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校 校 董 齊 來 個 大 合 照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 」

　　　             　　
　　「笑一笑，世界更美妙」，這句廣告歌詞，相信不少父母都不覺得陌生。要讓世界
變得更美好，常存喜樂的心，是面對順逆境也能輕鬆度過的不二法門。
　　尋找快樂，不少人寄情於物質的滿足，追求擁有上佳的生活品位，於是不停地工作，以
賺取金錢，換取物質生活所帶來的滿足感。可是，我們忙透了，滿以為讓孩子的生活「好一
點」，為他們添了一份又一份玩具，讓他們學習自己從小都想學而未能圓夢的興趣班……

可是，我們能時常見到孩子的笑臉嗎 ? 或是作為家長因工作累壞了，回家後未能享受
親子共聚的時光；又或是孩子累壞了，待家長下班回家後，就呼呼入睡了。
　　要常常喜樂，是正向思維與心態，相信與物質品位無必然關係，而「不住地
禱告、凡事謝恩」才是方法。孩子乖巧勤學、工作一帆風順、身體健康、家庭和
順…… 當一切順利的時候，向上帝稱謝當然不難，但我們是否常常懷著正向心態，

不論事情是否未能如自己的心意，仍想到它美好的一面，從而學習感恩呢？比方說，
我跌倒了，不會埋怨地面不平，不會埋怨人太擠，不會埋怨路面設計失誤……相反，
我會感謝神讓我今天穿上平底鞋，讓我跌得沒有穿高跟鞋那麼痛；感謝神跌倒的是我，
而不是我媽；感謝神讓我今天跌倒，而不是昨天，因昨天是旅行的大日子。
　　每一天能看見孩子開懷地笑，是何等美妙的事。我總認為 : 孩子一天天的
成長，我們怎樣澆灌尤為重要。相信家長和孩子都明白，物質只能為我們帶

來非常短暫的喜悅，很容易就過去。我們以正向思維澆灌孩子，每句
話都成為孩子的祝福，每個對事情的看法，造就了孩子「笑看

風雲變」，相信假以時日，孩子就會看得到世界的真善美。
　　  讓我們與孩子一起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

謝恩，一同為孩子創設一個正向思維的美好
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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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做個守規知禮的好學生

分組學習樂趣多

齊來用心聽老師的講解

家校配合，孩子適應，
熱愛學習

「大手牽小手」計劃
一年級在四年級學生協助下成長

小一適應多面睇

豐富的語言環境
學生心聲

Developing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school

吳鳳嬋老師

徐淑貞主任﹑王巧笑老師﹑林奇老師

2C 呂羨柔﹑胡偉城﹑鍾子和

Ng Siu Hei Hayden (6A)

Miss Yuen Sin Yee

　　豐富的語言環境能助學生學習及掌握兩文三語。學校從早會﹑課
堂的學習到課室佈置，甚至學科活動，均作出悉心的安排，提供機會
讓學生在課堂內外運用兩文三語。
　　早會方面，同學們有機會運用粵語、普通話及英語主持早會，將
課堂學習的內容跟其他同學分享。課堂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與
同學一起討論學習內容。而英文科本學年更增聘外籍英語教師，負責
四至六年級的閱讀課，學生在課堂上均以英語與外籍教師交流。
　　課室佈置方面，教師在課室的壁報板及玻璃窗上均張貼學習內容
及作品，老師會在課室裏展示各項禮貌用語，讓同學們能以正確的
語法及得體的用語與人交談。
　　課堂以外，中文及普通話科每年舉行中華文化周，英文科則
舉行英語周，讓學生從不同的活動中學習，
並提供機會讓他們運用所學的知識。

　　老師挑選了我們以普通話主持早會，我
們感到十分驚喜。我們在早會中，把童詩的
特色介紹給同學們，又把詩歌朗讀給同學
聽，真好玩呢！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跟其他同
學分享。

