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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四個多月的停課日子，不論教師、家長、甚至學生本身，對學習進度十分緊張，不想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學校在
不同的停課階段，為學生設置不同的網上學習材料，讓學生做到「停課不停學」。同時，我們亦需照顧未能進行網上學
習的學生，為他們印備紙本練習及答案。讓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疫情下仍能保持學習的能力及態度。

我們大致 以把網上學習安排分為三個階段，各階段情況如下：

二. 停課不停學

中英數常

其他科目：網上閱讀、網站連結、影片、祈禱、閱讀獎勵計
劃等
各科選擇教材與課程配合，作為鞏固學生學習之用
例子：

提供各項網上學習資源，如：教科書出版社網上平 、
ETV推介、e悅讀、小校園、書唔兇、自學診斷平 、
網上閱讀、網站連結、影片等

視藝科 - 口罩設計，讓同學們發
揮創意，為口罩設計圖案，使生
活添上色彩，齊來為抗疫打打氣！
靈德公 - Voice of Mary (瑪利
亞之聲) 每日收聽一個故事 《與鮑
思高同行 30 天》－ 戲場版
電腦科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
習資源套，透過觀看學習資訊素
養

★ 中英數常

★ 修訂各級親子/星級閱讀獎勵計劃準則，方
便同學於停課期間完成

★ 其他科目：網上閱讀、網站連結、影片、祈
禱等

教師透過設計Google form，為學生提
供各項溫習材料。學生於網上完成，獲
得答案，即時得到回饋
提供各項網上學習資源，如：網上自學
診斷平 、出版社網上學習材料、寫作
項目、英語拼音、ETV推介、e悅讀、
小校園、網上閱讀、網站連結、影片等

中英數常

術科：網上閱讀、圖書推介、聖經科影片及祈禱、體育科
「Salesian Challenge慈幼大挑戰」(詳情另見體育科專
題介紹)
所有項目透過Google Classroom向全校學生發放，包
括：教學錄影、功課 (如：作業、日誌、預習、課本練習、
工作紙等) 、答案，方便學生自行訂正及家長跟進

教師透過錄製教學影片，教授新的教學內容
中英數各科每星期向學生發放兩堂教學錄影
常 識 科 每 兩 星 期 向 學 生 發 放 一 堂 教 學 錄 影 及 一 份
Google form功課
每節錄影時間為15-25分鐘

第一階段 (3/2-15/3)

第二階段 (16/3-19/4)

第三階段 (20/4-14/6)

疫境自強  希望常在  平安自來疫境自強  希望常在  平安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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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學年是全港學界難忘的一年。
1月25日，特區政府把應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提升至 高的「緊急」級別，並宣布延遲全港學校在農曆

新年假期後復課日至2月17日；而隨着疫情變化，復課日期一改再改，不早於3月16日、4月20日......直至6月8日，小
四至小六復課；6月15日，小一至小三才全面復課。我們如何走過這個漫長的停課時期？期間面對甚麼困難和挑戰？如
何克服？經歷這次疫情，為學校、教師、家長、學生各方面帶來甚麼新契機？就讓我們來一個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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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家長到校取回作業及簿冊

三. 在家學習 - 以科技協助延伸學習

▲ 網上教學教師培訓

▲ 電子學習

在這段漫長的停課日子，相信大家 關心的問題就是何時復課，以及如何追趕原本的進度。當政府於5月5日公佈
全港學校分階段復課後，學校亦商議了一系列的復課安排，以期在學生復課安全為考慮及爭取課時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各項安排如下：

五. 復課的各項安排

◆ 改為半天上課，每課節改為30分鐘，
設兩個小息，每次10分鐘

◆ 改變課堂模式，避免小組討論

◆ 取消P.1-4,6年級第三次考試 (五年級按照教育局要求進行呈分試)
◆ 各科依照教育局各項復課指引，調整上課措施

鑑於停課日期一再延長，家長對回校取回作業和簿冊的需要愈來愈高，加上踏入
新的網上學習階段，學生正需要使用作業及簿冊完成功課。然而，四月正值是新冠狀
病毒的另一個高鋒期。校方需要編排整個取回作業的流程、各項分流及防疫措施。由
教師派發各份簿冊開始，再為每名學生把簿冊妥善存放於環保袋，如何有條不紊地搬
運全校900份環保袋到活動室，方便領取。每一項細節，都需要謹慎處理。幸好，在
負責同事的仔細安排及眾人群策群力下，這項艱巨工作亦能順利完成。

停課歷時四個多月，相比過往的停課期更長，是次停
課對同學的學習影響更深更廣。我們除了關心同學的健
康，還有擔心同學的學習進度。在校長的帶領下，我們對
網上教學進行了較詳盡的規劃，當中考慮的要點包括網上
教學工具的選取，教師對錄製網上課堂的掌握，每節網上
課堂所需包含的元素，同學的家庭支援等。為讓教師更能
掌握課堂的錄製及網上教學工具的使用，學校的資訊科技
組對教師進行了兩次的「網上教學教師培訓」。在同學方
面，我們亦擔心同學家中是否有穩定的網絡支援學習，因
此我們特意為同學申請「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讓有
需要的家庭領取數據卡以便同學作網上學習。

回顧停課期，學校進行的網上教學大致 分作兩個階
段。停課初期，我們以教師自行設計的Google Form配
以教學影片及選擇題，讓同學在家中利用電子工具作答，同學作答後能即時知道自己的作
答表現。同時，系統亦會收集同學的回答讓教師作分析。

停課的中期，我們優化以上的學習系統，改以Google Classroom定期發放各科的
學習材料，同學能按自己的進度，自行播放或重看教師預錄的教學錄影，並能取用每節發放
的附加文檔。Google Classroom 提供一個既免費又安全的學習平 ，無論使用者使用
IOS或Android平 的通訊設備，也便於使用，因此Google Classroom將是我們來年
實行電子學習的一個主軸。

四年級同學本學年參加了「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全級同學透過計劃購
買屬於自己的iPAD，這就有如及時雨，讓同學無論在家或上學，都能以更便利的方式使用
學校預載的iPAD程式和Google Classroom進行學習。

凌家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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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討論復課後課程，如教學錄影為課程重點，於課堂重新面授
◆ 於聯課加入「在疫症當中發現愛」專題，與學生探討疫情下的人與事及帶來的反思

◆ 15/7-24/7： P.1-5年級進行中英數常四科補課
◆ 取消大部份試後活動，避免人群聚集

不一樣的畢業禮

六. 2020-2021學年增加課時的各項建議：

◆ 全學年上課日數增加至195天
◆ 全學年活動日由慣常約22天減至約8天，補回約14天上課天
◆ 每週增加中、英、數各1節 
◆ 於本學期及下學年適當階段，對各科課程作全面的檢視

各種學習能力的建構是透過課堂上的討論、思考、教師引領，才能逐步建立的。因疫情停課所損失的，不單是課
時，課時背後代表失去建構能力的過程。為此，校方與各層級教師商議及諮詢，得出來年為中英數增加課節的建議。各
項建議得到家長教師會的支持及法團校董會審批通過。至於其他科目，則透過課程剪裁、調整以彌補因疫情失去的上課
時間。

2020-2021學年的安排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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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加強防疫，減低感染

3. 預備時段
    (1)上學前量體温的習慣—老師每天檢查學生手冊上的體温記錄
    (2)要有勤洗手的習慣—提醒學生進入課室後要洗手

4. 上洗手間及正確使用消毒噴手液
    (1) 向學生講解訂立新措施的原因及防疫的重要
    (2) 學生要懂得與別人保持社交距離
    (3) 學生正確地使用洗手間
    (4) 學生正確地使用噴手液

5. 排隊訓練
    學習新的排隊流程，與相鄰同學保持社交距離

6. 小休時間
    (1) 為着防疫，學生要安坐座位中，盡量少交談
    (2) 除下口罩飲水前後必須消毒雙手
    (3) 飲水後，要盡快戴上口罩

為防止學生聚集及減低感染風險，訓育組因應復課後的特殊情況，制定各項防疫措施。同時，於復課日首天，透過
《復課小貼士》短片及相關訓練，教導學生適應疫症下的校園生活。

照顧學生方面

2. 上學防疫措施
    (1) 學生必須戴上口罩
    (2) 在校門為學生量度體温
    (3) 進入校園後要消毒雙手

1. 分段時間上學及放學：
    為免人羣聚集，我們採取分段上學及放學時間：
    一至三年級
    上學時間：上午7:55
    放學時間：下午12:55
    四至六年級 
    上學時間：上午8:10
    放學時間：下午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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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校園成為一個安全衞生的地方，學校為校舍進行「醫療級消毒抗菌消毒工程」，此工程能有效消滅多種病毒及
細菌，包括SARS冠狀病毒、甲型流感等多種病毒及細菌。另外，校方亦添置不同的防疫物資，並安排復課後持續清潔
及消毒校園，盡量減低學生感染病毒的風險。

八. 心聲分享：

教職員分享

校園防禦方面

回顧今次因疫情停課，心情仍然忐忑，事緣在疫情下，任何人都無 避免地受到影響，
輕則生活備受滋擾，重則甚或失去寶貴的生命。在學校管理角色上，要平衡各持份者的期望
與憂慮，着實不易，幸好，我們有鮑思高的精神作基礎，加上學校團隊的合作，及家長的支
持體諒，得以迎難而上，在這段紛亂的時間，維持我校一貫高效而專業的學教工作，為家長
和學生在這段困難的時間，作出一點點的幫助和貢獻。

記得在疫情之初，教育局宣佈農曆新年假後停課，學校有關科組已就此情況，開會研究
對策，甚或邀請家長校董出席會議提供意見，務求在停課及復課的安排上有妥善的處理，但無巧不成話，我們的會議往往
在教育局宣佈繼續停課之前一至兩日進行，我和相熟同事打趣說，我們往往比教育局更早着先機。但實際上，我們的決定
因此往往與教育局新的指引或多或少有出入，幸得一班出色盡責的同事靈活變通，通力合作下，使無論在提升網上教學的
能力、擬定網上教學內容，與家長同學聯絡等工作上，得以順利完成，讓學校與家長保持緊密的聯繫，學生的學習得以有
效的延續。

疫情期間，我們因應疫情發展，審時度勢，不時調節相關的安排，例如由原先的發放網上平 的資源，在得知復課無
期後，改為各科製作與課程相關的教師網上教學錄影；又例如為因網上學習出現困難的同學，提供上網協助、紙本學習資
源和答案等；更透過學校SCHOOL APPS不斷更新資訊、班主任的愛心電話等措施，務求令家長對學校的安排有全面的
瞭解。縱然如此，因我們的家長來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需要，對學校亦有不同的期望，例如有家長會
覺得學習的內容不足，同樣地，亦有家長認為學習的內容太多，學校往往未必能完全滿足所有家長的期望，更因如此，對
家長對學校的信任、體諒和支持，在此表達衷心的謝意。

未來，疫情的發展未明，有 能會進一步影響我們的學校生活，學校亦會就學生的學習需要，作出一些的改變，例如
暑期補課、下學年增加課時，希望家長、學生能一如以往支持學校，成為學校 大的後盾。我們亦會繼續本着慈幼會鮑思
高的精神，致力提高學校的質素，為學生的學習負上 大的責任，一同迎接以後未知的挑戰。

                                                                    梁漢基副校長

作為一年級的班主任，面對接近半個學期的停課，這段日子 不習慣的一定是看不到一班一年
級寶寶的笑臉。停課期間， 令我有深層反思的，便是與學生及家長們的關係。過往，我們常常在課
室內陪伴學生，放學後亦會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然而在疫情期間，雖然教師和家長及學生的關係因
距離而受到阻隔，但個人認為我們的關係其實比以前變得更加親密。

由於無法回校，班主任經常要打電話向家長了解學生的身體狀況及學習進度。當中，我們還會與
學生在電話上交流。還記得剛開始的時候，大部份學生都十分害怕接聽教師的電話，但隨著停課日子
越來越長，學生由被動變得主動，自己對能與學生們傾電話亦變得越來越期待。我的一年級小寶寶，
他們由逃避聽電話轉化成嚷著要聽老師的電話，有的甚至希望能與老師進行視訊呢！天真活潑的他們
會喋喋不休地與我分享哪一套卡通片有趣、哪一個電子遊戲吸引及在家抗疫期間的一些日常趣事，他

們的分享每每讓我會心微笑。疫情期間，我們的關係由「師生」變成「朋友」，再由「朋友」變成「家人」。
疫情帶給我們每個人不同經歷，現在同學們已經復課，剛從幼稚園升上小學的一年級寶寶亦長大了不少，他們在課

堂上較以往積極、投入、守規，對教師及學校更有親切感和歸屬感。感恩同學們有以上的改變，期望大家也能身體健康，
珍惜在校園學習的時光。

1E 班主任 羅惠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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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分享

因應新冠肺炎突然出現，小朋友要停課了！
一放便是整整五個多月！
這段時間，令我發現，我的兩個小孩子並不是我想像中的不懂事！我一直有跟她

們說明那時的情況，要如何預防和為什麼不出門！孩子們都十分明白防疫重要性！令
我感到孩子長大了不少！

大女在千禧上學幾個月便放了一個長長的假期，感恩學校的校長，老師不辭勞苦
地為學生準備教學！小朋友 以一直跟進學習！令小朋友們知道停課不停學！

轉眼間，復課了！學校的防疫工作真的很好！希望這個短暫的半日制 以為各位
小朋友在漫長的學習路上輕鬆一下！放下以前每天追追趕趕的壓力！開開心心上學，
努力防疫，有一個開心童年！

