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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憑着信心，活出豐盛人生，才今天敢向夢想往前走。」
在「競步籌款」活動中，嘉靈校友黎振浩先生為我們主持開步禮，並與一

眾師生一起繞場一周，為校慶競步籌款。黎振浩校友為現役香港田徑運動員，

是香港男子4x100米接力紀錄保持者。在「競步籌款」之餘，他以傑出運動員

的身份，與同學們分享了多年來參與訓練和比賽的心得。他面對失敗，經歷傷

患，克服心理障礙，一步步跑出佳績的歷程，感動了在場的師生。

眾裏尋他千百度，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們遇上聖言會黃振邦修士。黃修

士也是嘉靈校友，他以傳揚基督的福音為終身的侍奉。他在前往西班牙學習之

前，親身到校為學弟學妹分享他的信仰之路。黃修士懇切地細訴兒時在嘉靈生

活的點滴。最令他難以忘懷的就是當年每天的祈禱。從誦唸經文中，他學懂在

生活中事事寬恕別人。正因為他懷着這顆信靠天主的心，他以愛結交了無數摯

友，他更與天主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兩位校友的奮鬥過程與成就足以令每一位「嘉靈人」倍感自豪，他們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攜手邁向將來，同彰顯主的愛，願曙光照亮我的路向。」
嘉靈學校裏一眾追求卓越的教師、真誠委身的家長、無私奉獻的校友及具備天賦潛能的學生，他們為精彩的校慶活

動，出謀劃策，傾盡全力，各展所長。

我們全校師生都期盼着校友、家長與學生聚首一堂，緬懷昔日，共慶金禧。與此同時，在天主聖神的眷顧下，讓我們

全校上下一心，遠瞻未來，同心攜手，引領嘉靈的孩子們展翅飛翔！

註：* 節錄自校慶五十周年主題曲《愛・凝聚・感恩》歌詞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嘉靈創校五十年。」
*「蒙主的恩典給我勇氣創未來，凝聚主力量充滿在嘉靈。」

寶血會嘉靈學校由耶穌寶血女修會於一九六九年創辦，一九九九年

九月，便由深水埗元洲邨遷往現址，二零零一年九月轉為全日制學校。學

校一直秉持修會的使命與精神：「犧牲」、「修和」及「與弱小者同行」，為

作育英才，發揚真、善、美、聖的理想而努力。

二零一九年是寶血會嘉靈學校的校慶金禧年。為迎接「嘉靈人」翹首以待的大日子，

全校師生早已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豐富慶祝活動。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的「聖誕祈禱會暨五十周年校慶啟動禮」為連串的慶祝活動拉開了

序幕。啟動禮開始時，學生代表先用泥耙鬆土，教師代表在泥土上撒下種籽。校監蘇肖好

修女及校董為種籽澆水。簡單而隆重的啟動禮喻意着我們合力培育一株又一株生長在嘉靈

的小幼苗。

*「相信有愛就有奇蹟，愛是永恆不改變。」
創校五十周年慶祝活動的主題為「愛‧凝聚‧感恩」，我們希望

憑着天主的愛，凝聚家長、老師、學生和校友的力量，以感恩之心為

嘉靈的孩子創建一個理想的學習園地。持續一年的慶祝活動已相繼舉

行，如：校慶啟動禮、競步籌款、祝福祈禱會、校慶主題曲創作、賀

卡設計比賽、感恩祭、家長教育講座、聯校STEM教育比賽、校慶典禮

暨嘉年華會、校慶聚餐、便服日籌款、教師交流活動、出版校刊等。

—馮敏兒校長

「一切智慧，皆來自上主。」（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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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空中翱翔東莞

同學拍下照片作紀錄

在展覽館的歷史雕像前合影 我們來到東莞展覽館參觀

五義 周曉彤
在東莞兩日一夜的交流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東莞展覽館。在那裏我知道了東莞城市發展的歷史歷程、成就和願景，一個小小的展覽館，令我增廣見聞，大開眼界！

機械也能寫毛筆字，真利害 !

我們後面的科技玩具多吸引 !

