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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孫小

喜訊本校喜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安裝全校
教室電子觸控屏幕，投影機將會退
役。與此同時，學校自資更換教室後
方壁報板。教室將有新的面貌。

喜訊

碩果滿園

在紅綠的樹影下，映襯
出孫小的書香氣息。

鳥兒覓食忙。

你可曾細心觀察同一
屋簷下的繽紛蝴蝶？

金光閃爍的錦鯉在睡蓮中
悠閒地游走，不亦樂乎？

校園裏，勤勞的小蜜蜂
忙採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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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孫小！
盧秀枝校長

孫小的美，是要走進來，親身經歷才會體會到的。因為孫小的美不在校舍有多
大，建築有多宏偉，裝潢有多豪華。孫小的美，在她樸實無華的內涵。

孫小的地理位置，造就她環境之美。她與大埔海濱公園和完善公園連成一體，
是公園中的學校，也是學校的公園。公園廣植花草樹木，多樣化的植物每天都為她
構成一幅幅美景。因此，她四季都有不同景色。兩個公園更為她提供優質的自然教
學環境，促成了「綠在方中，走向完善」的校本課程。

孫小的成員形成了她溫馨之美。她有可愛可親的陽光少年，都是勤奮、堅毅、活潑
的小生和小花，小小生和小小花。她有一個專業的，凝聚力強的教學團隊，全心全意培育幼苗。
她有一隊相處融洽的職工，他們同樣充滿熱誠，為學校做重要的後勤支援。她有與學校持相同理念的家長，
對學校無限支持的家長教師會。她有很多已成長的，對她有着深厚感情的「那些年的陽光少年」。

孫小的美，是一種不能用文字形容的美，是需要感受的美。孫小有自己的故事，校訓—勤廉信慎—代
表四種態度，也是她的核心價值。她的成員以此作為自己做事、生活、待人、處事的態度。她的校徽的形
狀來自四葉草，四葉草代表信望愛和幸運，代表她對學生的寄望。她的多元智能圖案，代表她的信念：每
個學生都有自己的潛能，她就是那個讓學生發展潛能的平台。學生置身其中，得學之樂，耐學之苦；學習
樂在其中，樂在方中。而她的信念就體現在「得學之樂、耐學之苦、樂在方中」。

孫小的環境、人文構成她的美。她接待過眾多來自香港和國內外的訪客，大家都對她那種自然而然散
發出的文化氣息，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孫小的美，是需要親身經歷的。因為，那是由校園的人和事每天
一點一滴沉澱的，深厚而有獨特氛圍的美。這種美是文化。

我有幸在這裡服務了33年，做過4個崗位：2年班主任、16年訓導主任、1年副校長、14年校長，每個
崗位都給我很多難忘的回憶，也由逗號老師成了逗號校長。熱愛工作，投入工作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我在
孫小渡過33年的快樂生活，成為她的一份子，見証完善公園和海濱公園由荒蕪一片，至綠樹成蔭；陪伴那
些年的陽光少年一起成長；與可愛可親可敬的成員一起構成她文化的一點一滴。這都是我最大的幸福。

美哉，孫小！

孫小校歌的第一句歌詞：「我們的學校在大時代裏誕生，沐着朝露迎着風雨，創造未來創造未來。」
這句歌詞正好寫我們現在所處的時和事。為了配合過去兩年因應疫情而出現教學模式的轉變，讓陽光少年
在大時代裏能迎着風雨創造未來，迎向未來。孫小會展開三個新的關注事項，這是令人期待，雀躍的關注
事項：

推行混合學習模式，提升學習效能
在已有基礎上發展混合式學習，結合面授課堂與網上教學，部分學習材料將轉化為網上資源，供學

生課前預習或課後重溫之用。善用創造的空間，運用電子互動黑板、平板電腦及學習平台等，加強課堂
互動和學生參與度，提升溝通、協作、互評、創意思維及解難等能力；並且加強個人化學習，促進自主
學習。

配合學校環境，發展「綠在方中」校本課程
引用芬蘭「森林教育」概念，配合學科學習，帶學生走出課室，到公園實地考察，將學習場所擴展至完

善公園和海濱公園。面授課堂將結合「走出課室」學習活動，以至網上自學平台，擴闊學生學習領域，促進
自主學習。課程不單只加強人與環境的聯繫，培養欣賞自然和愛護環境，且有助提升社交與情感技能。

