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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學校秉承區會的基督教辦學宗旨，致力為學生提供六育均衡的課
程。在過去三年，本校致力發展自主學習，建立學生的健康生活價值觀，
以及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

在自主學習方面，各科在課堂教學內滲入自學元素，老師指導學生
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如：查字典、網上搜集資料及摘錄筆記等進行學
習。此外，學生能就同儕及老師所給的回饋，檢視其學習過程及進行自我
修正。另外，圖書組與不同科目的老師進行協作課，當中學生透過閱讀合
適的圖書及小組分享，加深對不同學科的認識，提升學生的自學興趣。老
師同時也透過不同電子學習平台或應用程式，如：Nearpod和Geogebra等
讓學生進行學習，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令他們更投入學習。

為建立學生健康的人生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本周期分別以「滿Fun
校園」、「智樂」校園、「伴結童心」作為「全校參與校本輔導活動」主
題，透過各科組配合，結合正規課程及堂校合作，設計相關活動及比賽，
培養學生正面及樂觀的態度，各項獎勵計劃也能有效地鼓勵學生培養良好
的紀律及行為。

為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本校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戶外專題學習，透
過參觀及訪問，加強學生的共通能力。此外，過往三年本校學生亦曾前
往澳洲 開恩茲、日本 沖繩以及中國 佛山「姊妹學校」參加境外學習交流
團，此等交流活動能提升同學的自我管理、溝通及協作能力。

在未來三年的學校發展計劃中，本校會繼續透過多元化教學，促
進學與教的效能，當中包括：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及電子學習工具，
延伸自主學習；於課程內滲入STEM [STEM是科學（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 和編程的
教學元素，安排學生參加校外有關STEM的培訓課程及比賽，以加強其綜
合和應用的能力；同時要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
機會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

學校還會推行正向教育，繼續培
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各科組每年以不
同主題設計活動，讓學生領會並實踐
傳統美德；同時透過正向教育，讓學
生認識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並加強其
正面情緒，培養樂觀態度，建立正確
的生活目標和人生成就感。

總括之前的經驗，學校會繼續
努力，進一步推動學校的發展。

多元學習展潛能、
正向人生樂成長

林偉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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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事工計劃

當同學閱讀到今期的「灣伴行」之時，也是新一個學年的開

始；為此，我想與同學分享以下一節經文：「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哥林多前書9:26》」，作為對同學於新學年的

