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校訊，我以「2019-2020不一樣的一年」作標題。而踏入2020-

2021學年，這「不一樣」，包括疫情、「在家學習」等卻成了新常態。

    在新常態下，口罩、消毒液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另

外，當今年再度需要「在家學習」時，無論老師、學生或家長已有充份的

準備，在軟硬件的操作上，或是常規上都掌握得更好了。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使我們體會到，原來很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

情，例如不用戴口罩上街、每天回到學校上課等，都會因為特別的情況而

需要作出改變。

    當轉變來臨時，我們抱著怎樣的態度面對，便決定我們將過怎樣的生

活。就像去年，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停課時，如果老師們不尋求突破，學生們的學習將受到極大的影

響。但老師們的反應是即時學習新的技能，並且邊學邊做，在幾天的時間內，老師們製作的短片已開

始上載到內聯網供學生學習了。後來，為了增加教學上的互動性，老師們又努力學習以視像形式教

學。在突發的事情發生時，老師們以學生的利益作大前提，即時積極作出回應，以提升學生在家學習

的成效 。

    面對轉變，很多時，我們都會不知所措，但在二十一世紀，因著全球一體化、氣候暖化、科技急

促發展等現況，世界的變化十分急劇。身處這境況，我們是裹足不前，還是迎向挑戰呢？

    因應科技發展，電子學習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新趨勢。學校本年度於五年級其中兩班推展「自攜裝

置」(BYOD)計劃。學生於課堂利用平板電腦學習。計劃推展至今，老師及學生均認為「自攜裝置」能

體現電子學習以下的特色：

1.	形式多樣化：電子學習具多媒體功能，能利用聲音、動畫、立體圖象呈現學習內容，又能模擬情

景，使抽象概念更具體，刺激學生思考

2.	互動性強：平板電腦使老師及學生能即時分享個人的答案或想法，加強師生及學生間互動

3.	學生高度參與：所有學生皆可以即時回應老師安排的活動及遊戲

4.	即時回饋：老師能即時看到所有學生的答案，因而能適時幫助學生澄清誤解，改善學生的學習

5.	具延伸性：學生可以在課堂以外學習

    基於電子學習的特性，學生的學習變得更有效率及具趣味性。

    我與「自攜裝置」班別的學生談天，他們都異口同聲表示「自攜裝置」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有助他們學習。

    學校下年度會繼續推展「自攜裝置」計劃，裝備學生迎向未來。

    執筆之時，變種病毒開始在社區出現。我們處身於變幻才是新常態的環境，祈求上主賜我們常懷

信心，積極迎向挑戰！

香港嘉諾撒學校
Canossa School (Hong Kong)

嘉
訊電話：2561 0115 傳真：2562 7840 地址：香港鰂魚涌海澤街8號 電郵：canossahk@gmail.com

校長的話 2020-2021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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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仍受疫情困擾，全體師生經歷一個不一樣的學習歷

程，當中包括面授及網課，亦因應避免人群聚集，宗教禮儀及活

動改以其他形式進行。例如：復課祈禱會及玫瑰月結束禮儀編排

在校園電視進行網上直播。為了配合校本及禮儀年曆，部份宗教活動和禮儀，如開學祈禱會、玫瑰月活動、聖誕

禮儀、柏姬達瞻禮、四旬期活動及復活節禮儀都預先錄製短片，於網課或在內聯網上播放。而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及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曾製作視像短片於各慶典節日中為大家送上祝福。我們期盼天父的保守，讓我們共同跨越

重重難關、戰勝種種困難，生活能盡快重回正軌，學生們能愉快及安全地投入校園生活。

今年宗教禮儀及活動形式如下：

禮儀／宗教活動 形式

開學祈禱會 短片

復課祈禱會 校園電視台

新學年開學禮儀（天主教

教育事務處製作）
短片

玫瑰月（聖母七苦） 短片

玫瑰月結束禮儀 校園電視台

聖誕禮儀 短片

聖誕教區禮儀（教區青年

牧民委員會製作）
短片

柏姬達瞻禮 翻轉課堂

四旬期（苦難與復活） 短片

善度四旬期（教區青年

牧民委員會製作）
短片

復活期喜訊（教區青年

牧民委員會製作）
短片

復活節禮儀 短片

會祖瞻禮 短片

結業禮儀 短片

開學祈禱會
    新學年開學祈禱會於9月1日在

網上進行，配合本學年校本主題「堅

毅」，選取若望福音—十字架下的

聖母作福音分享，提醒學生學習聖母

如何面對困難，要持守信德，信靠天

主。方校長給予同學新學年勉語，鼓

勵我們在學年裏努力

學習，遇有困難不退

縮，抱有積極樂觀態

度去迎接挑戰，體現

堅毅精神。

靈性培育

玫瑰月結束禮儀
    玫瑰月已結束，學校於10月30日（五）早會時段舉行玫瑰月結束禮儀，讓我們懷着

孝愛之情，學習聖母堅毅的精神，完成天父交給我們的使命──努力學習，不怕困難，

並在品德和學業上有進步。禮儀當中，我們聆聽聖言、分享福音、獻花、祈禱及詠唱，

方校長提醒我們要勤唸玫瑰經，這是聖母悅納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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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儀
    電腦屏幕上傳來輕柔悅耳的聖誕歌聲，師生們齊集在網上積極地參與聖誕禮儀，讓我

們再一次藉着重溫救主耶穌的誕生，領受基督降生帶給我們真光和分享永恆的生命。我們

誠心祈禱，在這普世歡騰的日子裏，特別將聖誕的平安和喜樂送給感染疫症的病患者。

    為營造一片歡樂氣氛，特別邀請同學們在家中錄製聖誕歌曲短片，在禮儀中播放。雖

然同學未能回校一起歡度聖誕，但仍不減聖誕所帶給同學的意義和喜悅。

復活節禮儀
    「普世喜洋洋，慶

賀永生君王……」在一

片歡樂歌聲中開始復活

節禮儀。復活節是紀念耶穌從死者中復活，藉耶穌的聖死救贖我們的過錯，重新出

發。宗教委員會製作復活節禮儀短片，邀請同學帶着喜樂和盼望歡度復活期。我們

藉聖詠、福音及祈禱領受復活的希望和喜樂，求主賜予我們一顆堅毅的心，跨越疫

情帶來的不安與恐懼，深信復活的基督與我們共度這個難關和考驗。

會祖瞻禮
    我們於5月7日（五）懷着一份感恩的心去慶祝會祖瞻禮，一

同參與禮儀。會祖於1808年5月8日創辦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後來

六位先鋒修女遠道從意大利來華，並在香港開辦學校，讓我們有幸

入讀香港嘉諾撒學校。

    在禮儀中，我們重溫會祖生平事蹟，了解她如何憑藉堅毅精神去履行愛德

工作，我們亦能欣賞學生繪畫會祖愛德服務的畫作，以及誦唱「誦嘉諾撒會

祖」歌唱片段，同學亦透過方校長的分享，對會祖有更多的認識。最後，我們

謹記會祖的一句話語：「當我們真的有需要時，我們的天父會照顧一切。」讓

我們以會祖為模範，面對一切困難時，要信靠天主，祂必會助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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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品德培育，因此在網課