培養社交與情感技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建基於正向教育，發展學生社交與情感技能，促進全人發展。透過繪本教學、班級經營、團隊建設

及反思活動等，覺察及管理個人情緒、思想和行為；引導學生分析及解決問題，推測個人行為的後果以
及對別人的影響，培養他們慎重地做決定，對自己負責任。同時，發展個人興趣，定立和實踐目標，增
強自信心；提升社交技巧，培養同理心，從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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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小被大自然環抱着，也成了我們學習的寶
貴資源，帶孩子們走出教室，到公園裏學習
是一種多麼愉快的體驗！ 

公園也是我們學習的好地方

走向完善

專業發展

綠在方中

教師

到公園利用指南針找方向。

你知道這是洋紫荊還是宮粉洋蹄甲嗎？
喬木有多高？一看便知道！

拍下這株
植物，回
家進一步
探究。

萬綠叢中
一點紅，
花兒結構
我學懂。

盧校長金石良言
盧校長與全體教師分享教學

的心路歷程，亦將多年來培育學
生的心得授予各教師，讓教師掌
握溝通之門與溝通技巧，更了解
學生的問題和需要，使學生獲得
適切的輔助，有更好的發展。

平板電腦教學
為了加強運用電子資源促進

學與教，全體教師參加平板電腦
進階工作坊，讓教師在運用資訊
科技教學上能更得心應手，在提
升教學效能的同時，為未來發展
混合式學習做好準備。

校本課程特色及發展
由各科主任分享校本課

程，讓老師們更了解其他學科
的課程特色及發展，並能互相
學習，探討配合其他學科同步
發展的可行性，以優化學生學
習。因疫情關係，工作坊改以
網上形式進行。

「綠在方中」探索活動
疫情下，全體教師分成二人一組，

到完善公園和大埔海濱公園探索，並且
分享和討論配合公園設計學習活動的
可行性，繼而在雲端記錄所有活動的建
議，為未來的校本課程做好前期工作。

教師參加平板電腦進階工作坊

盧校長與教師分享溝通之門與技巧

「綠在方中」探索活動

毛茸茸的葉子感覺很特別呢！4



喜閱˙喜悅

老師和學生透過錄製短片、撰寫書介等的方式共享好書。

1 0 2位小讀者和他們喜歡
的作家 -《童話夢工場》
作者耿啟文、《成語寫作
本》作者洪蔓玲進行網上
講座，彼此都滿載而歸。

疫情無阻《圖報》小記者為大家報導校園
趣事，《圖報》改為網上電子報形式發放。

故事接龍大電影順利完成，它是集合老
師和學生知識、技能、時間的成果，也
是大家在孫小校園生活的美好回憶。

5



全方位STEM教育
培育創新及創科能力

． 跨學科STEM專題研習，助學生融會貫通。
． 發展編程教育，提升學生計算思維能力。
． 展示STEM教育成果，鼓勵學生勇於創新。
．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因應疫情，常識、視藝、資訊
科首次合作，在五年級推行「蝴蝶
×4-WeekChallenge」網上主題學習活
動，讓學生在家中仍可參與STEM活動。

其他活動

編程發明家網上證書課程

物盡其用—用紙盒蓋製作
模型。

只要用心製作，廉價的材料都可製作出色的作品！

運用 Scratch Jr 把
蝴蝶一生製作成短片。

學生動手做的技能很強！

運用  Rakugaki  AR 製作
介紹蝴蝶的短片。

同學把蝴蝶模型小心翼翼地
放進小盒子裏。

讓我做小老師，教授蝴蝶的生長過程吧！

男生製作模型也可以很仔細的啊！

發揮創
意，運

用 Scratch 編程，
製作小

遊戲。

我製作的活動展板也不錯呢！

利用小絨球做卵，創意十足！

很好的建議，學校可能會採納的喔！

3D 打印的蝴蝶屋
學生利用真的樹枝製作模型

，

增加真實感！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
獲2金3銀1銅

繪畫出蝴蝶的生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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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主題學習
打破學科的界限

