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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 校
  

　 　

我 們全一學

校堅持「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

德」這一理念，在四年前設計了校本品

德課程——《全一品德課》。學校將品德教育

放在首位，在日常教育教學中都注重培養有禮、有

信心、勇於承擔、善於合作的新一代。

　　四年來，我們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將個人、家

庭、學校和社區聯繫起來，讓學生體驗品德的重要，從

而在感悟、反思中提升自身的品德。學生品德好，自然

帶動其他方面進步。

　　我很高興看到在全一品德課下的學生一天比

一天進步，無論是來我們學校的客人，還是社

區的人員，見到我，都稱讚全一的同學謙

恭有禮、善良大方、團結協作。我

為你們感到驕傲！

　　全一品
德課形式多樣，有了更多親身體驗的同學們，在一系列的活動中，學會了承擔精神，樹立了自信，在校外的音樂、朗誦、舞蹈、微震機器人、寫作等比賽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在此也祝賀同學們，相信你們還會不斷取得更大的成績！

　　全一品德課之所以能成功地推行，除了教職員工的努力，以身作則，還與我們的家長全力支援分不開，許多家長也配合學校的課程，身體力行，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學生、老師和家長一起成長，謝謝大家！　　我相信，只要立好德，做好人，在學習和做事上，我們一定會有更大進步！讓我們繼續努力，做到最好！

譚光德校長

立人先立德校
長

聲
心

2018畢業生

區會模範生

學生在全一品德課中的表演

運動會上拼搏

母親節的感恩行動

學生獲得獎勵

開心自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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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校重視培

養學生正向品格。近年來，在校長的

帶領下，注重「體驗式生命教育」的課程研

發，希冀透過真實經驗，讓學生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與

正向品格價值，尋回熱情與關懷，在反思中培養主動、高

尚的品格。

　　今年的生命教育透過「童享計劃」、「零蛋爆破」、

「護蛋行動」、「貧窮書院-沒有桌椅的一天」等教育活動，

讓學生在活動中體驗貧窮，感悟責任、感恩所擁有的生活，

進而熱愛和珍惜目前擁有的一切，主動幫助身邊的人。

全校學生和家長都投入這系列活動，達到預期教育目

的，學生收穫良多。

生命教育

在體驗中感悟生命，
感恩生活和責任

李錦維老師

生命教育-没有課椅的教室

生命教育-没有課椅的教室

生命教育-没有課椅的教室 課間遊戲

生命教育-没有課椅的教室 -

課間小遊戲

生命教育-零蛋爆破

青春期教育

家長也支持我們的生命教育活動呢！

生命教育-没有課椅的教
室-清淡的午餐(三年級)

「雞不可失」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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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享計劃

製作我們的小錢箱

童享計劃-
看，我們的小錢箱

童享計劃-

用愛心做好我們的小錢箱

護蛋降落傘在行動-選出我最喜歡的降落傘

童享計劃-

我們的小錢箱

童享計劃-

用心來愛護你護蛋器

童享計劃-

我的護蛋器一定

能護得了蛋

護蛋降落伞  5B
班

我們的護蛋降落伞設計成功了 6A

我們商量如何將護蛋降落傘做到最好

童享計劃-
我們這班的護蛋器

生命教育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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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閱 讀，
從營造環境和發展興趣開始……

李錦維老師

　　自從有了圖書閣，每天小息、午息的

時間，同學們就多了一個去處——圖書閣。到小

息、午息的時間，同學們就涌到圖書閣看書或者

借書。今年，各班在圖書閣的借閱量如下：

2017-
2018年

度圖書閣借閱圖書數量

班別
借閱數量

P6A
1084

P5B

672

P4A

563

P5A

552

P1A

467

P2A

410

P1B

377

P3B

318

P3A

229

總數

4672

　　各班的借閱量都比去年有所提升，值得

表揚。

　　除了借還圖書，在圖書閣或者煥庭室，還

有家長或者同學講故事。這既是家長和高年級同學

一展身手講故事的機會，又是低年級同學聽故事的時

間，聽和講之間，還有互動呢！　　我們還與全完堂合作，請家長在課餘
時間講聖經故事，並且還贈送聖經故事書給學生。
　　以故事吸引學生，提升閱讀興趣，是我們所堅持的閱讀推廣方法！

好聽的故事

閱讀-講故事

閱讀日活動
陶醉在書中

謝謝送給我們的
聖經故事書

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們喜歡讀聖經故事

我們坐在沙發上看書，
好舒服啊！

我們聽姐姐講英文故事

家長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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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姊妹學校一同油畫校園

