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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19日學校的禮堂成為了一個「體驗館」。活動由四至六年級的視

覺藝術科教師負責，再加上STEM發展組的教師協助，目的是把STEM知識和

視覺藝術(Art)結合，四至六年級每班設有一個藝術攤位，令參加者可以邊玩邊

學習與科學相關的知識。

主題：「玩轉STEAM體驗館」主題：「玩轉STEAM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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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的代表不單落力示範，更能清楚地講解作

品的STEM元素，並耐心地指導同學完成創作。

同學除了輪流到禮堂進行體驗活動外，他們在課室也要進行不同的STEM學

習活動，大家過了一個融合了科學思維與藝術設計的上午，各人的創意也提升

了不少!

四德  光學錯覺

電磁奇合

主題：「玩轉STEAM體驗館」

四信  像素藝術� �四愛  彩色蛋蛋球

四望  轉得出色�

一柱擎天

地震儀

一起高飛濾水器DIY

迷你吸塵機

主題：「玩轉STEAM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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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  沙拉旋轉畫

五信  幾何繩子藝術

五愛  「相」立方

五望  鐘擺畫�

�五德  發光心意卡

六信  幾何世界��
六愛  Celebration Roll

六望  3D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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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息時間，同學們都
自律地為自己的書桌
上加上防疫小屏風。

防疫

近來疫症肆虐，為了打造一個清潔衛生的校園環境，

本校花了不少心思在防疫措施上，以保障所有同學的健

康。在音樂室、電腦室裏，校方在書桌上安裝了防疫隔

板，讓學生在安全距離下上課；在圖書館內，校方特意添

置圖書消毒機，讓學生放心閱讀；在課室、彩虹枱更設置

防疫小屏風，讓學生安心在小息時進食。希望以上設施，

能令學生在疫情中 安心 地 享受校園生活！

小
校園

彩虹枱設置防疫小屏風，大家
可以安心吃東西和談天了。

看！各特別室也安裝了防疫隔板。

圖書館增添了一部圖書消毒
機，無論是借出或歸還的圖
書也要它幫忙消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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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Time

校園

多元智FUN日
四至六年級的多元智 F UN 日於11月19日舉行，當

日的活動非常豐富，讓學生在「音、體、美」三方面都能

夠多元化地發展，讓我們一起回顧當天的精彩時刻吧！

「童」心感謝
學生學習不同的摺紙

圖案，以及製作心意卡，

把祝福送給疫情期間緊守

崗位的醫護人員，感謝他

們的付出！

小小作曲家
學生搖身一變成為作曲家，創作及奏

出不同的旋律。

「謝謝您」心意卡設計
學生透過製作心意卡，常存感恩的心，把心意送給身邊的人。

編程樂
學生透過編程活動，以機械人完成不

同的任務，訓練邏輯思維，同學們都很投

入，樂在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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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看「花」燈
同學們用心製作五彩繽紛的走馬燈，作品非常精美呢！

排排跳
疫情期間，同學們也不忘動起來！大家都要多做運動舒展身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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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以感恩的心向天父謝恩 。

「小一開筆禮」及「我是寶季人」
每年學期初，學校都會安排不同的活動，讓小一的同學

能盡快適應校園生活。今年因疫情影響了開學時間，所以

學校決定把「小一開筆禮」及「我是寶季人」兩個活動一

併舉行。在「小一開筆禮」儀式中，同學均要訂下目標，

承諾用心學習、關愛別人及積極參加校內活動。而

「我是寶季人」讓學生明白本校「敬主愛人」的校

訓，要向天主託付自己。在這個「寶季」大家庭，

也要做個有禮貌，與人友愛共處的「寶季人」。

關愛
剪影

開學祈禱會
本校於10月23日舉行了開學祈禱會，學生參予了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為學

校準備的網上開學禮儀 。

今年的開學祈禱會主題為「感恩」，夏志誠輔理主教教導我們在生活上無論

環境順逆，都要懂得時常祈禱，對天父感恩，更要關愛身邊的人 。

基督小先鋒帶領小一、小二學弟妹
以恭敬虔誠的態度參與禮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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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爸

