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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學校110週年校慶

　上一年度，「全一」順利

通過了教育局的校外評核，並出色地

舉辦了110週年校慶活動。在活動中，「全

一」的孩子、家長和老師們的自信和努力，得

到區會、社區等各方的認同及肯定。

　　歷經百一年的「全一」 如今正處於結蛹的

階段，進行複雜的重組過程，將來能否破蛹而

出，蛻變成美麗的蝴蝶，完全取決於老師、

學生與家長這幾個內部因素。

 

校 長   聲

蛻 變

   年，我校的老師、學生和家長一起親身經歷餵

飼毛蟲活動的生命教育課。這是關於「蛻變」的生命教育

課，它將個人、學校和社會結合在一起，有效地引發學生

思考責任和人生。

　　養毛蟲如人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學生從一開始的

懼怕到接受毛蟲，從傷心失望到充滿盼望，從無奈到積極

調整自己的心態、主動改善養蟲的方法……最終我們目

睹了毛蟲破蛹而出，蛻變成色彩斑爛的蝴蝶。這一課程

除了讓我們領略自然界的神秘外，還讓我們領悟到生

命的本質——蛻變，才能更美麗。

　　　　然而，蛻變的何止是蝴蝶？「全一」在近

年的發展又何嘗不是蛻變呢？

 

老師這一因素
非常重要，既要有專

業的學科知識，又要有高效的教育教學策略；既要尊重課堂上每一個學生，又要循循善誘，按照每個學生的能力，調節教學節奏；既要具備幽默感、關懷學
生，又要處事公正、寬容且具備彈性等。　　學生是蛻變的主角。同學們要具備良好的品格：要有孜孜不倦

的求知精神、要專心聽課、要有禮貌、樂於助人、要孝順長輩、願意
不斷改進、自律自主等。
　　「全一」要成功蛻變，自然少不了家長這個重要的因素。家長
是學生的榜樣，要做到言教身教、明白事理、要有愛心、懂得包
容、寬恕、體諒、關注子女真正需要、不在子女面前吵鬧和打
架、不自製假期、不暴躁等。
　　　教師、學生、家長這三者之間相互影響，將會使學生在品行、學業、體育及藝術發展上漸趨成熟如能建立互信、保持良好溝通、愛主愛神，我深信「全一」一定能蛻變成美麗的

蝴蝶，展翅高飛！

李寶文校長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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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蛹而出，新的希望」

是本學期學校生命教育課的主題。全校

的同學在此次的活動中既探索了動物的奧

秘，也學到了尊重生命、敢於承擔責任。

在教育課裏不僅僅是學生，就連老師和家

長也有所收穫，有所反思。

　　每一次毛毛蟲破蛹而出，一張又一張

的笑臉擠在四樓的圖書閣中；每一次小心

翼翼地照顧毛蟲，因毛蟲而喜，因毛蟲

而樂；每一次親手將飼養的蝴蝶放歸大自

然，流露着燦爛的笑容……這就是最好的

生命教育呈現。

　　本次生命教育不局限於學校圍牆之

內，衝出校園，採用「師生攜手，社區學

校同結盟」，學生學習的興致很高，也在

這一活動中寫了很多反思，比預期的成效

要好。

　　我們期望將生命教育的種子深植於學

生的心靈深處，然後開出美麗的花朵，結

出豐碩的果實，經由眾人的力量，散播到

每一個角落。

衝出圍牆的生命教育
                                           譚光德主任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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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為逝去的
毛蟲祈禱

我們班的毛毛蟲在哪裡呢？

誰知道怎麼養毛毛蟲？

快活的毛蟲

毛毛蟲在忙什麼呢？（3A）

毛蟲到底是怎麼吃東西

的呢？

毛蟲啊，你變成蝴蝶了，你就要
離開我們了，保重好啊!

生命教育養蝴蝶

生
命
教
育 

快看， 5A班毛毛蟲也在

吃午餐呢！

你看，你看，毛毛蟲在活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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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及校外支援課程

