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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世紀疫症顛覆了整個世界。只是短短數月前，很多人還是覺得我們醫學昌明，過
往很多不治之症也能藥到病除。人類亦開始了新一輪的太空競賽，甚至有國家成立了太空
軍！人好像上天下海無所不能，更有國家元首每次講話也自誇第一，無人比他及他的國家
好！殘酷的現實卻是全球累計已有超過 700 萬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超過 40 萬人不治；
在本港截至 12-6-2020 確診個案 1108 宗，4 人死亡。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
不見了。（雅 4:14）

緊貼疫情而來是經濟的震盪。不論大小機構的倒閉，失業人數上升。大人及小孩多月
來因害怕染病、沒有口罩等原因被困家中，產生了多少磨擦？而封關、封城又把大部份仍
有工作的人的工作形態改變，轉為居家辦公、網上會議等，把我們基本的生活作息也改變
了。疫境變成逆境，前路未明。人生失去了盼望！只有失望！絕望！

大家真是這樣相信嗎？失望、絕望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望」這個字的古字形像是一
個人站在地上張大眼睛遠望的樣子。所以，「望」是有目標、有對象的，所謂失望便是失去了這對象，絕望更加是永遠達不
到這目標。大家所望的目標是誰？是什麼？例如：患病的寄望有一位醫生能醫治他又或是有足夠金錢來醫好疾病，遇到危險
時便希望有人能拯救他。今天社會很多人失望、甚至絕望，可能正是因為他們所盼望的對象未能完成目標。醫生醫不好這世
紀疫症，領袖未能帶領人民脫離險境、捆綁或貧病困苦！真正的問題可能正是我們望錯了目標、依靠錯了對象啊！一場疫情
提醒我們不要自以為是、自高自大，要認真地找對所「望」的對象。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 121:1-2）

隨着疫情有緩和跡象，人們生活慢慢地回復正常。回望過去，暫且放下心中的憂慮，嘗試易地而處，為對方想一想，了
解對方的經歷及感受，看能否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及學習。

【醫護人員】
在疫情期間一班醫護人員努力為對抗疫症而奮鬥，他們希望一般市民留家抗疫，減少出外受感染的機會，減輕患病人數之餘
亦可減輕醫護人員的負擔。換一個位置，我能否好像醫護人員，甘願為了別人而賠上自己的性命？他們也有父母，可能也有
子女。甘願離棄自己所愛的人，為了別人的父母或兒女留在醫院照料病人。那份高尚的情操，我們應當把這份無私的愛銘記
於心。

【家長及學生】
在家教會的會訊我亦希望能了解家長與學生百多天留在家中共處的情景，感受家長的勞苦、學生的納悶，體會大家的無奈。
復課前家長對學校衛生的憂慮、孩子留家多月要收拾心情、背起那重甸甸的書包、重新面對學業的壓力，那份緊張及擔憂，
學生也真的不易為。

【教職員】
老師在疫情期間同樣也要照顧父母及兒女，也要為口罩奔波，但仍努力地學
習如何拍片、如何使用 Zoom 去讓各位同學停課不停學。還有一批職員留校
徹底清潔消毒校園，處理日常事務及保持學校開放照顧回校的學生。疫情期
間，教職員從未停止工作。

【天父及主耶穌】
當我們遇上逆境，求問神：「我的神啊！我的神啊！為什麼離棄我？」主耶
穌看着數以百萬計的人受感染，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這位甘願為我和你被
釘於十字架上，流出寶血至死的救主，他的感受又會如何？祂會否在哭訴：
「我的子民、我的子民，你們為什麼離棄我？忘記了我的教導？」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 (Abraham Lincoln) 在一次講話中被問：「南北兩
軍都是基督徒，應該求神企那一邊？」他答：「不是求神企在我一邊，是求
神讓我企在衪那邊。」

