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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變為蝴蝶，實現在

大自然中飛翔的目標，毛毛蟲不斷

改變自己，努力地破蛹而出。去年

的「養毛蟲」生命教育課，正是給

我們要實現目標而要「蛻變」的啟

示。

　　今年，同學們為了實現自己的

夢想，實現自己的目標（學習目

標，品格目標，課外活動目標、比

賽目標……）,變得積極主動學習

了，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這是清代詩人袁枚所寫的詩歌

《苔》中的一句，近來在網上十分

流行。「苔」即是青苔，我們經常

在牆角屋後看到它。儘管陽光照不

到，環境陰暗潮濕，但它仍然嚮往

要開出牡丹一樣漂亮的花。對每個

人來說，我們無從選擇家庭、社

會、環境，但是可以調整我們的態

度，調整我們的心態，讓我們變得

積極，變得主動，變得樂觀，變得

有承擔……這樣，即使是青苔，我

們也一樣開出美麗的花朵，實現自

己的價值。

　　學生在努力為實現自己的目標

努力、改變，家長也不示弱，也在

為全一學校的改變而更忙碌。在全

一的校園裏，經常看到我們可愛的

家長，他們視學校為自己的家，無

論是在校內活動，還是校外活動；

無論是幕前還是在幕後，他們都親

力親為，為學校的發展出錢出力，

這種不計較回報的忙碌，都是全一

一道道靚麗的風景，太感謝家長們

了。

　　還有我們尊敬的老師們，為了

學校的全方位發展，為了全人教

育，為了培育學生完整人格，為了

全一更美好的未來，也在不斷進

修，不懈努力，與時俱進。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只要我們我們主動積極迎接社會

的改變，我們的明天會更美好。主

恩庇佑，讓我們合力創造全一美好

的明天！

通 告
敬啟者：

　　送雞迎犬，新年進步。中華基督

教會全完第一小學將與2018年2月啟

用新網頁，新網頁內容豐富，歡迎各

位常蒞臨新網頁，瞭解學校各項活動

和發展動態。

變+主動， 
讓我們精彩

譚光德校長

校園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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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社會太浮躁，生活

