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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沙呂家長

疫情 ，教育局 ⾄四⽉提早放特別假期 ⾯對 次嚴峻的疫情和前所未⾒的假期，

學校以關顧家長 學⽣的壓⼒和情緒為⾸要考慮，特別悉⼼製作網站，讓親⼦共 愉快

且多姿多采的 非凡假期

為了讓學⽣在 特別假期中，留家抗疫之餘，⼜能擴闊學習經 ，本校特別製作 ⾄

四⽉非凡假期網⾴ ，取代傳統課業，讓學⽣能 過⼀個有意義 健康和充實的假期

⾄四⽉非凡假期網⾴ 包括30隻 秘彩蛋，每天 ⼀發放，只要學⽣點擊彩蛋，就

觀看由不同老師製作的另類學習影⽚，例如 學習韓⽂ 製作家中世界盃 夫弟⼦

規 動⼿製作連鎖反應裝置等，讓同學每天都有新驚喜！

外，網站中更設有 親近天⽗ 美善⼼靈 向學堂 閱讀 ⼀⽇

⼀⾳樂 動 學科天地 和 時間管理 的資訊， 容兼顧多⽅⾯需要，尤

希望提 學⽣ 向情緒， ⽅位讓學⽣建立健康⾝⼼

為⿎勵學⽣⾃主學習，本校更特設 ⾃主學習Super Fun精彩樂學30天 獎勵計劃，⿎勵

同學⾃主學習，完 獨⼀無⼆的 精彩假期紀錄冊 ，記 每天學習的點滴！假期完畢，

超過500位學⽣達到獎勵計劃的指標，按表現獲得⾦獎 銀獎或銅獎

學校同時亦為恢復授課作好準備，因應疫情不同的變化和教育局的 ，本校為四種不

同模式 半⽇⾯授課堂/半⽇非⾯授課堂/分級 ⽇⾯授課堂/ 校 ⽇⾯授課堂 的復課

都訂定⽅案，特別檢視課程 容和 課量的調適 學習 使⽤等，務求以最靈活的安

排讓學⽣適應學習

四⽉中，復課在即，本校特別舉⾏復課準備校務會議，為學⽣安排迎接復課網 Morning

Meeting，班主任亦 過陽 電話了解學⽣的健康情況和⼼理狀態，準備課 ，為課 增

設 疫⽤的空氣清新機 並讓⼀⾄ 級 以網 授課適應，⼩四⾄⼩六則於四⽉⼆⼗

⽇回校進⾏特別 課天，訂立班規 重溫 疫常規

最後，⼗分感謝家長教師會為家長們舉辦 情緒好管家 和 如何善⽤突如 來的假期

網 家長分享晚會，讓沙呂 個⼤家庭的暖意融入每⼀個的家庭中 ⼜多謝家長們踴躍

參 校 各 活動，例如 珍貴時 約會 們 ⼀級 家長證書課程

家校合作活動

⽉⾄四⽉特別假期安排家長晚會
為讓家長和同學了解學校於 ⽉⾄四⽉特別假期 的措拖和
安排，本校於3⽉專⽇晚 舉辦了網 家長晚會，介紹學校⼀
連串的安排，包括 特別假期安排 假期活動 家教會活動
評估安排 資訊素養提示等 當天晚 ，何校監 温校長 各
位副校長 家長教師會和陳海儀牧師 ⼀為⼤家分享，當中合

我們這⼀級

本校於3⽉4⽇晚 舉
⾏五 級 們 ⼀級
網 活動 分享 容包
括 呈分試安排 計分
機制 中學學位分配
派位機制 中伴 啟
航計劃 如何善⽤特別
假期 師長對學⽣ 課
時的觀察和發現等，釋
除家長對 中預備的疑
慮

正向家長⼩組 (暑期篇)
為迎接 個突如 來的特別假期，讓家長與孩⼦⼀起建
立 向情緒，經營 向關係，本校特意安排讓所有家長
參 本⽉的 向家長晚間⼩組
當晚，郭啟晉 ⽣擔任導師，引導家長從新認識快樂和
情緒的意義 善⽤多⾓ 思考，建立屬於⾃⼰的 快樂
⽅程式 是次聚會，約有將00個家庭參 ，反應熱烈，
⼀同為非凡假期作⼀個好的開始

網絡安全及資訊素養家長講座

家教會主辦網 分享會
如何善⽤突如其來的假期

專0專專 3⽉，疫情反覆， 突如 來的特別假期，
為照顧孩⼦的家長帶來不少挑戰
家長教師會特別於3⽉將專⽇舉辦網 分享會， 請
宣ove歷urK其ds 樂榮譽顧問⿈慧蘭博⼠向家長分享如
何善⽤突如 來的假期， 過假期建立親⼦關係和照
顧彼 的情緒 在悠長假期中，為家庭注入 能量

