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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牧者分享

參與基灣小學校園福音工作，不經不覺已是廿載了。能

陪伴一群從天真爛漫的小孩，到漸漸思想成熟的小六畢業生

成長，實在滿心感恩。

有人曾說：「你想知道這間小學的學生，在這裏讀書是

否開心，你可在放學時候去看看便知。若大部份學生放學

時呆呆滯滯，就知到他們讀得有幾開心；相反，若大部份學

生放學時，都仍能與同學有講有笑，這就表示他們上堂開

心。」雖然這未必百份百準確，但多多少少也反映出他們的

校園生活是否愉快。

在這廿載之中，我看到基灣小學的學生，放學時都是喜

樂，我要為同學們感恩：可以服侍你們與你同行，陪伴你們

渡過小學的學習，全是天父上帝的恩典。祝願每一位同學都

愉快成長，再透過你們去祝福社群！近年我們更透過服侍家

長，藉此來祝福他們的家庭，改善親子的溝通和關係。

很久沒有前去公共圖書館，最近在假期中前往區內一間新

建成的圖書館，竟在館內消磨了半天的時間，而且最後還借了

八本書回家細閱，重拾「悅」讀的樂趣。雖然現今資訊科技發

達，大家都可運用不同的媒體工具，如：電腦、手機等去閱覽

不同的資訊，但我始終覺得閱讀書本卻另有一番味道和樂趣。

閱讀書本的時間可以由自己控制，不像觀賞電視劇或電

影，需要一氣呵成，遇到緊湊的情節，甚至連喘息和去洗手間

的時間也沒有。但閱讀書本卻可邊看邊思考，遇到精彩的章

節，甚至可以掩卷細細咀嚼當中的意思。而且與觀看手機相

比，眼睛也沒有那麼容易疲倦。

閱讀，除了增進知識，也可以發夢，將自己代入書中，化

身成書中的其中一個角色。當你閱讀《三國演義》時，你會夢

想和諸葛亮及趙子龍並肩作戰，對付敵人。當你閱讀武俠小說

時，你會夢想自己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俠士，在古代行俠仗義，

鋤強扶弱。當你閱讀《多啦A夢》漫畫時，你會夢想自己有一

個多啦A夢這樣的朋友，當遇到困難時便會有無數的法寶工具

可以使用。在閱讀和發夢的過程中，你可以享受當中的樂趣，

而無盡的創意亦由此而生。

閱讀，可以認識朋友，明白他人的夢想。當你深入地閱讀

一本書，你便會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意念以至人生夢想，

有如認識了一位新朋友。如果作者所思所想能令你產生共鳴，

就更會有相逢恨晚之感，這也是閱讀的另一樂趣。事實上，書

本也實在是你的好朋友。當你閱讀愈來愈多的書本時，加深了

對很多「新朋友」的認識，那麼便會加強你對文字的觸覺和

語感，屆時無論是寫作或說話也會順暢起

來，正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懂作

詩也會吟」。

學校的圖書館最近亦添置了

新的家具及重新擺設書架，推廣

主題書籍及擴增實境閱讀（AR 

Reading），並進行了一連串

閱讀計劃和伴讀活動，期望

能引起同學的閱讀興趣，營

造更好的閱讀氛圍。

「廿 同 行」載

李潤成牧師林偉雄校長

閱 讀

送給大家一節聖經：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

我們，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心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

耶穌。」(希伯來書12:1-2)

那些已畢業的學兄學姊，就是我們的雲彩見證人，

不少已在社會有所成就，又有一些如我一樣成為基督

徒，靠着耶穌去走他們的人生路，就算遇困難也可藉祈

禱告訴天父上帝。

最後，願耶穌基督的憐憫，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

的保護常與你們同在。阿們!



We all need friends. You can feel very lonely and sad if you don't have 
someone to play with and be with - it happens to everybody sometimes.  
Here are some ideas to help you in making friends and keeping friends.

• Listen to what your friends are saying and ask questions about it.

