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Pentecostal Yu Leung Fat Primary School

「你將生命和慈愛賜給我；你也眷顧保全我的心靈。」（約伯記10:12）因為信仰的緣故，基督徒都熱
愛生命，珍惜神所賜的一切，處事待人都心存感恩。當一個人在生活中感到幸福和快樂時，他會更享受生
活，更熱愛生命。

然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怎能常常都感到快樂呢？其實問
題在於我們的態度。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個小故事：一個玻璃杯，裏面
有半杯水，悲觀的人會說：「怎麼辦？只剩下半杯水了。」樂觀的
人卻會說：「太棒了！還有半杯水呢！」面對相同的情況，究竟是
希望還是絕望呢？就是取決於我們的態度，當我們擁有正面的態
度時，自然就擁有快樂的生命。

此外，上帝賜予我們生命，看我們為寶貴，使每個人都擁
有獨特的長處，不同的亮點。只要我們相信自己，為自己定下目
標，多下苦功，積極發揮自己的小宇宙，生活必定更充實，將來
更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呢！

最後，就讓我們靠着上帝，積極向上，用心學習，保持樂觀的態
度，勇於面對不同的挑戰，朝着自己的目標努力，創造精彩的人生。

本年度的宗教週主題為《效法主
愛》，期望讓同學明白神的愛，並實踐
彼此相愛。

在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下，宗
教週活動改以網課及錄製影片進行，
藉週會、早會影片及詩歌分享，帶出
「愛」的信息；當中影片內容包括疫情
在全球肆虐下，人與人之間感人的關愛
故事，以作為同學實踐關愛的例子。此
外，老師在網課上，介紹經典詩歌《主
耶穌愛我》及《奇異恩典》背後的創作
故事，道出效法主愛這主題中「主愛」
的信息。當然，不少老師也分享如何效
法主愛、愛人及服侍人的見證，鼓勵同
學效法基督去愛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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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生命  積極向上

效法主愛

大姐姐關愛學妹

齊心協助小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

學習以禱告關愛他人

校長和老師帶動校園關愛文化
高年級同學解答小一同學的疑難

宗教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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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許呈恩
薛校長，謝謝您用心管理學

校。恢復實體課後，我在小息
常常

都看見您來二樓「探望」我們
。您

會與我聊天，問我的近況，又
關心

我的校園生活情況。您每天
的關

心，令我感到很溫暖，謝謝您
！

校長

2C 胡明心
老師，真的感謝您們！感謝您們在疫情期

間默默為我們付出，先有教學影片，再有
實

時網課，之後再有面授課程。平日，您們
更透過電話關心我，鼓勵我努力學習，讓

我感受

在校園生活中充滿愛。老師，謝謝您們！

今年受疫情影響，我們由停課轉為錄播課堂及網課，從恢復半天實體課再度轉為網課，過程相當不
易。面對重重困難，我們仍能順利學習，實在有賴校園每一位師長及職工的同心協力。我們希望藉此機會，
衷心向您們表達謝意！

6E 張皓悅
感謝校長在疫情期間，盡力給跨境同學提供最好的教育，為我們尋找合適的上課軟件，讓我們可以不斷學習，又為我們準備不同的短片，教導我們正確的價值觀，使我獲益良多。同時，我亦要感謝老師對我的幫助和關心，您們辛苦了！再次謝謝您們。

3C 朱梓綺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肆虐，我們跨境生已經有一年沒回到期待已久的校園上課，但是于小的校長和老師們並沒有忽略我們、放棄我們。學校堅守「停課不停學」的原則，提供各項支援學習的措施，讓我們在家中依然可以學到豐富的知識。老師們不辭勞苦地錄製精彩的教學影片；提供全面的學習資料；開展實時網絡教學。每一項措施的背後都付出了老師們艱辛的努力和勤勞的汗水。我們再次感謝老師們無私的付出和體貼的關懷。

