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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我們有幸邀得寶血會嘉靈學校馮敏兒
校長接受訪問，談談她的背景、辦學理念及對我
校的期望。

梁同學： 請問你在成為嘉靈學校的校長之前，主要的工作是
甚麼？

馮校長： 我曾在粉嶺的一所寶血會屬校裏擔任校長的工作。
梁同學： 那麼，在過往的工作裏，你曾遇過哪些難忘的事情

嗎？
馮校長： 回想那時候，我和學生曾一起參與很多活動，除了

在校內一起午膳和上宗教課外，我們還會一起去旅
行、參與運動會、感恩祭、教育營、參加境外遊等，
這些都是令我感到很難忘的；不過，最難忘的要算
是每年和小三學生一起參與生命成長體驗營。那天
晚上，大家一起在學校禮堂裏留宿一宵。我們一起
參與營火會、玩集體遊戲、煮湯丸、吃夜宵，真是
難忘極了！

馮同學： 當你成為嘉靈學校的校長後，將會如何秉承嘉靈學
校的辦學理念？

馮校長： 我會身體力行，與老師攜手合作，共同參與學校的
建設，並用心栽種，用愛傳承，實踐嘉靈學校的辦
學理念。

新 校 長 專訪
馮敏兒校長

專訪
梁順筠 ( 六智 )、馮寶熙 ( 四禮 )、黃昕晴 ( 四禮 )、鄭智君老師

鄭老師： 你在嘉靈學校已工作大半年，對我校的老師有甚麼
印象？ 

馮校長： 我認為嘉靈學校的老師不但勤力、工作態度認真，
而且有智慧、有創意、有要求，常常為教學不斷努
力求進，還很疼愛學生呢﹗

黃同學： 那麼，你對嘉靈學校的學生有甚麼期望？
馮校長： 我期望嘉靈學校的學生能夠牢記校訓「敬主愛人，

進德修業」的意義：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讓我們
在生活上以虔敬的心敬畏天主，遵守祂的誡命，以
行動實踐愛己愛人愛天主的精神；並在基督的愛內，
培養高尚品德情操，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終身
學習；及以耶穌基督為榜樣，成為樂於服務人群、
貢獻國家的好公民。我相信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
學生懂得敬主愛人；富探究精神，發揮創意，盡展
潛能，樂於終身學習；並擁有健康的身心，勇於承
擔，敢於面對逆境，將來成為高素質的社會接班人。

黃同學： 最後，你有甚麼說話勉勵我們嘉靈學校的學生和老師？
馮校長： 我勉勵各位嘉靈學校的老師，一同憑着對天主虔敬

信靠的心，與學生一起創造生命的彩虹；同時勉勵
所有嘉靈學校的學生，也要憑着對天主虔敬信靠的
心，以不怕艱難、永不言棄的體育精神，發揮天主
賜予的才能，努力不懈學習，將來貢獻國家社會。

宗 組培
  「敬主愛人，進德修業」寶血會嘉靈學校

秉承耶穌寶血女修會辦學宗旨，以宗教及道德

教育為首要目標。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宗

教活動，例如﹕「祈禱小天使計劃」、

「靈修計劃」、「無零食週」及與世

界宣明會合辦的「清淡一餐」等，

讓學生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下學習主耶

穌基督愛主愛人的精神，並鼓勵學生

在生活中實踐愛人如己的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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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在專訪的過

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

馮校長的隨和，就像與朋友

談天似的，讓大家在輕鬆愉快

的氣氛下完成訪問。訪問結束

前，馮校長以一句寄語：「藍

天白雲不常有，只有經驗主

的慈愛永常在。」與嘉

靈學校全體師生共

勉。 

顧問： 馮敏兒校長   編輯委員：李淑儀主任 關詠定老師 鄭智君老師 陳國丞老師



宗培組

  2018 年 3 月 23 至 24 日，本校 117 位五年級學生及

14 位老師參與教育局「同根同心」-「廣州兩天境外學習

團」，同學藉着實地考察與交流，親身感受國家的發展，深入瞭解國家的歷史。

  同學們參觀中山紀念堂和大元帥府，認識了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及他對中國的偉

大貢獻。及後參觀黃埔軍校、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及辛亥革命紀念館，同學們更加深

了對國家歷史事件的認識，體驗了中國人民為革命奮鬥、自強不息的英勇精神。

  此次廣州兩天的旅程，同學們積極投入學習參觀活動，獲益良多！

大元帥府

中山

紀念堂

我們出發去參觀啦！

我們踏足廣州復古街道上 ,心情興奮 !