• Use your manners -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Friends like to be pleasant 
to each other.

• Be helpful - do things for your friends without keeping a score on who's 
done the most favours.

• Praise your friends when they do something well.

• Don't argue and get upset if your friend doesn't agree with you about 
something. That's okay. He / She has the right to an opinion too.

My #BFFs!
We have been good friends since forever! We always meet up, chat and 
laugh together. 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e all love travelling. We have 
been to Seoul, London, Paris, Taipei and many places together.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any more trips with them in the future!

We are wearing Hanbok
(traditional Korean dresses)
in Seoul.

We are posing in front of the 
Eiffel Tower in Paris!

We studied in the same 
secondary school!

Friends

As the troubles in Hong Kong have made it 
diffi cult to go outside regularly, many of us have 
had to stay indoors for long periods. During 
this time, most of us try to keep ourselves 
entertained. These activities could include doing 
homework, reading books and even playing 
games.

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you could do to keep 
yourself from getting bored.

1. Draw  -  You can practice drawing your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s to even drawing 
a family member. Put your drawing skills to 
the test!

2. Listen to music - Put on the music that makes you feel happy. You can 
also dance to the music as it’s a good way to exercise.

3. Meditate - Studies show that regular meditation can help with your 
mental and even physical well being. Find a quiet place to sit for 
anything from 5 minutes to 30 minutes in silence. Close your eyes and 
focus on your breath; it’s very simple.

I hope you fi nd this helpful. If anyone has any other ideas on how to keep 
entertained at home, please feel free to share.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s them to me in the teacher’s room.

I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your great ideas.

How to Tackle Boredom

Mr. James'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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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的家教會主席經驗、五年的家
教會委員服務、

九年的基灣小學生活，有時候真感
覺到這裏好像我的第

二個家。

作為三子之母及身兼伴讀書僮的我
，有幸一直陪伴

着小朋友成長。從愛哭、愛笑、
愛大叫，到學爬、學

行、學知識，加上基灣小學的悉心
栽培、循循善誘，他

們漸漸變成了一個個有理想、有抱
負的少年。

適逢今年是學校「金禧五十周年校
慶」，及本人踏

入第十年的基灣歲月，希望藉此可
以向學校表達謝意。

林校長是個樂於接受意見的人，每
次跟他分享或討論學

校政策、學生問題時，都會耐心聆
聽並進行改善。他豐

富的教學和管理經驗，為學生帶來
了高質的學習環境，

感恩基灣小學可以擁有一個敬崗愛
業的校長。

基灣的老師們都有着高度的責任
感和莊嚴的使命

感，我的孩子們每次回到家，都不
止一次的提起這些老

師，由此也可見孩子們對老師的信
賴和尊敬。還有一群

敬業樂業的校務處教職員、不辭勞
苦的校工們及一班無

私奉獻的家長義工們，有了你們的
默默耕耘，他們才能

茁壯成長，在此謹代表學生們致以
最誠懇的感謝。

這些年來的一點一滴，我們都會銘
記於心，謝謝學校

給予了學生們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祝願基灣小學桃李滿

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邁向更美
好的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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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在基灣

何詠珊女士 (5A周羨頤 6A周姵兒家長) 

《如果我能多擁有身體上的一個器官》
 5B　鄺梓熙

如果我能多擁有身體上的一個器官，我希望可以多擁有一雙手。

我會幫助媽媽做家務。我會用其中一雙手幫媽媽打掃地方，再用另一雙手吸

塵。此外，我可用一雙手幫忙做飯，再用另一雙手收拾東西。這樣，媽媽便會很高

興，稱讚我是個好孩子。

如果我能多擁有一雙手，做家課便可快一點。我會用一雙手做中文家課，另一

雙手做數學家課。這樣就可以很快完成家課，那我可以有多些時間看電視和睡覺。

如果能多擁有一雙手，吃食物也會快一點。吃自助餐的時候，我會用一雙手拿

甜品和碟子，另一雙手拿其他食物吃。我拿的食物一定比其他人多，真開心呢！

我真想擁有兩雙手，因為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十分方便。

《快樂的中秋節》
 4A　陳溫晴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妳知道這句詩句關於哪一個節日嗎？就是我最