動物篇
（一至三年級）

綠在方中

與動物親身接觸，了解牠們的習性。

走進社區公園，尋找動物的足跡。

這是我筆下的小動物。

這些動物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這是用AR拍攝出來的動物啊！

製作動物小玩意，寓學習於娛樂！

成為小小動物飼養員，悉心照顧我的小寶貝！

摺出小動物，有趣又好玩！

這是我喜愛的動物主題圖書！

運用 Scratch Jr 把
蝴蝶一生製作成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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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

不一樣的敬師日
在疫情下，雖然不能親口跟老師說聲「謝謝」， 
也能用另一種形式向老師們表達愛意。

我們都很期待開學呢！

齊齊唱校歌不一樣的開學禮，簡單而隆重！

老師，我們為您獻上歌聲！

謝謝老師對我們的愛，就像陽光一樣，
照耀着我們，呵護我們一路成長前行！

謝謝老師，讓我變得更強！

這是我自製的花朵，
老師，謝謝您！

小一入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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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冬至及聖誕聯歡會

萬聖節

只見手指的手指琴表演，新穎！看我玩扭計骰有多快！！新晉結他手，有型有款！

大提琴演奏也可以
在家進行，優雅！

來一個網上大合照，這班還帶上自己的毛公仔一起合照。

Playing and learning 
at Halloween.

A  big dinosaur meets 
a small dinosaur at Halloween.

Play the games and get the 
special edition cards.

How many cards do you get from the game booths？It's fun to learn together!

疫情下，由班際天才表演改為
個人天才表演，一樣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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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行大運

親子水仙班

祝願「明年會更好」！

小司儀為開步禮揭開序幕。

「迷你版新春行大運」，不減節日氣氛。

口罩也遮蓋不了我們的童心童趣。

你知道我們是哪班的同學嗎？

每人一個水仙花球，將香氣
和祝福帶回家。

突破時間和空間，來一個網上親子水仙班。

春 節 活 動

盧校長化身成水仙班導師，指導大家
如何栽種一盆美美的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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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時間和空間，來一個網上親子水仙班。

許願樹

賀年揮春

網上賀年活動

春 節 活 動

「樂在方中，愛在孫小」

大家都想要校長送的「身體健康」呢！校長和老師們為大家
送上暖暖的新年祝福。

包羅萬有的新春福袋、小風車、
小髮夾，多謝家教會的籌備和安排。

班主任與同學一起線上猜燈謎、
學習賀年習俗，節目豐富。

同學繪制的作品，成為我們
獨一無二的賀年咭，你喜歡嗎？

校長新年祝賀辭的
拍攝現場。（幕後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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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電子資源，體現混合式學習的優點。

英文科

中文科

˙學生錄製短片，推廣中國文化。 ˙�綠在方中：親近大自然，為寫作提供
無盡的素材。

Enjoy chatting with a NET 

Sharing the happiness with teachers!

Learning with buddies is 
a precious moment.

eLearning makes learning more efficient and fun.

Having guided reading lessons with Mr Fowler and Mr Gunton
Learning through reading!

Mr. Gagliano reading a story to P1 kids 

Students enjoy reading!

背誦《弟子規》，
聲情並茂，兼備道具。

摸摸、嗅嗅，以五感探索小花園的植物。

結合面授及網上訓練，疫情中仍可參與不同活動。

認真書寫賀年揮春。

Students have a certain curiosity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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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數學科
˙�運用「數概工具」，幫助
學生創造出自己的數學。

˙�小小「SUN」TUBER，我的學習，我作主。

自製乘法棒。

運用十格框學加法
和減法。

拋紙環遊戲，認
識

個位和十位。

數學小測試：圓的直徑與正方形邊長的關係。（6A 陳芷榆）

春節活動：教大家剪新春對稱圖。（5A羅祉希）

天有不測之風雲，我有監測之器具，
自製風速計和雨量計。

活學活用聲音原理，自製樂器送佳音。

彩虹七色原來是光經折射而形成的！

探究用水果皮做包裝袋，喜獲香港科學青苗最佳創意方案獎！

探究用環保物料取代 
速遞包裹的泡泡紙， 
獲「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榮獲「小學校際常識大賽2021」全港亞軍

˙�生活中尋「數」，線上分享學習成果。

垂直線大搜查自擬生活化題目學習小數加法。

用斑紋尺來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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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專教專科專教
學生獲得更全面學生獲得更全面

