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家長義工

團結創造力量

教師方面
    學校透過教師團契、節令聚餐、教師發展日等，不但

讓老師分享教學心得，也關顧到每位老師在教學或身心靈

上的需要，令他們得到適切的支援。

家長方面
1. 家長教師會 

    學校非常重視家校合作，每年舉辦的親子一日遊、

親子講座或家長班等活動，都深受家長歡迎。

2. 家長義工服務 

    透過義工服務， 家長可更了解校園的運作，並給予寶貴

意見，幫助學校提升效能。每年學校的大型活動、慶典、學

習日等，都有賴家長義工們的鼎力幫助，才能使各項活動順

利進行。

3. 家長閱讀小組 

    家長們都非常樂意協助學校推廣閱讀風氣，並且積極

參與漂書活動。每月漂書的流量都數以百計。此外，各級

家長還踴躍參與親子閱讀組（小一）、皮影戲（小二）、 

三分鐘講故事（小三）。除了要感謝家長們的熱心參與外，

也欣喜見到每位家長義工經常在校園裏出現，樂在其中 !

    冀盼我們的努力，能提升學生、老師和家長們的凝聚

力和歸屬感，發揮團結精神；就像三道合成的繩子一樣堅

固，彼此扶助，攜手共建開心和諧校園！就讓我們齊來說

聲：「元喜是我家，齊心誇La La !」

合而為一

學生方面
1. 社際活動 

    每位同學都有自己所屬的社，每社設有社監（老師）

和社長（學生領袖）。透過組織不同的社際比賽和活動，

例如：飛行棋、校運會、各科組的問答比賽等，鼓勵同學

積極參與，為社出一分力。此外，社活動有助社員彼此認

識，發揮合作精神。

2. 學校服務 

    透過大哥姐計劃、風紀、愛心大使等活動，不但培養

同學成為小領袖，也讓他們在服務他人時，經歷助人為快

樂之本，成功感悠然而生，自我價值從而獲得肯定。

3. 課外活動 

    在多元活動不同的小組裏，同學都可以發掘自己的天

賦才華。只要能讓同學有一展所長的機會，我們都鼓勵同

學參加。多年來，無論是校內校外的比賽或活動，同學們

屢創佳績，獲獎無數，這不但有助同學增強自信心，亦促

使師生為獲獎的同學而感到驕傲。

4. 良性溝通

    學校重視學生的成長，透過課室蜜語、成長的天空、

成長課、班主任時間、與校長午餐聚會等，加強了師生之

間的良性溝通，讓老師能更了解學生的成長需要，適時提

供協助；這些活動也使同學間有更多互相認識的機會，從

而增進了彼此的友誼。

親子閱讀家長義工

校址：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電話：2633 9277 網址：www.catshcc.edu.hk 傳真：2633 9080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岑韻蘭校長

校訊
2018年2月

    聖經有一金句：「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4:12b）。這意思可以詮釋為團結就是力量。如何在一個團

體中，將大家團結在一起，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引領學校發展呢？作為一個校長，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關鍵就是令

每個成員都對這所學校有歸屬感。何謂歸屬感？就是一個人在團體中感到被尊重、接納和肯定，從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及

所屬關係。

    多年來，學校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提升學生、教師和家長們對學校的歸屬感，期望師生和家長們認同和投入校

園生活，願意承擔作為學校一份子的各項責任和義務。這可從以下三方面說明 :

團聚力量，各展所長

岑校長為運動員打氣 展現團結精神

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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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同你打打氣

班目標

生日前一天獲發壽星襟章

生日角

祈禱樹及分享版

老師信箱

班風建立計劃
目標：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完善自己）

推行方式：

    ☺ 各班訂定全年目標，以一句相關的聖經金句在課室內展示

    ☺ 班造型照：張貼於課室門或近走廊玻璃窗
    ☺ 生日角：顯示學生或老師的生日，並配合「壽星仔、壽星女」計劃

    ☺ 祈禱樹：寫上需要代禱或想分享的事，在課室蜜語時段進行分享 

    ☺ 老師信箱：學生與班主任溝通，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生日當天可穿便服，讓同學及老師送上祝福

