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督 教 粉 嶺 神 召 會 小 學
Fanling Assembly of God Church Primary School

2022-2023年度第一期校訊

學校網頁：http://www.fagps.edu.hk　　　學校電話：2947 9966　　　傳真號碼：2947 9922

　　因疫情睽違已久的 STEM DAY 於本年強勢回歸。是次 STEM DAY 以認識不同與科學相關的職業為主題，讓同學能當一

天的「小小科學家」。一、二年級的主題是海洋生物學家，三、四年級的主題是法證科學家而五年級的主題是火星任務。

學生在活動中能享受「動手造」帶來的學習體驗和樂趣，提升對科學知識的興趣，加強解難能力。是次 STEM DAY 更嘗試

以英語為主要學習語言，進行跨學科學習。學生反應熱烈，十分享受這種能邊學邊玩的體驗式學習活動呢！

STEM DAY

學生到一樓小廣場進行降落測試，測試他們的設計成果，並返回課室進行滙報。

同學細心地觀看

海洋生物的特徵，

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同學按導師的指示，
進行「結晶」實驗，

並在工作紙上紀錄學習經歷。

同學一步一步學習如何

套取指模，搜集當日活動

情境中的犯罪證據。

學生透過「凱撒密碼」
(Caesar Cipher)，嘗試進行
解密活動，拆解情境中的

隱藏的證據。

小小科學家體驗日

法證科學家

學生重覆進行裝置的測試及改良，務求能令裝置中的物件安全著落。
學習了空氣阻力及地心吸力的原理後，

學生分享他們製作發現的問題及其裝置的設計理念。

火星任務

海洋生物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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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一體驗

　　學生平時乖乖地坐在課室裏，聽

老師講這個品格，那個品格的重要，

太悶了吧！聽得多，又沒有實踐的機

會，是否只停留在紙上談兵呢？於是，

本校老師和社工構思了「一級一體驗」

活動，希望能透過具挑戰性的歷奇活

動，讓學生活出堅毅。我們期望透過

活動，不但讓學生明白要取得成功需

要堅毅的精神，也希望讓他們日後在

學習上或生活上面對困難時，能迎難

而上，永不言敗，展現鬥志。去年和

今年，本校重點發展學生盡責和堅毅

的品格。疫情持續，希望我們各人在

生活這場景上，也能化體驗為鬥志，

活出堅毅。

讓體驗化為鬥志

Angry bird 站得多穩，我們成功了！

堅持，相信，繼續向前走吧！

不要放手，慢慢穿過去，我們一定得！拉緊！我們齊上齊落，一定做到！

一年級的親子遊蹤，
讓我們更加心連心。

動作又快又敏捷，任務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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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校長！早晨閻主任！早晨蛋 BB ！

讓我介紹我的蛋 BB 給你認識吧！

我們成功了！

激烈任務開始！
Are you ready? Go , go , go !

蛋 BB 來了！
讓我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護蛋裝置已預備好。
萬事俱備，只欠蛋 BB ！

蛋 BB 們真漂亮！
要和牠們道別真捨不得呢！

護蛋行動
雞蛋是用來吃的？是給我們保護的！

　　有想過和生雞蛋一起相處四日三夜嗎？這會是怎樣的經歷呢？生雞蛋會很容易碎裂嗎？我會忍不住把它吃掉嗎？

為配合本校重點發展的品格─盡責和堅毅，在八月的試後活動中，本校進行了為期一星期的「護蛋行動」。學生除了

需要每天自律地攜帶雞蛋回校外，也要在校園攜帶着雞蛋進行活動，無論小息、放學都要揹着護蛋裝置，盡心盡力地

保護它。同時，訓輔組安排了兩個挑戰任務—「無聲任務」及「激烈任務」，讓學生在活動中經歷堅毅，考驗他

們以「不放棄」、「突破自己」的態度守護雞蛋。成功的同學，更會在活動最後一天的「大成功日」，獲頒發「盡責

堅毅榮譽證書」，以肯定他們的努力，讓他們建立信心，成為盡責又堅毅的神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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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數學科在試後舉行數學活動日，同學當天能從有趣的活動

中學習數學知識，提升學習興趣。一年級學生自製七巧板，拼砌出

不同的有趣圖案。二年級學生進行 STEM 學習，把方向這課題跟光

和影互相結合，透過數據分折探討不同的現象。三年級同學進行繡

曲線活動，透過連線規律，製作繡曲線相架。五年級同學參與數學

遊踪，老師在學校不同位置設置「關卡」來考驗同學的數學能力，

包括計算和量度等不同範疇的數學活動。同學需鬥快找到各「關

卡」，並成功完成不同的任務，爭取冠軍寶座！

數學活動日

利用繡曲線
自製家庭相架，
十分精美！

同學一同量度雨天操場

講台側面面積約是多少

平方厘米。

數學遊踪任務之一︰學號最小的組員須在乘法樓梯前拍一張照片。成功！

Students were very excited in the reading battle.