2019 年 1 月 11 至 12 日，本校 120 位五年級學生及 14 位老師參加教育局「同

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之「東莞的規劃與科技發展」兩天境

外學習團。師生們參觀了東深供水工程、龍昌玩具有限公司、松山湖科技產業

園區、東莞展覽館和科學技術博物館。經過兩天的學習參觀，同學們認識了東

莞的科技工業對當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明白粵港兩地的經濟密不可分的原因，

加深了對祖國國情的認識，提升了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奔跑吧 ! 機器人 ! 大家細心聆聽工作人員對機動車發動
原理的講解

五仁 黃家晴   

在這次學習交流中，參觀

龍昌玩具有限公司後，我改變

了對玩具的看法。該公司生產

的玩具除了機器製造外，都經

過人手精心篩選。原來每一件

普通的玩具，都是工作人員的

心血結晶，我們一定要學習好

好珍惜自己擁有的玩具。

五禮 羅慧怡
在交流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松山湖科技

產業園區。我目睹了新科技發展的成就。與此同時，

技術人員在發展過程中也面對不同困難和挑戰，他們

憑借努力不懈與付出，才取得令人睹目的成績。
我們透過模型了解松山湖科技園的工業發展

「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羅 5：3-4）

境外學習－「東莞兩天境外交流團」境外學習－「東莞兩天境外交流團」



五信 鄧子慧
這一次的境外學習，我有幸參觀了

東深供水工程。在參觀中，我知道了該

供水工程對香港食水供應及市民健康的

影響。透過這次參觀，我更明白了水對

人類的重要性。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節

約用水，珍惜珍貴的水資源。

五智 區紫晴
在交流活動中，我參觀了

東莞科學技術博物館。館內的
高科技展品達二百多套，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由方程式編成
的機械人樂團。它們演奏的樂
曲與真人不相伯仲，十分動聽。

剛剛在橋上經歷了地震的我們，多鎮定 ! 你猜我們看到甚麼…… 齊齊踩動單車發電

我們剛欣賞了一場精彩的機器人管弦樂表演

專注地觀看着靜電的反應

大家細心觀看東深工程的歷史照片 同學們觀看東深供水工程的宏觀模型
我們就要到東深
供水工程內參觀啦 ∙∙∙∙∙∙ 我們正在留心聆聽機器的運作原理

在宏偉的「生命之源」石像下愉快合照

五義 吳天昊
在兩日一夜的「同根同心」交流計劃中，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那

裏面積廣闊，環境優美，被稱為「科技綠州」。

產業園內聚集了一大批高科技研發公司，是科技

創業者的「伊甸園」。透過這次參觀，我懂得了

人類在發展科技的同時，也要注重環保，令人與

自然和諧共存。
大家看 ! 松山湖的景象多壯觀 !

「明智人的心，必獲得學問；智慧人的耳，必探求知識。」（箴 18：15）



透過「惜水活動」，三、四年級同學
明白珍惜食水的重要性

透過「粵劇工作坊」，五年級同學體驗粵劇
的魅力

一年級同學在「城市中的時裝 Catwalk 

Show」中，一嘗當模特兒的滋味

三年級同學透過紙牌活動認識二進制 二年級同學透過操作陀螺了解科學

原理，並進行測試及改良
五年級在「STEM 小小設計師」時段

製作影片，介紹自製燈飾的設計理念

三年級同學參與「STEM 解難賽」，

考驗他們解難的能力
一年級同學學習如何關懷及尊重身邊的人

全方位學習日
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3 月 20 日至 22 日）以「惜生命•愛學習」為主題，希望培育

學生對自己、他人及大自然的愛，並在愛中明白學習的重要。

在三天的學習中，同學分別到科學館、益力多工場、嘉道理農場及文化博物館進行學

習參觀，增廣見聞。此外，一年級同學變身成為小小模特兒，穿著自己設計的圍裙，參加

「城市中的時裝 Catwalk Show」， 創意無限！一、二年級同學參加了購物樂遊戲，樂在

其中。三年級同學進行了「冷飲速速凍」科學實驗及反轉思維訓練，以提升他們對科學的

興趣及思考力。四年級同學運用平板電腦，參與數學遊蹤及 Lightbot 編程，寓學習於遊戲。

五年級同學則參加了「模擬人生工作坊」，體驗人生的苦與樂。再者，各級同學均參與了

STEM 解難賽，以發揮創意及提升其解難能力！最後，老師帶領同學一起反思所學，

總結三天的學習活動。

我們期望：藉著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讓同學透過觀察、嘗試、實踐和反思，

體驗不一樣的學習經歷，為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

「你應當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谷 12：30）

四年級同學在「數學遊蹤」活動中，

挑戰各個數理解難任務



一年級同學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同學透過實地考察，認識各種不同的動植物。二年級

