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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經歷了一個極難忘的暑假，又屆重臨校園開學的日子。在此祝

願開課順利，大家有一個豐富多采的學習年。

過去一年，是極富挑戰性的。先有社會事件，令學校運作及學

生學習受到一定影響，至去年底才逐步回復正常。誰料新冠狀病毒

肆虐接踵而來，學生學習受到嚴重影響。為使停課不停學，學校隨

即改變教學模式，由課室面授改為網上教學。在家校共同配合下，

學生們很快便掌握運作，全情投入網上課堂學習，繼而更積極參與「為醫護加油」及「〝Show〞

Proud of you」等大型活動。

我曾多次進入實時網課，跟學生們一起上課，與師生同行，喜見教師們樂於迎接新挑戰，並

積極檢討這全新的教學模式，力臻至善。因此，我要感謝本校的教師團隊，更要感謝家長的積極

支援和學生努力不懈地學習及參與。

這一年對我來說亦別具意義，因為完成這一年工作後，我便正式退休，離開這難捨的、已服

務33 年的工作崗位！其實我很早已立志從事教學工作，這要追溯我在小學時有幸遇上一位非常和

藹可親、對學生關懷備至的班主任—潘老師，她那份教學熱忱，實在對我影響深遠。我大學畢業

後，就旋即投身教育工作。

回想當年，我加入「吳禮和」這個大家庭後，在「新教師輔導組」黃老師和鄧老師的悉心

幫助下，很快便融入學校，體會到這個團隊在教育上的敬業樂業。我在他們的扶掖下成長，實在

感恩。此外，在創校校長的賞識及栽培下，我開始接觸學校的行政及管理工作。由老師晉升為主

任、副校長，以至校長，我不住的學習，不住的努力，不住的成長，讓我累積了豐富和寶貴的經

驗 。我深深體會到只要謙虛，只要多溝通，只要作多角

度思考，只要處事能「問心無愧」和「做好件事」，一切

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學校近年穩步發展，成績有目共睹。相信在新任校長

的領導下，學校未來的發展一定會更上一層樓。

梁永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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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文化

倡導欣賞文化，提升學生自信

「欣賞別人」為本年度的德育主題，因此訓輔組特別設立了一套全校適用的獎勵機制。每位學生

都獲發一本精美的欣賞別人獎勵冊，不論事情大小，只要作出了正面的行為，如：幫助同學、主

動學習等，都會得到校長老師蓋章獎勵，以灌輸「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價值觀。當儲滿一定數量

的印章，便能透過「扭蛋機」換取豐富的獎品。同學們十分投入參與這個獎勵計劃，對鼓勵學生

建立正向行為及推廣欣賞文化起了重大的作用。

對學生來說，能夠得到校長的讚賞是一種莫大的肯定和榮譽，所以，校長不時會在校園內穿梭，

留意學生的優良行為，發掘他們的優點，然後向品德或學術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派發校長欣賞

卡，以行動表達對學生的欣賞。老師也會在不同的課堂上派發欣賞卡，以示鼓勵。

校長教師欣賞印章

校長派發欣賞卡校長派發欣賞卡

今日校園
傳媒報道 Mami Daily

傳媒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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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五月間，新冠疫情正在香港蔓延時，學校發起為醫護人員打氣活動。得到老師、學生和

職員支持，製作了很多圖畫、海報上傳校網，振奮人心。情況更被網上媒體「香港01」報導，為

學校廣傳信息。

「齊心抗疫 禮和與你 共渡時艱」為醫護加油！活動

觀看「為醫護加油！」
活動影片

香港道教聯合會

詳盡《星島教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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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Proud pf You 才藝表演

本校為幫助學生在停課期間舒緩身心，發放正能量，於5月份舉辦「"Show Proud of You”才藝

表演」活動，旨在為學生提供平台鼓勵他們展示才藝，同時助學生排遣身心，為復課作好準備。

是次活動同學非常踴躍參加，使盡渾身解數發渾所長，除了表演唱歌跳舞外，有同學更採用花式

跳繩、武術、魔術等形式展示。小五的郭欽瑩同學更以一人之力表演了7種不同的才藝，成功奪

得了這次表演中的正能量金獎。

觀看“Show”Proud pf You

才藝表演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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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一個舒適衞生的環境給同學和保障他們的健康，學校

添置不少防疫設備，包括︰

1) 紅外線體溫探測儀

2) 智能探熱板

3) 自動感應酒精搓手液機

4) 消毒地毯

5) 膠擋板，以防止飛沫和細菌傳播( 亞加力膠防飛沫擋板)

  

另外，本校實施相應的防疫措施，包括邀請專業清潔公司進行

殺菌防疫塗層之噴霧服務，殺滅多種細菌及病毒；負責清潔的

員工盡忠職守，全面加強清潔校園。

在疫情期間，學校密切

關注學生的情況，因此

向部分家庭派發防疫急

救包以應付防疫物資上

的需要。另外，學校

亦派發SIM 卡、借出

Ipad 和派發書本，協

助學生在家中的學習。

學校增設復課學校增設復課學校增設復課學校增設復課學校增設復課學校增設復課
設備及措施設備及措施設備及措施設備及措施設備及措施設備及措施

學校設置「紅外線體溫探測儀」

以應付較大人流，為同學提供多一重保障。
用智能探熱板量度體溫

學生進入學校前要先消毒雙手。

在地上貼上線段和小腳板，

提示同學排隊方向和距離。
添置膠擋板，以防止飛沫和細菌傳播。

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添置膠擋板，以防止飛
添置膠擋板，以防止飛 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校工用 1 比 99 漂白水清潔桌椅。