拓寬視野，促進教學
                                  譚光德主任

　　本年度我校在｢學與教｣課程上大量吸收養分，只要有利於學生成長的課

程，我校教師都主動參與學習。學生有進步，是全校老師最欣慰的事情。本校

獲得中文大學團隊和教育局｢學與教｣課程組的支援，從課前以至課後反思教學

的規劃，吸收新的理念，有效促進各科教學。

　　除此以外，我校教師還到新加坡、佛山等地交流和取經，拓寬視野，為教

學注入新的活力。為提升「學與教」效能，我校各科組參加不同課程學習：

　　中文科：參與教育局的「喜悅寫意」。

　　英文科：

　　（1）參與由區會主辦的中小學(荃葵青區)中小銜接活動

　　（2）一至三年級參與由EDB Net Section支援的PLP-R/W課程。

　　數學科：參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與培僑小學一起，建設有效的數學

課堂，促進「自主學習」。

　　常識科：參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與亞斯理衛理小學進行伙伴支援，

有效地備課和上課。

　　視藝科:參加「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重點發展中國傳

統文化——剪紙。

　　參加教育局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的優質學習改善計劃：透過全校式自主

學習照顧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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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推行內容 評分者
可獲得的
能量石數量

10月
70%的同學能背誦自律學習冊或自主學習

冊內的學習秘笈。
譚光德主任 5

11月 80%的同學能按照上課時間表收拾書包 班主任 4

12月 90%的同學能做齊功課，沒有欠交。 班主任 5

1月
90%的同學能保持儀容整潔，獲得85分或

以上。
班主任 4

2月
90%的同學能遵守校規，沒有被風紀摘下

名字。
林昭明主任 5

3月
70%的同學能在中文科或英文科的其中兩

次默書中， 獲得85分或以上。
中、英文科科任 4

4月 同學能保持班房整潔，獲得85分或以上。 工友 4

5月
同學能好好照料該班的毛毛蟲，讓牠破

繭而出。
譚光德主任 5

6月 同學於評四中的成績要比評三有所進步。 崔銘傑老師 5

　為 了培養

學生自律自主、積極進取的

態度，我們以遊戲的方式，結合每

月各科各組的主題活動(見表一、二)，

促使學生自主完成各項任務，達標的班級

可為其所屬的班級加添擊打巨人歌利亞的

「石頭」。

　　由於以班為本，為了集得「石頭」

獎勵，同學們自律自發凝聚班級力

量，份外積極參與活動。

科組 時間 活動 推行內容
可獲得的
能量石數量

中文 全年 齊誦古詩文
全班的同學齊背10篇指定古詩文，

獲得每組冠軍者。
50

英文 全年
Reading 
Journey

一至三年級 : 全班70%的同學能

閱讀50本英文圖書。
50

四至六年級 : 全班70%的同學能

閱讀40本英文圖書。

數學 全年 網上平台MDS 完成平台內每一單元內的練習，

每班達成所有單元目標。
50

常識 4月 水果日
全班的同學能在該月份的上課天

帶備水果回校進食。
20

聖經 10-11月 金句背誦 80%的同學能背10句金句。 20

體育 2月
親子運動會— 

班際啦啦隊大賽
全班同學能齊心為自己所屬班級

的健兒打氣，並達到40分者。
20

訓導 12月 自律比賽
評核各班在轉堂時朗讀的表現，

達到45分者。
20

 表一  本年度各科各行政組活動

 表二  每月主題 

凝聚力量，一個都不能少
鍾玲主任

　每到周四午息，給完成任務的

班級兌換「石頭」時，不絕於耳的，就是孩子

們向我提問有關巨人及丟石頭的事情。還有的，就是

丟石頭時的打氣聲、歡呼聲，沒有嘲弄，沒有爭吵，也沒

有謾罵，大家都明白每一回較量的，是自己班級的凝聚力量，

只有每一個同學都付出，才可取得石頭。

　　現代的生活節奏急速，孩子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再不

能單單只靠個人微弱的力量去面對各種的挑戰，孩子們更需要學

習的，是與他人合作、同心協力，追求群體的成功，同享共

同努力得來的纍纍果實。我們深信孩子的學習歷程當中，

周遭的同伴，就是他日後得力的泉源。期望各個同學

透過參與精兵的各項活動後，都能明白集眾人

之力，便能成就大事。

精兵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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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學校的圖書館，是「全

