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021年

停不了的信望愛
《HOPE WE SHARE》

親愛的同學們，我們已經進入新常態的生活，學習的範疇應該更
廣泛，不應該只局限於學業成績，還有其他重要的範疇，例如與人相處
的社交能力、面對逆境的抗逆力，更要對學習有意義的事情保持堅持
不懈的恆毅力，多發掘自己的亮點，才更能發揮自己的優點。

「新的一天新的我」是我今年的座右銘，送給你們，願你們每天
擁有新的動力，專心仰望天父的慈愛和信實，賜給我們活潑健康的
身心靈，成就最好的自己。

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應付每天的學習和
活動，除保持良好的體魄外，心靈的健康更
不容缺少。怎樣才能擁有健康的身心靈？
均衡飲食、作息定時、適量運動、保持樂觀
積極的態度等都有助建立健康的身心。

天父用永恆的愛來愛我們，也教導我們
要彼此相愛。愛因斯坦曾說：「愛是能量，
因為愛產生我們最好的東西⋯⋯因為愛，
我們才活着。」只要我們常存愛己愛人的
心，大家就多了一份寬容和體諒，人們就
能和諧相處，彼此關顧。盼望你們每天將
愛收集起來，也將愛傳送出去，成為別人，
也成為自己一生的祝福。

一個人帶着熱情去學習，學習效能會
提高；相反，一個人沒精打采地學習，又怎
能表現出色呢？那麼如何培養這份熱情？
其實「熱情」永遠在我們心中，它就像
一盞導航燈，能否持久點亮，全看自己
的積極性。熱情就像鍛鍊身體一樣，是
需要不停地鍛鍊。我維持熱情就是每天
鼓勵自己比昨天做得好。

怎樣才能擁有樂觀的性格？其實樂觀
是對人和事的回應，等於「半杯水」的道理
一樣，有人認為不足，有人卻認為滿足。
凡事向好處看是快樂的先決條件，能帶領您
邁向正向的人生，成為優秀的人才。

2020-2021這學年是特別的一年，大家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無可避免經歷了疫症的衝擊。我們會發現以往未懂得
珍惜的事情，現在卻變得特別可貴。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能力勝過困難和挫折，只要我們懷著信望愛，與主同行。

我校報道

猜一猜，他們是誰？

健康 樂觀

熱情 永恆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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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講解甚麼是健康餐牌
同学们透过視像影片

进行互动分享
同学十分投入與老师

进行面授課堂

分享活动讓同学进行
互动交流，增强信心! 同学们努力推介的「美味廚房」

誕生了!

釣
魚
玩
具
原
來
是
这
样
玩

的

小一
水果小博士

透過五天的主題學習活動，
一年級同學利用五感認識各種水
果的特性，包括：果皮、形狀、
表面、水分含量、味道等。然後，
每班同學投票選出最具特色的
餐單，製作每班的健康餐牌。

「玩具大變身」這活動
不但讓二年級同學創作出
屬於他們的釣魚玩具，而且
親身體驗試玩「另類」的玩
具後，更能了解父母、老師
的兒時玩意，享受非一般的
遊玩經驗。

小二
玩具大變身

Lorem ipsum

Lorem ipsum

1 E美味廚房
1 A超級餐廳 1 B希望餐廳 1 C主題餐廳 1 F水果小博士餐廳1 D大餐廳

同学嘗試「另类」玩具 同学分享自己的玩具老师指导同学玩遊戏

足本重温

製作遊戲前進行實驗

这個叫做「花繩」

主
題
學
習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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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詹稀婷 3B雲子祈 3C曾天韻 3D明靜茵 3D尹淽齐 3E邝嘉瑤

三年級同學透過是次主題學習週，利用環保物料設計及製作雨傘吸水
神器，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難題。同學搜集不同的環保物料，根據設計
循環原則:「預測」→「測試」→「驗證」於實體課時進行實驗及測試。透過
公平測試方法，同學先預測、觀察和記錄實驗結果，再進行分析，了解不同
物料的吸水效能。同學在網課各自匯報成果，大家互相評賞，同學更錄製影片
向其他同學介紹作品。

小三
雨傘吸水神器

四年級同學透過是次主題學習週，探究如何製造空氣清新機，改善

生活質素，以貫徹STEM的學習目標。同學們通過不同的物料測試，

包括透氣度、防水功效及防塵功效進行公平測試，收集實驗數據後再

進行分析，以比較不同物料的效能。同學們在網課中進行詳細匯報，

分享自己學習的成果。

探究物料結構與
潔淨空氣效能的关係 同学们以合作形式完成作品 成果展示

同学们在实驗过程中进行記录 进行公平测試

小四
空氣清新機

探究物料的結構與
吸水效能的关係测試不同物料的吸水效能 进行公平测試

雨伞吸水神器設計图(1) (2)

