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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天空下」讓我傳情達意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致令學校停課多月，對老師的教學、家長的管教和學生的學習都造成大大小小的改變，就讓我

們以感恩、知足、積極、正向的態度，在「在疫情的天空下」表達你與我寶貴的感受和得著：

2A何紫韻及家長
農曆新年期間，我們一家到韓國旅行。

當時疫情還不算很嚴重。回港後，看見香

港街頭的人們紛紛戴上口罩，與他人保持

著距離。在抗疫的情況下，香港市民四處

找尋可購買的消毒用品及口罩。面對嚴峻

的疫情，市民基本生活受到限制，學生亦

因疫情而停課停學。

在這停課期間，我學懂怎樣保護自己，

減少外出、出外時戴口罩、回

家立刻洗手等。我真心感謝各

醫護人員，在我們各人留在家

中防疫的日子，他們冒著染病

的風險，仍然謹守崗位，努力

為所有患病的人服務。

留在家中的日子很沉悶，我只能在家

看圖書及與弟弟嬉戲。雖然不能出外，但

我與爸爸媽媽相處的時間多了，與他們的

關係亦融洽了。在這段不能回校的日子裏，

我看電視及玩遊戲機的時間也多了，但我

也按着老師每天的安排好好學習。

我和家人會為全球的疫情禱告，天父

必定會幫助我們對付這病毒。

「你們要侍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他必

賜福於你的糧與你的水，也必從你們中間

除去疾病。」（出埃及記23:25） 

1B黃依蕾家長
疫情下

我看見香港人齊心抗疫

我看見香港人守望相助

我看見香港人團結一致

我看見香港人活在當下

我看見香港人珍惜家人

我看見香港人勤做運動

香港人，面對疫境，更要自強

3A毛奕朗、3D毛奕謙家長
回想起小孩剛參加完文化日，開始

農曆新年長假期的同時，一場世紀疫症

也正來勢洶洶的蔓延。世界好像突然停

頓下來，一下子天空上無論是飛機甚至

是煙霾也好像消失了。

雖然日子過得戰戰兢兢，擔心身邊

每個人的健康；但也因為停工停學原

因，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也多了。一起早

餐，一起做功課，做運動⋯⋯也可算是

因禍得福。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3D謝朗天及家長
因為疫情，學生不能互相見面、互相

談天、互相遊玩。

但我很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學，因為他

們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支持我的同學。我

感謝爸爸媽媽在疫情下也努力工作和教導

我。媽媽很多事要處理，爸爸也很努力。

我關心他們。我感謝教導我們的老師在

疫情下如常處理班事，我支持和鼓勵教

師的。

4A馮欣寧家長
感謝神給我機會，在本是恐慌的疫情

中，除有能力好好保護自己和家人健康之

外，我還可以與教會肢體，向大埔居民派

發抗疫包，帶給鄰舍一絲絲的關愛。

4E蕭可宜家長
很多人都不會珍惜眼

前的人和事，時常都想着

一生有很多時間。但當這

些人和事在眼前消失，不

再出現的時候，就後悔當

初為什麼不珍惜。在這段

時間我和三個女，便體會

到這種心情，她們的爸爸

在一個月前突然離世。

5A林皓晴家長
從沒有想過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三個多月的

「疫情假期」，生活雖然艱難，心裡亦有不安，但

我深知我們的主不曾離開過我們。每一個經歷，每

一次的考驗，讓我們更經歷到唯有在主耶穌那裡，

才能享有真正的平安，衪的平安從沒有離開信靠祂

的人。

盼望我們不氣餒、不失望，在祈禱中得平安，

啊們！

5A麥芷晴家長
感恩醫護人員的付出，亦慶幸在

港人的齊心合力下，疫情得以控制，

把傷亡減低。

5B伍卓言家長
「 疫 情 無 情 人 有

情」，非常感謝楊校長及

老師們對孩子的付出和關

愛。老師「停課不停教」，

費盡心思設計網上自學教

材及培養孩子懂得感恩

和知足，使孩子在知識

和品德上做到「停課不停

學」。謝謝楊校長及老師

們，辛苦了！ 

6B陳穎珊家長
在疫情期間，我需

要在家工作，看到珊珊

自律地做家務，減輕公

公婆婆和我的工作，疫

情令她長大和更懂事，

而她也能看到媽媽在家

工作、開會的情形，令

她更加明白父母工作的

情況，這是另一種體會。

5C李柏其家長

3A李珈旻家長

3D龍衍僖家長4C李子鏗家長 5A蔡子愉及家長

家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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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周在希
感謝所有醫護人員在疫情下用

心付出，服務市民，希望患

病的人早日康復。

同心齊抗疫，你我做得到! 

Stay at Home, I can. 