一」學生的願望，每每提及學校要增

加的設施，孩子們都希望增加學校圖

書館。為實現孩子們的願望，李校長

大刀闊斧地將學校四樓的大堂改造成

一間小小的，具有圖書館功能的圖書

閣，並添置了沙發等相關設施，創設

了一個有利於閱讀的舒雅環境。

　　在老師、家長義工和學生們的

努力下，圖書閣已於2016年12月開

放，學生可以在休息時有序地到圖

書閣借書、還書和閱讀。前往圖書

閣借書非常簡單，只要帶上學生e-

class卡或者教師的卡即可。還書

時只需將要還的書放在還書車上即

可。

　　本校圖書組也將陸續推出適

合家長借閱的圖書。

　　除了創設圖書閣外，本校今年還增加

了閱讀設施，方便學生閱讀，例如，在陰

雨操場增加了書架，學生和家長可以隨手

翻開裏面的書籍和雜誌，進行閱讀。

　　除此以外，我們還開展了一系列閱

讀推廣活動。包括兩次開展學校書展、

帶領學生參加香港暑期書展活動……

　　圖書組還帶領學生加入聖雅各福

群會的「齊讀好書」計劃，學生參觀

書局、購書，通過活動，以活動的方

式推廣閱讀，在活動中，處處湧現出

自信的「講古小達人」。

　　此外，我們還配合本校「生命

教育」課程，讓學生推介與課程相

關的圖書，作為學生延伸的學習。

李錦維老師

閱讀活動

營造環境，推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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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小達人

聖誕說故事

圖書推介

閱讀活動——我們也愛閱讀

來，我們策劃故事

我們一起來創作故事

分組講故事

書局裏有很多好看的書啊!

尖沙咀參觀書局

6月22日的學校閱讀—書展

準備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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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飛衝天闖關勇士們滿載而歸

榮獲全場總冠軍-「扶輪盃」獎

參加「讓香港起飛!一起高飛比賽!」滿載而歸

自律自主學習—齊來背誦打油詩

一二年級參觀嘉道理農場
三年級做個精明消費者：AEON購物

教師和校友歡聚一堂盆菜宴

親身體驗stem加環保工作坊

環保小先鋒
幼童軍活動

六年級參觀立法會

四年級紀律營合影

二年級參觀海防博物館

四五年級同學參觀米埔

學生活
動 剪 影

最受歡迎設計大獎 全港小學STEAM創新大賽

參加「讓香港起飛!漫遊香江比賽!」團隊
歡樂過聖誕

挑戰自我紀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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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遊：梅州之行—拔河比賽

梅州東山書院

境外遊：新加坡遊學團

秋季旅行樂趣多

中樂團在校演出

精彩的非洲鼓表演

元宵嘉年華：開心華服剪紙日

健康齊食水果—水果日

元宵嘉年華：我們一起做賀年食品

境外遊：新加坡遊學團—街頭結誼

hip ho
p 舞蹈

梅州境外遊：了解客家文化

學校手鐘隊參賽 學生活動剪影
奇妙的樂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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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度我校學生參與「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隊伍以「機械乒

團」接力運輸乒乓球，每隊於時限內運輸最多乒乓球到

終點的為勝出，當中更加入障礙賽的元素，增加挑戰難度。

　　學生在比賽前夕，不停為自己的機器人改良，加入不同的配

件，務求令機械人走得更快！

　　在這次比賽之中，學生除了提升專題研習的能力，也與組

員充分合作，加強自己的合作能力！最終學校在比賽中榮

獲一等獎！這看似玩樂性質的獎項，但對我們的

學生來說，得獎真的不容易！

傳
授基督的訓勉，培

養學生「活出信仰」的精神，發展基督化

的人格，讓學生認識生命的價值，是本校宗教組的

目標。本年度我們設計多元化的宗教活動，讓學生在活動

中仰望基督。本年度的活動有：

 

1. 正能量大使培訓

 

2. 參加漢語聖經協會舉辦的聖經集誦比賽

 
3. 與全完堂合作訓練基督少年軍

 
4. 祈禱大使培訓

 
5. 參加「Easy Easy好事日記」比賽

 6. 背經金句獎勵計劃

林美寶老師

微
型
震
動機器人接力賽

管
舜
欣
主
任

多元活動，傳承
基

督

宗教教育

微

型
震
動機器人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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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俗
語說「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

德」，為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及正面的價值觀，本校特

意舉辨「青少年品德達人──職場體驗計劃」，該計劃以職場

為主題，透過模擬社會遊戲及體驗活動，向學生灌輸責任、誠信、

尊重、關愛這四大品格支柱，藉以持續地培養並建立學生良好的

品格。

—模擬社會人生遊戲

青 少 年 品 德
達

人

譚
光
德
主
任

在遊戲中體優秀品格驗
職場中的清潔工人

職場中的銀行職員

模擬職場中的建築工人

模擬職場中的警察

模擬職場中的醫生

模擬親歷職場求職

責任心至關重要

信任和關愛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品格

只有相互尊重， 才能雙贏

模擬職場中的餐飲工人 模擬職場中速遞工人

違規犯法後要體驗犯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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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 班別 姓名