全神貫注地聆聽講解

齊齊做個讀書郎

我們即將準備參觀大元帥府啦 .... 精神抖擻地與孫中山伉儷合照

在宏偉的中山紀念堂前愉快合照

與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同行

看 ! 我們站得多威武 !
大家看 !後面就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總理遺囑。

我們身處在設計獨特的中山紀念堂內，
感覺真棒 !

實地參觀孫中山先生辦公的地方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格前 13:7)



我們在莊嚴的牌坊下合照

宗培組

黃埔
軍校

黃花崗

辛亥
革命
紀念館

學生心聲
五義　劉善妍

  大元帥府裏逼真地再現了

孫中山先生晚年工作和生活的

環境，它是整個行程的亮點。

孫中山先生撰寫《治國方略》

的地點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信　王怡晴

  宏偉的中山紀念堂，融匯了

中西建築特色，令我嘆為觀止！

在參觀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禮堂內的一塊漢白玉石碑，石碑

上刻的是總理遺囑，遺囑中孫中

山先生希望人人平等的願望，讓

我看後肅然起敬。

五智　劉楚鈺

  在廣州兩日一夜的行程中，

令我最深刻的地點是辛亥革命紀

念館。紀念館內不同的展覽廳，

讓我全面地認識了辛亥革命的歷

史。其中，孫中山先生和一眾革

命黨人永不放棄，堅毅不屈的精

神令我深受感動。

五禮　鄭茗傑

  參觀完黃埔軍校舊址，我

不但深入認識了這間聞名中外

的軍校，而且被軍校的精神深

深感動。我決心要繼承和發揚

軍校學員刻苦努力的精神，為

振興中華而努力讀書。

五仁 老錦鵬

 參觀黃花崗七十二

烈士陵園後，我對當年的

革命者有了新的認識。他

們為了國家和民族，不但

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幸福，

還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我們踏足廣州復古街道上 ,心情興奮 !

我們愉快地在紀念館內做筆記

大家莊嚴地參與臨時大總統的宣誓禮

來到黃埔軍校，大家都非常雀躍！

同學們專注地觀看辛亥革命的珍貴歷史照片

同學們利用無線導覽機，聆聽對展品的講解

我們與革命者並肩合影

在晴朗的天空下參觀辛亥革命紀念館

「應盡力與眾人和睦相處。」( 羅 12:18)



全方位學習

      一年一度的全方位學習日已

於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順利舉行，是次活

動以「我是小巨人」為主題。學校期望學生透過參

與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認識不同的職業，並了解不同

行業的「巨人」須具備的品德情操。

    三天的學習活動多姿多彩︰一年級的同學透過參與愛護動物講座

及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學習尊重生命及關心動物；二年級的同學於

消防員的講解下，不但認識了防火安全的知識，而且了解了消防員的日

常工作；三年級的同學除了參觀益力多廠外，

還化身小廚神，製作造型有趣的飯團；四年

級的同學挑戰自我，於保齡球場與同學較

量一番外，還積極參與「嘉靈小鐵人」的

活動，盡情地揮灑汗水；五年級的同學

則參與演員訓練班、粵劇工作坊，並

欣賞了一齣傳達關愛共融信息的表演

――《傷健無礙傳》，從而加深了對

不同藝術的認識。

    三天的學習活動以「聯合反思

課」作結，於老師的帶領下，同學

一同反思所學。學校期望同學均能

以耶穌基督及社會上的「巨人」為

榜樣，成為一個堅毅、誠懇、有責

任感與關愛他人的「小巨人」，於

長大後為社會作出貢獻。 

一年級同學製作可愛的動物手偶

二年級同學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
暨博物館

三年級同學化身為「小廚
神」，發揮創意自製飯團

五年級同學參觀文化博物館，
欣賞彼思藝術家的作品

五年級同學積極投入「演員訓練
班」，一嘗當演員的滋味

同學到圖書館閱讀
不同行業的書藉 .

