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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疫」境自強：停課不停學篇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為能讓幼兒在停課期間「停課不停學」，本校
提供不同範疇的學習措施，包括ZOOM實時教學和每週教學影片。除此之外，學校亦向幼兒派發實體功課，
以及小肌肉訓練包等不同資源，讓幼兒能於家中進行自學或親子學習，維持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外籍英語老師每星期會透過ZOOM實時
教學，以不同的教學主題與幼兒進行
「Show And Tell」，讓幼兒從溝通、
互動及分享，在家輕鬆學習英語。

老師每星期都會透過ZOOM，與幼兒做手工
和閱讀繪本，一起進行網上實時教學。

老師每星期都會用心製作教學影片，讓幼兒
在家學習，內容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體
操及功課指引等。

同時，學校重視幼兒的體能與健康發展，
分別向K1幼兒及來年入讀的新生派發小肌
肉訓練包，包括字母雪條樂、彩色頸鏈、
彩虹批及歡樂球。透過小遊戲和教具加強
幼兒的小肌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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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網上學習資源外，學校亦定
期向幼兒派發實體功課，讓幼兒
能於家中持續學習。

青松「疫」境自強：齊心防疫篇
在停課期間，本校以不同途徑向學生和家長發放衛生及健康資訊，關注他們在疫情期間的需要，同時
為K3復課作充足的準備，全面消毒及清潔校園，提供一個衛生和安全的校園環境給大家。

防疫宣傳短片
本校老師拍攝防疫宣傳短片，以有趣和
深入淺出的形式向學生和家長提供防疫
資訊，一起齊心抗疫！

送贈口罩心意卡
每位小朋友都會收到由學校送出的
兒童口罩和心意卡，這張小小的心
意卡，盛載著我們大大的關心。

校工清潔

校工姨姨每天都辛勤
地消毒及清潔校園，
感謝多個社福機構提供防疫用品給本校學生， 每一個角落都不會
忽視！

讓每個家庭都能受惠，齊心共度疫境！

專業消毒抗菌工作
本校委托清潔消毒公司為全校
進行殺菌及消毒抗菌工作，為
校舍每一處全面噴灑ZOONO長
效消毒塗層，提供潔淨衛生的
學習環境讓學生及職員安心復
課。

由樂施會送贈
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蝴蝶灣綜合社會服務處送贈

由東華三院送贈

青松「疫」境自強：與你同在篇

雖然大家在停課期間不能對面對面相見，但老師會透過WhatsApp視像會議、陽光電話等與大家保持
聯絡，互相關心大家的近況。此外，本校還製作了一本以「孩子自己」為主角的「青松個人圖書」，
以顯淺易明的圖畫，以及當中的互動小遊戲，讓幼兒明白疫情的由來，從而獲得防疫的正確資訊，更
培養幼兒良好的衛生習慣。
青松個人圖書(電子)
本校出版的抗疫電子圖書面世了！
圖書解答了幼兒對疫情的一連串疑
問，當中亦有互動按鈕，十分生動
有趣!大家快快
掃描QR code翻
閱吧!

WhatsApp
小組視像會議
每一次與老師和同
學見面談天都很開
心，大家十分期待
下一次視像會議的
時間啊!

陽光電話
老師會定期致電
給家長，了解小
朋友及家庭的情
況，互相關心問
暖。

青松個人圖書(實體)
抗疫圖書還有「DIY實體書列印版本」，
設有不同的配件及隱藏機關，歡迎大家
列印，一同動手製作屬
於你的抗疫圖書，共享
製作及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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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實體書設有教
學影片，自己製作
無難度!

多元化學習活動
本校舉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好德小孩計劃、專題研習活動和才藝表演等，讓幼兒能親身體驗，
從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良好品德，以及發展其自學精神。

滴露防感染衛生互動講座
透過互動講座，讓幼兒學習正確
洗手七部曲，從而培養良好的個
人衛生習慣。

專科老師
幼兒很專注和投入參與
外籍老師的英語課堂呢！

專題研習活動
幼兒透過資料搜集、實驗操作
等活動探索有關麵粉的知識，
最後合作製作蛋糕體驗烹飪的
樂趣。

Halloween English Day
幼兒裝扮成不同的趣怪造型，到各
個課室表演英文歌和收集糖果，在
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英文。

好德小孩計劃
K3幼兒十分享受品德教育活動，
計劃透過故事、遊戲培養其良好
品德及價值觀。

才藝表演
幼兒透過才藝表演建立自
信心，以及學習欣賞和尊
重他人。

各級參觀活動
除了校內學習外，學校會定期安排不同的參觀活動，讓幼兒能親身學習書本以外的知識，擴闊學習
領域和認識社區。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參觀消防局