地

壺

比

賽

保良局方樹福堂兒童及青
少年發展中心荃灣區地壺

球挑戰賽(小學組)

冠軍

4A 譚思明

4A 陳詩琦

4A 張嘉熙

優異獎

4B 林俊安

4A 劉卓謙

4B 許琛瑜

4B 鄭松玲

4A 鄭嘉樂

4B 陳奕輝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社區體育
計劃-第一屆全港青年社區體育

節青協盃-地壺比賽

個人賽
冠軍

4A 張嘉熙

東涌地壺球挑戰賽2017
團體賽優
異獎

4A

鄭嘉樂

余良鍵

陳詩琦

譚思明

香港-深圳-雙城盃-地壺挑
戰賽2017

團體賽
銀獎

4A

鄭嘉樂

余良鍵

陳詩琦

譚思明

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
發明大賽

入圍獎

6B 陳耀輝

6A 陳子攀

6B 符 政

6A 王駿穎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3.0 - 機械乒團障礙賽」

一等獎

6A 陳子攀

6A 何嘉祺

6A 何錦浩

6A 郭睿宸

6A 黃德軒

6A 王駿穎

6B 陳耀輝

6B 符 政

5A 關展博

5A 李慧心

項目 獎項 班別 姓名

第

六

十

七

屆

香

港

學

校

朗

誦

節

粵語

季軍 6A 陳思琦

優良
6A 郭恩妮

6A 蔡逸明

良好

2B 羅雪兒

2B 吳卓謙

4A 陳希知

5A 羅展珩

英語 Merit

4B 郭家寶

2A 李艷婷

2B 黃諾樂

2B 楊歷宏

5A 郭高彰

6B 何凱欣

2B 李凱藍

普通話

亞軍 6A 陳思琦

季軍 5A 馬婉欣

優良

1A 陳梓峰

2A 李艷婷

2A 譚錦詩

5A 李慧心

4B 林瑋倫

4B 郭家寶

2A 吳思翰

2A 阮雅詩

2B 陳家若希

3A 陳凱怡

3A 成思妍

3A 高詩瑜

4A 朱振罡

6B 陳樂怡

6B 李思霖

6B 高詩祺

4B 林秋麗

良好
5A 成思瑤

2A 曾瑋琳

項目 獎項 班別 姓名

第十九屆

全港中小學生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7

優異星獎

6A 陳思琦

5A 馬婉欣

4A 朱振罡

2A 阮雅詩

優異獎

5A 李慧心

4B 林瑋倫

2A 李艷婷

2A 譚錦詩

良好獎
3A 陳凱怡

1A 陳梓峰

項目 獎項 班別 姓名

科

學

讓 香 港 起

飛!一起高

飛比賽!

「一飛衝天闖關勇士獎」

全場總冠軍-「扶輪盃」獎

5A 馮嘉崴

5A 吳子獻

6A 王駿穎

6A 何錦浩

6A 郭睿宸

6A 何嘉祺

個人賽-
飛行速度獎-優異

6A 何嘉祺

個人賽-
飛行計分獎-優異

5A 馮嘉崴

團體賽-
飛行速度獎-優異

6A 何錦浩

6A 郭睿宸

6A 何嘉祺

團體賽-
飛行計分獎-冠軍

5A 馮嘉崴

5A 吳子獻

6A 王駿穎

讓 香 港 起
飛!漫遊香
江比賽!

全港小學STEAM
創新大賽-三等獎

4A 鄭諾行

4A 朱振罡

4B 林若愚

全港小學STEAM
創新大賽-二等獎

4A 呂浩田

4B 林俊安

4B 林瑋倫

最受歡迎設計大獎

4A 鄭諾行

4A 朱振罡

4B 林若愚

4A 呂浩田

4B 林俊安

4B 林瑋倫

2016-2017年度
學生獲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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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 班別 姓名

體

育

區會
運動會

男子甲組100米 殿軍 6B 陳耀輝(6B)

4x100融合接力 冠軍

女子乙組跳遠 季軍 5A 吳采蔓(5A)

荃灣區

小學校

際田徑

賽

男子特別組100米 殿軍 6A 吳學劭(6A)

男子特別組鉛球 冠軍

男子甲組60米 殿軍 6B 陳耀輝(6B)

女子甲組鉛球 第七名 6B 李琬盈(6B)

男子乙組跳遠 第六名 5A 馮嘉崴(5A)

女子乙組跳遠 亞軍 5A 吳采蔓(5A)

