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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天恩校長

今日的孩子是明日的領袖。學校抱有一個信念，認為領袖培訓應擴展至不同能力的學生，培養孩子從小
關愛他人、樂於服務、克服困難、勇於承擔，就是領袖應具備的素質。

本校為學生發展領袖培訓課程，設「服務生自薦計劃」及各項服務大使恆常性的訓練，讓學生透過擔任
班長、風紀、圖書服務員、愛心大使、普通話大使、英語大使等職務，身體力行，學習彼此分享、發揮創意、
解決問題，並以主耶穌「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榜樣，塑造領袖的模範。

今期校訊，我們將透過老師和學生的心聲，與讀者分享我們對領袖培訓的承擔與成果，期盼每個孩子
能發揮潛能，透過不斷的鍛煉和實踐，體驗和反思，培養領袖的個性與能力，在未來的挑戰和機遇中，作
出貢獻。

推行方法

訓練

培養孩子知識、
態度和技能。

服務

讓孩子應用所學，
對他人作出貢獻。

反思

引導孩子確立概念、
評估經驗、建立己見。

愛心大使用心教導學弟妹。 經過鍛煉，整裝待發。 互勵互助，建立自信。

提升團隊合作精神，實踐關愛互
助的品格。

幼稚園的家長和同學聽我們說
故事，聽得津津有味。

了解自己，不斷改進，
關愛他人，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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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訓



鍛煉．實踐

風紀訓練營

6A 鄧翠怡

身為風紀隊長，最重要的是謹守自己的崗位，協助老師
維持校園秩序。平日，我需要協調隊員間的值日工作，還要
照顧新隊員，協助他們解決困難。

記得家長日那天，我在學校的大門迎接家長和同學，向
他們打招呼，派發遊戲劵，邀請他們參加攤位遊戲，還充當
校園大使呢！

謹守崗位

謹守崗位的風紀

6A 梁嘉豪

當我小息在樓層當值時，有些同學在等
候入課室期間不斷談天，我上前勸告他們，
他們也不理會我，令我不知所措！但經風紀
隊長鄧翠怡幫助後，情況有所改善，我很欣
賞隊長，從她身上我學會了盡忠職守，樂於
助人。

欣賞同儕
 6A 朱雪瑩

我是風紀，記得暑假裏，我回校協助剛升
上小一的學生，讓他們盡快適應小學生活。在
那次服務中，我感到很有趣，因為能帶領小一
同學進行不同的活動，讓我體會到：原來我和
六歲的小朋友也可以相處得很融洽。

融洽相處

熱誠盡責的班長

5A 黃曦瑤

在這個學期，我擔任班長一職。作為一個班長，可說有
辛苦，也有開心。開心的是可以為同學服務，幫助老師；辛苦
的是每逢轉堂都要帶領同學朗讀課文，沒有休息的時間。有時
候，有些同學會談天，有些會在做別的事，不肯朗讀，我更要
多番提醒他們。

雖然做班長有點辛苦，但我也獲益良多。不過，這個學段已
換了班長，我很希望將來再有機會當班長，繼續為同學服務。

樂於服務

5A 盧朗軒

自從一年級起，我就一直做班長。我覺得做班長要有責
任感，因為班長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可忘記，例如幫老師拿課
室日誌，在轉堂時維持秩序等。不過最重要的，班長要做同學
的好榜樣，要有良好的行為，認真學習。能夠為老師及同學服
務，我感到很光榮。

樹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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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艷屏主任

每年近學期末，總會收到很多同學自薦擔任風紀和
班長，反映當上風紀或班長，是很多同學的熱切期望。

為協助同學發揮領袖才能，學校在每年的暑假都會
舉行領袖訓練營，學年中更舉行不同的服務學習活動，
除了讓學生裝備自己外，還有助建立整個團隊的士氣，
令彼此間更有默契，以應付新學年的挑戰。

藉着這個機會，我向一群樂於助人、富犧牲精神的
風紀和班長，致以衷心的感謝！

風紀和班長 English Ambassadors (EA) 



English Panel Chairman  Miss Yvonne Tang
English Ambassadors is one of the leader training teams at school. We meet every Friday. Through playing 

games, EA learn how to express themselves, follow instructions, share their ideas, create their work and make 
decision. On one hand, EA receive training to booster their Engl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y benefi t other students by 
helping English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games and Fun Day activities at school. We endeavor to create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in our school.

