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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期

迦密愛禮信小學於1986年創校，2021年便是本校三十五
周年了。回顧過去三十多年的日子，學校經歷了社會與教育氣
候的轉變，感謝神的厚愛，預備歷任校監和校長，帶領教師專
業團隊，跨越一個又一個危機。

老師們懷着一顆單純愛學生的心，默默耕耘，忠於神的託
付。回望過去走過的歲月，一切都是恩典；詩篇103:2提醒我
們「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去年的社會事件和今年全球性的疫症，為學生學習帶來根
本性的轉變，在這紛亂的環境，本校團隊定意更努力以聖經的
真理建立學生，培育他們「明道律己、忠主善群」，讓他們成
為黑暗中的明燈，實踐聖經的教導，「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
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
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書2:15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挑戰自我，學校在不同的領域中為學生創造機會，激發學生的自
主學習精神。

知識領域方面，常識科課後延伸活動，延續學生的學習興趣，對有關課題作進一步探
究。普通話科自由講活動，以「欣賞你」和「祝福你」為主題，讓學生善用所學，對親友、
老師和同學送上祝福和欣賞。英文科則設置「English corner」，讓學生收集資料彼此分享，

從中自學。

藝術領域方面，音樂科的「Music corner」提供平台讓學生展現其音樂才
華，同學間互相觀摩，彼此欣賞，彼此激勵。視藝科的「迦密吊飾齊齊掛」
活動，學生利用老師所提供的自學材料製作吊飾，迎接
聖誕的來臨，為學校增添了不少節日氣氛。資訊科
技方面，學生們都積極參與每個月的午息電子
學習活動，利用電子媒體，以有趣的學科
知識應用程式，進行自學。

無論課堂內外，學校都提供了不
同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按着自己的興

趣進行自主學習活動，目的乃是要提升學生的
自主學習精神。配合學校正向教育的發展，
期盼學生能在性格強項上能繼
續自我完善，在弱項上也能有
所改進和提升。

自主學習獎勵計劃 
黃淑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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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息電子學習活動

English corner 齊學習

看我自學的製成品多漂亮

迦密吊飾齊齊掛

普通話自由講

愛閱讀的孩子

學習不同的學習
策略，裝備自己
成為學習主人翁

1986創校聶錦勳博士於揭幕禮祈禱
二十周年校慶

徽號設計比賽親子組
冠軍(總冠軍)
一信 葉子悅

二十五周年校慶
徽號設計比賽

2禮葉向傑-總冠軍

music corner 展才華



暑期任務

迦密貓屋建築師的製成品

2020-2021學年各級單元課安排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一 自理能力訓練 奧數初探

二 田徑訓練 繪本生命教育

三 語音知識訓練 Phonics

四 紮染製作 小農夫體驗

暑期暑期暑期任務任務任務任務任務任務

迦密貓屋建築師的製成品迦密貓屋建築師的製成品迦密貓屋建築師的製成品迦密貓屋建築師的製成品迦密貓屋建築師的製成品

2020-2021學年各級單元課安排2020-2021學年各級單元課安排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一 自理能力訓練 奧數初探

二 田徑訓練 繪本生命教育

三 語音知識訓練 Phonics

四 紮染製作 小農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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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禮   陳獻之

自從學校改變了暑期作業的形式後，我便可以自己的興趣
作為功課。我自訂暑期功課的題材和內容，從很多不同的實
驗和勞作中探究，可以把最有趣的一次經驗，給老師和同學分
享，真是興奮！

今年，我做了一輛遙控車、學用油粉彩畫畫、焗蛋糕、學
彈夏威夷結他⋯⋯當中我最擅長，也是我最喜歡的活動—用紙
皮箱來建貓屋。這靈感源於我在暑假期間發現家中兩隻貓兒很
喜歡整天睡在紙箱裏，總是不肯出來，心想：既然他們喜歡睡
在紙箱裏，不如把單調的紙箱改裝一下，使它美觀一點，溫暖
一點。這樣，我和妹妹便開始一起設計不同樣式的貓屋。到暑
假完結為止，我們一共設計了7間貓屋，而且牠們都非常喜歡！

為完成暑期任務，我嘗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同時也學會
了很多不同的技能，這使我的暑假過得非常充實。再者，發展
興趣讓我不會有太大的壓力，不但有更多時間溫習，更可以多
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我覺得我過了是一個完美的暑假！