喜歡的中秋節了！今天，我跟家人度過了一個快樂的中秋節。

今天，我和家人吃完晚飯和飯後甜品—湯圓後，我們就下到樓下公園賞月、

吃月餅、猜燈謎和玩耍。仰望天空，月亮像個害羞的小姑娘，露出歡喜的笑臉。皎

潔的月光讓我和家人看得入迷。然後，我們去猜燈謎，謎語有很多，我找了一個謎

語：「寫時方，畫時圓，夏天長、冬天短。」我正在思考的時候，聰明的外婆一下

子說出：「日！」之後，我們陸續猜對了很多燈謎，獲得了很多禮物呢！

突然，後面有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嘿！」原來是我的好朋友張寶琳。我們

一家和她一起玩了很多遊戲，玩得非常開心。之後，我們又一起吃了各種口味的月

餅，有：五仁月餅、冰皮月餅、蓮蓉月餅和雙黃月餅等。我們玩得好開心！不知不

覺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我們依依不捨地滿載而歸。

一進家裏，我衝向房間，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微

笑入夢鄉。我真心希望天下的人們都能和我一樣享受着中秋團圓，家庭和睦，其樂

融融的氛圍。我也希望每年的中秋節都像今年一樣快樂和充滿濃厚的節日氣氛。

《快樂的中秋》
 4B　吳卓橋

中秋節晚上，各家各户究竟會去哪裏賞月呢？今年，我和家人就一同到石澳沙

灘歡度中秋。

在熱鬧的海灘上，我和妹妹在玩沙，爸爸和媽媽一起吃月餅。這時，妹妹想吃

月餅，媽媽便給了她一個。當妹妹吃月餅的時候，我的朋友來了，我們一會兒到海

邊玩水，一會兒去沙灘上玩捉迷藏，真快樂。

不知甚麼時候，圓圓的明月已高掛在空中。皎潔的月光，照在沙灘上。突然，

遠處傳來燃放煙火的聲音，五彩繽紛的煙火衝向天空中，十分壯觀。最開心的就是

妹妹了，她手舉熒光棒，不停地喊着、叫着、笑着、跳着⋯⋯

快樂的時間過得很快，沙灘的人漸漸散去了，我們只好收拾心情離開。歡度中

秋的回憶已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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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海洋公園》
 5A　盧寶琪

如果你問我哪一件事情令我一直烙印在我腦裏的？我的回答是第一次去海洋

公園。

還記得那天早上，一聽說爸爸媽媽要帶我們到海洋公園玩，我和弟弟就不由得

興奮起來。

我們四人坐上了開往海洋公園的雙層巴士。在路上，人群熙來攘往，道路上，

車水馬龍，熱鬧極了！啊！我日思夜想的海洋公園終於到了。我和弟弟看到大門上

可愛的海獅威威，就立刻欣喜若狂。

我們先坐登山纜車來到「高峰樂園」，在「長江足迹—中華鱘館」裏，我們

見識到生活在長江裏的中華鱘。牠體型龐大，但在水裏游來游去，顯得非常靈活。

現在這種魚越來越少，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所以我們大家應該保護大自然生物，

不要隨便捕捉牠們。

接着，我們又去了「海洋劇場」，觀看著名的海豚表演。兩位穿着制服的訓練

師朝會場的觀眾們緩緩地走過來。這時，會場頓時變得鴉雀無聲，只見他們突然朝

相反的方向揚手，四隻活潑可愛、強壯健康的海豚就一躍而起，閃亮登場！頓時，

觀眾們像炸開了鍋似的，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伴隨着雄壯輝煌的音樂如潮水般響起，