女子乙組100米 第八名

男子丙組擲壘球 冠軍 4A 呂浩田(4A)

女子乙組4x100接力 第六名

4A 譚思明

4A 鄭超悅

4A 劉曉漫

5A 吳采蔓

5A 馬婉欣

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 女子乙組

男子丙組團體 優異 男子丙組

視

藝

第四屆[童油皇國]兒童藝術年
展2016

丙申年（2016）中秋綵燈會－
學生綵燈設計展參展作品

佳作獎

4B 林瑋倫

6A 黃詠璇

6B 李思霖

優秀獎

4B 羅紫琳

6A 郭恩妮

3A 陳凱怡

3A 高詩瑜

6B 高詩祺

4A 呂浩田

6B 呂伊穎

6B 蔡翠雲

「八達通育苗展才—智慧香港
藍圖2027全港中小學繪畫及手

機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優異獎 3A 陳恩霖

優異獎 6A 郭恩妮

香港工藝美術協會主辦2017匯
藝展參展作品

參展作品

《蝶舞翩翩》

4B 林瑋倫

5A 蔡穎麗

5A 吳采蔓

5A 翁怡欣

參展作品

《繁花似錦》

4B 林瑋倫

5A 蔡穎麗

5A 吳采蔓

5A 翁怡欣

5A 馬婉欣

「綠惜校園」填色比賽 優異獎 6A 郭恩妮

倫

宗

參加Easy Easy好事日記比賽 優秀作品

2A 陳苑玲

2A 劉欣淇

2A 李艷婷

2B 方詠嵐

2B 馮錦浩

4B 羅紫琳

6B 蔡翠雲

6B 黃俊康

6B 呂曉彤

「漢語聖經協會舉辦的2017年
第二十三屆聖經朗誦節聖經集

誦比賽」
優異獎

學校組集誦
小五至小六組
(普通話)

2017聖經科獎勵計劃

優秀獎 4A 朱振罡

優秀獎 4B 林偉倫

優秀獎 5A 李慧心

優秀獎 6A 廖詠茵

優秀獎 6B 蔡翠雲

項目 獎項 班別 姓名

中
文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十屆徵文比賽

優異獎 6A 吳學劭

入圍獎 6A 郭恩妮

入圍獎 5A 吳采蔓

英

文

Overall Winner —‘Rainbow’

4A  Lu Ho Tin

4B Lin Wei Lun 

4B  Luo Tsz Lam 

4B Wong Wing Him

Most Promising Writer—‘Change’
6B  Li Yuen Ying

6B Ho Hoi Yan

Most Promising IIIustrator –  
Harmony

6B Cai Chui Wan 

6B Chong Wai Ming

6B Liang Chi Wai

6B Wong Sum Wun 

‘Spark Award, Creative Ilustrations—
‘Dream’ 5A

Ma Wai Xin

Lin Zi Yao

Yung Yi Yan

數
學

荃葵青區小學數學邀請賽2017 優異獎 5A

林兆華

林家瑋

關展博

李明志

音

樂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JSMA)2017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A 譚思明  

4A 劉曉漫

4B 黃穎謙 

4B 李詠雯 

5A 吳采蔓 

5A 郭高彰 

5A 林宇諾 

6A 王心媛 

6A 廖詠茵 

6A 郭恩妮

6A 蔡曉曈 

6B 蔡翠雲 

6B 沈穎怡 

6B 李思霖 

6B 高詩祺 

6B 謝珊珊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7
直笛二重奏(小學10歲以下)」

優良獎 5A 吳采蔓 郭高彰

優良獎 5A 李嘉盈 馬婉欣  

優良獎 4A 鄭超悅 朱振罡 

優良獎 4B 羅紫琳 林偉倫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7 
鋼琴」

優良獎 5A
郭高彰五級鋼琴

獨奏

優良獎 3A 
郭崇志二級鋼琴

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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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with Intercultural Activities
Miss Kuan Shun Yan, Mr. Chieu

Reading Buddies 
This year once every two weeks, a P1 student was paired 
with a P4 student for our inaugural Reading Buddies Program.  
The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to foster a mutually beneficial 
experience for both mentors (P4 students) and mentees (P1 
students).  Each P4 student was given a small reader from the 
Space Town list of reader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at the time, as well as a reader chosen by the P4 student but at 
the P1 student’s reading level. In the P1 classroom each P4 student read 
with their mentees and asked them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cover page 
and book content itself.  

