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園地
FLL Explore 2021 簡介
FLL Explore 2021已畫上完美的句號，感謝各同學們的參與。這次比賽主題是
“Playmaker”，同學需要運用LEGO®積木和相關的編程套件製作模型，並以展板和匯報展
示學習成果，絕對能考驗同學的創意、編程和表達能力。同學以學校各設施作靈感，共同設
計了樂高遊樂場，包括籃球場、歷奇活動及花園，並獲得了隊伍模型獎！恭喜各得獎同學，
希望同學繼續踴躍參與FLL Explore 2022。

展板上介紹了機械人學會的成員、同學們
的靈感來源和他們製作的模型。

LEGO PLAYGROUND
樂高遊樂場

Bibi' s Restaurant
禮甲班Bibi、Jayden、
梁子謙和鄒柏希同學共同演出
話劇 "Bibi"s Restaurant”

機械人學會的成員共同
完成FIRST Lego
League Explore的作品

禮甲班Bibi

Minion and Mario have come to Hong Kong. They are hungry and they want to eat
at Bibi’s restaurant. Let’s see how Chef Sonic EXE and Bibi serve their customers.

我的雨傘
智班俞成浩同學

下雨天，媽媽看着我手上拿着一把許久都沒用過的雨傘，她說：「額……阿仔，你手上拿着的雨傘是不是你
以前女朋友送你的？」我甚麼都沒說，默默地走出門口，媽媽看我這樣就沒再問我了。
我走出門外，看見街上一對一對的情侶撐着雨傘在溫柔的雨聲中散步，我想起媽媽剛剛說的話，心裏有一種
說不出來的感受。一對一對的情侶從我身邊走過，而我只可以抬頭看着雨點想念她。
一年前的今天，我倆也曾共用一把雨傘。那時，我們在雨中漫步，我撐着雨傘，把大部分空間都讓給了她。
走了一會兒，她看着我被雨淋濕了右臂，就默默低下頭來，乖乖跟在我身邊。到了我家的門前，我低下頭來，看
着她漲紅的臉，我擔心地問：「為甚麼你的臉這麼紅，是不是不舒服啊？」她輕輕地在我胸口捶了幾拳，然後捂
着臉跑進家裡，我笑了笑也跟了進去。
幾個月之後，我家裡少了很多她的東西，我發現她的東西比我的還要多，一下子少那麼多的物品，我還有點
不習慣，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家是那麼空洞的。
一年後的今天，天空再次下起了雨。我還是撐着雨傘，但是今天跟去年的那場雨有些不一樣，我還是一樣漫
無目的走着，但我再不用擔心右臂會被淋濕了。
我明白，有些事是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我蠻喜歡在某本書裡讀到的一句話：「已經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
人一定會嚐到離別的滋味，但這樣我們才會成長的。」
成長，也許就是這樣子吧。

學生成就
姓名
江嘉悅
陳柏翹
許慶軒
吳俊林
陳靖妍
楊嘉瑩
賴喜
王穎晞
鄭天朗
江榛
曾星

獎項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中學一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中學一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中學一年級男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中學一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中學一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中學一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中學一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獎項
JSMA聯校音樂大賽2021社區體驗組（銀獎）
FIRST 香港創意機械人大賽2020-2021隊伍模型獎
FIRST 香港創意機械人大賽2020-2021優異獎
《大偵探福爾摩斯》朗讀劇比賽2021
獎項：「朗讀之星」學生大獎—評審團特別獎
童你說故事2021（故事演講比賽）

獎項
2021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獎項

學生
徐寶晴、江錦濤、恩 朗、
俞成浩、黃梓濠、張樂謙、
青苗學界進步獎
夏佩詩、陳麗晴、曾 星、
2020-2021
黎梓瑩、鄒柏希、吳晟怡、
馮蔚藍、莫嘉亮、譚雅研

學生
麥力仁、陳靖妍、吳俊林、黎梓瑩、吳柏霖、Ibrahim
麥力仁、吳晟怡、鄒柏希、許慶軒、王靖琳、楊暟茵
黃皓煬、歐珮怡、吳凱賢
吳柏霖
葉采兒（組別一：第二名）
楊嘉瑩（組別三：第二名）
中學組同學

第18屆十本好讀積極參與學校獎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二十週年會慶填
朱梓樂
色比賽優異獎

得獎學生
莫文迪、許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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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放大 鏡