 周漫鈴女士 (1C歐芷恩家長)

常言道「有危必有機」......
相信在這學年，每位教育工作者一定感受良多……從沒想到，因為一場世紀疫症，不但令人心惶

惶，也令原本一個忙得不 開交的學期，白白流失了四個月的寶貴學習時光。
回想今年年初，當大家正興高采烈地迎接農曆新年到來，誰會想到這疫症正悄悄地威脅我們，打亂

我們一切的計劃？突如其來的停課，不僅影響我們的教學進度，更擔心同學因長時間停課，放慢甚至減
低學習動力。另一方面，年假前夕，老師佈置的課業都主要是讓同學能從輕易完成的功課中鞏固所學
知識。因此，一次又一次延長停課，確實令我們擔心同學的學習成果會付諸流水。

為了讓同學能「停課不停學」，因此老師們都花了不少心思，由 初輕易完成的網上(或紙本)練習
及閱讀電子圖書，目的讓學生能持續溫習所學知識並鼓勵閱讀，到加入運用電子學習元素，如google 

form及進行教學錄影片段，讓同學能從不同資源、途徑持續學習、鞏固知識。
因為這不尋常的機遇，讓我有機會嘗試運用電子學習元素進行教學。發現運用google form設計語文問題，再發

放給同學完成，同學的回應，讓我知道同學的學習情況，為復課後的教學內容提供參考資料；同時，也發現未來設計教
學活動中，也 加入運用此方法，令教學方式更多樣化，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

製作教學錄影片段對我來說更是一大嘗試，因為沒辦法跟學生面授，所以在安排內容上，面對不少挑戰，錄影完成
後上載時也出現不少狀況﹗但每次當克服一個困難，除感到滿滿成功感外，更期待挑戰下一個困難。相信將來回首這期
間發生的一切，一定感觸良多。

在整個停課期間，我要感謝各位老師用心完成製作教學片段。因為從觀看教學片段中，留意到各位老師花了不少時
間及心思，搜尋不同的教學內容，豐富及完善內容，目的都是令同學在不同時間都 以進行學習，及彌補因未能直接跟
學生面授而產生的障礙；此外，我也要感謝家長對老師及學校的信任，因為他們都願意跟我們分享他們子弟在進行網上
學習時遇到的情況，讓我們能適時處理及完善內容，再一次體會「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後，我更要感謝凌家豪老師
為我們進行技術支援，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困難，凌老師都總是耐心替我們排解疑難。

這次「有危必有機」的停課時期，的確令我印象難忘，但我更希望疫苗能盡快研製成功，讓我們因接種疫後，能安
心脫下口罩，再次見到老師和同學燦爛的笑容，也能和同學在課室內愉快地學習。

陳淑娟老師

臨近農曆新年時，一場突如其
來的疫情，令學校停課幾個月，這
段時間，感謝校長及各級領導的體
諒及關心，讓我們工友輪流放假及
當值，減低感染機會。外間很多行
業及機構亦減薪扣薪，學校卻沒有
扣減我們的薪金，我們算是十分幸
運。迎來了六月開始復課，投入了緊
張及頻繁的防疫工作：加緊消毒、清
潔，留意每項細節地方。在未來的
日子，我們會努力完成學校交給我
們的防疫及其他工作。

萍叔及工友們

「你哋夠唔夠口罩用啊？」這句說話 算是在停課期間
常問家長的一個問題。

在這段停課的日子裏，每次與家長聯絡，除了關注疫
情對學生健康的影響外，也擔心他們在家的學習進度。加
上六年級的「乖仔乖女」在疫情期間亦要面對升中面試及
選校的煩惱，要不時留意相關資訊，當時無論家長或孩子
們都承受着相當的壓力，作為班主任的我也倍感焦慮。

在家工作期間，除了致電家長了解學生情況外，還要不時與各科任溝通，
商討網上學習進度，製作教學短片。製作一齣教學短片，由構思到完成錄製，
往往要花上兩至三天的時間。當時，我負責製作一年級的中文短片，要吸引年
紀小小的孩子們坐在螢幕前單向地接收老師的教學內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每個教學編排，每句要說的話，都要不斷修改再修改，希望以精簡的語言，
活潑的語調帶出學習重點，讓小朋友好好學習，當中真是花了不少心力呢！在
此，我十分感謝校內資訊科技部門的精英同事無間斷的支援，更要感謝家長們
給予我窩心的鼓勵及正面的評價，實在感激！

期望疫情早日消失，大家脫下口罩，再現快樂的笑臉。
6D 班主任 岑婉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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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為人類帶來難以磨滅的苦難，失去
學習，失去工作，失去常規，失去自由，失去機會，
失去笑容，失去幸福，失去希望，失去朋友，失去親
人，失去生命，太多的失去，人人都逃不過磨難，人
人都躲不過憂傷。

家人間的休戚與共，朋友間的貼心關懷，同事間
的無私奉獻，師生間的電話傳情，鄰里間的支援分享，以上的「患難見
真情」滿載社區，讓我們由失去很多，變成愛得更多，珍惜更多。

正如主慈頌的歌詞：「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
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事實上，人生無常，既沒有永恆的歡樂，亦沒
有長久的悲傷，但天主的慈愛卻常與我們同在。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
過，只要我們積極面對，接受天主給予我們的安排，珍惜天主給予我們的
所有，危難過後，希望常在，平安自來。

區志成校長

九. 總結及展望

5B  梁詩韻
停課期間，我在家中 常做的事是做

功課和玩親子遊戲。那時候，我困在家中很
想去迪士尼樂園玩個痛快， 惜去不到。在
是次疫情中，我明白到不 以輕言放棄，期
望大家能珍惜生命，繼續同心協力抗疫。

6A  江佳璇
我在疫症爆發期間 想和同學見

面，但因為疫情導致大家過了快五個多
月才能再次見面。復課讓我百感交集，
因為很高興大家終於 以再次見面，但
一想到我們快要畢業便十分難過。這次
疫情教曉我要珍惜，珍惜光陰，珍惜身
邊人!

學生分享

6D  蔡思敏
我在停課期間 常留意新聞報導何時 以復

課，真的很期待 以再見到同學和老師。

小朋友們在停課期間，讓我深刻體會到，有兩個孩子真好！兩個小朋友會自娛自樂，
做遊戲，角色扮演等，不會追著要父母陪伴，讓我們省了不少心神。還有三方面讓我欣賞
的地方，首先子軒子晴學會了靠牆倒立，子晴還學會了一字馬；其次，洗碗的工作由兩位
小朋友輪流完成，鍛鍊了他們分擔家務的能力，也減輕了父母的工作量，培養孩子珍惜勞
動的成果； 後，孩子還幫助煮飯，做包子，包餃子等，更培養了動手的能力。

小朋友們復課後，我們家長感到很開心！一來 以令他們減少使用電子產品，二來
以見到老師同學，面對面教學，更有利於溝通與吸收！希望孩子們能好好學習，珍惜疫情
下來之不易的學習環境！

鄭錦鳳女士 (4B 曾子晴及4E 曾子軒家長)

1E  梁 嵐
停課期間，我 希望能上學跟同學和老

師見面。我很開心能夠復課，因為再次學習。
我在疫情中學到要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

2D  蔡逸潼
終於復課了，我感到很開

心 ， 因 為 以 跟 同 學 和 老 師 見
面。雖然戴口罩是很辛苦的，但
為了防止感染新冠肺炎，我會忍
耐着的。

4A  羅樂彤
停課時，我 想 以見到同學和老師，所以能

夠復課真是太好了。在這次疫情中，我學會了在家要
認真學習，要注意個人衛生，更要珍惜生命。

3C  梁雪兒
停課中，我很想到遊樂場遊

玩、去海邊散步、買新圖書看，
更想的是見我的好朋友， 惜疫
情使我什麼事都做不到。復課後，
我很開心 以再見到老師和同學，
不用再悶在家裏。

5A  李祉彤
我在停課期間大多時間都是留家

做網上練習，有空的時候亦會玩電子
遊戲， 惜那都不及跟同學一起般快
樂。終於 以復課，我真是高興極
了，因為 以再見到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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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6日是鮑思高神父第十位繼承人，我們的總會長范達民神父來
華的大喜日子！中華會省是范達民神父在擔任總會長六年任內，最後視察的一個
會省，2019年除了是「聖母年」外，亦是中國的慈幼事業奉獻於聖母進教之佑
百週年紀念，范達民神父於這一年來華視察，別具意義！我們亦有很大福份可以
親身接受總會長的指導，他更鼓勵我們「人人都可以成聖」！隨後，我們更與總
會長一起彈結他、唱歌跳舞，共度快樂而充實的美好時光！真是獲益良多！

譚潔慧老師

▲ 總會長一到步，校監謝家賢神父立即上前歡迎他!

▲ 總會長和我們一起跳舞呢!

▲ 總會長為我們唱意大利和西班牙歌呢!

▲ 高年級同學說聖經故事啦!真有趣!

▲ 5D周芷淇爭取機會向總會長發問!

▲ 能夠見到總會長，我們都十分興奮! 總會長，歡迎你!

歡迎我們摯愛的總會長范達民神父來華

今年，宗教組於午息時增設了「與主相遇」時段，讓一、二年級同學可
以於飯後到宗教室聽聽聖經故事、玩玩遊戲、換取禮物等。我們特別邀請慈
青善會的高年級同學負責說有趣的聖經故事，從中加強善會同學和低
年級同學對聖經的興趣，同學們都在歡樂的氣氛中「與主相遇」！以
下是參加同學的分享 :

譚潔慧老師

享受「與主相遇」的時光

6E  尹沛樂
今天總會長在九龍鄧鏡

波學校探訪我們慈幼青年，令
我最難忘的是答問環節中，總
會長提醒我們要相信和平是有
十分大的力量，要拒絕暴力，
我們每人都要效法耶穌。總會
長讓我明白要效法耶穌，我會
以耶穌做我的好榜樣。

5D  周芷淇
2019年8月16日，

我們一班同學有幸跟慈幼
會總會長范達民神父見面，
范神父教導我們要尊重生
命、珍惜生命。我很認同
他的看法，所以也跟家人
分享了我們要珍惜生命及
現在所擁有的。

2A  王君凌
我 參 加 過 兩

次「與主相遇」的
活動，很開心可以
聽到哥哥姐姐說聖
經故事，還有很多
禮物呢！期待下次
再參加呀！ 

2D  陳瑞
我參加過兩次「與主相遇」

的活動，能聽到聖經故事真是開
心呀!  

▲ 參加「與主相遇」的同學都感到興奮!

6A  徐嘉恩
你好！我是6A班的徐嘉

恩。今年我參加了慈青善會，
非常樂意可以幫助譚老師說聖
經故事給一、二年級的小朋友
聽。其實，每次我說聖經故事
時都會十分緊張，但是幸得譚
老師的鼓勵，我就不緊張了。
多謝您啊！譚老師。                  

6A  謝曉彤
我參加與主相遇

的時候，是負責講聖經
故事的。在練習講聖經
故事時，令我更了解天
主，也培養了我看聖經
故事的興趣，而且也可
以讓低年級的小朋友明
白聖經的重要。                

總會長訪港總會長訪港

慈青善會與主相遇慈青善會與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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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成校長榮休區志成校長榮休
慈千的區志成校長快榮休了! 

1920年度是慈千小學非常難忘的一年，除了面對着外來環境突變
帶來的挑戰外，本學期結束後，我們的區校長亦完成了他的教育使命，
正式榮休。區校長自2005年加入慈千大家庭，不經不覺已十五年。區
校長為本校貢獻良多，離別在即，大家不單對他依依不捨，還有萬分的
感謝! 就讓大家藉此機會，亙訴彼此的心聲。

今天如常的在校園走了一圈，如常的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如常的巡察校園環境。但，自7月25日起，「如常」不
再，因為我要退休了。

自1981年起，我入職鮑思高慈幼會屬校，服務至今共39年，其中的15年服務本校。感謝校監謝家賢神父和許
繼祥校長為學校爭取現有校址，為學生和學校團隊創建了讓大家都感到自豪的校園環境及設施，帶給我們很大的發展
空間和希望。

自2005年遷校至今，一個又一個的希望推動著學校團隊不斷向前，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困厄，攀上一個又一個的
高峰。感謝身邊一群無私奉獻，共赴責任的好老師、好同事，感謝家長教師會與學校共融合作，貢獻良多，感謝家長
和學生對學校的支持和信任。只要我們心存感恩，滿懷希望，相信學校能持續發展，不斷再闖高峰。

前任許繼祥校長在退休前囑咐，遷校是學校的第一度騰飛，希望能見到第二度騰飛。接任校長至今，時刻不忘囑咐，
事事盡力而為，雖談不上「騰飛」，但進步總是有的，相信候任黃偉堅校長定能實踐許校長的「囑咐」，帶領學校長
空萬里，躍進騰飛。

感謝天主安排我當一名教師，一名校長，感謝衪賜予我職務神恩，能回應衪的召叫，為衪工作。工作三十九年，只
覺勞累，不覺辛苦，因為困難當中，自有耶穌伴我同行。

退休後，我會把慈幼葉漢千禧的現在和未來，一切人和事物，置於祈禱當中。能在慈幼會屬校服務，由一名教
師開始，到一名校長終結，自覺何等幸福，何等榮耀，何德何能。

區志成校長
                                                                    2020年6月

As I strode around to observe the learning of pupils and situation of campus as usual today, I realize that it is not 
going to be “usual” anymore, because I am going to retire.