禮物。

在講解經文的意義之前，我先與同學分享以下的故事：

美國西部的一個小鎮有位打鐵匠，他正在辛勤地揮着鐵鎚去敲

打一塊已燒紅的鐵塊。這時，一位牛仔走前來，看他打鐵看了一會

兒，就開口對打鐵匠說：「你知道嗎？你的打鐵動作讓我想起了閃

電，聲音則似打雷般響亮，因為你的打鐵動作實在非常快。」打鐵匠

心想這是對他的稱讚，連聲說：「哈，哈，可不是嗎？我的動作真的

那麼快，快到好像閃電一樣，聲音像雷一樣重，你過獎啦！」牛仔

對他點點頭，說：「沒錯，你的動作確實夠快，力量也夠重，所以行

動似閃電、聲音似打雷；可是，你卻沒有每一下打鐵都對準鐵塊，

因此許多下都不知道打到哪裏去，這種做法既浪費你的氣力，也浪

費你的時間，講到效率就自然是事倍功半，不夠理想。」打鐵匠聽後

覺得有理，於是改變了原先的做法，他嘗試將動作調校慢一點，而

每下都是對準鐵塊才敲下去，他發現不單節省了自己的氣力，也節

省了很多時間，效率也大大提高。

同學們，怎樣能夠在新學年裏學業有進步，當然是要專心聽老

師講解及用功溫習；可是，更為要緊的是「制定目標，專心去作」。

因為儘管你制定了目標，但未

能專心去作，這便好比故事中

的鐵匠一樣，有目標但卻未

有專心將精力全用在鐵鎚上，

反而只為求快而分散氣力。

事實上，上述的經文正好用

比喻來教導我們要制定目標及專

心去作的重要。因為你想想，

你 在 球 場 賽 跑 道 上 比 賽 的 時

候，如果跑錯線會怎樣？當然

就是被裁判判決你輸掉比賽；

又假如你在拳賽上打拳比賽，

而每一下你都是打到空氣，打不

到對手，結果又會怎樣？當然同樣

是輸掉比賽。所以，當我們在奔跑奮

鬥之際，專心對準目標去作便是成功的

關鍵所在。

制定目標˙專心去作 李健文宣教師



Baking Cakes with P1

Mr Jon and  
Mr Jon's wife Emily  
in Tai Tam Country Park

A New Teacher in Hong Kong Mr Bluhdorn, Jonathan Kevin

My name is Mr. Jon. I am a new English teacher from Sydney 
in Australia. Australia is a hot and dry place, full of interesting 
animals and people. Hong Kong is similar to Australia because it 
is also full of interesting people and animals. However, I do miss 
seeing the wild kangaroos in Australia. I wish there were more 
kangaroos in Hong Kong!

I have lived in Hong Kong for less than 
one year and I enjoy the tall mountains, 
beautiful beaches and delicious food 
here. I am a new teacher, and this is 
the first school I’ve ever taught at. It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learning 
with al l of you. I l ive in Hong Kong 
with my wife. We have a pet goldfish. 
On the weekend I love to be active and 
go hiking in the Hong Kong hills. My wife and I love visiting nearby 
countries like Vietnam, Taiwan and Japan.

This year I enjoyed my classes with the 
P1 students the most. I particularly loved 
baking chocolate cakes with them. It was 
also great to do speaking lessons with 
P4 and P5. We’ve also had a lot of fun 
in the ECA classes after school,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laying games and fun 
activities.

I hope to see you all again next year 
and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year so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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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veryone!

Cong r a t u l a t i on s  on 
making it to the end 
o f  a n o t h e r  s c h oo l 
year!

Once again another 
P 6  c l a s s  w i l l  b e 
l eav i ng  ou r  schoo l 
and new P1 students 
will join in September.

However unlike the last 11 years, it saddens me to say that this 
coming September I will not be here.

I have decided for a change of direction and have offic ia l ly 
resigned from CCC Kei Wan and have also retired from teaching.

As much as I love teaching, and I do, I have found a different 
calling in community service and helping individuals in our society 
who are in great need. Particularly in serving the homeless and 
also in working with special needs.

I am going to miss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very much!

I will miss my co-workers and staff who have been so supportive 
and fr iendly.  Especial ly the school’s cleaning staff whom I 
find so kind and hard working!  I’ve always had such friendly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very important individuals who help our 
school every day!

I’d also like to thank Mr. Lam for his consistent kindness and 
consideration.

Mo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the students.  I am really going to 
miss being in the classroom with you, laughing and shar ing 
stories.  I especially enjoyed how much excitement you had every 
time you came to the Language Room.  I wish you all nothing but 
the best!!

Hopefully our paths will cross again in the future! I wish everyone 
the best of luck in everything you do!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Mr.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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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 am teaching in the Language Room



今年，家長教師會成立30周年了，特別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積極

參與及鼎力支持，加上學校的配合，使本學年的各項活動得以順利

完成。「團結就是力量」，家長教師會的成立可以促進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聯繫與溝通，互相提點、一起進步。透過緊密的家校合作，共

同促進子女各方面健康成長。

以下為本學年的活動簡介：

2017年9-10月
˙協助小一午膳適應

˙敬師日

˙親子紥辮班

˙義工動員日+茶敍(一)

˙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2017年11-12月
˙協助小一親子活動日

˙協助低年級旅行

˙家長興趣班之「開心扭氣球」

˙升中講座

˙親子講座(一)：「正“網”想」

 講者：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Online 
    單位主任何振宇先生

˙升中選校講座及校友分享會

2018年1-3月
˙親子旅行：沙頭角一天遊

˙陸運會

˙家長興趣班之「花燈製作工作坊」

˙低年級中國舞比賽

˙高年級中國舞比賽

˙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升中模擬面試培訓日 

˙家長義工教師職工聯歡聚餐

2018年4-6月
˙遊戲日

˙親子講座(二)：「一掌打造和諧之家」

 講者：潘頌兒博士

˙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家長興趣班之「芒果糯米糍工作坊」

˙協助小一、小六同學注射疫苗

˙謝師宴

˙家長義工聯歡日+茶敍(二)