節奏太快了，很多時候，我們總覺

得自己擁有的一切是理所當然的，

感恩的初心被遺棄了：我們忘記了

農夫為我們種稻米、忘記了工友叔

叔姨姨幫助我們清潔校園、忘記了

清潔工不辭勞苦地為我們清理街上

的垃圾、忘記了警察用生命為我們

維持安定的社會秩序、甚至，忘記

了父母辛勤地賺錢養育我們……

　　但今天，看到以下感謝卡後，

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和喜悅，與

大家一起分享：感恩會傳遞，感恩

會令人幸福，在全一，在日常生活

中就有感人一幕！

　　我還記得在一週前，在某教

室，我聽到了以下對話：

　　老師：我們課室的地上為什麼

那麼骯髒呢？

眾學生：我不知道！不是我弄的！

不關我的事……（否定的聲音此起

彼落，學生們趕忙擺出一副「事不

關己」的態度。）

　　老師：在德公課堂，我們都知

道要學會了愛護學校公物，也討

論和分享了愛護學校公物的方法。

但你們知道嗎，地板也是學校的公

物，雖然工友叔叔姨姨每天幫助我

們清潔它，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任

意弄污學校的地方。你們知道地板

沾上黑色是很難清潔的嗎？

　　（眾學生不出聲）

　　老師：你們不知道，每天放學

後，工友春姐花了很多時間去刷洗

地板污黑的顏色！但她沒有一句怨

言，因為她想我們有一個舒適的學

習環境。我們是課室的主人，由今

天起，我們自己清潔課室，也感受

感受工友姨姨的辛勞，然後再反思

我們應該怎樣保護保持課室的乾淨

和舒適……

　　我很贊成該老師的做法，他成

功地讓學生換位思考，以行動去作

感受。學生由清潔課室，體驗到工

友的辛勞，從而感恩工友的勞動。

為了表達對工友姨姨用辛勤的勞動

換來了自己和同學舒適的學習環

境，同學主動寫下感謝卡，同時還

將自己心愛的小飾物作為禮物送給

她。

　　故事還在繼續……

　　工友姨姨在收到同學的感謝卡

後，被學生的真心感動，竟然也執

筆寫了一封信回應該老師和同學，

內容如下：

　　在工友姨姨的回信中，我們看

到她真心感謝同學送她的小禮物，

這小小的並不值錢的禮物也令她感

動並開心。然而，令我有所感觸的

是，工友姨姨感恩同學欣賞她的努

力，感恩老師和同學對她的愛，並

將這些作為她永遠要學習的內容。

　　在學生和工友的互動中，在這

感謝卡、小禮物和書信的對話中，

我們看到了，因為同學感恩工友勞

動的付出，並將自己的感恩表達出

來，工友也因為感恩同學的欣賞，

並將這作為一種愛而開心着、感動

着……

　　我們在不經意中也被感動着，

開心着；我們也被悄悄地感染了，

也會在不自覺中自問，我感恩了

嗎？原來感恩會一個傳一個，原

來感恩也會幸福。我想，只要感恩

在，愛就在，這是感恩的力量，這

也是我們教育的初心……

　　施予者懂得感恩，而受施者因

而用感恩的心回報，但願此感恩文

化傳遍全一、傳遍香港、傳遍世界

每一個角落。

校長感言

感恩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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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心一刻

溫溫暖暖盆菜宴

種
種

感
恩

畫面在全一

感恩教育，從小抓起，敬一杯孝敬茶

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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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朦朦朧朧地從幼稚園升上小

學一年級，全一的老師都付出了很多

努力，我很感謝老師們辛苦地栽培着

我的額孩子，栽培着明日的花朵。雖

然孩子在學習上有點困難，一開始也

有很多他不懂的知識，但他慢慢地在

進步，謝謝老師們的教導，也希望以

後他和同學們的相處得更好，學習能

更上一層樓。 

 （1B班   王思潔的家長）

　　一轉眼我的孩子在全一度過了

愉快的4個月。在這段時間裏，老師們細

心照顧和耐心教導她，學校開展的各項

比賽與活動，都讓我孩子的身心得到了

健康發展，也讓她掌握了更多的知識，

並開拓了她的視野。在此，我向各位辛

勤耕耘的老師們，表示由衷地感謝，謝

謝你們給我的孩子帶來了歡樂，帶來了

幸福。

   (1A綺佳欣媽媽)   

　　孩子入學這短短的4個月中，全一的老師們一直對栢裕的孜孜不倦地教導、親切地關懷和用心地照顧，在教育中你們付出無私的愛心、和耐心。謝謝您們！

　　令我最難忘的是在「自律成長百日宴」的宴會，校長和老師用心地設計這些活動，讓我再次地流下熱泪，那個埸面我會一直銘記於心，謝謝校長和學校！因為你們，我無悔我的選擇。我知道，栢裕會在全一這個大家庭里快快樂樂地成長！
（1A   江栢裕家長）

　　面對陌生的香港、陌生的學校，一開始我也很擔心志軒，擔心他在學校裏面因為

語言不通，不能跟同學友好相處，也擔心他聽不懂，不知道會不會對他的成績造成很

大影響！但是感謝學校，先是為他開辦了新來港兒童補習班，讓他有機會學習新的語

言，也幫助他的學業。心存感激！

　　每天早上送他上學時，林主任都會微笑着跟志軒打招呼，還會教他用粵語說早上

好，摸摸他的頭 讓我覺得很溫暖！

　　謝謝金老師對志軒的照顧，給他很多表現自己的舞臺，鍛鍊他的自信心，讓我看

到了不一樣的志軒，我很感激老師們對志軒的栽培，照顧和肯定，我也跟着志軒一起

學習，一起成長！讓他做個品學兼優的孩子！   （1A  俞志軒媽媽）

　　我很開心可以參與全一小一百日

宴，可以看到女兒由幼稚園升上小學的

改變和成長，也希望學校可以繼續舉辦

這類活動，令我們家長可以看見兒女在

學校的生活。
（1B  鄺曉君媽媽）

　　感謝學校對孩子的教育與培養，老師們辛苦了！我的孩子在這裏讀書我很放心，因為全一學校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會嚴加管教，我們家長一定大力支持校方的活動！