I started teaching in Salesian schools since 1981 and served for 39 years until now.  Among 39 years of service in 
primary schools, 15 of which were done her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supervisor Rev. Francis TSE and 
former headmaster Mr. Hui Kai Cheung for their effort to relocated the old school to this grand campus. This created and 
provided our pupils and team of teachers with brilliant infrastructure and wonderful teaching, learning and develop-
mental conditions. 

Starting from 2005, our hopes have been propelling us forward in the new campus. We overcame obstacles after 
obstacles and reached summits after summi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generous contributions of great teachers, good 
colleagues, kind PTA members and faithful parents and pupils who progress together with us with confidence, assis-
tances and involvements. Our school is going to develop with greater prospect when we are grateful and hopeful in our 
heart.

Former headmaster Mr. Hui Kai Cheung reminded us before his retirement: “The relocation of this campus is the first 
“breakthrough” and I expect to see a “breakthrough” for the second time.”  I remembered this since the time I worked as the 
headmaster of this school and I endeavored to do my best.  I wouldn’t say such “breakthrough” is achieved but I am very 
sure improvements have been made.  I believe the next headmaster Mr. Wong would remember this reminder and 
achieve more for u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eatest gratitude to the Lord for arranging me to become a teacher and a headmaster. 
His divine grace was given for every task I have done. His vocation was responded to by my 39 years of service in primary 
schools.  In these years, I felt industrious but not tired for Lord Jesus has been walking side by side with me all the time. 

After my retirement, I would pray for everything abou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Salesian Yip Hon Millennium 
Primary School.  God has been “unusually” kind to me, to start my service as a Salesian teacher and end it as a Salesian 
headmaster.  How fortunate I am!  How honored I am!  What virtues and abilities do I have to be treated so well?

Mr. Au Che Shing
Headmaster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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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回顧在慈幼葉漢千禧小學這六年裏， 最令我深刻的，莫過於每天清早
站在學校最前線，帶著親切的微笑迎接每一位進校的學生，他就是我們的
區志成校長。

本人在家教會及家長校董會服務，很多時候都需要與區校長聯繫和合
作，他對工作的熱誠和幹勁，對學生們的教導和理念，本人十分欣賞，亦
十分感恩! 我的三位小朋友能在千禧小學成長， 獲得校長和老師們的循循
善誘，讓他們建立自信，發揮所長。

學期快將結束，應屆畢業的六年級同學，快要告別母校和多年來悉心
教導他們的老師。 服務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多年的區校長亦在此時跟畢業生
一起告別校園，準備踏入人生另一階段，開展退休生活。

對於區校長的退休實在有一些捨不得，但有的是更多的感謝。 區校長在千禧小學的日子，
作育英才，春風化雨。 藉此感謝區校長及老師們與及學校同工們，對學生們的教導和愛護，讓他
們度過一個充實快樂的小學生活! 

 祝 區校長 身體健康，退休生活愉快!
2017-2020 年度家教會主席 王慧珠女士

「校長」一詞總會給人莊
重、嚴肅的感覺，無論是老師或
家長，在出席有「校長」的場合
時，很自然會表現得較為認真、
含蓄和拘謹。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的區志成校長卻給人不一樣的感
覺，為人不但和藹 親，我們更
時常被他幽默的性格感染至抱腹大笑。

還記得與區校長在學校簡介會的初次見面，很認同區
校長所介紹的學校理念。簡介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完
成，我在會後更 與區校長暢談對現今教育的看法，實在
是獲益良多。當時已感到這位校長與別不同，深深感受到
他用心愛孩子的一面，期望兩位子女能夠考進這所學校就
讀。

幸運地，兒子在自行派位階段已成功獲得學額，而女
兒亦在兩年後跟隨哥哥入讀。區校長給人最深刻的印象，
相信必定是每天站在學校門前的樣子吧！不但耐心地為家
長解答查詢，亦會關心進校的學生，有這樣一位熱愛工
作、不辭勞苦的校長，實在是學校的福氣啊！

子女在校就讀的4年期間，我有幸參與學校的家教會
工作，增加與老師和校長的合作機會。相處時間多了，更
能體會區校長積極、樂觀、處變不驚的態度，能夠面對不
同場合的突發情況。很能幹！總之，有校長在，我們便放
心了！

想不到這麼快便到區校長榮休的日子，我們不會忘記
區校長每天歡欣的笑容，在此祝願區校長繼續活在主的恩
典內，愉快展開人生的另一頁，為追尋自己夢想也好，為
休養生息也好，希望區校長能夠好好享受完全屬於自己的
時間空間！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主佑！

2019-2020年度家教會副主席 林潔明女士

時光荏苒，認識區校長已經八年有餘。回想當年第一次送大兒子上
學，我們在校門已經感受到區校長和藹的笑容。做一件事不難，難的是每
天堅持做同一件事。區校長除了有要事辦，每天都會站在校門迎接每一位
師生，直至今天送小女兒上學，風雨不改。一個簡單的舉動，一個無聲的
感染。

區校長的這份堅持，也在日常工作中予以體現。他用心帶領著我們學
校的每一位師生，創新改革，積極應對每一個難題，交出一份份漂亮的成
績單，締造出一個個傲人的成就。春風化雨，桃李滿門，用在區校長身上
一點也不誇張。

未來的教育道路上還有出類拔萃的後浪。作為前浪的區校長多年為教育事業付出無數的心
血，兢兢業業。現在，區校長退休在即，除了師生，作為家長，我們同樣不捨，僅以最真誠的祝
福，希望區校長在人生的下一個階段，繼續享受美好的未來。

2014-2017 年度家教會主席 陳嘉敏女士

從我 入 讀 慈 千 小 學 到 現
在，認識區校長已經有四年了。
區校長友善又幽默，深受同學愛
戴。

記得在一年級結業禮時，
我們班的第一第、二第及三名都
是女生，區校長在頒獎 打趣

地說︰「是否男生笨一點，為何得獎的全部都是
女生?」他引得全場人士都哈哈大笑。

又記得有一次，我幫老師拿作業本上六樓
時，我遇到了區校長，他摸著我的頭說︰「你幫
老師拿東西呀，真乖！」這兩件事都令到我很難
忘。

現在區校長要退休了，我在這裏充心祝福
他，榮休後要健康愉快！希望區校長退休後會多
點回來學校探望我們。

4A  李青霞

尊敬的區校長︰
我聽聞您快要退休，我真

的很依依不捨呢！我猜您應該
也不捨我們吧? 在我心目中，
您是一位和藹 親，又親切的
一位好校長。

從我準備來到這間學校升
讀小一時，我猜這所學校的校長是一位親切的
人，結果真的被我猜中了！

有一次，我在六樓教員室外當值，您摸摸
我的頭，說︰「能在六樓當值的同學，一定要
很乖的呢！」聽完您的話後，我的心一直在怦
怦地跳。

在結業禮上，我在 上接受頒獎時，看見
您用充滿鼓勵的眼神看着我，我便下定決心要
好好繼續努力讀書，天天向上。

我希望您在退休的日子中， 以生活得快
快樂樂，身體健健康康！

4A 羅樂彤
 

區校長，感謝您讓我入讀這所我
從小就夢寐以求的學校，改變了我小
學階段六年的命運。得知您快要退休
了，心裡有一些說話想告訴您。

每天上學時，校長都風雨不改地
站在學校門口，滿懷笑容地跟同學們
打招呼，尤如春日和暖的陽光，這個

舉動令我十分感動。
這些年來，除了您沒有在學校的日子，您即使

聲音沙啞或喉嚨疼痛，每天放學時都會帶領同學們祈
禱，從沒有一天例外，我非常敬佩您的基督精神。

儘管您退休後，我們再見到您的機會不大，但
您 親的笑容和溫柔的聲音，將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
裡。

最後，願您退休後身心健康！

5D梁潔銘

親愛的區校長，感謝您為我們服
務了這麼多年。現在，您要榮休了，
我們真的十分不捨!

記得我第一次參加手鐘隊比賽，
我在出發前緊張得手心冒汗，突然您
走過來溫柔地鼓勵我們 :「不用緊張，
要好好享受比賽的樂趣。」我頓時心

情平靜下來。
校長，您真是學識淵博，常常會引用一些聖經故

事去教導我們，鼓勵我們。
雖然不捨，但請別忘記我們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每

一位同學，希望您好好地享受退休生活。
祝你
榮休後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6A 張樂心
區校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您就要榮休了。我們
全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感到十分捨不得，相信您也是一樣捨不得
我們吧！ 

每天上學時，您總是風雨不改地在校門口等候著我們回
來；下雨天時，您更會拿著一把大大雨傘來迎接我們；在我們
到學校門時，您必定會跟我們說一句 「早安」。 您就像一位

慈祥的父親，讓我們感到十分溫暖。  
校長，感謝你在得知我參加校外舞蹈比賽後，常給予我無限的鼓勵和支

持，我不會忘記你那親切的笑容。  
校長， 我們再見了，衷心祝你榮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6A 胡嘉雯

學生心聲

學校是哺育我們成長的搖籃，而搖籃旁邊的人正是慈祥的校長，他給予我們的關
懷，令我們 以茁壯成長。

在平日的祈禱，校長不斷教導我們一些做人的道理，讓我們受益深遠。校長是我
心目中的偶像呢！謝謝您對每一個學生悉心的栽培，令我們得到不同的成就。在此，
我特別感謝校長為我們做的一切。

知道您快要退休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您的悉心教導；還有您站在校門外，帶着
微笑和我們打招呼的臉孔。

感謝您！我們親愛的校長！
5D 林瑋欣

值得一提的是4A羅
樂彤及李青霞同學，她們
分別為區校長精心設計心
意卡，盡把心聲及祝福都
寫在卡裏，區校長收到一
刻，隨即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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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分享

在我的心目中，區校長是一
位和藹 親的校長。每天早上，都會
見到他精神抖擻地站在校門前，迎接
每一位回來慈幼大家庭的學生。此外
，他亦積極參與這個大家庭的大小活

動，並時常與學生、家長和老師保持良好的溝通，耐心地聆
聽我們的需要，把關懷和愛護潤澤我們的校園。

區校長，感謝您對這個大家庭的付出，欣賞您認真的
態度和對教育理念的熱誠。祝您退休後一切順利，與朋友、
家人其樂融融，平安幸福。

容安庭老師

不經不覺與校長共事了十五年了，其中有九年的時間，本人是以副校長的身份跟區校長合
作。這段期間，我們經常會商討學校的工作及交換對事情的看法，久而久之這令我更了解區校
長。在校長退休前，我也想與各位分享一些我從區校長身上學得到的東西。

在生活中，保持內心正能量，以正面的思維處理工作。每日，我們都會遇到來自不同學校持
份者各式各樣的問題，當中的問題、困難或是微不足道，或是影響深遠，無論怎樣，校長都會積
極面對，做好準備，思考對策，用盡 行的方法，認真、切底去解決難題。「有問題就會有解決
的方法，認真做好的話，說不定是一個發展的機會。」我仍謹記他這一句話。我相信除了我外，
其他的同事也會感受到區校長這一份正能量。

信靠天主，時常祈禱。我相信支持校長有這一份正能量，是來自他對天主的信靠，一份堅定
的信德。他還會感染身邊的人，跟他聊天時，他會與學生和老師分享一些是聖言的道理，希望大
家 以找到活在聖言中的方法，他也會提到如何對待身邊的人，特別是要我們善待學生。他更常
提到天主經上的一句「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以 囑同事要避開誘惑，做正確的事。當做好一切
準備，但仍遇到人力不 為的情況，校長會鼓勵我們向天主祈禱，請求天主引領，為學校作出最
好的安排。在生活中，區校長一直教導同學要多祈禱，多與天主溝通，有了堅強的信德，內心自
然就會滿載力量，不怕任何困難。

最後，希望校長在退休後，在人生新一階段時， 以繼續享受喜樂和平安的生活。主佑！
梁漢夫副校長

區校長
感謝您為學校的付出，感謝一

直以來的教導。
祝  退休生活愉快

 基 (梁漢基副校長)

區校長快將榮休，心中有點不捨得。 
區校長不單是慈幼葉漢千禧小學的校長，亦
是我的「良師」- 作為一個慈幼葉漢千禧小
學老師的老師，教導着我。

感謝校長多年來為學校貢獻良多，盡
心盡力地帶領教師團隊邁步前進，成為專業
的教師團隊。感謝校長的鼓勵和教導，讓我
在教師專業發展上，知識、能力、態度都得
到提升。

感謝校長積極推展全人教育，學生在不
同的活動中獲得寶貴的學習經歷，使他們在
學業以外，在體藝或其他方面，也能找到自
己的的舞 ，發光發熱，活出信、望、愛。

很喜歡校長在早會上，分享聖言、聖
經故事及領禱，帶領學生(包括了本人)認識
天主，把愛的種子撒在學生心中，讓他們學
習善待周邊的人，時常喜樂，心存感恩，回
應天主的召叫。

最後祝願校長退休生活美滿，健康、
平安。

  謝志森主任

親愛的大肚子校長:
記得初認識你的時候，你的肚子好像比現在小

得多呢!不過，日子一天一天過，你的肚子亦一天比
一天大， 是你走路時的步履總是那麼輕盈，工作
時的步伐總是那麼的瀟灑，解決問題時總是那麼的
充滿智慧、有條不紊。如果肚子越大，代表工作能
力越高的話，我也想有一個大肚子吧!當然，你為

「慈幼葉漢」付出的一切，是有目共睹，無人能夠取代的。現在，你
的教學生涯畫下了一個休止符，這只是給你稍微休息的休止符，因為
你人生另一個精彩的樂章才剛剛開始呢!