視藝科、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

美化基督校園
，
暖暖兩地情誼

張展鵬老師

　　全一
是基督教學校，在校

園中彰顯基督文化，有助於孩子從小被基督

的大愛熏陶，同時也有助於廣傳福音。
　　多少個日夜，譚校長與我們一起，從校園的

外墻、到校園內的建築，再到校園的內墻，裡裡外

外，譚校長都咨詢專家意見，并親自設計，最終完成

了整個校園的美化設計。　　藉著內地姊妹學校蒞臨我校，兩校的學生有機

會一起油畫外墻，既為我校增添色彩，讓內地孩子

了解基督文化，也見證了兩地學生的情誼。整個

藝術活動，其樂融融。

校園內的基督文化

校園一角

一筆一劃的情誼

校園的一角

弘揚基督文化

你我各一筆，結下深厚的情誼

校園外墻的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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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音樂科組亦多方

位提供不同音樂活動給學生，以

提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例如，在復

活節，由敬拜小組牽頭，在全校演繹「

十架七言」的清唱劇，吸引了不少同學一

起參與，效果不俗，得到家長的和同學的讚

賞。

　　學校設有天才表演的時間，供全校同

學展示他們的音樂才能，發揮所長，提昇

學生的自信心！學校亦會帶同學一起欣

賞不同音樂會，培養其審美能力，並

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

吳家恩老師

　　本校注

重提供多元化的

音樂學習活動給學生，讓學生發展音

樂技能。本學年音樂科發展的課外活動

包括手鐘組、敬拜小組和非洲鼓小組，

　　各音樂課外活動小組在學校的各大型

表演中均有不俗表現：敬拜小組在學校

畢業禮、每次崇拜中都出席表演。手鐘

組均在校外參加了JSMA 2018聯校音樂

大賽手鈴和手鐘組(小學組)連續三

年獲得銀獎，值得鼓舞。

弦樂會到校表演
敬拜組獻唱

非洲鼓表演

非洲鼓表演

音樂比賽

手鐘組探訪老人中心
清唱劇表演

手鐘組探訪老人中心

親子音樂會

豐富多元的

 音樂科活動音樂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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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完第一小學

是基督教小學，透過日常生活認識和

學習主耶穌基督的教育及活動，培養學生

良好的人格和正確的人生價值觀，讓學生於身心

靈各方面健康地成長。

　　今年除了常規的倫宗課，我們每星期亦在早會和

周會，凝聚宗教氣氛，讓學生恆常地認識及接觸基督教信

仰。

　　今年，我們亦與全完堂合作，開展了以下活動：

　　（1）在學期初的教育主日，讓學生經驗整個敬拜的過程。

　　（2）於聖誕節及復活節，在學校舉行有兩次節日崇拜活

動，讓學生感悟這兩個節日的真締。與音樂科組合作，安排部份

學生參與清唱劇[十架七言]的演出，讓全校學生們能重溫昔日耶

穌基督受難的苦境。

　　（3）除了崇拜活動之外，我們亦主持敬拜小組。敬拜小

組]不但在校內崇拜及學校慶典中獻唱，而且亦會走出學校獻

唱表演。在剛過去的聖誕節，[敬拜小組]到了荃新天地進

行聖誕報佳音的活動，透過詩歌獻唱，配合肢體動作及舞

步，向區內人士送上聖誕的祝福。另外，[敬拜小組]在

本學年也曾經參與[愛的旋律]之聯校表演，並在當

中獲得[優良演出獎]。

宗教教育

基督少年軍 (集隊)

基督少年軍 (靈修)

清唱劇_十架七言

敬拜小組(獻唱) @ 復活節崇拜
敬拜小組 @ 聖誕報佳音

清唱剧场

傳承基督大愛，培育孩子正能量
　　　　　　　　　　　　　　　　　　　                           葉國泰老師

愛的旋律聯校聯演 

@ 優
良演出獎

　　（4）與全完堂一起成立基
督少年軍及正能量大使等活動。[基督少

年軍]於每星期六早上在學校進行集隊，透過

靈修、步操及課程考核，讓學生學習從制服團隊中

學習虔誠、紀律、服從等良好品德。每星期的集隊也能

讓學員學習聖經，反思人生及促進學員人際溝通的能力。

不同的課程考核，亦讓學員能學習一技之長，為[全人教

育、完整人格]奠下重要基礎。　　（5）安排全校學生參與[EASY EASY 好小事]活動，此項

活動中獲得歷年的最優成績，共有13人獲得獎勵。

　　（6）除此之外，本組帶領全校參予[讀經獎勵計劃]，

讓學生默念經文，反思人生，內化生命，從而讓學生發

展完整人格。
　　感謝上主的恩典和保守，讓全校的師生平安

渡過了蒙恩的一年，同時亦感恩學生的智慧
和正能量能不斷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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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本校的課外