Singapore Exchange
Thirty upper primary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were selected to take 
part in a cultural exchange with Fernvale Primary School in Singapore.  
Our students went to Singapore at the end of March, 2017 for five days 
and visited sites such as the Merlion, Kampong Glam, Chinatown, Little 
India, Gardens by the Bay, the Singapore Flyer and Sentosa.  In addi-
tion, 20 students and 6 teachers from Fernvale came to Hong Kong late 
May, 2017.  During their visit to our school we took them to visit some 
subdivided and public housing estates of our own students.  Prior to the 
visit we asked them to envision and draw what they thought subdivided 
and public housing might look like.  After the visit, they could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and compare with their own homes in Singapore.  This 
is the third year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our two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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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 Programme
On 4th March, 15 students went to Cheung Sha Wan for an 

inter-cultural programme organized by AFS. It provided 

our students a chance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countries, like Brazil, Italy, Switzerland, Japan and Ger-

many… Our students enjoyed the interactive game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designed b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

dents. Our students were motivated to speak and practice 

their language skills.

English Drama 
The department launched a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Po 

Leung Kuk Cheung Hong Youth Development Centre and 

Stage4Youth for P3-6 students. The programme helps stu-

dents explore their different potentials and strengthen their 

self-confidence. They performed a well-known Chinese 

story Mulan. 

Through training the students to be actors and backstage 

helpers, they had chances to enhance their language skills 

and creativity thus, building up their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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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有 學

生家長對我說孩子做

功課經常分心；孩子玩完

玩具從不執拾，已經8歲仍然

要貼身照顧;有的家長更說孩子在

學校同家裏完全是兩個樣子，老師說

一句勝過我說十句。

　　　我想告訴各位家長，父母的管教會直接

影響孩子的心智成長。父母除了提供安全、和

諧、有意義及有多種學習機會的環境給孩

子，更要親身引導及鼓

勵孩子學習。

　　

著 名 社

工及遊戲治療師

理 盧 幼 慈 女 士 曾 分

享:單靠校方處理兒童的

行為問題，而有關家長不調

整自己的管教方式，這就好像

孩子洗澡後穿上洗澡前穿過的骯髒

衣服一樣，有關行為問題難於徹底改

正。如若發現兒童問題，越早處理，同時父

母學習並接受正確管教子女的技巧，那麼孩子的

進步幅度會較大。

　　本年度本校舉行了五次家長學堂，除

了有講座的形式，也有親子活動，

加 強 了 家 校

間 的 溝 通 和 聯 繫 ，

也提昇家長教養子女的能

力。盼望來年度家長們能繼

續積極參與各種教育活動，

家校攜手，讓我們的孩子

茁壯成長！

主 題 目 的

「怎樣說孩子才會聽」家長講座 討論及分享管教技巧，讓家長知己知彼，教導孩子。

「親子同樂」工作坊 透過親子互動，增加家長與子女溝通。

親子鬆一鬆 透過親子互動，促進彼此的關係。

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 由專業的醫生講解如何改善孩子專注力，社工分享認

字策略，言語治療師教授如何提升學生的言語表達及

組織能力，協助孩子提升學習能力。

沒有眼淚的學習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協助提升學習能力。

   本年度舉辦的家長學堂

                                            胡雪君社工

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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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與同學們相處的這一年中，我

