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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ling Assembly of God Church Primary School

2019-2020年度第一期校訊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本校參加了2018-2019年度由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聯同教育局及教育大學合辦的「樂繫校園獎勵
計畫」，獲得榮譽獎，並在嘉許禮上獲大會頒發獎座及表揚橫額。

該計劃主要有五大範疇：「行動連繫」、「知識連繫」、「情意連繫」、「人際連繫」及「家、
社連繫」。大會表揚本校能於五大範疇建立緊密連繫的校園氣氛，讓有不同需要的學生和家長都得到關
注，並能與學校建立互信關係，從而提升學生的投入感和對群體的承擔，預防學生因疏離感而引發的不
同問題。

能獲得大會的肯定，本校深感欣喜及榮幸，而本校會繼續追求卓越，讓有不同能力和特性的學生均
能發現自己的優勢，提升自我價值感和參與學校活動的動力，培養學生對群體抱積極承擔的態度，並提
供平台讓家長與校方建立互信溝通。

教師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
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知識連繫

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行動連繫

透過親子活動，促進「家校社」合作、

幫助學生連繫社群。

家、社連繫

透過班際活動，幫助學生建立互相支持的關係。

人際連繫

透過小組訓練及課堂
教學，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情
緒。

情意連繫

李碧雯校長、社工梁銘沖和朱慧玲
主任代表學校到教育局領取獎狀。

以 愛 連 繫
喜獲「樂繫校園獎勵計畫」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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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的籌備和排演，本校音樂劇校隊的第三屆原創音樂劇《Wonka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於六月公演。合唱團團員和台前幕後的音樂劇校隊成員通力合作，施展渾身解數，讓演出取得空前成功。於表演開始前，觀眾在劇場外興奮地與「氣球拱門」和「小矮人村莊」等佈置拍照留念。音樂劇開幕後，觀眾們很快就被現場的氣氛所感染，沉醉在同學們精彩的演出和巧克力香味中，度過一個歡樂的晚上。
劇場外的精美佈置，

讓觀眾於進場前已能
感受到

歡樂的氣氛。

小演員們傾力演出，把現場氣氛推至高潮。

W o n k a  a n d  t h e  C h o c o l a t e  F a c t o r y
本 校 原 創 音 樂 劇 演 出 盛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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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成功，台前幕後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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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n k a  a n d  t h e  C h o c o l a t e  F a c t o r y
本 校 原 創 音 樂 劇 演 出 盛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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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STEM Day學與思 發揮潛能展創意
為了提供平台讓同學展示創意和學習STEM知識，本校於7月8日舉辦了首屆「STEM Day」。同學們

透過積極參與各種體驗活動，認識到不同的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及數學（Mathematics）原理，增強他們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當日的活動內容多姿

多彩，除了有製作「小空氣炮」、「紙足球遊戲」、「轆轆車」、「氣動車」、「太陽能車」和「電動

車」的設計和試行活動外，還有十一個攤位活動，讓同學可以透過「動手」做來發揮創意潛能。

李碧雯校長欣賞同學們用
心製作的精美轆轆車。

同學們透過參與「氣墊船」攤位活動，學習如何運用空

氣減低摩擦力。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學習「
Tamiya robot」的操作技

巧。

活動當日天朗氣清，同學們在籃球場上盡情享受測試
太陽能車的樂趣。

同學們把轆轆車放在長長的路軌上試行，然後根據測試結
果再進行改良，務求達致完善。

同學們透過參與「沙壺」攤
位活動，學習牛頓定律和

摩擦力等科學原理。

此電動車由STEM資優組的同學製作而成，高年級的同學透過
電動車試行體驗活動，分享STEM資優組同學的學習成果。

同學們用3D筆製作具創意的3D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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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STEM Day學與思 發揮潛能展創意

STEM學習成果

同學們為氣動車奮力地加氣，希望氣動車能走得更遠，爭取佳績。
氣動賽車現

場氣氛熱烈
，同學們都

迫不及待讓
自

己製作的氣
動車上場作

賽。

氣動賽車比賽緊張刺激，選手們都
認

真投入，渴望親手製作的氣動車能
最

快跨過終點。

「Tamiya Robot Challenge 2019田宮機械人挑戰賽」銀獎 獲獎學生為梁宇謙(六信)、陳樂軒(六信)、
羅嘉熙(六愛) 和賴卓瑋(六愛)。



第十七屆畢業典禮於七月六日完滿
結束。

除了頒獎和授憑儀式外，畢業生們
還根據自己

的喜好參與各項表演節目，包括英
語歌舞、花

式跳繩、演繹新編《木蘭辭》，以
及大合唱。

畢業典禮成為了讓畢業生們發光發
亮的舞台，

為他們的小學生涯畫上了一個完美的
句號。 畢業生穿起畢業袍進行授憑儀式，準備迎接人生的新一頁。

畢業生懷着興奮、緊張的心情回校參加畢業典
禮，

他們開心地與李碧雯校長合照。

畢業生表演花式跳繩，精彩絕倫。

畢業典禮展恩賜

情感珍貴又真摯

畢業生獻唱英語歌曲《Glad You Came》，載歌載舞，氣氛熱烈。

精彩片段

精彩片段

獻唱英語歌曲

花式跳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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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nPdObT5WFtQ
https://youtu.be/6pHv33Am_aw