透過參觀陽光笑容小樂
園，讓K2幼兒加深認識
口腔健康的知識，明白
保護牙齒的重要性。

參觀消防局讓K3幼兒認識消
防車上不同的設備及消防員
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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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濕地公園
K3幼兒透過濕地公園實地
考察，對濕地生態有更深
了解，認識保護環境和動
植物的重要性。

興趣活動
本校與不同機構合作舉辦多元興趣活動，包括跆拳道、音樂國術班、小鼓隊、奧林匹克數學課程、綜藝
手工班等，及本年度新開辦的爵士舞班，幼兒能夠依據自己的興趣參加不同類型的活動，發展多元潛能。

跆拳道
幼兒認真地聆聽導師的指示，
做出跆拳道基礎的動作。

奧林匹克數學課程
通過數學邏輯推理活動培養
幼兒對數學的興趣及提升解
難能力。

音樂國術班
大家十分投入國術班的課堂
當中！你們看，我們多認真！

小鼓隊
小鼓隊隊員向座上的爸爸媽媽展現
過去半年努力練習的成果，拿起鼓
棍敲打小鼓真是神氣十足！

綜藝手工班
幼兒在課堂中學習繪畫、
填色、拼貼等技巧，發揮
他們無限的創意。

爵士舞班
在爵士舞班中，幼兒都
表現得活力無限！

制服團隊 - 小童軍
小童軍支部旨在提供小童軍身心發展的活動，使小童軍在家庭及學校外，透過生活學習體驗，快樂健康地
成長。在領袖的帶領下，透過趣味性及啟發性的活動，如：遊戲、唱歌、故事及創作性活動等，協助幼兒
的成長。

探訪老人院
小童軍成員盡顯關愛社區的精神，在聖誕
節前夕到長者中心跟公公婆婆玩遊戲和表
演，為長者們帶來絲絲溫暖。

宣誓禮
小童軍成員認真地說出誓詞，正式入團
成為小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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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本校會定時舉行不同親子活動，包括親子旅行、農曆新年嘉年華會和學習成果分享會等，讓家長透過
不同活動了解幼兒在校學習的情況外，同時增加親子溝通機會，促進彼此的關係。

農曆新年嘉年華會

親子旅行
在赤柱沙灘及市集遊戲和遊覽真開心，
大家的笑容跟陽光一樣燦爛呢！

K1爵士舞組幼兒在舞台上展現活力，
增添熱鬧氣氛！

學習成果分享會
K3哥哥姐姐透過動物小劇場成果分享會，
向大家宣揚愛護動物的理念和保護環境的
重要訊息！

在才藝表演成果分享活動中，K2幼兒能
展現獨有才能，懂得欣賞自己！

家校協作
本校十分重視與家長溝通，定期舉辦不同活動促進家校合作，攜手為幼兒創造美好、愉快的校園生活。

家長講座
在「親子情緒全攻略」家長講座中，大家能分享
和交流親身經驗，讓彼此認識子女情緒變化時的
應對方法。

冰皮月餅工作坊
感謝家長義工的細心指導和幫忙，大家
可以製作出美味的冰皮月餅帶回家與家
人分享！

戶外體能日
在陽光普照的戶外體能日，感謝各位家長
擔任義工，協助幼兒進行體能遊戲。

「故事爸媽」
生日會中的「故事爸媽」環節，每位
家長都會細心準備有趣的故事與幼兒
分享，大家都很專心聆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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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 專業發展
學校每學年均會按照校本課程發展方向而邀請不同專業人士到校進行教師發展日，持續提升教師的專業
知識，訂立明確的教學目標及不斷進行創新與自我完善。

「優化探索活動設計」教師工作坊主要
讓教師檢討及優化校本之探究活動設計，
以提升幼兒的思維及解難能力。

教授與教師透過共同備課以
優化本學年之探究活動及區
角之設計，創設有利探究的
科學學習環境，為活動設定
具體明確的目標，以提升學
習效能。

「健腦操®提升學習效能」教師工作坊
安排學習健腦操(Brain Gym®)的招式，
進一步瞭解學生的學習特性和步伐，藉
以提升幼兒的學習效能。

教師透過遊戲學習
健腦操不同的招式，
十分投入。

教授透過與教師進行「紙飛機」
遊戲教學活動，讓教師們親身體
驗、觀察、探索和實驗的過程，
「從做中學」有助教師更掌握探
究活動之教學精神。

本校之聯誼小組用心籌備每次之聯歡
聚餐，全體教職員間之默契及對青松
大家庭之歸屬感早已深深建立。

團隊合作 盡展潛能
本校重視幼兒多元發展，用心發掘其潛能，鼓勵幼兒參與不同類型之比賽以累積寶貴的舞台經驗，
同時讓幼兒從中學習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金

