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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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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同

學生在視藝課堂上用拼圖咭繪畫他們在校園生活最難忘的片段。
師生於 6 月 10 日共同在籃球場拼砌六百幾塊大型拼圖，場面十分壯觀。

拼出我校園
精采花絮片段

同學們還可以在小息
時在各樓層遠望尋找

自己的拼圖。

　　為慶祝本校二十周年校慶，視藝科舉行了集體創作活動—「拼出我校園」，讓學生發揮創造力，表達對學校的情感，

從而凝聚師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出 我 校 園 賀 神 年十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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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下，2021 年度的豐盛生命教育日能夠順利舉行，全賴天父滿滿

的恩典和全體老師用心的準備。縱使活動受着不少限制，也無減同學的積極

投入。透過影片介紹、手工製作、主題活動及小型佈道會，同學學習到「信、

望、愛、喜樂、捨己及感恩」這些基督教的核心價值，願天父的真理教導像

種子一樣撒播到同學心裏，每天健康地成長。

三年級同學正進行
「蒙眼」體驗遊戲。

李校長與同學愉快地分享上帝的真理！

同學把親手繪畫
的祝福卡送給同
學，讓同學能在
校園感受到天父

滿滿的愛。

透過多樣化的課堂活
動，如製作手工，小
組討論，個人匯報

等，讓不同年級的同
學能深入認識不同的

聖經主題。

同學正努力把學習成果
記錄在學習日誌上呢！

疫情下的「豐盛生命教育日」

四年級同學製作感恩卡，從日常生活中尋求「感恩」的事。

學生作品

三年級同學製作「愛
心翅膀」擺設，並把
有關「信心」的經文
寫在翅膀上，時刻記

着天父的看顧。
二年級同學製作的五色毛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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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馬綺呈

　　透過「豐盛生命教育日」

的活動，使我認識主耶穌，學

會了如何關心和幫助別人。

6C 崔顯瑜

　　我今天學會了喜樂和快樂的不同，喜樂是

發自內心的，長久的，而快樂則是短暫的，因

環境而改變的。我們應該珍惜，感恩我們現有

的，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滿足。而物質的快

樂無法持久，過了一段時間就會變得無趣。

　　凡事有正反兩面，我們要樂觀去看待每一

件事物，就算像力克那樣身體不健全，仍然可

以正面地，積極地活着，做到很多正常人做到

的事，甚至更加厲害。我十分感恩今天可以上

到這麼有意義的一課！

4C 楊善彤

　　我在蒙眼體驗遊
戲中學習了要相信主
耶穌。

4D 鄭傑文

　　我愛上帝，祂公義憐

憫待人，心存慈愛去明白

困乏人的需要，真誠地幫

助和施予他們。

學生心聲

同學於豐盛生命教育日獲益良多，回家後跟家長分享當日所學，以下是家長及學生的心聲。

困難處處，但恩典也處處！

疫情下的「豐盛生命教育日」

家長心聲

2B 郭千伶家長 5B 鄧傑方家長

6B 王政朗家長
3B 古栢豪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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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愛閱讀日！

　　今年閱讀日在 2021 年 3 月 30 日舉行，在疫

情下的閱讀日非常特別，回校人數受限以致只有

小一同學能回校參加，其他參與的年級則在家一

起進行網上閱讀日活動。

　　今年我們有幸邀請到馬星原先生來校主講，

他是本地漫畫家，《白貓黑貓》的主角就是出自

他的手筆。馬先生分享後，學生們都更了解創作

故事需要留意的地方。

　　最令學生雀躍的閱讀日活動是「閱讀擂台問

答比賽」，今年首次嘗試使用應用程式 Kahoot! 

