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屬靈品格  活出積極人生

薛詠詩校長

世界急速發展，大家都生活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中，學校需要在各方
面裝備學生面對未來。本校重視基督教教育，透過聖經的真理，以聖靈
所結果子的九種特質，從知識、實踐和態度上建立學生屬靈的品格，並
鼓勵他們勇於面對困難和挑戰。

此外，學校必須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讓他們不受環境的限制
或學習模式轉變的影響，在任何情況下仍然能夠主動學習，充實自己。
學校致力推動跨科閱讀課程，引導學生連繫個人生活經驗、已有知識及
世界時事，並深入反思閱讀內容，訓練批判性思考。學校又善用優質教
育基金撥款，全面推展STEM教育，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提升探究和
解難能力，並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

陳智健副校長

為了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及正面思想，學校以「建立屬靈品格  活出積極人生」作為關注事項，
本年度集中建立《聖經》屬靈果子之「良善」、「恩慈」及「忍耐」三個良好品格。

我們透過宗教組、生命教育組、活動組、訓輔組及環保教育組推行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不同的體
驗中建立良好品格，如宗教組透過早會、週會、聖經金句追蹤、感恩點唱等活動，傳遞恩慈良善的信息；生
命教育組安排生命教育講座、劇場、模擬監倉等活動，讓學生懂得珍惜、關愛與忍耐；訓輔組透過「品格
之星」、「好人好事」選舉及表揚活動等，營造自律、友愛的校園氛圍，讓學生從多姿多采的校園學習體驗
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並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

除了學生成長工作外，本校更樂於與家長攜手教育孩子。本年度我們與學校教會（暉明堂）協辦「家
長團契」活動，讓家長透講座、小組分享等學習從聖經中教導子女。期盼透過各項活動和學習，能為孩子們
建立理想的環境，讓他們在神的愛裏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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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靈品格  活出積極人生

集合吧！We嘩遊樂會 宗教週

忍耐／良善／恩慈之星

校園點唱 環境佈置

為 了 減 輕 學 生 的
學業壓力，生命教育組
讓全校學生一起玩「猜
皇 帝 」 、 「 1 2 3 木 頭
人」等有趣的遊戲，校
長和老師更參與其中，
四處都洋溢著歡笑聲。

本 年 度 宗 教 週 主 題 是
「恩慈良善」，學生透過學
習聖經的真理、老師的教導
和小遊戲，以實踐關愛的行
動，主動關心和幫助身邊的
人，從而建立屬靈品格。

校 長 和 老 師 定 期 選
出「忍耐、良善、恩慈之
星」，更利用早會表揚獲獎
的學生，同時在成長課亦會
在班內選出「良善恩慈進步
之星」，以鼓勵和支持學生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透 過 校 園 點 唱 的 活
動，讓學生學會感恩，小
主持在小息時間，利用中
央廣播讀出同學的感恩事
項，傳遞感恩之情。

學校刻意在各樓層掛上
聖經金句海報，以鼓勵學生學
習基督的精神。另外，在課室
內外張貼學生佳作，以讚揚他
們努力的成果，營造互相學習
和欣賞的文化。

活動介紹

2



6C 胡亦斐 
學校四處都有「佳作佈置」，讓同學能欣賞優秀作品，我亦能從中學會及吸取別人的優

點。每當有新的優異作品展示時，同學都希望先睹為快，熱熱鬧鬧地到展板區觀賞佳作。我
也曾經被老師展示我的作品，既獲得滿滿的成就感，又為自己感到自豪。同時，因為校園充
滿「佳作佈置」，推動我把功課做得更好，更有助我在不同方面取長補短，使我獲益良多。

2B 朱柏情 
我對「集合吧！We嘩遊樂會」印

象非常深刻，在課餘時間與薛校長和
老師一起遊戲，不單拉近了我們的距
離，更讓我在遊戲中放鬆自己，衷心
感謝老師悉心的安排和預備！

2D 賴譽旌 
在參與「123木頭人」過程

中，我感到很興奮，我不但能放
鬆心情，而且能認識來自各班的
同學，感謝學校讓我每天也很期
待上學！

1C 鄭奕楠 
我很榮幸被薛校長選為「忍耐之星」。記得有一次，我很想說故事給薛校長聽，但

卻很緊張，最後我能成功克服恐懼，勇敢地邀請了她聽我說故事。得到薛校長的稱讚，
我十分高興！

4D 張洛妍 
我很高興被選為「良善恩慈之星」。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助別人本

是令自己和別人都快樂的事，真正善良的人是發自內心去幫助別人，不求回報，我
以後也會繼續努力，以良善和恩慈的心待人。

3D 林心悠
我熱愛這次宗教週的活動，透過走遍2樓至4樓尋找聖經金句的答案，讓我認識更多

金句。再者，透過早會時老師分享的故事，讓我明白良善和恩慈的重要。

6C 鍾羲文 
老師細心地在各個樓層展示印有金

句的海報，既加強同學對基督精神的認
識，也提醒我：「主與我同在」，令我
遇到挫敗時絕不放棄。感恩老師讓我在
一個充滿宗教氣氛的環境下茁壯成長！

5A 曾智恒 
學校舉辦的「校園點唱」活

動，鼓勵同學們把感恩事項寫在感
恩紙上，然後朗讀分享。我很感恩
眾多同學皆遇到令人感動的事，期
望將來有更多同學的分享。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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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花絮
「喜」動圖書館