我們也跟着大家一起激動地鼓起掌來。然後，聰明伶俐的海獅也登場了，牠們會倒

立、會頂球，還會拍手⋯⋯牠們會的東西可真多呀！還常常逗得大家開懷大笑呢！

觀看完精彩的「海洋劇場」表演後，我們去吃午飯，那裏的菜式還真多，我們都吃

得津津有味呢！

然後，我跟爸爸說：「我要去玩刺激的遊戲。」爸爸說：「可以。」於是我們就

去玩過山車。在玩的途中，我想：這個過山車可真驚險呀！但我卻樂在其中。

最後，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

《第一次釣魚》
 5C　蔡旨諾

今天早上，天氣晴朗，燦爛的太陽還沒有起床，我和爸爸就起來了，因為我和

爸爸要坐船去橋咀沙洲釣魚，真讓人期待啊！

到達目的地，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望無際的大海，然後我看到了一大羣魚兒浩浩

蕩蕩地從清澈的海水中跳起來，然後「撲通」一聲地鑽進水裏去。這一刻真讓人賞

心悅目啊！

爸爸帶我到旁邊的石頭上，便耐心地說：「先把魚線連接在魚竿上，再穿上魚

鈎，之後將魚餌放在魚鈎上⋯⋯」說完，我在他的指導下弄好了一枝魚竿。

我坐在石頭上，向水拋出魚鈎後，便全神貫注地看着浮標，不希望被任何一條

魚兒逃走。過了一會，我看見浮標抖動着，我便立刻提起來，釣竿由直變曲，爸爸

便說：「不要緊張，我來幫你！」我回答：「知道了！」我們便合力把魚兒提起來，

我看到很多人在看着，我心想：是不是我哪裏做錯了呢？爸爸看到我迷茫的樣子，

笑着說：「你釣到了石斑，是一尾又貴又好吃的魚，你運氣真好啊！」

之後，我們便離開西貢了。我真希望可以再去西貢玩。

今天，我感到喜出望外，因為可以和爸爸一起釣魚，我還學到了怎樣穿上魚

鈎。這是我第一次釣魚，我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不但可以和家人更親密，還可以

感受到釣魚的樂趣，這段經歷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新編賣火柴的小女孩》
 5D　吳柏辰

一個又大風，又大雪的平安夜，大家都歡天喜地地吃聖誕大餐之際，一個小女孩
穿得又薄又少，在街上挨着寒冷，可憐地賣火柴，卻沒有人買過她的一根火柴。

她蜷縮在牆角，開始擦起第一根火柴，看見一個天真活潑的雪人，雪人正想跳出
來時，火柴滅了。

小女孩很好奇，於是擦起第二根火柴，那個雪人又出現了，這次，他又想跳出
來，小女孩為了留住他，於是把手上的所有火柴一口氣擦起來，雪人果然呈現眼前，
還變得大大的。他微笑着挖空了自己的肚子，放好了一張大床和一桌豐富的食物，然
後請小女孩住在他的肚子裏。

就這樣，小女孩在雪人的肚子內度過了寒冬，直到春天再來。雪人在融化前，揮
揮手向她說：「明年冬天再見。」

小女孩緊抱着雪人，說：「謝謝你。」

《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6A　黃柏熙

今天，我翻閱相冊時，想起了很多在小學生涯中的一點一滴。當中，我想起了一
場令我刻骨銘心的乒乓球比賽。

那天，我克服許多困難，終於成功晉級「二零一九年東區康體杯乒乓球比賽」的
決賽。在決賽中，我和對手的實力不相伯仲，真不知鹿死誰手。

一開始，我趁對手未站穩陣腳，成功拿下了頭兩局。我當時信心「爆棚」，以
為勝出這場比賽已經十拿九穩了！可是，對手後來調整了戰術，他不斷地使用反手弧
圈接我的發球，我頓時感到不知所措，因此被他扳回一局。他後來越戰越勇，對我施
壓，像一棵大樹向我壓下一樣！我一直處於劣勢，最終他以十一比八追成平手。

