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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份(第一百五十一期)

農曆新年又到了！恭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現將本校近況及二月份通告事項臚列如下，敬希垂注：
學校近況：
1. V 服務學習計劃︰為使五年級同學認識義工服務及對長者關顧之情，並提昇同學與人交往的自信心及學習關
愛社區，本校為五年級同學安排「V 服務學習計劃」
。有關計劃活動內容包括進行三節義工訓練及一次長者
關顧服務，讓同學從中認識長者服務、探訪須知、籌備服務內容及物資準備等工作，而有關活動亦已順利
開展。
2. 訓輔推介︰教育局編製了「『關愛孩子好精神』家長教育系列」，簡介抑鬱症、焦慮症、選擇性緘默症和妥
瑞症的病徵及其支援策略，以提升家長及教師的精神健康素養。同時，亦製作了「守護孩子精神健康，預
防 青少年 自殺」 家長便覽 ，以提 升家長 對青少年 自殺的 認 識， 家長可瀏 覽「校 園 ˙好 精神」網 站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中相關資源。
3. 聖經科活動︰聖經科推行背經計劃，鼓勵同學透過背誦經文，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聖經真理。第二次背
經計劃於 2 月份進行，是次主題為「發揮才能」
。
4.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本校視藝科推薦 5C 許依旋同學參與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第十四屆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
5.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請 4A、4B 班及五年級各班同學在農曆新年假期間，完成視覺藝術科《創意護照》
中「視覺藝術體驗」和「親子活動」這兩部分，於 2022 年 2 月 14 日交回。
6. 「創意眼鏡」設計比賽︰由於疫情關係，
「創意眼鏡」設計比賽參賽截止日期延期，有興趣參加之四至六年
級同學，請於 2022 年 2 月 16 日或之前，將參賽表格交到三樓聖殿前的「作品收集處」。
7. 藝術推介活動：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主辦的「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比賽 2021「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
賽」
，將於 2 月 21 日截止。如有興趣參加比賽的一至三年級同學，請將參賽表格交到三樓聖殿前的「作
品收集處」
。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主辦的「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比賽 2021「花鳥蟲魚小伙伴設計比
賽」，將於 2 月 21 日截止。如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同學，可向梁希彤老師了解詳情及索取報名表格。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2022 徐悲鴻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將於 2 月 22 日截止。如有興趣參加比
賽的同學，可瀏覽 https://clc.hkfyg.org.hk/artspot-competition/了解詳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2022 年水上安全平面設計比賽」
，將於 2 月 25 日截止。如有興趣參加比賽
的同學，可向梁希彤老師了解詳情及索取報名表格。

8. 圖書館資訊：
a)

本年度「故事演講比賽決賽」改以自拍短片形式舉辦，入圍決賽同學須於 1 月 25 日或之前上載決賽故
事演繹片段到指定檔案，讓大會評判評審選出各組獎項。另設「小評判大智慧」活動，邀請各同學瀏
覽故事短片後選出心目中的冠軍同學，爭取最具眼光獎，賽果將於 2 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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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書館將於 2 月 15 日前把「『童你說故事』故事創作比賽」入圍同學的故事作品交予主辦機構評審，
每組得分最高 3 位同學將獲圖書館頒發精美禮品，每組冠軍同學另獲大會頒發獎狀、獎杯和得獎作品
集。各參與同學均獲發積極參與獎狀。決賽結果將於 3 月公佈。本年度「『童你說故事』故事創作比
賽」入圍名單如下︰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班別及姓名

故事名稱

班別及姓名

故事名稱

1A 李熙弘

外星家族遊歷記

1D 廖梓琪

拆彈「喵」

1A 謝廷謙

The Lost Spaceship

2B 洪允熙

温暖的聖誕

1B 王馨琳

小豬過河

2C 李柏希

小狗流浪記

1C 司徒悊

小龍偵破巫師帽失竊事件

2C 李梓衡

中秋歷險記

1D 洪璟瑜

瘦瘦的豬小瘦

2D 程焯瑩

糖果夢

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班別及姓名

故事名稱

班別及姓名

故事名稱

3A 李正熙

Line and Curve

4A 梁嘉恩

東遊記

3B 趙和喬

充滿愛心的機器王國

4A 劉海納

邋遢獸

3B 羅慧琳

The Little Pig

4A 李嫝庭

不知所措的侍應生

3C 盧思敏

第二次龜兔賽跑

4A 王浚熙

隱形眼鏡

4A 陳博堯

Gingerbread House Adventure

4C 劉卓昇

Pan Pan Robot’s Adventure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c)