6A Cheung Hui Tung
I enjoy being an English ambassador. We have to take turns to help 

in the English games every Thursday. I read English stories to the lower 
grade students. Sometimes it was quite embarrassing as the student didn't 
give feedback to my questions but I still liked it very much. I have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and to be patient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are not that good 
in English. I hope the new EA next year will enjoy it much more.

To Be Patient

We are preparing a role play. It is 
enjoyable! 

 5A Leung Ho Yi, Hody
I love being an English ambassador very much because I can 

learn and improve my English. I think it is hard for me to keep 
speaking English with my friends as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to me 
in return. But I will not give up because I love English. I will always 
speak English with my classmates and friends!

Never Give Up 

We are trying very hard to perform a 
puppet show on English Fun Day.

課程發展 陳翠玉主任

我們相信，孩子有着不同的才能，只要細心觀察，用心發掘，他們的優點是可以得着發揮。而
普通話大使，就是透過口語培訓活動，提升學生普通話能力和自信心，進而協助老師進行普通話活
動，帶領其他同學一起提升普通話的聽、說能力。

 6C 王依能

我很榮幸能成為普通話大使，
在過去一年，我接受了專業的普通話
訓練，包括有朗誦比賽、小型話劇比
賽、故事創作等，令我獲益良多。我曾
經服務過低年級的同學和幼稚園學生，
積累了不少服務經驗。自從我當了普通
話大使，我的普通話也進步了，還對
說普通話增加了信心。

增強自信

  3A 羅文希

有一次，我和同學合作
製作了說故事的玩偶和其他
教具。在製作的過程中，我
曾經試過和組員意見分歧，
但最後也和好了。這次經驗
讓我明白到，接納他人的意
見，非常重要。

接納意見

 6C 呂瑋珈

這兩年，我被選為普
通話大使，我曾經向一至三
年級同學講故事。在第一次
服務時，我擔心會因說錯話
而被小朋友取笑，不過，最
後我也鼓起勇氣去面對這挑
戰，任務也順利完成了。

面對挑戰   4A 黃舒琳

作為普通話大使，我接受了角色
扮演、場境對話和話劇等訓練，我服
務過幼稚園的學生和低年級的同學。
服務期間，我學會怎樣與人相處和關
心他人，我感到很滿意。我覺得最具
挑戰性的服務是接待幼稚園訪客。而
整個訓練和服務過程中，我最欣賞自
己的是勇於承擔。

勇於承擔

跟同學用普通話說故事，我
的普通話也進步了。

同學留心聽故事，培養
專注的品格。

普通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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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煉．實踐
English Ambassadors (EA) 



 圖書館 黃國榮老師

參與圖書館大使領袖培訓的學生約有15人，培訓內容包括運用六何法和腦圖設計故事，使用互動軟
件說故事，以故事架構列車介紹故事，參與閱讀日故事創作，繪畫比賽，圖書伴讀等。我們期望，透過
圖書館大使的服務，能提升全校同學的閱讀能力和興趣，並且帶動同學一起去尋找圖書中的寶藏。

圖書館大使

5A 張梓喬

參與圖書館大使訓練後，我最喜歡的活動是說故事。從活動中，我可以了解低年級同學的學習需
要，也學會了說故事的技巧，不但能服務他人，還可以訓練自己更口齒伶俐。

發展潛能

3A 張若思

我最喜歡的活動是說故事。說故事可以給我和其他人增進中
文和常識科的知識，也讓我學會說故事的技巧，在服務他人的同
時，還能發揮自己所長。

3B 梁穎章

從一年級起，我就擔任圖書館大使，每天都要在圖
書館執拾書籍，整理書架，讓同學更容易找到要借閱的圖
書，而自己也變得更有條理。

時，還能發揮自己所長。

完成執整禮堂的圖書。

 訓導 李艷屏主任

顧名思義，「陽光大使」就是一群充滿愛心的大使。他們猶如冬日中一道和煦的陽光，讓人身心溫
暖。「陽光大使」需要認識義工服務的意義和守則，學習探訪的技巧，與人溝通的方法，並負責在校園
裏宣揚健康、正面的訊息。

陽光大使

5A 鄺睿安

我是一位「陽光大使」。我們的服務對象不單是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還包括社會人士，我們會參與
社區服務，例如探訪獨居長者。