相信以你的工作能力，很快會成為你太太的得力助手，洗衫煮飯
不能避免。記著不要太辛勞，要和家人好好享受退休後的每一天，如
果偶然想起我們這一班好戰友時，就馬上回來看看我們吧。最後，由
衷感謝你對我十多年的悉心指導，令我明白到何謂教育。校長，退休
快樂!                 

                                               邱德輝敬上

  
「校長，學生在參與歷奇活動時， 以進行懸繩活動嗎？」

想不到校長的回覆是：「最好啦! 學生就是需要這些經歷。」
自區校長上任後，委派訓輔組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為學生安排
歷奇活動，因為他希望學生能在經歷中學習，在逆境中奮鬥過
來。

延續鮑聖預防教育法精神   陪伴學生成長
在學生失落時，區校長會陪伴他們到思高小堂祈禱；在

學生迷網跌倒時，區校長會陪伴他們面對問題，找方法去改掉
陋習；在學生開心時，區校長會買雪糕和他們分享喜悅......

區校長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校長，相信學生對他快要
榮休，都會十分不捨的。

譚慧雅主任

區校長：
時光荏苒，轉眼間已與您共事十數年

了，您對學校工作總是投入、充滿幹勁，
非常感謝您多年來對音樂課科科組和舊生
會的支持。

每次外出的音樂表演或比賽，只要您
時間許 ，您也會到場支持。您的出現無
疑是對學生和老師很大的鼓勵。

在每一項舊生會的活動中，您都會身
體力行去支持我們。尤其是聖誕節的燒烤
活動，您總會為我們預備糖水或水果，從
沒間斷。在此，再次感謝您為我們所作的
一切。

願您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繼續帶着
天主給您的恩寵，造福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主佑平安﹗

梁嘉麗老師

區校長於九月
份就要退休了，我們
真的感到依依不捨，
但天下並沒有不散之
筵席。祝福他退休後
的生活多姿多彩，踏
上人生的另一階段，
自得其樂。

許世萍工友

當答應在《耕耘》寫一些分享給校長時，
沒半點猶疑。那刻在腦海中搜尋，覺得 以寫的
事情多的是。 是，當真正要下筆時，又有點不
知從何說起？或許就從我當初接任課程工作時說
起......

那時，自己對很多課程方面的理念、如何
實踐、推行等仍未熟悉，當與校長討論課程問題

時，自己往往有點手足無措，有時只好支吾以對。校長又喜歡
提出問題引領思考，而不會直接把答案告訴我，更令我暗地裡
冒汗呢！這些年來，在校長帶領下，學校課程發展的方向、政
策制定、資源編配等更趨完善，這是值得我們欣喜的。

校長對每件事情都有獨特的看法， 以與你侃侃而
談，令你得到很多啟發；校長常說對待任何工作，應抱着
「讓我來」的態度，他並不是隨便說說的。當看見他在工
作上面對挑戰，仍能笑着面對，還說「多謝天主」讓他承
擔時，不期然佩服他那份堅定的信念。

許許多多的事情組織成為校長給大家的印象：自信、
才幹、承擔、遠見、靈活、果敢……相信校長永遠是大家
心中的校長。在此，送上對校長真誠的祝福，祝願校長身
體健康！生活愉快！

吳寶燕主任

Dear Mr Au,
We wish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you for your guidance and support over the 
years. Our school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immeasurable ways as a direct result of your 
distinguished and thoughtful leadership.

Your care for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compassion for the teachers and staff as well 
as your dedication to the school have encouraged us to thrive 
during difficult times and to relish every happy moment.  

We wish you health,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as you embark 
on a new stage in your life!

God bless,
Ms Pang Wai Ying

感謝區校長在這幾年對圖書館及閱讀的支持！
校長很多時會於小息或午膳時到圖書館來，與學生
傾談及分享。

記得有次，我們整班圖書組同事正為「慈幼閱
讀嘉年華」活動，申請新閱會「閱讀．分享」 閱讀
推廣贊助計劃擬寫計劃書，大家正為活動名稱和概
念問題於圖書館苦惱時，校長正因經過而進入圖書館。他聽了我們的
問題後，即時與我們商討，給予意見，第二天更將我們商討的活動構
思和概念連貫一起，寫下了他的想法，交給我們參考。這對我們一組
來說，很是鼓勵和幫助，我們隨後亦依著他的方向構思活動。結果，
我校於新閱會「閱讀．分享」 閱讀推廣贊助計劃獲得銀獎。真的感
到鼓舞！

在此祝福校長，退休生活愉快！
鍾絮蘭老師

延續鮑聖預防教育法精神   帶學生走出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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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時光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千言萬語，總離不開不捨、感激！衷心祝願區校長在退休的生活裡健康愉快、幸福美滿！珍重！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全體職工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千言萬語，總離不開不捨、感激！衷心祝願區校長在退休的生活裡健康愉快、幸福美滿！珍重！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全體職工

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十五載荏苒而過，區校長退下戰線後，隨即由黃偉堅校長接棒，出任慈千家庭的大家長。於

下學年九月開學前，就讓黃校長在此先自我介紹一下吧! 

本人黃偉堅很榮幸獲慈幼會中華會省及中央秘書處的信任，委任成為慈幼葉漢千禧小學第四
任校長，能成為慈幼會大家庭的一份子感到很高興和很驕傲。在此本人非常感謝歷任校監、校長，
特別是校監謝家賢神父、許繼祥校長及區志成校長，過往領導全體師生共同努力為慈幼葉漢千禧小
學打造良好而穩固的基石。

本人從事教育工作廿五年，曾任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副校長，二十年學校行政經驗，專職課堂研
究、學校改善及發展、學校外評及自評、德育及情意發展、多元智能培育及家長支援。學歷方面，
本人榮獲教育文學學士（一級榮譽）、學校改善及領導文學碩士學位，為樹立終身學習的榜樣，仍不斷進修和思考行政管
理及教育的深層意義，先後完成工商管理學位、宗教及道德教育文憑課程，獲優異嘉許。工作成就方面，本人曾榮獲楓葉
園丁獎、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學校教練獎，曾領導團隊與數碼港協作籌辦第一屆數碼運動會。本人非常著重兩文三語培育、
STEAM 課程、身心靈健康、多元智能及資優培育，讓學生在成長中找到智慧和喜樂，在天主的愛內塑造優良的個人特
質，以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本人會致力在法團校董會的支持和領導下貫徹天主教會及慈幼會的辦學理念，效法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以理
智發揮正確人生觀、以宗教之善薰陶品德，以仁愛親切之情循循善誘;以教育作福傳，藉福傳施教育，把喜樂的福音帶給
兒童及青少年，造就他們人格成長，活出快樂的人生。本人期望未來的歲月在校園裏與各位同學和家長一起成長，享受學
習，共同進步，使學校成為學習的樂園。領導全體教職員團結齊心，與各持份者協力推動學校發展，實踐愛主愛人的精
神，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向前邁進，繼續成為區內受社區、家長和學生歡迎的優質公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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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閱讀   共享悅讀多元閱讀   共享悅讀
圖書組於本學年繼續為學校提供不同類型的閱讀活動，讓學生、老師及家長都能感受閱讀的重要性和樂趣。我們帶

領部分學生更走出校園，參與校外不同閱讀活動，並得到嘉許和表揚。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圖書組的活動吧！

圖書組    鍾絮蘭老師

同學於新學年都很期待到圖書館借閱圖書及使用館內設
施，惟圖書館通常於十月才開放予同學使用。本學年圖書館
舉辦了「圖書館優先場」活動，讓在閱讀約章第三期(舊稱暑
期閱讀約章)獲得證書的同學， 於九月下旬優先到圖書館借
閱圖書及使用館內設施，並為自己訂立新學年在閱讀方面的
目標及願望。

此外，近年因資訊泛濫，面對各種真假資訊，學生更需具有辨
別資訊及篩選資訊的能力。圖書館於館內設立了資訊素養壁報板，並
於十二月時進行了資訊素養問答活動，以提升學生辨別及篩選資訊的
能力。

圖書館優先場及資訊素養壁報

在去年八月，我校邀請家長會Mr Conrad Wong (肥哥哥) 到校為
全校老師主持閱讀工作坊，講解選書及推介圖書技巧，令我校老師獲益
良多。

本學年圖書館繼續有「書海漫遊」圖書推介活動。本校老師會於午膳時段到圖書館，透過
不同類型的互動活動向學生推介圖書，除了讓學生認識學校不同館藏及擴闊學生知識面外，亦能
從活動中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教師閱讀工作坊及書海漫遊

本校於本學年繼續參與由香港教育城提供
的E悅讀學校計劃，該電子閱讀平 有約500
本電子書， 供學生閱讀。在2019年12月，
圖書組亦與資訊科技組合作，為家長舉行了兩
場E悅讀親子閱讀工作坊，讓家長及學生一同
學習如何使用此閱讀平 。

OPAC 2.0及E悅讀計劃親子工作坊

本學年圖書館仍保持每月有「故事家長講故事」的活動。故事
姨姨為一至三年級同學在圖書館或課室分享不同類型的故事，讓學
生享受閱讀的樂趣。

圖書館於2019年10月為故事姨姨一連兩次舉辦了故事家長工
作 坊 。 工 作 坊 由 家 長 教 師 會 贊 助 ， 由 S e e d s 兒 童 書 店 創 辦 人
Joyce Tam主講。Joyce於工作坊分享如何透過繪本引領孩子情
緒健康發展，故事姨姨均表示獲益良多。

此外，本年度圖書館的家長義工除參與包裝圖書工作外，也協
助圖書館於早讀時段借還英文圖書，以及協助整理圖書館書架工作。
在此，圖書館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的積極參與。

故事家長講故事及圖書館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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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營造閱讀氛圍，於2019年6月26日舉行大型閱讀活動 -「慈幼
閱讀日」，作為2018-2019年度全年推動閱讀活動的總結。「慈幼閱讀日」
讓學生透過參與各項活動，得到不同的閱讀經歷，從而獲得愉悅的閱讀體
驗。

當天節目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禮堂進行的綜合活動及表演；
第二部份為科組主持的攤位遊戲。「大型綜合節目」是安排一至六年級全
體學生參與的表演節目，主持的教師及學生化身成為經典故事角色，主持
一系列節目，包括：公佈10大慈千好書龍虎榜、書海漫遊馬拉松、圖書館
吉祥物選舉、廣播劇、扮演書中人活動等。由各科組教師為高低年級學生
設計「攤位遊戲」，分時段提供逾十多個與閱讀相關的攤位活動，讓學生
自由參與。

作為學校首次舉辦的大型閱讀活動，「慈幼閱讀日」帶給學生十足的
新鮮感。當天師生全情投入，氣氛熱烈，學生感覺極有興趣。下次「慈
幼閱讀日」將於2021年下學期舉行，屆時定會再次為全體師生帶來一次難
忘的閱讀體驗。

慈幼閱讀日

本校參與了新閱會「閱讀.分享」校園計劃。當中，6C 班呂栢豪同學及圖書館主任
鍾絮蘭老師獲表揚，分別成為「喜閱之星」及「喜閱老師」，以嘉許他們過去一年在參
與閱讀活動上具優異表現及推廣閱讀的努力。以下是呂同學的獲獎感受：

新閱會喜閱老師及喜閱學生

早前，葵青區三間公共圖書館同時舉辦了「小小圖書館員」工作坊。本校有五名學生獲邀參
與此活動。在工作坊中，他們了解到公共圖書館的各項設施用途和服務流程，親身體驗圖書館的
工作、學習圖書分類法和搜索館藏技巧等。以下是他們參與是次工作坊的感想：

2019/20 香港公共圖書館葵青區「社區參與計劃」活動—「小小圖書館員」工作坊

6C 呂栢豪
我很榮幸獲得新閱會「喜閱之星」的獎項。我從五年級開始

便很想在閱讀方面努力，想不到自己真的 以站在 上領獎，令
我感到十分喜悅。未來我想帶領更多同學去閱讀，還有我想感謝
天主的眷顧和鍾老師給我這次獲獎機會，令我吸收更多的經驗。

5A陳穎然
透過這次活動，我了解到香

港公共圖書館的人手架構，更學會
了圖書分類法，這些知識有助我在
學校協助老師們整理書架和圖書館
的管理工作。

5A麥佳怡
透過這次活動，我認識了公

共圖書館的人手架構，如館長、
文書助理員等，還有公共圖書館
的類型，原來流動圖書車亦是圖
書館其中一個類型等。我會將今
次活動所學的知識，協助老師管
理學校圖書館。