期間，每個循環周期，仍設有生活教育課，除了

個人、群性、學業及事業的四大範疇外，為配合

本年度的主題—堅毅，內容也包含了：嘉諾撒人

素質課程、校本輔導活動—嘉點力、性格強項活

動—嘉點讚、靜觀等，使學生能更正面地學習會

祖的堅毅精神。同時，我們也安排了一場青春期

的講座給五年級學生，讓男女生分別深入認識踏

入青春期的身心狀況，使他們更了解自己的成長

需要。因為學生長期使用電腦上課，他們每天接

觸網絡世界，為使他們善用網絡資源，我們在各

級別也設計了不同的「資訊科技素養」課程，好

使他們善用資訊科技。另外，為免他們因長時間

使用電腦而影響視力，我們也教導學生做護眼

操，讓他們好好保護眼睛。

  與此同時，校長和老師仍繼續

錄製周會短片，讓學生學習宗教

及性格強項的主題，使他們在靈性

上及品德培育上有更全面的發展。

停課期的

品格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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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是學校推行正向教育的第三年，承接去年推行的性格強項課程，今年繼續深化學生對性

格強項的認識，並推行「嘉點讚」計劃，鼓勵他們在生活中實踐性格強項，為校園營造正向氣氛。

	 	 「嘉點讚」計劃以儲蓄「正向Buddy貼紙」形式，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發揮24個性格

強項。在十二月至五月之間，當老師或家長發現學生能善用性格強項，便會送給他們「正向

Buddy貼紙」。學生需把貼紙貼在「嘉諾撒銀行存摺」的儲蓄表內。老師會定期檢視學生

獲發「正向Buddy貼紙」的狀況。學生於五月底進行「嘉點讚」反思，檢視學生在

日常生活中發揮24個性格強項的成果。同時增設獎項讚揚表現出色的學生，

推動他們發揮性格強項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藉著「嘉點讚」計劃，老師及家長可利用性格強

項，多發掘及稱讚學生的優點，以正向溝通方式，

建立良好的關係。

「嘉點讚」計劃

存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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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年度「堅毅」主題，學校推行「嘉點力」計劃，鼓勵學

生不怕困難，以堅毅的精神去完成目標，培養良好的習慣。 

    學生先在12月份的生活教育課中學習訂立目標的原則，並回家

構思新的生活習慣，然後在4個月內持之以恆地朝着目標進發。 

    學校透過小冊子、紀錄表、中期檢討及課堂反思，推動學生為

實現目標貫徹始終，負責老師亦會向所屬學生了解進度，加上家長

在日常生活中的提醒及鼓勵，務使學生能發揮堅毅精神，為訂定良

好的新習慣努力。

    春節及復活節假期期間，學校收集了學生

的生活片段，看到學生在體能、家務、自理能

力及自學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做到堅持而

不放棄。

    在4月舉行的反思課堂中，學生踴躍分享新

習慣帶來的滿足感和自信，從分享中，同學間

互相欣賞彼此的堅毅精神；縱使當中有未能成

功達到目標的，也從中學習到只要盡力而為，

必能有所進步。

嘉點力計劃

3F梁可瞳：每天做家務 1A鄭純希：每天練習一字馬

4F葉晞姸：每天執拾床舖

3D鍾沅容：學習獨自睡覺

3E李姿：每天練琴

2A蕭玥樺：每天拉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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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靜觀課程，除了以往推行的基本課節外，也加入了各級

的簡介及重溫課節，好使學生能更快掌握靜觀的基礎理念和原則；小

二至小四更將有關課節增至每級四節，讓學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認識

靜觀的好處，以及豐富個人體驗靜觀。本年度的課程安排，已按照實

體或視像教學的特色進行編訂，令學生無論在家或在校，都能在合適

的環境下學習。

    除了學生課程，學校亦於3月10日為小一及小二家長安排「與孩

子一起修習靜觀」視像講座，由資深靜觀導師黃燕華女士主講，由於

視像模式關係，家長們都在家中出席講座，可以即席與孩子一起學習

靜觀，可算是意外收穫。

靜觀課：靜觀伸展

靜觀課：製作冷靜瓶

靜觀及情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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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學校會於12月、3月及6月為學生舉行生日會，目的是讓學生見證

自己的成長及感受生命帶來的喜悅。

	 	 受到疫情影響，本年度的第一次生日會於12月21日以視像形式進行。

當天，師生透過視像共聚，為9至12月生日的學生慶祝生日，大家一起唱生

日歌，一起遊戲，共度了一個難忘的「視像生日會」。

	 	 因疫情關係，本年聖誕聯歡會在2020年12月21日透過ZOOM視

像方式進行，雖然同學們未能聚首一起於課室慶祝，但仍無阻當天

歡樂喜悅的心情。聯歡會節目精彩豐富，有遊戲搶答、幸運抽獎、

老師分享及聖誕歌大合唱，真是既特別又難忘的一天。

生日會

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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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時段
「最受歡迎表演大賽」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的演藝時段已由現場表演改為以錄影模式進行比賽。同學上網提交影片後，校內學生會進

行投票，以選出最受歡迎的影片。我們一共收到七十五段影片，可見同學們對是次活動的反應非常熱烈。另外，學生

也可上載「粉絲留言」到網上平台，以表達對參賽者的欣賞。

    這次活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台，讓學生可以在疫情下繼續發揮潛能、提升自信和互相欣賞。

4A 29 余穎漢 唱歌

3E 20 盧恩霖 空中瑜伽3F 2 白浩冉 跳舞

4F 26 黃奕泓 樂器演奏

4D 20 盧芊泳 唱歌及樂器演奏

4D 21 麥巧哲 唱歌

4E 2 陳昊琛 扭計骰三重奏

5A 21 趙婥喬 樂器演奏

6D 18 伍思嵐 2D 21 伍思辰 2E 23 伍思豐 樂器演奏

4F 4 蔡佩珈 唱歌

粉絲留言

粉絲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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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本年度有一個不一樣的學年，因此小一適應也變得不一樣。

    學期初，學生未能回校上課，為了讓小一學生早日認識學校，學校在8月24日利用

網課形式，為小一學生開展了小一適應課程。當天介紹了校長和職工讓學生認識，內容

還包括了：學校的環境、會祖、校訓、校徽、祈禱及衣飾等。上課時輕鬆互動，學生積

極參與，家長在旁協助子女，氣氛愉快，大家打成一片。

    接下來，學校為同學製作了短片， 透過短片學

習，短片的內容有：學校的場地及使用、規律的生

活、小息的使用、介紹各學科、上課常規、聲情教學

和如何抄寫手冊等。

    到即將復課時，學校也為同學們製作了防疫篇，

讓他們做好衛生防疫的工作才回校。復課後，學校也

安排了四天的適應課程，內容有：遊校園、如厠訓練、集隊訓練及聲情教學等。

    學校為小一學生在學校環境、學習生活及自理訓練，設計了適應課程，在家長的配

合下，能有助小一新生融入校園，快樂地投入小學的生活。

小一適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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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的學與教
    本學年仍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學校未能全面復課。停課期