1E岑芊妤
病毒它

壞壞壞

不要留

你我他

捽捽捽

勤洗手

常清潔

病毒們

快些走

一家人

又健康

又快樂

2A陳柏朗
感謝一直緊守崗位的醫

護人員或市民，能夠齊

心抗疫，一起打贏這

場仗，加油！

2A梁倩妤
非常感恩有你們緊守

崗位，辛苦工作，為守

護香港出一分力，我們

也會做好防疫工作，留

在家，多珍惜與家人

一起相處的時光。

2A梁恩榮
今年香港爆發疫情，當中我感謝媽媽照顧

我和妹妹。媽媽每天教我做功課，她想我學

多一些知識。感恩媽媽陪伴我，如果沒有媽

媽的教導，我的成績一定很差。感謝媽

媽付出的愛。媽媽我愛你！

2D陳紫筠
我希望可以快點上學，與

同學老師相見，還可以上

課。我真希望疫情可以

快點過去。
2D李子樂

在疫情期間，我很想念學

校，還要感謝媽媽，要關心媽

媽，要珍惜可以多見媽媽的

日子。

2D吳均信
老師、同學你們好！不知道

你們最近的情況怎麼樣呢？我

最近過得很好。在這段時間裏，

我最關心的人是患病的人；我感謝

的人是醫護人員；我最珍惜的人

是媽媽；我最感恩的事就是和父

母相聚的時間多了。同學們

要努力忍耐，總有一天

會找到出路的！

2D伍師宏
在抗疫的日子，我留在家中

三個月了。沒有上學、沒有課

外活動、不能去公園，只可以

留在家中，沉悶極了。希望

疫情快些過去，願天父

賜平安給我們。

2D黃清旻
在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擴散全球

下，我感到有點擔心和不開心！但看見

醫護人員勤力工作，義工向弱勢社群派

口罩。當大家都關心社區和努力時，

我就開心起來！感謝神一直對我

們的眷顧！

2E岑睿星
在這個疫情下，我們因為停課的

關係，所以不能上學，不能和同學

見面，又不能上街，但是我和家人相

處的時間多了。最後我很感謝所有醫

護人員的幫助，希望這個疫情快點

離開這個世界。

2E戴載德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全球各

國人民努力對抗疫情。我要感謝

各地的醫護人員，他們盡力照顧

病人，令病患者康復。我希望

疫情盡快完結，人們的生

活回復正常。

3A鮑祉澄
農曆新年將至，我家媽媽不是忙着辦年貨，而

是找藥廠購買口罩及做義工車布口罩，還教導我和工

人姐姐注意手部清潔及出外需要戴上口罩。當我看新聞報

導時，不斷有肺炎的消息，學校停課，我初時很開心，但想

到媽媽是在醫院工作，隨時會接觸肺炎病人，媽媽因安全措施下

不能回家，我心裏有點兒擔心。不過媽媽告訴我只要注意個人衛

生，減少與別人接觸，這樣就可以保護自己避免感染。每天我們

用電話互通消息，現在疫情減退，媽媽可以在五月回家了，所

以我希望所有醫護人員有一個愉快的母親節！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

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

的右手扶持你。」（以賽亞書41:10）

「在疫情的天空下」讓我傳情達意 學生篇

1A陳靖楠

2B馮毅航
多謝醫護人員的努力，

令疫情受控。

雖然未能與同學見面及上學，

但我珍惜與家人共處的時光。

非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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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黃紫欣
因為這次疫情，我們停了