收獲了滿滿的感動，也
見證了生命的韌力。平時的考試不會告訴家長，

全 一 的 學 生 能 夠 成 為 一 個 負 責

任、可信賴的人，盡力地完成自己

的 任 務 ， 更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同 伴 伸 出 援

手。學生由零開始籌備義工活動，服務當日

可以熟練地表演雜技，能唱歌，會帶領遊戲。在課

堂以外，我驚訝同學有不同的潛能，有同學教授小

夥伴表演雜技，有同學精於設計、美術。記得有

一次義工服務，一位同學表演飛碟轉盤時未如

理想。在全場期待的壓力下，他仍然堅持 去 完 成 任 務 ，更令人動容的是
身旁的同伴默默地遞上自

己處理好的飛碟轉盤。

　　平時的考試不會告訴家長，

全一的學生能夠給身邊的人帶來笑

聲，用愛和真誠打開人與人之間的

隔閡。學生在幼兒學校、長者

中心都盡力把弟弟妹妹、
公公婆婆照顧得很

周 到 。 為 了 遷
就弟弟妹妹的高度，

同學們願意跪在地上、

劈腿、彎腰，整整持續了

一個遊戲環節；為了讓公公婆

婆聽得更舒服，同學們會靠在老

人家耳邊輕聲細語、耐心地與老人

家溝通、聆聽；為了讓荃灣區的區民

享受遊戲攤位，同學們忍耐著酷熱，一遍

又一遍不厭其煩地講解遊戲規則。又記得有一次到

長者中心做服務，五、六位長者製作完手工後不肯

拍照，堅持要等教他們的同學仔「歸位」。很難相

信他們在短時間內就打動了陌生人，建立起真摯

的感情。
　　平時的考試並不能反映學生是

多麼的獨特。或許同學們也正為著日常生活中種種的不如意
而難過、憤怒、迷失，但期盼

大家千萬別失去心中那份善待

人的「盼望」，期盼大家能找

到自己的目標。
   我以全一的學生為榮。

學生教育
胡雪君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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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裝秀中學習環保

為配合德育及公民

教育課程中的環保教育，本校視藝

組、德公組和中文組跨學科進行了全校性質的

「環保Fash
ion 

show
」活動。本活動先以班級小

組為單位，在視藝堂用環保物料製作不同時裝，然後

每班選出兩件代表作品在全校進行時裝秀，既展示所創

作的環保時裝，又要解釋說明其創作的理念。在活動

中，學生既了解相關的環保概念、又要身體力行去

收集環保物料，做好環保工作，同時還要有不

一般的審美觀點去設計時裝。

全校參加展示的十八件環保時裝作品各有特色，集中展示了

同學和老師的智慧。在「走秀」中同學和老師淋漓

盡致地將自信、潛能發揮出來，令在場的同學、老師和家

長耳目一新，讚美聲不絕。有的家長義工也說，她們在活動

中也對環保有不同的認識呢！　　最後，活動將主動權交給在場的每一個學生，由現場每一個學

生投票，選出最受歡迎的環保時裝。整個活動在同學們和家長們的歡

笑聲中結束了。
　　在活動中，每個同學既參與環保的學習，又參與審美的評

價，都有不同的收穫。　　此次活動的成功，除了同學們的努力，當然也離不

開我校家長義工們神奇的化妝，因為義工們
的加入，我們的活動更精彩！

張展鵬老師

環保也可以這樣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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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艷蓉 (1A 陳家若妍，2A 陳家若希 家長) 

　　通過參加學校家長義工服務，我充分了解學校

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好地配合老師培養孩子的學

習和生活習慣，也增加了我教育孩子的信心，真心

感謝學校給我這麼一個機會。

林巧 ( 3
A 陳

希貝 家長)  

　　我很開心能夠參與這次環保秀的化妝活動，也

很榮幸地看到全校師生精彩、活躍的演出，看到「全

一」的老師和學生們一起其樂融融，我相信孩子在這

裡學習得很開心！希望學校多舉行類似的活動越辦越

多，越辦越好。

李麗文 (2A 林楚蓁  家長)　　我很高興可以參加學校的家長義工服務，在每個周四的
家長義工隊中，我看到老師用心地為同學準備教學用品，使
同學們可以在遊戲中學習 ; 我協助老師整理圖書，增加圖書
閣的藏書量。
　　學校雖小，但五臟俱全。我看到校長和全校員工一起，
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地方為同學服務。在環保Fashion show 
中，我更看到同學們在遊戲中與老師的親密合作，這也增進
了我對學校的歸屬感。謝謝全一學校的老師們！

施鴻娟 (2A 何立峰，3A 何妍熙，5A 何雨馨 家長)

　　義工活動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這活動搭起

了學校與家長之間了解的橋樑。雖然我犧牲和奉獻了一

點個人的時間和精力，但我收穫了很多。在義工團隊中

我收穫了可貴的友情、快樂的心情、了解孩子、了解老

師、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還有太多的感動。非常感

謝學校給我這樣的機會。

何華芳  (3A 何嘉燊，6A 何嘉祺 家長 )  　　今年，學校的家長義工團隊會在周四定時為學校服
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在環保Fashion show活動中
替學生化妝。當時我們要根據學生所穿著的環保服飾，
來設計與之相稱的妝容和配飾。在活動中，我們也碰到
難以解決的困難，但大家都能齊心協力地去解決問題，
並發揮創意進行創新、改造，在最短的時間內，我們創
造了最佳的效果。
　　這次活動也因為我們的家長義工的加入而更精彩，
受到全一師生的歡迎，不僅僅是學生，也讓我明白到環
保的意義及重要性。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服務學校。  