我在決勝局一度落後，對手勢如破竹，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最後，教練跟我
說：「你別想太多了，豁出去打吧！」於是，我放手一搏，採取非常進取的打法，以
進攻代替防守，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最後，我竟然成功逆轉了形勢！我喜出望外，
我終於得到我夢寐以求的冠軍了！

我十分感謝為我付出的每一個人，你們一直孕育我成長，在我這次奪冠的路上
扶持我。如果我是一棵小樹苗，你們就是培育我成為大樹的園丁。假如沒有你們在這
次比賽為我加油，沒有你們和我日以繼夜地操練，沒有你們在比賽中向我作出重要的
指導，我根本不可能有這次美好難忘的奪冠經歷！另外，謝謝你們透過比賽使我明白
「堅持就是成功」這個道理，你們真是令我獲益良多的啓蒙導師啊！

《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6B　龔竣煜

今天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今天，風和日麗，爸爸、媽媽帶了我去海洋公園遊玩。媽媽首先帶我去玩過山
車，這是我第一次坐過山車，我嚷着不要坐，但是媽媽說：「來吧！你坐了一次就會
覺得好玩的。」雖然我一直說不要坐，但她還是逼我玩。

我一坐上過山車，就緊握安全帶，生怕會掉下去。過山車開始慢慢上升，上升
到最頂端，突然停了大約兩秒，然後又立刻向下衝，那時我不停尖叫，感到靈魂已經
去了天堂似的，之後還要轉多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圈，那時我發誓以後不再坐過山車！
坐完後，我差點把吃過的早餐全吐出來！之後我再玩其它刺激的機動遊戲也已經不怕
了，因為我已經怕夠了。

這短短的幾分鐘真的令我永世難忘。



4C黎嘉騏的感
恩點滴：考試
快到了，我感
謝媽媽幫我溫
習，媽媽除了
幫我溫中、英
及數學科外，
還幫我溫了普
通 話 和 常 識
科。
班主任回應：

高興得知你有一個全能媽媽！

4B吳卓橋的感
恩點滴：媽媽從
小一開始帶我返
教會，雖然逢星
期日都要早起
床，風雨不改，
在教會學習聖經
話語。從教會一
些集體遊戲中，
我學習到團結及
互相合作精神。
平時我遇到不愉快或開心的事，都會和教會的朋友、導師
分享，這是我堅持返教會的原因，謝謝媽媽。
班主任回應：懂得感恩的孩子必深得天父歡喜！卓橋，老
師欣賞你這一份堅持，亦欣賞你在逆境時，能找適當的人
去幫助你解決問題！

2A何倬僑的感
恩點滴：我的
好友是鄧海霖
和程柏彤，因
為她們的興趣
與我相同，因
此我們有說不
完的話題，真
感恩認識到他
們。
家長回應：倬

僑在學校找到相同興趣的同學，而又成為好朋友，實在太
好了！你們要珍惜對方，繼續做好朋友。
班主任回應：非常欣賞倬僑你會感恩，會欣賞朋友的優點
和感謝她們對你的幫助，希望你們互相尊重及珍惜彼此，
友誼永固！

4D蔡曉澄的感
恩點滴：我的爸
爸是一位滑水教
練，他每天辛勤
工作，還要照顧
我和妹妹，休息
實在太少了⋯⋯
我的媽媽是一位
售貨員，她跟爸
爸一樣每天辛勞
地工作。感恩上
帝給我一個幸福的家！
班主任回應：能有幸福的家，我們的確要感恩和珍惜。

3A劉家彤的感
恩點滴：上星期
四，我遇到功課
的疑難，幸好得
到方鈺瑤同學的
幫忙，我才可以
做好功課，我很
感謝方鈺瑤同
學。
家長回應：多謝
同學的幫忙！
班主任回應：我也為你而高興！有好同學幫助！

3D鄒恩瞳的感
恩點滴：我的
工人姐姐將於
十二月八日回
印尼三星期，
雖然我們十分
捨不得她，但
因她很久沒有
見家人，所以
大家都給她一
個祝福—就

是她可以一家團聚。其實我十分感謝她，八年前離鄉別
井，來到我的家，悉心地照顧我們，謝謝你！
家長回應：我們一家都彼此相愛！
班主任回應：工人姐姐離開自己的家鄉，來到香港工作是
一件辛苦的事，我們要多感激她們的付出和努力！