本年度，我們更肩負着特別的任務，就是透過話劇，讓同學和社區人士了解吸煙的害處。無論是綵
排或表演，我都十分興奮。這活動看起來像是幫助同學，但其實也豐富了我的見識，更讓我體會到凡事
都要抱認真的態度，做到最好，不然便會影響整個團隊的表現。

團隊合作

4A 梁嘉桐

身為「陽光大使」，家長接見日那天，我要負責一個攤位遊
戲。這個攤位遊戲的目的是令同學明白「共融」的意思。那天，我
要指導同學怎樣進行遊戲，令他們明白要跟不同能力的人交朋友，
不要歧視他人。

接納他人

6A 賴海晴

我是一位「陽光大使」，希望可以幫助身邊每一個人，令
他們都感到開心和溫暖。我們時常探訪老人，最怕聽不明白他們
說話的意思。遇到這情形，我會嘗試細心聆聽，猜想他們想要表
達的事情。雖然過程中有不少困難，但我並沒有放棄。

我認為當「陽光大使」能培養我的耐性，因為和老人家談
天需要耐性，才能了解他們的心意。

克服困難  

透過攤位遊戲，宣揚「共融」信息。 

探訪獨居長者，與他們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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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使準備說故事。



 社工 王嘉怡姑娘

這兩個計劃的目標是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承擔精神及實踐關愛互助的品格。「大哥
哥大姐姐」主要服務小一學生，協助他們寫手冊、給予他們獎勵，讓他們適應新的校園生活。「愛心大
使」主要服務小一二學生，透過日營、戶外活動、遊戲同樂日、服務長者等活動，彼此間建立良好的關
係。另外，愛心大使更會協助學弟學妹認讀字詞，提升他們的說話能力。

大哥哥大姐姐 及 愛心大使

5A 伍斯恆

我在校內既擔任大哥哥，又是愛心大使，所以大家可稱我為
「愛心大哥」。我日常的職責主要是負責照顧小一同學，教他們做
功課和寫手冊。其實身為大哥哥或愛心大使，我認為以一顆善良的
心和耐性去照顧他們、關心他們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最欣賞自己

在擔當「愛心大哥」做得最好的地方。

欣賞自己

6B 鄭幗勤、陳家儀 

我們都是在校內擔任愛心大使，我們的工作最主要是幫助低年級學生認
讀生字。其實當王姑娘邀請我們擔任這個崗位時，我們都覺得自己沒有這個
能力，也會覺得幫人可能會是一件很煩人的事。但最後我們都明白了：如果
我們能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縱使結果未算最好，但我們也能學會去體

貼別人的需要，也懂得去關心他人。

關心別人

實習社工 Eddie Sir

“Smart in Different Ways”計劃是藉著一系列多元智能活動，讓同學發掘及發揮自己的潛能。

這些活動包括校園藝術家訓練，讓同學認識多元智能；11月尾舉辦「校園至醒DJ」活動，收集全校
學生的點唱，讓同學一嘗做DJ的滋味；12月舉行「校園運動家」活動，舉辦籃球和足球比賽，讓同學展
露精湛的球技；1月舉辦「校園歌唱舞蹈家」活動，在午飯時段教授同學演繹流行歌曲，以及一些有趣
的舞步。

5B 梁峻一

參加SDW計劃，我學懂了與人相處的技巧，
也覺得活動十分有趣。在過程中能夠表演跳舞、
擔任活動主持和工作人員，也讓自己的語文能力
有所提升。

發展潛能

5C 鄺嘉銘

參加SDW計劃令我學懂與人相處。最開心是參加兩個球
賽，有機會發揮所長。在活動中我有一項突破，就是成為「校
園至醒DJ」，為同學讀出點唱。

5C 郭斯佩

在SDW計劃中我學到了做DJ的技巧，讀出同學的心聲，活
動過後也更有自信。此外，我也曾嘗試管理活動的秩序和擔任
活動的歌唱組成員，令我對多元智能有更多認識。 

我們都是稱職的「愛心大哥」。

互相欣賞，彼此支持。 

「校園運動家」進行足球比賽

校園歌唱，教授同學演繹流行曲。

Smart in Different Ways (SDW)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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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放大鏡．全方位學習