黃淑玲主任

從去年起，學生一反往常做法—完成一本傳統的暑期作業，換來的是配合
學校關注事項—推行自主學習，讓他們完成不一樣的暑期任務。學生可根據自
己的愛好，決定學習一些技能，或分享一些他們的暑期經歷。暑期過後，同學們
帶着他們的成果回校與老師同學一同分享。

因着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緣故，大家都要留家度假，他們的暑期任務紀
錄卻比去年更精采、更多元化。老師們喜見不少同學成為了小廚神，也有寫作能
手、水墨畫畫家、網上作家，貓物建築師、科學家、生物學研究家⋯⋯這一切不
但展現了學生們的自主學習精神，更是創意無限。表達形式方面，不再限於紙筆
記錄，還有簡報製作、相片及拍攝影片，更有些成為「Youtuber」，還邀請同學
訂閱其網頁呢！

從學生的學習成果可見他們的作品比以往更有深度，同學們能善用假期，設
定目標，珍惜光陰，成為自主學習的主人翁。

我的「疾走賽道」—配備油壓升降台
來看看我的暑期任務製成品—
和諧粉彩畫

從探索海龜的生活到設計海龜
回家康樂棋，創意無限

任務
完成一本傳統的暑期作業，換來的是配合

同學分享學習國際象棋的歷程

科技探索-認識電子電路

黃淑玲主任

對於小一學生而言，新環境及新學習模式的轉變，自理能力要求也相對
提升，故學校設置自理能力訓練單元課，讓學生學習不同的技能，如：綁鞋

帶、收拾書包、折疊衣服、整理桌面⋯⋯藉此提升學生的獨
立能力。此外，透過奧數初探、語音知識及Phonics訓練、面
試及討論技巧、micro:bit訓練及紮染製作，能讓學生延伸課
堂學習，對課堂內的知識有進深或不同導向的認識。而繪本
生命教育、小農夫體驗單元課能擴闊學生視野，讓學生學習
欣賞自己、尊重他人、珍惜生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聲樂
合唱訓練、田徑訓練能讓學生的內在潛能得以發揮，勇於接
受挑戰，提升自信、毅力及協作能力。老師們都喜見同學在
課堂中投入學習，樂在其中。

單元課程

我剛把作品放入染缸
看我的臉孔真漂亮奧數初探真開心

聲樂合唱訓練

繪本生命教育-獨特的我



學
生
分
享

STEM課程 李天慧老師

為提升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簡稱STEM）
範疇的學習興趣，並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創造力和協作能
力。每級以專題形式進行，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歷程，綜合
和運用知識與技能，解決生活難題。

年級 本年度上學期課題

一 不倒翁

二 多功能防滑拖鞋

三 雨傘除水器

四 迷你吸塵機

五 立體影像投射器

六 太陽能車

六望  麥穎彤

我最難忘的STEM課是製作
「磁浮列車」。當中，我遇到不少
困難，例如：車在路軌上不穩定地
行駛。經過與組員們不斷反思、
測試，我們終於成功了！上STEM
課，除了可以提升對科學的興
趣，亦增強了我的協作、解難能力
和表達技巧，真讓我獲益良多。

三望  謝穎晞

二年級時，我製作了一部「家
務助理機械人」，經過不停改良及
測試，它終於把枱上的垃圾清理乾
淨。我非常開心，更有一種難以形
容的滿足感。

測試磁浮列車，
不停改良

與同學比試，很刺激啊

與好朋友一起製作
太陽能車，真開心

與組員一起討論，集思廣益

誰人的橡皮圈動力船行駛得最遠？

穎晞：
上STEM真新奇
又有趣

胡偉明主任

班級牧養給老師提供空間，為孩子建立對班的歸屬感。我們善
用學校恆常的活動，例如：聖誕聯歡、學校旅行、運動會⋯⋯讓學
生自行商議活動內容，營造「我們這一班」的歸屬感；又或是利用
創意計劃特別的活動，例如：慶祝開學滿月大日子、班長轉職儀
式、甚至設計專屬各班的徽號⋯⋯都能讓學生感受到自己是班裏的
一份子；又或是安排一些定期的活動，例如：本班生日會、本班禱
告會⋯⋯均能讓學生感受到自己多被重視。