疫 / 逆境是讓我們在經歷中學習成長的功課。生命屬神，讓衪掌管，信任祂，
交托給衪。不是沒有了我，而是學習放下自己，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身
上。這樣，未來仍是充滿盼望的。



為慶祝創校十周年，本校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舉行了「十周年校慶嘉年華」。當天節目
豐富，有啟動禮、學生表演、各科展覽及攤位遊戲
等，場面十分熱鬧，校園內洋溢著一片歡樂氣氛。

十周年校慶嘉年華

嘉賓手持象徵聖靈果子的燈進行啟動儀式。

受歡迎又有趣的攤位遊戲。

家長義工們與朱校長合照。

色彩奪目的親子時裝展。

小司儀在啟動禮中風趣幽默，
帶動現場開心愉快氣氛。

朱校長與嘉賓們和家長們合照。

校園小記者正在訪問朱校長。

活潑好動的小朋友最愛戶外遊戲。

同學們興奮地換禮物。

本年度的校慶旅行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
( 星期二 ) 舉行。當天風和日麗，全校師生及家長
們也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當天，一至三年級同學由班主任老師帶領前往元
朗公園，遊覽公園景色，一同在綠草如茵的草地
上玩集體遊戲和野餐，共渡歡樂時光。
而四至六年級同學則前往北潭涌郊野公園。園內
綠樹成蔭，並設置燒烤場，還有自然教育徑供遊
人使用。同學們野餐、燒烤及遊玩，歡笑聲此起
彼落。
一幕幕難忘的旅行片段和回憶，讓我們齊齊來回
味一下吧﹗

校慶旅行

啟德豐盛生命之旅：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
交流團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至六日，校監歐陽兆基牧師、
朱偉基校長、宗教科主任洪瑞儀老師、常識科主任梁
慧茵老師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主任李嘉麗老師參加了
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主辦的「啟德豐盛生命之旅：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交流團」。此行之目的是透過實地
觀摩台灣學校和社服機構如何實踐生命教育之策略及
經驗，作為本校於日後推動生命教育模式及建立生命
教育團隊之藍本。

為建立學習型教師團隊，本校定期為教師舉行不同的
工作坊和交流會，藉不同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提
升教學質素。

王思紅副校長細心地為同工們進行講解

「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 STEM 
教學創新的多層領導網絡
(SDLS-MLN)」計劃分享會

準備出發！

活動體驗：繪本故事共同備課會

到訪「社團法人中華點亮生命教育
協會」

花花姐姐說故事劇場

到訪「得勝者教育協會」

與新北市私立聖
心國民小學的學
生們同上「心靈
有約」課堂。

親身體驗如何
使用教具，讓
學生思考和反
省生命價值和
意義

陳建榮老師分享「電影中的生命教育」

「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創
辦人陳進隆先生分享如何推動生命
教育

Yeah ！成功！

各人認真地
製作

中層管
理講座

LoiLoNote Workshop 

即場體驗
跳繩是同學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自備美食，享受野餐樂趣。

燒烤樂趣多
。

低年級親子旅行。

遊玩過後，不忘清潔公園。

同學一起共渡歡樂時光。
同學們與朱校長開心合照



LEGO POINT
每班同學可於午休指定時間內到 LEGO 
POINT 進行偉大的建設工程！

銀禧探知廊
每天早上，同學們可以在 LEGO POINT 進行閱讀，探索科學
的奧秘！

銀禧探知號
在各個教室內，擺放了不同難度的科學小遊
戲，鼓勵同學們互相合作，坐上銀禧探知號
的頂峰！

學與教博覽
本校師生獲「學與教博覽」活動之
邀請，在會場內展出攤位。
本校英文科科主任李偉鉻老師更
獲邀擔任演講嘉賓之一。

午休小科學
高年級同學於午休活動期間向低年級同學進行簡單智
趣小實驗，提升同學的溝通技巧和科學知識。

港大計劃
本校 6 年級同學參加由香港大學領導的賽馬會 STEM
自主學習計劃，運用科學知識，製作迷你太陽能車。

Steam 活動簡介



 

曾樂施
醫護人員努力加油 !