製作
雨
傘
吸
水
神
器

成
果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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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皮影戲師傅黃暉先生
親自教授學生演出技巧

6A班獲得最佳合作奖 6B班獲得最佳美术設計奖 6C班獲得最佳音效奖 6D班獲得最佳剧本奖

中文小班獲得最佳演出奖

全港首個學界「挫節」節慶活動完滿結束，
本校邀請林秋霞老師到校為同學帶來
不一樣的成長歷程，願大家以笑容與
自信面對挫折，Yeah！

一切從「快乐日」开始

同学與老师交流，分享感受。

「挫折」體驗遊戏：疊疊杯蔡校長與家長真誠分享

完成主題学习週，
同学獲頒「挫節證书」。大家貼上满满的心声 师生一起反思討論 同学利用平板电脑設計脑图

在為期六天的主題週中，我們跟五年級同學度過了一個特色節日：「挫節」。
透過「認識挫節」、「預備過節」、「過節派對」等項目，從「快樂日」開始，到
最後的成果展示，為學生及家長帶來不一樣的成長歷程。是次活動以學生主導式
學習，讓學生投入於「感受挫折」、「克服挫折」及「慶祝挫折」等活動，引導
學生面向挫折，迎難而上！

本校參加了「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中的「傳承『動』起來：「香港中小學
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讓六年級同學透過認識皮影戲及中華文化進行跨學科
體驗，全程「動」着學習！

同學在常識與科技科中學習光影原理，然後再投入編寫劇本，創作各種
皮影偶。在過程中，同學們要面對和解決各種難題，最終順利完成一場屬於
埔浸小的皮影戲演出，成果讓人鼓舞！

「結痂的傷口，
以後是你最強壯的地方。」

全港首個學界「挫節」節慶活動完滿結束，
本校邀請林秋霞老師到校為同學帶來
不一樣的成長歷程，願大家以笑容與
自信面對挫折，Yeah！

同学们認真
  地进行綵排

同学们分工合作，

     专注演出。

老师用心指导同学
如何操作皮影偶

同学们同时化身为小观众，
欣賞各班的演出。

小五
「挫節」生命教育

主
題
學
習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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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觸板球，同学们都非常投入
大大的健球，非常需要
同学们的互相合作。

竞技疊杯可以訓練同学们的专注力
圆網球运动-

考考同学们的反应和手眼协調

健美體操小挑战

6C 罗恩慧 花式跳繩小挑战

5D 林悅

學生佳作

本校學生榮獲「卓越服務計劃獎冠軍」

3D班明靜茵同學
我很高興能參加「芳芳劇藝」舉辦的

工作坊，因為我除了學習不同的說話技巧之
外，還學會運用工具模仿環境的聲音。在工作
坊的最後一節活動，我參加了「天天疫情天」
的錄音製作。我覺得很新奇，因為這是我第一
次在錄音室裏進行錄音。

ON

OFF

走进录音室，同学覺得
每件事物都很新奇。

家長也參與了
亲子声音动畫工作坊

 王玉梅老师也參與了「天天疫情天」的剧本创作
6B 葉馨怡

6D 陳家茹
5B 黃梓晴 5D 林悅 5D 林思詩

6D陈家茹獲「卓越表现奖」 同学即场接受司議提問

研習題目 計劃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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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本校將部分課後活動改為以網上學習方

式進行，讓學生能獲得多元培訓。每次課堂，老師或導師

均會給予同學小挑戰。同學完成挑戰後，會以照片、影片

等形式，透過電郵和TEAMS應用程式交給老師。老師和

導師會每星期檢視影片並進行回饋，以掌握同學的學習進

度，分享同學的學習成果。

你知道甚麼是新興運動嗎？新興運動有別於傳統運動，
門檻較低、所需空間不多而且有趣味。

為了讓同學們有多元化的運動體驗，我們特意安排了校外
專業教練到校在多元智能課時段教授六年級同學競技疊杯、
圓網球、板球、健球等新興運動，同學們都十分投入呢！

eams  課外活動 多元智能課 - 新興運動體驗

本校參與了2020-2021
「天空故事」簡易廣播劇大
召集，當中3D班明靜茵同學
及王恩予同學獲選入圍，參
與學生說話工作坊、親子聲音
動畫工作坊及師生聲效工作
坊。完成工作坊後，同學更參
與了「天天疫情天」廣播劇的
製作。