14



「我今天要介紹的圖書是......」試想像眼前只是一位一年級或二
年級的同學，在老師面前，充滿信心地簡介一本圖書的內容，並分享自
己最喜歡情節及理由，這是如何做得到的呢？

安排家長帶子女回校參與「閱讀加油站」的評估，今年已是第二
年進行。當初校方為何有這一個大膽的構想呢？學校2018-2021的關
注事項是「學校整體具有良好的閱讀氛圍」，校方積極鼓勵學校各持分
者參與推動閱讀的工作。我們在重新設置一、二年級的閱讀加油站活動
時，首先請中文科任為學生選取指定繪本：一年級的繪本是《什麼都不
愛吃的皮皮》；二年級的繪本是《我是一隻噴火龍》。然後，中文科教師於課堂進
行教學，向同學講解故事內容，指導同學如何說故事；完成課堂指導後，讓同學把
繪本帶回家練習；家長 以參考學校提供的教學片段指導子女，與他們一同練習說
故事，這是一項很好的親子活動；最後，家長於指定日期時段帶子女回校，參加評
估。整個設計，有完整的「教-學-評」設置，亦為家長提供足夠的參與機會與支援。

評估當天，學生懷着一份既期待，又興奮的心情回校。小小年紀的他們，手持
一本色彩繽紛、份量十足的繪本，在老師面前瑯瑯上口說故事。完成評估後，他們
手上拿着小海豚貼紙及一份小小禮物，興奮地跑到家長面前，喜形於色地與家長分享
自己得到老師的稱讚，就 以知道這次的評估為他們小小心靈加強了一大步信心。

期望家長繼續支持學校的各項活動，給予學校更多正面的評價，讓學校在推行
新政策時更具信心，共同為學生謀求福祉。

吳寶燕主任

一、二年級閱讀加油站一、二年級閱讀加油站

▲ 同學正準備參加評估，
看他們多認真！

▲ 我們多有信心呢！

▲ 完成評估後，收到小海豚
貼紙及禮物

大家 以透過以下兩個QR code觀看有關得獎影片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推廣
閱讀活動—家長參與部分

4A 林思盈《小紅帽》圖書
介紹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由教育局主辦，目的是嘉許學生分享閱讀經驗，以及表揚學校在培養學生建立閱讀習慣、
積極參與不同閱讀活動、持續營造閱讀氛圍和推廣閱讀文化方面的努力。

十分榮幸，本校介紹學校閱讀活動的影片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推廣閱讀活動—家長參與部分》於學校組中獲得特
別嘉許獎，這個獎項肯定了學校及家長義工在學校推廣閱讀文化方面的努力。另外，4A班林思盈同學亦於學生組中獲得
喜「閱」學生嘉許獎。以下是林同學的獲獎感想：

教育局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4C 何洛澄 
能參加這次小小圖書管理員

工作坊訓練，我感到十分開心。
因為在這次訓練裏，我知道了很
多有關圖書館發展的歷史，更學
到一些管理圖書館的技能，如包
裝圖書、尋找圖書的方法。

我還要多謝鍾老師，因為她
給我難得的學習機會，並鼓勵我
參加這次訓練，令我對圖書館管
理有更多認識。

4C 余希晨
我參加了公共圖書館「小小圖書

館員」工作坊。在這個活動中，我學
會了如何把圖書分類，在館藏中除了
書本外，還有CD、DVD及歷屆公開
試的試題等。另外，除了分區公共圖
書館外，還有流動圖書館及部門圖書
館......令我獲益良多。

最後，我要多謝鍾老師給我這次
寶貴的經驗。

4C 李天欣
當我完成圖書館管理員三次訓練後，

我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我學會了很多不
同知識，例如包裝圖書、整理書架和搜
索圖書等。我期望 以把從工作坊中所
學技巧，應用於學校圖書館服務上。

4A 林思盈
我十分感謝李善彤老師給我機會，於慈幼

閱讀日「扮演書中人」活動中分享《小紅帽》這
本圖書。在訓練分享圖書初期，我和兩位朋友一
同參與故事分享訓練，沒想到後來我被老師選中
作故事分享，錄製影片，並獲得喜「閱」學生嘉
許獎，令我感到很驚喜。我很感謝李老師利用不
少她的休息時間來訓練我，令我有最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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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挑戰影片截圖

▲ 羅老師挑戰影片截圖

▲ 夫副校挑戰影片截圖

▲ 基副校挑戰影片截圖

▲ 校工叔叔挑戰影片截圖

停課不停學之「Salesian Challenge 慈幼大挑戰」停課不停學之「Salesian Challenge 慈幼大挑戰」

第二期教學影片  

第一期教學影片

學生感受：

▲ 我們分享「愛的經驗」!

2020年1月14日，本校慈青善
會同學懷着興奮的心情往「扶康會葵
興中心」探訪智障人士。榮獲銅紫荊
星章的扶康會創辦人方叔華神父提醒
我們，「智障人士」其實跟我們一
樣，都是天主所鍾愛的子女，大家要
一起學習如何去愛。

我們抵達扶康會先了解如何與學員相處，大家初步認識後再
由學員分享近況。接著，我們透過有獎問答遊戲學習互相包容、
欣賞，與及發現對方的優點。隨後，同學還和學員合作一起製造
兩款可愛的老鼠書簽，並在小食會中邊吃邊分享，大家在歡樂的
笑聲中結束探訪活動。

這次活動讓我們發現原來和學員相處不但沒有困難，反而內
心感到非常喜樂呢！相信就是因為大家懂得互相包容、互相欣賞的
時候，天主的愛就在我們當中。「如果我們彼此相愛，天主就存留
在我們內，祂的愛在我們內才是圓滿的。」（若一4:12）

譚潔慧老師

▲ 我們在學習中更明白「智障人士」的處境!

6C  張嘉妍
這次活動可以加深我對智障人士的認識，而且亦學

習如何和他們相處。我覺得能夠和他們一起玩耍是很開
心的事！這次探訪活動讓我學到要熱心幫助別人，而且
應該多點探訪有需要的人呢！

6C  陳家琪
這次探訪活動可以使我更加認識智障人士的需要，

和怎樣與他們相處。跟他們做朋友是很開心的，我們應
該多爭取和他們交流的機會啊！

慈青善會 - 探訪扶康會慈青善會 - 探訪扶康會

雖然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同學未能回校上課接近4個多
月，但為了鼓勵同學保持強健體魄，培養每日做運動的習慣，
體育科於停學期間在 google classroom 開設「Salesian 
Challenge - 慈幼大挑戰」活動。活動目的是為同學定立不
同的挑戰目標，並配合體育課堂上的基礎活動理論，讓同學及
家人即使留在家中，也能跟隨教師的教學講解及示例做運動。

是次活動吸引全校超過140名學生參與，部份同學及家
長更花心思為挑戰影片配上音效，師生在課室留言板上亦互
相勉勵，充分體現慈幼會充滿喜悅及關愛的大家庭理念。

最後，體育組希望同學能在疫情下仍能保持每日勤做
運動，與家人一同以強健體魄共渡難關，積極面對挑戰，加油！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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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上學期活動分享中文科 上學期活動分享

組別

第三屆全港中小學校訓演講比賽

粵語組 5C 陳學鉦 季軍

班別 姓名 成績

在本學年，同學們都參與了不同的中文科活動。是次邀請了數位同學跟大家分享心得，老師們期望下學期也能為大
家帶來更多活動呢﹗

陳淑娟老師

▲ 我們是有姿勢又有實力呢﹗

▲ 陳學鉦

5C   陳學鉦
因為是第一次參賽，所以我懷着

好奇和興奮的心情去準備，由於需用
嚴肅的態度來演繹校訓意義，令每次
練習也不容易。比賽時，其他的參賽
者表現出色，雖然增添我不少壓力，
但是幸好得到媽媽和陳老師的鼓勵，我的自信又回來了，
最後我有幸獲得季軍。這次比賽，我體會到「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最後，我再次感謝父母的支持和鼓勵，陳老
師悉心的教導和天主的祝福和保守，令我演出成功和取得
優異的成績。

▲ 隊員代表跟評判合照

▲ 同學送上小禮物，感謝高老師的用心教導

5A

5B

5B

5C

5D

5D

5E

6B

6B

6D

6D

6E

麥曉亮

馮彩烔

林澤辭

郭子晴

吳佩芝

文靜敏

黎芷晴

高卓嵐

沈靜彤

蔡思敏

黃本協

李詩爖

5B

5B

5C

5C

5D

5D

5E

6B

6B

6D

6E

陳芷晴

李曉欣

陳 喬

廖進華

林詠欣

謝俊希

莫梓涵

李曉嫻

溫嘉麗

徐樂瑤

陳翠玲

5B

5B

5C

5C

5D

5E

5E

6B

6B

6D

6E

張子朗

梁詩韻

陳凱莉

黃嘉俊

梁潔銘

陳夢祺

謝卓敏

盧顥元

葉思雅

利民樂

范茵喬

5B

5B

5C

5C

5D

5E

6B

6B

6C

6D

6E

張詠欣

李雅淇

陳怡彤

楊彤菲

林瑋欣

周樂柔

湛穎聰

呂嘉兒

李梓瑩

呂晉民

劉穎欣

詩詞集誦

組別

五、六年級 冠軍

年級 成績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5A   麥曉亮
比賽時，大家在祈禱，祈求天主祝福我們，陳老師和高

老師也一直安慰我們不用太緊張。最後，我們在天主的祝福
下拿到了冠軍，我真的很激動。我非常感謝三位老師，因為
她們都很認真地教導我們。其中陳老師感冒了都仍繼續和我
們練習。高老師、陳老師和吳老師，辛苦了！

5B   梁詩韻
每次練習，雖然遇到不少困難，但我都們懷着既開心又

緊張的心情面對。在這次比賽中，我學會了無論有多困難的
事，都要克服它。此外，我也想感謝高老師、陳老師、吳老
師和吳主任，因為她們用心教導我們，吳主任也給我們一些
表演提示，我們才能拿到冠軍。

5B   馮彩烔
在陳老師和高老師的教導下，我們愈來愈有進步，她們

也常鼓勵我們好好練習。比賽當天，兩位老師看到我們十分
緊張，所以不斷鼓勵和提醒我們放鬆，盡力比賽就好了。最
後我們勝出並獲得冠軍，我非常興奮﹗因此，我想感謝高老
師用心教導我們，謝謝老師！

5C   黃嘉俊
在我堅持努力，多次練習

後，我終於能跟同學好好「合
拍」演出了﹗所以在這次比賽
中，我學會了「要團結」，也
想感謝陳老師、吳老師和高老
師，因為他們是在每一次的練
習 也 很 用 心 地 教 導 和 指 導 我
們，令我們 以在比賽中做到
最好，回應天主召叫。

5C   陳凱莉
準備過程中，幸好得到三位老師的教導，我們不但克服了不

少困難，而且進步神速。比賽時，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 。
結果，我們獲得冠軍﹗在整個比賽中，我學會了做事要認真，才
會有好結果，所以，我想感謝三位老師，因為她們為了我們付出
很多。謝謝你們﹗

中文集誦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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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城 創作獎勵計劃2018/19 第二期 小學組

蔣楊洋 六甲班 (1819年度) 

獲獎項目(個人)：
小學組 閱讀隨筆 冠軍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讀後感
小學組 最受歡迎作品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讀後感

▲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
     讀後感

▲ 6A  蔣楊洋

5C   楊彤菲
今年，我再次參加了中文集誦比賽。比賽時，我的心

情非常緊張。 幸是，我們獲得了冠軍，大家都興奮得
跳起來。因此，我想感謝陳老師、吳老師、高老師和各
位隊員，因為我們不斷的支持和鼓勵對方，回應天主的
召叫。

5C   陳 喬
在比賽前，陳老師和高老師悉心指導我們，幫助我們

克服種種困難。比賽當日，緊張的我全力以赴出賽。通
過這次比賽，我學會團結合作精神的重要性，而且我真
的想感謝陳老師和高老師，我也決定以後都會認真努力
面對每一次的比賽。

5D   梁潔銘
感謝陳老師和高老師像是魔法般悉心教導我們，她們

甚至犧牲休息時間，陪我們練習。比賽時，我們一踏進
場地，就緊張得語無倫次；上 時，我的身體更不由自
主地顫抖，手心冒汗，彷彿一隻活潑的小袋鼠再亂崩亂
跳，笑容逐漸變得僵硬。突然，我想起老師曾說：「緊
張時 望向遠方。」我馬上依着做，我頓時回復冷靜。
最後，比賽有驚無險地完成了，當評判宣佈冠軍隊伍竟是
我們，我們真的笑得比太陽更燦爛呢！

5D   吳佩芝
比賽前，我最擔心是沒時間去練習，但是我們最後克

服了這問題。比賽時，我非常緊張，感恩我們最終獲得冠
軍。在這次比賽，我學會了團隊精神的重要。我也想感謝
媽媽，因為她在一直陪我準備比賽。

5D   文靜敏
今次比賽，我們都留意到問題所在，因此我們就不斷

練習。最後，我們多次的努力下，終於克服困難並奪得
冠軍，令我感到很愉快。我最想感謝的人是高老師和陳
老師，因為她們悉心的教導我們。

5D   陳怡彤
比賽前，雖然我遇到不少的困難，但是我沒有放棄，

在整個準備過程中，我想感謝陳老師，因為比賽前她都
教導我們朗誦技巧和在比賽中注意的地方，我也學會了
有努力才 以拿到好的成果。

5D   謝俊希
由於停課關係，使練習次數減少了，但是卻令我們更加珍惜

練習時間。愈接近比賽，我們的心情也變得更加緊張。就在上
的前一刻，我們的領隊老師鼓勵我們：「齊心便事成。」最後我
們在比賽中獲得了第一名，當時我們興奮得情不自禁地大叫起來。
到今天我明白到一個道理：付出不一定有收穫，但不付出就一定
沒有收穫。