間，學校和學生善用不同學習模式，保持學生的學習動力和興趣，

以達致「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目的。

    本校善用一向的優勢—電子學習，運用多元化的電子學習策

略及電子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學習材料及合適的學習活動。在停

課期間，教師運用視像會議與學生進行實時網上教學，加強與學生

之間互動，給予他們即時指導和回饋。完結後，教師把該堂的教學

重點製作簡報，上載到學校內聯網，供學生隨時觀看或重溫。因此

即使學生暫時不能回校，他們亦可透過實時網上教學及教師自製教

材，讓他們因應自己的學習需求及進度在家中繼續學習。

    此外，學校亦運用網上功課系統，方便學校在停課期間，透過

網上分發及收集功課。老師可在網上即時指導學生，帶領學生討論

學習，通過有系統的記錄，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並提供適當

的支援及跟進，以便在復課後重拾正常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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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攜裝置計劃
	 	 學校本年度推行「自攜裝置電子學習計劃」，五年級其中兩班學生自

備平板電腦，使用電子課本或通過網上學習平台進行學習。老師們因應各

教學單元的學習內容，計劃如何善用自攜裝置和電子學習材料，以提高學

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效能。老師運用不同的軟件或學習平台，例如Rainbow	

One、Padlet、Pear	Deck、Quizizz、Nearpod、Kahoot等，設計及進行恆常

電子學習活動。當中Rainbow	One	、Quizizz和Kahoot的評估功能及Padlet

和Nearpod的分享功能，能讓老師即時了解學生對該課題的學習情況，並

提供即時回饋。電子學習不但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令他們上課時更專

注，	亦促進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增加師生、生生之間交流，更有助處理

個別差異，提升學生學習自主性。

BYOD計劃的推行

利用平板裝置回應問題

家長及學生試用裝置，體驗學習歷程

申請關愛基金協助有需要學生購置流動電腦裝置配備後備裝置，以供應用 安裝MDM，完善管理及更新平板裝置

自攜裝置計劃 家長會

分享學生回應，共同討論答案 運用Pear Deck教學軟件上課

找出問題，解決教學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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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陳加齊

	 	 學校在農曆新年前舉辦了「中華

文化日」。我不但可以穿上色彩鮮豔

的華服，還可以了解及體驗中國傳統

藝術—剪紙。我很榮幸被獲選在課

堂上與同學分享新年願望—小燈籠許願卡，希望

這份祝福傳遍學校的每個角落……

5F陳沛喬

	 	 「中華文化日」當天，我們進

行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活

動。我除了認識到農曆新年的習

俗，還學到中國傳統手藝—剪

紙。我很喜歡剪紙這個活動，當中運用了多重對摺的

技巧進行剪紙，雖然圖案上的線條很細密，需要小心

翼翼地進行，但當我順利完成後，感到很有成功感。

	 	 最後，我要感謝學校在疫倩下仍舉辦網上版本的

「中華文化日」，讓我對中華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本校於2月9日（星期二）舉行「中華文化日」。鑒於疫情影響，一至五年級的

學生在家以網課zoom形式進行，而六年級則在校參與文化日活動。當天學生均穿着

富有中國特色的服裝上課，在中文課時段進行有關文化日的活動，如：欣賞農曆新

年習俗短片、參與以堅毅為主題的網上互動遊戲、設計及分享小燈籠許願卡、體驗

中國傳統手藝──剪紙等，讓學生感受中國傳統的春節氣氛、節慶的歡愉。

「中華文化日」心聲

中華文化日

4F蔡佩珈

	 	 雖然本年度的「中華文化日」

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但是我也樂在

其中，感受到濃厚的中華文化氣

息。這天，我最喜歡的環節是可以

穿着紅彤彤的華服上課。當老師、同學和我都穿着

各具特色的華服，人人都顯得神采飛揚，增添了不

少春節氣氛呢！

2A石澄熙

	 	 二月九日「中華文化日」那

天，我覺得非常高興，因為我在

課堂上玩了很多遊戲，當中我看了

「年獸」的故事，使我印象難忘。

6C大合照

3F大合照

4F 蔡佩珈 5F 陳沛喬

1F大合照

2A 石澄熙

5E大合照 4C大合照

2A大合照

3B 陳加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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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方便同學們在家學習，圖書館準備了五段短片，

介紹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免費服務。短片連結的二維碼放在

本年度的閱讀小冊子，同學們可隨時隨地使用流動裝置，

詳細了解公共圖書館網上閱讀功能。相信網上閱讀佔學習

生活的比重越來越大，同學們要學會應用不同的系統和搜

尋器，應付學習上及消閒娛樂的

閱讀需要。香港公共圖書館歡迎

市民申請網上帳戶，足不出戶便

可以瀏覽本地及世界各地的書籍

或資料。同學如想申請網上讀者

帳戶，可利用右方二維碼。

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網上閱讀新趨勢

    成語故事多來自歷史典故或寓言故

事，孩子們從小愛聽故事，學習成語一向

都是他們喜愛的課題，寓學習於娛樂，其

樂無窮。本年度的成語故事演講比賽，歡

迎所有一、二年級學生自由參加。在參賽

片段中，你會見到同學們生動有趣的表情

動作，精心設計的道具，甚至貼合故事主

題的背景。由中文科老師組成的評判團實在費索思量，在眾多表現傑出的參賽者挑選優勝作品。如果大家想重

溫同學們用心的演出，可到校網數碼頻道，進入《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語言學習 兒童多媒體資源電子書

班別 優勝學生 參賽成語

1A 黃倩柔 守株待兔

1B 陳鈺涵 畫蛇添足

1C 何希澄 鷸蚌相爭

1D 張澄晞 井底之蛙

1E 陳景揚 螳螂捕蟬

1F 高苡澄 狐假虎威

班別 優勝學生 參賽成語

2A 左詠彤 刻舟求劍

2B 洪梓晴 杞人憂天

2C 劉雪蕎 東施效顰

2C 黎天睿 東施效顰

2D 溫智誼 紙上談兵

2D 阮家謙 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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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ewsletter
This year we were extremely proud to launch our first 

ever issue of CSHK Reading Newsletter. The plan for the future 

is to release four newsletters each year. There will be one in 

September for the new school year, followed by newsletters for 

Christmas, Easter and Summer. The newsletter features reading 

activities across the school, introduces our students to brand 

new books and authors, gives information about global reading 

days, and most importantly, features some wonderful work 

from our students. It is wonderful to see students reading and 

being curious about new books and authors. The fact that we 

can share their tremendous pictures, stories and book reviews 

places a real value on reading and gives the newsletter a warm, 

student-centred feel. The newsletter is part of building a strong 

reading culture, which is something we value highly at CSHK. 

