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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開校已 40年了，我由最初擔任下午校老師，到現在出任
校長，已在鄧肇堅小學服務了 18年，見證了當中不少變遷，包括：上、下午校合
併為全日制小學，學校加建新翼大樓及體育館。近年我們仍不斷改良校舍設備，如
賽馬會資助的數碼電腦室，地下 STEM Lab 兼飛行模擬室，滿心間（靜觀及舞蹈
室），各樓層正向活動走廊等，期望提供最優質的學習設施給學生。

為慶祝學校已服務 40周年，本學年學校舉辦了多項慶祝活動，包括於 2021
年12月舉行的校慶典禮，多謝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太平紳士蒞臨主禮。（見P.2
報導）

本校的願景是：「關愛、愉快，成就學生未來」（A Caring, Cheerful 
school for Students' success.）。願景是學校一直維持進行的發展方向，除了願
景，學校每三年亦會訂立一個短期發展規劃。2021-2024 這三年的發展規劃，學校
定了三個重點發展方向，分別是「（1）活學英語、（2）正向校園、（3）科技創新」。

「（1）活學英語」── 雖然本校學生整體成績不俗，但我們仍有需要繼續以
開心、活潑、遊戲等不同活動方式，全方位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幫助學生面對全
球化的發展。

「（2）正向校園」── 世界本是美的，但地球上還是有戰爭、飢荒、貧富懸
殊的情況。鄧肇堅小學除了建立一個關愛、愉快的校園外，還致力建立正向校園，
培育學生正向思維，達致人生幸福。

「（3）科技創新」── 學校不單止培育學生迎接今天，還要為他們面對未來
世界做好預備。本校過去幾年在STEM科學教育科方面取得極優異成績，未來也會
緊貼世界發展，裝備學生迎接將來。

最後，我以學校 40周年的標語作結：「創新教育發展.穩步跨越 40年」，期
望鄧肇堅小學繼續上下一心，為大家帶來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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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學校盡了最大的努力防疫抗疫。

眾所周知，接種疫苗乃是最有效的防禦，學校特為此安
排六次疫苗接種，這有助於校園築起更有效的保護屏障，使
學生安心學習。

除此以外，學校一向嚴格執行教育局發出的〈學校健康
指引〉的各項衛生防疫措施，包括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等，徹底清潔校園以預防病毒。學校也組織學生成立肇 Clean
特攻隊，協助學校傳遞清潔和健康訊息。

在這個背景下，學校於 5 月 3 日全面進行面授課堂，效
果良好，師生經歷約兩個月的特別假期後，能夠上實體課喜
形於色，學校亦安排了歡迎活動，場面溫馨。

學校認為鍛煉身體乃是對抗所有疾病不可或缺的鑰匙，
為了更積極行事，所以安排武術入課，並從老師做起，設有
定時的「教師運動日」。

在全體師生努力下，現在抗疫校園初見成果，大家繼續
努力，共勉之！

抗疫抗疫校園校園

本校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舉行 40
周年校慶典禮，當天由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

親臨本校，為 40 周年校慶作主禮嘉賓，聯同
東華三院辛丑年董事局主席譚鎮國先生、
董事局成員及一眾嘉賓，慶祝校慶盛事，

分享喜悅。

禮成後由本校合唱團及舞蹈組表演
助慶，最後由全體教師及學生一齊合唱。

歌曲由本校重新改編，並由學生及
家長譜上新詞。當天場面熱鬧
溫馨，來臨出席典禮的嘉賓對
校慶均給予正面的評價，對於
同學的努力及表現表示讚賞和

肯定。

TSKTSK4040周年周年校慶校慶
TSK TSK 40th40th  SchoolSchool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Fight Against Fight Against 
Pandemic Pandemic at Schoolat School

復課驚喜，愛心滿溢，成績可期復課驚喜，愛心滿溢，成績可期

嘉賓們投入欣賞表演
無伴奏合唱 , 歌聲悅耳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博士 ,JP 親臨本校為 40