聲
效
工
作
坊

影片一

影片二

       來
欣

賞
我

们
学

生
的

可
愛

配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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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人物扮演大賽

六德班同学带領同学大家頌唱「空空的墳墓」校牧Wil传道正在此空墳墓前與同学分享耶稣復活的事蹟

復活節崇拜
從古蹟中認識耶穌的復活

本年度的復活節崇拜以網上播放形式進行。
崇拜先由高年級的同學帶領全校同學唱詩敬拜，
接着由校牧Wil傳道帶領我們從耶路撒冷的古蹟中
看耶穌復活的故事，以及講解耶穌為我們釘身十架
和復活的意義，盼同學藉此感受耶穌對我們  

本校於4月22日舉行了「閱讀嘉年華」，同學和老師都扮演書中人物參加活動。蔡校長及老師們在四月
初首先進行了「活現書中人物嘉年華」，精選優質圖書並扮演成書中人物作好書推介。「閱讀嘉年華」當天，
同學們都踴躍參加「書中人物扮演大賽」，更擔任「閱讀推手」，向同學介紹自己喜歡的圖書，一同分享
閱讀的喜悅。我們希望令孩子喜愛閱讀、更具自信，把愛閱讀的種子撒播出去！

蔡校長及老师们选出優質图书进行好书推介

你知道我们扮演哪位书中人物吗？
大家带備了自己喜欢的图书回校呢！一同分享閱讀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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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充满自信呀！



@

      小四及小五自攜裝置計劃
本校於小四及小五推行自攜裝置計劃，超過80%學生能帶備平

板電腦進行學習。除自主學習，老師更於不同的教學活動，如分組
討論、專題探究等，使用平板電腦，優化教學，提升學習效能。

訓輔獎勵計劃    
在疫情期間，同學未能回校上實體課，為鼓勵同學積極

參與網課、用功學習，本校在下學期(由2月至5月)推行獎勵
計劃，讓同學不論是以哪個模式學習，只要有優良的表現，
均能獲得表揚。

  疫情下「我欣賞你」
為了培養同學多欣賞他人，建立同學互相欣賞的文化，

也讓同學感受到自己是「被關注」、「被認同」和「被重視」，
學校推行「我欣賞你」活動，每位同學最少一次成為主角，
接受別人讚賞。

由於疫情關係，有不少同學在家進行網課，故此，我們

也鼓勵同學在家中與家人進行「我欣賞你」活動，家長及同
學每天找出最少1項值得對方欣賞的地方，互相讚賞，同時也
可以互相擁抱、親吻、GIVE ME FIVE等形式互相鼓勵和打氣。

� � � � � � � � � � � � � �

同学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运算練习。
利用平板电脑进行测驗，
学生可即时獲得回饋。

观看教学影片，学习筆录重點，
提升自学能力。 利用教学軟件进行专題活动。

謝謝老师，我们都得奖了！

我们会繼續努力！

这是大家一起用功学习的成果！

謝謝老师的教导，我们都得奖了!

給你一個「like」，希望你繼續努力

我欣賞你！加油！ 无論你身在何方，我也欣賞你！

我的好同学，我欣賞你！

2-3 月 自主勤學獎 
準時上網課、主動開鏡頭、 
預備好上課物品、坐好。 

4 月 積極好學獎 
積極投入上課、踴躍回答問題、
參與課堂活動。 

5 月 追求卓越獎 
功課表現良好，對學習追求， 
會進行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 
如：分享圖書、進行探究學習。。 

 

媽媽欣賞你
勇於認錯

我也欣賞媽媽

很溫柔

姐姐，
我欣賞你自律。

妹妹，
我也欣賞你
照顧家人。

同学使用学习
軟件設計問卷，
进行問卷調查。

在平板电脑提取
学习材料，方便
学生进行討論。

老师善用教学軟件，

優化教学。

訓輔獎勵計劃

教師專業發展：智能黑板分享課  
本校一直以優化學生的學習為教師發展的方向，本年度獲校董會

支持，為五、六年級課室添置智能黑板。透過現代化的教學設備，提升
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的學習環境。

是次教學分享會讓教師能互相觀摩，並作出專業分享，讓各科
科任對智能黑板的運用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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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桌椅比旧的更舒適。