課，不能上學，也沒辦法見到老

師和同學們，連課外活動班也不能

參加，我感到非常不開心。後來接到

班主任致電，也看到全校老師的鼓勵

短片，我感到非常開心。雖然在疫情

期間不可以外出，但我都很開心，

因每天做完網上功課，我會幫媽媽

做家務，陪弟弟看書和做功課，

陪伴家人的時間也多了，感

謝所有關心我的人。

3B尹忞希
「 媽 媽 ， 我 不 喜 歡 這 個 假

期！」我向媽媽傾訴了多少次了。

媽媽見我那麼灰心，便約我們早上五

時起床，出發看日出。這次成功看到

日出，給了我很大的鼓舞，知道雲

層消散就會見到太陽。

讓我們走出疫情的雲霧，充

滿陽光地回到校園。

3B何貝琳
自從一月開始新型冠狀病毒，給

我們帶來嚴重的生活危機及不便，使

我們不能上學，不能見到老師和同學不

能聚會。但是我感謝我的家人和學校老師

在這個疫情下，停課不停學，對我的教導

和鼓勵，我的爸媽辛苦去上班，放工後

還教我做功課，有時間還帶我去戶外

做運動、踩單車等等。我們一定

要戰勝這個疫情，加油！

3B吳維騫
這三個多月，我要衷心感

謝醫護人員，他們不顧身心俱

疲的辛勞，克服內心的恐懼，

全力醫治病人。看見他們因為

長期戴口罩，臉上佈滿勒痕，

令人覺得感動也很不捨。希

望疫情盡快過去，我們

能早日復課吧！

3B王稟熹
在疫情下，醫護人員面對生

命危險去幫助病人，真的很偉

大，所以我們也為醫護人員打

氣呢！還有記得在家抗疫

啊！齊齊抗疫！

3C曾梓朗
在這次疫情下，世界各地很多

人被病毒感染，需要隔離治療。在

此，我特別想感謝醫生、護士、醫護

人員們⋯⋯他們工作時亦可能會有感染

的風險，但依然緊守崗位，盡忠職守

努力地醫治每一位病人，這種專業

精神值得我們學習。最後，我

們要珍惜身邊的人和事。

3C于子航
2020年來勢兇猛的新型冠狀病毒
讓人們人心惶惶，這是一場並無硝煙

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湧現出許許多多

英勇豪邁的英雄，他們宛如花園中襯托花

朵的葉子，宛如點綴著廣闊藍天的白雲，

宛如那瞭望無際的草原上那一顆顆無私奉

獻的小草。他們就是奮鬥在一線的最美

逆行者。疫情肆虐，逆行者向前。

疫情無情，人間有愛，恪守一

線，維護安危。

3D莊藍逸
感謝白衣天使，因有你們，我才可

以在家裏安安心心地度過疫情。你們勇

往直前，救助病人，你們就是最美的逆

行者。感謝老師在疫情中還在輔導我

們，教導我們。你們就是光明，

在黑暗中照亮了我們。

2D朱凱彤 2D楊日俊

3A莊恩霖 1B郭曉澄

3C郭欣彤
我很想回學校上課。

我感謝老師和醫護人員，

我關心患病的人，

我還要珍惜家人。

1E羅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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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天空下」讓我傳情達意 學生篇

4D劉諾謙
在疫情下，大家都很

悶留在家裏，我們可以做

舒展筋骨的活動。我們也

要為香港人、病人和各位

醫護人員打氣，我要多說

一次疫境自強，加油！

5A林相孝
在這個疫情下，我要感謝的

人是醫護人員，因為他們努力醫

治患上肺炎的人去，謝謝你們！5A麥芷晴
在這段時間中，我們因為疫情而停課了，但

也是這個原因，令我不能與同學見面。同時，我

也要感謝服務市民的人。
5B伍卓言

疫情讓我更體會到媽媽的辛勞！她是有三頭六臂的「神奇

女俠」─在家工作和進修不在話下，每天不辭勞苦地為我和

爸爸烹調營養豐富的早午晚三餐。雖然我有幫忙做飯和打掃，

但她總是終日忙碌，勞苦不息！媽媽，感恩有您！

5C江月羚
二月至今，全球都活得人心惶惶，因為地球

向我們介紹了一個惡魔─新冠肺炎。在惡魔手

上，但我仍有些感恩的事啊！

這段期間，我家兩隻年老的小貓─小波和

小短，牠們患上了重病，每天牠們只能有氣無力

向躺在牠們的「龍椅」休息。我們帶牠們去看獸

醫後，每天餵牠們吃藥，後來它康復了。看到他

們神采奕奕地跳來跳去跳來跳去，我十分感恩，

有這段停課時間照顧他。

5D溫卓琳
在疫情之下，我們都不會到人多的地方。我們也多了和家

人相處的時間，溫習的時間也多，可以準備考試。我們也要感

謝醫護人員的付出，更希望患病的人早日康復。

4D張紫晴
我的得着就是有更多和爸爸媽媽相處的時

間，我們也做了一點平時不做的事，例如，一起

弄東西吃。

我感謝爸媽，因為他們天天照料我，十分辛

苦，我也感謝醫護人員，他們緊守崗位，十分感

謝他們。

聖經裏的詩篇所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4B莫汶譽
我已經好久沒上學了，不能和同學一起玩

樂，更不能上課外活動。

我已經好久沒有外出了，不能和家人外出吃

飯，更不能到公園或主題樂園玩樂。

我很掛念同學們，很掛念奶奶和叔叔，也很

掛念老師們。

我感謝醫護人員的努力守護着每一個人的

生命。

4C林樂怡
在今次疫情中，我深

深明白到身體健康的重

要，我感謝醫護人員。

4C楊兆熹
國家的繁榮，社會的安定，

全靠我們身為香港的一份子，堅

守我們自己的崗位。在這次的疫

情中，最大的功勞是緊守崗位的

醫護人員，在此衷心地感謝他們

為香港的付出。

3E江日騫
新冠肺炎的出現，令全球的人過了一段不平安的日子，但是

我還有感恩的事呢！在疫情期間，我成了時間的好管家，因為我

學會了善用停課的時間。

學業上，我學會了四、五年級的數學內容，還和姐姐一起做

了五年級數學測驗；家庭方面，我和家人有更多相處時間，一起

砌樂高和照顧貓兒。我希望疫情快些結束，大家也可以儘快重過

正常生活。
3E林尚進

在疫情下我要感謝醫護人員，因為他們很

努力幫助別人和救助患上肺炎的人。

3E李逸龍
我感謝每一位醫護人員不怕辛勞，日以繼

夜照顧患病的市民，令他們得到適當的醫治，

謝謝您們的愛。

5B 徐迦晴5B徐迦晴

4



6B陳詠珊
在疫情期間，我的得着是懂得自律和照顧家人，我要感謝

的是前線醫護人員，因為他們每天都辛辛苦苦地搶救感染新冠

狀病毒的人。我要關心長者，因為他們身邊最需要人照顧，祝

各位可以快快復課。

6A柳婉瀅
自從農曆新年假期後，全港中小學幼稚園一直停課。在這個科技發

達的城市，學生們都在家學習，每天只需要花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功課。空閒的時間變得多了，大家都有了不同的興趣，例如：畫畫、烹