班別及姓名

故事名稱

5A 鄺梓翔

烈火逃生記

5A 許樂童

Christmas Adventure

5A 鄧愛林

The Lie Detector

5A 林籽君

A Trip to Mars

圖書館與小皇冠童書館將於 2 月 16 日、2 月 23 日、3 月 2 日及 3 月 9 日舉辦「小小作家培訓班」，招
募 15 位六年級同學參與，讓同學透過閱讀、遊戲、辯論及戲劇學習小說寫作技巧。請獲取錄的同學按
時出席，詳情請參考相關電子通告。

d)

本校圖書館與《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詩人導師合辦童詩繪畫創作坊，引導高年級同學認識當代詩人，
閱讀新詩作品，並嘗試創作新詩。參與同學表現積極，獲頒基灣小詩人獎狀，得獎名單如下︰
級別

班別及姓名

四年級

4A 陳奕熹、4A 朱卓賢、4A 卓裕博、4A 林子博、4A 石栩晴、4A 王俊熙、4A 謝昊暉、
4B 林以晴、4C 樊子恩、4C 曹芷晴、4C 楊懿、4D 華安晴、4D 胡樂恩

五年級

5A 許樂童、5A 曾巧悅、5A 鄔日朗、5B 黎兆銘、5B 黃青嵐、5C 陳心杰、5C 李卓慧、
5D 鍾振民、5D 黃灝藍

六年級

6A 陳綮日、6B 吳卓橋、6B 黃靖凱、6C 陳泊霖、6C 林愷藍

9. 本校同學獲獎消息：
5A 曾巧悅、5A 鍾政希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舉辦的「第四屆聯校科幻畫大賽」中，分別獲
得銅獎和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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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校同學獲獎消息：茲接以下中學來函，表揚本校畢業生的學業成績，特向以下同學致賀︰
許峻熙同學現就讀於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二年級，於該校第一學期考試中考獲全級第二名及操行得到優
異等級。
11. 普教中推行政策︰本校於個別班級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以下簡稱「普教中」），為使各家長明白學校
在新學年（2022/2023 年度）的推行政策，現簡介如下：


2022/2023 年度在二年級兩班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科。挑選學生入讀「普教中」班別的首要原則為家長
選擇意願；如申請人數多於兩班，便會進行抽籤［普通話科成績必須達到及格水平，根據全學年的普
通話科考試成績决定］，學校將會於六月或之前通知家長有關詳情。



2022/2023 年度在三年級兩班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科。挑選學生入讀「普教中」班別的首要原則為家長
選擇意願；如申請人數多於兩班，便會進行抽籤［普通話科成績必須達到及格水平，根據全學年的普
通話科考試成績决定］，學校將會於六月或之前通知家長有關詳情。



2022/2023 年度在四年級只有一班精英班，該班會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科，入讀準則根據三年級全學年
的各科考試成績决定。



2022/2023 年度在五年級只有一班精英班，該班會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科，入讀準則根據四年級全學年
的各科考試成績决定。



2022/2023 年度在六年級有一班精英班，該班會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科，由五年級精英班原班直升。

二月份備忘
31/1~10/2

農曆新年假期。

15/2

獲取錄同學參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之英文拼音班、英文會話班及趣味數學班」
（ZOOM 課
堂），詳情見有關通告。

16/2

獲取錄同學參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之趣味英文班及科學興趣班（ZOOM）
」
（ZOOM 課堂）
，
詳情見有關通告。

18/2

聯校教師發展日，學生放假一天。

23/2

4B 及 4C 班上午由老師帶領往牙科保健，同學請帶備牙刷及「牙科保健手冊」。（若以網上授課，
則由家長自行帶同子女前往應診，而到診時間將會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手機程式發放通知家長）

24/2

3A 及 4D 班上午由老師帶領往牙科保健，同學請帶備牙刷及「牙科保健手冊」。（若以網上授課，
則由家長自行帶同子女前往應診，而到診時間將會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手機程式發放通知家長）

25/2

3B 班上午由老師帶領往牙科保健，同學請帶備牙刷及「牙科保健手冊」
。
（若以網上授課，則由家
長自行帶同子女前往應診，而到診時間將會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手機程式發放通知家長）

28/2

3C 班上午由老師帶領往牙科保健，同學請帶備牙刷及「牙科保健手冊」
。
（若以網上授課，則由家
長自行帶同子女前往應診，而到診時間將會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手機程式發放通知家長）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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