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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5A 陳亮翀  6A 呂美琪  6B 洪作輝
  周賢明校董是一位閱歷豐富的成功人士，他除了擔任社福機構的主管，還是西貢區的區議員，今年度更獲選為西貢區議
會主席。在疫情期間，衷心感謝周校董百忙之中接受我們專訪，透過他分享成功經驗和經歷，讓我們受益匪淺。

社區服務工作
  周校董現在是一所社福機構的主管，負責督導長者中心、幼稚
園、幼兒中心及家庭活動中心。他從事這份工作三十年了，可見他

服務社區的熱誠。周校董很感恩在工作上有一群有心的同路人，大

家都有共同的目標—服務長者，多年來與同事建立了良好的互

信關係。他熱愛工作，最令他自豪的是三十年從來沒有收到任何投

訴，老人家們看見他都會笑逐顏開。

區議員工作
  周校董有着遠大的抱負，早在將軍澳區開始發展之時，已立志要為這個社區服務，期望能推動區內市民關心社區。他希
望將軍澳區是一個和諧的社區，居民都能安居樂業。他在1991年開始參選區議員，憑着他的熱誠，第一年參選便成功當選。
他告訴我們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會留意到你所做的實事，藉此告誡我們做任何事都要用心去做。

掌握在我
  我們知道周校董的公務繁重，便向他請教時間分配的心得。周校董說﹕「每個人都有
絕對的選擇權，不要埋怨任何環境因素，也不要說時不與我。」小時候，他就讀天台學

校，後來，他轉到津貼學校。起初，他的英文成績不理想，老師每天都罰他留堂。有些同

學選擇不接受老師的教導，而他卻選擇發奮向上，每天都耐心接受老師課後輔導，最終能

成功入讀皇仁書院。他十分感激當時老師的循循善誘和用心良苦。

以終為始
  周校董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終為始，先訂立目標，再朝着目標進發。他回想起自己小學的目標是考好升中試，他
便把這件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盡全力去做好這件事。我們不能逃避處理事情，因為無論如何逃避，最終仍要處理，還會

因為事情未完成而感受到壓力。

天道酬勤、地道酬善
  周校董向我們分享「天道酬勤」和「地道酬善」的道理。「天道酬
勤」是指上天厚愛勤奮的人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願意付出努

力，必定會有成果，藉此勉勵百欣的同學要努力學習。「地道酬善」的

意思是只要心存善念，行事必獲保佑，凡事順利成功。周校董勉勵百欣

的同學對人要心存善心，將心比心，推己及人。

  最後，周校董希望百欣的小朋友要學會欣賞自己，每個人都有不同
天賦，每位同學都會有閃耀的時候，所以在求學階段必須要努力不懈！

How do you feel about Halloween this year? It 
probably looks a little different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lloween was a bit scarier 
than usual with vampires, witches, wizards and goblins 
coming to celebrate this scary and creepy event! It 
was fabulous to see all the costumes on campus as 
students dressed up for Halloween.

On that day, English teachers went to different 
classrooms and said trick or treats to students. 

Teachers greeted students with funny Halloween riddles 
and jokes. It was such a fun way for students to have a 
taste of different cultures while practicing their English. 
Most importantly, students went home with pockets full 
of treats!

閃亮的生日之星

  老師與同學

一同參與慈善活

動，讓師生共建

關愛、色彩豐富

的校園。

  同學參與有趣又益智的興趣班，貫徹「一生一體藝」。

穿着便服的同學懷着興奮的心
情在操場合影。

與校園的佳畫共影，色彩奪目，爭妍鬥麗。

乒乓球班 中樂班 拉丁舞班

A Spooktacular Halloween!

齊來參與公益金便服日

周六興趣班全面睇

小記者與周校董合照
留念。

周賢明校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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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生日的同學可於指定日子穿便服回校。

班主任和同學會於生日會一同為生日之星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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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2019冠狀病毒疫情，學校在過去一

年面臨不同的挑戰，從2020年2月起至現在

的實時遙距課堂，學校積極探索以電子學習

的模式，讓學生在家不間斷地學習，實行停

課不停學。

  學生在家中以Microsoft Teams進行「實時遙距課堂」網上

學習，老師積極準備電子教材，與學生透過鏡頭進行互動，提

升學生在家的學習動機。學生於課堂上遵守規則，積極學習，

建立和諧的學習氣氛。此外，老師在教學過程也會分享相關的

網上學習平台，好讓學生能於課餘時間持續自主學習。

  在課業方面，學生每天在家中完成各科課業，以鞏固課堂

學到的知識。除了學習知識外，學校也十分重視學生的身心健

康，小息期間會播放伸展操音樂，鼓勵學生建立良好的健康生

活習慣。

  2019至2020年度的畢業禮真是與別不同，因為疫情的關係，

畢業禮一再延期。為了讓六年級畢業同學的小學生涯作完滿的結

束，學校特別在2020年8月28日上午舉行實時網上遙距畢業禮，

雖然師生未能近距離接觸，但在全體老師和家長的見證下，畢業

同學們都留下一個難忘和美好的回憶。

  學校著重與家長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2020年9月26日和2021年1月30日以Microsoft 