飪等等。雖然在疫情下，大家都有了不同的興趣，但是還是希望這次疫

情快點過去，恢復正常的生活節奏。

6A李子熙
我感恩有媽媽的照顧，由於她工作的關係，令我家有充足的防疫物資。我亦感恩有一班努力不懈的醫護人員。

6A梁語桐
新冠肺炎在一月由武漢擴散，後來更是因

為沒有更早的發現而傳播到世界各地，包括香

港。我很感恩香港的疫情有所好轉，希望全

國的感染人數會越來越少，痊癒的人則越來

越多。

6A駱卓勵
「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自小就從媽媽的口中聽到，但我不

以為意。一場肺炎病毒令喜歡上學的我，未能回校上課；喜歡

運動的我，不能到體育館跳繩；喜歡聚會的我，一家人外出吃

飯也要分枱坐。原本從前過着平凡生活的我已經很「幸福」。

6A鄧鍶堯
雖然我在這三個月很少上街，

但我利用這些時間學會騎單車，我

經常和家人騎單車，而且我也學會

縫紉，我還會縫了一個布袋呢！

6B楊兆鈞
國家的繁榮，社會的安定，全靠我們身為香港的一份子，

堅守我們的崗位。

在這次的疫情中，最大的功勞是緊守崗位的醫護人員，在

此衷心感謝他們為香港的付出。

6D黃禮勤
今年是我小學最後一年，停課不能考最後一次呈分試，不能與

同學一同上課，心情有點失落，再加上不能參加教育營，甚至連畢

業禮都取消，真的很失望，疫情不知何時才完結。因疫情關係，我

每天在家自學，多了運動，也多了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每天和妹妹

一同玩，一時糖黐豆，一時水溝油，原來很多東西看似理所當然，

其實不是必然的，感恩神賜下健康的身體。

6D邱嘉玲
有家人的陪伴，感覺更加親近了。以往

常常忙碌的我們，這次也不得不將手頭上的

工作放下。這一次，我們那永不停歇和匆忙

及勞累的腳步，終於停下，讓我們去細細品

味生活中的小細節，也讓我們知道是時候該

去關注一些其他的話題了。在這次疫情中，

自然界備受關注，為什麼呢？只因這次疫情

的罪魁禍首就是自然界的蝙蝠，但我們是不

是也該想想人類自己的問題呢？

6E郭子謙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

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馬太福音6章34節》
我的得着是空閒的時間多了、日子過

得輕鬆多了、壓力也少了。

我感到雖然空閒的時間多了，但我還

是希望這個疫情快些完結。

6C周怡琳 5A鄭思晴
4A鄺臻宜6C李晞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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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北京摘星之旅
今學年學生學習支援組與夢芹銀禧小學合辦北京摘星之旅，藉此

增加學生參與交流活動的機會，豐富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學習經歷。透

過交流活動培養學生「凡事皆可能」信念，增進他們克服生活上、學

習上的障礙。在交流學習活動中，讓學生參觀國家博物館、故宮等使

學生對中華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探訪北京順義區小學，與探訪學校

的學生作文化及學習交流，從而提昇人際交流技巧。

參觀北京水族館

與北京順義區小學同學一起上課

探訪北京順義區小學

參觀北京鳥巢體育館

課堂活動
參觀北京居庸關

夜遊商業街

爬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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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長城

參觀北京科技館

夜遊王府井大街

參觀故宮博物院

夜遊什剎海

故宮博物院留影

北京科技館內玩科技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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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嘉年華
感謝天父帶領和保守，本校三十五周年校慶嘉年華在一月十一日舉行。當天早上，校

慶嘉年華頒獎禮為校慶揭開了序幕。校慶嘉年華節目十分豐富，有各式各樣的攤位遊戲，

各具特色。才藝獻技和巡遊表演，令人目不暇給，整個校園洋溢著歡樂的氣氛，到處都

是喝采聲。各科展覽亦吸引各界來賓欣賞，今年的「三十五周年時光隧道」，讓我們回

味三十多年的難忘片段。同學們和來賓熱烈參與當天活動，十分熱鬧，大家樂在其中。

小結他表演十分投入

非洲鼓表演十分精彩

夢芹35週年時光隧道，讓大家懷緬
一段段昔日的時光

校友會全力支持校慶捐款
大家來拍照留念，即影即取

巡遊表演十分熱鬧

校長和謝總幹事與35周年親子徽號創作比賽得獎者合照

幼稚園表演加添歡樂氣氛

攤位遊戲各具特色

手鐘隊表演非常合作

豎琴獨奏表演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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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校長在留言區寫上祝福 齊來賀夢芹生日

校監歐陽牧師和嘉賓齊賀夢芹35歲生日

幼稚園表演後，大家來個大合照

攤位遊戲樂趣多

賣物會很受家長和學生歡迎

釣一釣，看誰得獎品？

朗誦表演令人雀躍

巡遊表演為夢芹嘉年華帶來高峰

夢芹樂團為校慶奏出動人的樂曲家長學生樂參與，一起玩遊戲

家長教師會賣物會陣容鼎盛 9



文化日
本年度文化日在1月22日舉行，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生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當天教職員及學生都穿上華服，甚具特色。今年文化日的學習活