則分開四個參觀地點：深水埗警署、消防局、中央郵件中心、西九龍交通部，讓同學們透過

親身接觸社區上為我們提供服務的人，並深入了解他們的工作環境及職責。三年級同學到濕

地公園考察，了解濕地對動植物的重要，以及大自然與人類的緊密關係。四年級同學到歷史

博物館，他們利用平板電腦在參觀中學習，並深入認識香港歷史。五年級同學參觀沙田污水

處理廠。該活動配合常識科有關《珍惜食水》的專題研習，讓同學在參觀中深入認識本港污

水的處理程序。六年級同學到翻新後的太空館參觀，不但鞏固常識課堂所學知識，更加深了

對宇宙及太空科技的認識。

一年級同學參觀動植物公園裡的狐獴之家 三年級同學到香港濕地公園考察，了解

濕地對大自然的重要

二仁班到中央郵件中心認識郵務人員的工作

二信班同學到尖沙咀消防局，認識消防員的裝備
二智班同學參觀深水埗警署，
由警長介紹警察的職責 二義班同學參觀西九龍交通部，

進行由交通警員安排的體驗活動

五年級同學到沙田污水處理廠認識本

港污水的處理方法

六年級同學到太空館參觀，透過動手操作
了解太空科技的發展

四年級同學參觀歷史博物館，利用平板

電腦進行互動學習

學習參觀

「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 15：12）



This year our students enjoyed a new English activity 
“Phonics In Hall (1)”. This was held on Friday 4th January in the 
lunch recess in the school hall.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6A stud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ducting the activity 
for the whole school. The students could practice their phonics 
skills and earn a “Ka Ling Fruit Award.” It was a successful event 
and a very high number of students collected the award. A similar 
activity, “Phonics In Hall (2)”, will be held in the second term.

Our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Group of P3 students did well 
in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attained a merit. They trained and 
worked hard to memorize the poem for the competition. They gained confidence being on 
the stage and speaking English.

The English Drama Group did a musical titled “To Love And Be Loved.” “I enjoy 
acting and playing the lead role as I can learn more English,” says Alan Ho from 6A who 
has been in the drama group for 3 years. Emily Chow from 5B says, “Being in the drama 
group, I have made new friends and learnt how to act on the stage with them.” 

' Cr...cr...cr...crab'  You did it!

'Where's our teddy bear? Is he on the washing line?

Happy helpers for Phonics In Hall

Ka Ling's famous actors & actresses

We need to think more from others'perspectives

本校連續九年獲選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戲劇教育計劃。

本年度參與的「世說新語的成語世界」兒童文學劇場實踐計劃，課程

內容豐富，包括「戲劇訓練工作坊」、「劇場藝術工作坊」等。「浪

人劇場」的導師到校進行戲劇協作教學，以中國成語故事為藍本，引導學生一同創作劇本及

製作道具，培養其創造力及欣賞文學作品的興趣。此外，同學更將於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作公

開演出，與社會大眾分享學習成果。

走進世說新語的成語世界
中文科戲劇教育

「戲劇訓練工作坊」 —用心
研讀劇本

「浪人劇場」演出精彩，
為計劃揭開序幕！

大家喜歡我們親自製作的服飾嗎？「劇場藝術工作坊」— 發揮
創意，認真製作。

「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若 20：27）



本年度為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本科善用學習管理平台 Powerlesson 2，讓學生透

