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在Happy Zoom Friday 
中表演「極速還原扭計骰」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電話：2459 7156  傳真：2452 1903
地址：屯門龍門路41號 電郵：info@hft.edu.hk

持續班級經營 促進「師生、生生互動」

本校一直推行全人發展，雖然2020-2021年度繼續受疫情影響，同學們有部分時間需要在家學習，但本
校教師仍悉心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不論在面授課或網課，也讓學生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以達致
「重閱讀促創新」以及「育品格建體藝」。

學校亦把聖誕慶祝會改為
Zoom會議形式進行，透過
輕鬆遊戲，讓學生與同學
分享節日的快樂。

2020-2021年度

校訊

5A蔡昕頌 參與網上課堂的優點和缺點

何福堂小學校園介紹

本校設有成長課及「每月一寫」。成長課的目的是讓班主任與學生溝通，讓學生學會表達自己的情緒及
感受。而「每月一寫」則可以讓學生表達分享個人的生活與感受，由老師回饋，增加師生互動。

在原先實時課堂時，本校設立 Happy Friday 時段(25分鐘小息時間)，讓學生在校內自由遊走，參與各項
活動。

在疫情下，學校進入「教學新常態」， Happy Friday改為於下午定期進行「Happy Zoom Friday」活動，
鼓勵學生自由參加。在才藝表演環節中，同學們展示多才多藝的一面。此外，同學在Zoom中與班主任及
同學透過互動遊戲和交談，暢所欲言，在抗疫期間互相支持。

Happy Zoom Friday
與老師、同學聚一聚

2019年Happy Friday 小息「校園自由行」，參與活動/表演。



步操敲擊樂隊隊員參與網課練習，
不一樣的課堂，同樣表現投入。疫情下不一樣的「成長的天空啟動禮」

及活動花絮

升旗禮 中秋親子花燈設計攝影比賽 社工與老師在疫情下拍攝短片，為同學們打打氣

教育主日
復活節崇拜（網上直播），

小司儀表現淡定。陽光笑容流動教室「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拼」

圖書館添置消毒設備，
無礙學生閱讀

何小學生沒有因為疫情而放下閱讀，反而利用在家的時間多閱讀，擴闊知識的領域。本校三至六年級
設有必讀書，讓同學在假期裏閱讀；而平日做好消毒後，會維持安排學生借閱圖書，讓他們在課後享受閱
讀的樂趣。

常識科STEM專題研習及其他科創活動

疫情下，英語話劇組的同學以 Zoom 
參與 2020-2021 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全力以赴，值得欣賞！

STEM活動-氣球車大比拼
日常課堂活動-

數學科實作活動，培養數感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無人機挑戰賽2021

圖差圖差圖差圖差



本校創立於1971年，踏入金禧。雖受疫情影響，學生、家長以及
各界人士仍鼎力支持校慶活動，實在相當難得。剛在四月份完成了校慶
感恩崇拜暨紀念典禮，以直播形式，讓全校師生一同參與。

校慶徵文比賽優秀作品

《二十年後的我給許綺雯老師的信》
親愛的許綺雯老師：

您好嗎？您還記得我嗎？我是您二十年前的學生吳詠欣。今天，我收到何福堂小學的邀請， 
下個月回母校慶祝學校七十周年校慶。聽說您還在何福堂小學任教，想到能夠再次和您見面， 
我掩蓋不了興奮的心情，想把這個好消息提前和您分享！

您可能不記得我是哪一位學生，您可能教過很多個和我同名同姓的吳詠欣。當年，您教我 
四年級中文，那一年是很特別的一年，至今我還記憶猶新。當年全球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您只教
了我一個學期中文就停課了，後來能看見您，也是隔着屏幕在網上上課。

雖然您教了我的時間很短暫，但是教會了我很多知識，特別是您讓我認識了「啞老師」
—字典。一上四年級，您便鼓勵我們多查字典。以前，我很討厭查字典，後來，在您的鼓勵
下，我一遇到困難的字，就會找「啞老師」幫助，令我學到很多知識，進步了不少。現在，我也
是一位老師了，雖然互聯網十分普及，每位學生手上都有智能手機，但是我也鼓勵我的學生多查
字典。字典裏的知識十分全面，是互聯網上找不到的。四年級時用的那本《現代漢語詞典》我到
現在還在用。謝謝您讓我認識這一位「啞老師」！

還記得那年正好是何福堂小學建校五十周年，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很多校慶活動都 
受到影響。那時，您邀請我設計學校文集《荷塘的天空》的封面，我感到十分榮幸。不過我才 
畫了一半，又停課了，本來興奮的心情一下子變得十分失落。後來封面畫好了，但到復課交給 
您時，已經是幾個月後的事了，我心想：老師應該不會用我的畫了。怎料，新學期復課不久， 
班主任派發新文集，我竟然看見自己設計的封面，我感到十分驚訝。每當我看着這文集，我就 
想起您，很想親口對你說一聲謝謝您！至今，字典和文集還擺放在我的書架上，字典就是您， 
文集就是我，依偎在一起。