5E   周樂柔
比賽前，縱使我不停用心準備，仍遇到一些困難，幸好在我

的好朋友一直鼓勵我。比賽時，我帶着緊張的心情順利完成表演。
在這次比賽中，我學會了要努力學習，才會有好結果。最後，我
最想感謝高老師，因為她非常盡心盡力地教導我們。

5E   謝卓敏
在比賽前，雖然我努力地練習，但當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幸好

同學一起和我去克服那些困難。最後，我們順利完成比賽和奪得冠
軍。我感受到「 上一分鐘， 上十年功」這句話，是真的！

5E   黎芷晴
練習時，在高老師的指導下，我們全員上下一心，克服種種

困難。比賽的時候，我們緊張不過，但感恩我們得了第一名！我
們開心得歡呼起來。評判還稱讚我們非常有團隊精神呢！這次比
賽中，我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此外，我想感謝高老師和陳老
師，因為她們一直為我們不斷付出，所以我非常感謝她們。

5E   陳夢祺
在老師教導和鼓勵下，我們的表現日見進步。高老師也一直

鼓勵我們：「加油！你們一定 以的，相信自己！」當我們朗誦
完了，不但全場拍起手來，高老師更舉起兩隻拇指稱讚我們呢﹗
這次比賽中，我感到很開心和學會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而且只要認真去做事，天主一定知道。我非常感謝陳老師、吳老師
和高老師，因為她們勞心勞力指導我們，也給予我們支持和勇氣。

6C   李梓瑩
比賽前，一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馬上請教同學，然後再努

力練習。當知道我們獲得冠軍，我們都非常興奮，老師也稱讚我
們。在這次比賽中，我學會做事要努力，才會有好結果。最後，
我最想感謝陳老師和高老師，因為有她們的悉心指導，我們才能
成功。

6D   徐樂瑤
比賽前，幸好有好朋友陪我一起去克服種種困難。比賽時，

雖然我十分緊張，但仍提醒自己要努力去比賽。這次比賽中，我
學會了做事不能放棄，要努力去做。在整個準備過程中，我最想
感謝陳老師、高老師和吳老師，因為他們教導了我們怎樣去努力
練習，多謝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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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朗誦比賽
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

4A  何若彤
為了這次集誦比賽，我積極地訓練，

跟同學好好相處，在 上竭盡所能。雖然
在訓練時遇到重重困難，但我和同學仍然
不放棄，最後站在 上，傾力演繹。縱使
今次只是得了季軍，但我們不會沮喪，因
為我相信只要堅持不放棄，就會有回報。
我知道一旦升上五、六年級，就很難有機
會參加普通話集誦隊，所以我特別珍惜每
次的普通話集誦訓練。最後，我還要感謝
李老師、陳老師、伍老師和高老師，她們
在這段時間內經常照顧我們，付出了不少
心血來訓練我們。

3A  林語一
在這比賽中，我能夠竭盡所能回應天

主的召叫。在比賽中得到季軍，我要謝
謝老師和同學們的支持，我感到十分開
心。我一定要謝謝李老師、陳老師、伍
老師和高老師的指導。

3B  楊蕾蕾
在普通話集誦訓練中，我不但 以結

識新的朋友，更能學會和同學們互相合
作，竭盡所能，積極投入訓練，這些都使
我充滿喜悅。我們能夠在比賽中獲得季
軍，最大的原因是得到李老師、陳老師、
伍老師和高老師的支持和鼓勵。我很感
恩，天主挑選了我參加普通話集誦隊，讓
我有機會為校爭光。我也感謝各位老師的
指導，謝謝！

誦材名稱：回向
訓練老師：李善彤、陳玉妹、伍穎茵

普通話集誦隊學生名單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3A

4A

岑樂軒

鄭伊婷

張心愉

黃思博

許卓謙

李潤澤

李亭嫻

林語一

羅金寶

譚浩斌

黃駿凱

黃穎詩

黃逸朗

胡昊羲

曾繁星

3B

3B

3B

3B

3C

3C

3D

3D

3D

3D

3D

3E

3E

3E

4A

梁溎殷

呂芷珊

黃柏誼

楊蕾蕾

梁琪慧

梁雪兒

徐詩雯

馮心怡

葉梓鍵

李穎兒

曾欣桐

林梓康

李文琦

沈珈進

吳洛銘

3E

3E

3E

4A

4A

4A

4A

4A

4A

4A

4A

4A

4A

4A

黃梓晴

黃佩悠

袁鉫澄

錢慧恩

何若彤

林思盈

劉丞晉

李青霞

羅樂彤

丘霈瑩

曾樂怡

徐凱琳

徐舒堯

楊雅妍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3A  李亭嫻
在訓練期間，我能積極投入，

回應天主的召叫。因為有了老師的
鼓勵和支持，我們才 以在比賽中
拿到季軍，所以我非常感謝全部老
師的教導。在這次的比賽中，我學
會了合作精神，更體會到要竭盡所
能，認真投入地去完成每一件事。

3D  葉梓鍵
天主，感謝祢在我們比賽的時候

護佑我們的安全，亦感謝各位老師
的教導，她們在忙碌中仍抽時間指
導我們，這才會有今天獲得季軍的
我們。

3E  沈珈進
在訓練期間，我能夠回應天主

的召叫，竭盡所能，專注，不退縮
地完成訓練和比賽。經過今次的比
賽，讓我學會了合作精神和全情投
入。我要感謝天主揀選了我參加普
通 話 集 誦 隊 ， 也 感 謝 李 老 師 、 陳
老 師 、 伍 老 師 和 高 老 師 對 我 們 的
指導。

4A  楊雅妍
能夠參加普通話集誦隊，使我感到

非常榮幸和開心，既 以為校爭光，又
以和同學們一起朗誦。當我們在訓練

期間遇到困難時，我們都會互相合作和
鼓勵。在老師的支持和鼓勵下，我們都
竭盡所能、認真、投入地完成比賽。最
後，我們獲得了季軍。我十分感謝老師
抽出寶貴的時間來訓練我們及陪伴我們，
所以我想和老師們說一句：「謝謝！」

4A  李青霞
在比賽前，我專注地投入訓練，我們

都十分緊張。幸好老師鼓勵我們去把平時
學習到的發揮出來。我們能在比賽中獲得
季軍，都感到十分開心。我很感謝李老師、
陳老師、伍老師和高老師的指導。在這次
比賽中，我學會了要竭盡所能，努力回應
天主的召叫。如果日後還能參加訓練，我
必定會更加用心，希望將來能為校爭光。

普通話集誦隊同學的感受：

今年，我們以三、四年級同學作代表，
用「以舊帶新」的方式組成了新的普通話集誦
隊，參加本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四年級普
通話詩詞集誦。每位參與的同學都充滿熱
情，積極投入接受訓練，希望在比賽中取得
佳績。

比賽當天，同學們既興奮又緊張，仍
全情投入，全力以赴完成賽事。結果，我們
在比賽中憑着聲情並茂的表現，獲得季軍，實在 喜
賀。

雖然訓練過程是艱苦的，但同學都以堅毅不屈的心
志，竭盡所能，回應天主，發揮實力，希望同學們繼續
保持對朗誦的熱誠，不斷進步，再次為校爭光。

李善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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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第三十六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本校數學校隊在上學期參加了兩個校外數學比賽，這兩個都是有關數學遊戲棋（Rummikub 魔力橋）的比賽。
Rummikub 魔力橋是一個能激發人思考神經的遊戲，它不靠任何數學運算，只需要您運用不同的策略去求勝。它

是一種能加強人對數學的敏感度的遊戲，因玩家在每分每刻都要不斷估計對方會出哪一隻牌，並要為自己的「成功之
路」鋪排策劃。在重複的運算下， 以增加大家對數學的觸覺。

在兩個比賽中，各隊員憑着堅毅、探究的精神，以及對數學的敏感度和觸覺，皆取得優異的成績，為校爭光！我們
期望日後能發掘更多具有數學潛能的學生接受培訓，推薦及帶領他們參加數學比賽，讓他們盡展所能，向大家展現個人
璀璨的學藝成就。

 戴慧燕老師、林佩英主任

6D 蔡思敏

6D 文仲軒

6D 蔡思敏

6D 文仲軒

6D 李栢熙

6D 林浩揚

個人銀獎

個人銅獎

團體亞軍

「圓玄一中盃」Rummikub
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

6D 林浩揚 個人優異獎

獅子盃:
小學Rummikub智力棋比賽

1920校外數學比賽成績(上學期)

校外數學比賽校外數學比賽

▲ 「圓玄一中盃」Rummikub魔力橋
      數學棋小學邀請賽團體亞軍

▲ 6D蔡思敏、李栢熙、林浩揚和文仲軒在「圓玄一中盃」
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獲得團體亞軍。

6D蔡思敏和文仲軒在「圓玄一中盃」Rummikub
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分別取得個人銀獎和銅獎。

▲
 

▲ 6D林浩揚在「獅子盃」
小學Rummikub智力棋
比賽中取得個人優異獎。

5A  賴建熺
「我終於得咗啦！」我很開心，因為我能夠在這次校際朗誦比賽中獲得亞軍。今年是我第五次參加校際朗誦比賽，在以前的比賽中，

雖然我每次都以一分之差與獎項擦肩而過，但是我沒有放棄。每一次比賽我都全力以赴，終於在今年 以得到亞軍。來年是我最後一次
代表學校出賽，我的目標是拿下冠軍呢！最後，我想感謝爸爸、媽媽、公公和婆婆對我的支持，以及薛老師對我的栽培，如果沒有他們，
我也不一定 以拿到獎項。來年我一定會繼續努力，爭取再創佳績!

普通話朗誦比賽
五、六年級男子詩詞獨誦亞軍

我參加了GAPSK香
港校際朗誦節預賽，在這次
比賽中獲得了二年級組的亞
軍。

能夠獲得這份殊榮，我感
到很榮幸，心中除了喜悅，更
多的是感動和感激。在此，
我要感謝薛佳老師，她花了
很多時間來指導我，教我怎
樣運用感情及聲調，使我能
夠超常發揮水準。

透過這次比賽，我也鍛
鍊了自己的膽量，增長了自
己的見識，我會繼續努力爭
取佳績。

2C 黃澄朗
P1-2新詩獨誦 亞軍

2A  鍾希晴 
P1-P2古詩獨誦 亞軍

5A  賴建熺
校際朗誦節預賽 季軍

2C  黃澄朗
第十五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全能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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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

6D  文仲軒
今年，我第一次參加「圓玄一中盃」的「魔力橋」

比賽，獲得個人銅獎和團體亞軍的佳績，感到很開心和
興奮。因為在比賽前，我是抱著「玩遊戲」的心態，所
以不太看重「勝負」，但竟然幸運地取得獎項，讓我對
自己的能力獲得肯定。我很感謝在比賽期間一直支持我
的家人、隊友和老師，在接下來的比賽，我會更加投
入，希望能發揮應有的水準，回應天主的召叫。

6D  林浩揚
今年是我第一年被挑選為數學校

隊，代表學校參加「魔力橋」的比
賽，並幸運地在兩個比賽中都取得獎
項，讓 我 感 到 非 常 高 興 和 鼓 舞 。 其
實，「魔力橋」這個看似簡單的數學
遊戲棋，當中實暗藏思維能力和組織
能力的訓練，實在很富挑戰性！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在「圓玄一中盃」的比賽中，我和隊
友憑著堅毅、不放棄的態度，經過九個回合的比賽，
最終成功獲得團體亞軍的佳績！我也很慶幸自己在
「獅子盃」比賽能發揮到水準，奪得個人優異獎。
不過，這些獎項不是屬於我一個人的，而是每個隊友
共同努力的成果。我要感謝戴老師的培訓、天主的
庇佑，期望在往後的決賽中能再次取得好成績！

受疫情影響，數學校隊在下學期只參加了兩個奧數比賽，成績如下：

5C  廖進華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我

代表學校只參加了一個奧學比賽，
幸運地能取得佳績。我很感謝戴老
師一直以來的指導和給予我參加比
賽的機會，讓我學會很多奧數知識
和技巧；並感謝家人一直的關愛和
支持，令我在比賽更添自信。我也

感謝天主的眷顧，來年我會繼續努力學習，以回
應天主的召叫。

4E  楊旻熹
自二年級起，我便參加奧數比賽，期間都能取得

二等獎和銀獎的成績。今年，我參加了華夏盃邀請賽，
成功取得第一次一等獎的優異成績，我感到非常開心及
難以置信。媽媽說：「這是你努力的成果！以後只要你
努力，也會取得好成績！但緊記：不要驕傲！」我很感
謝媽媽的支持和鼓勵，以及天主的庇護。我以後會繼續
努力，做好本份，承擔使命，回應天主的召叫。