「壽星仔、壽星女」計劃

    為推動和鼓勵學生於學業及品德上努力不懈、力求進步，本年度訓輔組推行 「老師同你打打氣」計劃。學生於這

個計劃中，只要獲得足夠數量的老師簽名，便可選擇與校內任何一位老師進行一次特別的活動。

團聚力量

    為提升社員的歸屬感，本年度將舉行三次「四社

會員大會」。社監和社長於大會中透過不同的活動，

團結各社員之間的關係，建立並發揮各社的特色。

四社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中，各社練習校運會的打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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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社長選舉
    為使學生體驗民主制度，本年度舉辦了第二屆社長選舉。各社社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社長。當天可見各社候

選人都落力拉票，奇謀盡出，以求在眾多組別中脫穎而出。

輔導計劃

候選團努力拉票，爭取同學支持

每人緊握手上一票，投給心目中理想社長

當選社長由社監及校長手上接獲社旗，並在全體社員面前宣誓。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活動既可協助初入學的小一生

盡快融入學校生活，亦可幫助高小

學生發掘自己的性格特質及強項，

達致彼此關愛的目的。

「心晴學生大使」

    支援學生情緒健康，令學生多關

顧自己及身邊人的心靈需要。

「成長的天空計劃」及
「元子動歷3.0計劃」

    透過各項體驗及合作活動，深化

學生在樂觀感、能力感及歸屬感三方

面的成長。這些團隊活動能展現出團

結合作、彼此欣賞的精神。

聖誕聯歡

岑校長，你投給誰？ 黎叔也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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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校運會
    本年度親子校運會於11月29日於馬鞍山運動場舉行。當天出席的家長眾多：有的為子女打氣加油，有的為大會

服務，更有的為參賽而來，實行與老師及學生一決高下。當天最精彩的賽事，便是老師、家長、校友及學生們的接力

賽。看臺上，各社的啦啦隊竭盡全力為成員打氣，期望在各項賽事中脫穎而出，為社爭取最高的分數。 

男家長隊實力強勁

同學勇往直前，爭取佳績
看我多厲害

學生擊敗老師和家長，勇奪佳績！ 比賽第二，友誼第一

英文日
    今年的英文日，有 Santa Papa 與 Little Santa 大派禮物，亦有各級的集體遊戲、ipad 遊戲和躲避盤

比賽。本年度配合主題式學習「戲有益」，除了英語攤位外，我們更邀請了羅定邦中學的老師和同學，

以及本校熱心的家長義工們設計緊張刺激的遊戲。那天，全校同學都樂在其中，玩得非常興奮和投入。

小舞台大夢想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讓同學分享學習成果，並從表演中提升自信心。同學們有的表演彈

鋼琴，有的表演魔術，有的表演跳繩，有的表演話劇 ......各項表演都精彩絕倫，令在場的同

學都拍手叫好，氣氛熱烈。第二期表演快將開始，屆時同學們緊記在小息二到禮堂欣賞啦！

中樂真動聽。 兩位同學一同跳繩，合作無間。 嘩！一字馬，厲害 

小小鋼琴家 我們的音樂大使 歡眾們都看得很開心

各展所長－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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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小勇士

搶答問題沒難度 紅社和藍社得獎者與校長合照

「天國小勇士」親子環保

軍裝設計比賽宣傳活動
由漢語聖經協會送出

「天國小勇士」學習冊

齊來做個天國小勇士勇士裝備圖

五年級英文戶外學習活動

四年級常識戶外專題學習

    本年度的宗教主題為「天國小勇士」。老師透過早禱、週會等活動，讓學生認識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我們將

這些裝備製成實物，讓學生穿戴起來，成為「天國小勇士」，讓他們明白如何抵抗魔鬼，靠神站立得穩。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我們特意安排五年級同學於12月進

行戶外學習活動。5A、5B、5C及5D班的同學到赤柱，訪問外籍

旅客、認識旅遊景點及寫作明信片。5E班則到馬鞍山公園，認識

公園內的英語標示及設施。同學們表現主動投入，能在真實語境

中積極地運用英語與他人進行交談。

    專題研習能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促使學生把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結合起來以建構知識。我們期望學生以

小組形式，對特定主題深入地進行探究。以四年級為例，我們及一眾家長義工在12月13日帶領學生參觀香港歷史博

物館，讓他們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過去，認識香港的歷史發展及體會昔日生活的艱苦。在活

動後的分享中，學生感恩能活在現代的舒適及幸福生活中，並表示更會珍惜身邊的人和事。

社際聖經問答比賽
    為鼓勵學生好好學習《聖經》，把神的

話語記在心裏，我們於12月18日舉辦了三

至六年級社際聖經問答比賽。

    特此感謝漢語聖經協會批
准學校使用小冊子內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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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ichelle
Date of Birth: 13th December 
Hobbies: Reading books, watching 

movies, listening to music, 
traveling, singing and dancing.