學生升中講座及升中網上家長講座
為使本校小六學生及其家長在升中選校這個重要階段

有更好的準備，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劉瑞儀校長特意

於11月30日及12月7日親臨本校分別為學生及家長舉辦

升中講座。

學生投入參與，積極回答問
題及作個人短講示範。

劉校長親臨本校，為全體六年級學生分
享自行分配學位面試準備技巧及升讀中
學的適應方法。 劉校長到校透過視訊和小六學生家長分享升

中選校的要點！

謝校長代表我們向劉校長致送紀念旗以表謝意。

講媽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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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五)

下午時間，在本校禮堂順利進行。因疫情關係，這次周年大會暨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

舉點票程序改在網上進行直播。

當天由張莉莉主任擔任選舉主任，陳景主任擔任大會司儀，家長教師會主席邱佩芬

女士和副主席林莉女士擔任嘉賓。經點算票數後，由胡麗花女士當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

董，周啟昌先生為替代家長校董。

校長與嘉賓及家長校董候選人合照 邱佩芬主席作會務報告 司庫周啟昌先生作財政報告

張莉莉主任擔任
是次選舉主任

全體教師在禮堂參與
大會及觀看點票

由謝校長及邱主席解
封票箱，取出選票

謝校長及邱主席監察點
票過程，學生、家長可
經直播觀看。

李嘉雄副校長核實選票數目

當天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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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仲要我講幾多次，你先肯做呀？」

　　「你仲未肯開始？仲要等到幾時啊？」

　　「快D啦，無時間喇！」

　　「得啦，得啦，準備啦準備啦！」

（眼睛緊緊盯著電腦螢幕）

　　「聽日先啦，仲有時間呀嘛！」

　　以上的說話，大家是否似曾相識？今次鍾姑

娘時間，就想和家長談談子女事事拖延的情況。

我的孩子剛八個月，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馬上

要」、「立即取」，絕對沒有半點可以「等等

先」的空間。我想你們的孩子也曾經歷過這個階

段。那麼孩子的「拖延症」是從何時開始出現的

呢？

　　嬰兒何時學懂轉身、何時能扶着周邊的東西

站起來、何時踏出他們的第一步、何時發出第一

個音，均不用(能)父母催谷，他們就是會不甘心

只躺在床上任人擺佈，往往在父母毫無防範下就

用上自己的五官和手腳，去認識和探索世界，發

展自己的能力---這就是人的學習本能。而嬰孩階

段更是人一生中最有自主學習衝勁的時期。到孩

子日漸長大，學習仍是由他們作主導的，父母可

以要求孩子坐在書桌前溫習幾小時，又可以叫他

們重複抄寫默書範圍一遍又一遍，但最後能否把

知識記入腦袋，都要有他們本身的意願。說到這

裡，如你相信學習是孩子的本能、是基於人自身

的意願，那你可能又會問是否當孩子越長越大，

這「本能」便會逐漸消失?