活動豐富多彩，涉及各個範疇，讓同學

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它既是正規課程的一部分，

又能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發展學生學習的不同興趣。

　　學生通過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學習與人的溝通和合作，在

提升自己的技能的同時，亦得到豐富的生活體驗，發揮潛能及發展

自我。

　　本校課外活動涵蓋學術、服務、體育、制服團隊、資訊科技、藝

術及興趣等類別，共計有三十多組，活動形式包括歷奇、參觀、考

察、小記者培訓和比賽等，多姿多彩。各項活動的設立均依據

同學的興趣、需要，以及社會的轉變而增刪，做到與時

並進。

莫美芬主任

豐
富多彩的課外活動

　　本校老師在各
類型的活動帶領上已漸趨穩定及成熟。當中一些活動亦已成為本校的特色與傳統。地壺球班、機械人模型班更在多項學界比賽中取得優秀成績。

　　本校亦能善用校外資源，同校外多個機構合作，例如全方位學習活動基金、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等，津貼本校學生進行更多更豐富的課外活動，也令本校
學生更出色。

學校旅行日-來，我們比一比

小一體驗日

新春團拜活動

新春團拜活動

新春團拜活動

小一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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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 Hop舞
蹈組跳舞

小一地壺訓練班

學校秋季旅行日

學校旅行日-團體遊戲

學校攝影小組在練習攝影

大腳板小足跡-玩過山車

大腳板小足跡-打高爾夫球

大腳板小足跡-和老師一起看電影

大腳板小足跡-和老師一起打打保齡球

大腳板小足跡-和老師一起做蛋糕

單輪單車表演

中一體驗課-

顯微鏡下觀察細胞

二年級參觀嘉道理農場

學校旅行日-草地上的比賽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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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參觀科學館

運動場上的拼搏

五年級參觀元朗劇院

運動場上的較量

五年級參觀太空館
聖誕聯歡

升中講座

六年級參觀文物探知館

六年級參觀海防博物館

小二參觀科學館

藍海洋小記者-觀察白海豚活動

課外活動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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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長見識
　

境外遊

在佛山第二十五小學學剪紙文化

在佛山姊妹學校學習武術

在佛山第二十五小學

學剪紙文化

佛山科學館

在佛山學剪紙文化

內地姊妹學校

（佛山第二十五小學）到校交流活動

境外遊-佛山-祝福你我

佛山科學館-模擬翻車

小四紀律營

小四紀律營

境外遊（桂林）

鄭副校其樂融融學陶藝

譚校長的陶藝比我們做得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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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我校學生參與「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隊伍以微型震動機械人於2米傾斜的賽道上運送乒乓球，賽道包含障礙物(沙紙)阻礙機械人前進，增加挑戰難度，以接力運輸乒乓球，每隊於時限內運輸最多乒乓球到終點的為勝出。
　　今年我校共派出四隊學生參賽，並主要以小三同學出戰，雖然越級挑戰，但經過緊張的賽事，同學們分別勇奪得兩個一等獎及兩個二等獎！　　在這次比賽之中，學生除了提升專題研習的能力，也與組員充分合作，加強自己的合作能力！最終學校在比賽中榮獲一等獎！這看似玩樂性質的獎項，但對我們的學生來說，得獎真的不容易！

微型震動機器人接力賽
林美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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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與公民教育、價值觀教育

　　讓 學生在生活實踐中分析和學

習，藉著生活經驗的累積，而建立正確價

值觀及良好品格是本校一直所踐行的。

　　本校獨具匠心設計了德公課程，每個年級都有主題名稱，帶

領學生涉獵個人、家庭、社區、國家及世界各個範疇，如下：

　　除了精心設計每級的課程，我校還充分利用校內

資源和社區資源，通過早禱、周會、課堂教學（聖

經課及德育課）、講座、戲劇等形式為學生提供全

面的學習經歷。

　　校本德公課堂的形式多樣，教育多元，以

生動有趣的方式，引導學生正向思考和建立正

面的品德。

話劇　平等細運會

論語八德工作坊(學生)

論語八德之禮

理財達人講座

百日宴-請接收我們的敬茶，謝謝您們！

百日宴-爸爸媽媽，您們辛苦了

導師教我們禮儀

譚校長精彩的互動講座《爸媽我

想……》引發了我們的思考

背誦自律打油詩

年級 校本課程名稱

一年級 小小小學生

二年級 「非」常表達

三年級 自我增值

四年級 學「是」學「非」

五年級 毛蟲的蛻變

六年級 陽光燦爛的新一頁

善用資源，形式多樣的品德與公民教育
李錦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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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3D互動百變機，

一身多職的爸爸

背誦自律打油詩

快樂生命頌-六藝●數

快樂生命頌-六藝●射

快樂生命頌-六藝

親親太陽

邀請荃灣警區警長來校講座

學生觀看話劇學習無障礙賽

周會-舞出生命

話劇平等細運會

教師與家長也來學習論語八德

全一品德課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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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
陳可媚社工