周年校慶作主禮嘉賓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博士 ,JP, 校監及一眾嘉賓

主持典禮開幕儀式

老師及學生小司儀粵英日語言
介紹節目 , 表演專業自信

舞蹈組舞姿優美

敲擊樂團演出音韻飄揚

本校弦樂團及合唱團演出精彩本校弦樂團及合唱團演出精彩

齊接種，抗病毒齊接種，抗病毒

萬眾期待，復課歡天喜地萬眾期待，復課歡天喜地

鍛煉身體是抗疫良方鍛煉身體是抗疫良方
校園清潔人人愛校園清潔人人愛

清潔校園齊參與清潔校園齊參與 由心出發，徹底清潔由心出發，徹底清潔 肇 Clean 精神藏於心肇 Clean 精神藏於心



今年學校以「同理心」為核心發展主題，藉此希

望幫助學生將「接納、包容與欣賞」的概念深化及「心

化」，發展內在價值觀「同理心」。

學校與香港大學團隊進行「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

化計劃，讓全級小三學生有系統地學習靜觀，讓學生認

識靜觀，發展正向情緒。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與社會不同人士加深了解與交

流，發展同理心。本校學生參加「我愛香港」環保袋設

計比賽，與特殊學校學生在網上交流及分享設計意念。

本校於小一及小四開展 Learning By Doing 課程

（LBD），以態度或價值觀為基礎，承托著共通能力和

知識的發展，讓學生從動手做中學習：

1. 培養小朋友「尊重」和「同理心」，建立正向的價

值教育。

2. 結合各種共通能力，構思利他的設計。

本校推行電子版「正向大使獎勵計劃」。學校會持

續表揚學生的優良學行表現，期望提高學生於各性格強

項的自我管理動機和能力。家長可下載應用程式「EDX 

Student」，便能隨時隨地檢視電子獎勵紀錄，從而即

時了解子女的學行表現。

小一學生正為設計佈置
課室而努力。

學生以「我愛香港」為題
設計環保袋。

正向大使獎勵
計劃電子版

Reading to LearningReading to Learning
  Learning with FunLearning with Fun

We aim at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multi-learning 
platforms and experiences, thereby further sharpening 
students’ skills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uplifting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This year, programme of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has been 
embedded into P1 &P5. Students had lots of fun in reading the 
fiction and non-fiction text!
 
A wide range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offer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the peers in English. For instance, English days, festival-based 
activities, drama performance, assemblies and presentation. 
Students also get great results in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such as Cambridge and TOEFL junior.

學生透過靜觀課能舒緩壓力，
協助學生建立正向情緒。

邀請專家到校進行正向家長工作坊，家長們都很支持。

網上正向家長工作坊讓家長能安坐
家中，與孩子一起學習與正向教育

相關的課題。

同學們在跟特殊學校學生在網上交流分享。

Come and join our 
drama team!

LearnmoreaboutWilliamShakespear
JoinourEnglishChristmasD

ay!

HKUCamp

Let'sguess!Let'slistentoastory

OurEnglish
ambassadorsarehelping
todisplaythewordcards

ofthanksgiving.

StoryboardTellingCompetition

HalloweenMaze

Positive EducationPositive Education

正向教育正向教育



五年級「Mirco-BIT x 人工智能
STEM 學習營」校內賽

海洋公園 STEAM 工作坊

本校推行 STEM 教育目標讓學生通過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思考解決方案和創新設計，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協

作和解難等能力，為他們應對未來各個領域的挑戰作好準備。

為發展 STEM 教育，本校引入編程教育，優化校本電腦科
課程。電腦科於 2020-2021 年獲選成為全港首 10 所「DJI 大疆
教育香港先導小學」，在課程內融入 Robomaster 相關教學及
培訓，加強學生對編程學習的興趣和成功感，提升學生整體
科技素養，同時增強老師教學信心。

為協助學生發展運算思維能力，本校積極鼓勵學
生參與全港性 STEM 比賽，並得到優異成績，值

得鼓舞。

水底機械人大賽水底機械人大賽
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比賽攤位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比賽攤位

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比賽小學組亞軍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比賽小學組亞軍