(1A鄭嘉榮媽媽)

　　愛，是我們在全完第一小學感受到的。因為

愛，改變了孩子，我看着旭濤從習慣到學習都有了

進步。感謝全完，感謝老師們。願我的寶貝能在全

完第一小學愛的呵護下繼續茁壯成長。  

（1A王旭濤媽媽）

家

長

感
恩
心

聲

遍

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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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子入讀全完小學之後，他不再

感到孤獨，變成一個時間觀念強，而且

喜歡上學的孩子。在參加有意義的百日

宴那天，當孩子站在面前，捧着茶給我

們家長時，激動的我淚水奪眶而出，是

全完第一小學這個溫暖，而且有愛心的

大家庭栽培了我的孩子，讓他學會感

恩，並邁出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在

此，感恩全一！

（1B班  吴澄媽媽）

　　今年，我和女兒進入一個新階段。我由開

始的擔心，到後來放心。因為，當我們遇到不明白的

事情，有校長、主任、老師、社工、工友的全力解答

和幫忙，解決我的疑問和難題，非常感謝！

　　令我感動的是，學校舉辦了「小一自律成長百日

宴」，在宴會上，邀請了家長們，見證子女升上小一

後的轉變，還收到女兒寫給我的一封信，女兒還奉了

一杯感恩茶給我，我非常感動，當時，我就知道短短

一百日，女兒在學校已經成長了許多，多謝全一這個

大家庭，給了家長和學生一份愛心，一份溝通和關懷

的心，我感覺好溫暖。謝謝校長，謝謝您的為學生和

家長的這份良苦用心。
（1B    林咏心家長）

　　時間過得盡快，轉眼間泳軍
就讀小學四個月了，非常感謝老
師們的辛苦用心教育，在這幾個
月中，泳軍學識很多知識。　　很感謝泳軍可以就讀全完第

一小學，作為家長我很欣賞學校
看重學生的品格，我非常喜歡學
校的校訓「全人教育，完整人
格」，非常多謝全校老師及校務
人員對小兒的照顧。

（1A  黃泳軍家長）

　　我非常欣賞學校為小一學生舉辦之百日宴，對我而言，既新奇又感動，我仍然記得當孩子為我奉上熱茶時，我的兩眼淚水，幾乎要爆發出來，這個親子時刻，真的很感動。希望學校能持續舉辦這些既有利於親子溝通，有利於孩子品德成長的活動。
（1B班  鍾梓晴家長）

　　今年是小女恩智第一年的小学生活，算

一算四個月有餘。虽然前面已經有两個姐姐先

後在全一上学，但對於今年的全一，我又有

全新的認識。首先課程上的安排有了更進一

步的提高。中文科採用的悦讀寫意對恩智在筆

畫筆順、寫作、造句、部首的認識上有很大的

幫助。相比英文科，開頭我有些擔心，并且又

是新老師授課，後来在慢慢的學習中，發現恩

智竟然會說一些英文句子，也能運用老師教的

方法做功課。這四個多月見到恩智各方面的進

步成長，都有赖老師們的悉心教育和付出，在

此由衷的感謝全一的老師和校長，您們辛苦

了！ 
（1A  郭恩智家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兒剛升

小一生病住院請假差不多一星期，感

謝班主任的關心，校務處李小姐的細

心，還有校長親切的問候，讓我當時

擔憂的心放下不少，在適應小一的學

習過程中，全一的老師就像冬日里溫

暖的太陽照耀着孩子們，讓我在小一

百日宴上看到一班聰明乖巧懂事的小

朋友，既驚訝又感動，在此衷心的

說聲，謝謝你們! 
祝願全一越辦越

好！

（1A  林珈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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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吳澄