金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第三十四屆舞蹈大賽」－金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楚思舞台至叻Kids 2019」
－舞蹈組 金獎

銅

道教青松小學
「第十五屆屯門區幼兒唱遊薈萃比賽」-銅獎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19」-金獎

冠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 (香港賽區)」(團體冠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0 (大灣賽區)」(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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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畢業典禮
光陰似箭，不經不覺K3小朋友在幼稚園度過了三年愉快的校園生活，即將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今年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關係而未能舉行盛大的畢業典禮。為表對幼兒的祝福，我們特意製作
一輯畢業典禮影片給予幼兒作為留念。在此祝願各位畢業生，邁向美好前程。

恭喜各位得獎畢業生。

畢業生頌唱畢業歌。

畢業生向父母道出由心而發的感言，
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

幼兒接過人生第一張畢業證書。

應屆畢業生小一升學概況
本年度畢業生共41人
2020年9月小一派位結果
獲派第一志願: 100%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5%
五邑鄒振猷學校
7%
其他
5%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7%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44%

道教青松小學
1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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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每年舉辦多元化活動，透過家校合作，增進幼兒各方面的發展，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

主席的話
親愛的陳校長、兩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大家好！感恩小朋友能在一間充滿愛和正能量的學校成長。身為家
長代表感謝得到一眾家教會委員及熱心家長義工幫忙，與學校溝通及協
作，讓我親見校長主任們事事親力親為地照顧孩子，又用開明的態度去
聆聽家長意見，亦見證了老師們及至支援姨姨不分彼此的團隊力量，最
能感受學校包容接納孩子的不同需要為首位的教學方針。謝謝家校合作
讓孩子有快樂的三年生活，感恩遇上青松湖景一切的人和事。
今年2020年疫情之下，對於大家來說都是具挑戰的一年，港人面對不
斷改變的生活，小孩子也停課多月了。經歷大世界之下，學習或生活縱
然受到影響，但或許也是時候停一停，讓我們重新反思生活及珍惜與孩
子好好相處的一年。幸運地我們依然可以感恩身邊仍有家人朋友，逆境
下共同面對困難，相信我們靈活變通的能力，亦能借此機會讓孩子模仿
你的抗逆力。
我的一位最尊敬的中學老師曾告訴我，投入時間與子女相處，別以為
只是不斷的付出，但其實最終得益亦是自己。因為與孩子相處的那段時
光，沒有人能奪得走，你是為自己在創造一輩子的回憶，祈望大家多尋
找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又或想想希望為孩子留下什麼 ? 例如愛的能
力或常存希望的心 ? 我相信教懂孩子去愛，縱然面對困難，你也懂得找
到伙伴與你一起承受，一起分享更多，希望讓孩子明白你非孤單一人。
我總相信！雨過，會天晴。每人的背後都或會有陰影伴隨，但也代表
在黑暗面前，迎向你的一定會是光明的那一面。願未來的主人翁都能走
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路，祝福所有父母都能為孩子而感到光榮，期盼
青松的教職員忽忘初心，能守護孩子的夢想。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新一屆家長委員誕生了，
感謝各位的幫忙！

新春派發利是活動
家長委員每逢春節均到校向小朋友派發
利是，送上祝福，希望幼兒能一同感受
春節的喜氣。

家教會主席禤少茵女士謹上

收到利是的小朋友都很高興！

新春飾物親子設計比賽
本年度舉辦的「新春飾物親子設計比賽」
大家都非常踴躍參與，得獎者實至名歸，
恭喜各位得獎者！

和諧粉彩攤位
家長教師會於新春攤位遊戲
活動開設了「親子和諧粉彩
創作」，當天人頭湧湧，大
家都非常投入！

財務報告
項目
2018-19年度盈餘
2019-20年度會費收入
經常津貼
親子活動津貼
親子活動費收入
親子活動費支出
文具銷耗材料支出
家長教師會暨輔導室支出
合計
結餘

收入
$3,111.12
$2,775.00
$11,266.00
$10,000.00
$61,900.00

完成親子粉彩創作後，
作品可以跟滿足感一同
帶回家。

支出

家教會架構
主席

$69,122.00
$2,169.02
$15,731.30
$87,022.32

$89,052.12
$2,029.80

禤少茵女士 會長 陳熙潼校長
陳翠芳女士
吳影梅級長
副主席
黃云華女士
戴卓賢主任
康樂及
溫可欣級長
陳嘉敏女士
聯絡
黃彩華老師
鄭惠儀女士

秘書

張慧蓮女士

黃嘉莉老師

葉小義女士
溫雪琼女士

黎欣萍級長
蔡曉琳老師
李宝森老師
楊芯琪老師

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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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雯副主任
莊佩雯老師

司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