班級牧養

告會⋯⋯均能讓學生感受到自己多被重視。

班旗可以是凝聚大家的象徵

善用班旗鼓勵大家

與好朋友一起製作與好朋友一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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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成為愛禮信學生，滿月了

我為你祈禱

我們重視妳快樂的日子
創意計劃特別的活動，例如：慶祝開學滿月大日子、班長轉職儀
式、甚至設計專屬各班的徽號⋯⋯都能讓學生感受到自己是班裏的
一份子；又或是安排一些定期的活動，例如：本班生日會、本班禱

3

班長轉職儀式，以後靠妳了

從鏡子迷宮學習光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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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課題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個人發展
自我認識，尊重他人 ✔ ✔ ✔ ✔ ✔ ✔自我管理，解決問題

群性發展 

溝通及人際關係 ✔ ✔ ✔ ✔ ✔ ✔
應變及處理衝突 ✔ ✔ ✔ ✔ ✔ ✔

學業 學習技巧及態度 ✔ ✔ ✔ ✔ ✔ ✔
事業 生活計劃 ✔ ✔ ✔ ✔ ✔ ✔
其他：講座

生命教育、正向教育 ✔ ✔ ✔ ✔ ✔ ✔情緒講座、性教育

鄧可慧姑娘

本學年成長課已納入學校上課時間表
內，全年由班主任帶領各班進行「班本
成長課」。課程內容依照教育局指引，
按四個學習範疇，包括：個人發展、群
性發展、學業及事業等設計配合校本需
要的課程，幫助個人得以全面健康發
展。

鄧可慧姑娘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各人的生活
模式都翻天覆地，起了重大的變化。對於學生長
時間在家學習、經常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
離、出外時，時刻戴上口罩等，這一切讓各人的
生活都被打亂了。縱然，面對的難關數之不盡，
我們抱着：「關關難過，關關過」的心態，總要
積極面對，要懂得珍惜和感恩，看事情的眼光就
不一樣了。

與大家在此分享「抗疫相處小貼士」，鼓勵
學生在疫情下，與家人、同學建立正向相處之

道。以下資源來自：香港家庭福利會（抗逆小貼士—學生篇），同
學請掃描以下QR code了解更多。

正向教育講座

協力同心

勇創挑戰

認識情緒

抗疫相處小貼士

善用幽默 化解衝突

互助互愛 和諧共處

同心協力 解決困難

有笑有淚 彼此關顧

長幼共融 快樂無比

善用智慧 處理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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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that stood out this academic year was the 
skills of our tech savvy students. They were engaged, eager, enchanted 
and on task. We teachers stepped up to adapt the latest technology 
for best possible learning viz. videos, zoom, kahoot!, Nearpod, Forms, 
Story creator, Slides and other such platforms. We read storybooks, did phonics, book repor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English games competitions), and lots of video presentations too. The 

face-to-face sessions were goal oriented through worksheets and 
interactive tasks keeping all th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Our teachers formed special bonds with students through 
small group zoom sessions to keep their spirits high. This year 
lacked the regular academic fl avor but I believe our students are 
richer human beings where this ‘pause’ helped us reassess and 
appreciate our schools and educators in a whole new light.

Ms. Binnie
NET 

CALPS 
November 2020

Miss Lily Ho
Over the years, CALPS has strived 

to  deve lop s tudents ’ conf idence and 
competence in communicating through 
English in and out the classroom. Last win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brought a new 
normal to schools around the globe with 
a sudden shift from real-life classrooms 
to virtual classrooms. 

To accommodate to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students were empowered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own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ther than rewarding schemes, 
learning tasks are designed under interesting and authentic context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Our 
teachers spent hours making videos and online learning materials 
using different electronic platforms and application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ight have struggled a bit on all these new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at the beginning, but soon,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learning outweighed the challenges. The abundant resources 
online have helped students to learn better and have provided room for students to stretch their 
limits and access more information than to solely rely on textbooks. 

Former Hong Kong finance chief, John Tsang Chun-wah, once said, “Covid-19 won’t last 
forever, but online learning is here to stay.” It may take time for all of us to adapt to this new 
practice of education, yet blended learning will probably be the key building block of bringing 
language learning to the next level.   

Our School NET Programme

English Speaking Day is FUN! I like to share my thoughts 
with my classmates!

I'm fi nishing my book report!

Learning together with social distance

Learning with iPad

Look at what we drew on the 
Spell Well worksheet!