動十分豐富，是歷屆之冠。同學們除了在禮堂欣賞木偶變臉及雜技表演外，還可以到

不同樓層和操場進行藝墟活動，如工藝摺紙、剪影、織草蜢、爆旋陀螺、竹筒投壺、

滾鐵環、猜燈謎、寫揮春、賀年桔DIY、跳大繩、小食分享⋯⋯同學們十分雀躍。

大家的年桔DIY都做得十分漂亮齊來做手工—賀年桔DIY
竹筒投壺大戰，看誰的眼界準確！

一起跳大繩，充份表現他們的合作精神

同學們齊來寫揮春

滾鐵環是遊戲，也是運動

同學摺出不同顏色的的金魚，很有中國特色

你看！我們真的很用心做呀

你說他們寫得漂亮嗎？

幾位男生和班主任真合襯

老師和同學都穿上美麗的華服

動一動腦筋，快快來猜一猜

同學很用心猜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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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家長義工協助我們進行各項活動

校長和副校長為文化日揭開了序幕

在大堂「留影牆」 拍攝相片，
留下快樂的一刻！

同學們穿上華服十分醒目

你看，他們穿上華服好看！

一齊玩陀螺，樂在其中同學展示剪影的成果

同學們一起拍班照，多開心

表演者邀同學一起玩雜技

木偶變臉表演十分精彩
雜技表演緊張刺激

觀看雜技表演，同學拍手叫好！

感謝家長們為我們預備新春小食

家長們做的特色小吃十分美味

同學摺出不同顏色的的金魚，很有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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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生命教育
譜寫夢芹生命精彩故事

我們相信每一位夢芹學生都有獨特性，有不同的恩賜。要為孩子照亮道路、

發掘亮點，老師們需要先發出光芒，才能幫助孩子們從生活中實踐，找到生命的

價值，達致以生命影響生命。因此，本年度(2019-2020)本校生命教育組參加了
香港教育大學「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的師資培訓，發展及規劃本校整全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課程包括透過生命教育專家講座、工作坊，掌握有效

推行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技巧及評估方法。此外，本校亦委派兩位同工（李志恒老師和蔡佩

燕老師）參加香港教育大學協小計劃的「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參與五天的生命教育專題講

座／座談會／分享會、訪問小學及生命教育機構，與學校的校長及教師進行交流討論，藉此了

解當地推行生命教育的經驗及模式，並探討在本校實踐的方法。最後，香港教育大學亦派出學

校支援團隊到校支援，提供專業的意見，協助規劃及落實校本生命教育方案，以促進本校生命

教育之發展，建立夢芹生命教育願景，譜寫夢芹學生的生命精彩故事。

生命教育多姿彩  齊心譜寫愛的故事
分享正能量，傳頌好生命

為鼓勵同學在停課期間能繼續以正面角度看待事情及將正能量傳播開去，本校生命

教育組特意創作了一系列的影片與家長、同學分享，啟發反思及互相勉勵。

1
「停課正能量」個案系列：
（共兩集）

以戲劇形式呈現同學在停課期間可能遇到的問題及疑惑，再將正
面訊息及解決疑難的方法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傳遞給學生。

2
生命教育繪本系列：
（共五集）

透過說故事的聲畫運用分享繪本，讓學生更易理解一些較抽象的
價值觀和生命教育議題，繼而讓學生在不同的角度及層面檢視自
己的生命意義。

3
「停課生活多精彩」系列：
（共六集）

透過老師、學生分享自己於停課期間在家中的生活影片，讓彼此
間的距離再次拉近，亦為各人在冰冷的疫情下帶來一絲的溫暖。

此外，我們還應香港聖公會聖匠堂生命繪本館邀請，錄製了3段繪本分享
《繪本故事10分鐘》（書名：給小鳥一個家、山丘上的石頭、愛心樹）。是
次合作讓我們眼界大開，從中帶來不少啟發和意念。

生命教育組把握每次學習的機會，積極裝備整個團隊，完善學校的生命

教育架構，為學生的身、心、靈發展而努力！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生命教育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仁德醫專躺棺體驗

進行生命教育交流討論花花姐姐親子故事體驗館
香港教育大學協小計劃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12月26日至30日)

與台灣唯一教育界
三項首獎王政忠老師

進行交流

與臺北市國語實驗
國民小學校長進行

交流
從踏查古蹟展開生命教育旅程

體驗光影皮影戲 與宜蘭縣蘇澳鎮南安國小校長
進行交流

「停課正能量」個案系列

繪本
「給小鳥一個家」

繪本
「山丘上的石頭」

繪本
「愛心樹」

繪本
「老媽，你好嗎？」

繪本
「爺爺的天使」本校生命教育組於香港聖公會

聖匠堂生命繪本館錄製繪本分享「停課生活多精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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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點亮，啟德豐盛生命之旅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交流團2019

2019年12月，校監歐陽兆基牧師、楊楚傑校長連同李志恒老師、李漢英老師及姚大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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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實地觀摩台灣學校和多所社服機構，學習如
何三位《學校、家庭、社服機構》一體合作推動生命教育。

這次交流團，我們探訪了8個單位，認識其推展生命教育的策略及經驗：

推展生命教育的策略 機構名稱

以繪本故事來推行

1.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2.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