˙舊校服回收/贈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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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郊遊樂
4A  黃樂謙

去年暑假的某一天，媽媽問我：「今天天氣晴朗，要不要跟你的朋友們一起

爬山和野餐？」我說：「好啊！好啊！」我高興得一蹦三尺高！到了集合地方後，

我們就興高采烈地出發！

一踏進山林裏，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棵棵既雄偉又挺拔的大樹，我抬起頭就

看見一望無際的天空。旁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溪，水嘩啦嘩啦地流動。整個大自然

活現生機勃勃的景象。

我們沿着小徑散步，不一會就來到了一個草原，放下我們的帳篷和地毯，我

們嗅到香噴噴的花香。媽媽帶了許多食物，包括：三文治、雞翅膀、香腸等。我

大口大口吃下一隻雞翅膀。我覺得這隻雞翅膀甜蜜無比！媽媽告訴我這些是蜂蜜

雞翅膀，怪不得這麼美味可口！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家人、朋友在草地玩耍的時光。午餐後，我的朋友

跟我說：「我們玩一些遊戲吧！要不然太無聊啊！」「我們踢足球吧！我帶了足球

呢！」我說。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好啊！」我放下足球，用力地踢它，足球像

一枝箭那樣飛去董子昂那邊。他身手靈活，用堅硬的「石頭」頂着足球，十分精

彩！媽媽還為我們拍下最精彩的一刻！我們球來球往，伴着歡笑聲，不知不覺，

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到了下午五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

開。這次郊遊的經歷，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讓我知道要好好愛護大自然。我

十分享受與家人和朋友的美好時光，也萬分期待下一次的郊遊。

尋螢之旅
4D  楊泳

昨天下午五點，我和家人出發到位於柴灣的龍躍徑。你知道我們為甚麼要在

這個時候出門嗎？因為我們要進行一次探尋螢火蟲之旅。

起步沒多久，就經過了幾座墳場。我們專門去參觀了二戰軍人的無名墓地，

彷彿看到戰火紛飛的情景。此時，幾隻雪白的鴿子一邊「咕咕咕」地叫着，一邊

走來走去，好像在守護着英勇的士兵。

離開墓地後，我們一面向前走，一面欣賞路邊的奇花異草，這時伴着徐徐晚

風，花朵的香氣撲鼻而來，非常清香。忽然，爸爸像撿到寶貝似地指着路邊的草

說：「你們看，這就是含羞草！」我和姐姐三步並做兩步衝向前，輕輕地撫摸着

它，那柔軟的葉子「唰」一下就合了起來，含羞答答地低下了頭。大自然真奇妙！

天色漸漸變暗了，我們繼續往前走。突然，幾道淡淡的黃綠色的光從我的眼

前掠過，定睛一看，原來是我們盼望已久的螢火蟲出現了！爸爸伸出雙手，捉住

了一隻螢火蟲，他小心翼翼地張開手，本來以為螢火蟲會逃跑，沒想到牠竟然趴

在爸爸的手上，不肯飛走，我和姐姐迫不及待地去看螢火蟲。原來牠的腹部有兩

條光管，就是發光的器官。我們輪流把牠放在手上，媽媽趁機拍了很多張特寫，

這真是前所未有的體驗啊！這隻螢火蟲一定是筋疲力盡了，把爸爸當作是順風

車，到最後才飛走。

直到九點，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媽媽還說下次要再去呢！龍躍徑，真是

一個令人流連忘返的好地方啊！

「伴結童心：積極正面人生」徵文比賽

亞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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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你有沒有和家人一起郊遊的經歷

