作為教育工

作者的一個大課題。幸好，鳳溪創新小學早在2007年已推行電子教學，不論老師

或學生在電子學習的教與學方面已掌握基本的技能，故對這突然而來的挑戰也能具

信心地面對，學生也能迅速地掌握網上學習的技能。

    除此之外，鳳溪創新小學的品德教育理念是以培育「知禮守規」、「自律自重」及「關

愛他人」的學生為宗旨。今次的停課讓學生透過網上視訊、觀看教學片段重點重温，而這學習模式既有效鞏固

校本電子課程的內容，又可以給予學生一個實踐自律學習的機會，同時給予老師們驗證多年來栽培學生的成

果。誠言偶有懈怠及需多番提醒的學生，但這正是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的育人精神。

    當然，在停課期間最感吃力的必然是家長了！不論是對子女飲食上的照顧，還是學習上的支援，也感百上

加斤。但家長們不要以此為累，更要適時掌握親子共處的時光，學校對此也舉辦了家長網上講座，讓家長有及

時的對應策略及情緒支援。畢竟，良好的家校溝通及合作能培育學生的健康成長，在此本人深

深感謝各位家長及老師們的努力，讓鳳溪創新小學的孩子能在疫情停課期間也能緊守學習崗

位，迎難而上，疫境自強！但願疫情早日消退，社會回復安定，人人安居樂業，讓我們能再共

享愉悅的校園生活。

地址：上水馬會道十九號A  Address: 19A Jockey Club Road  電話：(852)2639 2201 

傳真：(852)2672 7090  電郵地址：info@fkis.edu.hk  網址：http://www.fkis.edu.hk

Facebook:

校長的話 迎難而上   寬心面對                     模式習新 學

2020/21 年度
校訊 上學期

鳳 溪 小 學創新
2005/06年度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2018/19年度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

領域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2010/11年度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2013/14年度 
課程領導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2009/10年度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
領域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嘉許狀）

2011/12年度 
資訊科技教育

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度榮獲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李淑賢校長
（教育碩士）



    語文科亦會善用教學平台，收集學生的朗讀影片、分享影片，以評估學生的口語表達能

力。數學科著重實際應用學習知識，仍會帶學生跑出課室學數學，老師需要利用手提電話裝

置，直播學生在操場量度時的情況，增强互動性；至於在網上的同學則可以利用家中的工具

進行量度，例如軟尺、鐵尺。常識科的科學探究活動亦會改為一些簡便有趣的活動，令跨境

生可以在家順手拈來一些簡單材料進行探究。

    疫情下，更要注意運動，提升免疫力。為照顧本地生及跨境生的身體健康，本校體育科

採取實體課堂及網上課堂兩種模式，老師可以透過網上教學帶領學生進行體能及技能訓練，

至於在校上課的學生，則可以善用本校優質環境進行體育活動。除了體育，藝術教學也是我

們所重視的，透過藝術，可以舒緩學生的身心靈，亦可陶冶性情。

不一樣的課堂

課堂內……

課堂外……

拉拉小提琴，舒緩身心，陶冶性情。

疫情下，更要注意運動，提升免疫力。

中文話劇組的同學透過互聯網
與內地的組員進行交流。

    疫情下，「實體網上混合課堂」模式使老師的教學變得

不一樣。但一樣的是，老師的教學依然以生為本，絞盡腦汁

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更有賴於資訊科技的發展，教學

可以打破時間及空間的界限，互動方式更加電子化，更加快

速有效，讓老師可以即時檢視教學效能，給予學生回饋。

    學校依然著重為學生提供不同支援，例如利用半日上課的時

間，於課後安排不同的支援小組，例如中文、英文及數學的「支援

小組」；英文及數學的「顯潛能班」；中文、英文及數學的「拔尖

班」，如口才班、寫作班、奧數班等等，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

    只要懂得變通，處處皆是學習的機會！

學生與外籍老師一同上英語課

數學課堂：
跑出課室上數學課。

體育課堂搬到網上進行，
師生同樣投入。

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
學習可以無界限。

學生正在偌大的草地上
進行體育活動。

英語話劇無地域界限，繼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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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Ivan，在這段時間，同學們除了上課，還有其他活動嗎？

13:07下午有甚麼尖子班？

13:09Hello, Eden. 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the Elite English Group?