Teachers' new normal

This is my favourite book!

We learn best from one another

We meet online



一愛 李洪震家長
經過大半年的疫情，學校亦隨之停課。

今年新學期開始真是不一樣的經歷，小兒是
「細B」，個子也比較小，一想到他要適應
新學校、新老師、新同學和新的學習模式，

作為家長的我，不免感到憂心！

開學已接近個半月，見到兒子由需要老師協助才可以背
上書包，到現在他已經可以開開心心地自己背上書包上學
去，很是欣慰！每天放學午膳後，他更主動收拾書包，認真
地做功課，在學校遇到有趣的事情，也樂意與我分享，實在
感恩！看見兒子在學校開心地學習，真的長大了不少！感謝
學校的老師，悉心教導孩子們，讓他們快樂地成長！

黃淑玲主任

在疫情下，本學年學校為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生活，採用了另一個模式協
助同學投入新的學校環境，並引導他們積極學習。

首兩周，由於採用網上教授模式上課，故班主任會先跟同學在網上來個見面
禮，也讓同學在網上彼此認識。班主任人會透過影片，讓同學認識不同科目的老
師、課堂常規等，讓他們對小學生活有初步的認識。

復課後，老師進一步教導同學面授課堂時需要注意事項，如：防疫知識、課
堂口號訓練等。老師也會帶領同學參觀校園，讓他們對新的學習環境及設施有所
認識。為提升同學日常生活的技能，自我照顧和自理能力，在下午的單元課課
堂中，老師會利用影片教導同學相關技能。適應課程中，學校社工也設置輔導
課，藉以了解學生的情緒，讓他們學懂作個管理情緒的主人翁。

小一適應課程

6

一同參觀校園

背起書包，準備放學

感謝天父讓我可以正式上課了

專心、積極參與課堂

一同觀看學校防疫措施影片

這是我們的英語活動室

學習使用功課袋整理功課

收拾書包準備放學

起立！與老師來個見面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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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DSE畢業生學生心聲
那些年，我們這一班（六望）—

我和大學同學的合照

我自小學習古箏 我與前校長於畢業禮時的合照

陳逸濤

我在小學時參加
過各種課外活動，小
提琴班和奧數班則是
較長期的訓練，有時
更會代表學校參賽，
取得不錯的成績，我
對數理科的興趣也
是從此得以培養。升讀聖公會林裘謀中學後，同學在學業
和課外活動表現都非常優秀，我自歎不如，也不敢狂妄自
大。於是我訂下目標，在學業上奮發向上。

高中時，我主力參與了
聯校科學展覧，其餘時間大
都專注學業，期望在公開試
上取得更好的成績。
其實只要在溫習
時專心，溫習效率
便能提升，在短時

間內複雜大量知識。最後，「皇天不負有心
人」，最終考上香港理工大學放射學系，真
是感恩！

最後，感謝各位老師！在我們相處的日
子中，我感受到你們對教育的熱誠。 我長大
了後，才發現這份熱誠是難能可貴的。

蔡錦德

憶記過去小學生活，懵懂、稚嫩但難忘，小學時與同學們的嬉
戲、談天說地，如今仍是歷歴在目。感恩的是，在我剛懂事、在成
長路上的起點之際，我能夠在迦密遇上一班的好老師和好同學，老
師們六年來悉心的栽培幫助了我打好知識的基礎，幫助我在求學路
上去除障礙。而一眾的好同學，則使我獲得一份真摯的友誼，在課
堂上堂的時光、生活營、交流團⋯⋯種種的經歷使我們的友誼更為
堅固，令我珍惜及難忘。

自升讀聖公會林裘謀中學後，學習生活與小學截然
不同，但感恩的是，在我尚未適應時，有一眾小學同學
相互扶持。在中學，最大的挑戰定是文憑試，再加
上今年肺炎疫情的來襲，確使我感到百上加斤，
但有身邊朋友、老師的鼓勵，使我重拾信心和
動力，披荊斬棘。

如今，我已是大學一年級，這又是一個
陌生的環境，心情既緊張又期待，雖然現在
仍因疫情依舊是網上教授，難以與身邊的同學
有所交流，但在我迷惘困惑之際，我還有過去
的經歷，成為的的動力，而一眾朋友、師長背
後的支持，更支持我昂首前進。

