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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是優質「小」學校，溫馨「大」家庭，老師、校友、學生
及家長為學校的歷史、現在與未來發展作美好的見證，結伴同行數十載，當中
經歷校友會、家長教師會的誕生、每年的會員大會及多元化的活動，上帝的恩
手都帶領前行，彼此從中建立信任，成為「勇敢前行」的最佳夥伴。

「迦密」事件，記載於聖經列王記上第十八
章。先知以利亞為了見證獨一的真神，單人匹
馬，於迦密山迎見事奉巴力偶像的450個先知。
正如以利亞所說：「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
一個人，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王
上18:22)，其他的先知去了那裡？其實還有七千
人，但他們沒有勇氣站出來，暫時做了「臥底」
(王上19:18)

看，以利亞是多麼的孤獨啊！但為了真理，
他仍勇敢前行，在迦密山上試驗真假神，叫以色
列人歸向神；而他的見證，也成為歷世歷代信徒
的榜樣，他也成為了劃時代的聖經人物，故被專
稱為「如火的先知」。

在這大半年內，有3位關愛我的長輩均息了
地上的勞苦，被主接在榮耀裡。他們分別是翁信
固校董，梁省德女士及金新宇教授。細閱他們的
人生歷史，他們都是勇敢前行的迦密人。翁校董
患有嚴重的讀寫障礙，學習上困難重重，但他仍
樂觀積極面對，於全腦訓練獲取專業資歷，創立

「全腦學堂」，贏取香港「腦王」的美譽。翁校
董在過去的日子，平日勞碌工作，但仍惦念著我
們「迦密」的孩子，周末到來給予義務培訓，整
個上午接近4小時的培訓，只休息15分鐘，他真
是「如火的校董」。(火－火熱的生命力)

梁省德女士出身儒商大族，擁有良好的成長
背景，惟婚後5年，家庭適逢巨變，丈夫於日軍侵
襲中不幸罹難，她手抱2名孤雛投靠基督，堅強
面對人生苦難；她看見戰亂中的孤兒寡婦，更是
感同身受，故將家業奉獻為孤兒院辦義學。和平
後，創立新界婦儒福利會，她真是「如火的女強
人」。(火－堅強不屈的意志)

金新宇教授與我們的關係更密切，因他是
「迦密」的創辦人，榮休時為香港大學副校長。
他不單努力於教學工作，還確立基督教興學會的
辦學理想：給青少年提供良好水準的教育，並帶
領他們認識神；透過基督教教育，培養同學的品
德。在迦密中學辦學的初期，資源匱乏，連聘請
教職工的資金也不足，為了實踐同一異象，當時

的校董、校長、教師們均以奉獻精神來給學生提
供教育。在如此生命的感染下，同學們怎敢懈
怠，結果不單在品學上有優異的表現，生命還改
變過來。學生的卓越表現和學校教育的美好見
證，被當時的教育專員稱譽為：「用豆腐渣的工
程(指資源不足)可以造出燒鵝的味道(優秀的教育
成效)。」金新宇教授就是憑着一顆教育熱誠，與
好幾位創辦元老，把一所一所的迦密學校孕育出
來。他真是「如火的創辦人」。(火－火熱的基督
教教育異象)

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們，如聖經所說：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希伯
來書12:1)」

大家一起來做過堅定相信仰望神，勇敢前行
的迦密人吧！

李小娟校長

回應本年度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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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興學會迦密梁省德學校

攜手同行　 迦密一家

家長教師活動
校友會活動

學校一向重視家校合作，家教會正好成為學校與家長的
一道橋樑，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的活動節目豐富，包括：家教
會周年大會、家教會親子旅行、護膚美容班、「勇愛家庭」
親子工作坊、水果派對等。執委群策群力，家長義工全力支
持，師生投入參與各項活動，家校合作樂融融。

校 友 會 舉 行
「迦密人暢遊長洲
歡樂行」，讓校友
們能夠和不同屆別
的師兄弟姊妹及老
師暢遊長洲，品嚐
地道特色美食，欣
賞 大 自 然 美 景 ，
並 一 起 玩 集 體 遊
戲，體會「迦密一
家」。