Teams舉辦各班「實時遙距家長會」，讓家長

了解學校推行的政策，並與班主任及中、英、

數老師溝通交流，討論學生的學習情況。

  在疫情之下，有賴各位家長的共同努力，使學生們能順

利地在家中進行遙距學習，以下是家長和同學們對於在家中

進行遙距學習的分享。

5B林浣琪家長
  學校在停課不停學的安排上做得不錯，基本上和在校的學習時相差不
遠，令學生能保持足夠的學習量。每天只上半日課的關係，所以做功課時間

較為充裕，親子時間也增加不少。在疫情下，正好訓練小朋友的自律性，讓

他們能學會自己管理自己。

6B 李明灝家長
  學校沒有忽略學生的學習需要，在此我非常感謝校長和老
師們的努力，透過不同的教學模式支援同學在家學習，學校更

適當地調適教學安排，包括重整不同的活動和增加補課，致力

保持學生的學習進度。

疫情下「百 欣」的學習 家長及學生心聲停課不停學

學習方面

防疫方面
  進行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時，學校嚴謹遵從各項衞生防護

措施，包括師生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在校舍出入口為師生和

訪客量度體溫、校園內所有人士時刻戴上口罩等，以保障師生

健康。而學校於復課前後均加強校園清潔及消毒，確保校園環

境清潔衞生。

  學校於2020年9月復課前已完善防疫設備，包括：全校學

生洗手間安裝有蓋厠板；全校洗手間安裝自動感應梘液機；校內安裝自動感應消毒搓手液機；地下有蓋操場洗手槽及

所有洗手間安裝自動感應水龍頭等。學校為加強校園清潔，保障學生及教職員的健康，更特別安排專業公司到校為全

部課室及特別室進行霧化消毒及噴灑納米光觸媒防菌塗層工程，提供為期一年有效消滅病毒的保障。

不一樣的畢業典禮 實時遙距家長會

霧化消毒及噴灑納米光觸媒防菌塗層工程。

老師以Microsoft Teams進行
「實時遙距課堂」。

校長主持「實時遙距家長會」。老師們在畢業禮上齊
向鏡頭

祝賀畢業生。

學校精心安排的畢業禮佈置。

4A 陳鴻祺家長

2C 莊芷蓉同學

  家長可以陪伴子女上課，學校也給學生提
供了最接近學校課堂的學習氛圍，可以自如回

答問題，也可以正常提交作業，欣賞老師用心

地批改課業！疫情下，我會鼓勵孩子困難是暫

時的，但並不影響我們持續學習。我們是幸福

的，因為校長和老師們盡最大的努力！不經歷

風雨怎麼見彩虹！

  疫情下，用Teams上網課，我感到很開
心，因為十分有趣。我很喜歡這樣的學習

模式，我也很喜歡老師用電子學習工具進

行網課！

4B 任怡博家長

6B 雲琛娙同學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為疫情，跨境同學未能到學校上課，以遙距
學習的模式學習對孩子來說也會有影響。為了把影響減到最少，家長們盡力

給子女們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孩子持續學習。家長也積極應對，陪

伴小朋友學習。最重要的是功課要保質保量完成，不打折扣。

  在疫情下，用Teams進行網
課是一種新常態，需要時間慢慢

去習慣。用Teams進行網課使我
較少機會能向老師提問不明白的

地方，令我更加想念回校上課的

日子。我很喜歡老師用電子學習

工具進行網課，令課堂更有趣和

互動。

5B 姚懿宸家長

3B 甄迦琳同學

5C 潘汶濼家長 5E 許僑洇家長

  整體感覺還是不錯的，儘管小朋友有時會
分心，但是老師在上課時，也儘量讓同學回答

問題，增加同學的積極性！作業的批改也給老

師增加了很大工作量。雖然有時候視頻方面會

有些小問題，相信都會越來越好的！

  起初用Teams上網課感到
擔心，得到家長、老師和學校

的幫助後，慢慢適應下來。疫

情期間，我十分想念回校上課

的日子呢！

  學校提供了一連串多元化且富趣味性的學習教材和網上練
習，使孩子們在停課期間也能繼續吸收知識和完成每週的功

課，務求達至在家學習，停課不停學。在疫情期間，老師們不

時透過電話了解同學們心理上的情況和與家長溝通教導孩子的

技巧，實現了家校合作的精神！全賴學校從小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習慣，孩子即使遇上停課，也能抱著一顆追求知識的心。

  過去一年多，突如其來的疫情令學校及家長都措手不及。
讚賞校方臨危不亂，應變得宜，順利展開前所未有的在家線上

學習。初時本人及女兒都感到擔心及緊張，幸好有校方貼心的

安排，在網課正式開始前，給予試用安排，由不懂操作系統到

適應新學習環境的過程，校方及老師都給予本人及女兒充足的

指引及鼓勵。

  在新的學習模式下，看到女兒由初時的不安，到現時享受
這種學習新常態。在過程中，我和女兒分析，在家學習是學習

自律的好機會，也是未來持續學習的態度。感謝老師們在疫情

期間，透過「陽光電話」關心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家長面對新安

排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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