  Thanks all English teachers 
for giving me chances to take 

part in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Battle of books competition, RTHK 
radio programme Sunday Smile 
recording and Storytime in the hall. 
In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I recommended 
films and novels to all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ll of them were such unforgettable and 

meaningful experiences for me. Now I am 
not afraid of speaking English in front 

of people and I am confident to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為了協助升讀一年級學生適應新的學習
環境和勇於接受新挑戰，本校特推行「小一

銜接計劃」: 除推行雙班主任制外，亦從學校生
活及常規訓練、課程及教學策略、家課及

評估調適三方面作安排，並鼓勵家校配
合，幫助一年級學生盡早融入學校大

家庭，成為熱愛學習的大循小
學生。

     Our school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and become proficient in English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We also promote a pleasant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English Week and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provide students chances to speak English in front of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teachers in Englis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s. Besides, 
English word walls in different 
t h e m e s ,  p h o n e m e  c a r d s  a n d 
common English expressions are 
displayed around the campus. 
We  h o p e  o u r  s t u d e n t s  c a n 
develop their English skills in an 
enjoyable and authentic setting.

學

Phoneme cards are stuck on the 
windows in all J.1 classrooms.

English word walls in different themes are 
displayed in the English Room.

Students enjoy playing fun games 
in their reading lessons with

 our new NET teacher Mr. Awais.

Our NET teacher Mr. Justin is joined by students 
to perform scenes from ‘The Gruffalo’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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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閱讀氣氛的建立

W h y re a d i n g?饒有趣味的中文閱讀課

學生心聲

謝嘉莉老師

Miss Chan Ngar Lai
吳冰菱老師

6A 蘇瑩瑩
6E Fung Pit Tak

　　學校提供豐富的閱讀資源，學生無論在圖書館、課室或地下操場均可自由閱
讀喜愛的圖書。我們特別安排星期三及五為早讀課，透過廣泛閱讀主題以培養學
生喜愛閱讀，同時亦利用早讀時間進行繪本教學，以培育學生接納不同的價值觀
和文化，增加對生命的了解，面對生命挑戰。
　　由本學年開始，中、英文科都會安排學生到圖書館上閱讀課。利用圖書館豐
富的資源，讓學生透過閱讀不同的文體和閱讀策
略，從而擴闊學生閱讀的視野，培養學生成為優質
讀者。
　　此外，各學科亦會安排多元化的閱讀活動，讓
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如中秋節舉行的猜燈謎活動，
學生提出謎語來考考其他同學。在猜燈謎的同時，
亦加深他們對節慶的認識。
　　期望學生能享受閱讀課，在閱讀的過程中有更
多的得着，讓「閱讀」成為自己的好朋友。　　

     There is no doubt that read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all of us. It builds our knowledge,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our language skills. The more 
you read, the better your reading skills and pronunciation 
will improve. Therefore, our school librarian and teachers 
would like to bring ou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reading English storybooks in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this year. The purpos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Our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librarian will teach different reading strategies and skills 
such as to identify main ideas and details, to determine 
the author’s purpose and describe story structure etc. We 
hope we can inspire a lifelong love of reading and allow 
students to dream big in the future.

　　從本學年開始，中文科與圖書館

主任協作上閱讀課。我們發現學生皆

喜歡閱讀，然而他們欠缺了閱讀技巧，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閱讀不同文體的作

品，教導學生各種閱讀策略，讓學生

閱讀時能運用所學的技巧，例如「猜

測故事內容和結局」、「分析人物性

格」、「自擬問題」等，從而增加閱

讀的趣味及效果。

　　

　　我認為今年新
設的閱讀課給我們帶
來很多樂趣。除了能
享受故事書帶給我們
的趣味外，還可以訓
練我們的閱讀策略
及寫作技巧。

   

     I think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are fun and interesting 

because I can improve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lots of English 
storybooks. I had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my views about the books. 
It improves my interest in reading. 

I found that I could open up my mind through 
reading books. I really treasure the time in 

the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學與教

If you were Brown Bear, what would you see? 
Let’s read the story and find out!