親子活動

親子其樂也融融

溫暖的一大家

1B 鐘梓晴

1B 

林

咏

心

1B 

鄺

曉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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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的校園不大，但卻充滿着數之不盡的愛。在

這裏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很特別，每位老師基本上認識全一

所有的學生。在開學禮上，校長逐一介紹每位老師、書記

及校工，就如介紹家庭成員一樣，給人窩心的感覺。只有

一家人才會如此熟悉啊！然後我再細看學生與教師之間的

互動，真的是一家人啊！我非常欣賞全一同學積極回應的

學習態度，還有你們臉上那天真無邪的笑容，這亦是我們

工作上最大的推動力！

（吳嘉琪）

　　大家好!我是羅佩卿老師，很高興

今年加入了「全一」這個家。

　　「全一」校舍雖小，但卻樣樣俱全。師生間的

和諧相處和同學們充滿活力的歡欣笑臉，都讓我深

深感受到大家過着既嚴謹又愉快的校園生活。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和大家都可以一同分

享生活中的樂與憂，彼此教學共成長。 

（羅佩卿老师） 羅
老
師

和
同學們

　　我們做任何事，都總會期望能從中得益。

「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句話耳熟能詳，卻又有多少

人能付諸實行？

　　「楊老師，祝你聖誕快樂！」回頭一看，看到

學生雙手遞上一份聖誕禮物，臉上掛著燦爛的笑

容。這一個笑容，驅走了寒冬，溫暖了我的心頭。

她沒有要求甚麼回報，只希望我收到這份禮物後，

能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在世上自私的人有很多，可是全一的學生卻能

無私地為別人獻出一點愛心。我相信全一的學生定

能繼續為身邊的人帶來溫暖。

(楊晉)

幸福洋溢在「
大

姐
姐
」

的
臉

上

和同學們在一起的大哥
哥

是
誰
呢
？

全一給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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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感恩全一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婉盈

　　時 間過

得真快，一眨眼，我是中學生

了。我喜歡我的中學，因為就像小學時的

老師一樣親切、溫柔！

　　在新的學校裡學習新的課程很辛苦，增加了很多

的課程，新增的課程有中史、綜合人文、科學……隨著課

程的增加，上課的時間也加長了，有時，我感到很累。

　　在全一時，老師告訴我們要珍惜時間，我們不理解老師的

「苦口婆心」，上到中學後，我才覺得爭分奪秒是多麼重要。古

語曰：「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要在人生的黃金

時段努力學習，如果「少壯不努力」，當我老時肯定會「老大徒傷

悲」了。

　　中學的生活和小學截然不同，中學的設施比小學多很多，有

實驗室、小食部和多媒體室，中學的活動也有很多。雖然我們

仍在適應中學的生活，但我們真的感謝母校全一給予我們充

足的養料，讓我們在高一級的學校裡也能茁壯成長。

　　「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亅我

要努力爭取做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無愧

於全一對我的培養，無愧於對我一

直抱有期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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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全一，來到耀