My Dream: I wa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share my passion 
for English with others.

何靖筠老師

生日：6月1日

興趣：唱歌，烹飪，閱讀

座右銘：Work hard, play hard, pray hard

吳卓欣老師

生日：12月19日

興趣： 旅遊、電影、話劇 

夢想： 成為一位以生命積極影響生

命的老師

林騫唯老師

生日：8月27日

興趣：閱讀、運動

夢想：當個受同學喜愛的老師

侯翠婷老師

生日：11月9日

喜愛的食物：壽司

興趣： 旅遊、逛街

夢想： 願神賜福予我的家庭，希望我

的家人身體健康、快快樂樂

秦韻怡老師

生日：1月29日

興趣：看電影、聽音樂、吃朱古力

座右銘：以基督的心為心

張振翰老師

生日：11月2日

興趣：視覺藝術、足球、遠足

夢想：成為一個水彩畫家

彭燕珊老師

生日：7月19日

喜愛的食物：芒果、蛋糕

興趣：行山、露營、音樂

座右銘：易地而處
黃厚豐老師

生日：8月2日

喜愛的食物：壽司、海鮮、炸雞

興趣： 閲讀、設計、做手作、看電影

夢想： 願每一位同學找到屬於自己的學

習方法，愛上學習、思考和創造

雷夢斯老師

生日：12月29日

喜愛的食物：火鍋

興趣：電影、音樂劇、音樂會

劉健欣老師

生日：8月26日

興趣： 唱歌、跳舞、戶外活動、吃美食

夢想： 成為一個具有生命影響力的老

師，以生命見證神

蔡子健老師

生日：3月16日

興趣：遠足、單車及踢毽子

夢想：人人都能為他人設想

黎錦居老師

生日：12月22日

興趣：籃球、電影―美國漫畫英雄

座右銘：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韓穎瑢老師

生日：5月20日

興趣：吃美食、踏單車、親親大自然

夢想：使學生成為天父所喜悅的孩子

嚴家豪老師

生日日期：9月7日

興趣：閱讀、看電影

夢想：能夠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

蘇綽楠老師

生日：11月27日

興趣：閱讀、跳舞、吃美食

座右銘：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

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陳巧敏老師

生日： 3月15日

興趣： 音樂、話劇

夢想： 成為一位老師，使小朋友的生

命有一點改變

蘇偉杭老師

生日：4月26日

興趣：籃球、跑步

座右銘：Choose your love, love 
your choice 

教師動向
新入職老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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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敏珠老師誕下千金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

賜。（詩127:3）感恩天父由我懷孕至誕下女兒都賜我

有平靜安穩的心，當中經歷上帝的大能及保守。小孩的

來臨雖然令大人忙了不少，但她亦為一家人帶來歡笑，

滿心感恩。

教師芬蘭教育考察   
    學校參加了沙田區小學校長會主辦的

「THE  CHANGE MAKERS—芬蘭教育考

察之旅」，旨在了解當地的教育理念及辦

學成功之道，從而取其所長，為學校未來

的發展帶來可進行的改革。為此，岑韻蘭

校長與陳翠玉副校長於2017年10月2日至

10月10日前往芬蘭，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

習環境而進行考察。

出發前，拍張大合照參觀當地的電子教學展覽會

當地學生上課情況 

謝梓庭老師喜得千金
    感恩於2017年8月12日增添了一名家庭成員，她的

名字叫昕甯。兒女是天父給我們家的產業，希望她能在

基督教的家庭健康快樂地成長，認識耶穌的愛。

教師喜訊

教師生活點滴

罰球王大賽
    家長接見日那天，我們舉行了罰球王大

賽，讓校友、老師及眾家長參加，以求一決

勝負，看誰稱王。當天反應熱烈，有很多家

長、學生及校友參加，氣氛熱鬧。

新界校長會新界區教師（男子）籃球賽2017
    本年度多了不少新臉孔同事，終於可湊成一支籃球隊參賽了。

雖然今屆八強止步，但老師們絕不失望，因為賽後的收穫是彼此的

關係及球技都增進了不少。希望來年可以再接再厲，力求爭取更佳

成績。同學們，支持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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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李莉 6D 方凱琪田徑接力隊 英詩集誦亞軍