過學習平台進行課前預習、課堂學習及課後延伸。以四年級作例，本年度的四年級以「深水

埗之旅」作專題研習主題：學生於外出參觀深水埗歷史建築物前，先在學習平台閱讀有關建

築物的資料，使他們對相關的建築物有基本的認知，回答由老師訂定的問題。同時，老師亦

善用參觀後的課堂，讓學生透過學習平台進行參觀後的評估，掌握學生

對深水埗社區的認識。

此外，本科持續優化 STEM 校本課程，二年級學生透過探究及測試

活動，自製陀螺的攻擊環；五年級學生則為慶祝學校 50 周年校慶活動，

設計及製作燈飾。另一方面，一至三年級學生參與於全方位學習日所舉

行的 STEM 解難賽，透過製作工具或機械人，完成指定任務，學生積極

投入活動，學習氣氛濃厚。

數學科於本年度繼續舉辦「扭計骰」教學活動，希望透過活

動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本學年，我們除了利用綜合活動課的時

段為小二和高年級學生舉辦相關課程外，還在課餘時間開放數學

室，並進行「扭計骰」表演賽，讓學生們以速度較量，同學們的

擰速真讓人拍案叫絕。

此外，數學科亦持續推行「閱

讀數學書計劃」，期望通過「好書

推介」及「數學書書展」，鼓勵學

生多閱讀數學書。

扭完！ 12.379 秒，希望再快些！ 好書共賞！

同學在 STEM 解難賽中製作

運送聖神果子的工具 同學在轉動陀螺及進行探究測試 同學攝錄及講解 50 周年校慶燈飾設計

學生在平台上作答有關參觀後的問題 學生於參觀前閱讀有關歷史建築物的資料
這是送給學校 50 周年校慶的燈飾

完成！我最快！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詠 23：1）



18-19 年度開學禮祈禱會

師生同心一起設計馬槽

校友黃振邦修士到訪
學校鼓勵一班師弟妹

校長也一起參與祈禱室活動

學生愉快地參與祈禱室之活動

基督小先鋒參與朝聖活動

「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棄。」（箴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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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學習主耶穌基督，根據禮儀

年曆舉行不同的祈禱會，讓學生透過欣賞話劇、祈禱及反省，以耶穌基

督為榜樣，並跟隨祂。老師亦帶領學生參觀校園內各個聖像及馬槽，讓

學生在潛移默化下感受校園內的宗教氣氛。另外，本校設有「祈禱小

天使計劃」，鼓勵學生多祈禱，信靠天父。我們還舉辦「將臨期行動承諾」、「無零食週」及

「惜福午餐」等活動，讓學生以行動學習主耶穌基督，實踐愛德，樂於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此外，學生每天都參與早禱，背誦聖經金句，以天主的話語啟發學生。我們深信每位學生都是

一顆小種子，期望學生在濃厚的宗教氣氛培育下，於嘉靈學校這塊好土地孕育出「敬主愛人」

的好學生。

我是「基督小先鋒」！

「不要害怕，只管信。」（路 8：50）



西方舞同學勇奪校際舞蹈節優等獎

英詩集誦隊獲英語詩文集誦優異獎

英語戲劇同學勇奪國際英語戲劇比賽香港區金獎

中國舞同學勇奪校際舞蹈節甲級獎

中文聖詩獲校際音樂節聖詩合唱比賽優異獎

中文集誦隊勇奪朗誦節粵語詩文集誦冠軍

「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谷 12：31）



《特別的一天》	 六義 楊承浩

看着那發出柔和暖光的太陽，我再次想起那開心的一天……

那天早上，太陽高高掛在天上，陽光十分溫暖，把大地照得一片光明。整個早上，太陽總是如此美麗迷人，如此柔和平靜。

我看得出來，今天太陽的笑容特別燦爛，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原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運動會。

走在通往運動場的路上，我看到路旁的大樹特別翠綠，樹上的果子露出了笑容，她們在向我點頭微笑。一路上的風景變得不

一樣了—小狗伸了一個懶腰，蟋蜶在彈琴，微風柔和地吹着，溫柔地撫摸我的臉孔，花兒隨風起舞，連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好不熱鬧。

當我趕到運動場，運動會很快便開始了。我抬頭望向天空中的太陽，太陽好像在大聲地笑着，整個運動場都一片熱鬧。

比賽進行期間，我再次抬頭看着太陽，氣氛十分澎湃，它熱情地把光線照射到我的心上。啊！太陽，你就是爸爸，把我抱進

懷裏，我的笑容再次變得像花兒一般燦爛了。

最後，運動會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下結束了。那天真是特別的一天啊！

《美麗的公園》 二義 陳毅恒

美麗的公園是小鳥的家，

那裏有一個一個可愛的歌手，

在樹林裏開心地歌唱。

美麗的公園是花朵的家，

那裏有一位一位穿着五彩繽紛裙子的仙女，

在草地上對着遊人微笑。

美麗的公園是蜻蜓的家，

那裏有一架一架有趣的飛機，

在天空中開心地飛翔。

《一件令我傷心的事》	 	三仁 羅景曦

在我一年級的時候，我曾經遇到一件令我傷心的事。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噩夢，這個噩夢既可怕又恐怖︰我夢見爸爸媽媽在