Feedback has been very positive, and we are delighted that 

many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contributing to future issues!

英語活動

2A (31) Yang Hau Ching, Belle.

Our first issue of CSHK Reading Newsletter!. The issue at Easter features some theme-related books for students of different reading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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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ed on Books
This year also saw the launch of our exciting online book 

club, Hooked on Books. With our students learning remotely 

for large parts of the year, it was vital that reading, books, book 

discussion and the sharing of literature extended from school 

into the home. This way students could still access new books 

and remain interested in reading. They were also able to post 

comments and engage in discussion around books, setting, 

characters, plot and different themes.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 

online format is that it is accessible for every student.

The book club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P1-P2, P3-4 

and P5-P6. Book extracts are chosen based on both reading 

and interest level, and are posted every 1-2 weeks along with a 

discussion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is great for parents as it 

can often be difficult to keep up with current authors and the 

variety of wonderful new books out there for children. Some 

students have told us that their parents have ordered some of 

the featured books after reading the extracts! We are pleased to 

say the book club has proved really popular with our students, 

which is fantastic, and they often mention how much they enjoy 

reading the extracts and discovering new titles and authors.

6E Wong Ching Ngai, Emily
This year our school established an 

online book club, Hooked On Books in Google 

Classroom. We can discuss books and share our 

thoughts about reading with one another there. 

There is a section called ‘Book of the Week’. Mr. 

West suggests interesting books for us and posts 

some related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every 

week. 

I love reading so I like the platform very 

much. I find that many of my schoolmates 

share the same hobby as I do. My favourite 

book series is Harry Potter. I have met lots of 

Harry Potter fans on the e-sharing platform.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and plots in the 

books. It is great fun! I have gained confidence 

in sharing my ideas with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since I have been posting my thoughts about 

books and authors. I think the e-sharing platform 

is fantastic because it is full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nd enthusiastic discussions.

4A Jiang Tsz Ue, Judy
Hooked on Books is a new ebook sharing platform in our school 

this year.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know more books online 

during the school suspension period. Mr West often shares a variety 

of books with us. I like the books he recommends. The content and 

themes are interesting. For example, What do real penguins do? is 

the book I enjoyed most. It was fun to learn more about penguins. I 

also share my thoughts on these books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Parents of 1F Li Wing Hei, Jolie
Interesting, interactive and inspiring are the three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online book club, Hooked on Books. The stories shared 

by Mr West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In addition to the 

lovely, colourful drawings, the stories cover many different themes, 

like family and friendship. The animal characters are also very funny 

like a wolf called Brenda from Brenda is a Sheep.  

The platform is not just about reading. Kids can listen to the 

stories read out by the authors and exchange their ideas about 

books. Jolie enjoys reading the comments by other students and the 

response from Mr West. In short, it can help improve kids' read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Please come and join Hooked on Books.

Many students came along and shared their books on 
Hooked On Books in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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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 (4) Choi, Joan Nicole
I have been in the debate club for two years and I 

thoroughly enjoy it. Debating does not only develop our English 

fluency but also increases our confidence as we have to speak 

in front of large audiences. There are debate workshops that 

hone our skills in debating. We learn about the manners of 

debating, revise speeches, think of rebuttals and much more in 

these workshops. The experience is very enjoyable. After the 

workshops, debate competitions are held. I feel nervous about the 

competitions but I think they are valuable learning experiences. 

I received the best speaker award in one of the 

competitions. I believ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is hard work, perseverance and creativity. My success motivates me to do better! Sometimes I 

lose competitions but I still learn a lesson from the experience. Failure makes me strive to work 

harder! 

The debate club has helped me gain a lot of knowledge and, most importantly, I 

appreciate Mr West and Miss Ho, who have helped me during this fun two-year process. 

Debate
This year twenty-four students 

from P4-P6 took part in our debate club. 

We believe that the debate club gives 

students the chance to enhance many 

valuable life-long skills such as higher-

order thinking, researching topics, 

reasoning, teamwork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It also boosts their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and improves their 

general knowledge. There are so many 

benefits!

Exploring genuine global and local issues helps our student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provides 

them with valuable insight, encourage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generates empathy. These are all essential 

qua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is year we entered four teams in two different competitions, which enabled both more experienced and 

first time debaters to get a taste of what debating is all about. Traditionally, this is done in a face to face format, but 

this year we conducted the workshops and matches over Zoom. This posed some new 

challenges compared with normal debating, but the students brought the same passion, 

energy and commitment to all the workshops and competitions. 

Having the chance to debate with other students in other schools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for them. All our students did a wonderful job this year and were a real credit 

to the school! Well done!

Nicole received the best speaker award in a debate 
competition.

Students did the debate match over Zoom. Look how excited and happy the team 
was when we knew that we were the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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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了參加Olympian City奧海城「HELLO! Alien外星

人設計比賽」經過一群Olympian Kids  Imagineer兒童顧問團和

HK Creates創辦人鍾燕齊先生評選後，本校學生成績優異，分

別取得初小組冠軍、高小組冠軍及3名優異獎。得獎同學設計

的外星人將會分別印製在口罩及間尺上，到時他們可以戴上有

自己設計的口罩，間尺則派發給全校同學，分享他們喜悅！

常識科比賽
第四屆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是以STEM（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數學

Mathematics）教育為主題的全港性校際比賽。賽事以動手創作、實踐解難為主題，讓學生在過程中學習、

思考及運用STEM的原理和技巧，激發學生對STEM的興趣，提升其創造和解難能力，推動STEM教育的發

展。是次比賽分為初賽及決賽。我校共有3人參與，並成功晉級參與決賽。

「HELLO! Alien 外星人設計比賽」

初	小	組	冠	軍：🏅	1F黃祉融	
初小組優異獎︰🏅	3A曾昭睿

	 	 	 	 	 	 	 🏅	2F霍祇齊

高	小	組	冠	軍：🏅	4D霍䔝澄	
高小組優異獎：🏅	5B周可晴

外星人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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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學習周
    學校於2021年4月26日至5月7日舉行科技學習周，活動內容包括製作

「科技小玩意」，學習科學及機械的基本原理。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學習

活動和科技探究，培養他們對STEM的興趣，提升探究、解難、創意及運

算思維能力。學生在老師悉心設計的活動中，表現積極投入。在好奇心驅

使下，學生不斷測試及改良自己設計的科技產品，從積累的經驗中學習。

其中五六年級進行較有挑戰性的微振機械人比賽，同學須改裝機械人，以

進行賽跑及相撲比拼，整個過程緊張刺激，富有趣味性。這種學習方式令

學生樂於嘗試及接受挑戰，更難得是從中可以建構到不少知識和技能。

STREAM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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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藝術教育計劃
    小四同學今年參加了賽馬會藝術