及專業的藝術知識及專業的藝術知識

突破傳統媒介突破傳統媒介

孫小是藝術家的展覽廳孫小是藝術家的展覽廳

運用科技運用科技
提升學生創造力提升學生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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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在家 在家藝術藝術在家 在家藝術

多元化的藝術活動 擴闊學生
藝術視野

多元化的藝術活動 擴闊學生
藝術視野

名畫再現

健康海報設計網上工作坊

沙畫網上工作坊

竹謎藏  天寶樓-夏中建先生

水墨畫工作坊 香港教育大學
 劉瑩博士

2D方亮欣 作品 3C楊昊雪 作品

二年級  《小鳥蹤跡》  合作畫

迴力車教學影片印象派欣賞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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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資訊科
˙ 提供多元化、與時並進的科技學習活動，著重實踐，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 一至六年級均注入編程教學 (Coding Education)，培育學生的創新及創科能力。
˙ 建立學生正確使用科技工具的態度，實踐健康生活，建構正向文化。

˙發展音樂資優教育

˙啟發潛能，展開全新音樂體驗
˙透過音樂表達愛與關懷

音˙樂在方中

小小歌唱家具有大師級風範笛聲悠揚

e-樂團初體驗
練習節拍基本功！ 運用平板電腦

進行演奏齊頌母親節錄製音樂影片感謝媽媽的愛護

第73屆音樂節共奪4冠3亞8季之佳績

營造運動氛圍，建立健康
生活模式。參與各項比賽，增強

自信，開闊眼界。
建立平台，讓學生
發揮潛能。 做運動的熱情不因疫情而冷卻。

用Scratch Junior設計新篇龜兔賽跑。
利用Scratch編程軟件創作動畫。 設計節日賀卡

機械人m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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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環保教育
˙�透過主題展板，讓學生愛惜地球
資源

˙�透過不同的活動，美化校園，為
生活增添綠色氣氛

體藝發展
˙發展潛質，體驗不一樣的學習提升自信
˙提供盡展才華的舞台
˙培養堅毅、互相欣賞的正向態度

網上學圍棋

網上圍棋對奕

為網上冬至及聖誕聯歡會
而攝錄的小提琴表演。

從不間斷的學習，譜出和諧樂章。

認真努力地練習是成功的關鍵！
孫小名畫展，共享藝術成果。

全情投入誦材的情境中。

主題展板分享 參加「盆景製作活動」，美化家居及校園。

網上親子跳繩班

機械人mBot

疫情
下的
網上
課外
活動
！�

不一
樣的
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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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組識學生領袖團隊，培養未來領袖
˙加強學生凝聚力，建構正向校園文化
˙拍攝防疫宣傳片，提升學生防疫意識

輔導
˙培養學生多元能力，促進學生情緒、社交能力正向發展
˙舉辦家長課程、親子活動，幫助家庭成長
˙建立互助、友愛、和諧的校園文化

學生支援
˙及早識別需要，盡快安排支援
˙多元學習小組，提升各項能力
˙善用各方資源，幫助學生成長

家校齊心與專業人士攜手，為有不同需要
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照顧。

情緒小組

校本言語治療計劃

讀寫小組

社交小組

防疫宣傳片 班級經營活動
本年度領袖生大隊長 認真當值的領袖生

愛玩樂親子日營活動，
家長與孩子一起製作古巴筆袋。

手牽手計劃，陪伴小一新生進校園，與弟妹聊天。

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活動，家長與孩子共同挑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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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家長的支持是學校的原動力

家教會執委祝大家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迷你版新春行大運起步禮，簡單隆重。

一張小小的揮春，一份深深的祝福。
家長齊心參與親子網上浸割水仙球班。

家教會執委協助舉辦新春活動。

小朋友喜獲家長義工姨姨
親手製作的小小新年禮物。

小朋友滿心歡喜
收到浸割好的水仙球。

疫情擋不住熱情，換個方法—
親子網上浸割水仙球班。

孫小感恩有大家作後盾。

家長義工為低年級學生
浸割水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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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鍾兆永

飛達兒童田徑錦標賽 跳遠冠軍 3B黃芷蕎

跳繩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
30秒單車步速度跳冠軍
30秒二重速度跳冠軍
45秒個人花式冠軍個人總冠軍

6A方紹恆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
30秒交叉跳速度跳冠軍
30秒後繩雙腳跳速度跳冠軍
30秒單車步速度跳亞軍