　　經常有家長向

我們抱怨，實在不懂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們

認為孩子行為問題「天天不同、日日新」，他們不是在

家長們最忙碌時故意打攪，就是撒謊不合作，但事實上，我們

的孩子問題99%都是家長的問題。

　　孩子是我們家長們的一面鏡子，孩子的性格和模樣，也是我們家長

自己。我們在教育孩子的同時，孩子也在模仿著我們和我們的人格，這就

是中國人所說的「身教」。

　　當孩子們行為上出現「問題」，有多少家長撫心自問，可曾從自

己本身出發，認真了解背後因由，凡事「事出必有因」，孩子今

天的表現，一定是昨日教養所致。

　　如果察覺孩子經常故意打攪你，可能是家
長們給予的關愛不夠，他們渴望親近你；如果孩子經常撒

謊，那有可能是因為家長們曾對孩子所犯的錯誤反應過度；如果你的

孩子缺乏自信，表現懦弱，那是因為家長們急於為他們清掃成長路上的障

礙，隨時給予孩子太多的建議，而缺乏鼓勵；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感

受，那可能是因為你也未曾重視他們的感受……　　家長們，今天你如何對待自己的孩子，也將決定他將來成為什麼樣的人。在鼓勵

中長大的孩子，將會充滿自信；在接納中長大的孩子，將會學會心胸廣寬；在友愛

中長大的孩子，將會對他人多一份關懷……　　世上沒有孩子一出生就學懂做父母的家長，也沒有未教養已懂事理的子

女。孩子的未來有無窮的可能性，家長們，從現在開始，注入您的愛

與尊重，牽着孩子的手，陪伴他們一同學習，一同成長。

家長的講座《如何引導子女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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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教育
陳可媚社工

著 名心理

學家艾力遜認為學校

是給兒童彰顯勤奮表現的地

方，透過校園學習讓兒童接觸

不同知識、擴濶眼界及充實能力

的機會，從而獲取成功經驗，以減

少自卑感，達到自我實現，領略生

存價值。

　　我們全一教育學生不止是學

術增長，亦希望學生透過學習過

程，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因

此我們從多方面發掘學生多

元發展的空間、提供學

生發揮個人能

力 的 平 台

及不吝嗇表揚學生

勤奮的成果。如本年度小

四至小六同學透過參與「成長

的天空」服務計劃，擴濶學生眼

界發揮所長(校內及校外義工服務)

，強化應付逆境處理能力(輔助訓練

小組及挑戰日營)，從而肯定學生的

成長和付出。

　　我們努力為學生營造不同的成

長經驗和感受，為實踐其豐盛人

生而邁進。

情常在 學生教育

情常在 互動

小四至小六學生社區服務體驗

小四成天結業禮

小六成天結業禮

小六成天校內義工服務

小五成天結業禮

小五成天校外義工服務

小五成天校內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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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精兵獎勵計劃
透過精兵獎勵計劃，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鍾玲主任  林昭明主任

　 　本校以｢自
律、自主、自發｣為本校之三年計劃目標，而本年度的週年主題為｢自律自主求卓越，逆境自強攀高峰｣，期望透過整合及推動各科組之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建立他們自主的學習能力及習慣，並培養其積極進取的自主學習態度。

科組 時間 活動 推行內容
可投擲骰子 

的次數

中文 10-5月 齊誦古詩文
80%的同學能背頌10篇指定的古

詩文。
1

英文 全年
Reading Jour-

ney

一至三年級 : 全班60%的同學能

閱讀50本英文圖書。
5

四至六年級 : 全班60%的同學能

閱讀40本英文圖書。

數學 全年 網上平台MDS
完成平台內每一單元內的練習，

每班達成所有單元目標。
5

常識 4月 水果日
全班的同學能在該月份的上課天

帶備水果回校進食。
3

聖經 10-11月 金句背誦 80%的同學能背頌10句金句。 3

體育 2月
親子運動會—

班際啦啦隊大賽

全班同學能齊心為自己所屬班別

的健兒打氣，並達到40分者。
2

訓導 12月 自律比賽
評核各班在轉堂時朗讀的表現，

達到45分者。
3

圖書 10-5月 借閱圖書大比拼
每月於4樓圖書閣借閱圖書最多

的三個班別。
1

表一：本年度各科各行政組活動

　　各班獲得小

精兵紙板人一個，然後按時

段完成指定項目，便會獲得投擲骰子

的機會，各班的小精兵紙板人根據投擲出

的點數前進，以最快到達棋盤終點的班別可

獲終極大獎。本校期望學生藉此從遊戲中學

習自主，學生能自主自發地追求卓越，同

學與同學之間亦能學習互助互勉，共

同建立一個關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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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推行內容 評分者
可投擲骰

