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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旅行為同學提供一個走出課室的機會，同學每年

也十分期待這個大日子，雖然今年因疫情關係未能到校外

活動，但本校也為同學安排了在校活動的機會，在校內不

同角落玩耍，感受旅行的氣氛，讓同學在疫情之下仍能和

同學一起創造回憶。

同學們在校內「旅行」也玩得很盡興呢！

學校旅行添樂趣
  師生校內歡暢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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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utumn Festival and Christmas:
This year, the students celebrated various festival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ed in English competitions. The students 
enjoyed learning some new vocabulary related to Mid-Autumn Festival and Christmas.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share ideas of what they did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pecial foods that they ate. During recess, our NETs took 
pictures with our students, played games, sang songs and distributed prizes for all the hard-working students who 
received enough stamps in their English Around the Corner booklet.

Our NETs used wonderful 
realia and celebrat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Mr Max dressed up as Santa. They 
received prizes for collecting stamps 
in their English Around the Corner 
booklet.

Celebrating Festivals and Excelling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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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EFL Junior test:
The TOEFL Junior test is a profi ciency test that helps students build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confidence. Our P5 and P6 high-ability students received 
outstanding marks in the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exams. The 
students were awarded certificate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for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test. Congratulations to our students, keep up the 
excellent work!

The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chool’s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The objective was to 
promote lifelong literacy and learning for students. It also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expand their vocabulary and develop the correct word usage. Students received a small 
gift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the winner received a certifi cate and a prize. Well done to 
all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

1A - Lau Tsun Hei

2D - Ma Yee Ching

3A - Terence Wong

4E - Lam Si Tung

5C - Fok Tsz Wai

6B - Hellen Cheng

Some of our spelling 
bee winners:

Our P5 and P6 high-abil i ty 
stud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OEFL Junior test.

Celebrating Festivals and Excelling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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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於上學期為全校同學舉辦「愛你 DOOR 一些」木門親子設計及製作比賽，以木門為材料進行創作。藉

此教導學生從欣賞中促進創作，以及把視覺藝術生活化。感謝家長和同學踴躍參與，這次比賽共收集了二百多份參賽

作品，由評判選出三十份進入決賽，進行公開投票和展覽。

視藝科活動

「愛你 DOOR一些」木門親子設計及製作比賽

初級組最具創意大獎

學生姓名： 6B 陳宏鎧

參加家長： 潘茗茵　與學生關係：母子 

作品描述： 喜歡睡覺的我，每天都要經過

多番掙扎才能起床上學，如果

在家裏有道門打開後便能直達

學校，每天便能睡多一會，不

用擔心遲到了。這樣的「神奇

之門」，我怎能不愛你 Door 一

些呢？

物　　料：雪條棒、黏土、廣告彩、卡紙、布料

學生姓名： 2C 林幸晴

參加家長： 蕭嘉賢　與學生關係：母女

作品描述： 小朋友何時何地都想去遊樂場玩耍，

所以「愛你 Door」讓小朋友在家也

可以玩滑梯、隧道，甚至是攀石牆，

絕對可以讓小朋友玩個痛快。

物　　料： 輕黏土、廁紙筒、膠條、紙盒

最受家長歡迎大獎及
最受同學歡迎大獎
最受家長歡迎大獎及

初級組最佳製作獎
學生姓名： 2B 卞之琳

參加家長：黃浩澄　與學生關係：母女

作品描述： 歌林多前書 13:7「凡事包容、凡

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圖中想表達愛是放手讓你飛，飛到

無盡的銀河天際。

物　　料： 塑膠彩、棉花、戟絨布、

 硬卡紙、閃片、燈飾

高級組最能突出主題獎
學生姓名： 5B 謝卓庭

參加家長：蘇進娣　與學生關係：母子

作品描述： 隨著科技進步，人類排放出來的廢氣日益

嚴重，令地球生病了，我希望透過「愛你

Door 一些」，能喚醒大家減排的重要性，

做到人人愛地球，愛環保。

物　　料： 油漆、黏土、塑膠花、樹葉、熱熔膠等

學生姓名：4B陳智信

參加家長： 黃潔賢　與學生關係：母子

作品描述： 利用木門設計一個盒子，從盒子正面看

到神創造的美好世界 ( 海陸空三面 )，

只要我們願意打開自己的心懷受主(門)

就能看到更美好的愛 ( 盒子背面的透光

膠片圖畫 )，因主而得愛！

物　　料：A4透明膠片、cardboard、acrylic、

 solf clay 等等

高級組最佳製作獎學生姓名：6B蘇恩浩

參加家長： 蘇憶平　與學生關係：父子

作品描述： 每個人進入「愛你Door一些」

的門便會進入一個溫暖的家，

無論你身處何方，也可

透過這道隨意門進入

不同世界的家，讓你多

天也覺得溫暖與幸福。

物　　料：木門、紙皮、

 顏料、畫紙

初級組最能突出主題獎
學生姓名： 1C 黃鎧浚

參加家長： 簡寶珊　與學生關係：母子

作品描述： 有質素的陪伴是促進親子關

係的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每

段陪伴時光，小至與孩子一

起玩玩具，大至到郊外遊

玩，都會成為小孩腦海中美

好的回憶。因此，無論怎樣

忙碌，爸媽也幫忙抽空陪伴

小孩，表達你們對孩子的愛

啊！

物　　料：木顏色、水筆、蠟筆物　　料：木顏色、水筆、蠟筆

物　　料： 塑膠彩、棉花、戟絨布、

 硬卡紙、閃片、燈飾

高級組最具創意大獎

物　　料：A4透明膠片、cardboard、acrylic、

 solf clay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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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校的訓育主題是培育學生堅毅盡責的良好品德，為了建立積極正面的校園文化和以具體鮮明形式呈現堅