譚珮妤 

經過12年的小學和
中學生活，我轉眼已是一
位大學生了。回想小學時
我們在校園跳繩、下棋的
樣子，真是單純可愛。感
激老師們的陪伴丶引領我
們發掘長處，成為我們下
一個學習階段的祝福，於

是，我可帶着信心進入聖公會曾肇添中學的學習旅程。

升上中學後，許多事物都叫我感到很新鮮。我們可以自由選擇
修讀的科目和加入不同的學會等。高中時，我擔任過不同崗位，藉
此學會分工和發揮潛能。學業方面，老師的關懷是我們最大的強心
針。在這不穩定的社會狀況下，老師給學生送上窩心的鼓勵，於網
上與我們一起為文憑試作準備，讓我們知道這段路不孤單。

衝過了這幾個勞累的月份，便能放鬆一會，等待放榜的大日子。
雖然考試成績跟預期有落差，但仍感恩自己能考上心儀的大學及學
科—香港科技大學。在迎接新的階段，我們應時刻心存感恩，為未
來作好準備，訂立目標，抱着決心，再闖出另一片新天地。

陳悅童

原來升小一已是十二年前的
事了。記得開學的第一天，坐
在校巴上的我不斷回望父母，
擔心着將會遇到的種種未
知。不過，班上有幾個搞
笑的同學，在大家還未
認識時，便為我們製造
笑料，消除了我的緊
張。回想小學六年，我
們不是很乖的一班，經
常在課堂上取笑早已混
熟的同學，又與老師開玩笑，私下更經常談論老師們那被
我們弄得哭笑不得的樣子。不過，我們該認真讀書時就會
認真，這大概是老師到現在還記得我們的原因吧！

我的中學生活更多姿彩，我既參加了中文辯論隊、大
哥哥大姐姐計劃，又參加了排球隊，更參加了中學生營商
體驗計劃。可是，中學最後一年竟在疫情中渡過。面對文
憑試延期，雖然多了時間溫習，但卻感到不安，因為又要
堅持繼續溫習，真恨不得立馬就考。在忐忑的心情下，原
來能否保持心境輕鬆、以笑容面對難關，成了我們這一屆
考生最要克服的事。最後，感恩的是我終於考上香港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及法學士。

升上大學後，面對疫情帶來的「新常態」，我也會一
貫以從小學同學身上學到的輕鬆幽默應對。

未來四年，我們這一班

我已經是大學生

我中學畢業啦

這是我的好同學

大學同學

中學聯校學科展覽

小學時表演小提琴



畢業生心聲畢業生心聲

我是2019學年畢業生曾凱欣，現就讀瑪利諾修院學校
六年小學的喜悅與傷感，老師嘔心瀝血的教導，朋友們的陪伴及朝夕相

處，如詩歌一樣，即便已是往事，依然值得長久回味。

老師的悉心栽培與輔導，使我領悟人生；同學之間
的鼓勵與共勉，讓我明白友誼的可貴及團結的重要；運
動場上，使我明白只要拼盡全力，就能品嘗成功帶來的
甘甜，我更體會到重新面對困難與挑戰的勇氣。

中學的安排和小學有着明顯的區別，光是科目已比小學多了好幾個，所以在溫
習的時候需妥善分配好時間；此外，全年級會被分成不同的社，參加比賽和活動可
以為自己所屬社團累計分數，爭取榮譽；且有各種不同的興趣俱樂部，不僅有常見

的主科中、英、數社團，還有其他
比如科學、攝影、時尚設計之類的
俱樂部可供選擇，十分注重學生的
興趣發展。

在這個新的「航程」裏，我會更刻
苦學習，不辜負母校的期望；將來
要貢獻社會，成為國家的棟樑之
材，孕育新一代的花朵！

陳啟賢

畢業多年，師長們對我的教導仍影響深遠，尤以英
文老師給我起的英文名字—Toby（意思是耶和華真
好；祂是我信仰的神）最是最要。我就是那時認識信
仰，並且立志投入以助人為目標的行業。

經過多年來的中醫學習，現已經是一位中醫學博
士，並於仁濟醫院任職高級中醫師，除臨床診療外，亦
負責教學和中醫藥研究工作。我和太太Maggie（物理治療師）
亦常參與國內偏遠地區的義診服務，幫助貧窮病人。