呢?我就有啦!不知不覺間，冬爺爺悄悄

地走了，春姑娘邁着輕快的步子來臨

了。天藍得透明，像一塊藍寶石一樣美

麗，太陽伯伯也裂開嘴巴微笑，今天正

是郊遊的好日子。一大清早，我就和爸

媽及妹妹出發去大潭郊野公園郊遊了。

一踏進郊野公園，就聞到撲鼻而

來的花香，一時間，我們看見眼前百花

齊放，爭奇鬥艷，美極了！這裏山明水

秀，花紅柳綠。呼呼的風聲和吱吱喳喳

的鳥鳴在我耳邊回蕩。附近還有一條小

溪，小溪的水十分清澈，一望見底，

讓我忍不住把手伸了進去，嘩！涼絲絲

的，好舒服啊！

離開五彩繽紛的花海後，向左走，

就到了一片綠油油的大草坪，旁邊還有

一個格外蔚藍的水塘，陽光把水塘面變

成一塊閃閃發亮的黄金。看着看着，

突然，爸爸說：「看，水塘邊有隻白

鷺！」我立刻拿起望遠鏡，定睛一看，

果然看到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站

在水塘邊。

突然，妹妹的肚子咕嚕咕嚕地叫

着，媽媽笑着說：「大家都餓了，我

勤勞的園丁，

你不分晝夜地照顧我，

你充滿了無私的愛，

我的美麗是你悉心打扮而來的，

「休息吧！休息吧！」

你也要照顧好你身體。

勤勞的園丁，

你的勤勞值得讓人讚賞！

你的悉心照顧使我的童年充滿

無比的快樂！

你的温暖讓我感到非常温暖，

「有愛心！有愛心！」

人人都對你讚不絕口啊！

勤勞的園丁，

為了報答你，我可以為你釋出氧氣，

我可以把你的家裝飾得漂漂亮亮，

我可以使你的每一天快快樂樂！

「放心吧！放心吧！」

我會浣淨你內心的擔憂、憂傷和辛酸。

勤勞的園丁，

我的生活被你映照得不平凡，

我的腦海每時每刻都有你的回憶，

「謝謝你！謝謝你！」

你的愛會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

太陽花的話
5A  顏敬昇

們來野餐吧！」我們聞到香噴噴的味道

後，立即垂涎三尺。這時，媽媽已經拿

出了三文治、飲品、壽司卷和小蛋糕，

我們一邊欣賞着美景，一邊吃着美味絕

倫的午餐。啊！一邊看風景，一邊吃東

西，真是最高享受。媽媽神神秘秘地拿

出早上烘焗的巧克力曲奇，我忍不住拿

起品嘗，甜甜的味道在口中散發着，讓

我的心裏也甜絲絲的。

正在我吃着可口的曲奇時，妹妹就

在旁邊放風箏，我就對爸爸說：「多買

一個給我，好嗎？」爸爸答應了我。我

就和妹妹比賽誰的風箏飛得高。我們在

爸爸的幫助下，邊跑邊放，風箏終於飛

起來了。太棒了!我們的風箏居然在空

中並排飛翔！

這時，太陽公公已經慢慢地下山

了，我們只好依依不捨地乘車回家。人

回家了，心卻還在郊野公園裏欣賞日

落……

我愛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中，但我更

愛與爸爸、媽媽和妹妹一起去親近大自

然。今天真是難忘和開心的一天，因為

既可以放鬆心情，又可以欣賞到美麗的

風景。希望下次可以再和家人去其他地

方郊遊。

親子郊遊
4A  曾巧睿

季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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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的話
5C  李伊琳