成果分享

學
術

2017 K*bot 亞太區大賽
 小學組場外創意展示比賽

一等獎
6A 吳瑋棋 6A 梁樂勤 
6A 陳淦泉 6A 麥家源 
5C 鄒思行

 小學常規組比賽 季軍 6A 區駿浩

 小學組現場創客比賽 優異獎
6D 王晉謙 6D 王晉朗
4B 黃朗僖 4B 蕭柏熙

智能機械由我創2017
（小學組） 

三等獎
6A 何日熹 6A 黃子恒 
6A 劉顯揚 6D 何泓謙 
6C 連梓佑 6C 丘晉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集誦粵語散文 

(三、四年級 男女子混合)
冠軍 校隊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4-6 - 
Girls)

2nd Place School Team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
散文獨誦（普通話）
女子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3A 莫凱程

詩詞獨誦（粤語）
女子小學二年級

亞軍 2B 馬曉澄

詩詞獨誦（普通話）
男子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2A 張博森

詩詞獨誦（粤語） 
女子小學三年級

亞軍 3B 楊璧澄

詩詞獨誦（普通話） 
女子小學五、六年級

季軍 5A 莫凱棋

詩詞獨誦（普通話）
男子小學五、六年級

季軍 6D 鄭浩憫

Solo Primary 1 and 2, Girls 3rd Place 2A 周曉澄 2B 羅洛森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優異獎 6A 劉考恩

2017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
大賽（幼童組）

第二名 1E 黃靖欣

體
育

沙田區校際足球比賽 八強 校隊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校隊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

優異獎 校隊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跳遠 / 二百米賽跑

冠軍 / 
銀牌

6B 李莉

壘球 冠軍 5B 卓樂兒

跳遠  第六名 4B 譚丞言

六十米賽跑 第七名 3D 曾浩航

一百米賽跑 第六名 4A 林紫珵 4D 劉智灝 

接力賽跑（4X100米） 第七名 校隊

青年會書院友校
4X100米接力邀請賽

殿軍 校隊

第九屆恩格斯兒童田徑
超新星大賽

 擲壘球 / 60米賽跑
冠軍

4D 施晞嵐
3C 施晞敏

小而同罕有骨骼疾病基金會
慈善跑2017（3公里）

冠軍 5B 佘柏穎

第十二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長拳

冠軍  3A 林峻言

香港跆拳道會國際邀請賽
搏擊賽

冠軍 2A 黃彥鈞

Cheerful Taekwondo 2017 
Hong Kong Poomsae 

Tournament（個人品勢）
亞軍 3B 岑維倫

WTSC Little Dolphin 
Swimming Gala 2017

12M Backstroke
冠軍 1F 蔡沚桓

12M Freestyle with 
Kickboard

季軍 1C 黃曉諾

2017 沙田體育會盃
游泳錦標賽 50米背泳 

亞軍 6B 李美妍

藝
術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 / 中國畫

特等獎 4D 蔡沚殷

西洋畫 一等獎 4C 葉曉晴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2017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級組 
（五級組）

金獎 4D 施晞嵐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14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第七級自選曲目）
季軍 6A 柯柏豪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繪畫比賽

優異獎 5A 黃菀靖

18th Internal meeting of 
Juvenile Art Evora 2017

Honourable 
Mention

2C 陳菀婷

2017 東望洋澳港粵體育舞蹈
暨永峰盃公開賽 

（兒童組獨舞、拉丁舞、森巴）
冠軍 5B 余祉澄

袋鼠盃舞蹈比賽2017 
8-11 Solo Lyrical/Contemporary 

金獎 6D 方凱琪

2017-2018
校際活動獎項
（上半年）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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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紅社
Moses

黃社
Solomon

藍社
Abraham

綠社
Joseph

2017-2018社際比賽積分
（截至 15/01/2018）

粵語集誦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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