教育計劃，名為「看得見的記憶」。

學生能認識中國的器物由古至今的演

變，同時了解生活中器物和藝術的意

義。學生在課堂中運用了竹來進行創

作，更利用AR技術加深了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學生感到新穎有趣。

視藝科比賽

同學們很投入課堂。

看！我成功創作了一件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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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普通話科於復活節期間舉行了講故事比賽，讓全校學生自

由參與，學生只需拍攝一段約2分鐘的短片上載Google Classroom便可。

我們期望透過這次比賽，讓學生在疫情下也有施展才華的機會，並提高

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參與的同學均可獲得小禮物一份，同時在三個

學習階段設有冠、亞、季軍三個獎項，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從短片中可見參與的學生都表現得非常投入，有些繪影繪聲地把故

事講述出來，有些配有圖畫及道具吸引觀眾，有些更利用不同的服式來

演繹故事內容，十分精彩！

是次比賽結果如下：

級別／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二年級 2C陳心悅 (2) 2B 陳彤蒑 (1) 1A 劉依菲 (15)

三、四年級 3B陳加齊 (2) 4F 林凱晴 (15) 3F 盧恩霖 (20)

五、六年級 5A吳百豈 (15) 5C 徐漪澄 (27) 5B 陳凌慧 (3)

我是環保小戰士

低年級冠亞季

高年級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冠亞季軍

中年級冠亞季

小馬要過河，大家快幫忙！

小烏鴉，想喝水呀！

普通話科講故事比賽

 21



主題牆
    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1774-1835)在意

大利北部的韋羅娜城誕生。她出身貴族，自

小孕育了愛主愛人的熱誠。她長大後更毅然

放棄貴族的生活，於1808年創辦修會，取名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860年的4月，六位來自「嘉諾撒仁愛女

修會」的先鋒修女，經過一段漫長而危險的

旅程，從意大利到達香港。她們年輕、勇敢

及能幹，創立了孤兒院、小型醫院和殘疾人

士中心，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貧困兒童

開設了多所學校，為大眾服務。

    當同學進入校園看到主題牆時，希望大

家能感受到修女們的堅毅精神，更重要的是

在生活中活出來。在主題牆裏，我們把會祖

的一句金句「Make Jesus Known and Loved」

藏起來，快來看看。

STEM LAB創夢嘉園
    STEM近年熱遍整個教育界，為了加強本校同學有關STEM技能的

培訓，讓他們有更多機會親手製作器具，本校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

金，改建了一間風格獨特，功能先進的STEM LAB（創夢嘉園）。

    剛步進這間STEM  LAB，便會被它那個由多條曲型木條組成的

天花所吸引，這是模擬3D打印的切片而設計的。四邊分別由Maker 

Station, Digital Fabrication，分組自由牆和最新型的E-Blackboard等組

成，再加上最新型的鐳

射切割機、3D打印機

及全能工具牆等，務求

讓學生可以獲得最新的

動手實作體驗。

校園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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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新姿采
    暑假過後，大家回到

學校，可有發現禮堂煥然

一新呢？現在就讓老師為大

家介紹一下禮堂的新設施。

    大家踏進禮堂，首先映入眼簾的必定是舞

台兩側原本白色的牆已裝設了木吸音板，襯托

着木地板，顯得更加高貴。再仔細看看，台上

的布幕已轉為紫色，配合兩旁新更換的棗紅色

窗簾，色彩更加豐富，更有層次感。

    隨着轉向禮堂的另一面，大家會發現新建

了一個高台，這就是新建的影音控制台。在表

演時，控制員可在台上控制音響設備，亦可利

用新增的三排射燈，令到表演更加多姿多采。

除此以外，控制員亦可使用在禮堂三面的視像

鏡頭，實時轉播舞台上的表演或錄製片段。

    最後，留給大家最深印象的，必定是感到

禮堂增大了，這不是禮堂擴建，而是以前佔了

很多空間的兩台冷氣機和冷氣管槽，已由十多

部分體冷氣取代，以後在禮堂的觀眾可不用忍

受冷風直吹之苦了。

    這一切旳改動，都是為了讓同學們有一個

更佳的環境學習和展示學習的成果。

影音控制台 新的冷氣機舞台射燈

舞台吸音板

擴大洗滌空間

電子觸控黑板

禮堂轉播攝影機

CSHK學生工作桌子

作品展示櫃

新的窗簾

視藝室 新衣裳
    今年視藝室進行了粉飾工程，增

設了不同的電子器材，如：電子觸控

黑板、電腦  紙機等，目的是提升學

教效能。此外，視藝室亦增設了作品

展示櫃，增加展出學生作品的機會，

讓學生能互相學習，激發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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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果纍纍
學術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
人數

得獎學生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寫作

比賽 2019
優異獎 1 6A 姜紫喬

「香港英語辯論比賽

（小學組）」第一輪比賽

The Best Speaker 
最佳辯論員

1 6F 蔡雯雯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2021) 英語獨誦比賽

冠軍 1 4C 胡安琳

季軍 7 1F 李泳希  2C 劉心樂  3F 陳灝浤  3F 洪紫萱  4A 余穎漢  6B 梁愷庭  6E 王靖雅

優良 71

1A 譚溱喬  1A 尹明希  1B 陳凱琳  1C 耿蔚琳  1C 梁瑾澄  1D 蔡佩熹  1D 高銦廷  1D 關宇翔 
1E 許均灝  1E 嚴昭婷  1F 董瑋豪  1F 黃語嫣  2A 陳星羽  2A 季樂楓  2B 黃曉禕  2D 鄭伊洛 
2D 湯逸康  2E 陳奕廷  2F 梁熙堯  2F 黃貝兒  2F 胡彥芯  3A 李  澄  3A 林彥彤  3A 譚穎彤 
3B 馮  珵  3B 鄭樂欣  3C 陳衍妤  3C 劉珈晴  3C 黃以莎  3D 趙朗嘉  3D 孫梓渝  3D 黃以莉 
3E 劉綽橋  3E 黃靖淳  3F 關智林  3F 盧恩霖  3F 歐陽弘翰 3F 黃裕淅  4A 李晞彤  4A 歐陽鍶薇 
4C 陳偉峰  4D 黃靖騫  4E 林倩禧  4E 譚皓謙  4F 蔡佩珈  4F 朱恬然  4F 鍾幸言  4F 林凱晴 
4F 李汶標  5A 梁浠潼  5B 鄭之悅  5B 林衍晴  5B 王之林  5C 高康悠  5C 高銦汛  5C 劉焯瑜 
5E 許均薇  5F 陳仕廉  5F 梁紫晴  5F 沈菁言  5F 黃柏淳  6A 陳宛呈  6A 魏采桐  6C 陳昕榆 
6D 周祉言  6F 蔡雯雯  6F 蔡佩言  6F 許臻喬  6F 林妏靜  6F 黃康娜  6F 黃梓晴

良好 5 1C 賴以淳  1F 沈重言  2B 王詩妍  3D 梁梓朗  5B 吳汶芯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2021) 粵語獨誦比賽