透過校園電視台直播 ,
一同閱讀繪本故事

同學們在圖書館閱讀有趣的圖書中秋燈謎考考你

同來創作 "小紅帽新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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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制服團隊陣容鼎盛

趙秀玲老師
　　剛過去的十月，本校舉辦了第十七屆陸運會。比賽當日，
60 及 100 米飛人決賽及接力比賽十分激烈，並以高年級同學的
比賽最為精彩。運動場上，同學都竭盡全力爭取好成績。最後，
由 6E 馬希偉及 6C 楊雅婷同學以出色的表現，分別獲得男女子
最佳運動員，他們的體育精神亦很值得大家欣賞及學習。
　　另外，第十屆競技日於十月底在學生和家長的歡笑聲中已
順利完成。雖然早上灑了一陣微雨，但比賽開始時，天空放晴，
實是感恩。除了一至三年級的競技遊戲外，還有親子接力賽。全
校共有二百八十多個家庭參加，是歷年之冠。家長與同學都非常
積極參與賽事，全場氣氛高漲。離開時，大家均掛上一張笑臉，
並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

園校

6C 楊雅婷
　　在參
加比賽的
時候，我
會用心、
盡力地完
成，並且
對自己充
滿自信，

不會因對手強大而感到害
怕，而是抱著一顆挑戰自
我的心，努力地比賽。

6E 馬希偉
　　比賽
時，每位
運動員都
會施展渾
身解數，
而我能夠
最後勝出
比賽，並
成為最佳運動員，當然開
心不已。今後我會繼續努
力，希望能夠保持水準。

5B 林天佑 2B 林天怡家長

　　今年的競技日，我們一家
四口有幸參與其中。當中的親
子接力賽，是我們最期待的，
因為今年不用抽籤，人人也可參加！
由於爸爸喜歡運動，所以哥哥和妹妹也嚷著要和爸爸
一起參加。在眾多參賽者中，妹妹和爸爸幸運地在接
力賽得到二年級的殿軍，真是得來不易！因為這是計
時賽，加上平日我們沒有練習跑步，真是喜出望外！
而我亦很慶幸能成為啦啦隊評判之一，看見各班班牌
設計都十分精緻獨特，同學們落力地喊口號為運動場
上的健兒打氣，那投入的氣氛，為這次競技日增添光
彩！希望明年除了親子接力賽，如果還能增設爸爸、
媽媽 100 米賽跑就好了。因為在這次競技日中，我
看見有很多家長也是「很跑得」呢！

最佳運動員感想
家長心聲

　　本校重視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故於正規課時內特設「多元智能課」。
透過參與多元智能課，啟發學生潛能，學生能學到課本以外的知識和技
能。本年度新增「數學新動力」及「創意無限 Fun」兩個與邏輯、視覺
空間智能有關的學習小組，使學生在學科知識外，更在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上獲得均衡發展。
　　此外，本校也希望透過制服團隊的系統性訓練，加強學生的個人及
群性的發展。各團隊透過參與社區及學校的服務計劃，提高同學對社區
事務的關注，並裝備他們日後盡己力回饋社會。

多元經歷、全人發展

陸運會及競技日花絮

大家都全力以赴
同學準備起步的一剎那同學獲獎時心情都非常興奮

創意無限 FUN

數學新動力

ENGLISH WONDERLAND

龐卓輝老師、何詠妍老師

全神貫注 , 準備起跑

緊張刺激的親子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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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都專心祈禱