13:08當然有啦！你可以問問這兩位同學。

當然有啦！怎會少了體育課呢！疫情期間，我們不能在草地及操場進行田徑訓練，覺得有少少可惜，

不過李墀主任都繼續為我地籌備網上訓練。原來在家中都可以訓練，拉筋、高抬腿、直腿跳……時間

雖然短少少，但係都可以幫助我地保持良好的體能。 13:04

不一樣的課堂，不一樣的學習
最後上線於今13:20

13:11

輸入訊息

13:12Great! 潤明，你介紹中文寫作班，好嗎？

13:15

哈哈，我最喜歡上中文寫作特訓班，原本學習中國名著《西遊記》已很有趣，老師還經常用不同的影

片和遊戲與我們互動。即使用ZOOM上課也可以趣味十足，我還藉此學會做海報創作、性格分析等知

識呢！

I’m glad to be one of the members in the Elite English Group. We share our writing and give 
positive and valuable feedbacks to one another in the lessons. 
I’m now good at English writing. I’ve learnt drawing mind maps for writing since I was in P.1. 
In the lessons with Mrs Somerville and Miss Tang, I have learnt using some other graphic 
organizers to help with my writing. Besides that, I have learnt different ways of searching, 
selecting and arranging ideas through writing an information text about cassowaries, a kind of 
endangered animal in Australia. I enjoy the lessons very much! Let me show you more! 13:10

13:17真有趣，又有意義，真正做到「停課不停學」!

幸祖福
（四立）

歡歡

歡歡

歡歡

歡歡

樂樂

歡歡

幸祖福
（四立）

陳潤明
（四立）

李煜誠
（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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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遊踪

圖書館

    本 校 運 用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1,063,900的撥款，重新規劃語言

學習室的用途，搖身一變成為「創

意夢工場」。這裏除了用作語言

學習室外，更開放給視藝科、常識

科、音樂科等學科進行創意課堂。

提供自由思考的環境及創客空間，

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思考和創

作，更鼓勵學生動手實踐作品。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圖書館暫停對外開放，但是圖書館在這段期

間，靜靜地起出巨變，脫胎換骨，同學靜候圖書館重開的來臨，希望

給大家煥然一新的感覺。 

    相信各位同學都是非常聰明的，猜到「巨變」的意思就是圖書館

全館翻新。翻新過後的圖書館，主要的色調是大自然的木色，希望圖

書館能與大自然連結，給予同學一顆平靜的心，繼而進入書海世界，

追尋不同的夢。

學生共同進行創作學生在舞台講解自己的作品 透過討論及測試自己的設計

創意
夢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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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副校長們、老師及學生透過在感恩牆上分享生

命中感恩的人或事，建立正向思維。透過欣賞各人的生命

分享，學習感謝和知足常樂，培養學生正向情緒。

    本校從坊間得悉一間餐廳快將結業，當中飼養了多年的大烏龜即

將無家可歸，正尋求收容者。學校便通過兩棲動物協會領養了那22隻

大烏龜回校，展開了

牠們生命中的另一旅

程，亦成就了鳳溪創

新小學「烏龜樂園」

的建立，

並藉此推

動「生命

教育亅。

感恩牆

烏龜
樂園

龜池

    除了外觀上的改變，圖書館的設計佈局都作了大翻新。在重新設計過後，圖書館不但保留原有的藏書量，還釋

放了大量空間，以供將來舉辦不同的閱讀活動。此外，圖書館現在劃分了不同的藏書區域，例如特設英文閱讀閣

(English Island)和小說區域等，方便同學尋找心儀的圖書。

    圖書館還作出不少的改動，期待疫情過後，圖書館重開的時候，同學可以來尋幽探秘，尋找自己喜歡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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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課程是我校的特色課