四年級同學到保齡球場，
體驗打保齡的樂趣

「不作無禮的事， 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 格前 13:5)



一年級同學製作可愛的動物手偶

二年級同學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
暨博物館

三年級同學參觀益力多廠
三年級同學化身為「小廚
神」，發揮創意自製飯團

四年級同學參與「嘉靈小鐵人」
活動，學習堅毅的精神

學習參觀
  一、二年級的同學分別參觀深水埗

公園及香港公園。同學透過實地考察，

認識公園裏的設施和各種不同的植物。

三年級同學到濕地公園進行考察，善用

園區提供的教材了解鳥類不同外型的喙

與牠們生活的關係。四年級同學則到歷

史博物館，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認

識香港歷史。五年級同學參觀孫中山紀

念館，以深入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

蹟。六年級同學則到賽馬會傑志中心進

行足球體驗活動，並參觀訓練中心內各

種設施。一年級同學到深水埗公園實地考察

三年級同學探訪貝貝

四年級同學利用平板電腦在
歷史博物館進行學習

六年級同學參觀賽馬會傑志中心

二年級同學到
香港公園遊玩及學習

「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也該顧及別人的事。」( 斐 2:4)



中 戲文 劇 育科 教

　　  本校連續八年獲選參與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舉辦的戲劇教育計劃。本年度的「小木偶大想

頭」戲偶實踐計劃，課程內容豐富。於「偶友街

作」劇團導師的指導下，學生不但能學習製作不

同的戲偶，包括「開口偶」、「影子偶」和「海

綿偶」，亦能嘗試當一名戲偶師，學習戲偶

操控的技巧。最後，學生更會集體創作劇

本，並運用親自製作的影子偶，將其學

習成果躍現舞台。

我是小巨人
   ――小小木偶師

「偶友街作」劇團到校演出精彩的木偶戲

英 文 科
In January we had the ‘Loud! Loud! Read 
Aloud!’ English activity. This was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on two days for different levels. The 
pupils were invited to read a passage to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popular activity and lots of pupils attended. 
There was a buzz in the air as everyone 
wanted to do their best. They were 
excited to show off their reading 
skills and get a ‘Ka Ling Like’. 
Thanks to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who readily helped with the activity.

Meanwhile, in the English Centre 
pupils have been enjoying many 
activities and games in the recess. 
Some of these include Puzzle Week, 
Story Week, Movie Week and Fun 
with Miss Oreen. The pupils 
love the exciting games.

On a happy note, our English 
choral group did very well at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in November. 
They got second prize with 

the poem ‘Said the Water 
Boatman’.

Miss Fung also gave a hand

The final rehearsal of the English choral group

Exciting games at recess

同學用心設計布偶，樂在其中。

大家希望欣賞我們創作的布偶劇嗎﹖

'Oh, finally it's my turn!'

你們看﹗這就是我們親自
製作的布偶。

Doing puzzles is a fun way to learn

「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 得前 5：16-18)