編輯： 李月儀主任、林家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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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吃水果吃得津津有味

校友與家人品
嚐長洲小食

集體遊戲加深對
母校的認識

家教會親子旅行其中一車大合照

新一屆家教會委員及區議員與校長合照

義工家長投入參與水果派對

親子工作坊全體大合照

護膚美容班導師與參加的家長合照

校友們沿途欣賞大
自然美景和環島遊

迦密人暢遊長洲歡樂行



跳出教室　 擁抱自然

零碳天地

大埔林村鄉土生活體驗

參觀動植物公園
為配合常識科課程，本校安排了一年級學生參觀香港

動植物公園，當天學生透過經歷實地觀察，親身接觸大自
然的動物和植物，培養探究精神。

三年級學生在二月初前往參觀位於九龍灣的「零碳天
地」。館內介紹不同環保建築設計，讓學生提高對可持續
生活模式的認知。

在今年二月初，四年級學生到
大埔林村「一葉農莊」參觀，透過
實地觀察和接觸，認識植物種植需
要的條件，從而培養他們愛護大自
然的態度；透過製作環保酵素的過
程，使他們認識大自然的奇妙，整
個學習過程增加了學生對大自然的
好奇和興趣。

學校在下學期安排了一系列自然體驗活動，讓同學勇於走出課室，在自然環境中享受
學習的樂趣。在學習過程中，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對環境的覺知及敏感度，進而明白人類
與環境不可分割的關係。感謝 神創造這個美好的世界，讓我們體驗這美好的大自然！

同學們都感到興奮!

利用ipad學習新科技

一起製作環保酵素

小心，不要浪費

認識不同的植物

認識堆肥是甚麼

留心聽介紹

同學們對植物充滿好奇心，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同學們對猴子猩猩深感興趣

學生正在觀看公園地圖，了解公園的設施

學生感受植物的香氣

排排坐聽講解

準備參觀心情興奮

一起除草



創新學習　 無懼挑戰

歡樂時光

PEEGS

本年度學校加入了創新的學習，就是學習英語活動(PPEGS)及歡樂時光(HAPPY 
HOUR)。學習英語活動是由本校負責PEEGS的英文老師在四至五年級課堂中加強英語學
習活動，讓同學沉浸在英語的環境中，透過不同的情境，進行多元化活動，從活動中多
聽多說英語，進一步提升學生英語說話能力。另一個創新活動是Happy Hour，讓同學在
星期一的第九、十節可選擇自己喜愛的活動，如科學探究、體藝活動、棋類活動、閱讀
圖書等，和其他同學、老師一起玩，讓同學學習與人相處，建立師生情誼。

此計劃的目的是提升學
生聽說英語的能力和興趣，
本校四至五年級英語老師與
計劃導師協作教學，學生透
過不同分組說話活動、小組
討論、匯報及協助帶領攤位
遊 戲 ， 讓 學 生 從 遊 戲 中 學
習，提升對學習英語的能力
和興趣。

王耀慶 五信

我曾經在Happy Hour 中
玩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例如跳繩、棋牌遊戲、「通
緝 令 」 、 唱 歌 、 打 乒 乓 球
⋯⋯數之不盡。Happy Hour 
讓我得到一個放鬆玩樂的機
會，我很喜歡Happy Hour。

李旻熙 三誠

在Happy Hour時段，我參加
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即使我在玩遊
戲時遇到困難，同學們也會和我一
起解決，我覺得十分開心。

大使受訓時，無懼以英語與
老師交流對話，提升自信

同學們施展渾身解數，保持平衡！

這副眼鏡真有趣啊！

智力對對碰，看看誰才是最後勝利者！

計劃加強學生演說匯報能力
計劃導師和助理於課堂指導學生進行分組活動

學生挑戰自己多說多聽英語

師生對奕，挑戰老師的機會就在眼前！

看來幾位童年科學家都對自己的製成品相當滿意呢！



服務社群　 迦密精神

公益少年團探訪安老院

女童軍探訪幼稚

探訪獨居長者

接待國內住宿計劃

本校以「服務學習」作為平台，讓學生走出校園，服務幼稚園孩子、關懷長者、接
待國內學生等，從而培養他們的愛心和同理心，並透過執行及參與服務，讓學生展現他
們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學生們十分投入參與各項服務學習活動，充分實踐「勇於面對
挑戰，敢於經歷困難」的迦密精神。