今年，小女靜嵐入讀迦密愛禮信小學，我亦成為家教會委
員，希望回饋母校，服侍師生、家長。

本人於青海山區為藏民義診

家庭露營合照(太太Maggie、小
女靜嵐、小兒靜濤)

老師的悉心栽培與輔導，使我領悟人生；同學之間
的鼓勵與共勉，讓我明白友誼的可貴及團結的重要；運
動場上，使我明白只要拼盡全力，就能品嘗成功帶來的
甘甜，我更體會到重新面對困難與挑戰的勇氣。

中學的安排和小學有着明顯的區別，光是科目已比小學多了好幾個，所以在溫
習的時候需妥善分配好時間；此外，全年級會被分成不同的社，參加比賽和活動可
以為自己所屬社團累計分數，爭取榮譽；且有各種不同的興趣俱樂部，不僅有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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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學年畢業生陳祉嫣
六年的小學生活轉眼間就過去了，我在這六年

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學會了很多新知識。回想剛入
學的我，還是白紙一張；畢業時，這張白紙已寫滿
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升上中學後，我偶然也會想念小學的老師和好朋友。

學校活動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六年級的學校旅行和畢業禮。每年，學校都會
安排六年級學生燒烤。這一年終於輪到我們了﹗我和同學一起玩，一起燒烤，還帶了
很多桌上遊戲來玩，大家都樂在其中呢！而我們的畢業禮卻和過往任何一年都不同。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我們的畢業禮只能在學校的禮堂舉行，除了同學和老
師，父母及家人只能看網上直播。我們上台時也要戴着口罩，可真「難忘」！

現在，中學又是一個新的學習環境，有新的同學、朋友、老師和科目。老師多用
英文授課，我的英語能力自然進步神速；有些科目更會在特定的課室上課，充滿新鮮
感；而上科學課時，更可以嘗試做實驗，體驗豐富⋯⋯每天都充滿了樂趣和挑戰。小
學和中學真的很不一樣，但每天我都過得很充實呢！

小時候的我不一樣的畢業禮 我的中學生活

中學生了

運動場上輝煌戰績

中學新形象中學新形象我的中學



樂器班於九月尾又開始了。

今年樂器班共有11班，包括弦樂班、木管樂
班、敲擊樂班、陶笛班、口風琴班⋯⋯不過，今年
不一樣的情況，樂器班就開始得更不一樣了。同學都要留在家中進行網課。過往
放學之後，同學鬧哄哄地去到課室，進行樂器訓練﹔本年度，卻只能聽到同學透
過網絡傳來的樂器演奏。因着疫情的緣故，同學需要保持社交距離，在學校或公
共場所配戴口罩，所有音樂欣賞、吹奏都只得留在家中演繹了。

由上學年疫情開始至今，同學們已經開始適應網上媒體學習的新常態，漸漸認
識面授學習不是必然，學生們在這特殊學習環境下，更需要自發去學習和練習。

我們期待疫情過後，同學們便能會濟濟一堂，體會課後一起學習的寶貴。

5禮 梁紫瞳

我是五禮的梁紫瞳，今年十
歲。很開心可以在迦密愛禮信小
學——這所基督教學校學習。我從小
就跟着父母上教會，在我七歲的時候決
志，在教會受洗，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
我一生的救主。小時候已經經歷神豐盛
的恩典，對於神對我說的話特別敏銳。

此外，我年幼時已經能夠和媽媽一起在
崇拜中敬拜服侍神，相信我是被神揀
選的。在我參與「讚美之泉」的兒童
敬拜課程中，更被神揀選到台灣服
侍，真是感恩！過程中，我感受到
神的愛，和祂的同在。

這十年，我深深感受到我
是神眼中的瞳人！

樂 班

不一樣的情況，樂器班就開始得更不一樣了。同學都要留在家中進行網課。過往
放學之後，同學鬧哄哄地去到課室，進行樂器訓練﹔本年度，卻只能聽到同學透
過網絡傳來的樂器演奏。因着疫情的緣故，同學需要保持社交距離，在學校或公

