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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從2020到2021

何亦儀校長

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對所有人，都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當然，對我而言，對聖米迦勒而言，也不例外。
我們要做好防疫措施，也要照顧學生的學習及身心發展，兩者必須同時兼顧。在學校進行面授課堂時，如何做
好同學間的社交距離？停止面授課堂時，網課如何安排？同學的家課如何處理？如何在各方面取得平衡？為了一些
細節，每做一個決定，我們都經過深思熟慮，仔細思量。
感謝全體老師、全體同工的共同努力，感謝家長的支持與體諒，感謝同學們的配合，對於學校的各種措施，你
們不曾有任何怨言，尤其是同學們。在學校裏，你們全時間戴上口罩，也不能在學校進食，你們仍然喜愛上學，口
罩沒有掩蓋你們的笑容；無論任何形式的課堂，你們仍然喜愛上課，專心學習。不一樣的上課模式，卻有一樣的愉
快學習。
同學們到學校上課的日子減少了，課堂的時數減少了，但你們仍然珍惜每個學習機會，培養了自學能力。你們
沒有被困境影響你們的學習，你們所獲得的，其實更多。這一年裹，我們面對不少挑戰，不少困難，所有人亦努
力學習着如何接受挑戰，克服困難。只要我們抱着信心，定會學懂如何抵抗逆境。2020年，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
課。同學們，當你們成長後，回望今天的經歷，你會為今天的你感到自豪。
到了此刻，已經是2021年1月1日……
2021年，是個新的開始，是充滿希望的一年，縱使我們仍然面對重重困難，但深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我們
必定能迎難而上，戰勝疫情，衝破逆境。讓我們以喜悅的心迎接更好的未來！

牧區通訊

疫症下的希望
林振偉牧師
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保羅．多馬曼 (Paul Thomas Mann) 有句名
言：「人生中最美好的東西應該是希望，而不是現實。」對於天天都在抗疫中生
活的人，又經歷過多番抗疫的折騰，大家對「希望」似乎不再存有希望。
然而，沒有希望，我們就不知道為何而做，為何而活。試問那個父母對子女
沒有期望？「今天默書拿到幾多分？」這是做媽媽的經常掛在口邊的話，難道不
是「希望」子女得到自己期望的分數嗎？其實「希望」是對現實的一份回應，使
人在處身任何環境─特別在逆境中，仍然能夠抱着不會放棄的態度，面對當下
的一切。
希望就是現實，是叫人意識到今天所面對的處境，所承受的壓力，是為了明
天做好準備，好像學生今天做好備課的功夫，明天聆聽老師的講解，必然事半功
倍，獲益良多。希望不是漫無邊際的幻想，它是今天對現實所做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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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學校執行

防飛沫擋板

校園舒適整潔不但為教職員締做了一個理想的工作
常關注學校的環境清潔及師生的健康。鑑於家長對傳染
每天均有加強校園清潔；復課前亦聘請專業公司以量子
校校舍清潔及消毒的措施：
(一) 學校正門入口：
 設體溫監測站，以紅外線體溫探測儀量度體溫，
需。
 於學校門口放置一張消毒地毯用以消毒鞋底(會定
乾鞋底。
(二) 課室：
 每天用 1:99 漂白水清潔學校設施一次；包括：
教師桌椅、黑板及櫃面等。
 每周用 1:99 漂白水清洗所有室內及禮堂的垃圾桶

史偉莎霧化消毒

疫情期間的課程實施

 每周清洗校內所有的冷氣機隔塵網。
 在特別室加設防飛沫擋板。
(三) 洗手間：(為確保環境衞生及避免細菌散播，清潔洗
 每日用 1:49 漂白水清潔洗手間，包括：垃圾桶、
 每日以清水全面清潔洗手間。
 每周兩次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型
(四) 升降機及樓梯扶手：
 每隔約2小時用 1:49 漂白水清潔升降機內、外門
 每日用 1:49 漂白水清潔升降機內、外牆身兩次。
 每日用 1:49 漂白水清潔地面兩次。
 學生及教職員所到之室內空間：會用 1:99 的漂白

為了使教學更具果效

許國平主任
由於開學初期疫情持續，學校以實時方式進行網上
授課，以持續學生的學習。
 為了讓同學養成良好的上課習慣，他們每天都須穿
着整齊校服，根據特製時間表準時上課。
 為方便課件和課業的收發及意見的交流，師生透過
「Google Classroom」作溝通平台，並於網上增設
相關平台的安裝及使用手冊，供家長參考。
 為了讓同學有均衡的學習，網上實時教學包含所有
學科，使同學身心靈得到全面發展。
 為使教學更具果效，於進行網上實時教學期間，老
師會定時舉行備課會議，共同研發教學材料以輔助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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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清潔及消毒安排