本校公益少年團不單親手種植花
卉作義賣、參觀消防局，更於1月12
日探訪瑞興護老中心，學習關心及服
務長者。當天，同學與長者一起玩小
遊戲，教授他們做「護眼操」護理眼
睛，一切看似簡單，但對於長者及同
學來說，都是不一樣的體會。

本校小女童軍於1月19日探訪區內善一堂安
逸幼稚園，與其協辦「樂在環保生活中」活動。
學校女童軍協助幼稚園小蜜蜂隊隊員，製作環保
樂器，一起進行大合唱，又製作環保小手工及分
享茶點，彼此建立。

本年度本校獲漢華慈
善基金資助舉行「服務學
習計劃」，特安排「小一
及小二親子探訪獨居長者
活動」。在順安長者地區
中心的長者義工協助下，
探訪順利完成，小小年紀
親嘗探訪的樂趣，了解長
者的生活。

本校二十二個家庭參與了「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宿」計劃，為我們的姊妹學校─
汕頭市私立廣廈學校的學生提供了兩晚的住宿安排。迦密孩子化身愛心小導遊，帶領國
內同學體驗香港的生活和認識香港文化。

四信   陳婉心

過去兩年，我都有參加「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
宿」活動，讓我可以學習普通話和國內同學分享生
活趣事，覺得很有意義，也感到十分榮幸。

在接待國內同學—紀樂的第一晚，我先邀請
她寫紀念冊的個人資料，她記錄了喜歡打羽毛球。
我本已為紀樂安排了不同的活動，然而她常常因想
念家人而哭，令我們無所適從；後來我才想起她喜
歡打羽毛球，接着我們決定改變行程陪她去打羽毛
球，令她變得開心了。最後，我和她玩得十分滿
足，分別時十分不捨，差點兒流淚呢！

感謝主！今年讓我可以認識紀樂，也讓我克服
了接待同學時的困難。

五誠   陳正昊

我 從 沒 有 參 加 過 接 待 國 內 同 學 的 交 流 活
動，但為了克服自己較內向和害羞的性格，我
便下決心要嘗試接待國內學生。在這三日兩夜
中，我們帶了他去尖沙咀逛街和去踏單車。但
是，他常常覺得累，很早就想回家休息，我們
要學習互相遷就。我們在餐廳吃飯時，他常常
拿起智能電話，拍下眼前的美食，再傳給他的
父母看。我相信他一定很想家，不知我能不能
像他一樣嘗試挑戰自己，嘗試離家獨立生活
呢？

我覺得參加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可以加強
我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培養對別人的同理心。

四年級公益少年團團
員幫忙把花苗換盆

小女童軍探訪幼稚園大合照

分享茶點心滿足

出發探訪獨居長者

成為一家人了

兩地師生和家長大合照

國內同學積極回答問題

感謝家長姨姨為同學準備美食

簡單而溫馨的歡迎會

親子探訪長者多開心

協助小蜜蜂隊員製作茶點 擔任司儀，介紹團隊活動

環保小手工成功出爐喇

參觀順利消防局認識消防員的工作

環保為公益之花卉義賣



本年度在各專科老師的悉心培訓下，讓學生在各個範疇的校外比賽屢獲
佳績。學生在每個比賽前都能克服艱苦的練習，作好準備，在比賽中發揮團
隊精神，面對挑戰，盡展所長。

勇敢前行　 屢創佳績

比賽/活動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團隊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比賽 優良
方凱瑤、許筱恩、趙駿城、

周柏宇、楊子歌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 優良

蔡諾言、王健昇、 

鄺慧茵、徐兆慈、 

呂芷婷、冼士靜

KIDS4KIDS 'My Story Creation' competition 冠軍
劉偉強、趙楨曦、 

黃聖澤、葉林鋒

KIDS4KIDS 'My Story Creation' competition
Most Promising 

Writer

袁林歡、李芷欣、 

李俊儒、林卓穎

KIDS4KIDS 'My Story Creation' competition
Most Promising 

Illustrator
李鈺瑩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優良
陳甄彤、林卓穎、李俊儒、