6D  李栢熙
我認識「魔力橋」這個數學遊戲棋是在五年級的時候。初接觸時，我覺得「魔力橋」十分有趣，後

來經過多次的培訓和練習，漸漸掌握當中的技巧，並愛上這個玩意。今年，我被邀請代表學校參加「魔
力橋」比賽，感到非常開心。雖然在比賽中未能取得個人的獎項，但憑著和隊友的合作和堅持，我們成
功在三十多間學校中，獲得團體亞軍的佳績，令我們很感恩。我要感謝家人的支持，感謝老師悉心的培
訓、感謝隊友的鼓勵和感謝天主的眷顧。接下來的訓練，我會繼續努力，以回應天主的召叫。

6D  蔡思敏
自上年起，我開始認識「魔力橋」，它是一種能訓

練思考力的數學玩意。每逢星期二的午膳小息時段，戴
老師都會抽空為我們作出培訓。今年，我有機會代表學
校參加「魔力橋」比賽，成功取得個人銀獎和團體亞軍
的成績，感到非常鼓舞。在整個比賽的過程，我體會到
團體精神的重要，因為有隊友和老師的支持、鼓勵，所
以我才 以在比賽中發揮到應有的水準。我很感謝戴老

師的指導、家人和隊友的支持。在接下來的比賽，我會盡己所能，希望
能得到天主的保佑，繼續取得更好成績。

1920校外數學比賽成績(下學期)

學生感想：

6A  陳觀浩

6B  溫嘉麗

6D  吳諾芯

6D  胡曌聰

6A  張樂心

6A  江佳璇

6A  胡嘉雯

6D  蔡思敏

6D  張家銘

6D  朱珀麟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5C  廖進華
4E  楊旻熹
6A  陳觀浩
6A  張樂心
6B  黃文雅
6C  陳文碩
6C  陳學鉦
5A  黃俊傑
5A  謝明昊
5B  梁詩韻
4A  李青霞
4B  宗皓庭
4C  余希晨
3A  劉永燦
3A  袁俊豪
2A  林樂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

一等獎

二等獎

6A  陳耀輝
6B  溫嘉麗
6D  張家銘
6D  吳諾芯
5A  陳秋言
5A  賴建熺
5A  麥佳怡
5A  周 煜
5B  陳芷晴
5B  黃詠翹
5D  吳佩芝
5D  林詠欣
5D  李鑑譽
5D  林瑋欣
5E  謝卓敏
4B  陳 盈
4C  關梓軒
4C  梁兆禧

三等獎

4D  楊卓軒
4E  許柏楠
3A  李潤澤
3A  林語一
3B  黃柏誼
3C  馮卓瑤
3C  李穎東
3D  區煦烽
3D  陳斯渝
3D  葉梓鍵
3E  李浩謙
2A  鍾希晴
2C  湯鵬宇
2C  謝晞姸
2D  李浚銘
2D  李鍩彤
2E  郭逸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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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比賽寫作比賽

岑子恩同學參加香港中小學英文寫作比賽獲得亞軍。比賽由香港天文台
和亞洲兒童教育協會聯合舉辦，頒獎嘉賓為現任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太平紳
士。頒獎典禮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假香港紅十字會總部舉行。比賽題目
要求學生設計預防天然災害的STEM工具，以下為得獎文章：

寫作比賽得優異  「魔幻現實」傳心意

寫作比賽得亞軍「和弦方法」功力深

李子揚老師將出任「第五屆商務小學師生寫照比賽」裁判，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蒙商務印書局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邀請李子揚老師將擔任「第五屆商務小學師生寫照比
賽」評判，如有興趣參賽請與李老師接洽。

Anthem of Early Flood Detection Robot (EFDR)
By EFDR #26028
We are the EFDR robots,
Floating in the sea.
We don’t have eyes but we still can see. 
Our radar detect flood by sonar,
Our solar panels let us work forever,
Fragile but persistence,
we have the strength in number.
We save human lives 
by early detection of disaster!

Thousands Save by EFDR Robots     
South Horizon Morning Post 26/2/2029 (Mon)

Thousands of lives saved by early detection of flood in Taiwan thanks to 
the EFDR robots on Monday this morning.

Taiwan Central Weather Bureau first issued an alert at 6:57a.m.  The 
detection was sent by EFDR robot serial number #26028 in Penghu country 
through “Solar Wifi”.

“I must thank those little robots for saving my life!”, Mr. Leung wrote on 
the Bureau’s Facebook page. 

“My house was totally flooded when I was well evacuated”, Mrs. Wong 
said. 

李子揚老師文學導賞：
岑同學應用了英國文學中的「和弦方法」(Poly-Phonic Approach)，以「機械國歌」和「新聞報導」兩個截然

不同之體裁角度，將抽像概念具體展現人前， 1994年，英國著名作家 Fred D'Aguia r著作 The Longest Memory
時，應用上述方法，立體描述黑奴悲慘生活，獲得David Higham Prize for Fiction 和 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 等國際獎項，享譽國際。 

公屋尋寶記
那天，我到彩虹邨祖母的家洗澡。
祖母的家，我看到油漆破落、聽到粵曲交錯、感到地板紙皮石的崎嶇、嗅到神枱上的檀香。

洗澡時，祖母給我用一個紅色嬰兒浴盆。 
祖母說：「這個紅色嬰兒浴盆，足足有五十年歷史，你媽媽用過，你十多個表兄妹都用過。用過的

人，大都事業有成，貢獻社會。這個盆洗出了三位醫生、兩位律師、一位飛機師，很多教師和護士 。」
然後祖母對我慈祥一笑。 

我用那紅色嬰兒盆洗澡時，突然四周發出明亮的彩虹七色光芒。那一刻，我聽到很多人歡快交談
的聲音，有些是我認識的，有些我不認識，但我卻不感到害怕，水
氣氤氳之下，我覺得很奇妙。

我將那段奇妙的經歷對媽媽說，媽媽教訓我要誠實，不要說謊。
那時，祖母獨坐一角，慈祥又深邃地對我微笑。
那個紅色嬰兒盆是寶物嗎？
我不懂，但自此我得到了一種神奇力量。
很多年後，我當上醫生，明亮的手術枱燈，在輸液瓶折射出彩

虹七色光芒，我記起，那天用紅色嬰兒盆洗澡的一幕。

李子揚老師文學導賞：
岑同學應用了英國文學中的「魔幻現實主義」

(Magical Realism)，將超現實的元素，融入現實主
義作品。1968年，南美名作家 Gabriel Garc a M rquez 
短篇小說 El ahogado m s hermoso del mundo 
應用上述方法，描述一具秀美不腐的屍體改善村民生
活的過程，震撼文壇，流傳至今，堪稱當代奇作。 

áí

官嘉兒同學參加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第五屆「兩
代情」徵文比賽獲得優異獎。題目是「公屋尋寶記」 以下為得獎文章：  

李子揚老師

á

22



學校於上學年已開設了拉丁
舞及 hip hop 舞的收費興趣班，
當時同學已十分踴躍報名參加，
原來學校裏有很多舞林高手呢！
拉丁舞及 hip hop 舞班同學曾參

與頌親恩晚會演出，更獲一致好評。而在本學年，
學校的收費興趣班除了有拉丁舞及 hip hop 舞組
外，還新增了中國民族民間舞組，分為高組 (四至
六年級) 及低組 (一至三年級)。參加這收費班的學
員可獲參加「考級試」，該「考級試」更獲香港考
評局認可，考核課程是由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
間舞創始人潘志濤先生帶領十多位專家創編而成。
可惜，因新冠肺炎停課影響，「考級試」於本學年
被迫停辦。

中國民族民間舞高組 (四至六年級) 曾參加第
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以第一次參賽而言，各
學員傾盡全力參與的表現已見相當出色，他們更能
從中獲得寶貴的學習經驗，實在難得。此外，中國
民族民間舞高、低組同學一起參與了學校中華文化
日的演出，在不同時段把中國藏族舞「獻上純潔的
哈達」和新疆舞「半個月亮」的舞蹈作品表演給各
級同學欣賞。更令人欣喜的是各組同學有幸首次參
與家長教師會就職禮的演出，他們都十分認真投入
該次演出，華麗的服裝和優美的舞姿更吸引了家長
們爭相拍攝，場面十分熱鬧。

下學年，學校將會繼續開辦中國民族民間舞 
(高/低組)、拉丁舞組及hip hop 舞組的收費興趣
班，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成為舞
林「明日之星」的機會，期待下學年見到你的參與，
請記得踴躍報名! 

活動主任：邱德輝主任
舞蹈組負責老師：崔麗璇老師

▲ 林子揚同學及梁俊興同學勇奪跳遠冠亞軍 ▲ 4名女子隊隊員成功挑戰3公里路程 ▲ 男丙接力隊前途無可限量

頌親恩晚會演出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舞蹈組舞蹈組
家長教師會就職禮演出

中華文化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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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區內田徑發展漸趨成熟
盼望田徑隊員珍惜每一次比賽機會
喜見區內田徑發展漸趨成熟
盼望田徑隊員珍惜每一次比賽機會

1920學年剛好過了一半，學校田徑隊代表學校參加了多個
比賽，分別有「葵涌區校際田徑比賽」、「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
和「少年毅戰賽」，最終達成預期的目標，表現令人滿意。在比
賽過程中，我必須讚揚隊員們比過往更珍惜比賽的機會，全程投
入。此外，我亦喜見區內各校田徑隊的實力不斷提升，盼望區內
田徑發展在競爭下不斷進步。

我不止一次提及田徑運動是一門鍛鍊心志的藝術。即使仍有
很多人認為田徑運動只需憑一股「蠻勁」，就能輕易踏上田徑場
上的頒獎 ，但我仍希望各位能欣賞這一群一直努力訓練、不怕
艱苦的「小孩子」。

9-10月

今學年的「校際田徑比賽」提早展開了，我們緊接著暑假的訓練，開學後馬上又「開操」了，這段時間對於隊員
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的。首先，我們要準備10月下旬的「學界田徑比賽」，在訓練的同時，又要參加不同的比賽，以累
積經驗。我們先在「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中，勇奪「2冠、3亞、3季」，在比賽中，我們看到自己還有很多不足的地
方，大家在反思、檢討後，再次投入練習。

10月下旬，終於來到「2019-20年度葵涌區校際田徑賽」了!我們拼了一整天，最終在男子丙組、男子乙組及女
子乙組中獲得到了團體亞軍，更於女子甲組及女子丙組勇奪全場總冠軍。在單項方面，我們得到「11金、5銀、10銅、
4殿」的佳績。隊員們在比賽過程中，雖然面對強勁的對手，但仍充份體現出「喜悅、積極、投入和感恩」的慈幼精神。

12月  

我們決定派出4名隊員首次參加「少年毅戰賽2019」。在這次比賽中，我
們面對兩個重大的挑戰。第一，我們參加了「女子少年組」(即13歲以下組別)，
在4名隊員當中，年紀最輕的是只有10歲的歐穎潼同學， 以說是一次「越級的
挑戰」; 第二，是次比賽路程全長3公里，對於一個小學生來說是一個相當艱辛的
距離，但4名女隊員在訓練過程中，無畏無懼，遵從教練指導，最後在「女子少
年組」勇奪冠軍，衝線一刻，令人非常振奮。

邱德輝主任

▲ 林子揚同學及梁俊興同學勇奪跳遠冠亞軍

▲ 女子乙組跳高第一及第三名 ▲ 女子甲組得到團體及接力第一名

▲ 4名女子隊隊員成功挑戰3公里路程

▲ 享受比賽

▲ 毅戰賽 (女子少年組) 冠軍

▲ 愛的女子丙組

▲ 男丙接力隊前途無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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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及比賽作品:

為課室添上色彩 - 每年，學生的第一
份視藝習作，就是為課室設計班名牌，作
品充份表現出班本的特色及同學對班的歸
屬感。

視藝科 - 為校園生活添上色彩視藝科 - 為校園生活添上色彩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A 吳鈺盈

2A 林樂兒

3A 林語一

4A 李青霞

5A 麥佳怡

6A 吳采頤

1B 李倩鈃

2B 吳雯晞

3B 楊蕾蕾

4B 陳詩怡

5B 林澤辭

6B 黃彥熹

1C 何冠毅

2C 陳美情

3C 徐浩進

4C 黃泳珊

5C 黃嘉俊

6C 陳學鉦

1D 巫佩欣

2D 鄧儆童

3D 陳斯渝

4D 蕭寶儀

5D 林瑋欣

6D 林澤宇

1E 陳芷晴

2E 梁日陞

3E 李文琦

4E 李穎揚

5E 周樂柔

6E 尹沛樂

班名牌設計 

1A   吳鈺盈 1B   李倩鈃 1C   何冠毅 1D   巫佩欣

1E   陳芷晴 2A   林樂兒 2B   吳雯晞 2C   陳美情

2D   鄧儆童 2E   梁日陞 3A   林語一 3B   楊蕾蕾

3C   徐浩進 3D   陳斯渝 3E   李文琦 4A   李青霞

4B   陳詩怡 4C   黃泳珊 4E   李穎揚

5A   麥佳怡 5B   林澤辭 5C   黃嘉俊 5D   林瑋欣

5E   周樂柔 6A   吳采頤 6B   黃彥熹

6E   尹沛樂

6C   陳學鉦

6D   林澤宇

4D   蕭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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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節日添上色彩 - 每年，視藝科老師都
會選出170多張學生精心製作的聖誕卡，代
表學校為各方友好送上節日祝福。