由上學年疫情開始至今，同學們已經開始適應網上媒體學習的新常態，漸漸認

眼中瞳人
5信 徐澤恆

主耶穌是一位拯救者，他降世為拯救罪人。

我相信主耶穌是因為—祂施行了神蹟，創造
了萬物，例如：「各樣的動物和人類等」—
所以祂是保護者和創造者。

我相信主耶穌是因為—祂
是大能的醫生，使不能醫治的疾
病，全部醫治好。例如：「使
瞎子看見、使患血漏病的女人
醫好等等。」

門徒彼得在人群中站起
說：「人要認罪悔改，相
信耶穌。」所以我相信
耶穌，希望成為神的兒
女。

崇拜中敬拜服侍神，相信我是被神揀
選的。在我參與「讚美之泉」的兒童
敬拜課程中，更被神揀選到台灣服
侍，真是感恩！過程中，我感受到

教師團契
黃冠源主任

本學年，教師團契主題是：「反
思自我，仰望上主」。而主題經文
是羅馬書12章2節：「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
悅的旨意。」為配合全年主題，老
師們特意設計了多個富有正向思維
的周目，例如：閱讀正向書籍心得
分享會、靜觀講座及互相守望祈禱
會等。雖然今年度老師們都經歷到
不一樣的新學年，但我們更需要仰
望上主的帶領和保守，盡上最大的
能力，幫助學生在疫境中學習。

日期 周目

23/10 中醫養生講座

20/11 祈禱分享會（一）

11/12 教師培訓

29/1 從基督教看靜觀

12/3 正向書籍分享（一）

26/3 祈禱分享會（二）

23/4 建立正向團隊

7/5 詩歌欣賞

21/5 正向書籍分享（二）

班器
馮曉妍十分掛念迦密，
並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讓大家可在校園相聚

楊樹樺留在家中
吹笛，蠻有趣味

朱凱芊縱使疫情，
仍在家中努力練習

陳芓澄在家中練習小提琴，
樂在其中

程彥曦拉起小提琴來
確實十分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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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集禮堂，同心團契

神賜福我家幸福快樂

開心事奉主 神已愛足我10年了 開心認識主

我深知主
耶穌愛我

周博士蒞臨本校主講中醫講座
細胞小組—靈裡分享，互相守望

彼此代禱，仰望上主

專心聆聽、獲益良多



何萬輝先生

疫情下，小朋友大部份時間只能逗留在家中，日子漸久，可
能漸漸會「變宅」，家長你會擔心小朋友因接觸過多電子屏幕而
沉迷打機麼？

當疫情稍有暖和，教會誠邀您和您的小朋友參加教會實體聚
會，我們會為您們舉辦有益身心靈的活動。相信家長明白參加課
外活動對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除了可以增強體魄，對兒
童情緒、社交發展及靈命培育都甚有益處。盼望透過教會聚會和
活動，讓您們的孩子建立正向思維，身心靈獲得更健康的成長。

以下教會聚會適合迦密愛禮信小學學生及家長，歡迎你們：

小學生聚會

基督少年軍 星期六02:15pm-04:30pm

兒童崇拜 星期日10:00am-11:00am

兒童團契 星期日11:00am-12:30pm

教會活動

家長聚會

基督少年軍家長義工小組（新成立） 星期六02:15pm-04:30pm（每月一次，第三周）

成人崇拜 星期日10:00am-11:15am

家長分享小組 星期日11:20am-12:30pm

家長團契 星期日11:20am-12:30pm

小老師教小朋友做手工

參與地壺球活動

基督少年軍急救章

教會大家庭

隊員同挪亞叔叔和彩虹合照 團友顯身手

團隊遊戲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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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顧問 : 林淑芬校長    編輯組 : 張育華主任及宣傳組組員

YMCA福音籃球賽2019 

新界區碟賽 亞軍

5禮 鄭浩賢

5禮 陳逸臻

5信 趙天昕

5信 劉懿諾

5望 莊耀竣

5望 李晉杰

6禮 袁諾恆

6禮 尤浩然

6信 張鎮濠

6望 洪肇堂

6望 蘇樂堯

6望 謝駿銘

6望 王希祐

6望 陳溢謙

2019-20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鳥類帽子設計
比賽

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

5禮 曾奕堯

5禮 李嘉希

5禮 梁愷珉

5禮 陳獻之

5禮 林淑鈴

保良局2019國際化學元素
週期表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
第二組 三等獎 4信 楊熙恩

第三組 三等獎 6望 曾芷淇

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獎

迦密愛禮信小學

環保為公益獎杯

迦密愛禮信小學

數學8寶箱全港分區榮譽學校大獎(新界東)

