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場「爆滿」，
感謝各位家長支持。

難得的活動，感謝家長教師會的資助。
我也有一個神奇媽媽! 感謝林老師的分享，

家長及同學都獲益良多。

很久沒有觀看電影了，親子一樂也。開場前，蔡校長不忘鼓勵各同學。

校友重聚日
2021年9月4日(六)為本年度校友重聚日的大日子。當天進行了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還舉行了

競技比賽、神射手比賽等活動。最為矚目的是開啓十一年前在校埋下的時間囊，一同見證這重要時刻。

時間囊開啟的一刻

於11年前埋下時間囊的校友

第三屆執行委員合照

親子電影欣賞@媽媽的神奇小子
家長教師會於2021年9月18日(六)為四、五年級學生及家長舉辦親子電影欣賞活動，我們更邀請

林秋霞老師為大家作美好的分享，一方面促進親子關係，另一方面讓大家透過電影情節，反思
「為何多麼艱苦，都要全力以赴」的意義。

  競技比賽優勝者合照

老師與校友們合照

校友們踴躍參加是次活動

同學們，「每天一點點」，重點除了在於「一點點」外，更在於「每天」。我勉勵同學每天養成良好
的學習態度和習慣，建立自主學習精神，包括多一點朗讀中文、英文句子及文章，多一點觀看英語益智
短片，多一點閱讀課外書，多一點背誦聖經金句、多一點解答和計算數學難題、多一點觀察身邊的人和事等，
這些活動需要持續進行，需要每天堅持去做，積累一段時間後，你一定發現自己逐漸進步，學習也變得
輕鬆有趣味。

大家聽過「水滴石穿」的成語故事嗎？                               

「水滴石穿」的意思是水一直向下滴，時間長了就能把石頭滴穿。這個成語後來被人們用來比喻
說一個人的力量雖小，但是只要堅持不懈，就能成功。

箴言4章25節：「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天父提醒
我們要專注美好正直的事情。養成良好習慣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標，盼望
同學每天善用時間，訂定具體學習策略，堅持每天付出一點點的努力，能為
我們帶來豐碩的成果，為我們開拓美好卓越的未來。

「每天一點點」的力量

校長分享

李仲賢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我們衷心感謝基金的信託人李嘉承先生和經理宏惠光先生繼續鼓勵我校
學生追求卓越的表現，實現自己的夢想。本年度起設立「李仲賢博士紀念基
金獎學金」，以獎學金形式鼓勵四至六年級學生，每班設八個獎項，分別是
成績排名首三名學生和進步最多的首五名學生。

8分鐘心連心活力跑

地址：大埔廣福邨  電話：2656-3933  傳真：2657-7361

Be Proactive

GO

Synergize

Put First Things First

Think Win-Win

Sharpen The Saw; Growth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1

(1+
0.0

1)的
365次

方=37.78

(1.
01)

365=37
.78

每天退步1%的方程式

(1-0.01)
的365次

方=0.0
25

(0.99)
365=0.02

5

大家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就會明白「一點點」的力量，我最近

看過一本書──《原子習慣》，作者詹姆斯˙克利 ( James Clear) 專門研究

習慣、決策及如何持續進步。書中提出百分之一的道理。甚麼是百分之一？

學習過分數的同學一定知道百分之一是多麼的微小，即0.01或1%。如果

每天能進步百分之一，持續一年，最後你會進步37倍；相反，若是每天

退步百分之一，持續一年，你會退步至近乎零的水平。我以數學角度，給您

介紹這兩道有趣的數學方程式：

校訊
2021年

12月

18

常存盼望
發光發亮

故事典故

Infinity

Top Five Awards               禮貌大使                小一幸福銀行         歡迎內地學生回港學習

蔡碧蕊校長



老師運用資訊科技協助教學

為了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中文科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課業
設計，如優化自學冊的設計，加入
高階思維元素的題目，深化學生
課前預習及延展學習的效能；又
加入範文集，並優化校本寫作分層
工作紙，教導學生於寫作前選用
合適的思維工具進行構思，如六何法
或心智圖，構思寫作內容，藉以
提升學生創意及高層次思維能力。

漫遊書海──深化閱讀能力

  本年度，學校於四至六年級繼續推行
「讀書會」，精選不同的名著，如《西遊記》、
《聊齋誌異》等，於課上以分享會的閱讀方式，
帶領學生進入閱讀世界，並進行深入的文本
討論，進一步拓寬學生的思維，希望藉此擴闊
學生的視野。

寫作心智圖

體會傳統玩具的樂趣

範文集

測試光的特性

進行生活技能訓練-綁鞋帶。

討論不同的運動類別

Put First Things First

讀 書 會

測試DIY空氣清新機的功能

本科課程滲入了體驗式學習，讓學生
透過親身體驗，提升創意及解難能力。
另外，本科在每月舉辦「你又知唔知小劇場」，
向同學分享日常生活冷知識。本校更開設了
常識拔尖班、機械人小組和小小工程師小組，
進一步發掘STEM尖子，鼓勵學生參加不同
的科創比賽。