1C方焯立

全港網上分齡跳繩比賽
單人繩個人花式亞軍
三分鐘單人繩耐力跳第6名
總成績第5名

5D鍾澋毅

視覺藝術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鑽石章
最受歡迎公眾獎
傑出作品獎

3A詹維祺
3D馬俊謙 4A陳浠堯
5C吳旻禧

抗疫傳情書簽設計比賽 冠軍 3A詹維祺

「向老師致敬 2 0 2 0」親子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

優異獎 2D方亮欣

2 0 2 0年度「追夢美院」全國
少年兒童書畫藝術公開賽

一等獎 6A劉一桓

國際兒童繪畫雙年展2020 冠軍 5B吳凱琳

導盲犬爆珠口罩設計比賽 冠軍 4C沈詠嵐

2 0 2 1全港幼稚園及小學繪畫
創作比賽

金獎 4C江俊鈞

第三屆Draw My Watch錶面設
計比賽

銅獎 2C林永欣

第十一屆2 0 2 0「伴我同行」
國際繪畫比賽 

優異獎 5B周怡霏

截至日期:17-6-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
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第7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總成績：4冠3亞8季

牧童笛二重奏
冠軍
冠軍
亞軍

6A陳沂泓 2D陳宛渝
5A蘇家恆 5B姜浩洺
4C張明煦 4D黃尉恩

牧童笛獨奏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4B廖芷螢
2D陳宛渝
5B高靖迦
5B鄺浚嘉
5C蘇紫瑤
4D黃尉恩

鋼琴獨奏

冠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2D陳宛渝
5B姜浩洺
5B劉 潛
4B吳筠俊
2A黃天昕

英文童聲獨唱 亞軍 6A陳沂泓

線上行進樂器音樂比賽 總成績：1冠1亞1季 1銀獎 2銅獎

小號及圓號組別 冠軍（小學組） 6A王鉻羲

小號及圓號組別 亞軍（小學組） 6B司徒梓渝

小號及圓號組別 季軍（小學組） 4C張明煦

敲擊組別 銅獎 5A蘇家恆

木管組別 銅獎 5A唐昉呈

合奏組別 銀獎
4A潘穎童 4C張明煦
4C蔡善揚 4C沈詠嵐
4C鄧珀堯 4D王天朗

學生成就 成就學校

地區 中學名稱 人數 地區 中學名稱 人數

本
　
　
區

迦密柏雨中學 14

跨
　
　
區

拔萃男書院 3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14 喇沙書院 1

恩主教書院 5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1

王肇枝中學 4 華仁書院（九龍） 1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2 賽馬會體藝中學 3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57 沙田崇真中學 2

救恩書院 9 青年會書院 1

羅定邦中學 3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2

神召會康樂中學 1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1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1

(一) 115 (二) 12

(一)+(二)總計=127

2018-2020派位年度
畢業生升讀中學統計（於2020年9月入學）

朗誦比賽
香港學校朗誦節 總成績：3冠6亞3季

成績 學生姓名 成績 學生姓名

英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亞軍
英詩獨誦亞軍
英詩獨誦亞軍

6A張子悅
5A郭劻霖
2D陳宛渝
5C林文意
4C蔡善揚
3B韋子涵

英詩獨誦亞軍
中詩獨誦亞軍
中詩獨誦亞軍
中詩獨誦季軍
英詩獨誦季軍
英詩獨誦季軍

2A黃尉晉
4A陳浠堯
2D陳妍君
4C鄧珀堯
6B李鎧池
2A黃翊軒

中文科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秀入圍獎 6B張嘉璐

聽聽寫寫學歷史—
穿梭時空來創作徵文比賽

嘉許獎 6B張馨悅

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金獎
優異獎

3C李昱希
3A梁軼軒

常識科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小學校際常識大賽 全港亞軍
6A林載恩 6A伍彥熹
6A丘俊軒 6B黃栩洛
6B劉星雨

香港科學青苗獎 最佳創意方案獎
6A陳沂泓 6B徐柏維
5B劉 潛

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比賽

優異獎
4C張焯然 4D李靖
5A薛君言 5B吳凱琳
6B謝嘉泳

Robofest機械人大賽 2金3銀1銅
6A林載恩 6A伍彥熹
6B陳壽年 6A方麗雅
6B楊仲頤 6B王均亮

派位結果 校外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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