迦密愛禮信小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初賽
(香港賽區)

二年級
一等獎

2信 曾宇辰

2愛 周孝陽

二等獎 2信 譚傲言

五年級
一等獎 5禮 曾奕堯

二等獎 5禮 馬耀星

2020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Open)晉級賽 金獎 5禮 李嘉希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卓越獎 3望 曾熙雯

2020華夏盃

初賽六年級 一等獎 6望 王希祐

2019年「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數學

優 6望 王希祐

EAIMO東亞國際數學公開賽2020

小學六年級組 一等獎 6望 王希祐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第四季）

小學二年級組 一等獎 2信 譚傲言

小學六年級組 一等獎 6望 畢綽珈

TIMO泰國國際數學奧林匹克2019-2020

初賽 銀獎 2信 譚傲言

教圖全港中、小學生普出非凡網上正讀比賽

第三輪 傑出表現獎
3望 曾熙雯

2信 曾宇辰

第四輪 傑出表現獎 2信 曾宇辰

第三十七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亞軍 3望 吳子謙

漢語聖經協會第26屆聖經朗誦節

小一組獨誦廣東話 冠軍 1愛 張子妤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0硬筆書法

小學高級組 銀獎 5望 吳家瑋

香港青少年兒童中英文硬筆書法大賽2020

小學中文高級組 金獎 5望 吳家瑋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 

雙項 森巴舞/倫巴舞 冠軍 3望 汪芷盈

第四屆東涌回歸盃舞蹈大賽

兒童
拉丁舞 

單人單項喳喳 亞軍 5望 吳漪檉

雙人單項喳喳 亞軍 5望 吳漪檉

飛躍舞台金獎 5望 吳漪檉

2019第八屆(環球盃)舞蹈錦標賽 

拉丁舞團體
頭等獎 5望 吳漪檉

金鑽獎 5望 吳漪檉

X'mas 2019男女混合劍擊隊際挑戰賽花劍

亞軍 5望 熊綺心

2019香港小小鯊魚錦標賽(第3回) 

4x50米捷泳接力 亞軍 5愛 林子皓

第3屆Go！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一等獎

3禮 楊凱欣

5信 楊本正

1愛 張子妤

兒童創意畫 一等獎 3禮 彭卓懿

第18屆聖誕手工設計比賽

冠軍 3禮 楊凱欣

冠軍 5信 楊本正

小紅熊童樂盛夏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19

兒童組
傑出創意獎 3禮 楊凱欣

銀獎 3禮 楊凱欣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藝術智能之中秋慶團
圓繪畫比賽

冠軍
3禮 楊凱欣

5信 楊本正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二等獎

3禮 楊凱欣

5信 楊本正

4愛 楊樹樺

美術一等獎 3愛 楊意均

第17屆海洋大探險兒童繪畫比賽

金星獎 5信 楊本正

2019 美麗校園‧亞洲青少年藝術盛典

港澳台區選拔賽 繪畫
銀獎 3望 吳子謙

金獎 1望 吳梓朗

「彩繪童心」國際兒童繪畫大賽2019

銀獎 1望 吳梓朗

IYACC 第十二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銀獎
1愛 張子妤

1望 吳梓朗

兒童組 冠軍 3禮 楊凱欣

ICEHK第十一屆2020「伴我同行」國際繪畫
比賽

少年組 - 二等獎 5禮 曾奕堯

2020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特別榮譽獎 3望 吳子謙

兒童A組

油畫/塑膠彩 冠軍 3禮 楊凱欣

兒童畫
冠軍 4望 黃靖童

亞軍 3禮 彭卓懿

第四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19 

Piano-Grade 3 特等獎 6信 閔可惠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鋼琴五級組 第一名 5望 吳家瑋
他們的帽子真特別

他們很留心聽導師的
指導

曾芷淇同學獲得保良局
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
期表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賽世界賽第三組三等獎

堯、李嘉希、梁愷珉、
陳獻之及林淑鈴同學參
加了香港公園綠色大搜
索鳥類帽子設計比賽

曾奕堯、李嘉希、梁愷珉、陳獻之及林淑鈴
同學獲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

楊熙恩同學獲得保
良局2019國際化
學元素週期表年美
術設計創作比賽世
界賽第二組三等獎

籃球隊勇奪YMCA福音籃球賽2019 
新界區碟賽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