3.花花姐姐繪本館

運用自身設計的

「桌上遊戲」教具

4.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

5.得勝者教育協會

以不同教學策略來推行
6.天主教輔仁大學生命教育交流會

7.台灣新北市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透過電影導引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8.陳建榮老師的課堂

經過台灣學習交流團後，我們明白到要讓學生在成長中，能掌握面對挑

戰和解決困難的最佳方法是透過生命教育在學生的身、心、靈中下「種子和

功夫」，使學生能發展成一個有健康心靈的夢芹人。

同心合意、努力裝備
開拓生命教育新里程！

為了整體規劃及領導生命教育課程的發展，並著力提升教師有關的專業能力，學校於本學年設

立了「生命教育組」。因著各年級學生的成長需要和理解能力，學校將會以6年時間逐步在各級推行
生命教育的課程及相關活動。各級主題（暫定）分佈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上學期 認識自己 愛護自己 大自然與我 承擔責任 裝備自己 堅毅不屈

下學期 孝順父母 與人相處 珍惜資源 推己及人 貢獻己力 放眼世界

下學年（2020-2021年度）我們會繼續邀請老師參與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生命教育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及「台
灣生命教育學習團」。此外，我們亦會於三、四年級的成長課中進行生命教育試行單元活動，主題配合學校周年計劃

內「寬恕與助人」的發展方向。另外，我們亦誠邀各位家長一同參與生命教育的工作，成為「繪本故事爸媽」，向低

年級學生說繪本故事及帶領分享。

至於本學年，復課後我們在六年級試行了「告別校園時」的單元教學。在6個課節的單元教學中，透過繪本教學、
影片欣賞、個人反思及分享等教學活動，讓同學能在小學畢業前，能懷着感恩之心回顧以往所發生的事情，從經歷中

學習和成長，期盼中學生活的來臨。

陣容強大

忙裡偷閒齊閱讀

夢芹校長老師齊學習

從電影看人生—陳建榮老師齊來聽聽校長說故事
為生命教育踏出第一步

台灣新北市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看看我們心中想要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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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第6屆全港小學校際HIP HOP舞蹈比賽

甲級榮譽獎

2A葉紫嫣 2B譚晞桐
2C李卓妍 3A陳穎姿
3D謝迦晞 4A李霈祈
4A連珈頌 4A石凱淇
4C楊穎彤 4E周穎晞
4E方詩唯 4E傅思睿
4E江憫晴 5B劉康琳
5B徐迦晴 5B顏沛怡
5C葉子霖 5D陳婉怡
6D徐子喬 6D石穎童
6D嚴睿蕎 6E祝心怡

全港跳繩全能賽2019
女子10歲組30秒前交叉速度跳（亞軍）

5A鄭思晴
女子10歲組30秒雙腳前繩跳（亞軍）
女子11歲組30秒前交叉速度跳（冠軍）

6A駱卓勵女子11歲組30秒前二重跳（冠軍）
女子11歲組30秒前單車步速度跳（亞軍）
女子11歲組30秒前單車步速度跳（季軍） 6B羅泳喬
女子11歲組30秒雙腳後繩跳（亞軍） 6B吳祉欣

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2019
小學女子一年級組30秒後繩雙腳跳（殿軍） 2C鄺曉彤
小學女子一年級組30秒單車步（冠軍） 2D陳紫筠

小學女子二年級組30秒後繩雙腳跳（季軍） 3A葉靜悠
小學女子二年級組30秒後繩雙腳跳（冠軍） 3B張昕善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4B唐泳欣

小學女子三年級組30秒單車步（季軍）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5A鄭思晴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5A謝迦嵐
小學女子中小組30秒朋友跳（殿軍）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5C鄧紫烔小學女子中小組30秒朋友跳（殿軍）
小學女子四年級組30秒交叉開（季軍）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6A駱卓勵小學小學女子高小組30秒橫排跳（亞軍）

小學女子五年級組30秒交叉開（冠軍）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6B羅泳喬小學女子高小組30秒橫排跳（亞軍）
小學女子五年級組30秒單車步（亞軍）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6B吳祉欣

小學女子五年級組30秒後繩雙腳跳（冠軍）
小學1分鐘大繩走8字（季軍）

6B袁溢懿
小學男子高小組30秒朋友跳（亞軍）

UTV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術大賽2020
五步拳第三名 1A陳靖楠
五步拳第四名 2E高嘉豪
五步拳第一名 3B林愍芪
五步拳第二名 3C李皓庭
詠春拳第二名 4A蔡以勒
詠春拳第四名 4B劉凱澄

沙田武術錦標賽2020
F9女子拳術組五步拳亞軍 1E鄺芷瑩
M9男子拳術組五步拳亞軍 1E梁師駿 2B林莙迅
M9男子拳術組五步拳冠軍 2B危浩霖 3C李皓庭
M9男子拳術組五步拳季軍 2C冼浩森
M9男子拳術組五步拳殿軍 2D李子樂
F9女子拳術組五步拳冠軍 3B林愍芪