同學們懇求天父帶領自己積極成長

校長為各班代表燃點智慧之火

助理校牧王Sir為同學們祈禱祝福
校長亦為同學們逐一按手祝福向同學們送上禮物，盼望這份心意

能時刻提醒大家「我要成長」

園校 內外

1C 縱家怡

　　我很喜歡這份小禮物，因為
它提醒我學校有很多人幫助我。
我會勇敢地成長，將來做有
用的人。

1D 鍾晴

　　在成長禮中，我很喜歡「燃
點智慧之火」的活動。另外，
校長講的故事使我很難忘，
也鼓勵了我要努力成長。

學生心聲

早會 新 安排

　　本年度學校整合週一至週五的早會時

段，讓學生的身心靈有更全面的培育。本校

一直重視生命教育，早會是學校推行品德教

育的重要一環。我們透過每週不同主題的早

會，除了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外，還引導學

生認識信仰和積極關心社會。本年度早會的

新安排如下：

星期一

早操

星期二

宗教早會

星期三

早讀 / 德育繪本

星期四

德育 / 公民學科

星期五

早讀 / 主題繪本

　　為了迎接小一學生進入學校大家庭，本校特別於 10 月 30 日為他們

舉行「啟蒙禮」，作為新學習階段的啟動儀式。啟蒙禮象徵學生現已進

入一所基督教的小學學習，開始過基督化的校園生活。我們藉著活動，

讓學生了解自己正在長大，並成為一名小學生，且明白成長期間會遇到

困難，需要積極勇敢面對及懂得尋求幫助，更重要的是，明白天父會看

顧及保守他們成長。

生命教育 ─ 小一啟蒙禮

多元經歷、全人發展

每逢星期一，同學們在領操生
的帶領下做早操

本年度的週二及週四早會均以校園
電視台直播的形式進行

朱蘭芳老師

朱蘭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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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楊均漾 2E 馮靖怡1B 范芯柔 2C 馮穎1D 文希晴

學生篇

小息 樂 趣多
　　學校本學期第一個小息時間增加至二十五分鐘，同學們可以在這段時間
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到圖書館看書、參觀探知館、觀看「大循小舞台」、
進行體育活動……這期筆匯請同學把自己喜歡的小息活動及希望增加的小息
活動繪畫或寫下；亦邀請家長抒發期望小孩如何善用小息時間。

3A 黃紫柔
　　我希望每日都可以到音樂
室玩樂器，因為我很喜歡音樂，
從小就學小提琴和鋼琴，希望能有機會跟各位
對音樂有興趣的同學交流。

3D 林苑瑩
　　我最期望老師能開放各種球類給我們
使用，讓我們這些好動的學生舒展筋骨。
因為我們平時只有上體育課時，才有機會
接觸到，時間實在太少了。

3D 黃阡媛
　　我最喜愛的活動是和朋友們
一起聊天，一起分享食物。我們
可以談論在課堂上發生的趣事或
研究功課上不明白的地方，從而
增加彼此之間的友誼。

4D 陳學銘
　　我希望在小息時增加一
個叫「IQ 樂趣多」的活動：
在操場上掛滿 IQ 題，讓同學
動一動腦筋，想一想 IQ 題的
答案。

4B 黃紫悠

　　小息時，我會到1B班找「小手」
——棨柔和妙德。他們是一對好朋友，
某天，我到雨天操場的時候，看見他
倆正坐在長椅上吃東西。看到他們高
興的樣子，我也感到很高興。我希望小

息時能和「小手」們一起玩呼拉圈，一起
跳繩。

4D 黃樂堯
　　小息時，我想跟同學一起踢足
球和打乒乓球，因為這些活動能令
身體強壯。另外，足球是一項團隊
運動，可以培養我們團體合作的
精神，而乒乓球是一樣用個人技術
取勝的運動，我想在小息時跟同
學來一場比賽，測試自己的能力。

5A 王彧慈
　　我最喜歡的小息活動是去圖書館裏
看書，因為圖書館裏的書十分有趣，令
我愛不釋手。另外，我希望學校可以在
小息時增加一些推薦圖書的活動，因為
這樣可以讓同學們知道閱讀的樂趣和學
會從書中明白一些道理。