持續優化校園設備

感謝機电工程署为本校
設置太阳能发电系統。

太陽能發電系統
學校為響應環保，推行「採電學社」

計劃，在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此計
劃可為再生能源發展出一分力，同時藉此
教育學生環保節能的重要性。

耗电量
一目了然

智能黑板的內置功能，
可即时为教学提供数據。

智能黑板
學校不斷優化校園環境設備，

本年度為配合資訊科技教學發展，
已於5樓及6樓共14個課室增設智能
黑板，於2021年度，將增至全校所有
課室。

全新学生桌椅更舒適

新桌椅
另外，為了讓同學能更舒適地

學習，本校已為小二、小五及小六
添置全新桌椅。於2021年度，將更
換至全校所有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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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比賽
(基督教經文朗誦)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

比賽名稱 得獎項目 年級/班別 學生姓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 2021 

(晉級賽) 

二等獎 

小二 
至 
小六 

龍依海、龍一禾、陳逸朗 

三等獎 

關翠怡、麥瑞恒、劉曉烙、
王柏濤、黄政毅、林子樂、
李鴻鈞、羅國彰、何影淘、

周卓熹、陳加林 

2021 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金獎 五德 龍依海、龍一禾 

銅獎 小二 
至小四 

劉曉烙、羅國彰、鄧國言、
韋嘉軒、陳綺諾、石梓亨  

 
體 
 
育 

牛年賀新春 Jump Online 
跳繩比賽 

前後雙腳跳殿軍 

六德 李紫婷 
前後單車步亞軍 
前後交叉開跳亞軍 
前後側擺開跳亞軍 
總成績亞軍 
前後雙腳跳季軍 

五德 林 悅 
總成績第 5名 

前後雙腳跳季軍 三信 林    逸
前後雙腳跳季軍 

四愛 劉曉烙 
前後單車步亞軍 
前後側擺開跳亞軍 
總成績亞軍 
鬥牛勇士跳季軍 

聖

經 

 優良 
小一 
至 
小六 

方景睿、羅國彰、鍾嘉瀅、
李惟信、李紫婷 

 良好 
黃文真、林子坤、倪狄熹、
王梓晴、黎曦晴、葉桐欣、

黃子祈 

個
人 
成
長 

柏立基爵士 
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小六 鄒晴海、陳顥暘、李芷悠 

領
袖 
訓
練 

 
卓越服務計劃獎 

冠軍 
卓越表現獎 

六德 陳家茹 

 卓越服務計劃獎 
冠軍 

五望 黃梓晴 
五德 林   悅  

五德 林思詩 

六望 葉馨怡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六德 鄒晴海 

六愛 陳顥暘 
六愛 李芷悠 

比賽名稱 得獎項目 年級/班別 學生姓名 

中 
 
文 

「健康生活你我他遠離毒品 
跨啦啦」口號創作比賽 

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六信 譚家傑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比賽 
 (粵語獨誦) 

冠軍 二愛 何影淘 

優良 小一至小三 招舜怡、許芯悅、 
林煒迪、譚迦允 

良好 小三、小四 黃子桓、吳諾謙、陳逸朗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比賽 
(普通話獨誦) 優良 

小一 
至 
小六 

黃俊熙、余銘成、林煒迪、
龍依依、陸子琪、夏瑞乾、
卓慧怡、王子萱、馬文天、
姚珺妤、程杰智、涂寶茜、
包明仁、葉芯鳴、陳家苗、

况雅瞳 

天空故事計劃 2020/2021 
簡易廣播劇大召募 入圍獎 小三 明靜茵、王恩予 

英 
 
文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比賽 
(英文獨誦) 

冠軍 二信 鄭頌禧 

亞軍 六德 許子玄 

季軍 

五德 
李盈悦 

張芯怡 

六德 
田欣鈴 

况雅瞳 

優良 
小一 
至 
小六 

黃文真、程晞嵐、譚迦遜、
梁以朗、何影淘、馮語羲、
鄧詩恒、游子軒、江暟翎、
符名儀、明靜茵、林鋭熹、
張雅淇、譚迦允、鍾嘉瀅、
簡子淇、卓慧怡、黎瀚穎、
葉宛宜、李佳奇、陳逸朗、
李美好、王梓妍、施茵榆、
吳晉銘、林  悅、包明仁、 
何卓庭、羅靜而、陳家苗 

數

 
 
學

 

Fun Fun Arena 
香港學科比賽 2020-2021 金獎 五德 關翠怡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決賽 2020-2021  

個人賽 
優異奬 五德 龍依海、龍一禾 

 
 

 
   

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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