F10-12女子傳統拳術組詠春小念頭亞軍 4C林樂怡

中文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男子粵語獨誦比賽亞軍 2A李謙正

三年級女子粵語獨誦比賽冠軍 3E張巧妮

五年級男子粵語獨誦比賽亞軍 5B王日謙

五年級女子粵語獨誦比賽季軍 5C衛佳凝

第十五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小五中文特級優異獎 5A黃 禧

小五中文（優異獎）

5A馮子銘 5A孔安澄
5A梁文珺 5A譚靖彤
5B陳頌喬 5B張昕正
5B蔡程悅 5B羅天晴

5B黃昕喬

小六中文（優異獎）

6A陳達進 6A周摯欣
6A林 森 6A林芷悠
6A呂玨誠 6A鄧鍶堯
6A黃子恩 6B張 婷
6B李晞晴 6B黃天欣

英文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季軍） 3B鄒尚昀

六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亞軍） 6B鄒浚昀

六年級女子英詩獨誦比賽（亞軍） 6B王采曈

第十五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小五英文組（優異獎）

5A林 笑 5A馬思恩
5A譚靖彤 5A謝迦嵐
5A黃 禧 5A黃樂曦
5B羅天晴 5B李樂童
5B伍卓言 5B黃昕喬

小六英文組（優異獎）

6A陳達進 6A李 唐
6A鄧鍶堯 6A袁道韻
6B張希信 6B鍾睿澄
6B劉芷穎 6B梁恩恆

6B鄭開陽

數學科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19（大灣賽區） 

一等獎 3A樊雨鑫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決賽2019

二等獎 3A樊雨鑫

第二十三屆數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B鄭開陽 6B鍾睿澄

銅獎
6A柳婉瀅 6A李 唐

6B李珞妍

普通話
2019-2020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普通話朗誦初賽

（五至六年級組別）二等獎 5A李曉慧

（五至六年級組別）特等獎 6D張緒東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比賽（亞軍）

6B甘泳澄

夢芹精英榜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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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2019—小學弦樂（豎琴）獨奏初級組

金獎 4A李霈祈

聯校音樂大賽2019—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銅獎 5A何語嫣

第十三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初級小組合奏—銅獎

3B陳嘉翹 3D楊梓盈
4A梁曉桐 4C盧柏熹
4D程溢禧 5A鄭思晴
5A朱俙朗 5C葉子霖

初級組獨奏指定曲組—銀獎 3E鄭思哲

中級組獨奏指定曲組—銀獎 5A鄭思晴

初級組獨奏自選曲組—銅獎 5A朱俙朗

第24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9

小學鋼琴組別—四手聯彈（季軍） 4A關以南

小學鋼琴組別—四手聯彈（冠軍） 5A關以心 5B羅天晴

體育科
救恩書院友校接力比賽女子組

亞軍
4B余可澄 5B鄭溱希
6A周摯欣 6B李珞妍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友校接力比賽

女子組亞軍
4B余可澄 5B鄭溱希
6A周摯欣 6B李珞妍

男子組亞軍
6A谷逸楠 6B鍾睿澄
6B鄒浚昀 6D盧子聰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友校接力比賽

女子組冠軍
4B余可澄 5B鄭溱希
6A周摯欣 6B李珞妍

男子組亞軍
6A谷逸楠 6B鍾睿澄
6B鄒浚昀 6D盧子聰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接力殿軍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3E黃梓蕎 4A劉彥孜
4A譚翹津 4B廖珮瑜
4B余可澄 4D薛允祈

女子丙組100米亞軍 4B余可澄

女子乙組200米季軍 5B陳頌喬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5B鄭溱希

女子乙組200米亞軍 5B莫采嵐

男子乙組跳高季軍 5E香子圖

女子甲組400米季軍
6A周摯欣

女子甲組跳高殿軍

男子甲組跳高季軍 6B鍾睿澄

女子甲組跳遠亞軍 6B李珞妍

女子甲組200米殿軍 6E黃文晞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女混合組亞軍
4B余可澄 6A周摯欣
6A谷逸楠 6D盧子聰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女混合組季軍
4B余可澄 6A周摯欣
6A谷逸楠 6D盧子聰

第十二屆卍慈禁毒盃小型足球邀請賽

女子組碗賽冠軍

4D蘇䔝楹 5A梁文珺
5A溫悅庭 5B李卓悠
5D陳婉怡 5E陳天悅
6C周嘉瑜 6C賴一心

6C林錦稀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2020

6A周摯欣

第十九屆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2018-2019 

男子團體季軍 6B鄒浚昀

電腦科
第一屆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之「愛‧創耆樂」挑戰賽

金獎
5A葉天樂 5D顏丞禧

6A呂玨誠

傑出表現獎
5B黃琨茗 6A陳 善

6B鄭開陽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2019/20

小學組（金獎）
5A葉天樂 5A趙紹焱

6B鄭開陽

圖書 
2019-2020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比賽

三年級優異 3E鄧悅呈

童軍
第十七屆幼童軍課程比賽（主席盃）

繩結（季軍）
金氏遊戲（亞軍）

5C汪婉曈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D黃美宜

6D張緒東

神秘項目（亞軍）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D黃美宜 6D張緒東

體育競技（冠軍）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C賴一心 6D黃美宜

6D張緒東

總亞軍
5C汪婉曈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C賴一心
6D黃美宜 6D張緒東

新界東地域主席盃幼童軍挑戰賽2019

全場總亞軍

5C汪婉曈 5D陳綺敏
5E劉鎧狄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D張緒東

6E林煒嘉

神秘項目（亞軍）
5C汪婉曈 5D陳綺敏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D張緒東 6E林煒嘉