合唱團學生在香港文化中心獻上悠揚歌聲

Multi-intelligent ActivitiesMulti-intelligent Activities

多元智能活動多元智能活動

弦樂團學生參與東華三院弦外
之音音樂會的精彩演出

與線上的小一生慶祝百日宴

學生踴躍捐款及購買年花

慈善年花義賣前家長義工用心栽種
運動健兒在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奪得殊榮

小一班際競技賽 本校足球隊與屯門區友校切磋球技

SSTTEEMMEducationEducation
教育教育



Family Blessing Day 頌親恩
HALLOWEEN 整「飾」整「帥」

Speak Aloud Catwalk Show

聖誕聯歡會 ─ 天才表演金虎獻瑞賀新春

Happy Thanksgiving day! ─「感恩心．願」

HALLOWEEN 整「飾」整「帥」Speak Aloud Morning Meeting 粽子掛飾 DIYHALLOWEEN Maze

中秋節．慶團圓 ─ 賞燈會

粽動員．慶端午

元宵佳節慶團圓

粽動員．慶端午 ─ 旱地龍舟競渡 中文科端午節攤位活動

教師節

Festival-based ActivitiesFestival-based Activities

節慶組活動節慶組活動

聖誕聯歡會

節慶組舉行了以下活動，讓學生感受節日氣氛，了解不
同節日的起源及特色，擴闊學生視野，更配合學校周年計劃
的關注事項 —活學英語，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中華文化。

本學年舉辦了以下節慶活動：

1. 2021 年 9 月「中秋節 ˙ 慶團圓」活動

2. 2021 年 10 月「HALLOWEEN 整「飾」整「帥」Speak Aloud」

3. 2021 年 11 月 Happy Thanksgiving day!  — 「感恩心 ˙ 願」

4. 2021 年 12 月 22 日 — 聖誕聯歡會

5. 2022 年 1 月 26 日 — 小一百日慶祝會（ZOOM）

6. 2022 年 1 月 28 日 — ZOOM 賀年特備節目「金虎獻瑞賀新春」

7. 2022 年 2 月 15 日 —「元宵佳節慶團圓」（Happy Lantern Festival）

8. 2022 年 5 月 6 日 Family Blessing Day 頌親恩

9.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粽」動員 ˙ 慶端午



PTA ActivitiesPTA Activities

家教會活動家教會活動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t’s going to be a year since I joined Tang Shiu 
Kin Primary School. Time sure does fly when you are working in a friendly 
environment. I am very fortunate to work here.

It is my first year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I am glad that I worked 
in TSK. The colleagues here are very friendly and helpful. As it was my first 
year, everything was new to me. The colleagues in TSK were very welcoming 
and helped me all year round. They gave me lots of useful advice and 

Miss Iqra RazzaqMiss Iqra Razzaq
how to become a better teacher. I believe that having a 
companionable colleague can reduce stress and have a 
positiv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students in TSK are loving and pure. When you 
have such good students, it makes your teaching smooth 
and motivates you to work every day.

很感恩在疫情
下仍能舉行婚禮，
多謝每位同事和同
學的祝賀，也祝願
大家在人生不同階
段也是幸福滿滿！

李麗冰主任李麗冰主任

大家好！我是利麗華副校長。我
對於大家來說一定是個新面孔。

2021 年暑假，收到消息在新
學年要到鄧肇堅小學任職，一直
懷着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加入

鄧肇堅這個大家庭後，感覺原來一
點也不陌生，一起工作的老師對我十分

好！常常協助我盡快融入這個大家庭。而學生
呢？也很純樸乖巧。我十分高興能成為這裏的
一分子。

利麗華副校長利麗華副校長

寶寶於 2 月下旬出世了 ! 感謝主 !
寶寶的中文名叫以謙，期望寶寶長大後
能以謙卑的心待人；英文名叫 Ethan, 來自
希伯來語，寓意「強壯」、「勇敢」。希望寶
寶能懷著信心和勇氣追求他所愛的事。

馮雅琪老師馮雅琪老師

不經不覺已加入鄧肇堅大家庭接近大半年，非常感恩能
在這裏工作。

對我來說，屯門區和新的工作環境都較陌生，慶幸在這裏
遇見非常友善的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上給我很多有用的意見和幫忙。
去年 12 月，我結婚了，也收到很多同事的祝福，讓我感到很窩心。從事教育
界踏入第六個年頭，我絕對相信當同工們一起為教育孩子而努力，彼此扶持，
是很有力量的！而鄧肇堅的教師團隊正正給我這個感覺。 

除此以外，鄧肇堅的學生都純真可愛、喜愛學習。教育工作的路充滿挑
戰，這群孩子就是老師們每天上班的動力。希望自己能作一點鹽、一點光，
繼續在這個大家庭發揮自己。

甄欣貞老師甄欣貞老師

我結婚啦！踏入了一個
新里程碑，也加入了「人妻」
的行列，十分感恩有鄧肇堅各
位同事的見證和祝福 ！

馮朗庭老師馮朗庭老師

我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結婚了！很
感恩在鄧肇堅小學能遇到一班好同事，收
到大家對我的祝福令我感到鄧肇堅小學是
一個溫馨和開心的大家庭，也支持著我繼
續盡己所能地去教導每一位學生。學生有所成長以及得
著，正是我工作上最大的滿足。我在此祝願所有鄧肇堅小
學的職員、學生及家長能健康快樂地生活，也一起為學生
的成長而努力！