程之一，本校自2007年獲微軟公司

選為全球十二所未來學校，致力為學生編

寫以生為本的電子課程。本校一直聚焦於校本

STEAM發展，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提升學

生的創意思維及強化其綜合知識的建構能力；亦

會深化各科特色課程，拓展學生的學習領域；更

會持續發展我校的資訊科技教學，透過電腦科

編程課程、鐳射切割課程、機械人課程等

等，提升學生的創意、解難、協作

及明辨性思維能力等。

程及課

透過VR技術，給予學生更多的
學習體驗，提升其學習興趣及效能。

學生透過編程以控制機械人，
學習速率。

STEAM環保動力車

視藝課程中加入鐳射切割課堂，

引發學生的多元創作。

年級 STEAM活動

一年級上學期 吸管排笛

二年級上學期 磁石動力玩具車

三年級上學期 自動小遊艇

四年級上學期 環保動力車

五年級上學期 好心情提示器

六年級上學期 保溫杯

學生從二年級開始，便會自携平板電腦
學習，課堂內外的師生互動十分豐富。

本校生態園設置了水耕種植的設備，
讓學生體驗創新耕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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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一向重視生命教育，致力建立正向校園。生命是抽象的，本年度繼續推行一至六年級「燃亮生命

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特色，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和服務，全面推動品德及生命教育。課程為一至六

年級設計及編寫，每級共13個主題，合共78個主題。五大學習範疇「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

環境」、「人與宇宙」、「我與祖國」。課程內容環繞正面積極的人生觀（知禮守規、自律自重、關愛他

人）、安身立命的七種首要價值觀（「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

神」、「誠信」和「關愛」）、生命的真善美（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和探索生命）。着重一切由

「心」出發，建構正向的關愛校園，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確立全人教育，讓鳳溪創新小學成為有温度、

有活力的學習場地，注入正能量，培養學生一切由心出發，釋出生命的真善美，實踐於生活上，關懷身邊的

人和事，以生命影響生命，燃亮自己及別人生命，建立關懷與服務的生命。

老師積極把生命教育融入課堂中，英文科的劉麗清副校長、鄧秀琼主任、
陳慧婷老師榮獲香港教育大學第一屆「點滴成河—傑出生命教育教案

設計獎」第一組語文教育的優異獎。
在二年級主題美好的連結—謝謝爸媽，同學帶着
開心的氣球上學去，一起感受爸媽照顧自己的辛勞。

    聖誕活動受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回校

進行面授活動，本校特意為學生送上聖誕

卡，各班班主任為每位學生親手寫上聖

誕卡，透過文字及圖畫向學生送上聖誕祝

福，在寒冷的冬天送上溫暖。老師們更拍

攝一段聖誕歌與學生分享佳節的喜悅！

生命教育

歡度聖誕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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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

 (Halloween Fun)

    為了令學生認識不同的西方節日及在節日中應用

英語。三位外籍老師—Mrs Somerville, Mr. Terry及

Mr. Philip於萬聖節，聯同學生一起介紹萬聖節的習俗

及萬聖節的Halloween Chants，同學們都十分興奮。

    同學們非常踴躍地向三位外籍老師說出

Halloween Chants，大家也於活動中取得了很多糖

果，笑得不亦樂乎！

英語活動

英語小手工，從製作小手工的過程中學習英語。

外籍老師於課堂時以互動形式，
有趣地教授英語圖書的字詞及字句。

外籍老師帶學生走出課室，同學們從英語
指示卡中找出寶藏收藏的地方。

校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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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活動課
    本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因此在復課後積極推動全方

位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智能活動課，讓學生安全地恢復各

項活動，並且發揮潛能，享受校園生活。

普通話劇社運用ZOOM同步上課，
同學一樣非常投入。

本校同學均能善用資訊科技，

應用於各種不同類型的學習中。
雖然同學們都戴着口罩，仍十分積極地練習舞蹈。

英語課前 / 小息活動

英文點唱站

Simply Singing Th
ursdays

英文點唱站 Tuneful Tuesdays

英語互動遊戲
Wacky Wonderful Wednesdays

Physical Fitness Fridays-Play hard, ha
ve fun!

英語電影院 Mega Movie Monday

公益金便服日

雖然戴着口罩，但可以着便服返學，同學都好開心。
小一的同學都穿着自己喜愛的

卡通人物便服回校。

穿上便服後，學生都變得成熟了，
大家認得出誰是老師嗎？

    本校在10月29日舉辦了公益金便服日，同學透過捐出善款給公益

金。在當天穿着便服回校，學習「助人為快樂之本」，並在疫情下享

受輕鬆上學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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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學習的同學同時進行網上生日活動。