團隊機智（季軍）
5C汪婉曈 5E劉鎧狄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D張緒東 6E林煒嘉

金氏遊戲（亞軍）
5D陳綺敏 5E劉鎧狄
6A黃愷妍 6B袁溢懿
6D張緒東 6E林煒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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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這一場疫症，

令生活的步伐由急速

變得緩慢，令冷酷的

人際關係變得溫暖，

令被污染的環境變得

清潔。現在嘗試抬望

天空，欣賞一下神創

造的一切，放下心中

的憂慮，你也能感到

這世界的轉變。

劉嘉浩老師

疫境同行，並肩成長！
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有危便有機。」

在停課期間，由於需要拍攝及剪輯多段生命

教育組的影片，我努力學習拍攝影片和使用

剪輯影片的軟件。最終，我和組員成功製作

多段影片及上載學校網頁，希望能在這艱難

的時期，為大家帶來一點溫暖。我深信每件

事情背後，都定必有上帝給予我們學習和成

長的機會。大家也可以多多思考自己在當中

有甚麼成長，好好把握每個學習的機會。

李志恒老師

在疫情的天空下―感悟、感恩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我心中充滿恐懼和驚慌，凡是有

甚麼「風吹草動」，總是擔心不已，生活變得混亂和失衡。

時間慢慢在慌亂中前進，原本紊亂的心緒漸漸平靜，更學會

了感恩。感恩能享愛閱讀以滋養心靈；感恩能明白要珍惜最

愛的人；感恩能體會有愛可以包容一切！

傅坪萍老師

欄外聽不到家長的叮嚀聲，

校園看不見同學的歡笑聲，

課室聞不到老師的善誘聲。

但是 家長的照料沒有慢下來，
   同學的學習沒有停下來，
   老師的備課沒有擱下來。
但願 常存感恩你的得著！
   常存知足我的擁有！
   常存恩典祂的眷顧！

楊楚傑校長

年廿八，我和家人興奮地飛

去台灣度歲。怎料新冠肺炎爆發

得愈來愈嚴重，我們加插的行程

就是購買口罩，也體驗了口罩難

求的景況。沒料到後來疫情席捲

全球，死於新冠肺炎的患者亦數

以十萬計，足見病毒的無情和人

類的渺小！

在疫情下，但願各人更能緊

緊抓住上帝，將悲傷告訴上帝，

把憂慮卸給上帝，在患難中倚靠

上帝，因為我們相信黑暗過後必

見曙光！

在復課的日子裡，祈求神與

我們同在，使健康與平安臨到我

們所居住的地球，叫大家能在同

一天空下同心抗疫，互助互勉。

阿們！

李漢英老師

疫情中會有難過的時候

但要相信

一切都會過去的

幸福就在感恩當中

只有懷着感恩的心

任何地方都會有幸福的事

在疫情中正面地看看這個世界

會發現許多美好的人和事情

活在當下，心存感恩

疫情的天空下

仍會有一張張笑臉

疫情下的天空

仍會有着藍天白雲

王琬君老師

《疫情下的感謝筆記》
疫情下，我翻着這幾個月來積累的「感謝筆記」，得着五個「提醒」。

第一，感謝病毒提醒我們要保持身心健康，這是抗疫的最大能量；

第二，感謝病毒提醒我們學習是不會因困難而停止的；

第三，感謝病毒把我們困在家裏，越發感受到家的溫暖；

第四，感謝病毒提醒我們要與人分享，在困境中看出別人的需要；

第五，感謝病毒提醒我們唯有慢活，才能欣賞身邊的美。

凡事只要抱持樂觀的態度，懷着感恩的心，定能得到最大的幸福。

蕭麗儀主任

新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全港學

校已停課多月，同學們都被「困」

在家裏，我透過陽光電話，得知部

分同學在疫情下，天天上網尋樂，

沉迷電子遊戲，不願做功課，浪費

光陰。

反之，有些同學善用時間，常

做運動，天天閱讀課外書，獲益良

多。亦有家長和我分享，他們和孩

子相處時間多了，彼此溝通亦多

了，增進了親子關係，他們一起做

蛋糕、焗曲奇，享受家庭樂。

在疫情的天空下，你們的得與

失又如何？願我們向天父祈求，求

主看顧我們，讓我們在逆境下能克

服困難，得到正能量！求主給我們

信心和智慧，在嚴峻的疫情下，靠

着神的恩典，樂觀面對將來。

鄧秀芬老師

During the time away from school, I learned how much we can accomplish when work together. Everyone in Hong Kong was careful 
to wear masks and wash their hands, and together we did a great job of staying healthy! And because of that we can come back to 
school now. While staying home, I enjoyed some hobbies such as cooking and playing music, and I hope all the students at YCMC 
also spent plenty of time doing things they enjoy!

Mr Harvey

「在疫情的天空下」讓我傳情達意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致令學校停課多月，對老師的教學、家長的管教和學生的學習都造成大大小小的改變，就讓我

們以感恩、知足、積極、正向的態度，在「在疫情的天空下」表達你與我寶貴的感受和得著：

蔡佩燕老師

教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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