　　當我們覺得孩子的學習本能和衝勁隨年齡

逐漸消失的時候，我們又有沒有發現我們對

孩子的讚賞比例也隨之銳減。嬰兒發出一些沒

有任何意義的聲音，做出疑似再見的揮手動

作，甚至開始探手亂抓眼前的物品，我們都

會看成是孩子成長的一大邁步，馬上手舞足蹈，

再配以誇張的表情和高八度的聲線來給予他們大

大的讚賞，彷彿是怕孩子接收不到我們的肯定，

得不到足夠的鼓勵，就無法推動下一次的再嘗

試。孩子越大理應可以做的事會更多，亦需要他

們運用更多的技巧及耐力才可完成。如按上述邏

輯，父母給予孩子讚賞的力度必定是要大大地增

強，才足以推動孩子的下一步行動。

可是，當孩子努力完成了一個/ 兩個小

時的功課練習，準確背出下次中文默

書的內容，可能只換來「做咁耐先做

完？咁無時間溫習啦！」、「仲有英文默書

未溫喎！」等回應……

　因此，我們想孩子重拾嬰孩時期對學習的衝

勁，我們也要找回即使孩子發出一個毫無意義的

音，也會興奮不已，馬上給了讚賞的那份初心。

孩子越大，父母的讚賞要越準確、越到位，但今

次的篇幅有限，有機會可以和大家談談「讚賞的

藝術」。簡單而言，父母要馬上增加你們對子女

的讚賞次數，我建議最理想的比例是5項讚賞的

事情，才提出一項需改善的項目。 

　　此外，推動嬰兒積極學習的另一元素是趣味

性。在嬰兒的眼中，身邊所有事物都是新奇的。

基於好奇，他們會去探索，並且在探索過程中找

到樂趣，因著樂趣又再推動他們進行下一次的探

索，循環不息，從而日漸豐富了他們對外界的認

知，建立出不同的能力。前陣子不少學生都沉迷

於製作「鬼口水」，他們會自己在網上搜尋影

片，從中學習以不同成份的配搭，製造出不同顏

色/效果的「鬼口水」。那便是因「感到有趣」而

引發的學習過程。我們不用鞭策，他們會自己網

上找資料；我們不用提醒，他們已沒頭沒腦地研

發屬於自己的「鬼口水」。孩子的行動力從來沒

有離他們而去，只是我們遺失了啟動它的鑰匙。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是甚麼東西磨蝕了他們的尋

求知識的樂趣？是忙碌的課餘學習生活？是孩子

的特殊學習需要沒有得到支援？是學習的內容

與孩子的學習步伐不一致？是「飯來張口」的

生活習慣，減低了孩子自主學習的動力/必要

性？

　　學習是人生而有之本能。希望透過今次

簡短的分享，能給予家長有一些啟發，並

在生活中想到不同的點子以協助子女重

新把這本能展現出來，和「拖延

症」說再見！

鍾姑娘時間：孩子拖延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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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
基地

老師

STEAM
圖書推介

寶季 歡迎
你

德公
小知
識

編輯委員會：謝國貞校長（顧問）

梁敏怡老師、李嘉雄副校長、黃志淮老師、程麗珍老師、 趙瑞儀老師、

梁悅玲老師、練劍英老師、丁寧老師、梁諾瑤老師、曹少櫻老師

9月25日為教師發展日，當天老師們在既輕鬆但又專

注的狀態下，進行了有趣的禪繞畫活動及有關「BYOD」的

工作坊 。

老師們於9月25日及11月27日以網

上視像形式參與了兩次由梁長才校長主講

的講座，主題是有關怎樣把天主教五大核

心價值融入課程、校園及校訓。

書名 : 透視身體互動百科

作者 : 蘇菲‧多瓦

這是一本可以玩又可以

閱讀的百科全書。這本書

內 容 豐 富 ， 從 大 腦 到 骨

骼，從感官到思考，全

方位的回答孩子從頭到腳所有的問題。

透過互動遊戲和手作來「玩」百科，讓

孩子享受閱讀、快樂學習！

本年度有兩位老師加入寶季大家庭，但原來她們並不是

新老師，這兩位老師都曾經在我們的學校服務，而在本年度

重返我們的大家庭而已。究竟她們是誰？讓我們一起看看她

們的介紹吧！

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當天本校除

了進行升旗禮外，更利用壁報介紹有關國家憲

法日及有關國家發展的資料。

老師們專心
地學習怎樣
利用平板電
腦有效地教
授課堂。

各老師盡情地
釋放出藝術的
能量，你看他
們的作品都充
滿著無窮的創
意呢！

聽完寶血會
舉辦的教師
講座後，老
師們也來個
開心大合照
以作留念。

大家都專心地聽梁校長對天主
教五大核心價值的演繹。

各位同學，我是曹少櫻老師，在本學年
我會教授二、三年級的英文、常識及視
藝科。紫色是我喜歡的顏色，而空閒時
我愛和家人到處遊玩 。

大家好，我是趙慧婷
老師。很感恩能回到
伍季明這個大家庭工
作，希望有機會能認
識你們每一位。

圖書
館

好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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