一場疫症中死去了，當時，我在夢裏哇哇地痛哭起來……

早上，我醒來了，發現爸爸媽媽還在我的身邊，我頓時放心下來。後來，

爸爸媽媽也醒了，他們看見我像哭過一樣，便溫柔地問︰「發生了甚麼事？

快點告訴我們！」然後，我便把這個噩夢清清楚楚地說了一遍。由於這個夢

太可怕了，我一邊傷心地哭，一邊說呢！

爸爸媽媽聽了後，便安慰我說︰「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因為

這是大然的定律，我們無法拒絕或逃避，只能鼓起勇氣面對，所以我們珍惜

現在擁有的一切，每天都要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地生活。」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了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因此我已經沒

有那麼害怕了。我只想和爸爸媽媽一起快樂、幸福地生活下去。

《驕傲自大的兔子》	 四禮 黎天兒 

有一天，一隻名叫芬芬的小兔子從陽光森林搬到

彩虹森林。牠身上長滿雪白的短毛，有一對長長的耳

朵和紅紅的眼睛，森林裏的動物都很喜歡芬芬，想跟

牠一起玩耍。

可是，芬芬卻不願意和牠們交往。小狗毛毛問︰

「為甚麼你不願意和森林裏的動物交往呢？你沒有朋

友啊！」芬芬回應︰「你們這些樣子醜陋的動物，怎

可能配得上我呢？我比你們美麗多了！」芬芬說完後，

毛毛便生氣地離開了。

森林裏的動物全都十分生氣，牠們不明白為甚麼

芬芬要說這些令人難受的說話。有一天，一隻大灰狼

把芬芬的家據為己有，芬芬無家可歸，但沒有動物願

意幫助她。

最後，冬天來臨了。天氣很冷，下了一場大雪。

芬芬抵受不了寒冷的天氣，在雪地上冷死了。這個故

事教訓我們不應該驕傲自大，最後吃虧的始終是自己！

《我的志願》		 五仁  陳雅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志願，我也不例外，我的志願是長大後能當

一名醫生。

為甚麼我想當一名醫生？這全因為我在一本圖書上看到一位

「香港醫生」—謝婉雯醫生的事蹟。謝婉雯醫生從小就很聰明和用

功學習。在某次偶然的情況下，她親眼看見醫生在搶救死傷病人，從

而受到啟發，驅使她日後成為醫生。她在大學畢業後就在屯門醫院服

務。在二零零三年，她不顧自身安危，成為主動請纓對抗「沙士」的

醫務人員之一。她知道自己將是「沙士」疫情中最高危的一羣，天天

面對受感染的威脅，既不能回家，也不能與親友見面。謝婉雯醫生這

樣無私奉獻、主動熱情、堅毅、愛人如己的精神，令我深受感動。因

此我希望以謝婉雯醫生為榜樣，成為一名醫生。

要成為一名醫生，不但需要擁有專業的救護知識，還要主動關

心病人的需要。為了實現我的志願，我會從現在開始好好準備。第

一，我會努力學習。除了上課專心外，我還會多閱讀一些有關醫學

的書籍，以擴大知識的領域。第二，我會多參加義工服務的工作，

學會觀察別人的需要，並主動幫助他們。

愛因斯坦曾說過：「人總要有某些理想，作為他努力和判斷的

指南。」我相信只要我努力上進，發奮圖強，一定能實現我的理

想，成為一名醫生。

生 佳作學

「天主這樣愛了我們，我們也應該彼此相愛。」（若 - 4：11）



Me And My Family by Zhong Yui Yan 2B

My name is Lisa.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ve in Sham Shui Po. I go to school on foot.
I am tall and thin. I have short straight hair. I have a round face, bright eye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I have two sisters but I have no brothers. We always clean the house together. My father is a fireman. He puts out 

fires. He works in a fire station. He is brave and handsome.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me and my sisters. 
She works at home. She is kind, nice and hard-working.

I love my family. 

Ivan’s unlucky day by So Tsz Ying Angel 3A

Today is sunny. Ivan goes to the playground in the 
afternoon. He is very excited.

When Ivan arrives at the playground, he sees his 
classmate Pom. He is good at sports. He wins a lot of 
trophies in competitions. Pom wants to play football 
with Ivan. Pom asks, ‘Can I play football with you?’ Ivan 
replies, ‘Sure! Let’s play!’