子的次數

10月
70%的同學能背誦自律學習冊或自主學

習冊內的學習秘笈。
李錦維老師 1

11月 80%的同學能按照上課時間表收拾書包 班主任 1

12月 90%的同學能做齊功課，沒有欠交。 班主任 1

1月 90%的同學能保持儀容整潔。 班主任 1

2月
90%的同學能遵守校規，沒有被風紀摘

下名字。
林昭明主任 1

3月
60%的同學能在中、英文科的其中兩次

默書中，獲得80分或以上。
中、英文科科任 1

4月 80%的同學能保持班房整潔。 工友 1

5月
80%的同學能積極參與生命教育的活

動。
李錦維老師 1

6月
80%的同學於評三中的成績比評二有所

進步。
崔銘傑老師 1

表二：每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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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普通話科發掘同學積極參

與不同的普通話朗誦比賽，並鼓勵

和培訓了一批同學參加普通話講故

事比賽，普通話朗誦比賽和普通話

演講比賽。同學們積極踴躍地參與

比賽，在比賽中得到了優異成績。

　　今年新增了與德育組合作，分

別參加了在全港《弟子規》普通話

集體朗誦比賽和第六屆紫荊盃德育

朗誦比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在第七屆全港《弟子規》普通

話集體朗誦比賽中，我校參加比賽

的集誦隊都獲得了獎項，得到了初

小組亞軍和高小組季軍。在普通話

獨誦和講故事比賽中，也獲得了優

異獎。在各項比賽中，既鍛煉了同

學們的膽量，也給同學們積累了寶

貴的經驗。

普通話比賽屢獲佳績
  金琼瑤老師

初小組《弟子規》集誦

普通話《弟子規》朗誦

高小組《弟子規》集誦

《憫農》普通話故事
《弟子規》朗誦

《弟子規》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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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

牛

兔

蛇

狗

馬

羊

豬

老鼠

龍

　　為 推廣環

保教育，本校視藝組、德公組和中文

組跨學科進行了全校性質的「環保Fashion show 

」活動。

　　本次活動以話劇串聯出十二生肖的環保時裝。學生在視

藝老師的帶領下，身體力行地去收集環保物料，同時去設計好

所展示的時裝。

　　全校參加展示的十二件環保時裝作品各有十二生肖的特色，

集中展示了同學和老師的智慧。

　　此次活動的成功，除了同學們的努力，當然也少不得

我們的家長評判。最後在一陣陣的笑聲和掌聲中，

結束了活動。活動也帶給學生留下廢物再用

的環保思想。

走秀

老虎

猴子

環 保
Fashion Show

張展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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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閱

讀

「2017新地齊讀好

書」計劃

發人深省獎 6A 吳采蔓

突破框框獎 5A 黃穎謙

突破框框獎 5A 劉曉晴

文采出眾獎 4A 羅景悅

新地會2018年
「家中的最佳拍檔」

比賽

公開組－初級
優異獎

6A 成思瑤

6A 吳采蔓

3A 譚錦詩

2A 高依莎

寫

作

2017/18學年

「小作家培訓計劃」

高小組入圍獎
6A 吳采蔓

6A 郭高彰

初小組入圍獎 3B 朱梓朗

2017-2018年度獅子盃

小學徵文比賽
優異獎 6A 吳采蔓

2018年中華基督會創

會百徵文比賽
亞軍 6A 何雨馨

Kids4Kids My 
Story Creation 

Competition 2017

Detailed 
Illustration 

skills

6A 馬婉欣

6A 翁怡欣

6A 林梓瑤

Very creative 
storytelling

5A 林瑋倫

5A 朱振罡

5A 呂浩田

5B 謝希妍

Hong Kong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Best Writer (Junior 

Primary)

Best  
Writer-Merit 3A 譚錦詩

2017 - 2 0 1 8學生得獎紀錄

範疇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書

法

藝

術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中文

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A 高依莎

亞軍 2A 高依娃

季軍 1B 王雨晴

中級組

冠軍 4A 余偉杰

亞軍 3A 黃丹慈

季軍 3B 陳愉妍

高級組

冠軍 5A 林鳳玲

亞軍 5A 林瑋倫

季軍 6A 何雨馨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A 高依娃

亞軍 2A 高依莎

季軍 1A 王旭濤

中級組

冠軍 4A 余偉杰

亞軍 4A 陳凱怡

季軍 4A 俞梓涵

高級組

冠軍 6A 林凱洋

亞軍 6A 吳采蔓

季軍 5A 黃穎謙

第十屆經典翹楚

榜─經典知識水

平評核暨「經典

杯」書法比賽

優異獎 2A 高依莎

入圍獎

3A 黄丹慈

3A 周宇翔

範疇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數

學

大雄數學邀請賽
二等獎 6A關展博 6A林兆華

優異獎 6A郭高彰

2017-2018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荃灣)

優異獎 6A林兆華 6A郭高彰 6A林家瑋

優良獎
5A朱振罡 5A林瑋倫 5A呂浩田

5B謝希妍 5B林雯清 5B林俊安

體

育

區會運動會
女子甲組跳遠-亞軍 6A吳采蔓

男子甲組跳遠-殿軍 6A馮嘉威

男子乙組擲木球-季軍 5A呂浩田

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賽
女子甲組跳遠-亞軍 6A吳采蔓

男子乙組擲壘球-冠軍 5A呂浩田

燕京書院陸運會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殿軍
5A呂浩田 6A馮嘉崴

6A林宇諾 6A吳子獻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7-2018 運動員獎 6A吳采蔓