進行比賽，讓在家中進行網課的同學也能熱烈參

與。

　　而每年同學最嚮往的閱讀日活動，相信就是

「活現書中人」，學生們都非常投入地扮演書中

人物，同學們都花了不少心思準備趣怪造型呢！

半天的閱讀日活動能在疫情下圓滿結束，真是值

得感恩啊！期待明年，大家也能健健康康、快快

樂樂地進行閱讀日。

學生心聲

老師也和我們一起
扮演書中人物呢！ 畫家馬星原先生到校分享創作心得，

更即席畫了白貓黑貓的角色。

我是優美的
Little Princess。

特別的一年特別的　讀日

一勤林幸晴

　　我很喜歡閱讀日。

我喜歡的活動是「活現

書中人」，因為可以扮

演我最愛的書中角色。

三誠楊善彤

　　 馬 星 原 先 生

讓我明白到漫畫

是怎樣畫的。

我們要去拯救世界了！

看我扮演哪個書中人物？

小魔女來啦！

我們正在進行閱讀擂台問答比賽，
大家都很緊張啊！

看我們多快樂！

四信謝卓庭

　　透過這次活動，我們

能 學 習 畫 卡 通 人 物 的 技

巧，我感到很開心。我喜

歡的活動是「閱讀擂台問

答比賽」，因為這活動既

緊張又刺激，還能培養我

們閱讀圖書的習慣，令我

獲益良多。

四信錢靖雅

　　我覺得閱讀日的

活動很有趣，希望下

年有機會親身回校和

同學們一起分享閱讀

圖書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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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在家網課時進行閱讀日活動情形。

孫悟空，

你的筋斗雲和

如意棒呢？
吼吼！小恐龍來了。

小紅帽來了，
大野狼在哪裏？

特別的一年特別的　讀日

你知道我喜歡哪
個書中人物嗎？

我最喜歡 Minecraft。

二誠呂承恩的創作

二信黃子恆的分享一勤蕭博文的分享

一勤林幸晴的創作

閱讀日小冊子佳作分享

恭喜你！你獲得最
佳服裝道具獎。

看我多麼的帥氣！
我是警惡懲奸的蝙蝠俠。

數數這裏有多少個公主呢？

禮服幪面俠在此。

嘻嘻！我是可愛的小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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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STEM TEAM 同學有幸獲邀參加北區小學機械人培訓計劃 2020。

學生於第一天的訓練中，嘗試以非編程的模式掌握 RoboMaster 的

操作技巧，在預設的障礙環境中移動。

嘗試對無人機進行的各項簡易的操作，

讓無人機能穩定地飛行，學生都十分投入及認真。

北區小學機械人培訓計劃
2020

活動過程中學習無人機的

簡易結構、操作、程式編寫

及生活中的應用。

學生在調校 RoboMaster 的

開始位置，並以他們編程

的內容進行障礙賽，其間

不斷進行測試及改良。

北區小學機械人培訓計劃
2020

北區小學機械人培訓計劃
2020

STEM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各項 STEM 活動及比賽，培養同學的邏輯思維

及解難能力，提升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和技能，讓學生的多元智能及才

華得以發揮，更懂得回饋社會。

My LEGO Panda
我的樂高熊貓設計比賽

6B班蘇恩浩同學於2021年的「My LEGO Panda我的樂高熊貓設計比賽」中獲得亞軍，他的作品的主題是「讓愛與平安降臨全世界」。

2021 年第三屆

未來工程師大賽

　　5A 班莊樂正同學於 2021 年第三屆未來工程師大賽

中獲得小學組優異獎，他的作品名叫「My Washing Friend 

2.0」。他的作品構思，是為了確保洗手人士能徹底清潔雙

手，並在悠揚的音樂下，享受潔淨的樂趣，保持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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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ACC THE 11TH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Championship (P5) 5 級組綱琴冠軍　4D 鄭芷晴

World Academy Dance & Music Open

PIANO - CONCERT CLASS GRADE 5 亞軍　　4D 鄭芷晴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板畫比賽 2020

優異獎 3A 陳智信

西洋畫 ( 第八組 ) 特等獎

6B 蘇恩浩

中國畫 ( 第八組 ) 一等獎

6B 蘇恩浩

小學組優異獎

6D 郭汶睿　6B 周佩欣

6D 李婥琛　6A 蘇晞蕎

1D 陳樂瑤 優良 ( 粵 )
2C 楊卓蕎 優良 ( 英 )
2C 吳思澄 優良 ( 英 )
3C 任煒桐 優良 ( 英 )
3D 陳希彤 優良 ( 英 )
3D 陳樂晴 優良 ( 英 )
4A 林恩熙 優良 ( 普 )
4B 徐藝晴 優良 ( 普 )
4B 余婧伊 優良 ( 普 )
4D 鄭芷晴 優良 ( 粵 )
5A 黎璦熒 優良 ( 英 )
5A 陳梓彤 優良 ( 英 )
5B 周晞瑜 優良 ( 英 )
5B 蘇恩浩 優良 ( 英 )
5C 陳凱嵐 優良 ( 英 )
5D 何清洋 優良 ( 英 )
6B 朱紫靈 優良 ( 英 )
6B 朱紫靈 優良 ( 粵 )
6B 汪子涵 優良 ( 粵 )
6C 康承敏 優良 ( 普 )
6C 彭以晴 優良 ( 普 )
6D 許子潔 優良 ( 英 )
6D 陸咏晴 優良 ( 普 )