升中派位消息

本年小六升中派位結果成績相當理想。獲派首名志願的學生連續三年同為86%，比全港74%高出12

個百分點，令人欣喜。至於獲派首三名志願的學生比率更達95%，亦比全港87%高。學生獲派聖公會莫

壽增會督中學、九龍真光中學、王肇枝中學、可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恩主教中學、東華三院甲寅年

總理中學、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田家炳中學、聖公會陳融中學等。

畢業生以普通話大合唱《因你與我同行》，感謝家長和老師的陪伴與教導，使他們能勇往直前，向夢想飛翔。

精彩片段

畢業生演繹新編《木蘭辭》，氣勢激昂。

普通話大合唱

演繹《木蘭辭》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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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1e0ADX9xYYg
https://youtu.be/v5hSkId8g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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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李碧雯校長

編輯組：黃麗明老師、廖慧君老師、馮惠敏老師、江珮怡老師、葉煒忻老師、盧潔瑩老師、揭鳳珠老師

Warm greetings to you all. I am Miss Lai.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and the class teacher of 
2C. I enjoy teaching and listening to stories from students who come from diff erent walks of life. 

Working at Fanling Assembly of God Church Primary School is definitely one of my 
greatest blessings from God. I thank God for sending me here not only to teach but to inspire 
students.

Hello! My name is Ms Susan and I am thrilled to join Fanling Assembly of God 
Church Primary School this academic year. Given the chance to teach lower forms again has 
put a smile on my face! Younger students can get overwhelmed by their emotions but they 
participate well. It is rewarding to see their responses and contributions in English lessons.

 “Teaching children is an accomplishment; getting children excited about learning is an 
achievement.” – Robert John Meehan

This has been my goal since I started teaching as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nine years 
ago. I hope my students will maintain their excite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my classes. I look forward to achieving this with my dedicated and caring colleagues.

I am Miss Yuen, the class teacher of class 2A. I teach six subjects in total, including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and Putonghua. It is my greatest honour to join the big family of FAGPS.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ove travelling since it helps me to leave my comfort zone and 
appreciate other cultures. In addition, I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my dog as I am a big fan 
of animals! When you encounter me at school, I would love to talk to you and listen to your 
favourite activities as well.

In the coming year, I wish to grow and learn with all of you and I hope to dedicate myself to 
becoming a diversifi ed teacher. As I always believe every child is able to learn and succee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discovering your hidden talent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your potential. Let’s 
make a concerted eff ort!

大家好！我是盧潔瑩老師，主要任教數學、常識和視藝科。感恩天父帶領我到神
小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裡事奉，陪伴各位同學成長。我喜歡做手工和戶外活動，有空
的時候會看書和看電影。

在我眼中，每一位學生都很可愛，他們就像蚌中明珠一樣，等待我們發掘他的潛
能和獨特之處。我特別欣賞神小的同學們上課時好奇和認真的態度、臉上亦常常掛着
天真爛漫的笑容，而且待人有禮。期待和你們一起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歡迎同學們
在小息時找我聊天和分享！

我是曾芷晴老師，十分感謝天父帶領我到粉嶺神召會小學這個大家庭事奉。本年
度，我主要任教數學和視覺藝術科，亦是三誠班的班主任。平時的我很喜歡閱讀，所
以特別喜歡晨讀時間，可以和同學一起享受閱讀的美好時光。在神小短短一個月，我
已經深深感受到愛和喜樂充滿著整個校園。早上當值時，我總看到同學臉上帶著笑容
跟老師說聲早晨，不論小息或是上課，同學都帶著興奮的心情，讓老師都充滿精神和
活力，我十分喜歡這樣的校園。希望每個神小同學都能愉快學習，在天父的愛中成
長，成為滿有喜樂的人。

我是揭鳳珠老師，很高興可以加入神小大家庭。

本年度，我主要任教的科目是數學及常識。平日的我很喜歡看電影，特別是宮崎
駿的動畫，因為他的作品都是很溫暖和窩心的故事。有空的時候，我會到郊外走走，
因為大自然能夠讓我放鬆心情。運動方面，我喜歡打羽毛球，大家有時間可以找我打
羽毛球或者與我分享你的生活趣事。

願上帝在新一學年祝福每位小朋友，讓你們的智慧和身量都一同成長。

人 追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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