冠軍 1 2B 張芷嫣

亞軍 3 3B 馮  珵  4B 何嘉臻  4D 李欣盈

季軍 4 1C 歐陽伽玟 3A 彭靜悠  3E 黃芷洳  5C 樂映瑤

優良 46

1A 鄭純希  1C 朱麗雅  1C 魏采桓  1C 戴樂昕  1D 梁沛睿  1E 吳頌昕  1F 姜瑩鎂  1F 李欣潼 
2B 洪梓晴  2B 王詩妍  2C 古可晴  2D 張懿菲  2F 黃貝兒  3B 林頌穎  3B 鄭樂欣  3C 歐陽靖雯 
3C 陳衍妤  3D 江曉琳  3F 李天欣  3F 盧恩霖  3F 潘  殷  4A 劉煦瑜  4A 歐陽鍶薇  4A 宋欣洛 
4C 胡安琳  4E 黃若楠  4F 蔡佩珈  5A 鄭秉灝  5A 尹梓誠  5A 黃子琛  5B 鄭之悅  5B 談樂融 
5C 曾亭僖  5D 周駿言  5D 梁天藍  5F 黃柏淳  5F 黃鈊如  6A 魏采桐  6B 陳恩祈  6B 何鎧澄 
6C 陳月言  6C 胡巧琳  6D 余穎心  6E 林靜純  6F 蔡佩言  6F 梁倬嘉

良好 18
1B 吳梓昕  2B 王韻琪  2C 劉心樂  2D 麥巧悅  2D 溫智誼  4A 林孝龍  4A 余穎漢  4D 周駿廷 
4E 陳晉浩  4F 林啓朗  5C 徐梓朗  5E 陳芍穎  5F 陳仕廉  5F 梁紫晴  6A 陳宛呈  6B 蘇沚柔 
6C 宋欣蓓  6E 馬晞兒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2021) 普通話獨誦比賽

冠軍 1 5A 吳子蕎

季軍 4 2A 陳星羽  2A 卓鈊媛  2B 張芷嫣  2F 顧澤萱

優良 38

1A 卓鈊朗  1A 譚溱喬  1A 黃梓穎  1B 陳凱琳  1B 李梓嫣  1B 黃穎欣  1D 梁梓雋  1E 吳頌昕 
1F 陳萌漪  1F 林建舜  1F 李泳希  2A 何汶錡  2B 陳睿言  2B 張凱渂  2B 關樂兒  2B 王詩妍 
2B 葉凱琳  3A 李  澄  3B 陳加齊  3B 柯希汶  3B 榮賜鳳  3B 鄭樂欣  3B 曾懿雯  3B 王安然 
3F 洪紫萱  3F 黃裕淅  4A 姜祉伃  4B 梁樂晴  4C 黃翔朗  4D 李欣盈  4E 林倩禧  4E 吳心蕎 
4F 許琛朗  5B 王之林  5C 許鋇灆  5F 陳仕廉  6A 姜紫喬  6E 王靖雅

良好 12
1A 鍾佩言  1B 王詩瑤  1C 梁瑾澄  2C 柳千羽  2E 陳奕延  2F 陳子揚  4F 蔡佩珈  4F 鍾幸言 
5B 陳凌慧  5E 鍾嫝晴  5E 盧樂汶  6F 蔡佩言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

挑戰賽決賽 (2020-21)

（網上比賽）

個人賽優異獎 15

5A 吳百豈  5A 梁志朗  5B 余智勤  5C 梁  禧  5C 樂映瑤  5C 高銦汛  5C 徐梓朗  5D 周駿言 
5E 田浩林  5F 許庭瑋  5F 甘恬娜  6A 王昱傑  6C 盧善衡  6F 陳汶蔚  6F 林妏靜

「香港英語辯論比賽

（小學組）」第二輪比賽

勝出隊伍 3 6A 曾宥琳  6B 曾鍩恩  6D 陳方圓

The Best Speaker 
最佳辯論員

1 6E 王靖雅

「香港英語辯論比賽

（小學組）」第三輪比賽

勝出隊伍 3 6C 宋欣蓓  6E 王靖雅  6F 蔡雯雯

The Best Speaker 
最佳辯論員

1 6E 王靖雅

網「樂」安全比賽
金獎 1 3B 柯希汶

優異獎 2 4D 陳汶樂  6F 陳汶蔚

「2021 春季世界

數學測試」

數學科

14 優異
5A 吳百豈  5B 區晞彤  5B 陳凌慧  5B 黃敬恆  5C 樂映瑤  5C 曾亭僖 
5D 周駿言  5E 陳韻淇  5F 甘恬娜  5F 何臻意  5F 許庭瑋  5F 關千嵐 
6E 黃敬熙  6F 蔡雯雯

4 良好 5A 鄭秉灝  5A 趙婥喬  5D 陳  翀  5E 許茵婷

2
中學組

優異 6E 歐陽弘軒 6F 吳冠燁

1 良好 6A 王昱傑

解難分析科

12 優異
5A 趙婥喬  5A 吳百豈  5B 區晞彤  5B 陳凌慧  5B 黃敬恆  5C 高銦汛 
5C 樂映瑤  5C 曾亭僖  5D 周駿言  5E 田浩林  5F 甘恬娜  6F 蔡雯雯 

5 良好 5E 陳韻淇  5E 許茵婷  5F 何臻意  5F 關千嵐  6E 黃敬熙

2 中學組 良好 6E 歐陽弘軒 6F 吳冠燁
 24



藝術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大嶼生態街坊 Look 填色比賽 優異獎 3 3C 吳子嫣  3E  劉綽橋  3F  蘇梓瑜

HELLO! Alien

外星人設計比賽

初小組 冠軍 1 1F 黃祉融

初小組 優異獎 2 3A 曾昭睿  2F  霍祇齊

高小組 冠軍 1 4D 霍䔝澄
高小組 優異獎 1 5B 周可晴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 冠軍 2 6C 胡巧琳  4C  胡安琳

鋼琴獨奏（四級 ) 冠軍 1 4C 胡安琳

鋼琴獨奏（一級） 亞軍 1 1C 戴樂昕

鋼琴獨奏（五級） 亞軍 1 4E 林倩禧

鋼琴獨奏（六級 ) 亞軍 1 6C 胡巧琳  6F  梁鈞浩

小提琴獨奏（二級 ) 季軍 1 3E 林傲年

外文歌曲—童聲獨唱 季軍 1 4D 盧芊咏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金獎 1 3F 盧恩霖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13
1A 卓鈊朗  1C  董心蓓  1D  姚修穎  2A  卓鈊媛  2D 湯逸康 
2F 盧靖葇  3B  曾懿雯  3C  黃以莎  3D  李詠揚  3D 黃以莉 
3E 黃婧喬  4D  陳昦縈  5D  周駿言

小提琴獨奏（二級 ) 銀獎 2 1E 陳鎧琳  6B  邱琬晴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 銀獎 4 1E 陳希恩  3B  許嶠之  3B  馮  珵  3C  成宛霖