感恩，沿途有您！

教師
5C 胡亦斐

疫情期間，我們只能透過網上學

習，或多或少也會影響學習成效，然而

老師常常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令學習

變得更有趣味，又推行獎勵計劃鼓勵我

們。謝謝各位老師的付出，讓我們可以

在愉快而溫暖的環境下學習，幫助我們

在逆境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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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人員

4E 余梓靈
感謝林姑娘常常關心我，又聽我說心事，令我

感受到愛。另外，您又告訴我一些放鬆、減壓的方
法，令我可以跨過不同的難關。最後，我要感謝您常
常提醒我在疫情期間，注意衞生及戴口罩的正確方
法，您每一個的提醒，都令我甜在心頭，謝謝您！

6E 廖敏淇
今年爆發2019冠狀

病毒病，我們大部
分時間只能透過電

子軟件上課，I.T .哥
哥姐姐不辭勞苦地

幫助我們。每當發
生

任何技術問題，您
們都會立刻前來協

助。復課後，您們
也會

每天拿平板電腦到
課室，讓跨境同學

可以跟我們一起上
課。

您們也會定時清潔
平板電腦，確保衞

生。在每個上課天
的背

後，都有您們默默地
支持和付出。I.T.哥

哥姐姐，謝謝您們！

1B 朱柏情
受到疫情影響，我們每天的生活已經離不開消毒和清潔。很感激校工叔叔和姨姨在這個非常時期，不辭勞苦地清潔學校的每一個角落，連飛沫板也清潔得一絲不苟，讓我們有一個舒適和安全的學習環境，再次謝謝您們！

4C 庄芷晴
謝謝您們在同學們放學

後清

潔洗手間、打掃課室、清
洗消毒地

毯……除了盡力完成清潔
工作外，

您們也十分關心同學。記
得一年級

時，我在學校流鼻血，校
工姨姨無

微不至地照顧我，令我感
到十分溫

暖，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
中，謝謝

您們一直以來默默地付出
和關心。

5B 馮紀蓉
我記得早在三年級的時候已認識

林姑娘，但那時候我倆很少接

觸。到了今年五年級，我終於多
了機會與您見面……

今年，您耐心地聆聽我的話，您
會開解我、鼓勵我，並教我

如何面對困難，讓我知道自己即
使在家上網課，但仍然被關顧、

被

愛護，並不是孤單的。林姑娘，
謝謝您在我成長路上成為我的「

樹

窿」，我的「明燈」，讓我有信
心繼續向前行。再一次謝謝您！

5B 郭姵妤
自疫情開始，我們無法到學校上課，您們協助老師準備了錄播課程，現在我們能夠跟本港同學一起學習，都是有賴您們的支援。直播上課時遇到登入問題、視像模糊不清等問題，您們都第一時間提供支援，使我們能夠順利上課，跟上學習進度，我想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您們！

社工

工友

2E 林鈞浩
感謝工友們，在疫情期間辛

勞地為我們清潔校園，例如清洗課
室、洗手間等，讓我們在整潔的環
境下上課，令我們十分安心。另
外，即使沒有學生在校園上課，校
工們仍仔細地在各處清潔，真的十
分感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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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room 開幕禮

貧窮體驗工作坊

低碳生活巡迴話劇 梁兆棠校長訪問本校

學生的作品十分有創意

嘉賓觀賞STEM room的小動物

新穎而有創意的開幕儀式

各級STEM活動多姿多采

校監在電子黑板上留芳名 校監、校董、校長及家教會委員大合照

校董在聆聽老師介紹STEM活動

同學立志珍惜地球資源

低碳生活，由我做起！

校長鳴謝環境局委員蒞臨
推廣環保活動透過話劇教導同學怎樣過綠色生活

校長對談，交流推動閱讀心得

導師講解基層人士的需要從活動中體驗貧窮人士的艱苦學生分享對貧窮體驗活動的感受

4



小一滿月禮

種植樂

于小校友人才鼎盛

很高興成為于小一份子

大個仔，大個女，Yeah！
小一生唱詩歌讚美神在于小學習愛神愛人

我已經長大了，能學會獨立

新一屆校友會正式成立 校友們感謝老師的教導

家長和學生齊動手種植幼苗從耕種中學習生態發展
師生及家長們共建于小農田

體驗種植的樂趣 動手耕種才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校友回母校分享選校心得
老師與校友相聚分享近況校友會幹事出心出力