噴射量子光觸媒
功能：能抑制病毒及病菌的生長

甘美雲主任
地方，也可為學生帶來健康及安全的學習環境。本校非
病的關注，本校時刻提高警覺。早於停課期間，學校已
光觸媒技術為全校進行抗菌消毒。以下一系列復課後學

並備有含70-80%酒精搓手液及外科口罩，以應不時之
時於地毯上噴上1:49 漂白水)。 另備一塊乾地毯用以印

門、窗、燈掣表面、垃圾桶表面、學生桌面、學生椅、
內外。

手間為停課期間的恆常工作)
吹手機表面、門、燈掣表面、 水龍頭等。
隔氣口），以確保環境衞生。
掣。

水每天加強消毒。校園其他地方也會加強清潔。

老師聚精會神地聆聽同學的提問

同學們都認真地上課

疫情下的上課常規-網課

網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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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上課天 一樣的開心校園
謝玉翠學生輔導主任
疫情下，學生要適應校園新常規，包括學校的環境、教學模式及上課時間；而作為家長更忙於協助子女
作好開學準備，實在面對不少壓力和挑戰。雖然今年的上課天與別不同，但感恩在百年根基下，老師們憑着
豐富的經驗，與家長及學生「疫」境同行，締造一樣的開心校園。
學校於停課期間為家長及學生預備一些復課小錦囊，協助學生逐步適應上課的作息，例如鼓勵家長與子
女一同訂立清晰的時間表，編排及分配放學後做功課、溫習及玩遊戲的時間，並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學校
亦邀請家長與子女在網上學習後，一起做簡單伸展運動及護眼動作，令子女身心放鬆。此外，學校更製作短
片提醒學生要與同學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避免與同學共用個人物品及要注意衞生，例如如廁後及觸摸公共
設施後，要用洗手液潔手至少20秒。與此同時，復課小錦囊介紹的正向生活態度，鼓勵家長多關心子女的情
緒，讓家長及孩子輕鬆開學。學校為支援學生在家網上學習，借用了平板電腦給有需要的家庭，讓學生能夠
輕鬆上課。復課後，學生亦獲派發口罩，確保每位學生能安全地回校上學。
在這艱難又多變的時刻，感恩家校能彼此合作。在學校及家長互相扶持下，攜手為孩子建立一個充滿笑
聲的正向校園。

和同學打招呼時，要保持社交距離

學生在學校內要勤洗手

佩戴口罩，你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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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小錦囊： 如何回應孩子的情緒反應

學生應正確佩戴口罩以防感染病毒

使用酒精搓手液來潔淨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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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 radio quiz show from the 1930‛s Chicago,
America. It inspired the annual reading incentive program
that we have across the world today. Schools can take part
in a competition. Participants have to answer questions
based on a selection of books compiled by the local
teachers, librarians and reading specialists. Winner takes
home the Battle Trophy.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of the books on the Battle of
the Book list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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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NICULA by Deborah and James Howe
Ever wished you could have a pet rabbit? What if
your bunny rabbit turns out to be a vampire?
Read it if you dare!
You can also watch the cartoon o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MA8mPzkx0Ko&list=PLFeH1nSp21qwZjSZ6CXG4rQl_
WT14DPV_

STARGAZING

by Jen Wang

This graphic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two Asian children
growing up in America.

THE WILD ROBOT by

Peter Brown

This is a heartwarm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picture book, about a robot waking up on a
wild island with no memory of its past. What
happened to it? How will it survive?
Learn more about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here:
https://sites.google.com/
site/hkbattleofthebook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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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的話
黃珊珊女士
大家好，本人為5A班吳卓軒和3D班吳卓穎的家長。大家都叫我珊珊。由小
兒一年班開始便參與家教會委員事務，不經不覺已有四年了，衷心感謝各位家
長和老師們的信任和支持。過去大家一直合作無間，有良好的溝通，彼此關係
融洽。很榮幸能夠擔任本屆家教會主席一職，我會盡力帶領家教會和各委員一
起繼續推動「家校合作」，作為「家，校的溝通橋樑」。在此亦要感謝所有老
師和義工家長們的付出和幫忙，才能為我們的小朋友締造一個更多姿多彩，健
康，和諧和安全的校園生活

家長教師會
第十四屆(2020至2022年度)常務委員會委員芳名
本會於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順利選出第十四屆（2020至2022年度）常務委員
會的六名常務委員及三名後補委員，同日舉行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由各常務委員互選常務委員會內各個職
位，現將選舉結果向全體會員公布。
職位
主席
副主席
司庫
副司庫
秘書

家長委員
黃珊珊女士

康樂

賴寶琳女士

總務
後補委員

何亦儀校長
潘承恩先生
楊兆中先生

林嘉勵女士
蔡雅婷女士
黃齡儀女士
任艷清女士
鍾婉兒女士

義務核數師：張婉如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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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委員

麥焯威副校長
黃智明主任
陳斯適主任
謝玉翠姑娘
吳佩芬主任
甘美雲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