家長義工隊伍服務

　　為讓家長多參與學校事務，本年度增設「周四家長義工服

務」，期讓家長義工們恆常地來到學校，協助校方處理各項日常

事務。除此以外，家長義工們透過參與元宵攤位嘉年華、親子運

動會、環保Fashion sho
w等學校大型活動，藉此了解學校的日常

運作，亦加強家長了與子女之間溝通的機會。

黃妮娜 (2A  阮雅詩 家長)
　　每一次參加學校的家長義工服務，我都會有一種

幸福的感覺。在環保Fashion show中，我替學生化妝，

看到孩子們的作品，我很震撼，「全一」的每個學生都

有很出眾的表演天分和無限的創意，這是我們成人都未

必能設計出來的。在這個活動中，我深感「全一」的家

長義工團隊訓練有素，有著團結、合作、高效率的團隊

精神。

　　這次環保Fashion show提供了一個讓學生展現創造

力、思考力和表演力的舞臺，這次活動非常成功，我看

到孩子們在臺上的自信，學生歡喜，我們家長也看得感

動，感謝學校為我們孩子所做的一切。

林香 (1A 陳
梓峰， 3A 陳

凱怡，6A 陳思琦 家長)

　　我很高興能夠繼續參與故事姨姨的活動，每次看到小

朋友們很投入地聆聽故事，及和我之間的互動，令我感到很

有滿足感和開心。閱讀是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希望通過講

故事，能和小朋友分享閱讀的樂趣和學習到更多的知識。

家長義工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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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旅行─親子一日遊

　　5月6日(星期六) 舉辦「親子旅行」活動。當

天早上，本校學生及其家長與學校的老師一同出發

到有機薈低碳農莊、彩屋仔跳蚤市場及屯門爬

蟲館遊覽。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名單
家教會副主席：鍾玲主任

元宵嘉年華及親子攤位設計比賽
　　2月10日(星期五)是本會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

「元宵嘉年華」。家長與孩子們當天除了可以一起製

作麥芽糖夾餅、剪紙以外，還可以一起參加攤位遊

戲。本年度新增了「親子攤位設計比賽」的項目，

期透過本活動，讓家長與子女一起設計、製作、主

持攤位遊戲，加強親子關係。

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1/9-12/9 招收會員及義工

9月10日(六) 家長學堂(1)

12/10-14/12 小組補習班(第一期)

10月中-2月 周六收費興趣班

11月1日 親子音樂會

11月3日(四) 親子旅行日

12月2日(五) 家長學堂(2)

4/1 – 7/4 小組補習班(第二期)

1-2月 親子攤位設計比賽

2月10日(五) 元宵嘉年華

2月16日(四) 親子運動會

3月3日(五) 家長學堂(3)

21/4 – 5/6 小組補習班(第三期)

4月29日(六) 家長學堂(4)

5月6日(六) 家教會親子旅行日

5月12日(五) 母親節表心意

12/6 – 7/7 我是乖乖星

6月16日(五) 父親節表孝心

6月23日(五) 家長學堂(5)

6月23日(五) 敬師日

7月 學校會訊

全年 家長義工隊伍及周四家長義工隊

收入 支出

上年度結存 129,196.56 
會費收入 4,740
小組補習班 65,160
興趣班收費 28,680
家教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22,467
華服日籌款 12,788
110周年校慶籌款 2,671
合計： 265,702.56 
　

華服日開支 2747.2
小組補習班導師 33,600
耳機 2721.6
濾水蕊 1,490
境外遊資助 2,292
跆拳道及魔術班導師 8,500
視藝班導師 4,000
父母親節禮物 1,210.07
畢業禮雜費 420
110周年校慶活動（雜費） 649
添置四樓圖書館設施 3,928.6
敬師禮物 853.2
郵寄結單費用 140
製作萬花筒活動費用 156
荃灣區家教會十五周年會慶廣告 500
合計： 63,207.67 

結存： 　 202,494.89
(截止31-3-2017)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6-2017年度財務報告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蔡瑞媚女士

(5A 譚錦浩家長)

副主席
區佩文女士 

(4A 鄭諾行家長)
李寶文校長
鍾  玲主任

文書
駱嘉敏女士

(1A 許倩箔 4B 許琛瑜家長)
林美寶老師

財政
吳育振先生

(2A 吳思翰家長)
崔銘傑老師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康樂
尹蓉女士 

(5A 李浩陽家長)
譚光德主任
金琼瑤老師

總務
曾小芬女士

(2A 關炯明家長)
丘碧雲主任

文教
李麗文女士 

(2A 林楚蓁家長)
李錦維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