數

常

學

識

科

科

  數學科本年度舉辦「扭計

骰」教學活動，希望透過活動

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我們利

用綜合活動課為「高年級」和

「二年級」學生舉辦相關課程。

經過學習，高年級學習小組的

同學已熟練掌握不同類型扭計

骰的玩法，部分精英更於課餘

時段教導其他同學。校園內瀰

漫着濃濃的「扭計骰」學習氣

氛，我們期望學生能在有趣的

學習活動中，提升思維能力。2X2 先扭白色

同學們敢於向速度挑戰！
老師：「對了，已差不多成功了！」

四年級同學在警長的帶領下，
參觀深水埗警署

同學在午膳期間品嚐豆腐花

學生們對「楓葉扭計骰」很感興趣

「上上下下」就扭到了

學生們對「楓葉扭計骰」很感興趣

  本年度常識科繼續推展 STEM 校本課程及優化專題研習的學習內容。

  STEM 校本課程方面，一年級以「城市中的時裝」為題，同學須為特

定職業人員改良圍裙；四年級則以「口罩設計」為題，為老師設計並製作

高效能的口罩。一、四年級的同學均投入課堂實驗，透過進行不同物料的

測試，最後選用合適物料，並用心完成製成品。

  另一方面，四年級以「深水埗之旅」為專題研習主題，於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

組支援人員的帶領下，安排同學走進社區，參觀區內的二級歷史建築，並在車上遊覽深

水埗區的特色街道及店鋪。午膳期間，同學更品嚐到區內著名的公和豆品廠的豆腐花。

同學透過不同研習活

動，多角度去認識深

水埗區。最後，同學

將會從美食、購物或

古蹟三方面選定研習

主題，透過模型製

作、短片攝錄或海報

形式展示學習成果。 四年級同學參觀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

同學為
理髮師設計及
改良圍裙

同學用心製作口罩送給老師

「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 得前 5：16-18) 「凡事要謙遜、溫和、忍耐。」( 弗 4:2)



小巨人夢想嘉年華

　　為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堅毅、

誠懇與關愛他人的「巨人」，

讓他們在充滿讚美與鼓勵的環境

下，建立自信，跨越未來的挑戰，

本校特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十七日（星期日）舉行「小巨人

夢想嘉年華」。

　　當天除設有多個別出心裁的

攤位區如「夢想城」、「活力鎮」、

「滋味閣」及「STEM ZONE」等，

更有視藝拔尖班同學的「海洋傳

說」作品展覽，吸引不少來賓及

家長的目光。

　　嘉年華會節目精彩，在一片

歡樂熱鬧氣氛中，使學生寓學習

於娛樂，亦讓全校師生、家長及

校友共度一個愉快難忘的周日。

校際團體賽龍虎榜電 子 學 習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和普及，本校自 2015
年起將電子學習引進校園，務求讓學生善用
資訊科技，培養其終身學習的能力。時至今
日，本校已於中、英、數、常、音樂及視藝科
推展電子學習。課堂上，老師善用 Kahoot、
Nearpod 等應用程式與學生進行即時的互動活
動，不但成功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營造愉快
的學習環境，更有助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
提升教學效能；課堂外，老師更於全方位學習
日及學習參觀中，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數
學遊蹤」活動及於香港歷史博物館以應用程式
EduVenture X 進行互動學習。

  本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致力提升老師的
專業技能，故於本年度分別邀請了仁濟醫院趙
曾學韞小學周恩樂主任、佛教慈敬學校樊永業
老師，以及匡智屯門晨崗學校何梓瑋老師到校
分享校本電子學習經驗。

  展望未來，本校將持續推展電子學習，盼
望於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的同時，亦能照顧不同
能力學生的需要，使每位學生均能發揮所長，
達致最佳的學習效果。

同學合作學習，認真進行分組活動

老師善用應用程式輔助教學，
大大提升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

學生善用 EduVenture X 進行互動學習

學生善用平板電腦學習中文，
提升閱讀能力

「是就說是，非就說非。」( 瑪 5:37)



小巨人夢想嘉年華

校際團體賽龍虎榜
朗誦節高年級粵語詩文集誦冠軍

舞蹈節中國舞高級組甲級獎

舞蹈節西方舞高級組甲級獎

戲劇節英語音樂劇傑出整體演出獎

朗誦節英語詩文集誦亞軍

舞蹈節西方舞初級組甲級獎

音樂節中文聖詩合唱季軍

「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寬恕。」( 弗 4:32)