馮禧晴
醫護人員加油 !

Jason Chow
各位醫護人員 ! 加油 ! 
努力 ! 我們會好好保護
自己 !

Jacob Ng
在抗疫中，多謝你們堅
守崗位，無私奉獻。

王心祈
加油 ! 我們留在家中，
齊 心 抗 疫 ! We stay at 
home!

潘霈渝
謝謝你們的付出。我會

乖乖留在家。

Thank you !

司徒雪瑩
多謝你們付出和努力 ! 
加油 ! 謝謝 !

周敬斌
醫生護士，支持你們。 
我會 Stay home !

Iris Fong
多謝您們 ! 
Support you!

徐皜天
I stay at home for you! 
加油 !

廖樂然
醫護人員加油 ! 我們支持您 !! 衷心感激 !! 多謝您們 !!

林晴雅
醫護人員加油 ! 
身體健康 !

郭逸澄
加油 ! 
We stay at home for 
you.

Cheukwing 
Yuen
謝謝你們 ! 加油 !

梁鈞琳
給醫護人員 : 你們緊守
崗位，我們留在家中。 
Stay healthy ! 加油 !.

劉海業
支持醫護人員，我們留
在窗邊曬太陽，加油 !

陳芷恩
留在家中少外出，多做

運動勤洗手。醫護人員

支持你 ! 加油 !

陳姸熹
親愛的醫護人員 : 感謝
你們救香港  !

何靖軒
各位醫生和護士 : 感謝

你們的付出 ! 加油 !

蘇思翹
感 謝 醫 護 人 員 緊 守 崗
位。無懼疫情，無限感
激，無限支持。加油 !

同學們對
疫情的感受

網上教學花絮及學校防疫措施

網上教學花絮

坐定定，愉快投入網上課堂。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在網上課堂的講解。

倪皓穎老師正在跟同學上數學課，你
能在電子螢幕上找到老師嗎？

劉世傑老師在電腦前示範實驗。

正在教室裏準
備網上課堂的
劉小慧老師雖
然戴着口罩，
卻掩不住她親
切的眼神。

外藉老師 Miss Estelle 滿心歡喜地跟同學
在網上學習趣味英語。

雖然疫情把我們困在家裏，大家也可以網上相見！

電腦、耳筒、課本，準備好上堂啦！

同學在家中拍攝「音樂創作」的習作。

老師為學生分配課業，

讓家長到校領取。

職工們正準備防疫心意包。 學校的大門前放置了充足的防

疫設施。

同學親自回到學校領取課業，這麼
久沒跟老師見面，合照一張吧！

工友叔叔仔
細地清潔及
消毒校園每
個角落。

老師向家長了解學生停課在家的
情況。

學校防疫措施

麥慧田老師的英文課開始啦！2020 年 4 月 -6 月 
停課期間網上教學短片

英文科：Phonics

體育科：
Baby shark challenge

音樂科：杯子玩音樂

視藝科 ：美麗的花朵



各科課後活動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 )
雖然各位同學於本學年上課的日子較以往短，但依然擁有許多美好的回憶及高質素的作品，不如大家一起來
重溫吧！ Let's go ！

排水法求不規則立體的體積

合體字生日卡

普通話攤位遊戲

古時有生性聰慧的曹沖，在沒有大秤的情況下連大象也能秤出來。今天則有
六年級的同學，利用相同的方法找出不規則立體的體積來，多聰明呀！

本學年正是銀禧十周年校慶，同學製作了非一般的生日卡，全是自家設計不同款
式的合體字生日卡，全球獨一無二啊！每一個合體字裏都充滿大家對學校滿滿的
祝福！

2019 年 11 月 28 日午休時段，禮堂設有八個普通話攤位
遊戲。當日同學們都能寓學習於遊戲。看！每一個銀禧
的同學告訴大家「學普通話又有甚麼可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