詳盡《HK01》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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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文化 家校合作關愛文化 家校合作關愛文化 家校合作

網上家長講座

本校為增強親子間的溝通及聯繫，

特舉辦兩次網上家長講座，主題為

「抗疫減壓全面睇」及「情抗疫聽

子女心」。 

家校合作 電話群組及視訊ZOOM

本校為增強親子間的溝通及聯繫，特舉辦兩次

網上家長講座，主題為「抗疫減壓全面睇」及

「溫情抗疫聽聽子女心」。 

陽光電話

停課期間，班主任透過陽光電話與家

長保持緊密聯絡，促進家校溝通，教

師也可藉此對家長和學生有多一份關

懷與同理心。

學校透過 Grwth 網上
系統向家長發放信息。

電子化互動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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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 教學短片
教學短片

本校在停課期間有系統地階段性提供主科及術科教學短片。老師們用多種不同呈現

方式及多媒體的輔助，令學生在家中學習知識，體驗課堂樂趣。

視藝作品共賞

1A 李芯莹

視藝網上教學：

《正方形家庭》

2B 周旭鈱

視藝網上教學：

《岳敏君自畫像》

2B 卓依嵐

視藝網上教學：

《岳敏君自畫像》

3B 藍育維

視藝網上教學：

《文具自畫像》

常識課
英文課

音樂課

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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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教學(實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港學校停課，為了讓學生持續學習，本校在停課期間和復課後都安排實

時視像教學，讓學生「停課不停學」和持續學習。

在停課期間，本校每個階段都安排實時教學和實時輔導教學，讓學生能即時學習，即時鞏固所

學，即時獲得回饋。

在復課後，為照顧未能返校的學生，本校特設網課班，學習進度和已返校的學生一樣，讓未能返

校的學生能持續學習。

教師進行網上教學

學生在家按老師指示完成網上練習

教師透過視像進行實時較導教學

學生在家進行網上學習

停課不停學            

視像實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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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k i n g  p a p e r 
helicopters is fun.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get bigger and bigger

Do you want to make ice 
cream yourselves at home 
this summer?

It’s easy to collect the 
materials to make an air 
cannon.

停課不停學 
STEM 課程 及專題研習教學課程
Online lessons 
Online STEAM series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in school, our NET (Mr Kiat) and ELTA (Miss Heather) prepared a series of 
STEAM videos to spark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about STEAM. In each video, the teacher demonstrates how 
to make something simple using readily available materials and then experiment with it. 
The titles of the videos are ‘Make a Paper Helicopter”, “Make an Air Cannon”, “Magic Balloon” and “Ice 
Cream Shake”. 
It is hoped that students can enjoy making these STEAM crafts for self-learning at home! 

M a k i n g  p a p e r M a k i n g  p a p e r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Do you want to make ice Do you want to make ice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get bigger and bigger

It’s easy to collect the It’s easy to collect the It’s easy to collect the It’s easy to collect the 

What makes this balloon 

專題研習計畫

學生由老師帶領下進行小組跨學習領域專題研習，讓學生能藉此掌握口頭報告的內

容組織結構，提高說話技巧及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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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閱讀課、
德育課及網上英文學習支援計畫

德育課 周訓

於停課期間，本校繼續

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於網上進行了兩次周訓

短講，主題包括《禮貌》

和《責任》。

網上英文學習支援計畫

在停課期間，本校落實「停

課不停學」的措施，舉辦

「網上英文學習支援計

畫」，透過錄像教學及實時

輔導教學，支援學生學習需

要及鞏固英文基礎，同時讓

學生能保持學習興趣。

圖書閱讀課

停課期間，圖書館與綠腳

丫親子讀書會合辦了網上

親子閱讀講座「學會閱

讀·學會學習」和邀請了

小麥姐姐講故事。阿佳列先生向家長分享講
故事技巧，家長獲益良多。

老師為學生講解題目。

學生專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小麥姐姐講述故事〈查理九世
貝克街的亡靈〉，同學可以進
入查理九世的推理世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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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畢業生升中派位統計
本校六年級同學的升中派位成績理想，其中五成的學生獲派升讀英文中學或設

有英文班的中學，而且更有學生獲派香港島南區聖士提反書院、沙田區賽馬會

體藝中學等。

獲派升讀英文中學或
設有英文班的中學 50%

50%獲派中文為主要
教學語言的中學

升讀大埔區或區外英文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王肇枝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恩主教書院 

羅定邦中學 

大光德萃書院

風采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大埔三育中學 

升讀開設英文班的中學 

救恩書院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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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禮和紀念學校

全新App 推介預告

本校致力開拓校園訊息系

統，提升家校合作與溝通效能，

即將以推出專用的手機應用程

式：「WTNLW School 
App」。 家

長可以利用此App 即時查閱學校

的最新消息、活動精華等資訊，

請密切留意安裝詳情。

學校網頁新面貌

學校網頁經優化後已煥然一新，提供即時最新的學校資訊，讓家長和學生更清楚了解學校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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