小提琴獨奏（一級 ) 銀獎 2 1F 郭泓瑩  4B  鄭楷晉

二胡獨奏（高級組） 銀獎 1 3F 白浩冉

小提琴獨奏（四級 ) 銀獎 2 4F 林柏年  5B  王之林

中提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1 6B 鄭凱文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銀獎 2 6B 李全政  6F  許臻喬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銀獎 4 2A 左詠彤  4C  丁顥曦  5C  曾亭僖  6A  羅飄雪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 銀獎 2 5B 周婧瑤  6A  袁  悅

木琴獨奏—小學 銀獎 1 6F 楊凝睿

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銀獎 2 2D 鄭伊洛  3D  趙朗嘉

長笛獨奏—小學（高級組 ) 銀獎 2 5A 趙婥喬  5B  林衍晴

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銀獎 2 4C 黃翔朗  6F  黃梓晴

單簧管獨奏—小學（初級組） 銀獎 4 3C 林卓希  3F  盧恩霖  5E  陸鍵峯  6A  林卓言

聲樂獨唱—中文—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銀獎 1 4D 盧芊咏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7至 8歲 銀獎 1 2F 胡彥芯

Vocal Solo - Foreign Language -

Girls Treble Voice - Primary School
銅獎 1 6D 謝穎思

小提琴獨奏（一級） 銅獎 1 4F 梁允謙

小提琴獨奏（二級） 銅獎 1 5E 關子希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 銅獎 7
1D 吳晞兒  1D  高銦廷  1F  姜瑩鎂  1F  鄭匡婷

2C 麥芊玥  3B  陳柏滔  4B  何嘉臻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銅獎 6
2B 張芷嫣  2F  蔡逸晞  3F  周子皓  4A  王逸羲

4F 葉晞妍  6B  何鎧澄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 銅獎 6
2F 郭泓哲  3D  李汶檉  3D  鍾沅容  3F  陳雪兒

5A 謝懿芯  5E  梁蓁曦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 銅獎 1 5D 黃嬿綝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 銅獎 3 5A 黃子琛  5D  王添訢  6D  阮康琳

分級鋼琴獨奏（六級 ) 銅獎 1 6D 謝穎思

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銅獎 1 4D 林慧枝

高音直笛獨奏—小學—8歲或以下 銅獎 1 3F 盧恩霖

體育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赤子全港公開三人籃球挑戰賽

投籃賽
冠軍 1 3B 柯希汶

季軍 2 5B 王亮之 6B 黃詠琳

亞軍 4 3B 歐穎孜 3B 柯希汶 3B 林頌穎 3E 許心饒

殿軍 6
3B 鄭樂欣 3F 龔允淇 3F 關智林 5A 謝懿芯

5B 王亮之 5D 黃嬿綝

逆籃而上三人籃球賽 2021 亞軍 4 4A 劉煦瑜 4B 梁樂晴 4C 何婥琦 4E 吳羿希

第十二屆愛鄰舍 2021 室外三人籃球賽 季軍 4 3B 柯希汶 4C 何婥琦 4D 江樂澄 4E 吳羿希

蘇黎世保險香港學界 3X3 籃球挑戰賽 冠軍 4 5B 王亮之 6A 邱曉蔚 6D 陳韋縈 6D 梁格怡

嘉喜訊

張晞汶老師的
女兒 楊麗妍老師余卓妮老師的女兒朱嘉欣老師 趙家鳳老師的女兒  25



    家長教師會為配合學校今年德育主題「堅毅」於4月舉行「爸媽『嘉』點力」比賽，旨在鼓勵

父母與子女共同參與比賽，向難度挑戰，從而在活動中體現堅毅精神，並能促進親子關係。

    家長及教師委員已就遞交的短片進行甄選，選取當中內容符合比賽要求的短片並將之上載到學

校內聯網讓同學欣賞。經過同學、家長及教師們熱烈投票，最後選出三項大獎，比賽結果如下：

最堅毅家庭大獎：4F	林凱晴（題材：攀石）	 	 	 最合拍家庭大獎：1F	楊凱茼（題材：砌模型）

最温馨家庭大獎：3D	侯雅瀅（題材：結辮子）

「爸媽‧『嘉』點力」比賽

1F 蔡漾彥 爸爸教我做熱身

「爸爸，身體真的不能貼到地

上嗎？早知道我早上就

不吃那麼多東西吧！」

1E 吳頌昕 爸爸教我塗油漆

「爸爸，塗油漆真不容易啊！

我學會了給你油房間，好嗎？」

1D 紀文琦  爸爸教我游泳

「爸爸，爸爸，

我可以休息一會再游嗎?」

1F 楊凱茼  媽媽跟我砌模型 

「媽媽，你肯定我們真的不

用請爸爸幫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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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吳靖堯 單車樂

「姐姐，為了減輕單車的

重量。你可以先下車嗎？」

2F 梁熙堯  

爸爸和我合力製蛋糕

「爸爸，我們今天要做的蛋糕

是甚麼味道？」
3D  鍾沅容  

爸爸跟我踏單車 

「爸爸，今天我們的目的

地在哪裏？那兒有美麗的

花兒嗎？」

3D 侯雅瀅  

爸爸為我束馬尾

「爸爸，左右兩邊的辮子

對稱嗎？」

3F 梁可瞳  爸爸教我踏單車

「爸爸，這架單車對我來說

會太大嗎？」

4F 林凱晴 攀石大挑戰

「媽媽，你真的決定先攀過石牆嗎？

那我在這裏給你打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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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小一嘉家共聚

1A

1C

1B

    家長教師會於2月及3月份為小一家長舉辦了「小一『嘉』家共聚」活動。雖然活動以視像形式進

行，仍無阻老師、家長及家長教師會委員間的交流。

    活動中，校長講解「嘉」家共聚的目的後，家長們便分組由老師及家教會委員帶領，互相分享孩子

小一生活的適應情況。委員們都熱心解答家長的疑慮，而老師亦講解孩子們的整體表現，讓家長安心。

    最後的「『嘉』『家』大合照」令活動在温馨的氣氛下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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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1F

1D

嘉˙家合作，在疫情下散發出無限溫情，

讓一年級的同學能在「嘉家有愛」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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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家教會特意

於水果月送贈水果給同學們，希望大家能

增強抵抗力，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

2021水果日

  除送贈水果外，家教會還贊助同學們購買防飛沫擋板，

讓大家能於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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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嘉」家共聚	 1E 蔡尚希

	 	 3月27日，我們很高興能參加家教會的活

動。活動雖然在網上用Zoom進行，沒有面對面

分享的機會，但我們仍可以見到校長、老師及

部分同班同學的家長，讓

我們對尚希的學校生活多

一點了解。活動進行時各

家長都有機會分享，家教

會負責人也清楚講解該會

的理念，讓大家能明白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疫情下親子活動分享
疫情下我們的第一次露營	 2F 盧靖葇