冬奧嘉年華-離島區地壺球錦標賽
冠軍 5A陳詩琦 5A張顥騰 5A張嘉熙

優異 5A陳思朗 5B林俊安 3B張嘉進

舞

蹈
荃灣區防火嘉年華-街舞表演 最佳表演獎-亞軍

1A陳梓航 1A陳昱霏 1A林珈誼

1A錡佳欣 1A許夢瑤 1B方莉婷

1B林宇哲 1B吳靜雯 2A 陳 斌

2A林梓峯 3A陳昱璇 3A香海欣

3A阮雅詩 3B陳家若希 4A陳凱怡

4A蔡天樂 5A馮啟思 5B林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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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科

學

一觸即動•「營•智」Hip Hop操手機

應用程式挑戰賽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5A陳凱盈 5A陳芷盈 5A鄭諾行

5A張顥騰 5A鄧詩盈 5A郭家寶

5A朱振罡 5A霍乘優 5A林鳳玲

5A林瑋倫 5A羅紫琳 5A張城健

5A呂浩田 5A王宇 5B陳榮錦

5B鄭松玲 5B許琛瑜 5B李子謙

5B鄭嘉樂 5B林秋麗 5B林若愚

5B戴鍵曦 5B林俊安 5B林雯清

5B唐煒林 5B余良鍵 6A李明志

6A吳采蔓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英

才盃-STEM挑戰賽2017』

一等獎

5B余良鍵 3A關炯明 3A何文奕

3A張城康 3A陳志誠 3A張偉傑

3A紀宇軒 3A譚昱鑫 4A曾卓希

3B陳家若希 3B郭卓琳 3B方詠嵐

3B陳愉妍 3B鄭可瑤

二等獎

3A阮雅詩 3A何坤琳 3B馮錦浩

3A李艷婷 3A香海欣 3B黃諾樂

3A林楚蓁 4A郭崇志 3B楊歷宏

3A譚錦詩 3B陳庭樂 3B吳卓謙

3A溫佩佩 3B蔡智光

智快烈車2017高小組 最佳編程冠軍
6A馮嘉威 5B林俊安

6A吳子獻 5B蘭宇翔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

創新發明大賽
優異獎

6A馮嘉崴 6A林宇諾

6A關展博 6A吳子獻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銀獎
6A郭高彰 6A吳子獻

6A關展博 6A林家瑋

一起高飛比賽 

「一飛衝天闖關勇士獎」

5B蘭宇翔 6A馮嘉威

5B林若愚 6A林宇諾

5B林俊安 6A吳子獻

團體飛行速度賽 5B蘭宇翔 5B林若愚 5B林俊安

團體飛行計分賽 6A馮嘉威 6A林宇諾 6A吳子獻

個人飛行速度賽優異 5B蘭宇翔 5B林若愚

個人飛行計分賽季軍 6A 林宇諾

音

樂

候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中級組鋼琴獨奏銅獎 4A郭崇志

高級組鋼琴獨奏銅獎 6A郭高彰

西樂獨奏(弦樂)優良 5A郭家寶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良好 6A郭高彰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直笛二重奏

良好
4A陳凱怡  4A鄭以諾   4A俞梓涵

4A曾卓希 6A郭高彰 6A吳采蔓

優良 5A劉曉漫   5B謝希妍

JSMA 聯校音樂大賽2018-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3B陳家若希 3B鄭可瑤 3A翟紫晴

4A陳凱怡 4A成思妍 5A劉曉晴

5A黃穎謙 5A林鳳玲 5A羅紫琳

5B謝希妍 5B譚思明 5B李詠雯

6A吳采蔓 6A郭高彰 6A林宇諾

2018愛的旋律-學校聯演 優良表演獎

1A翟子遙 1B吳靜雯 3A李艷婷

1A成思行 2A陳家若妍 3A譚錦詩

1A黃秋雨 2A陳梓峰 3A曾瑋琳

1A吳昱彬 2A何沛玲 3A阮雅詩

1A嚴立森 3A翟紫晴 3B陳家若希

1A俞志軒 3A香海欣 4A陳凱怡

1B郭卓榆 3A劉欣淇 5A林訓達

1B林宇哲 3A紀宇軒 5B戴鍵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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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視