Here are the winners.

Hurray! Team work is the best!

同學利用自製的

七巧板拼砌出美麗的圖畫。

學好數學 輕鬆快樂

同學自製方向盤，使用指南針

測方向，利用電筒模擬太陽照

射物件的光線，觀察光源位置

和影子變化的關係。

Great participation in 
the kahoot quiz.

To create an engaging and exci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had an English Fun Day for 
our students. The aim was to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There were 
different activities such as guess the leader, 
tongue twisters, book sharing, watching our 
school's English musical show a musical show 
and more. Students enjoyed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reading battle game. Students 
were given prize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speak English. It was a wonderful 
day full of laughter, fun and happy memories.

平方厘米。平方厘米。
乘法樓梯前拍一張照片。成功！
乘法樓梯前拍一張照片。成功！

National Geographic KidsNational Geographic Kids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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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及興趣，本校中文

科於六月舉辦了「中國文化日」。當天一至六年級學生進行了

不同主題的學習活動，包括：小一「認識中國傳統生活」、小

二「認識中國傳統兒童玩意」、小三「認識中國傳統飲食」、

小四「認識中國民間藝術」、小五「認識中國武術」及小六「認

識中國醫學」。當天，學生積極投入學習，活動能圓滿結束，

真是感謝天父的保守和帶領！

中國文化日

小三學生製作湯丸。

同學專心地揉搓湯丸。

小一學生體驗穿上中國
古人常穿着的草鞋的感覺。

小一學生為草鞋設計圖
填上喜歡的顏色。

同學們穿上
中國傳統服裝，

展現風姿。

小二學生在風箏上

畫上自己喜歡的圖案。

同學用心地設計風箏。

同學在籃球場
感受放風箏的滋味。

展現多元學習  體現傳統文化

小五學生體驗中國武術拳法。

學生滿意地展示製作好的香包。

小六學生認真用心地製作香包。

小四學生製作紙偶，
與同學合作配音演戲。

5



自助音樂．聽
無間斷．無限制．分享音樂
　　由本校學生組成的神小音樂團隊於今年 8 月上學時段在校務處

對出「自助音樂．聽」展廳表演，讓同學們踏進校門時，可以放慢

腳步，聽聽音樂。這次演出邀請了大提琴、敲擊樂、小結他的小樂

手，連同本校合唱團，將一年訓練的成果，與神小的同學分享。

戲劇 show 一 show

同學互相合作，彼此配合，共演好戲。

小二同學一同表演唱歌，
以不同肢體動作配合優美
的歌聲。

大提琴樂手 李明殷

崔顯瑜表演精采的小結他。
劉子芯以小提琴深情演奏。

大提琴樂手 謝依晴 嚴韋晧全神貫注彈奏

敲擊樂手動感的

表演真動聽

首席敲擊樂手 鄒汶錫

合唱團同學歡樂地同聲讚頌。

　　戲劇科於小息時段舉行「戲劇 show 一 show」表演

活動，以發揮小二、小四及小五學生不同的多元智

能。表演學生於小息時的演出十分多

元化，如演戲、自彈自唱

歌、講故事及跳舞表

演等，各級學生

踴躍到禮堂支

持同學演出，真

值得欣賞呢！

同表演．同欣賞．才華盡顯

同學隨著不同的
音樂節奏，以舞
蹈表現出優異的
肢體動覺智能。

同學表演
自彈自唱，

盡顯個人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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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在晴天或雨天，我們都能隨時隨地閱