林宇琛署理主任林宇琛署理主任

Good News and the Good New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acherIntroduction of New Teacher

喜訊及新老師介紹喜訊及新老師介紹第 15 屆家長教師委員會主席
繆德斐女士 （ 5D 班黎承叡家長）

在疫情下短期內為大家代購檢測包，馬不停蹄跟供應商訂貨，
簽發通告、收費、再安排家長義工核點、分貨……感恩校方、家教
會執委及家長義工們熱心服務！ 

任期即將屆滿，本人的 4 年的執委使命也將告一段落。在此寄
語家長們，每一次家長義工的活動，都是讓我們學習的好機會。我
們在鄧小大家庭內一起加油努力！

謝秀儀副校長

感謝本年度家教會組織各類活動讓
家長參與，當中更邀請了賽馬會幸福校
園實踐計劃 - 學校發展主任鄧淑英女士為
家長舉辦正向工作坊。家長認真學習，
齊下苦功，成為正向家長教育小種
子，更期盼成為下學年的帶領者。 

齊心合力，齊抗疫 !齊心合力，齊抗疫 ! 感謝鄧淑英女士為家長舉辦感謝鄧淑英女士為家長舉辦
正向工作坊正向工作坊

透過小組討論分享學習心得透過小組討論分享學習心得

家長們透過剪紙學習每個人的獨特性家長們透過剪紙學習每個人的獨特性

家長義工幫忙派發環保校服家長義工幫忙派發環保校服

每人的人生中也有很多驛站，

每個驛站都代表每個事情的結束，

也意味著每段過程的新開始。

我十分慶幸在 2021 年能加入

鄧肇堅的教師團隊，並帶著自己的

新理想和人生目標在這展開新的路程。校長和同事們的

勉勵也讓我有了新的啟發和清晰的定位，各位優秀的老

師也為我日後的工作提供了借鑒。

每天在鄧肇堅小學工作也是歡樂的一天。鄧肇堅小

學的學生都熱愛學習，可愛乖巧，為我們老師團隊每天

都提供了正能量和源源不絕的動力。

梁可宜老師 梁可宜老師 

家校聖誕聯歡樂融融家校聖誕聯歡樂融融



活動 主辦單位 獎項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 英文科 )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澳洲教育評估中心

四項優異獎
四項優良獎

2020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 數學科 )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澳洲教育評估中心

一項高級榮譽
七項榮譽
十四項優異獎
三項優良獎

2020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 科學科 )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澳洲教育評估中心

二項榮譽
五項優異獎
一項優良獎

TOEFL Junior 考試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TestingService)

ReadingTest
Level5:2students
Level4:3students
SpeakingTest
Level5:1student
Level4:4students
ListeningTest
Level5:2students
Level4:3students

Cambridge English Exam 英國文化協會
Starters:4students
Flyers:3students
Movers:12students

體適能獎勵計劃 教育局、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及
香港兒童健康基金合辦

二十九項銀獎
一百一十一項銅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香港公益金 銀獎

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比賽 香港海事科技學會及香港大學機械
工程學系、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水下海洋航行器建造大獎（小學組）亞軍
水下海洋航行器設計大獎（小學組）優異獎

第 13 屆傳統武術 / 太極拳械國慶
金杯公開賽 ( 男子 A 組少林拳 ) 香港南北國術總會 銀獎

第四十四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一項英文詩歌冠軍
一項普通話詩歌冠軍

2021 香港「閃耀之星」朗誦比賽
盛典 思研動力語言藝術學社 亞軍

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金獎

第一屆香港學界創意紙飛機競技大
賽 - 紙飛機造型設計及故創意故事
演繹 ( 高小組 )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殿軍

編輯委員會 顧問 :鍾家明校長總編輯:羅綺媚老師委員 :陳耀基老師、黃錫燕老師

校外活動成績校外活動成績
Result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Result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水底機械人大賽最佳藝術獎
及銀獎得獎學生

2020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各級得獎學生

20-21 東華三院體藝精英學生支
援及獎勵計劃第二期得獎學生

獎項繁多，
恕未能盡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