9月28日 陸運會暨親子競技日

突破自己，跨越界限，勇創佳績。 我們並不是獨自跑，隊友也向同
一個目標跑。

親子競技，增進親子關係。

11月9日 二年級戶外學習—自然探索特工

我們到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探索植物。

我用放大鏡觀察葉子，我發現了... 我認真地寫觀察記錄。

11月21-23日 小五生活營

「你我祂．同路行」是今年的主
題。我們共同訂立願景，互相支
持、互相勉勵，迎向未來挑戰。

6

建立真摯的友誼，團結就是力量。 一二三、三二一⋯⋯大家步
伐一致向前走。



親子競技，增進親子關係。

我認真地寫觀察記錄。

11月25日 活的科學—力學全接觸

活動是由英國文化協會、教育局、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及香港科學館
合辦。

透過互動的實驗示範，介
紹牛頓的「運動定律」、
磁性、重力、摩擦力等力
學概念。

活動以英語和粵語進行，培養同
學對學習英語、科學和科技的
興趣。

12月8日 樂聚校園獻感恩

我們製作感恩鳥，記下值得我
們感恩的事，並且表達我們對
身邊人的謝意。

這些遊戲都是「親子攤位遊戲設
計比賽」的獲獎作品呢！

透過攤位遊戲，我們一起體會和實
踐感恩這品格。

English Fun Day

It is fun to sing Christmas songs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It is fun to listen to stories and 
watch puppet shows about Jesus 
Christ.

It  is fun to make our own 
cookies, Ginger Bread Man.

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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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成果
2012-2013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小四至小六女子英詩集誦 季軍 英詩集誦隊 小四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4A 方雅雯
小三、四粵語詩詞集誦 優良 粵語集誦隊 小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2A 蕭倚聆
小一、二普通話詩詞集誦 優良 普通話集誦隊 小三四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A 蔡寶城
一年級英詩獨誦 亞軍 1C 許展顏 小三四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B 向   琦
小六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6A 張平治 小三四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B 李耀朗
小一、二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1D 陳雪琴 小三四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B 梁穎章
小一、二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1D 李美妍 小三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3B 劉晞彤
小一、二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1D 植詠希 小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2A 何穎恩
小一、二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A 蕭倚聆 小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2B 楊芷淇
小三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A 張若思 小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2A 王映莉
小三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A 羅文希 小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2B 陳寶怡
小三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B 林加其 小四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4A 江榮朗
小四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朱影琳 小六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6B 譚錦堯
小四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張欣瑋 小三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3B 梁穎章
小四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梁嘉桐 小一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1D 鄭浩憫
小二男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B 林漢持 小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 2A 蕭倚聆
小二男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B 唐子臻 小三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 3A 黃惠琪
小一男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1C 黃星然 小六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 6B 陳家儀
小一男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1C 黃昊騫 小三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 3B 楊璧愉
小六男子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江榮迅 小六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 6A 江榮迅

小六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良好 6B 劉晟熙

體育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沙田區校際田徑錦標賽男丙100米 第六名 4B 鄺嘉俊
培基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B 黃首乾   6B 譚錦堯   6C 石啟生  6C 林廷健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B 黃首乾   6B 譚錦堯   6C 石啟生  6C 林廷健
青年會書院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6B 黃首乾   6B 譚錦堯   6C 石啟生  6C 林廷健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五人足球賽 冠軍 6C 鄭兆桐

藝術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彩繪人生繪畫比賽 三等獎 2A 洪廷憲
第十二屆PHE中小學生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三等獎 1C 梁珈芪

其他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2012陸軍隊(車) 優異 6A 卓縉謙  6A 司徒廷浩  6A 崔皓浚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2012陸軍隊(車) 優異 6B 李梓城  6C 林廷健      6C 蔡仲衡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2012海軍隊(船) 優異 6A 向梓軒  6A 張平治     6A 梁嘉豪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2012海軍隊(船) 優異 5A 鄺睿安  5B 張俊逸     5A 蔡灝德
2012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幼童組 三等獎 1B 黃澤軒
U-Love in Action 愛關懷、愛互傳 冠軍 2B 唐子臻
U-Love in Action 愛關懷、愛互傳 季軍 2B 李小梅
學界親親上網大行動 ─網絡無障礙網上
問答比賽

亞軍 6A 鄧翠怡

編輯委員會：
羅惠嬋副校長、李佩思老師、羅金鳳老師、施琼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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