學 生
《遊動物園》 二仁 潘子韻

  星期天，我和家人一起到動物園參觀。下車

後，我們看見一位工作人員裝扮成獅子的模樣，

他的手上更拿着很多五顏六色的氣球，十分有

趣。

  走進動物園後，我們看見了兩隻大象。牠們

都有一個長長的鼻子和一對大大的耳朵，牠們還

有一個圓圓的肚子，就像大皮球一樣。

  走到池塘邊，我們又看到了優雅美麗的天鵝

和可愛的小鴨子。牠們在水中游來游去。看到這

些小動物，我興奮得拍起手來。

  後來，我們還看見了漂亮的鸚鵡，牠們有的

在唱歌，有的在吃蟲子，有的在飛來飛去。

  今天，我和家人到動物園遊玩，真令人難忘。

《一件令我傷心的事》     三義 潘思羽

  每個人都曾經因為某些事情而傷心流淚，而我也不例外。

  有一次，媽媽送了一個洋娃娃給我作為生日禮物。那個洋

娃娃既美麗，又可愛。她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十分迷人。她的

嘴巴還會一張一合，好像想和我說話。每天上學前，我都會和

她說再見；晚上，我和她還會一起聽媽媽說故事，真快樂！

  可是，有一次我放學回家，看見洋娃娃竟然少了一隻手，

媽媽告訴我是弟弟把洋娃娃弄壞了。我十分傷心，還大哭起

來。後來，我更氣得把弟弟推倒在地上，弟弟頓時大哭起來。

媽媽責備我，說：「破爛的玩具可以修好，但你卻不可因此傷

害弟弟啊！」最後，媽媽替我把洋娃娃的手修補好了。

  這件事令我明白親情是很重要的，我以後也會和家人相親

相愛呢！

《聰明的小猴子》            四智 羅慧怡

  一天下午，小猴子吃過午飯後，便到大草原散步和休

息。

  在大草原等待獵物的大灰狼聽到腳步聲，馬上轉身藏

在大樹後，想要看看是甚麼獵物自己送上門來。牠發現前

面有一隻活蹦亂跳的小猴子，大灰狼心想：太好了，這頭

小猴子可美味呢！他伺機從大樹後跳出來，想要一把逮住

小猴子，靈活的小猴子看見大灰狼，馬上往森林逃跑。

  大灰狼隨着小猴子逃跑的方向追逐。可是，小猴子身

手敏捷，不用一分鐘就已經跳到桃子樹上，成功躲避了大

灰狼的猛追。不過，大灰狼也不是省油的燈，牠的力氣非

常大，牠站在桃子樹下，不斷地搖着樹幹。小猴子一個站

不穩就掉下來了。大灰狼馬上拿起麻布袋，把小猴子放進

袋裏，便高高興興地回家去。

  小猴子被捉住後，十分焦急，腦筋轉啊轉，不停地想

逃脫的方法。忽然，牠靈機一動，說：「我想到逃走的辦

法了！」於是，牠便拿出了樹枝和一塊鋒利的石頭，大灰

狼一邊走，小猴子一邊在袋子裏使勁地劃一個大口子。小

猴子終於劃出了一個大口子了。大灰狼走着走着，覺得累

了，便放下袋子，打算小睡一會兒再上路。小猴子聽到大

灰狼的呼嚕聲，便從口子鑽出來，躡手躡腳地逃回家。大

灰狼醒來後，發現猴子不見了，氣得昏倒過去。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多動腦筋，積極地想辦法解決困