大自然姐姐開了一場盛大的演唱會，

親愛的春季快樂地前來參加。

春天大地蘇醒，春色遍野。

春天桃紅柳綠，生機勃勃。

她唱起歌：「淅瀝瀝！淅瀝瀝！」

大自然姐姐開了一場盛大的演唱會，

親愛的夏季興奮地前來參加。

夏天大地冒汗，活力四射。

夏天蒼翠碧綠，熱血沸騰。

她唱起歌：「轟隆隆！轟隆隆！」

大自然姐姐開了一場盛大的演唱會，

親愛的秋季開心地前來參加。

秋天黃葉紛飛，心曠神怡。

秋天秋高氣爽，清新怡人。

她唱起歌：「刷啦啦！刷啦啦！」

大自然姐姐開了一場盛大的演唱會，

親愛的冬季高興地前來參加。

冬天披上白衣，快快冬眠。

冬天雪花紛飛，聖誕來臨。

她唱起歌：「呼嚕嚕！呼嚕嚕！」

春夏秋冬四季歌，

變化多端，真悅耳，

大自然媽媽可快活了！

讀者的話
5A  梁恩熙

知識淵博的書本，

伴我走過讀書路，

伴我走往成功，

願你與我攜手，共創佳績！

知識淵博的書本，

你是知識海洋中的泳圈，

伴我遨游書海，

願你與我暢游，伴我飄泊！

知識淵博的書本，

你是我的啟蒙老師，

教導我發憤圖強，

願你繼續教導我，長大成人！

知識淵博的書本，

你是長明的燈光，

伴我走出黑暗，

願你陪我向着光明，直到永遠！

知識淵博的書本，

你是一雙無形的羽翼，

帶我飛向成功，

願你助我，邁向成功！

大自然的力量
6A  戎悅

假如我能變成大自然的一種現象，我希望成為陽光，理由有以下兩個：

第一，陽光是令生命生長的元素之一。陽光除了照耀大地，令大地都暖和起

來，還可以讓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植物成了一台台的空氣清新機，它們吸入

二氧化碳，釋放出氧氣，給予所有生物生存及生長的元素。

第二，我們可以利用陽光的能量來產生「可再生能源」─ 太陽能。太陽能

是一種既乾淨又環保的發電能源，因為使用太陽能的時候不會排放污染的物質破

壞環境。而且太陽能發電安全性比其他能源高，可以保障生態和人類的安全。

在日常生活上，假如沒有了陽光，我們只能夠生存在黑暗和寒冷的環境中，

植物更不能成為大地上無數的「空氣清新機」，導致地球充滿骯髒的空氣，所有

生物都不能夠繼續生存或成長。

陽光是我們生活中絕對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希望成為陽光，孕育和燃亮每一

顆小生命，令大地充滿蓬勃的生機！

季

冠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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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大自然的力量
6A  嚴思琳

假如我能變成大自然的一種現象，我希望成為雨，理由有以下

兩個：

第一，因為雨水能發電，原理是利用水位的落差（勢能）的重

力作用下流動（動能）。例如：從水庫或河流引水流至較低處，經過

機器使發電機發電。水力發電造出來的能量不會造成任何污染，非常

環保。在中國某些內陸地區，那裏沒有電，於是人們將山水引到山

下，再設置一些簡單的裝備就能發電，這既不會影響當地的環境，也

能讓當地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第二，雨在一年四季都能幫助人類。在春天，雨會像降落傘一

樣，落到地上，滋潤大地，令萬物回復生機。在夏天，雨會沖走炎

熱，帶給我們清涼，令夏天變得舒適。在秋天，雨下到地上陪伴小麥

和玉米，令他們成長。在冬天，雨會變成雪花，幫大地披上一件潔白

無暇的衣服，漂亮極了！

你們說，假如我變成雨，是不是能幫助很多人呢？這就是我為

甚麼想變成雨的理由了。

季

亞

大自然的力量
6D  趙盈淇

假如我能變成大自然的一種現象，我希望能變成陽光，有以下

兩個理由。

原因一是如果我變成了陽光，就能在寒冷的冬天為人類帶來温

暖。在嚴寒的天氣下，很多人都不願意穿上厚厚的衣服外出，寒風

就像可惡的魔鬼一樣，令人類很容易生病。然而，我就是他們温暖

的來源，我會散發温暖，保護人類，和他們一同對抗「惡魔」。

原因二是我可以為世界帶來光明。因為沒有了陽光，世界就沒

有光源，世界會變得黑暗，不再明亮了！這個世界從此以後就不能

分出早上、下午和晚上了，整天都是黑暗的。而且沒有了光後，我

們無法看到任何物體，例如：書本、椅子和桌子等，所以陽光是人

類的希望之光。

總括來說，沒有了陽光，很多日常生活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不

到，所以陽光對人類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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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輔導計劃