校友會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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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一位勇敢對抗逆境的人物
2B 王熹琳

馮英騏是一名退役殘奧運動員。在十三歲那年，他在一次意外中，導致脊椎神經
受損和下肢癱瘓。他先花一年時間學習站立，五年後他能走路，這次意外令他有機會
參與殘奧運動會，更摘下五面金牌。我欣賞他面對逆境的態度，因為他遇到困難時仍
堅持不放棄，真令人敬佩。

學生佳作欣賞

5E 廖文睿

3C 張珀豪

2E 周施樂

4B 黃巧悅

6C 楊欣庭

偽造大自然

演奏家的夢想號列車

三原色魚兒 毛毛蟲的新衣裳

樹的四季

印象主義撕貼畫

1B 林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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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孫情 
5A 戴翔竣

夕陽斜照水面，泛起點點金光。突然，一條魚兒躍出水面，我彷彿從水面的漣漪，又見到了婆婆那熟
悉的身影……

記得在四歲的時候，媽媽帶我到鄉下婆婆家探親。我吵着婆婆讓她帶我去捉魚，起初她不答應，但
在我的苦苦請求下，她終於答應吃完茶點後帶我去魚塘捉魚。過了一會兒，我們來到了魚塘。婆婆說：
「乖孫，你坐在船上等，千萬不要下水呀！」接着，婆婆挽起袖子，又將褲捲到大腿處，她彎着腰，低
着頭，雙手輕輕地插入水中，左右兩隻手形成一個個獨特的圓圈。婆婆的雙腿是兩條堅固的石柱，一動
也不動地立在水中，眼睛從容地盯着在水中游動的魚兒。不久，有魚兒游過來了，游過來了……我十分
興奮，剛要喊出聲，婆婆立刻轉過頭來示意我要安靜，繼續耐心地等待。魚群游得越來越近，快游到
婆婆的大腿處的時候，婆婆立刻打開魚網，只見一條條五顏六色的魚兒落入網中。「今天真是大豐收
呀！」婆婆開心地笑了。靠在船邊的我興奮得手舞足蹈，誰知「撲通」一聲，我竟不小心掉進水裏去
了，不懂游泳的我在水中拚命地掙扎。在電光火石之間，婆婆拋開手中的魚網，迅速地游到
我身邊，她先牢牢地抓着我的手臂，然後奮力地把我推向岸邊。這時，我看見網裏的魚兒紛
紛掙扎跳回水中，看着氣喘吁吁的婆婆，我為自己的過失感到既傷心又慚愧。但婆婆反而安
慰我說：「不用傷心呀！魚兒不見了，我們再捉過便是了。你沒有受傷才是最重要的。」頓
時，我感到一股暖流流進我的心裏……伴隨着夕陽西下，夜幕來臨，清澈的水面上倒影着我
們婆孫兩人挽手回家的身影。

婆婆啊，你的愛是一副有力的膀臂，為我撐起一片藍天；你的愛是一股潺潺的清泉，滋
潤着我的心田；你的愛是一盞溫暖的明燈，為我驅趕心裏的陰霾。你的愛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A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about helping 
poor people in the poor countries

By 6D Chan Hang Yi Cindy 
23rd November, 2020 

Dear Miss Sit, 
We are writing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help World Vision to raise money for poor people in the poor 

countries. We think our ideas will help solve some problems for the people there.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poor countries. First of all, People do no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food. Some people are thin and weak becaus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re very poor. The food is too 
expensive for them. They eat very little food every day. Many of them starve to death. Moreover, people in 
there often face the droughts. The land is too dry so they can grow very few crops. They get very little water 
because there is very little rain. Besides, the drinking water is too dirty.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clean water. 
The water is polluted because there are typhoons and the people always throw rubbish into the water. People 
there easily get sick because they always drink dirty water. Furthermore, many people cannot work because 
they are too weak.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food and clean water. It is pathetic. Moreover, the school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poor countries are bad. Children don’t have enough chairs and desks to learn. Children 
have to sit on the floor. There are very few books. They have to share books. The building is too old and there 
are not enough lights so they cannot study well. They need our help.