讀，享受箇中樂趣，今年全校閱讀日在六月舉

行，同學們可以穿上特別服飾扮演書中人物來

參與閱讀日的活動。學生們都十分投入閱讀日

活動，包括有肥哥哥向我們分享與堅毅、忍

耐有關的故事，鼓勵我們積極面對困難；以

Kahoot 進行「閱讀擂台問答比賽」；還有製作

閱讀小手工及小書活動。無論上實體課的同學

或在家網課的同學都十分熱烈地參與呢！

我們都愛閱讀日。閱讀日真有趣。

一人一張答題卡，看誰最快舉牌搶答問題成功。

我們都盛裝參與閱讀日呢！

　　感謝天父的帶領，豐盛生命教育日在疫情下能順利舉行！當

天各級同學透過不同的影片、詩歌、見證和體驗活動，學習到不

同的主題，包括：愛、信、望、感恩、喜樂和捨己。本校亦很榮

幸邀請到「循道衛理佈道團」來校作魔術表演及信息分享，盼望

同學在豐盛生命日能更認識天父的愛。

晴天、雨天、疫情天‧半天閱讀日

同學製作的小書真精美！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製作心
形翅膀摺紙並寫上聖經金句，
然後放在家中書桌或當眼處，
成為他們的信心座右銘，
提醒自己多多禱告。

疫情下的「豐盛生命日」

本校很榮幸邀請到「循道衛理佈道團」到校分享詩歌、魔術表演和福音信息，
亦邀請同學上台參與其中，台下同學反應亦相當熱烈呢！

同學在課堂上愉快學習，
亦從中學習到認真禱告呢！

三年級學生從「蒙眼遊戲」中
經歷信心的考驗，體會和別人
合作時，需要信任對方和互相
支持，我們與神的關係也是
如此，需要學習全然依靠主
耶穌，相信神的帶領。

六年級學生在「送鞋活動」體驗主
耶穌「捨己」的掙扎，在「送」和
「不送」中學習看他人意願比自己
的意願重要，從中明白到主耶穌因
著愛世人的緣故，願意被釘在十架
上，承受身體和心靈的痛。

五年級學生透過體驗名人 Nick Vujicic( 力克．胡
哲 ) 在身體的限制下面對的種種困難，從中明白
到倚靠主便能經歷從神而來的喜樂和平安。

小仙子都專心製作
「閱讀公仔」。

同學製作的小書真精美！

看看我們的
「閱讀公仔」。

同學們很專心地閱讀，預備問答比賽。

Yeah! 我們這一組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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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巧羚老師

　　大家好，我是二愛班班主任鄧

巧羚老師，主要任教英文和常識，

很高興加入神小這個大家庭！

　　閒時我喜歡閱讀、畫畫和唱

歌，閱讀帶我走進有趣的知識海，

而畫畫則讓我將美麗的人和事記錄

下來。我還喜歡跟朋友踏單車、打

羽毛球和乒乓球，舒展身心。

　　歡迎各位同學跟我分享你的興趣，亦祝願神小同學享

受校園生活，每天抱着求知的心學習。

何雅詩老師

　　我是何雅詩老師，今年

主要任教中文科和戲劇科。

非常高興能來來神小這個溫

暖而充滿歡笑聲的大家庭。

　　我平常喜歡做運動（尤

其是打排球），我喜歡身體

充滿活力的感覺。我也很喜

歡探索這個世界，覺得所有

事物都非常新鮮，包括欣賞

欣盛苑池塘裡的小鴨子，仔

細地觀察它們的形態、顏色，嗅它們的氣味，都讓我感覺

到世界的奇妙和美麗。不知道大家是否也跟我一樣，喜歡

仔細地觀察身邊的事物呢？

吳超老師

　　大家好！我是吳超老師，感

謝天父將我帶到神小這個大家

庭，讓我有機會陪伴大家一同學

習和成長。本年度，我主要任教

數學、常識和聖經科，亦是四勤

班的班主任。閒時我喜歡看科幻

電影，因為在科幻電影中可以看

到未來的場景和情節，這些情節

總能帶給人驚喜。偶爾，我也會與朋友一起打乒乓球，

放鬆身心。歡迎大家和我分享你的興趣，同時祝福神

小每位學生能在這裡健康、快樂地學習和成長。

鍾慶祥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四愛

班班主任鍾慶祥老師，主要任教中

文和常識，感謝神讓我們在神小這

個地方彼此認識！

　　我最大的興趣是踢足球、飼養

水族寵物、吃東西和看圖書。其中

飼養水族寵物最能讓我樂在其中，

很多時候安靜地坐在魚缸前，看著

缸裏的小魚小蝦，不知不覺間一、兩小時就過去了，

真的是「快活不知時日過」。

　　不論我有沒有教你的班別，如果你在學校裏遇到

我，都歡迎跟我打聲招呼，甚至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生

活點滴啊﹗

顧　問：李碧雯校長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編輯組

人物追蹤

教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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