電子學習多元化  促進自學與交流  提升學習動機與效能

本校數學科於教學中運用了不同的電子媒體協助教學，於一至六年級每週皆有校本製作的網上練習
給予學生，配合課題鞏固所學。另外本科在各年級選取合適的課題，運用不同的電子軟件及平台協助學生
學習，從而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例如運用Beebot、3D筆、Nearpod、Kahoot!等協助學生掌握和
鞏固數學的概念。

運用電子地圖程式，找出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同學運用Nearpod進行學習活動

同學運用iPad在課堂進行學習活動      

運用Beebot協助學習立體圖形

同學運用3D筆比較角的大小

《聊齋誌異》 《豐子愷兒童文學全集》 《西遊記》

Speaking English allows us to broaden 
our world, from studying to travelling, 
from job opportunities to the ability to 
relate to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ore we speak the language, the 
better our English will be. Here are our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spoken English :

Speak Up
5 Strategies

Debate Team for boosting 
spe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Drama training for P.3-5 students. Musical teams for junior and senior classes.

Speak Up reading aloud 
for daily practice. 

Regular meaningful 
speaking activities     
for each module.

32



54

透過分享日常經驗，體驗「要事第一」的重要。 七個習慣的「綜合統效」使1+1大於2

生命整理師讓同工們重整生活中的優次 老師們悉心設計玻璃盆景

Infinity

國際認可機構 Hong Kong Academy of Leadership
的專業導師為老師進行「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培訓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到校，
為老師講解「自主學習」的課堂實踐。

教師專業發展

活用學習策略，

促進自主學習，

追求卓越。

關注事項一

建立良好習慣，
培養成長思維，
發掘亮點。

關注事項二
為配合2021-24年度學校的發展計劃，

老師們於學期初整裝待發，進行超過25小時的
培訓，為各項活動做準備。

生命整理師工作坊 老師們正專注地挑戰自己

老師的失敗學堂讓同工們感受如何經歷
失敗後的建立，以致成為學生們的同行者。

我們的新老師

扶寶琪 老師

黃展敏 老師

鄭麗詩 老師

     Miss Vivian (外籍英語老師
)

蔡穎欣 老師

陳禮賢 老師

羅曉彤 老師

楊梓康 老師

陳翠嫻 老師

張淳雅 老師

     Mr .Matthew (外籍英語老
師

)

熊銘 老師



兒童脊科基金負責人
到本校探訪

同學為「挺直校園」出一分力同學齊齊參加
「護脊校園」啟動禮

21-22年度「與您同行」家長班
本年度請來香港中文大學吳國雄博士於家長班中分享

低年級同學參加「Bible Day」，一同唱詩歌及玩遊戲。

每個星期五的早上，老師和同學們也會一起靜靜地享受閱讀帶給我們的喜悅和樂趣。

在「悅」讀的花園中漫遊
老師和同學們靜靜地閱讀圖書

同學們為自己準備的「悅」讀材料

eading Friday

Shine On Me
Do you know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One of the habits is ‘to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That 
means we need to have our dreams or goals in mi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en we write plans to make 
them come true.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new school year, Aliens Vivian and Gandhi and Dream Man Matthew shared their 
dreams with the students. They taught them to write their own dreams for this year. Even little kids have 
big big dreams. You can see their dreams in the school hall. We hope tha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我
們
都要向故事中的

小
豬學習，失敗並沒

甚麼大不了!
同
學
們把心意寫在

幸

福
銀行的存摺上

21-22年度「與您同行」家長班
家長班內容包括「七個習慣」及其他教育主題，

內容相當豐富。

宗教活動
齊來在                認識耶穌               

本校逢星期四為Bible Day，設有不同的福音活動，
讓同學有更多機會認識基督信仰。

The class teacher is sharing her dreams 

with the audience.
Let‛s dream big, start small and act now!

Thanks for the sharing, good job!

Dream Man Matthew is helping the student 

put her dreams into words.
May all our dreams come true!

Look! Our school hall is full of big big dreams.

「挺直校園」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護脊校園」計劃，並於9月舉行啟動禮。學生會於全年進行護脊操及課間操。

小一親子活動及家長體驗工作坊
幸福失敗日：幸福銀行

    本年度的活動主題是【幸福失敗日：幸福銀行】，我們希望讓家長和孩子在體驗及互動中，     
共同培養「幸福思維」及「成長思維」，讓孩子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成為幸福與優秀的未來人才。

親子互動活動：

  

  
幸
福「全接觸」。

大家踴躍嘗試「一分鐘挑戰」 在成長禮中，感謝父母為我掛上襟章。

看看同學們製作的四葉草，多漂亮!

護脊操短片

76

五德李佳奇
英文獨誦

愛樂誦比賽
英文獨誦
得獎生

一信王愛錡
傳神演繹
朗誦作品

三信龍依依
普通話獨誦

愛樂誦比賽
普通話獨誦
得獎生

eading Friday

一信王愛錡
粵語獨誦

愛樂誦比賽

為了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及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和學習興趣，
我們特意舉辦第二屆「愛樂誦」獨誦比賽，發掘同學們的亮點。
同學們反應十分熱烈，共有88位學生拍攝影片參加。

家
長
回
饋

My 
Dream!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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