您現在記起我是哪一位吳詠欣嗎？諺語有說：「人生七十古來稀。」真期待何福堂小學 
七十周年校慶快點到來，我就可以再一次回到母校和您見面。

    祝
工作順利！ 

學生
吳詠欣敬上
二零四零年十一月八日

出版感恩札記，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培育感恩的心。

校慶裝飾親子設計比賽 優秀作品

5B 吳詠欣

手鐘隊成員在典禮中精彩演出 步操敲擊樂隊同學的演出影片結合老師團隊現場合奏，齊賀校慶！

五十周年
金禧校慶
感恩崇拜暨
紀念典禮片段

何小五十周年
歷史及校園生活

簡介片段



（學生表現優秀，未能盡錄。）

廉政公署「童閱樂」填色
及繪畫活動優秀作品

第二屆屯元區小學
校際常識問答比賽(STEM)殿軍

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中文文章金獎作品

廉政公署「童閱樂」填色及繪畫活動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詩詞獨誦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基督教經文朗誦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詩詞獨誦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
菁英大比拼高小組

第十屆屯門區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第55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20-21年度待人有禮好少年
20-21年度「成功有約」屯門區
小學生獎勵計劃
第25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2021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第二屆屯元區小學
校際常識問答比賽(STEM)

2020菁藝杯線上朗誦比賽英語獨誦小六組
Children's and Youth Singing Competition
Age Group: Primary 3-4
Children's and Youth Woodwind
Competition Age Group: Primary 5-6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香港區初賽 第73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組 一級組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香港區初賽 第73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組 四級組
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2021 
創意設計類（初小組別）

優秀作品
季軍

優良獎

優良獎

優良獎

優良獎

優良獎

優良獎

金獎*
最佳中文文章金獎*
最佳中文文章優異獎
最佳英文文章優異獎
六年級組季軍
推薦獎

十優文章

入圍
優秀
一等獎
二等獎

優異獎

殿軍

最佳隊員
亞軍
Distinction Award
榮譽獎
Distinction Award
榮譽獎
銀獎

銅獎

金獎*
金獎*
銀獎

1B 吳康穎  1C 鄭   韻  1C 文佑天  1D 葉晉銘  1E 郭原希
6C 鄧詩慧

5A 譚奕倫  5A 黃儆臨 

5A 孫宗怡  5F 冼楠焱  2A 鄒禮謙

3C 譚以昕  2D 林卓曦  5B 劉沛霖  6B 李       庚  4C 李子健 
5G 顏嘉慧  4A 吳小小  3A 游展帆  5A 謝秉承  5B 李梓健 
5C 劉曉蕊  6A 林鈞杭  6B 孫澤嘉  4A 孫澤智 

3C 顏梓楹 

6D 江綽鍁  6A 吳悅宏  6A 陳爾泰  6A 陳靖琳  5C 胡芝熒 
4D 陳頌珈  4C 李穎恩      3C 譚以昕        3A 陳天愛  2D 陳梓熙
2E 王彥樂  3B 梁少贏  3A 霍欣瑤  6A 李利瑤  4C 鄭淑恩 
6A 李殷嵐  5A  謝秉承       2B 李利芯       2B 鍾卓圻  2B 李卓玲 
6A 陳爾泰
4A 黃景業
5A 黃婉晴
6A 吳雨澤
6B 鄧銘愉 
6A 翟凱程  6A 陳靖琳  5A 姚懿宸  5B 吳詠欣  5B 黃傲博 
4A 黃景業  4B 林欣婷 
5B 吳詠欣 6A 吳雨澤  
3C 盧日進  6A 葉芷妍
6A 翟凱程      6A 黃鑫濤     6B 郭熹喬  6B 謝嘉晉  6C 劉卓柔
6D 鄺恩宇  6E 周子傑  6F 香寶茵  5A      華苡希  5B 林皓昀
6A 吳雨澤
3A 吳梓軒      6C 鄧詩慧 
4A 翁維駿
3A 王梓駿       3A 李汶峻  4A 陳    諾        5A 華苡希  6A 吳雨澤
6A 鄭智耀
2C 陳思錡  3A 孫廣堯  3A 袁曦晴  4A 伍詠謙  4B 李得明
4A 陳曉澄       4A 黃鑫垚  5A 石玲嶺  6A 黃鑫濤
6A 吳雨澤  6A 吳悅宏  6A 樊啟昊  6B 文景樂  6B 鄧銘愉 
6B 王澤明
6A 吳雨澤  
6A 李利瑤
3C 麥棹棆

6A 施凱瀠

2B 李利芯

6A 李利瑤

3A 吳梓軒
3A 陳加晞
3A 孫廣堯

母親最美的時候
6A 陳爾泰

母親最美的時候，是我在出生  
時，她用溫暖的懷抱環繞着我，對我
淺笑嫣然。

母親最美的時候，是當我剛上  
幼稚園，她用那長滿薄繭的手緊緊地
牽着我，對着我堅定地微笑。

母親最美的時候，是在我小學 
畢業禮時，我的視線與她的眼光隔空
交會，眼裏所倒映出她那略顯滄桑的
臉容。

母親的美，是在每分每刻，在我
的目光所及之處，在那段泛黃的記憶
中，在我筆下的現在與未來。

本校網頁
學生獲獎消息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高小組得獎同學

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最佳英文文章優異獎作品   6A 吳雨澤

了解本校
資優教育資訊

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比賽片段

2019-2020年度
升中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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