藝

2017喜樂家庭親子填色比賽 季軍 3A 陳苑玲

弟子規繪畫比賽 季軍 3A 陳苑玲

全港中小學繪畫及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高小組季軍 4A 陳恩霖

戲

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7/2018

傑出演員獎 6A 馬婉欣 6A 林凱洋

傑出合作獎

6A馬婉欣 5B林秋麗 5A陳希知

6A林凱洋 5B胡秀潁 5A施睿彬

5B江栢昕 5A林瑋倫 5A馮啟思

5B李詠雯 5A黃穎謙 5A朱振罡

5B林若愚

宗

教

漢語聖經協會-聖經科獎勵計劃 嘉許證書
4A 陳恩霖 5A 劉曉晴

5B 林雯清 6A 吳采蔓

以勒基金「我熱愛生命」行動-「Easy 

Easy」好小事
入圍獎

1A成思行 1A朱振科 2A何沛玲

3A李艷婷 3B吳卓謙 4A王寶盈

4A吳子琳 4A陳恩霖 4A陳凱怡

5A鄭超悅 5A黃穎謙 5B李詠雯

6A成思瑤

朗

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 Merit
6A郭高彰 6A吳子獻 6A關展博
6A鄧嘉濠 5A郭家寶 3A李艷婷

1B LIMBU RIMANDINO-JANSON DEWA 1B黃諾朗

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

季軍 6A 馬婉欣

優良

6A吳采蔓 6A翁怡欣 5A馮啟思
5A林鳳玲 4A陳凱怡 4A王寶盈
3A阮雅詩 2A陳梓峰 1A郭恩智
1A錡佳欣 1A嚴立森 1A俞志軒

良好
6A蔡穎麗 5A林秋麗 4A成思妍
3A譚錦詩 2A何沛玲 2A李海裕
2A高依莎

第七屆(2017)

全港《弟子規》演繹表演比賽

高小組季軍

6A成思瑤 6A蔡穎麗 5A劉曉漫
6A郭恩美 6A翁怡欣 5A劉曉晴
6A林家瑋 6A關展博 5A張城健
6A李慧心 5A朱振罡 5B楊迦軒
6A馬婉欣 5A林訓達 5B謝希妍
6A吳采蔓 5A林瑋倫 5B鄭松玲

初小組亞軍

2A吳彥炯 2A廖日誠 2A何沛玲
1A翟子遙 1A李嘉隆 1A錡佳欣
1A陳愉凱 1A成思行 1A王旭濤
1A陳昱霏 1A江栢裕 1A王泳軍
1A朱振科 1A郭恩智 1A吳昱彬
1A范振朗 1A黎善恒 1A許夢瑤
1A楊諾伊 1A嚴立森 1A俞志軒
1A陳梓航

個人賽優異獎 2A陳梓峰 4A陳凱怡

第六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

公民教育朗誦比賽-普通話
優良獎

1A錡佳欣 1A俞志軒 2A陳梓峰
2A高依莎 3A李艷婷 3A阮雅詩
2A何沛玲 3A黄丹慈 3A周宇翔
4A周梓藝 4A林偉瓏 4A何妍熙
6A 陳 旭 5A劉曉漫 5A林鳳玲
6A吳采蔓 6A李慧心 6A李嘉盈

第六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

公民教育朗誦比賽-粵語

優良獎
1B張梓鋒 2A許倩箔 3A紀宇軒
3A翟紫晴 4A王寶盈

優異獎 1B林咏心 4A陳凱怡

第十屆經典翹楚榜-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2A陳梓峰
優異獎 5B 陳藝馨 5B 鄭松玲

良好獎
3A李艷婷 3A黄丹慈 1A朱振科
3A阮雅詩 1A俞志軒 2A何沛玲

其

他

恆生銀行之協助警方

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小學組)
入圍獎

5A林瑋倫 5B陳榮錦 5B戴鍵曦
5B鄭嘉樂 5B江栢昕 5B謝凱盈
5B吳怡熳 5B陳藝馨 6A蔡穎麗
6A吳采蔓

恆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百份百參與獎 學校全體學生

2017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優異獎 6A吳采蔓 5A林瑋倫 5A朱振罡

荃葵青區學生飛躍表進獎勵計劃

服務獎金獎 5A 劉曉漫 6A 蔡穎麗
德行獎金獎 5A 劉曉晴
體藝獎金獎 5A 呂浩田 6A 馮嘉崴
學業獎金獎 5B 李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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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過往兩年推行小說與戲劇結合的校本課程的