同學享受與老師及同學一起慶祝生日。

我們是生日之星。

敢動行

全校師生參加「校園‧敢『動』行」活動，「慢」步校園，實踐減碳生活，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學生「慢」步校園後，獲贈一條香蕉，以茲鼓勵。

中秋活動
    中秋節為重要的傳統節日，喻意團圓相聚，受

疫情影響，內地學生未能返校進行面授課，本校特

意在9月30日為學生安排實時同步的遊戲，讓網課及

面授課的同學能一同進行遊戲，同享中秋氣氛。

很多同學們在中秋活動都帶自己的燈籠回校，與老師一同
享受愉快的節日氣氛。

獨立包裝
生日蛋糕，
真美味。

生日會和生日之星
    生日是值得感恩的日子，感恩父母賜予生命，亦是一

個值得慶祝的日子。為凝聚校園內「洗滌身心靈」的氣

氛，建立正向情緒，本校全年共舉行3次小型生日會和生

日之星活動，讓師生一同慶祝，帶給師生們喜悅。生日當

天學生成為生日之星，更可穿着便服回校。

    9月30日為8-11月生日會，當天同學在課室進行簡單

生日會，老師送上生日禮物，並一起進行小遊戲。在家網

上學習的同學也進行了Zoom生日會，校園充滿快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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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我們的新老師

    開學快三個月了，偶爾會有同學問我是誰。這次我可以跟大家自我介

紹，我是今年新入職的中文老師，我叫羅穎琪。本人有幸得到校長及副校長

給予機會，能夠加入鳳溪創新小學。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中文和中國歷史文化。我認為中文的漢字世界浩瀚，

通過細味作品中作者的一字一句，我們能從中感受到跨越時空的情感，體察

作者的心情。希望在未來的課堂上，能夠和各位同學在學習中一起感受文字

和中文的樂趣。羅穎琪老師

Hello, my name is Mr. Terry. I am a teacher from a cold place called Minne-
sota in America. I came to Hong Kong over a year ago and love my life here. Hong 
Kong has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o do, I have trouble finding enough time to do 
them all! 

In my free time, I like to go hiking, watch movies, take pictures and learn new 
forms of design. I started to learn how to draw a few months ago, and have had 
lots of fun with that. I also need help with my Chinese skills, so don’t be afraid to 
offer me any help! Mr. Terry

Hello, I am Mrs Somerville and I travelled all the way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along with my husband, Philip.
Philip and I have two grown up sons who also live in Brisbane. They are very familiar with Hong Kong, having lived here previ-

ously and they are very keen to visit once travel is possible again. Both of our boys are married to 
wonderful daughter-in-laws and we have three beautiful grandchildren. I am really looking for-
ward to seeing them again soon.

I have many interests becau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My greatest passion is sport. I love 
moving and staying active. Philip and I do lots of walking and we are hoping to explore the many 
mountain ranges and country parks in Hong Kong. Art, cooking,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to music 
and dancing are some of my other interests.

While I am living and working in Hong Kong, my aim is to learn Cantonese. I also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Art and cooking.

It has been delightful meeting the children of Fung Kai Innovative School, especially my P1 
and P2s who always bring a smile to my face. Mrs Somerville

‘G’day, my name is Philip Somerville. I have accompanied my wife, Elizabeth, to Hong Kong, 
all the way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I have two adult sons and three grandchildren.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my family 
visit us this Christmas but unfortunately holiday travel is impossible, as we all know.

Nevertheless, I am very pleased to call Sheung Shui home. I like shopping in San Hong 
Street, visiting the Liu Man Shek Tong Ancestral Hall and going birdwatching at Long Valley.

Over the years, Mrs Somerville and I have completed many long distance walks in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n Hong Kong. It is my ambition whilst in Hong Kong to complete all the 
stages of the Maclehose Trail as well as walks in the Lam Tsuen and Pat Sin Leng Country Parks.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cricket and football and have been a proud supporter of Norwich 
City Football Club all my life.

It has been a pleasure meeting the well-mannered and responsive children at Fung Kai who have been very willing to say ‘G’day’ 
back to me!