6A 馮艾琳

　　我最喜歡在小息時觀看
「大循小舞台」，因為在那裏
可以看到同學們獨特的才藝。
在二年級時，我曾參加過「大循

小舞台」，所以我知道表演者在表
演後，得到同學們的掌聲是多麼的快樂！

　　6B 戴思言

　　我最喜歡的小息活動當然是能在學校裏四處參觀。我們的學校環境優美，
設有蝴蝶園、侏羅紀小公園、花果山，還有一個戈壁小沙漠呢！在那裏，我既
可以認識更多花草樹木，還可以呼吸新鮮空氣。
　　另外，我期望學校可以增加一個遊戲機室，讓同學們輕鬆一下，減輕壓力。

筆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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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陳心穎家長 蘇木英女士

　　我期望女兒能善用小息時間，與志趣相投的同學玩些益智

的活動；一起打球或跳飛機來增進友誼，學習群體相處之道；看圖書

或漫畫也好，讓她了解自己的興趣及方向。希望女兒能享受每一個小息，

擁有一個愉快及難忘的小學生涯。

6B 黃詩穎家長 張蘭盛女士

	本學期第一個小息時間增加至二十五分鐘，我希望同學們

可以善用這段時間與神親近——個人靈修時間。同學們或可三至

四人一組，每週一至兩次，來一個「小小小團契」，每次由一位

同學負責帶領聚會，藉着唱詩、讀經、分享、代禱等，同學們

能彼此激勵，彼此關懷，讓靈命成長。做一個討主喜悅

的好孩子！

1A 蘇俊哲家長 陳家琦女士

　　作為家長，希望小朋友能

夠多接觸大自然，本校有個種植

園，應該好好利用它。如果一個月

能有一次機會利用小息時間參觀種植

園，看看綠油油的植物，嗅嗅香噴噴的

的花朵，欣賞美麗的蝴蝶在花間飛舞，有些知識在

書本上找不到，多接觸大自然，是小朋友的

成長的最大收穫。

3B 李奕朗家長 李振達先生

　　「休息為要使我們走更遠的

路。」很欣賞學校的新安排，使我們

的孩子能享有更好的休息時間。

　　孩子的想像空間無限，創意亦能被不斷發

掘和啟發，我渴慕校園能備有一幅塗鴉

牆，給小孩「塗鴉」一下。

1D 羅皓哲家長 李惠玲女士

　　我最喜歡皓哲小息到圖書館

去看圖書，其實是他最喜歡去的地

方，因為每次去完圖書館後，他均會與

我分享他的得着。由最初不懂得如何到圖書館到如何

借到第一本書，他每天回家都會向我說得一清二楚。

現在他已成功在圖書館內看到他渴望看的圖書

《香港彈起》和《中國彈起》，回家後與

我分享時是開心到彈起！

1B 黃棨柔家長 徐惠儀

　　感恩柔柔可以入讀這所快

樂校園，從充滿快樂的眼神中，便

可知學校生活愉快，同學之間相處融洽。

　　與柔柔閒談中，她最希望小息與同學一齊到圖書

館內聽故事，可由家長做故事爸媽，或由校內學生

演說，一方面可鍛鍊勇氣，另一方面亦可培養看

書文化，讓同學在休息時間可以增加知識或

開懷大笑一番。

3E 林俊熙家長 林茵琪女士

　　二十五分鐘的小息時間，實在

是一個愉快的時光好讓小朋友吃喝玩樂，

也可到圖書館看書。除此以外，我期望學校可加入新

的元素，令小息活動更豐富，例如播放童話故事、聖

經故事、有關動物的、介紹世界各地等等的短

片，讓小朋友可以認識書本以外更多更

有趣的知識。

2B 黃曉暉、
6C 黃曉豐家長  張麗華女士

　　首先很欣賞校方增長小息時

間，讓同學可以有較多時間參與自己

喜歡之活動，作為家長的我，希望校方可增設多些

康樂設施，讓同學接觸不同的活動，從而提昇社交

能力，如：大型康樂棋、UNO、層層疊和不同種

類的棋，甚至現時流行的吹氣足球活動。相

信同學們每天都很期待小息的來臨。

家長篇筆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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