第 72 屆校際朗誦節

小學五年級英文獨誦季軍

5B 唐逸晴

小學五年級詩詞獨誦冠軍

5B 唐逸晴

多元智能受陶植 校外比賽奪佳績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填色比賽 2020

解難大師冠軍　　　6C 康承敏

速算大王季軍　　　6C 康承敏

推理偵探季軍　　　5C 崔顯瑜

一等獎　　　　　　5C 崔顯瑜  6C 康承敏

二等獎　　　　　　5C 陳正希  5A 高以恒  6D 李明謙  6A 胡子墨

三等獎　　　　　　5B 蔣沛鋒  5B 王政朗  6C 陳俊諾

團體賽獎項二等獎　6A 胡子墨  6C 康承敏  6C 陳俊諾  6D 李明謙

小提琴組二等獎

4B 梁曦予

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第八屆全港兒童
繪畫分齡比賽

第十二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第 72 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1C 林柏陽 優良
1C 林幸晴  優良
2A 陳雅圓 優良
2A 黃子恆 優良
2B 曾凱琳 優良
3C 李明殷 優良
4C 明鎧汶 優良
5D 蘇沛雯 優良
6A 胡子墨 優良

季軍 3D 林政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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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饒敏玲老師，很開心來到蒙神祝

福，充滿歡樂和充滿愛的神小任教。我任

教啟信班，任教中文、數學、英文、常識

和視覺藝術科，主要是幫助新來港的學生

適應學校生活。我喜歡行山和踏單車。期

待在校園見到你們的笑面。

　　大家好，我是廖玲慧老師，十分感

恩可以加入神小這個大家庭。

    本年度，我主要任教數學和常識，亦

是三誠班班主任。

　　閒時我喜歡看 Marvel 超級英雄電

影，也很喜歡看 Pixar 動畫。週末時，我喜歡與朋友一起玩桌

上遊戲及發掘不同地方的美食，以放鬆心情。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享受校園生活。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你

的喜好及生活點滴呢！

　　大家好！我是冼穎詩老師，十分感謝

天父帶領我回到神小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事奉，能再與學生一同享受學習的樂趣，

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本年度，我主要任教中文、聖經及體

育科，亦是四勤班班主任。

　　我喜歡戶外活動，特別喜歡行山及長

跑。行山能讓我欣賞天父創造大自然的奇

妙及美好，也可鍛煉體格；長跑過程中需要辛苦鍛煉、克服想放

棄的心態，卻能磨煉堅毅的意志。任何事情開始時多數會很辛

苦，要成功，不只是需要堅持到底，碰到失敗或挫折時，更不能

停下腳步，而是要加倍努力重新站起來，每度過一個難關，都能

讓你更強大，且邁向成功一大步，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希望神小同學都能培養遇到困難迎難而上的堅毅精神，在主愛

中健康喜樂地成長。

　　大家好！我是梁楚云老師，非常高

興和榮幸加入到神小的大家庭。我主要

任教數學、常識和視覺藝術科，另外我

還是三勤班的班主任。此外，閒時我喜

歡看電影，因為電影的魅力是能透過不

同的故事令人體驗到一些與別不凡的經

歷。假期時，我喜歡行山，因為郊外令

人感到寧靜及舒暢。不知大家都有甚麼

興趣？歡迎大家和我分享你的興趣。祝

福神小的每一位小朋友每天都能懷着愉

快心情上學，抱着求知的精神去學習。

人物追
蹤

       Hello! My name is Mr. Max (right hand side of the photo) and I am honoured 
to be joining the FAGPS family this year! I have been teaching for over 5 years. 
I used to teach Maths in a UK secondary school, but I much prefer working with 
prim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is is my fourth year teaching English here and 
I absolutely love it! My lessons are filled with excitement and joy. My teaching 
philosophy is to use repetition to build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to do this in a fun 
way. I do not take myself too seriously in lessons and I am happy to be a little bit 
silly to try to encourage everyone in the class to get involved.

       Hello, my name is Ms. Tabby and I come from South Africa. Before moving 
to Hong Kong in 2019, I was working as an English teacher in Macau. I would 
describe myself as a calm, kind and enthusiastic person. I enjoy teaching 
because it is the most rewarding career in the world. It allows me to have a huge 
impact on a child’s life and to see a child’s progress, It is something that brings 
great joy.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playing tennis, reading, camping and hiking.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at FAGPS this academic year.

顧　問：李碧雯校長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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