6B廖韻晴的感
恩點滴：停課
期間的星期日
是我的溜冰比
賽。那天我準
備出門時，我
的溜冰教練通
知媽媽溜冰比
賽已取消！原
來又一城(比賽
場地)有幾個警
察戒備，所以基於安全考慮，比賽取消了⋯⋯感謝上帝
賜給我有學習溜冰的機會，並且有參加比賽的機會，希
望來年比賽能順利進行。
班主任回應：我也為你而高興！

2C葉梓晴的感
恩點滴：我想
成為音樂家，
因為我喜歡音
樂和唱歌。我
長大後會教小
朋友唱悅耳的
歌曲，更感謝
天父賜我音樂
才能。
家長回應：欣

賞你有清晰目標！繼續努力，向着目標進發。
班主任回應：向着目標努力前進吧！

校本輔導計劃

我也為你而高興！有好同學幫助！

賞你有清晰目標！繼續努力，向着目標進發。

察戒備，所以基於安全考慮，比賽取消了⋯⋯感謝上帝

是她可以一家團聚。其實我十分感謝她，八年前離鄉別

帝給我一個幸福的家！

僑在學校找到相同興趣的同學，而又成為好朋友，實在太

平時我遇到不愉快或開心的事，都會和教會的朋友、導師

高興得知你有一個全能媽媽！

本年度配合主題，以「感恩同行 堅毅人生」為主題，推行各項「全校參與校本輔導活動」，以
「感恩四部曲」，讓家長、教師及學生學習感恩，多讚賞和鼓勵別人，建構和擴展正面情緒，建立和諧
關係。同時透過各項活動，讓學生培養「堅毅」這項中國傳統美德，學習堅持、忍耐、節制及自我約
束，以面對生活上的逆境及誘惑。

其中一項活動為「感恩點滴（生活小札）分享」：同學在生活小札記下值得感恩的人和事，每
班每月選一篇分享，並於校內展示，讓學生留意及察覺身邊的好人、好事，營造校園感恩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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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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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
全校參與校本輔導活動：
「感恩同行 堅毅人生」