中，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耀中是一所國際學校，課程和學習模式跟一般本地

學校不同，在這裡，我眼界開闊了，見識多了，對自己

的要求也更高了。

　　走進這間學校，我看到的全是外國老師，也有來自不同

國家的同學。由於是全英文學校，學校除了中文課，其他科

目都是外籍老師教，開始的一兩個月，我有時會聽不懂老師

在說什麼，因為我就像是在國外一樣，完全置身在英語環

境中。

愛拼 才會多見識
耀中國際學校   陳思琦

　　一開始 的學

習，我比較吃力。但我知道，通常彩虹總

會在風雨後，起點越高，挑戰越大，收穫也會越豐

盛。每當我有不明白的功課，我會上課時或放學後仔細問

清楚老師和同學，我不怕困難。在學習上，我會將一些新的

知識和不懂的詞語抄在我的筆記簿裏，上課認真抄好筆記，下

課回家比別人多花時間複習。

　　學校不像傳統學校注重抄寫功課，我們抄寫的功課比較少，

但有很多項目要完成，而且不定時測試，學校沒有課本，只用

電腦和工作紙。學校與國際接軌，培養我們慣常所需的各種

能力，但是我會付出萬分的努力，朝著目標前進。我要

不畏困難，迎頭而上，為以後的師弟師妹做一個

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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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d studied in Chuen Yuen for six years. It was not until I I entered 
my secondary school that I realized how small my mother school is. 
And just because it is small, people in this school are close. Even 
until now, I can still feel the warmth from the memories of the days 
I spent with my beloved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here. Those un-
forgettable memories will last for a lifetime. 
 
  As you are going to graduate and start your secondary school life, 
you are heading to a new stage of your life. Although you are well-
equipped now after your six- year primary education, you may still 
feel uncertain about your future. I am here to give you some advice.
 
  Secondary school life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primary school 
life. You will have to deal with a lot of things, both academic and 
non- academic, on your own. The teachers there will not guide you 
through everything like what you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do. 
Therefore, you should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Besides, you will-
face a lot of new challenges. You may feel unfamiliar with the new 
subjects. You may be troubled by the difficult homework, assess-
ments, tests and examinations. You may also find it hard to adapt 
to the new school life and make new friends.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no one’s life is easy. But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Therefore, remember to be persistent,ask for 
help and stay positive when you are facing problems. 
 
  Secondary school is a place for studying. However, learning is more 
than scoring. In secondary school , you can take part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Of course, studying is important. However, you can also 
learn a lot of things from those activities, which you won’t learn 
from your textbooks. They include the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the ways to deal with different things. More important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whom you can share your happiness and 
sadness with, and get a helping hand when you are in need.   

  

Treasure your counted school days: 

something to say from an alumni
Chan Chak Fu      Po 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Wong Siu Ching Secondary School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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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stein once said,“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all we 
now know and understand, while imagination embrac-
es the entire world, and all there ever will be to know 
and understand.” However,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
tem of Hong Kong only focuses on student’s marks, and 
doesnot encourage any imagination. Yes, getting high 
marks in examinations is a good thing, but what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e should keep our imagination and 
curiosity alive.  

  The world is changing rapidly today, with a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schools will soon be replaced by the new one. 
Therefore, we should always stay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Since 
I was a child, I have always been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When 
I was in my primary school, I always liked to ask questions to my 
teachers, to an extent that my teachers found it annoying. Keep-
ing our curiosity can enable us to explore the newest knowledge 
at anytime, in an upcoming era full of challenges.
 
  You will leave Chuen Yuen very soon, and I think youwill miss 
the days here. So, please treasure your last half year with your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make some great memories and no 
regrets. When you miss your school, you can always come back 
after you graduate. I believe everyone in Chuen Yuen will wel-
come you. That’s all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nd I wish you a 
great last half year in Chuen Yuen, and a meaningful secondary 
school life.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第十八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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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
 　感恩母校

　　體育至今是我的強項，而小學是我體育夢

啟航的地方。在運動場上我流過無數的汗水，

努力拼搏就是為了發揮自己最好的水準，取得

最好的成績。而小學的鋪墊，讓我把我良好的

運動技能、能力帶上了中學。

　　小學時，鄧祖耀老師發掘我體育的天賦，

鼓勵我加入學校田徑隊，從那時開始，我就開

始了非常艱辛的訓練，那些體能訓練接二連三

的來，但在艱辛的背後，是老師要訓練隊員的

爆發力和耐力，以應付學界比賽。在小學六年

級的時候，我終於奪到了三個學界的獎項，為

學校爭光。
　　藉著在小學訓練出來的堅韌和耐力，在

中學，我很快地被選入學校的田徑隊和手球

隊。今年，我更突破了自己，在跳遠中取得

最好的成績，我也將繼續努力……

　　飲水要思源，今天的我儘管仍需不斷地

努力奮鬥，儘管前路漫漫，可能會遇到無法

預見的挫折，但在小學練就的堅韌和努力，

真的令我受益終身。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中一   陳耀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