Fashion Show「動物派對」

多元智能體藝文化同樂日

多元化的聯課活動

三原色濾鏡下看到甚麼圖畫呢？
我們在圖書車借了好看的故事書 投入參與桌上遊戲

全場總冠軍得主實至名歸 同學展示與父母精心設計的服飾

小司儀口齒伶俐

五年級同學陪同二年級模特兒出場

模特兒的打扮創意十足 演出同學的造型各具特色

啟發思考的STEM
座枱燈製作

強健身心的運動
大比拼活動

新奇有趣的冰壺體驗 緊張刺激的歷奇遊戲

師生齊玩彩虹傘，多樂趣！
話劇表演十分精彩 誰是棋藝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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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花絮 肩並肩

護苗車教育 幼稚園家長講座

小一百日宴

聖誕節崇拜及聯歡會

敬師日

江副校長為來賓介紹學校課程

同學在聖誕崇拜決志禱告

小一同學分享校園生活
小一同學落力表演

學生代表獻唱良師頌

高年級同學送上中秋花燈
用金句和禱告鼓勵低年級同學

校長、老師、家教會及學生代表合影

薛校長介紹學校特色

聖誕老人在聯歡會送大禮李牧師講解福音信息

護苗車到校進行活動

「大哥哥」帶領小一生遊校園

家長蒞臨與子女一同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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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視藝佳作欣賞

1A楊汶穎

2A黎譯詣 

3A禤奕彤 

4C陳爾立 

3D何卓軒

4D張洛妍

2B李諾琋

1E林桓丞

彩色格子畫

我的名牌

奇幻的演奏家

四季

演奏家的夢想號列車

色彩的探索

我的書包

美麗的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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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視藝佳作欣賞

于小Art “Like” facebook

https://m.facebook.com/pylfartlike/

本校視覺藝術科在社交平台Facebook開設
了一個專頁，名叫「于小Art “Like”」，供學生
分享視藝作品、推廣校內校外活動及比賽。歡
迎各位瀏覽，欣賞本校學生的創作成果，給予
鼓勵，期待你們的到訪和支持。

6C鄒帕澄
6D潘家銘

5A陳朗晴 5F蘇晞朗

版畫（樹屋）

班旗設計 素描（視藝用品）

路的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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暉明堂
暉明堂堂主任 李燕珊牧師

2021的聖誕節，是個充滿恩典和熱鬧的日子。大部份香
港人都因為疫情而留在香港過節，暉明堂走到社區接觸街坊及
社區人士，將聖誕節的美好消息傳揚，並送出聖誕禮物。區內
大部份人士都很接受福音，我們便知道今年辦的聖誕佈道會一
定十分熱鬧，再加上今年的見證嘉賓是我們的榮休校長陳美英
女士，以及她的夫君黃國強先生，相信校友們和家長們都很想
再次與陳校長相聚。結果，今年的聖誕佈道會是近年來參與人
數較多的一年，又非常感恩，在防疫的各項措施安排下，我們
同聚於教會裡，一起渡過了最溫馨和最有恩典的聖誕節。

往年聖誕節都有很多孩子出席參與，我們都會由兒童導師
為孩子預備聖誕信息及遊戲。但今年很特別，暉明堂的J-Kids
為是次佈道會預備了一套話劇演出，讓出席的所有孩子一起經
歷了耶穌開瞎子眼睛的神蹟，正切合今年「得著生命光」的主
題。而最感恩的是踏入12月份，暉明堂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
聖誕禮物，不單可以送給社區的街坊，佈道會的兒童更差不多
每人都可以抽中禮物，有些更有額外的驚喜。真的要感謝耶穌
的賜予，讓大大小小都充滿喜樂，帶著神所賜的恩典回家。

在此，要感謝薛校長和眾位老師的參與，協助兒童聚會，
為孩子帶來了許多驚喜，又幫手在大禮堂協助陪談，使信了耶穌
的生命得到接待和禱告，更感謝家教會的參與，分擔了聚會的防
疫及接待工作，在大家同心協力下，神讓我們渡過了最有意義和
最感恩的一年聖誕節，願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家長教師會主席  馮正真女士

時間過得真快，不經不覺間在家教會服務已經是
第五年了，今年更被推選為主席，實在有點受寵若驚，
唯有學習凡事依靠神。 

今年印象最深的是派發環保校服活動，疫情使活
動停止兩年之久，但停不了家長們的熱心捐贈，面對堆
積如山的環保校服，家教會委員用了兩個多星期的時
間，整理、消毒、除濕，使家長可以拿到比較乾淨的環
保校服。

 
因應防疫的要求，今年的親子旅行無奈地取消，

但感恩的是家長聖誕聯歡會順利舉行，感謝薛校長、陳
副校、江副校和王副校的鼎力支持，又有前主席盧女士
協助詩歌環節，及暉明堂黃傳道的信息分享，更要多謝
一班委員默默地付出，以及多謝家長們的參與和包容。 

新學年可以恢復實體上課真的很感恩，家教會即
將舉辦更多新活動。不管明天環境如何，我們都對未來
有盼望，因為我們的盼望是來自那施憐憫的神。

暉明堂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在指望中要喜樂

李燕珊牧師

薛校長、陳校長伉儷、
李牧師伉儷

約書亞青少年校友擔任佈道會司儀

薛校長、黃佩華傳道帶領暉明堂J-Kids在兒童聚會中分享詩歌

約書亞青少年敬拜隊分享聖誕詩歌

見證嘉賓：
黃國強先生

、

陳美英校長

家長聖誕聯歡會

協助暉明堂聖誕佈道會主席與薛校長合影

派發環保校服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