難。

《我的志願》      五義 蕭奇

  列夫 • 托爾斯泰說：「理想是指路明燈。沒有理

想就沒有方向。」因此，我自小便立下志願，希望長

大後能當一名科學家。

  為甚麼我想當一名科學家？因為我很佩服發明家

愛迪生。愛迪生不但對身邊的事物充滿好奇心，他還

孜孜不倦地自學，努力充實自己。雖然他後來患上了

重聽，但他卻沒有放棄人生，反而抓緊每分每秒，反

覆進行各種實驗，從不懈怠。最後，愛迪生憑着不屈

不撓的精神，刻苦鑽研，終於發明了燈泡、留聲機、

蒸汽機等，以改善人類生活的質素。受到愛迪生的影

響，我也想成為一位科學家，發明一些能提升人類生

活質素的產品，為社會作出貢獻。

  可是，要成為科學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

以，我從現在開始，便要好好裝備自己。首先，我要

學習愛迪生好學好問的精神。除了學好英語，以便吸

取更多科學知識外，我還要不斷探索新事物。如遇上

不明白的地方，我會馬上向老師請教，尋根究底，直

至得到答案為止。

  此外，我要仿效愛迪生永不言敗的精神。為了實

現理想，我會勇於嘗試，進行一些小實驗。在實驗的

過程中，我必定會經歷無數次的失敗和挫折，但是我

決不輕易放棄，我會從多角度分析失敗的原因，然後

重新振作，繼續奮鬥，藉此培養不畏困難的正面思

想，好為將來的事業作準備。

  俗語有云：「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我相

信只要我憑着驚人的毅力，努力做好本份，必定能實

踐志願，成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家。

《特別的一天》  六仁　黎天慧 

  夜深了，我趴在房間的窗戶上，凝望窗外的星空。今晚的星星格外明亮，一弦新月掛在深藍的空中，朦朧的月

光像白紗一樣披在我的肩上，令人感到十分冷清。

  微風拂過，一絲薄薄的雲霧遮擋了月亮，模模糊糊的，令人看不清，捉不透。那時候，隱約傳來父母的叫聲：「天

慧，收拾好行李了嗎？如果不早點出發，我們將會很晚才能到達香港，我們明天還要到新學校辦理入學手續呢！」

叫聲停了，我嘆了口氣，拿起行李出門了。

  走在熟悉的小路上，我想起了與同學玩耍、學習的一點一滴，我們一起面對困難、互相幫助、團結友愛……想

到這裏，我的視線模糊了，明亮的星星彷彿變成了一個個小朋友，在天空中學習、玩耍。那時，我忍不住放聲大哭。

那些珍貴的時光，我再也沒有機會經歷和感受了，擁有的時候不懂得珍惜，直到失去後才想挽回，實在叫人後悔。

  不知不覺中，我已經走到了小路的盡頭，爸爸媽媽向我招手，我擦乾了眼淚，向新的生活跑去。同學們就像夜

空中的繁星一樣，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一切智慧，皆來自上主。」( 德 1:1)



作 品
Me And My Family

Law Cole (P.2B)
My name is Lisa. I am nine years old. I live in Shenzhen. I go to school on foot.
I am tall and thin. I have long straight hair. I have a round face, bright eye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I have two sisters but no brothers. We always clean the house together. My father is a photographer. He takes photos.    
He works in the studio. He is kind, nice and hard-working.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me and my sister. She works in the house. She is kind, nice and hard-working too.
I love my family.

Buying A Gift Cheung Wai Yin, Kara (P.3C)
Today is Saturday. It’s David’s birthday. Winnie and Pooh want to buy David a special gif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what they can buy. Pooh says, ‘Let’s go to Shatin Plaza to see what we can buy.’ Winnie replies, ‘Good idea! Let’s go there.’
They arrive at Shatin Plaza. It is so big. They look at the directory to see where the gift shop is. Then they go to Fun Toy Shop. There are many toys. Winnie asks the salesperson, ‘How much is the toy car?’ ‘It’s fifty-five dollars,’ the salesperson answers. Pooh shouts, ‘Oh no!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What can we do?’ ‘Let’s make a birthday card for David. We hope David will like it,’ says Winnie.
Later, David comes home. He sees the lights off. The children jump out and say ‘Happy birthday!’ to David. David says, ‘What a big surprise!’ David’s mum says, ‘Please open your presents.’ David replies, ‘Okay.’ David opens his presents and eats the cake. He is glad. They have a great day.