毅的精神，本校訓輔組和視藝科於去年 9月合辦「不倒翁」吉祥物親子設計比賽。藉着「不倒翁」怎麼樣也推不倒的

特性，鼓勵同學們要有堅毅不拔、永不放棄的精神。

　　本校一直重視多元智能發展，為了提昇展示學生成就的機會，今年度本校為

六愛班蘇恩浩同學舉辦個人創作展，蘇恩浩同學是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已於

十月至十一月向公眾分享他進行藝術創作的樂趣，吸引不少同學和家長親臨本校

欣賞。

視藝科活動

「不倒翁」吉祥物親子設計比賽

蘇恩浩同學個人
創作展海報

初級組冠軍
3A鍾宇翔

今年參賽作品質素十分高，
評選作品時，令評判傷透腦筋。

高級組冠軍
5B謝卓庭

初級組季軍
2C林幸晴

高級組季軍
4D陳珈喬

初級組亞軍
2B卞之琳

高級組亞軍
6B陳宏鎧

這次展覽展出多份精彩作品，包括西洋畫、水墨畫和素描等。

由老師帶領
，恩浩很用

心

地佈置展覽
場地。

蘇恩浩得到李校長和六愛
班同學到場支持。

高級組亞軍高級組亞軍

蘇恩浩個人創作展 - 不能錯過的驚喜

同學們在視藝課進行投票活動。

比賽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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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運動會的參與人數也非常多，除了運動員外，很多同學亦

會參加啦啦隊比賽及擔任服務生，今年雖然只能在校內進行運動體

驗日，但參與的同學一樣非常投入，享受這個不一樣的運動會。

運動體驗日

小型投籃比賽

Switch 跳舞遊戲

閃避球比賽

競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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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嘉年華參觀及體驗活動

小三同學們積極參與活動，樂在其中。

小四學生欣賞粵劇
《三打白骨精》

舞動全城

　　戲劇科老師於 15/11/2021( 一 ) 帶領小四同學到荃灣

大會堂欣賞由香港青苗粵劇團舉辦的折子戲《三打白骨

精》粵劇導賞活動，劇團重新編寫該劇，呈現唐僧四師徒

遇上白骨精的驚險故事。劇團成員亦會講解粵劇知識，介

紹唱腔、身段、做手、行當、面譜和服裝等，讓同學在輕

鬆的氣氛中認識粵劇。同學當天欣喜萬分，更能有機會學

習戲劇中的不同元素及感受不同的舞台效果。

　　戲劇科邀請不同戲劇優異生以不同歌曲帶領小

三同學於小息時一同起舞，以讓同學創作及模仿不

同的形體動作，同學們也享受在其中。

戲劇科活
動

戲劇科的優異生以不同歌曲帶領小三同學一同起舞，
同學也展現優異的形體動作，讓同學模仿及創作。

疫情緣故，同學對是次
的創新科技嘉年華額外
充滿着多一份的期待及
憧憬。期盼從展覽及遊
戲中獲得更多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機會。

創新科技嘉年華進行
了機械人桌上足球比
賽，同學認識背後的
編程原理後，期望能
把概念帶回校並用
Micro:bit 進行測試。

同學於創新科技嘉年
華中體驗 AI 辨識的技
術，隔空操作智能機
械臂來拾取物品，並
了解其運作原理及生
活中的應用。

P.4同學們有機會觀賞粵劇《三打白骨精》，
感到雀躍萬分，更在荃灣大會堂親身體驗

了不同的舞台效果。

7



低年級的同學演繹《歡笑感恩》，載歌載舞，一
點也不怯場！

顧　問：李碧雯校長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編輯組

「聖誕造星」詩歌歌唱比賽
　　聖誕節除了是普天同慶的節日，更是我們慶祝主耶穌降生的大日子。本校在上學期舉辦了「聖誕造星」詩歌歌唱比

賽，同學反應非常熱烈，以自彈自唱或勁歌熱舞等形式演繹不同詩歌。勝出的同學更獲得本校教會神召會喜樂聚會處的

導師專業指導，在學校的聖誕崇拜演出，一同唱詩歌讚美神。感謝天父的帶領，演出十分順利，各參與的同學亦獲得本

校校監林巧貞牧師頒發證書，以作鼓勵。

「聖誕造星」詩歌歌唱比賽結果：
獎項 得獎名單

「積極參與獎」 2A 張晞童  房琪棋  陳芝雅  韓佩詩  王心悅
 葉朗熙  黎俊佑  陳正朗  高朗堯  莊烙恩
 陳皙羽  周　晴  林筱喻  巫泳霖  鍾旖昕  劉以信

「最具台風獎」 1D陳哲朗　2A程子宜　4E 余凱澄

「最具合作獎」 3C梁詠童　3D高愛琳　5B 區佩卿  陳廷軒

「最有才藝獎」 1B 羅綺澄　1D何思潁　6B 黃文軒

「最美造型獎」 1B游凱嵐　1D羅熙兒  

「最具潛能獎」 2A何麗婷　2C黎依呈　5B彭楚中  余婧伊  何俊達

「最具創意獎」 3B黎晉顯

顧　問：李碧雯校長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編輯組

台下同學一起認真地禱告，感謝讚美主！

校監林巧貞牧師頒獎給得獎同學。

高年級的同學
跟教會導師一

起唱

《誰曾應許》
， 十分動聽！

你看！不同年級的同學都施展渾身解數，用他們喜歡的方式演繹詩歌，可見同學非常多才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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