Suddenly, Ivan steps on a huge stone accidentally. 
He falls onto the ground. He is injured. He feels painful 
so he cries loudly. He has butterflies in his tummy and 
doesn’t know what to do.

Then Pom sees Ivan. He asks Ivan, ‘Are you 
okay?’ Ivan sobs, ‘No…’ After that Pom takes Ivan to the 
treatment room and looks after him.

At last, Ivan thanks Pom and they become good 
friends. 

When my grandma was a child by Lai Trini 4C

My grandma was born in 1959. She is sixty years old. 
When she was a little girl, she lived on a big boat with her 
mum, her dad, her younger brothers and her younger sisters. 
She is the eldest. She went to school on foot. The school 
was small. There wasn’t any playground in her school. 
There wasn’t any canteen either. The classroom was on 
the roof. The toilet was very dirty. Although the school was 
undecorated, she still loved her school.

My grandma could get dressed by herself when she was 
six. She could take care of her little brothers and little sisters. 
She was helpful. Her mum loved her very much. However, 
she couldn’t tie her shoelaces. She couldn’t do up her 
buttons either. Therefore, her mother would help her tie her 
shoelaces and do up her buttons.

My grandma liked playing with beans bags and spinning 
tops when she was free. She loved playing with bean bags 
the most. She could sew bean bags by herself. She was 
good at catching bean bags. She enjoyed playing chess too. 
She was always the winner. She didn’t play electronic games. 
Nobody had electronic games. She didn’t have a mobile 
phone either. Nobody had mobile phones.

My grandma was poor. She and her family earned their 
living by catching fish. They were poor but they still enjoyed 
their life. 

I think Grandma’s life was very hard. She had to catch a 
lot of fish every day. Sometimes, there were storms so it was 
very dangerous. She thinks life was better when she was a 
child.

Lost in Ocean Park by Wu Ying Ying Kitty 5B

Last Saturday was Danny’s birthday. The weather 
was great! Danny and his family went to Ocean Park to 
celebrate his birthday. They packed their backpack with 
a camera, a water bottle and admission tickets.

After arriving at Ocean Park, they visited the 
aquarium first. They saw many fish such as sharks, 
jellyfish and clownfish and they could learn lots of 
knowledge about fish in the aquarium.

Then, they took a cable car to the upper hill. Danny 
cried with excitement, ‘The view is so amazing!’ They 
saw many animals down the hill such as crocodiles, 
birds, apes and elephants. They felt very excited.

Leaving the cable car, they went to Panda House 
to visit Lok Lok and Ying Ying. ‘Danny, the pandas are 
cute!’ said Dad, but nobody replied. Mum and Dad could 
not find Danny. They felt worried and scared.

After three minutes, Danny walked out of the toilet. 
When his parents saw Danny, they breathed a sigh of 
relief. They told him to tell them before leaving them next 
time.

Last Saturday was an unforgettable day for Danny’s 
family! 

An unlucky day  by Lua Wing Yi 6E 

Last week there was a typhoon. I was on my way 
home from school waiting for a bus at the bus stop. 
There was a long queue. Suddenly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Some people opened their umbrellas at once. 
Some held their bags or cases over their heads to 
prevent getting wet. As my school bag was made of 
nylon and I was afraid that my books would get soaked, 
I only used my hands to cover my head. I was really 
hoping some kind person would share their umbrella 
with me. 

Luckily the bus came shortly. All the passengers 
were relieved to get on the bus. Just as everyone settled 
down in their seats, the bus stopped and the driver 
turned to us and said, “Sorry, you all have to get off as 
the road is blocked by a big tree!” The passengers were 
shocked and very disappointed. 

I decided to run as fast as I could. 
I finally reached my house. Mum told me to take off 

my wet clothes and take a shower. I felt very cold and 
was sneezing. The next day I had the flu. Mum took me 
to see the doctor. He gave me some medicine. I was 
absent from school for a few days, and was very sad as 
I felt like I was missing out. 