When My Grandma Was A Child    Szeto Tsz Ching, Mickey (P.4E)
What was life like fifty years ago? My grandma was born in 1954.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my grandma’s childhood.
When my grandma was young, she lived in a hut. It was small. There was a store near the hut. There were no supermarkets. Everybody bought food from the market. Grandma said the food was fresher and tastier. She also enjoyed chatting and shopping with her mum and dad. There was a market behind the hut but Grandma told me she didn’t like to go to the market because it was dirty.Grandma told me she was lucky because she could go to school. In her school, there was no air-conditioning! She said it was very hot in summer. We have air-conditioners now. Thank goodness!  My grandma was poor but she was a smart girl. Everybody asked her about the homework. I feel proud of her. When Grandma was nine, she could cook many delicious dishes, for example, fried rice, sweet and sour pork, beef curry, soup noodles with dumplings and so on.
Grandma says life was better when she was young. I think life is better now. What do you think?

Lost On Lantau Chiu Man Kat, Kelly (P.5E)
Last Sunday, the weather was sunny. It was a holiday. Mr and Mrs Chan wo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y had a delicious breakfast. After that, they swiftly packed their backpacks and took their hiking sticks. 
 'Hurry up! We should set off for our hike!' said Mr Chan.They went to Lantau Island for their hike. They wanted to take photos of the Big Buddha as it is very famous. 
When they arrived, they walked along a very difficult path but it was worth it for the beautiful view. They took a lot of beautiful photos there. 
Two hours later, they accidentally got lost. They were very worried. They wanted to ask someone to help them reach the nearest bus stop.  
'Oh no! We’re lost. What can we do?' shouted Mrs Chan.'Wait! Calm down! I have an idea! We should keep walking until we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us!' said Mr Chan. 
At that moment a man appeared. Mr and Mrs Chan were very lucky. They waved to the man. The man was a villager. He took out a map and told them how to walk to the nearest bus stop. Mr Chan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welcome! You should quickly run to the bus stop as the last bus will come soon,' said the man.
They ran as fast as horses to the bus stop.
However, the last bus had gone when they arrived. They were exhausted and disappointed. Luckily, a car came by. Mr Chan stopped it and asked for help. The driver was a kind man. ‘Come on! I can take you home!' said the driver.
They then got into the car and the driver took them safely home.

My Dream Job 

Li Tin Wai, Mendy (P.6A)
I  want  to  be a  lawy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t is a very challenging and 
meaningful job.

If I become a lawyer, I will help my clients 
to win the lawsuits. I will counsel clients about 
legal options and represent them in criminal 
or civil court proceedings too. I will be happy 
about this because I like helping people. I 
have a good overall sense of justice.

Lawyers need to be eloquent so that they 
can represent their clients in court. They also 
need to have strong organizational skills to 
organize what they need to say. Lawyers need 
to have good analytical capability so that they 
can analyse their cases clearly. 

To become a good lawyer, I need to study 
law in university for a few years. It will be very 
hard, but I won’t give up because being a 
lawyer is my dream.

To prepare for the job, I should study hard 
now because I need to learn a lot about law. 
I should read more law books so that I can 
know what lawyers do.

I hope I can be a lawyer some day. I will try 
my best to help my clients. I will work for social 
justice and make our society to be glorious 
and peaceful.

「一切智慧，皆來自上主。」( 德 1:1) 「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 谷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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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技巧工作坊

提問技巧工作坊

嘉靈學校研習日
嘉靈學校研習日

耶穌寶血女修會會屬學校小學教師發展日

建立正面的溝通團隊工作坊

「天主這樣愛了我們，我們也應該彼此相愛。」( 若一 4:11)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18 年 3 月 18 日

舉辦親子郊遊樂活動。當天，本校家長、學

生及教職員共七百多人前往香港最大型的「環

保生態園」——沙頭角農莊。

  我們先遊覽動物園，然後參觀火車博物館、

有機種植場及水耕作場。參觀後，我們在燒烤

場及農莊樂園繼續享受郊遊之樂。親手製作客

家茶粿，任食燒烤，奶樽餵錦鯉，遙控船，跳

彈牀，滑草都令我們在歡樂中留下美好的回

憶。

  當天的親子郊遊，不但令我們享受了

一個美好的星期天，而且促進了師生

及親子關係，真是一項非常

有意義的活動 !