《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6C　楊泳

從小到大，每一個人一定曾經歷令你難忘的事，這些事情像一顆顆流星飛進腦

海，讓平凡的生活增添一絲趣味。我也有一件最難以忘懷的事，讓我感到既驚險，

又高興，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

那天是新年假期，我興致勃勃地跟着媽媽去內蒙古探親，正在我們拖着行李過

海關時，海關人員一看我的回鄉證，立即臉色一變，「你這張一次性的回鄉證，不

能使用。」他一臉凝重地對我說。「不可能！不可能的！」我的心仿佛在大叫。我

的心情像一塊巨大的石頭下墮着⋯⋯

過了一會兒，我的心情平復下來了，但媽媽還在焦急地尋求幫助。由於我們人

在北京，所以沒有熟悉的人可以詢問意見。當時，我感到萬分絕望，也很擔心，不

知應該怎麼辦？媽媽問了成千上萬的人，都沒有人願意幫我們。終於在如此緊急的

關頭，有一位住在唐山的親戚願意伸出援手，帶我們離開機場，載我們去內蒙古。

聽到有人幫我們，我瞬間放下了心頭大石，心情從失落轉為高興。

那位阿姨中帶着女兒，開着車從唐山趕來北京機場，載我們離開。在唐山，

我和阿姨的女兒琪琪玩了兩天後，阿姨便開着車，載上我、媽媽和琪琪從唐山前往

內蒙古。她開了七個半小時，把我們送到內蒙古，看到她疲累不堪的樣子，我想她

一定已精疲力盡了！回程時，她再次載我們，還開了十二個小時，真的非常感激她

啊！要不是她願意花自己的時間，我就要回香港度過這個讓我畢生難忘的孤獨的新

年假期。

這一件難忘的事讓我深深地體會到做事前要提前準備，不要到出錯碰釘才來後

悔。另外，我也明白到要時常幫助別人，樂於助人會使你在別人的心裏留下一個好

印象。我一定會向阿姨學習。

《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6D　王少曼

在我的成長裏，經歷過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們就像一葉葉小船，在我的腦海裏

蕩漾。但有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到老人院探訪長者。

一天下午，我和班主任、同學到一間老人院探訪長者，我的心情十分緊

張。

我們一踏進老人院後，我就看到每一位長者都對着我們微笑，歡迎我們進去。

我由一張沒有表情的臉，變得笑容滿面，變得有自信起來。節目開始了，首先，我

和三位同學帶領遊戲，每一位長者都玩得眉飛眼笑的，這時我覺得自己好像快樂天

使一樣，把快樂帶給大家。

然後，我們和長者大合唱，我們負責唱《祝福你》，他們負責彈小結他，大家

一起唱，唱得很高興，他們每一位都露出甜蜜的笑容，像一股清涼的泉水在我們的

心中流過。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很快又到了活動的尾聲，我們和長者拍過大合照

後，就乘校巴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經過這一次滿有意義的活動後，令我懂得關懷和愛護長者，希望大家能夠伸出

友愛之手，關心每一位長者，令他們每天都能展開燦爛的笑容。



星座 天蠍座

最喜歡的食物 蕃茄、柚子

最喜歡的顏色 白色

最喜歡的旅遊地方 日本、波蘭

最喜歡的歌曲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承傳恩師的教
育精神，用心灌溉「小
樹苗」，期望他們自強不
息，茁壯成長。

星座 天蠍座

最喜歡的食物 拉麵、米線、意粉

最喜歡的顏色 紫色

最喜歡的旅遊地方 日本

最喜歡的歌曲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我的夢想 做一位好老師、開創一間網絡媒體公司、環遊世界。

Horoscope Pisces

Favourite Food Pepperoni pizza

Favourite Colour Green

Favourite Travelling 
Place

Vietnam

Favourite Song “Summer Paradise”

My Dream My dream is  to  become a  teacher  tha t 
can inspire students to learn and become 
successful. I want to travel the world and 
experience new things.

Horoscope Leo

Favourite Food Tom Yum Kung

Favourite Colour Blue

Favourite Travelling 
Place

Japan 

Favourite Song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My Dream My dream is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meet 
people, try new food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新老師專訪新老師專訪

蘇啓忠

Donna Chow Lok Ting

郭潔麗

星座 白羊座

最喜歡的食物 酸辣土豆絲、麻辣火鍋

最喜歡的顏色 藍、墨綠

最喜歡的旅遊地方 全世界都喜歡 

最喜歡的歌曲 “I BELIEVE”

我的夢想 毋忘一切初心，懷着童真看雲起雲落，繼續
到處吃喝玩樂！

張老師

Jo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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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探究活動STEAM 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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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活動「電子飛鏢」
本年度五年級STEAM探究活動已於2020年1月

15日及17日下午順利完成，主題是「電子飛鏢」，

學生不但學習到電子飛鏢中不同的STEAM元素，也

體驗了現代科技與傳統運動的結合。活動的第一天，

飛鏢導師教導學生正確擲飛鏢的姿勢及動作，各組學

生也運用他們學習到的計分方法及取勝的策略結鏢。

此外，學生也一嘗運用工具拆開及裝嵌飛鏢靶，認識

電子鏢靶的結構和功能。第二天的探究活動，除了進

行了班際電子飛鏢比賽，讓學生運用所學，更邀請了

中文大學教授湯兆昇博士為學生步進一步講解擲飛鏢

中的科學原理。同學們積極投入活動，學生對課題深

感興趣，表現興奮、反應踴躍。電子飛鏢探究活動

不但讓學生從玩中學，亦藉此提升了他們的協作、溝

通、探究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年級    活動「電子飛鏢」
2020年1月15日上午，六年級同學體驗了一次難