To help people in the poor countries, we would like to organise a charity walk because we think it can raise 
a lot of money for the charity. It can keep our body heathy too. We will ask our friends and family to sponsor 
us. W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charity walk. On the other hand, we would like to sell crafts. It 
is because some of the pupils in my class are good at making crafts. We will make the crafts 
during spare time. Pupils like beautiful crafts. We will sell the crafts in the hall during recess.

In conclusion, four eyes see more than two. We think we can do better if we work together. 
We hope that you like our ideas about raising money for poor people in the poor countries. 

Yours sincerely 
Cindy Chan 

Student of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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暉明堂堂主任 李燕珊牧師
2020年是很不一樣的一年，因著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全港學校因此暫停面授課程，老師、

學生及家長均十分辛勞，以配合疫情中的學習新常態。
教會一年一度的聖誕佈道會亦只可以用網上直播方式進行，感恩我們仍然可以透過網絡，和大家共

渡一個溫馨的聖誕節。
今年我們邀請了暉明堂會內的弟兄姊妹來分享他們的見證，一位是去年DSE考生，她在疫情不確定

下，完成考試，卻只有20分，入不到需要23分才可入讀的音樂系。最終，神帶領保守下，竟然順利入讀
了心儀已久的音樂系。

另外兩位見證者是有四個孩子的夫婦，太太是靳茂生小學上午校的舊生，他們在暉明堂聚會已很多
年，我見證著他們結婚和生育每位孩子的挑戰，也見證著他們經歷的神蹟奇事，全是神的恩典。期望每
個家庭都能與主同行，親身經驗耶穌的大能和拯救，以及祂的同在和賜福的恩典。

最後，除了要感謝神之外，也要感謝薛校長的禱告和家教會的協助，雖然今年大家都不需蒞臨現
場，但事前的禱告和關心提醒等，實在鼓勵了我們繼續為主發光發亮，也感謝大家當日的參與，使我們
分享了聖誕的好消息。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詩篇127:1）

疫情下學習的功課   
家長教師會主席 盧永嫦女士

2020年，大家都過了特別又難忘的一年。以往12月，是本會最繁忙
的一個月，除了需要籌備家長聖誕聯歡會及聖誕親子交流團外，更需要
籌劃每年一年一度的大型親子旅行活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家教會很多活動及義工服務因此而暫停，雖然非
常可惜，不過當中都有我們學習的功課，就是讓我們學習等候及珍惜。
我們不知道疫情何時完結，只能耐心等候，恆切禱告，求天父憐憫，願
疫情可以盡快結束，小朋友可以回復正常的面授課堂學習。 

另外，亦讓我學懂珍惜可以參與的機會。小兒今年六年級，我原本
以為可以最後一年參與家教會的各項活動，但原來都不是必然，所以我
更加珍惜及把握每次參與的機會，因為不知道這是否最後一次。

就讓我們回顧一下以往各活動的相片，從中感受各參加者的投入參
與及歡樂的氣氛。求天父祝福帶領，寄望下年度各活動可以順利舉行。 

暉明堂

家長教師會

學生見證分享：李思瑩姊妹與
李牧師合照

家長見證分享：李浩然家庭
本校畢業生司儀林灝榮弟兄

及崔慈恩姊妹
李燕珊牧師

家教會周年大會家教會親子旅行

韓國親子交流團

盧永嫦女士

家教會委員欣賞學生活動花絮

家長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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