Mr. Philip

    除了教育局安排的一名外籍英語老師駐校外，本校額外增聘兩位外籍英語老師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三位外籍英語老師分別任教兩個級別，每星期與同學進行不同類型的英語學習活動，以增加同學運用英語溝通的機

會，從而提升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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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悄悄地走了，正如春天輕輕地來。我在三年級時一篇題為《春來

了》的作文開頭，不禁令我憶起小學的春。 

    零九年的春天，一年級的我跟着同學們整整齊齊地踏入了新校舍。互動

白板、電子書，還有嶄新的課室。多元智能活動、奧數比賽、朗誦節，甚至

是四年級時的新加坡遊學團。先進的設備、豐富的課程，還有和睦的師生環

境，都激起了我對於學術的熱忱，令我能遊刃有如地應對學校的課業，更使

我能夠加入奧數港隊，並進入大學繼續修讀數學。這一切都離不開小學的創

新教育方式和老師們的循循善誘。在此我再度表達對小學的由衷感謝。 

    小學的春景更是尤為難忘。還記得在小息時，我曾和同學在風雨操場上

展開過無數次木棉花收集大賽；在大草坪上，作為足球隊的一員，我也和隊

員們經歷了無數次的刻苦訓練；荷花池旁，中文老師更偶爾讓我們用紙和

筆，寫下校園中美麗的自然風光……許多人把小學看成人生的起跑線，但是每每想起小學的快樂時光，我

都會覺得快樂才是小學該有的主色調。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師弟師妹們輕輕地來，揮之不去的，是小學那天真無暇的雲彩。

邢維揚

畢業於 2014 年

已獲英國劍橋大學錄取

    從小學畢業到步入大學，不知

不覺間已有六年多的光陰。回顧這

段成長歷程，實在感激沿途有不少

良師益友提攜，成就了今天的我—

其中尤其感謝鳳溪創新小學對我的

悉心栽培。

    母校為我們提供最優質的教

育，幫我們打好基礎，為我們日後

無論是升學或個人發展都作最充分

的準備。還記得母校早在十多年前

已與微軟公司合作，擁有當時最先

進的電腦科技，實踐電子教學。學校老師親自設計的電子書課

程，以及利用互動白板教學，大大提升了我對學習的熱忱，讓

我能夠專注課堂，有效吸收課本知識。

    不僅學業方面，學校更會注重全人發展。母校投放不少資

源給一眾學生，給予我們許多機會，讓我們能夠走出課室，發

掘自己的長處，同時充實自己的校園生活。想當年，我積極參

加不同活動，例如學界比賽、校際朗誦節等，更參與了廣州和

新加坡的交流團，從中開闊眼界，增廣見聞。

    最後，當然要多謝學校一群春風化雨的老師，對我循循善

誘外，更加注重品格培養，導我向善。

    在此，希望各位師弟妹能好好把握這段寶貴時光，善用學

校提供的資源，好好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時

學會尊師重道，持守一顆感恩的心，將來回饋社會！

鍾冠亨

畢業於 2014 年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

文憑試成績 (DSE)：中文 5**、英文 5*、數學 5 **、延伸數學 

5**、通識 5**、生物 5**、化學 5** 及經濟 5**（七科 5**）

舊生回顧
校園點滴

林海鋒

畢業於 2014 年

現就讀香港大學 

生物醫學系

文憑試成績 (DSE)：中文 5*、英文 5*、數學 5** 、

延伸數學 5*、通識 4、生物 5*、經濟 5 及物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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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清副校長、何慧冰高級主任、鄧
秀琼主任及鄧尹琪老師獲教育局邀請
於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與教育
界同工分享校本英文課程。