忘的「STEAM火箭車工作坊」。整個活動分為四部

份，學生首先學習推動火箭車的科學及數學原理，特

別是空氣阻力、升力、摩擦力和速率。之後，學生利

用Wind Tunnel流動應用程式，做風洞實驗，探討不

同形狀對阻力及升力的影響，並初步設計火箭車的車

身形狀。有了基本認識後，學生4人一組利用高密度

發泡膠磚及切割機製作車身，再加上車輪。最後，全

級學生一起進行競速比賽，以氣壓推動火箭車發射，

學生們由零開始，製造屬於自己的火箭車，學習及製

作過程投入，反應熱烈。這次活動給學生一次動手和

動腦的機會，亦培養了他們創作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同學們獲益良多呢！

六年級飛鏢組學生是活動的小導師，既幫

忙組裝飛鏢靶，又為五年級同學示範。

同學們分組進行班際電子飛鏢比賽，大家

一起合作，努力結鏢。

同學學習運用六

角匙拆開飛鏢靶。

原來電子鏢靶的內部結構是這樣的，真複雜 !

準確計算剩餘分數，找出投擲的目

標分數，是致勝的關鍵之一。

瞄準目標分數，注意手部動作及身

體姿勢，我是小小飛鏢運動員。

飛鏢導師教導學生飛鏢靶的分數

分佈及擲飛鏢的姿勢。
製造火箭車的高

密度發泡膠磚、

車輪及其他零件。

同學們都很

認真地做筆

記，學習與

火箭車相關

的原理。

小心 ! 注意 ! 看同

學們運用切割機的

神情多專注 !

我們的火箭車差不多完成了 ! 我

們把它的車身打磨得更平滑吧 !

同學們精心製作的火箭車，各具特色。

火箭車競速比賽快開始

了，大家都很緊張，哪

架是「速度王」?

看同學們的笑臉，就知道大家

一定很滿意自己的製成品啊 !

外籍英語導師與組導師

一起指導同學完成活動

冊，分享活動感受。

電子飛鏢探

究活動，同

學們都樂在

其中。

角匙拆開飛鏢靶。

準確計算剩餘分數，找出投擲的目

湯兆昇博士為學生講解

擲飛鏢中的科學原理。

作過程投入，反應熱烈。這次活動給學生一次動手和

動腦的機會，亦培養了他們創作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同學們獲益良多呢！

火箭車相關

的原理。

我們的火箭車差不多完成了 ! 我6C班的一組女同學獲得冠軍，

女孩子製造玩具也很厲害呢 !
冠



惠州境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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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拍攝完畢，兩所姊妹學校師生來個大合照。 同學們正在認真地演繹朗誦作品。

我校參加朗誦比賽代表團大合照。

師生們細心欣賞友校學生的剪紙作品。

西湖的風景與我們的

笑容一樣使人醉。

同學們認真地製作泥膠吊飾──幸運球。

暢遊東坡園，感受蘇軾詩中的情懷。

美麗的惠州西湖，我們來了！

同學們正在感受

光束的神奇變化。

猜一猜，同學們

看到了甚麼？

李老師代表我們領取三等獎。

2019年10月12日，本校五至六年級十位學生與內地姊妹學校

─惠州市博羅縣羅陽第五小學一起參加了《2019年粵港澳姊妹學校

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惠州)》，弘揚與傳承中華經典文化。為了

促進兩地姊妹學校交流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本校舉辦了「惠州

市博羅縣羅陽第五小學交流團」(三天)，讓學生親

身體驗及了解國內的學校生活，與內地學生合作

集誦、共同學習，彼此分享兩地的校園文化。

此外，學生還參觀了惠州西湖和惠州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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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2019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惠州)

我們在羅陽第五小學

進行朗誦排練。

暢遊東坡園，感受蘇軾詩中的情懷。

美麗的惠州西湖，我們來了！

西湖的風景與我們的

笑容一樣使人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