聖誕聯歡會

Happy Friday

同學在聖誕聯
歡會上獻唱，
為大家送上最
真摰的祝福。
教職員透過參與不同的團體活動，加深對
彼此的認識。

會，讓
形式舉行聖誕聯歉
首次加入網絡直播
。
演
表
的
彩
精
賞
欣
也能
學生和家長在家中

校監探訪新生

JSMA 頒獎

同學在聯校音樂大賽2021社區體驗組

（合奏）取得佳績。

校監到訪本校，了解新生適應校園生活的情況。

教職員發展日
羅怡基加油站

透過一整天的團隊協作活動，教職員進一步提升
協作能力。

教職員全情投

入活動，展現

出良好的默契

和團隊精神。

校園放大 鏡
公益金便服日

教師發展日

教職員專注地聆聽嘉賓的分享，學習有關提問與回饋的技巧。

學生在公益金便服日當天，於校內模擬
賣旗籌款。

葵青區家長
教師會聯會嘉許禮

感謝 家長 熱心 參與 學校 各方 面的
活動 ，令 學生 能在 不同 領域
上各展所長。

開學日

開學禮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讓學生能不受地點限制
參與典禮。

學生穿新校服

學生換上新校服回校，無論是高年級同學，還是
低年級的同學均十分雀躍。

家長專頁

不停 動 ，
課
停
起來 做運 動
羅萬洪女士（周晉康家長）
晉康在暫停面授課堂期間雖然未能回校進行體能
訓練，但在學校治療師的悉心指導下，我和他在家中仍
會努力地做適量的運動，提升體能。我特意拍攝了一些相
片和大家分享當中的點點滴滴。我希望能藉此啟發其他家
長，發揮各位的小宇宙，運用家里的設備和家具，幫助
子女愉快地完成各種各樣的體能訓練，共同進步！

晉康每天也會在家中進行約45分鐘企立訓練，
以保持筋腱的伸展度和加強站立的耐力。

飛行操作由你決定！

晉康每天也會進行步行訓練，這
可提升他步行的耐力及平衡力。

晉康每天也會運用扶手進行站立運動，有時候
更會嘗試左右橫向移動，練習分合腿的動作。

晉康也會練習站立及坐下，以提升大腿
肌肉的力量。

張劍龍先生（張樂謙家長）
今年四月的某一個星期六，我們一家為兒子
樂謙慶祝生日，特意預備了特別的生日禮物，就
是參加一次「模擬駕駛飛行體驗」。

看！樂謙戴上了機師帽子，仿如一位
真正的機師呢！

所謂未起飛先興奮，樂謙和我們都非常期待這次活
動。這次飛行體驗模擬我們由日本東京飛回香港，途經富
士山及東京鐵塔等名勝景點，同時我們亦看到香港美麗的維多利亞港，實
在美不勝收。這次飛行體驗由前港龍專業民航機師親自指導，我們駕駛的
更是固定式空中巴士A320的模擬駕駛艙，全實體按鈕1:1真實觸感，實非
一般家用電腦觸控螢幕遊戲可以比擬呢！
雖然疫情仍然持續，但卻無阻我們擴闊眼界的心。我深信只要我們心
存希望，凡事感恩，凡事便可以成真。

教職員園地

不一 樣的 活動 體驗
蘇裕程主任

猜一猜，他們在畫什麼呢？

在暫停面授課堂的日子中，
各社社長積極籌劃校內活動，與
教職員一起構思和籌備活動，希
望社員能積極參與四社活動，獲
得不同的體驗。期間進行了「網
上猜猜畫畫四社比賽」，同學一
起搜集資料、構思題目、主持比
賽。縱然活動的模式改變，仍無
阻社長們發揮領導才能，帶領同
學投入參與活動。

亦令同學有嶄新的體驗。候選人
需要拍攝影片作自我介紹，讓
同學了解到候選正副社長的競選
政綱。在這段不一樣的上課日子
中，同學能發展潛能，善用資訊
科技體驗活動，不經不覺他們便
成長了，進步了。

此外，本年度四社社長選舉

這道題目難倒我們了。不知道最後誰
猜對了呢？

各班 同學 都積 極透 過Z
OO M視 像會 議參 與
「猜猜畫畫四社比賽」
。

劇
從遊戲中閱讀—
樂
哈利波特聖誕音
江錦濠老師
學校內有不同程度的同學，而他們有著不同
的閱讀興趣及需要，故此閱讀組在本學年舉辦了
一個閱讀活動—哈利波特聖誕音樂劇，希望學生從遊戲中
閱讀，提升閱讀興趣。
雖然圖書館因疫情暫停
哈利波特聖誕音樂劇短片（網上重溫）
開放，但同學仍能善用放
學後的閱讀時間，在學校大堂閱讀圖書及進行各類型的閱讀活動，「哈
利波特聖誕音樂劇」便是其中的一項活動。同學喜歡觀看哈利波特原著
改編的電影，這項活動能激發他們閱讀文本的興趣。低年級同學動手以
LEGO積木製作小舞台，高年級同學構思劇本大綱及人物對白，最後由教
職員及高年級學生協作拍攝及剪輯。一眾小演員於聖誕節當日用LEGO扮
演哈利波特、妙麗及榮茵，聲音演繹不同的經典角色，為當日到訪本校
的嘉賓、家長、教職員及同學送上一份特別的聖誕禮物—哈利波特聖
誕音樂劇。

同學身穿哈利波特電影中的服
飾，介紹相關小說及繪本。

透過這次哈利波特聖誕音樂劇，不但讓學生從遊戲中閱讀哈利波特
不同的繪本及小說，提高學生閱讀中文及英文圖書的閱讀量，
也同時提升學生寫作劇本及表演話劇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