「2020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學薈萃」

CEATE Showcase

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參與屬校資訊科技分享會（2020年10月10

日），與屬校同工分享停課期間網上教學的心得！鳳溪公立學校 IT 分享會

1.本校與兩所姊妹學校—佛山南光中英文學校及江

門巿紫茶小學於8月28日舉行了一場網上教師專業交

流活動，除了分享生命教育的教學外，我們更就兩地

在疫情期間的教學經驗及工作互相交流，獲益良多。

2.本校於9月10日獲邀參與佛山南光中英文學校的網

上敬師節活動，體驗國內尊師重道的文化。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花絮

全體老師於2020年9月7日參與「賽馬會校園靜觀

計劃」，老師一起體驗靜觀的樂趣。透過靜心觀

察手上紙巾的特質，嘗試安靜自己，留意身邊不

同事物的變化。老師同時學習製作「心靈樽」。

全體老師投入參與，用平靜的心享受活動，與自

己好好相處了一個靜心的下午。

認識國安法
全體老師於2020年10月30日參

與由甄灼寧律師主講的教師專

業分享工作坊，主題為「認識

國安法」。甄律師與老師們透

過互動分享，加深我們對基本

法及國安法的認識。

校董會主席方天俊先生致歡迎詞

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

老師專注地觀察

「心靈樽」用平靜的心觀察手上的紙巾，再與別人

分享感受及體會。
13



以Zoom網上平台進行講座，並即時分享及交流，
更開心是當天為麥SIR慶祝生日。

    本校為了讓親子一同經歷愛的支持和

學習的樂趣，疫情下安排透過視像會議形

式：Zoom網上平台進行家長大學之名人講

座系列，以支援家長的需要，讓家長們在

家亦可以好好享受學習的樂趣。

家長大學

2021年家長教師會
2021年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芳名

家長執委 教師執委

主　席︰侯漢碩先生（三本班侯俊浩家長） 副主席︰李淑賢校長

司　庫︰潘惠紅女士（四立班陳牧遠家長） 司　庫︰陸燕娜副校長

文　書︰王祖迪先生（二本班王煒如家長） 文　書︰陳慧婷老師

康　樂︰譚添亮先生（四正班譚思詩家長） 康　樂︰李婉雯老師

總　務︰蔡　芊女士（六立班曹雨嫣家長）

                  （三正班曹雨嫻家長） 

總　務︰劉少榮高級主任

委　員︰章　歡女士（五正班王誠彬家長）

                  （二本班王鋮熙家長）

        張  晶女士（五本班孫子琪家長） 

委　員︰劉麗清副校長

        嚴龍峰副校長

Patrick Sir
名人講座（二）—

《栽培子女有法  你也可讓孩子學好英文》

日期：2020年12月3日（四） 時間：下午2:30-3:30

羅乃萱女士
名人講座（三）—《正向管教》

日期：2021年2月25日（四） 時間：下午2:30-3:30

麥何小娟女士（十優港姐麥明詩的媽媽）

名人講座（四）—

《如何提升子女的上進心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日期：2021年4月15日（四）  時間：下午2:30-3:30

    2020，在這異常艱難的一年，雖然帶著「孩子們不

能回學校上學」的不得已，但因此有了很

多難得的親子相處時光。每天上午網課，

下午陪孩子運動或户外野餐，充實又

快樂！

    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

    心態是一切的根源！

    願我們一切安好！

  Most parents are having a hard time during the COVID-19 
lock down, when the kids are always home. 

  But for me this i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quality time with my family. We study 
together. We play together. We do everything e l s e 
together. We are always thankful!   

蔡  芊女士

章  歡女士

潘惠紅女士

王祖迪先生

候漢碩先生

張  晶女士

譚添亮先生

家長大學—
Zoom 網上名人講座系列

鳳溪創新小學家長教師會教師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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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第二十三屆

    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15度榮獲）

    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小學組）金獎

    零即棄校園大獎2019/20（小學組）卓越獎

疫情下毋忘奮鬥 迎難而上

2020年
上學期校外比賽獎項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初賽

總決賽

中小組亞軍

五本 陳 揚

初小組冠軍

三心 劉卓容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總決賽）

最傑出參與學校獎

    第二十九屆香港金口獎比賽

    優異獎 六本 陳倩瑤

高小組季軍 陳 晨

優 異 獎 童雅馨

優 異 獎 六本 何啟菲

優 異 獎 六本 柯潤恩

優 秀 作 品 李朗晴

優 秀 作 品 李詩涵

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

71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五本 方詩敏

初小組亞軍
三心 陳 睿

初小組冠軍
三心 劉卓容

中小組亞軍
四立 劉雨宸

中小組季軍
五本 方詩敏

初小組優異星 三心 吳家豪

初小組優異星 三心 宋雨桐 高小組優異星 陳 晨

高小組優異星 六本 柯潤恩

中小組冠軍
五本 陳 揚

綠得開心計劃

星級愛心獎勵計劃

「銅星」級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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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館設有一個主池，長25米，共10條線道；
一個預備池，長15米，共5條線道。

同時，泳館也備有觀眾席、健身室及Cafe等設施。

賽馬會鳳溪室內游泳館已全面動工，
預計2021年年中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