家教會主辦 情緒好管家網 分享會
特別假期後，學⽣和家長再次適應學習，各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家長教師會特別於平⽉將3⽇舉辦 情緒好管家網 分享會 ， 請香港城 ⼤學
向研究 服務督導郭啟晉 ⽣分享情緒管理技巧，家長教師會主席王詠怡女⼠

分享親⼦相處⼼得，從⽽⿎勵家長們⼀同在學⽣的 長 勉勵前⾏
活動當晚更設有⼩組環節，讓家長之間彼 交流寶貴的經驗

共九 以 家庭出席
活動，再次感謝各位
家長積極參與 ⽀持！
最後，陳校牧以聖經
話語勉勵和 福沙呂
⼩各家庭，盼⼤家從
主裡更得⼒，⼀起跨
過疫情

本校於專⽉將7⽇晚
舉⾏四 級 們
⼀級 網 活動 分
享 容包括 師長對
學⽣ 課時的觀察和
發現，培養孩⼦导注
學習 樂於學習和樂
於閱讀的策略

活動分⾼ 級
和低 級 場，
回應不同家庭
的需要 分享
會中，家委更
親⾝分享照顧
孩⼦的經驗和
⼼得，與家長
攜⼿，積極⾯
對各種挑戰

在疫情 ，網 學習和 網時間⼤幅增
為讓家長了解網絡陷 和指導孩⼦

善⽤資訊科技，本校 請了林景昇警司
於為 們主持了 網絡安 資訊素養
網 家長講 ，讓家長和同學了解保障
個⼈私隱 網絡罪案的種類 形式
免誤墮網絡罪案的重要性 最後林警司
還送 錦囊，建議家長和老師培養孩⼦
養 良好 網好習慣的⽅法

將0/年 沙呂⼩⼗ 能挑戰賽
將將/年 家長⽇ 升⼩⼀⾄⼩ 午
將將/年 家教會活動升 午
將4/年-專7/年 拔尖課選拔

活動預告

1C陳莃宜

2B蕭愷晴

3A謝心靈

4C李恩妤

5D林晞雅

6E林漫泇

親⼦閱讀講 等，校長欣⾒家長 情投入

積極參與各 活動 祈盼家校繼續並肩同⾏，

以愛培育孩⼦ 向 快樂 長

在 願各位家庭幸福！主愛常伴！

温衍超校長



、四年級跨學科課程
四 級之 昔⽇香港⽣活 跨學科課程已於第將8周 利推展，有⼋個學科參與 中，主要探討的

容包括香港教育情況 交 設施 ⺠⽣概況 消閒活動 本⼟獨有⽂化等 學⽣使⽤比較
因的研習能⼒，認識香港今昔的轉變 過不同學習活動，培養學⽣珍惜本⼟⽂化的態

級的 動物世界 則於第⼗九周⾄第⼆⼗⼀周進⾏ 學⽣寻會 常識科 英⽂科了解動物的
⽣活 習性 居住的⽣態，並 過進⾏資料搜集就⼀感興趣的動物進⾏匯報 以棒形圖展示

最喜愛的動物 過課程希望能培養學⽣愛護環境 尊重⽣命的品格情操

為了提供有利條件讓學⽣進⾏⾃學 延伸學習，課程組更 請了导業外間機構為不同 級的學⽣
於 樂學樂活 時分享與主題相關訊息 詳情如

主題 昔⽇香港⽣活 《oo。樂學樂活
團體 香港新聞博物館
對象 四⾄六 級 ⾃由參
⽇期 專0專專 平⽉將9⽇
時間 專:30⾄ 3:將平

主題 ⽣物多樣性 《oo。樂學樂活
團體 香港⽣態旅 导業培訓中⼼
對象 ⼀⾄ 級 ⾃由參
⽇期 專0專專 平⽉3將⽇ 升⼆午
時間 專:30⾄ 3:將平

世界地球⽇

每 的4⽉專專⽇是世界地球⽇，環保
組老師在當天的電視 早 節⽬ 傳
世界地球⽇的各 活動，以⿎勵每位
學⽣熱烈參與，⼀起幫助救救 們的
地球，讓 們有⼀個美好的⽣活環境