經驗，我們的嘗試，我們的理念得到正面的肯定。從

學生上課時的積極性、投入度，自發性地利用課堂以

外的時間練習將要演出的內容，自行製作適合演出的

道具；從家長告知我們子女在家手不釋卷，費寢忘餐

地閱讀手上的«西遊記»、«三國演義»；從老師與學生

就書中的情節進行熱烈討論，與學生一起對戲等，足

見我們的嘗試帶領學生走進文學的世界，讓學生體會

劇場的玩味。

　　我們將繼續努力，為全一的孩子設計更多符合他

們需求的校本課程，引領他們愛上語文，成為一個敢

於創新、熱愛探索、不斷求變、追求共存、樂意奉獻

的新生代。

　　戲 劇教育是甚麼？它是一種體驗學習的教

育，亦是一門於課堂中運用戲劇與劇場技巧的一種教

學方法。在老師的引導下，運用角色扮演、模仿、劇

場遊戲、老師說故事、老師入戲、定格、心理獨白等

方式進行課堂活動學習，讓學生能充份發揮想像，表

達思想，從而獲得美感的體驗，並能增進智能與生活

技能。

　　行戲劇教育，多集中於透過舉辦課外活動小組--

小演員訓練班的專項訓練上，以培育有關的人才。面

對世界急劇的變化，我們也要隨著改變。我們嘗試在

高小的課程中推行將小說與戲劇相結合的校本課程，

以中國四大名著--«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結合戲劇

這種文學體裁，以及戲劇演出這門綜合藝術，將戲劇

融入中國語文教育的學習當中。我們期望透過戲劇作

為媒介，既有助拓寬學生的語文學習空間，提高他們

學習語文的趣味，也能啟發學生的思維，培育他們的

創造力，更可讓學生透過劇場發聲，對周遭發生的事

和身邊的人表達感受，藉此培養他們的同理心，以及

個人的社交能力。

讓戲劇帶領孩子進入語文的世界
鍾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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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嘗試編寫程式，操控體感車，學
習領會資訊科技的智慧與創新。

　　學生製作環保小盆栽，使用循環再用

的膠樽，寫上感謝卡，回家後送給家人。 

　 　

承 蒙聖雅

各福群會贊助，本校在課餘
時間為家庭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
供全方位的免費課外活動，豐富

學生的課外業餘生活。

　　（1）太極班

　　課外學習太極，了解中國武術

　　（2）手鐘班
　　課外學習手鐘敲擊，以團隊形式
將美妙的音樂和旋律呈現出來，有助
培養學生音樂興趣和團隊精神。

　　（3）STEM活動

　　受惠學生有機會參觀樂善堂余近

卿中學，參加「八達通育苗展才學

院」的「STEM × 環保工作坊」。

聖雅各福群會
贊助本校部分有需要學生的課外活動

                                        

                                                                       李靜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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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會，繼承優良傳統

遊戲日（六藝●射）

遊戲日遊戲（喜悅寫意日）

遊戲日（六藝●書）

遊戲日 （六藝●數）

遊戲日（六藝●禮）

遊戲日（六藝●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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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1/9-12/9 招收會員及義工

12/10-14/12 小組補習班(第一期)(每周的一、三、五)

10月14日(五)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校董選舉家長學堂(1)

10月19日(四) 「推廣過濾軟件使用」家長工作坊

10月-2月 周六收費興趣班(上學期)

10月31日 親子音樂會

11月2日(四) 親子旅行日

12月1日(五) 家長學堂(2)

3/1 – 23/3 小組補習班(第二期)

1月18日(四)* 第二次常務會員會議

1月31日(三) 親子運動會

2月-5月 周六收費興趣班(下學期)

2月9日(三) 家長學堂(3)

2月12日(一) 新春團拜

3月 進步獎

9/4 – 5/6 小組補習班(第三期)

4月14日(六) 家長學堂(4)

4月21日(六) 家教會親子旅行日

4月19日(四)* 第三次常務會員會議

5月12日(五) 母親節表心意

6月16日(五) 父親節表孝心

6月23日(五) 家長學堂(5)

6月23日(五) 敬師日

7月 進步獎

7月 學校會訊

親子旅行日

母親子表心意 - 送
給媽媽一顆心

2017-2018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家教會副主席：鄭宗輝副校長

親子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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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給全校師生和家長的一封信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第十九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

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

新春團拜家長義工團隊

　　大家好!我是3B班張嘉進，5A班張嘉熙

的家長古淑賢，我是今年第十屆家教會主

席，承蒙各執委信任，選我擔當這重任。這

一年間參與家教會的事務，令我獲益良多，

不但認識了一班有教學熱誠的老師，而且還

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長執委。大家都為

子女出一分力，希望為他們建立一個優質的

家校生活，從而培養孩子成為一個有知識，

有責任感及有自信的人，他日可以回饋社

會，發展所長。

　　每次家教會活動的成功，實在有賴各位

家長的積極參與。這是與子女共同成長，見

證「家校合作」的成果，我們與學校共同建

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讓子女可以用享有更

和諧，更美好的校園生活，為生命留下美麗

的回憶。同時我也呼籲各位家長踴躍參與學

校家教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以促進彼此間的

聯繫，亦希望一些有特別技能或時間較為充

裕的家長能加入我們的義工行列，支援學校

及家教會的日常運作，持續發揮「家校合

作」的精神。

　　最後我謹代表今屆家長教師會全體執

委，祝願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身體健康, 

各位同學學業進步。

本屆家教會主席

古淑賢 

二零一八年五月

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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