主題：「大自然之美」

一年級優異作品

1A 許樂童 紅花嫩草溪水清，春風吹來透心靈。

1A 黎梓霖 花兒笑，青草搖，自然美景真奇妙，你我輕鬆開心笑。

1A 鄺梓翔 春回大地，綠草油油，蝴蝶飛舞，大自然真美。

1B 黃樂瑤 大自然真太美，洋溢活力和朝氣，照亮人生都靠您。

1B 鄒恩瞳 紅日清風親子郊遊樂，綠水青山讚嘆主奇工。

1B 陳心杰 花草樹木皆很美，精彩人生由你起。

1B 郭卓枬 大自然之美，天父贈我你，一家同遊戲，歡笑迎健美。

1C 莊浩鈱 能看見藍天，能聞到花香，能感受親情，一切多美好。

1C 馬安怡 結伴郊遊樂趣多，陽光路上笑呵呵。 

1D 王慧怡 四季之美在身邊，珍惜人生樂綿綿。

二年級優異作品

2A 鍾家寶 水清沙幼樂暢遊，美麗海灘洗煩憂。

2A 李定澔 大地一片綠油油，惜之重之，不踏不摧，生命何其美。

2A 蔡穎詩 日落西山，靜待破曉時。晨光展現，人生滿希望。

2B 徐朗耀 携老帶少齊郊遊，自然環境美而優，身心健康樂悠悠。

2B 馬梓浚 綠樹林蔭，花草鳥兒，大自然美，如同人生，自強不息。

2C 王天晴 鳥語花香在郊外，正面人生充滿愛。

2C 周子善 只要積極面對困境，你我都能走出困境，到大自然世界。

2D 吳卓橋 潮退路現，滿地生機；發掘自我，面對挑戰。

2D 周卓男 遊山玩水樂天倫，結伴征途啟人生。

三年級優異作品

3B 區芷瑜 櫻花會開會謝，人生有起有跌，何不欣賞花開美景？

3B 冼靖烔 青葱山野綠悠悠，陽光照亮光明路。

3B 陳甯燊 萬物深情於你的感情，做一個健健康康的人。

3C 張天朗 晴朗天郊遊，水塘環境靜，眺望遠風景，令心曠神怡。

3C 區倚綾 上帝創造天與地，壓力焦慮齊拋棄。

3C 鄺梓晴
花兒香，草兒長；小鳥唱，蝴蝶舞；冬去春來， 
齊享受大自然之美。

「伴結童心：積極正面人生 
口號創作比賽(初小親子活動)」

為鼓勵家長在假期期間，與子女一同進行接觸大自然親子樂

活動，例如：遠足、郊遊、堆沙和拾貝殼等，讓家庭能夠享受大

自然，被大自然環境所感染，找到積極正面的人生啟發，本年度，

本校舉辦了「伴結童心：積極正面人生口號創作比賽」。活動不但

啟發學生，也藉此機會帶動家長一同與子女從親近大自然中增進感

情，灌輸家長正向管教子女之思維，作子女的精神健康守門人。

大 自 然 親 子 樂 後 ， 家 長 更 把 他 們 的 啟 發 化 為 文 字 ( 2 0 字 

之內)—以「大自然之美」為題，設計具積極正面人生的口號，藉

以與全校師生分享當中的正面思維，促進學生的精神健康。



陸運會

2018年1月23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那天早上天氣良好，同學們都懷着

興奮的心情，期待比賽的來臨。

小西灣運動場上充滿着熱鬧的氣氛，同學們在看台上為運動員搖旗吶喊；健兒

在運動場上拼命奔跑向終點衝刺。場內喝彩聲，歡呼聲此起彼落。經過一番龍爭虎

鬥，賽事就在各人燦爛的笑容和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了。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甲200米 6C林一銘 6C翟承仲 6A袁孝鎰