	 	 這兩年疫情下，我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做了一些平常很

少做的事情，包括行山、親子烹飪、在家運動、宅渡假……

	 	 上周末我們一家嘗試了露營，在計劃前先問問靖葇的意

見，因為她是家中最怕熱的一位，但她立刻便說贊成，小孩總

是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心的。出發前，她的心情興奮不已；到達

後，如我們所料，她好像不太喜歡，大概原因是熱吧！哈哈！

她開始有點兒後悔當日的決定，但

慢慢適應後，她開始投入起來，還

和大家一起玩歷奇活動，晚上更幫

忙準備晚餐，我們這刻便知道小孩

的適應能力有多強。

	 	 這次旅程給了我們一家難忘的經歷，媽媽期待下次再和你

的「新嘗試」啊！疫情下，我會好好享受與女兒更緊密的親子

時間和一起去學習適應各種的改變。

消暑鮮橙刨冰	 2C 劉心樂

	 	 最近心樂在學校借了一本良友之聲刊物回

家，我們在刊物內看到一個又簡單又健康的鮮

橙刨冰食譜，於是與妹妹三人一起動手製作。

材料只需要數個鮮橙，將

鮮橙搾汁後放進雪櫃冰格

約8-10小時，取出後用匙

子刮出刨冰即可享用，真

是非常簡單美味，在炎炎

夏日中享用，既消暑又健

康，大家有空可試做啊！

Even on a cloudy day, the sun

is shining somewhere! 
 1D Katy Kidman

Although the recent covid-19 situation 

has been challenging for everyone worldwide, 

behind the dark clouds there has been some 

sunshine.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n business travel, 

I am seeing much more of my daughter, Katy, at 

home. Katy and I regularly walk to her school. 

During the walk, we talk about many things and 

play the game ‘eye spy my little eye’.

My British parents have also been in lockdown for much of 

the past 12 months. Every Hong Kong evening, we do a skype call 

with them. It is normally their lunchtime. We play word and number 

games. Sometimes Katy plays the piano with my mother. My mother 

normally sings whilst Katy plays the piano. 

Both my wife, Sandy, and I have lost weight during this period, 

especially myself as I have not been attending the usual Hong Kong 

business functions. 

We are very lucky in  Hong Kong.  The 

landscape is dotted with beautiful hiking trails. 

Sandy, Katy and I regularly hike these trails, 

especially around Taikoo and Quarry Bay. During 

the hike, I compete with Katy to count the number 

of animals we can see. Normally Katy wins! We see 

dogs, cats, snakes, birds, turtles, goldfish, wild boar, 

butterflies, etc. Katy’s favorite animal is the wild 

boar. 

In July Katy is going to learn to sail. So, Katy 

and I can enjoy together sea-based water sports.  

During this period, we are lucky to be living in Hong 

Kong. We should all be hopeful and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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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為別人喝采
    最近看了一齣名叫「二次人生」的電影，內容令我深受感動。

    電影的主角是一位沒有目標的年青人，他的人生在渾渾噩噩中度過，

直至他重遇小學時的恩師，為了陪伴有病的恩師完成十公里賽跑的心願，

於是下定決心參加這項活動，為恩師，也為自己的人生努力一次。

    在跑步的過程中，他跌倒受傷，視線變得模糊，但場邊觀眾的喝采聲一直指引著他向前跑；而在他跑步時，又

感受到已過世的父母、已入院的恩師等陪伴著他。及至接近目標時，他再一次跌倒，但他的好朋友在終點的歡呼、

喝采聲讓他有力爬起來，堅持繼續完成賽事，完成了人生中的一項挑戰，讓他可以為自己歡呼。

    其實，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當他們年紀還小的時候，父母、師長的角色像是領跑員一樣，引領、陪伴他們向

前跑。這階段，我們教導他們跑步的技巧，為他們指引正確的方向，給予他們陪伴和鼓勵。但隨著他們漸漸長大，

作為父母師長的，無可避免地需從跑道上退到場邊，讓孩子獨力在自己的跑道上朝著目標進發。我們在場邊能做到

的，是鼓勵他們，特別是在他們跌倒時，我們對他們的支持更為重要。當他們能克服困難，重新站起來時，我們的

喝采聲，是他們繼續有力前行的動力。而透過每一次的跌倒及爬起來，他們會變得更有自信、更堅強。

    除了父母、師長外，孩子們有能力為自己喝采嗎？當他們對自己有正面的看法、對人生充滿希望時，他們自然

會為自己每一次的努力、每一個新的階段喝采。能為自己喝采的孩子會擁有積極快樂的人生，而孩子們的正能量是

由日積月累而來的。因此，家長們，記著要多點欣賞孩子們的努力、讚賞他們的好行為、與他們慶祝每一次跨越難

關及每一項努力得來的成果……

    電影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別人喝采的意義。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觀眾的喝采聲中、在好朋友的鼓勵下，

終於克服困難，達成了自己的目標。願意為別人喝采、會為別人的成功感到喜悅的人，更能體會到生命的美好。

    學校本年度的「嘉點力」及「嘉點讚」活動就是希望培養孩子成為堅強、正面、積極、懂得欣賞自己、欣賞別

人的人。各位家長，讓我們一起努力，培養我們的孩子成為懂得為自己喝采、為別人歡呼的人！

香港嘉諾撒學校
家長教師會會訊

會
訊

電話：2561 0115 傳真：2562 7840 地址：香港鰂魚涌海澤街8號 電郵：canossahk@gmail.com

校長的話

    在這疫情困擾下，小朋友、家長、老師們都渡過了艱難的一年。 小朋

友由在家上網課，每月回校上課一兩天，到現在可以有三分二時間回校上

課，似乎終於有回復正常的曙光。在這一年，除了學生和家長們要適應上

學新常態，我相信最辛苦的應該是一眾老師們，見到老師為小朋友準備的

網課教材，見到學校不斷改良的上課安排，我深深體會到學校和老師們對

學生的那份關懷，在此衷心感謝學校的各位老師為我們的小朋友的付出！ 

    此外，很多家教會的活動如：旅行、盆菜宴等等亦因為疫情而被逼取消。儘管如此，家教會仍然努力為家長們

提供活動，例如：在三月份，我們為小一家長們舉辦了嘉家共聚的活動，在四月份，我們舉辦了爸媽嘉點力比賽，

而在五月份，我們亦籌備了水果日，雖然小朋友未能在校進食水果，我們仍

然為他們準備了水果，讓他們帶回家和家人分享。 

    去年很遺憾未能為小六畢業同學提供與家人在校拍攝畢業相的機會，今

年雖然仍未能在校拍攝，我們最終亦成功安排了小六家長與子女上影樓拍攝

畢業照，在疫情下，冀能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希望來年疫情好轉，小朋友

可以全面回校上課，家教會亦可以一如以往舉辦更多活動給家長和小朋友參

與。盼望在家校合作下，孩子們能有健康愉快的校園生活。

主席的話
吳振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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