It was an unlucky day for me.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 13：7）



「如何處理刁難投訴的家長」工作坊

「生命教育」講座

「從治療角度提升學童之讀寫能力」工作坊

「應用 Power Lesson 進行課堂設計」工作坊

「預防及化解家長投訴」工作坊

「你們作子女的，要在主內聽從你們的父母。」（弗 6：1）



校長向各位家長義工致歡迎辭
一起參與遊戲，讓義工們增加合作精神

義工會議大合照

積極報名參與義工服務

遊戲得獎義工

利用人力水車打水

驚險刺激的震盪高搖板

體驗農耕樂

2019年3月10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還記得當天天文台預報全天有狂風大

雨，本來家委們十分擔心當天親子旅行的安排，然而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共

七百多人也沒有因此而感到掃興，反而帶著興奮的心情向着上水假日農莊出發。

到達農莊後，大家都被一片綠油油的大自然環境吸引着，同學們都迫不及待地

拉着父母的手享受農莊內的活動。我們先遊覽農耕體驗場，家長和學生們嘗試用人

力水車和腳踏水車體驗翻土、灌溉和打水的農耕樂。體驗完結後，大家開始進行親

子製作活動，有的焗麵包，有的扎作稻草人、有的DIY動物等，到處傳來陣陣的歡

笑聲。

承蒙天主的眷顧，雖然當天中段下了一場大雨，但是雨後的陽光使學生們玩

得更加投入。大家儘情享受各種遊戲：有的玩小吊籃、有的玩激波船，有的玩

震盪高搖板……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愉快的家教會親子旅行就在大家的歡聲笑語中落幕，相信當天

的難忘回憶深深印在彼此的腦海中。
同學在小吊籃上搖呀搖

親子活動之 DIY 動物

親 子 郊 遊 樂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地點 ─上水假日農莊

「應盡力與眾人和睦相處。」（羅 12：18）



協助小一適應在校午餐

協助帶領活動，幫助學生成長

協助檢查學生儀容

為表演生裝扮一番照顧小一學生，協助他們適應校園生活

家委協助舉辦家長校董選舉

家委成員籌備迎月夜活動

利用利是封製作花燈去佈置家居全方位學習日，家長義工全力以赴

協助圖書館處理事宜

協助推行「書包必瘦站」活動

協助校務工作，分發通告

一起出發，帶領學生去旅行

在清潔日當天教導
學生如何清潔校園

「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得前 5：16-18）



本校有一支龐大的家長義工團隊，人數多達

170人。他們在過去一年積極支持和參與學校的每

項活動，包括：量體溫、講故事、協助參觀及校

園佈置等。家長的投入及貢獻，既是孩子的好榜

樣，也令他們對學校產生歸屬感，而且更能享受

校園生活。在此，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堅持不懈及

無私的奉獻。 

參與家長學堂，學習管教子女的技巧

為表演生整理儀容義工組長協助聯繫各義工出席服務

視藝小組協助製作飾物佈置校園

家委委員大合照

家委及義工花絮

籌備五十周年競步活動起步儀式

負責帶領幼稚園學生參觀校園設施

親子義工一起去探訪區內長者

為小一新生蓋簿

協助運動員綁上號碼布

「你們要恆心祈禱，在祈禱中要醒寤，要謝恩。」（哥 4：2）



不經不覺我加入嘉靈學校校董會和家長教師會已

是第三個年頭了！今年，我除了繼續擔任校董會一員

外，更有幸被選為家教會主席，實在感謝各位老師

和委員的支持！常言道家教會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

樑，過去我除了解校園的生活和學校的運作外，更見

證著各委員為學校、為學生服務的無私奉獻，使我十分

感激；而我們舉辦活動的成功亦印證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我深信只要家長和學校能繼續同心協作，努力去建立正面、

健康和愉快的學習環境，這就是對我們的孩子們最美好的祝福！

在此謹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家長教師會第十一屆常務委員 （18-19）

家長委員姓名 職位 學生姓名 班別 教師委員姓名 職位

麥志華先生 主席 麥鎮濠 / 麥嘉濠 四智 / 一信 馮敏兒校長 顧問

潘岳文先生 副主席 潘子韻 三仁 陳麗嬌副校長 副主席

楊彩吟女士 秘書 陳凱彤 四義 黃嘉寧老師 秘書

葉佩恩女士 公關 史樂然 四智 葉嘉雯姑娘 公關

陳畹鈴女士 司庫 關鈺螢 三禮 李嘉頴老師 司庫

安文任女士 文教 許樂珩 / 許思珩 六義 / 四義 張光帆老師 文教

張小玲女士 康樂 鄧文譽 四禮 梁用勤主任 康樂

王振興先生 總務 王洛程 三信 錢淑嫺老師 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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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的話

「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寬恕。」（弗 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