男甲100米 6A李尚謙 6D鄭沛康 6D華梓耀

女甲100米 6A姚珼珊 6D林詩雅 6A郭穎軒

男乙100米 5A黃樑政 5C陳逸浠 5B黎天朗

女乙100米 5A鄒銘恩 5C黃嘉喬 5C劉妙欣

男丙100米 4A彭施源 4A鄧柏康 4C呂嘉軒

女丙100米 4A周姵兒 4A劉泳儀 4D陳紀嵐

女甲60米 6C楊雅靜 6C蔡瑞恩 6A范嘉敏

男乙60米 5D莫乃天 5D梁皓晴 5A李釨維

女乙60米 5C黃樂琳 5B蕭栢洳 5A梁恩熙

男丙60米 4A黃柏熙 4A梁進熙 4D陳弘燁

女丙60米 4A莫凱澄 4A黎芍彤 4C陳湘文

男甲跳高 6A周冠希 6A葉國誠 6A陳慈霖

女甲跳高
6B黎詠妍 6A麥綽妍

6A柯安琪及

6B洪梓銣

男甲跳遠 6D張智恆 6A彭君御 6C陳博韜

女甲跳遠 6A戎悅 6C陳紫牽 6A鄺詩淇

男乙跳遠 5C蔡沅霖 5A顏敬昇 5D袁希朗

女乙跳遠 5A董曉盈 5A陳深頤 5C柳詩琳

男丙跳遠 4A郭晉銘 4B郭顥然 4D葉啟賢

女丙跳遠 4B鄭敏晞 4C王詩予 4D唐心怡

男甲擲壘球 6B何一賢 6A黃祖培 6A高明

女甲擲壘球 6D周皚 6B傅穎怡 6D柯宛宜

男乙擲木球 5C曾凱謙 5C馬梓軒 5D陳躍龍

女乙擲木球 5A曾紀童 5C蘇珮瑩 5C余卓穎

男丙擲木球 4C吳浩藍 4D周宇軒 4B張臻略

女丙擲木球 4B岑巧晴 4B余穎兒 4C鄧詠恩

四年級男子 

班際接力賽
4C 4A 4B

五年級男子 

班際接力賽
5D 5A 5B

六年級男子 

班際接力賽
6A 6D 6C

四年級女子 

班際接力賽
4A 4B 4C

五年級女子 

班際接力賽
5A 5C 5D

六年級女子 

班際接力賽
6A 6C 6D

四年級團體獎 4A 4B 4C

五年級團體獎 5A 5C 5D

六年級團體獎 6A 6C 6D

師生家長接力賽 家長 老師 家長

今次比賽
我必勝！

為你們打氣，大家努力爭取佳績吧！

跨過欄杆，真輕鬆！

你看！我把球兒推得又高又遠！

我們努力向前跑，終點在望！

老師、家長和學生齊參與接力比賽，
樂也融融！

我們是比賽的勝利者！多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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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在遊戲日中努力協
助老師，功不可沒啊 !

遊戲日

2018年4月19日，屬於低年級同學的遊戲日在小西灣運動場順利舉行了!遊戲日

前幾天，天色陰暗，有時還下起毛毛細雨，大家也有點擔心呢!同學們終能在美好的

天氣及熱烈的打氣聲中，享受運動的樂趣，真是天公造美啊!

校長的哨子聲一響，班際比賽正式開始。加油!加油!看台上的同學都為參加「拾

放豆袋」、「傳球賽」和「障礙賽」的健兒們搖旗吶喊。大家同心協力，比賽難分

難解。看!這一邊，同學們與爸爸媽媽一起大展身手，在「持蛋接力賽」和「運球

接力賽」中，全力以赴，獲取佳績。另一邊，Mr Jeff 和Mr Jon帶領同學玩「快樂

傘」，全班同學和老師一起玩，大家的臉上都掛着燦爛的笑容，樂在其中。

今年的遊戲日，在同學們的歡笑聲、熱鬧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一)班際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第一名 第二名