家長義工聚會

一起參與遊戲，讓義工們互相認識

組長與各位義工進行小組交流

家長義工大合照

校長向各位家長義工致歡迎辭

大家積極報名參加義工服務

我們親手製作的客家茶粿

開心一刻

合照留念

歡聚一堂

圍爐而坐 樂無窮

 親子郊遊樂

「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 羅 5:3-4)



家 委 長 工 絮家 義 花

  本年度家長義工人數多達 160 人，過去一年，義工隊伍協助學校舉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及服務，包括：量體溫、講故事、協助參觀及校園佈置等。家長們犧牲

自己寶貴的時間回饋學校，眾志成城為學生們努力，讓他們在校園中更為有福。

  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每位家長義工對學校的付出，謝謝您們！

一起學習扭氣球，為迎月夜佈置場地

協助「我是小廚神」活動

協助推行全方位學習日活動

在嘉年華會教導學生做手工

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在校午膳

協助檢查學生之儀容整潔

在圖書館包裝及整理圖書

協助校務工作，收發表格

恆常替學生量體溫

「你應當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谷 12:30)



故事姨姨說故事

為迎月夜出一分力

家教會委員協助舉辦嘉年華攤位

替學生整理頭髮參加比賽

為小一新生蓋簿

為運動員綁上號碼布

參與家長學堂，學習管教子女的技巧

齊心協力為校園佈置

為表演中國舞同學化妝

家委成員籌備迎月夜活動

細心照顧幼稚園生參觀校園

整理各類通告，以便分發給學生

「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若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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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校及 感 言董

家長委員姓名 職 位 學生姓名 班 別

楊麗間女士 主席 歐陽焯 / 歐陽焯妍 六義 / 五信

楊彩吟女士 副主席 陳凱彤 三仁

葉秀霞女士 秘書 胡藍芝 四智

凌瑞廉女士 公關 葉志煇 四仁

麥志華先生 司庫 麥鎮濠 三禮

葉春艷女士 文教 梁鳴謙 六智

安文任女士 康樂 許樂珩 / 許思珩 五仁 / 三信

張小玲女士 總務 鄧文譽 三仁

教師委員姓名 職 位

馮敏兒校長 顧問

蘇笑碧副校長 副主席

陳國丞老師 秘書

葉嘉雯姑娘 公關

李嘉 老師 司庫

秦秀霞老師 文教

錢淑嫺老師 康樂

歐陽小娟老師 總務

 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常務委員 (17-18)

校董感言  麥志華先生

  承蒙各位家長對本人的厚愛及支持，繼去
年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後，本年度成功當選為
家長校董，繼續參與校政和反映意見。在校董
會內，我深深體會到管理學校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管理層會考慮不同背景學生的需要，才作
出各項校政的決定，真誠地為同學的教育和成
長過程作出無私的付出。

  童年的我在嘉靈學校度過了美好的六年，
我衷心為學校
服務，希望每
位學生都能過
着充實和愉快
的 六 年 學 校
生活，謝謝大
家！ 

主席的話 楊麗間女士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不經不覺成為嘉靈義

工家長也達 6 年了，本年度亦很榮幸再次被家長

教師會各常務委員推選為主席。 

　　今年，家長教師會繼續舉辦「親子旅行」，

參與學校舉辦的「小巨人夢想嘉年華」，也與校

友會合辦「嘉友嘉家迎月夜」，這些活動都能讓

老師、家長、同學、校友體會到學校的那份情誼，

增進彼此的感情！

　　作為主席，我感謝學校每位老師和職工對各

項活動的無私付出；我期待這一年裏，與家長教

師會各委員緊密合

作，為學校帶來一番

新景象！

　　再次感謝大家的

支持！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詠 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