聖誕卡設計比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C 趙天珞

2D 鄧儆童

3D 區煦烽

4A 徐凱琳

5E 陳夢褀

6A 林琦惠

亞軍

1B 李倩鈃

2E 巫雨馨

3B 梁溎殷

4B 陳詩怡

5A 柯溢楠

6E 梁麗琪

季軍

1D 俞卓賢

2C 羅晞瑗

3E 錢穎琳

4D 溫逸庭

5B 馮彩炯

6C 黃梓坤

優異

1A 伍子鵬

2A 姚梓倩

3A 岑樂軒

4C 何洛澄

5C 黃嘉俊

6B 黃文雅

優異

1E 溫偲濬

2B 黃彥嘉

3C 梁雪兒

4E 李穎揚

5D 梁潔銘

6D 吳諾心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優異

冠 1C  趙天珞

冠 2D 鄧儆童 冠 3D 區煦烽 冠 4A 徐凱琳 冠 5E 陳夢祺 冠 6A 林琦惠

亞 1B 李倩鈃

亞 2E 巫雨馨

季 2C 羅晞瑗

亞 3B 梁溎殷

亞 4B 陳詩怡

季 4D 溫逸庭

亞 5A 柯溢楠

亞 6E 梁麗琪

季 1D 俞卓賢 季 3E 錢穎琳 季 5B 馮彩炯

季 6C 黃梓坤

優 1A 伍子鵬

優 1E 溫偲濬 優 2A 姚梓倩

優 2B 黃彥嘉

優 3A 岑樂軒

優 3C 梁雪兒

優 4C 何洛澄

優 4E 李穎揚

優 5C 黃嘉俊

優 5D 梁潔銘

優 6B 黃文雅

優 6D 吳諾心

▲ 一年級聖誕卡設計比賽得獎學生 ▲ 二年級聖誕卡設計
比賽得獎學生

▲ 三年級聖誕卡設計比賽得獎學生 ▲ 四年級聖誕卡設計比賽得獎學生 ▲ 五年級聖誕卡設計比賽得獎學生 ▲ 六年級聖誕卡設計比賽得獎學生



學生成就學生成就

環保 

▲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銀銅獎得主。

雜耍

數學

▲ 普通話集誦隊在第71屆香港校際朗誦節中奪得季軍。

▲ 本校同學分別在多個普通話朗誦
及美術設計賽事中獲得獎項。

▲ 小六的數學精英跟校長拍照留念。

▲ 小二，小三的數學精英跟校長拍照留念。

體育

▲ 男、女子田徑運動員在多個田徑賽事中勇奪殊榮。

普通話

中文

▲ 本校同學在朗誦、閱讀及演講各
方面都表演傑出。

▲ 中文集誦隊在第71屆香港校際朗誦節中奪得冠軍。

▲ 本校學生在綠創micro:bit設計比賽2019中
分別奪得金獎及銀獎。

常識

本校一直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發展潛能。故每年均會舉辦「學藝成就表揚頒獎禮」以表揚學生一
整年的負出和努力。

惜，今年本港發生的社會運動及全球爆發的新冠狀病毒，導致大部分的比賽取消。另外，在政府頒佈的限聚令
下，本校的大型頒獎禮「學藝成就表揚頒獎禮」亦無奈地決定取消。

日前，本校安排曾於本年度9月至12月期間的獲獎同學分批接受校長的表揚及拍照留念，以肯定學生的努力及成
就。學生在上述期間的得獎記錄已刊登於《耕耘》內。對於因停課引致未能參加比賽的同學，無法展示其長期努力的
成果，老師都深感 惜，但仍期望同學們繼續努力，使來年有更出色的表現，在不同的舞 上發光發亮。

▲ 小四，小五的數學精英跟校長拍照留念。

▲ 雜耍隊成員在「生城全港雜耍比賽」中分別奪得團體舞臺組季軍及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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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聖誕聯歡會

▲ 你看看我們多興奮！

2019聖誕聯歡會
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是學校一年一度的

「聖誕聯歡會」。今年的攤位遊戲形式非常多樣化，
獎品豐富。當天，在和煦的陽光照耀下，各攤位遊戲
設置在學校籃球場和雨操場中，在校園內隨處都能看
到同學們燦爛的笑面和聽到歡樂的笑聲，溫馨的聖誕
氣氛洋溢在整個校園內。校長、老師、家長義工和同
學們歡聚一堂，一起迎接普天同慶的聖誕節來臨。

在此，我們特別感謝近百位家長義工在百忙中放下繁忙的工作或
家庭事務，到校參與協助籌辦攤位遊戲，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我們
熱熾期盼家長們能繼續支持學校，積極參與未來各項活動，共同為孩
子創造更多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吳寶星老師

▲ 校監、校長和義工們一同合照。

▼ 大家齊來同區校長合照。

▼ 停一停，一起來拍照。

我們的喜悅我們的喜悅
本年度，有三位新同事加入了我們的大家庭，

大家相處了約半年時間，讓我們在這裡再加深認識
他們吧！

大家好，我是本學年加
入學校的駐校言語治療師陳
婷婷姑娘。溝通表達對學生
的社交及課堂學習方面皆有
重要的影響，故此，培養出
善於溝通及樂於與人互動的
學生，一直是我的期望。本
學年，我主要逢星期二、四
及五駐校，在學生、家長、教

師及全校層面作出支援。我將會針對學生的語言、
發音、聲線及說話流暢度四個範疇提供訓練，並協助
策劃全校活動，讓言語治療元素融入校園。最後，我
希望每位有需要的學生，均能從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中有所得益。

言語治療師 陳婷婷姑娘

Hello, My name is Scott Wildgen 
and I'm a teacher at Salesian Yip 
Hon Millennium Primary School. 
Like my friend Captain America I'm 
from USA. In addition to English I 
also speak French and I've lived in 
France before. My hobbies are coo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My favorite 
subjects are History and Science. I 
really like all of  the students at this 

school and I'm enjoying getting to know all of  you. 
If  we see each other in the hallway tell me about 
yourself! 

外藉英語老師 Scott Wildgen

大家好！我是黎倩恩姑娘，很高興在
這個學年能夠來到慈幼葉漢千禧小學這個
大家庭。我主要負責策劃及帶領不同的輔
導活動，平常喜歡繪畫和諧粉彩、禪繞畫
及玩桌上遊戲等。我期望大家能夠在喜樂
中學習，心存感恩。歡迎大家在小息或午
膳時間來找我聊聊天，分享你們生活中的
喜與悲。最後，期望大家能夠在愉快中學
習，主佑平安！

輔導活動統籌 黎倩恩姑娘

E L C O M E
EE LL CC OO MM EE

WW E L C O M E
EE LL CC OO MM EE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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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同學即將升中學了！為了提升六年級同學對本
區中學的瞭解，從而為自己選擇一所心儀的中學，第十九屆
舊生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放學後，舉
辦了一場「升中簡介會」。當天，我們邀請了畢業生返回母
校，以小組形式與六年級同學分享中學之校園生活。六年級
同學們在簡介會中積極發問，表現投入。相信同學對每間中
學的認識增加不少。透過是次「升中簡介會」，同學們對中
學校園生活有更深入的認識。在此，感謝各位畢業生騰出他
們寶貴時間參與是次活動！

「舊生會」一年一度的「聖誕燒烤繽Fun Day」已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順利完成。今年有超過二百名舊生再次
回到「慈幼大家庭」當中，與老師們聚首一堂，極為熱鬧!今年舊生
會繼續設有拍照區，讓同學們再次「穿上」小學校服拍照，懷緬一
番。大家的歡笑聲和美食的香氣洋溢四周，相信各位師生都在「慈
幼」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期待下一年再見到大家!

容安庭老師

升中簡介會

第十九屆舊生會 - 活動回顧第十九屆舊生會 - 活動回顧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保祿六世書院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裘錦秋中學

迦密愛禮信中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

葵涌蘇浙公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本校畢業生

陳柏煒﹑鄧朗軒

陳梓澄﹑林語欣﹑林荺婷﹑黃凱晴

嚴潁喬﹑羅嘉詠

黃潁瞳、陳瑜坤﹑麥洛源﹑林斌浩﹑叶嘉恆

王竣蔚﹑林語欣

吳偉欣

周沚柔

吳卓橋﹑崔子健﹑馮韻兒

莊宇輝

中學 本校畢業生

聖誕燒烤繽Fun Day聖誕燒烤繽Fun Day

▲ 同學們、老師們的歡聚時刻!

▲ 第十九屆舊生會委員活動前為大家預備物資。

▲ 恭喜各位得獎的舊生。

▲ 感謝區校長為大家預備
    枝竹庶水。

▲ 大家來張大合照!

▼▲ 感謝各位畢業生騰出他們寶貴
的時間，給予學弟學妹寶貴的
升中資訊!

第十九屆舊生會委員▲
 

29



學校網頁換新裝學校網頁換新裝 新網頁內容精簡齊備  搜尋資訊方便快捷

網頁解構

此外，新網頁於「學與教」及「學生成長及支援」兩大範疇中新增了不少
內容，詳盡資訊好讓各持分者更能掌握本校的教學發展及學生支援服務。

新增內容

「學與教」

本網能於手機或其他行動
裝置自動切換成手機版，方便
瀏覽簡潔的校網資料。

伍穎茵老師

http://syh.edu.hk

學校資訊家長及舊生學生成就校園生活學生成長及支援學與教宗教培育校本管理學校概覽

瀏覽本校網頁

學與教

校本課程

學科園地

適應課程

靈德育及
公民教育課程

龍的成長

照顧不同能力需要
學生的課程

STEM 課程

電子學習

普教中課程

跨課程閱讀

聯課活動

校本評估

新增內容展示
本校的教學發展:
- 適應課程
- 龍的成長
- STEM 課程
- 電子學習
- 普教中課程
- 跨課程閱讀

各分頁詳盡展示
本校的學生支援
服務情況

「學生成長及支援」

本學年9月下旬，學校完成了網頁重寫工程，我們期望此簡潔且實用的新網頁，有助學
生、家長、教職員及各界人士能更方便快捷地搜尋學校資訊。以下為新網頁的簡單解構圖 :

學生成長及支援

學生成長及支援宗教培育

學生成長及支援願景

學與教宗教培育 校園生活

全校性學生支援 預防性學生支援

群性發展

(全方位學習活動)

發展性的學生支援

校本輔導計劃

學生支援    >    預防性的學生支援

小海豚學生獎勵計劃

黃金小海豚學生獎勵計劃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學生歷奇活動

畢業營靈修

學校辦學使命

金句

每月更新讓學生時刻警醒

搜尋捷徑

查找校內常用資訊

校曆表

展示學校特別事項

內聯網

學校內聯網登入鍵

範疇主鍵

根據各範疇歸納網頁內容

網頁地圖

一覽本網頁完整架構

精華相片

展示校園生活

最新消息
為學生、家長提供
最新資訊

光榮榜

持續上載學生

獲獎消息

常用連結

師生常用網頁連結

學校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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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一向重視與周邊社區之間的聯繫及
互動。本學年，我們於2019年9月7日(星期
六)舉辦了校園開放日活動，以接待區內各幼
稚園的家長和學生到本校參觀。

當天，除了由區志成校長主持專題講座，為幼稚園的家長介紹學校的辦學理
念及課程特色外，亦有家長及學生參觀校園的環節，以加深他們對本校教育理念
及校園設施的認識。對小朋友而言，最令他們樂而忘返的是參與各科組豐富有趣
的活動，透過場內多項益智的遊戲讓小朋友從玩樂中學習。

期望我們能繼續積極地與周邊社區及外間機構互動交流，增進彼此的認識了
解，並協助幼稚園家長為子女找到心儀合適的小學。

伍穎茵老師

校園開放日校園開放日

本年度受新冠肺炎停課影響，學校於上學期只完成了3項校外籌款活動，為不同的慈善團體籌募善
款。能夠得到各位家長和同學的熱烈支持和響應，本校謹代表各受助的慈善團體，向各位送上衷心的感謝！

期望疫情盡快過去，我們可繼續為更多慈善團體籌募經費，讓同學能學習關愛社群之餘，亦使更多有
需要人士能受惠。

編委會編委會 顧問：區志成校長、吳寶燕主任

總編輯：伍穎茵老師

組員：馬偉信老師、陶少恩老師、譚潔慧老師、李子揚老師、吳禎老師

受新冠肺炎爆發導致全港學校停課影響，本學年第1及2期《耕耘》安排合拼一期出版，敬請留意。

10/2019

11/2019

12/2019

銷售「香港明愛慈善抽獎券」

義賣「敬老護老愛心券2019」

《聖誕聯歡便服日》籌款活動

籌款項目月份 善款用途善款總額

港幣

港幣

港幣

$9,680.00

$5,240.00

$48,931.00

全數轉交「香港明愛」作慈善用途。

全數轉交「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作贊助中心長者

服務用途。

全數分別撥作購置平板電腦(iPad) 與圖書及相關設備，

藉此發展電子學習及提升閱讀氛圍。

2019/ 2020年度籌款項目一覽

▲ 校長講解本校辦學理念

▲ 家長們閱覽本校課業
設計範本

▲ 參觀校園

▲ 幼稚園同學參加不同的學科
活動，從玩樂中學習

2019 / 2020年度

籌款項目一覽
2019 / 2020年度

籌款項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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