一年級拾放豆袋(男子組) 1B 1D

一年級拾放豆袋(女子組) 1D 1A

一年級傳球賽(男子組) 1B 1C

一年級傳球賽(女子組) 1B 1C

一年級障礙賽(男子組) 1D 1B

一年級障礙賽(女子組) 1B 1D

二年級拾放豆袋(男子組) 2C 2D

二年級拾放豆袋(女子組) 2C 2B

二年級傳球賽(男子組) 2C 2A

二年級傳球賽(女子組) 2C 2B

二年級障礙賽(男子組) 2C 2B

二年級障礙賽(女子組) 2C 2D

三年級拾放豆袋(男子組) 3C 3D

三年級拾放豆袋(女子組) 3C 3B

三年級傳球賽(男子組) 3D 3C

三年級傳球賽(女子組) 3C 3A

三年級障礙賽(男子組) 3C 3B

三年級障礙賽(女子組) 3C 3A

一年級全場總冠軍 1B

二年級全場總冠軍 2C

三年級全場總冠軍 3C

(二)親子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1D袁洛瑤 1C關天竣 1C戴正廷

一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1B許依旋 1C何卓膺 1B李卓慧

一年級親子運球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1B洗啟軒 1C彭梓軒 1C馬安怡

一年級親子運球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1D黃馨霏 1B鍾政希 1D楊樂怡

二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2A鍾家寶 2B陳柏澄 2B林又晞

二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2C許力圖 2C鄭旨軒 2D冼泓昇

二年級親子運球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2C潘瑞怡 2D蔡稀研 2B葉倬熙

二年級親子運球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2B樊子諾 2B王藝蓓 2D吳敬心

三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3B郭紫軒 3B梁灝翔 3B曾彥璋

三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3B莊苗心 3B任柏熹 3C陳施傑

三年級親子運球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3B區芷瑜 3C黃正翹 3C林政翰

三年級親子運球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3B康妙 3B鄧奕樂 3C龔日軒

「咇 !」校長鳴槍一響，
我們期待已久的遊戲日
開始了。

爸爸們目標一致，向着
終點飛奔。

小小的身體專注地
持蛋向前跑，這就
是體育精神。

巾幗不讓鬚眉，我和媽媽一起踏
上頒獎台，很厲害呢 !

Mr Jeff 帶領同學們玩
色彩繽紛的快樂傘，真
快樂 ! 

我身手敏捷，拾
放豆袋，怎會難
得到我？

我們都是精英運動員，
yeah!

13



佛山禪城區南庄鎮吉利小學交流團

本校與佛山禪城區南庄鎮 吉利小學（簡稱：吉利小學）締結為

姊妹學校，並成功申請「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本校全體教師於2017年11月23日及24日到吉利小學進行交流，兩

校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交流學校行政經驗及課程與教學的設計。兩

校教師通過觀課、評課和教學經驗分享等活動，進行專業交流，提

升教學成效。2018年5月16日至18日，楊副校長帶領45位師生到吉

利小學進行交流，讓學生親身體驗及了解國內的學校生活，與吉利

小學學生一同上課、共同學習，彼此分享兩地的學校文化。此外，

學生還參觀了西樵山國藝影視城和南風古灶，並進行「電動拉坯

機」陶瓷製作活動，此行實屬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現在請欣賞我

們的活動花絮：

本校劉素心老師為吉利小學五年級學生
上了一節英語課。

14

林校長贈送紀念品給
吉利小學的田校長。

與吉利小學老師及學生一起拍大合照。

同學們一起練習書法。

參觀西樵山國藝影視城，認識舊香江風景。



佛山禪城區南庄鎮吉利小學交流團

吉利小學飯堂的午餐美味又有營養。

15

教師們參觀吉利小學的種植園。

嘩 ! 吉利小學的操場好大啊 !

教師觀看內地學生上課的情況。

吉利小學田校長及主任與我們拍照留念。

同學們包的餃子很不錯哦 !

與吉利小學學生一同上課、共同學習。

同學們很認真地進行 
「電動拉坯機」陶瓷製作活動。



STEM 探究活動

你看！同學發空氣炮的姿勢多英武！

我們成功了！紙凳可以承托約 50 多本書。16

本年度，本校透過STEM科學探究活動，提升四年級學生的基

本科學課程技能，包括觀察、量度、分類及傳意等，並應用「設計

循環的理念」來完成測試及改良製成品。為了促進學生有效地完成

有關的探究活動，學校安排了小組導師帶領學生進行兩次探究活

動，四班的主題分別是「雞蛋軟着陸」、「空氣炮」、「濾水器」及

「鞏固的紙凳」。

在兩天的探究活動中，學生能積極嘗試及從失敗中學

習改良製成品。學生對於科學原理及科技活動深感

興趣，他們在改良的過程中，能

提出多元化的問題及作進一

步的求知。

同學們利用不同的物料來製作降落傘的傘面。

吊上氣球的步驟
也不容易啊！

我們要小心
地製作盛 
蛋器。

兩位組導師認真地指導學生製作
空氣炮。

我們要儘快量度好紙尺的距離。

究竟哪一種過濾器
的效果較理想呢？

羅老師分配含有泥沙的污水
供同學們進行過濾。

同學們細心地觀察濾水器的
過濾情況。

同學們小心翼翼地製作凳腳。

放上第一本書後，看看凳腳的
承托力怎麼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