中華⽂化⽇
中華⽂化⽇之福虎賀歲已於專0專專 將⽉專8⽇ 利舉⾏ ⼤家共慶新春的同時，亦 過以 福虎
賀歲 為主題的學習活動，認識中華⽂化， 強同學對國⺠⾝份認同 當天活動以網 遙距
的教學形式，分為 校學習活動 和 班本學習活動 部份 校學習活動 讓學⽣學
習 五禽戲 虎形 賀 習俗 虎與中華⽂化的關係 最後由温校長 位副校
長和趙助校為⼤家送 福作總結 班主任於 班本學習活動 中，在線 與同學互動，⼀
起製作中國傳統⽂化的⼿作活動，當中包括 ⼀. 超級積⽊揮春 ⼩⼀ ⼩⼆午: 學⽣學習製
作超級積⽊揮春，結合現代環保素材與中國傳統元素，創作獨⼀無⼆的揮春 ⼆. 如意捲紙
花吊飾 ⼩ ⼩四午: 學⽣ ⽤紙條捲 紙花，並以戟絨 拼貼節⽇圖案，製作別 特⾊的新
春掛飾 . 醒獅頭揮春 ⼩五 ⼩六午: 學⽣於立體獅頭拼貼裝飾物料，並繪畫傳統的⾊彩

造型，從⽽認識中華美術⽂化 縱使受到疫情所限，但學校仍 過資訊科技，跨越界限，
與孩⼦⼀同學習，共慶新春！

全⺠國家安全教育⽇升旗禮
本校於專0專專 4⽉專0⽇，進⾏ ⺠國家安 教育⽇ 教學活動，在當天的 旗禮講
話中，讓學⽣ ⾯認識 憲法 基本法 和國家安 ，培養國⺠⾝份認同

圖書館已為學⽣準備了相關的圖書讓
學⽣於早讀時段閱讀，於Read其n全 其s
座兩其nk其n全 推介與主題相關的好書
家長與⼩朋 ⼿掃描右⽅⼆維碼了
解更多

教⼤夥伴協助活動暨頒獎禮
本 很榮幸得到香港教育⼤學的 請，在吳卓穎校董的領導 ，與8位教⼤學⽣協
作舉辦 ⼤哥哥⼤ 網 伴讀計畫暨藝術⼯作坊 網 伴讀計畫於四⽉開展，是
次活動的 主題 為感恩，圖書館已為同學挑選多本中英⽂以 感恩 為主題的圖書，
讓五 級同學講故事

活動⾸ 由 說故事技巧 訓練開展，並於4⽉專0⽇舉⾏， 網 英語伴讀 由本校
英⽂老師譚老師為⼗位五 級同學作出培訓 後更 請到安徙⽣會范 娘為同學舉
⾏了 說故事技巧⼯作坊 ，為 ⾶閱繪本世界 伴讀學⽣作出培訓
教⼤老師於4⽉專專⽇開始以⼩組形式為五 級同學作出培訓，與學⽣⼀起閱讀故事
容，指導學⽣ ⽤提問技巧 故事分享 製作簡報等，為說故事作出充⾜準備

⼤哥哥⼤ 網 伴讀計畫暨藝術⼯作坊 於4⽉專平⽇舉⾏ 經過綵排 練習後，
每位五 級學⽣均能發揮出優秀的⽔準，以⼩組的形式於網 為⼀ 級學⽣講故事
教⼤老師從旁指導，更為⼀ 級學⽣舉⾏ 藝術⼯作坊 ，教導學⽣感恩的重要性，
並製作 感恩⼿掌畫 ，向⾝邊的⼈表達謝意

教⼤⼀眾師⽣於平⽉3⽇到沙呂⼩參觀校園，並舉⾏活動頒獎禮 六位⼀ 級同學獲得
最佳感恩⼿掌印創作獎， 些畫作會張貼於圖書館外壁報，讓 他同學欣賞
四位五 級同學獲得 模範說書⼈ 獎 每位參與的教⼤學⽣ 五 級學⽣均獲得服
務證書 說故事評估表，以茲⿎勵 活動從學習到實踐，讓學⽣獲益良多 從活動中
帶出 向主題，讓學⽣認識感恩的重要性

各位家長、同學 :

與沙呂小同行廿載的温校長將於本學年榮休了！學校將安排不同環節，為温校長送上祝福，讓校長留下美
好回憶。現誠邀各位沙呂小的一份子齊來參與，請大家掃瞄下面QR Code，選擇表達心意的方法，並根據自己的

喜好上載有關資料。

温校長榮休

學校將會以不同形式把大家的心意轉達給温校長。但亦有
機會因內容編排、影片長度等原因，將調節有關內容，希
望大家明白！就讓我們上下一心、家校聯手，成就美事！

A 撰寫小段

撰寫小段，表達對温校長的謝意及抒發感受。小段不多於 200 字，投稿時請同時上載投稿人相片一張(相片可包括家人)。

B 繪畫圖畫

繪畫一幅圖畫，表達對温校長的謝意及抒發感受。

C 拍攝愛心相片

用身體不同部份或以任何形式展示心形動作、圖案，拍攝相片一張。

D 20秒心聲錄製

自選以下其中一項語句作開頭，進行約20秒影片錄製，說話時可配合不同的肢體動作，可邀請家人一起參與。
「温校長，感謝您呀……」
「温校長，多謝您呀……」
「温校長，感激您呀……」
「温校長，祝福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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