冼士靜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傑出劇本獎、傑出舞

台效果獎、傑出合作

獎 

英語話劇組

第四屆魔力橋(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團體季軍
楊浚樺、陳鵬宇、黃聖澤、

劉偉強
第四屆魔力橋(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優異獎(個人) 優異獎(個人)黃聖澤
STEM教育系列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 優勝獎 黃聖澤、劉偉強
STEM教育系列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 常勝玩家獎 楊浚樺

聯校小學RUMMIKUB(魔力橋)邀請賽 隊際冠軍
楊浚樺、陳鵬宇、黃聖澤、

劉偉強

聯校小學RUMMIKUB(魔力橋)邀請賽
全場個人季軍及一等

獎、二等獎、三等獎
劉偉強、楊浚樺、黃聖澤

觀塘區聯校水火箭比賽 亞軍
何亦菲、李佩彤、王君澔、

張淑瑩
聯校機械人大賽-解難任務挑戰賽 季軍 創科小組

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決賽
優異獎、最佳伴奏學

生獎
民歌隊

觀塘區第三十八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冠軍 民歌隊
香港學校音樂節牧童笛獨奏 (小學-13歲或以下) 優良 何亦菲 /  關鈺瀠 /  林津鈮

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良 劉卓樺 /  何思情 /  李芷欣
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獨奏-初級組 優良 黃家成

聯校音樂大賽—手鐘比賽 冠軍 手鐘隊
香港手鈴節手鐘初級組比賽 銅獎 手鐘隊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手鐘隊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2017—男子小學五年級至 

六年級個人30秒二重速度跳
冠軍 黃偉傑

學校舞蹈節比賽-中國舞小學 

(低年級組及高年級組)
甲級獎 中國舞蹈組

康文署學校推廣計劃 - 田徑章別獎勵計劃 銅章 劉詠怡
康文署學校推廣計劃 - 田徑章別獎勵計劃 季軍 李君豪

聖道迦南書院—小學4x100m接力邀請賽 亞軍
林景中、李君豪、 

黃誠軒、陳禹澎
九龍東區學界女子排球比賽 優異 女子排球隊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獲獎項目包括： 交叉開跳、後交叉開跳、 

單車步、二重跳、側擺交叉跳(左右)、  

側擺開跳(左右)、後側擺開跳(左右)、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四人交互速度跳)

19個獎項(包括：亞

軍、季軍及殿軍)
花式跳繩隊

我最喜愛天然草本植物全港小學生填色創作比賽 季軍 李鈺瑩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亞軍 梁耀庭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 優良

童瑜薇、胡悅萱、陳卓男、

陳卓鋒、姚依彤、黃健偉、

劉順、郭家岐、陳匡蕎、 

王雅潞、林津鈮、梁潁蕾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8_初賽 優異星 鄧佳兼、梁耀庭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8_初賽 優異
翁焌權、劉順、楊子歌、 

龍子騰
聖經朗誦節獨誦比賽(小三組) 冠軍 劉順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8

跳繩比賽中共獲得19
面個人及團體獎項

京都念慈菴全港小學生
填色繪畫創作比賽

李鈺瑩榮獲填色比賽季軍

觀塘區聯校水火箭比賽

同學們認真地製作水火箭 我們獲得水火箭比賽亞軍

聯校音樂大賽 手鐘比賽

手鐘隊獲得金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一年級同學在朗誦比
賽中獲得優良成績

六信冼士靜獲得
英詩獨誦優良獎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手鐘比賽

民歌隊獲得官塘區兒童歌唱比賽合唱組冠軍

香港手鈴節手鐘比賽

手鐘隊獲獎後與評判大合照

九東排球比賽

恭喜女子排球隊榮獲
九龍東區優異成績

中國舞高年級組

榮獲中國舞小學高
年級組 甲級獎

民歌隊官塘兒童歌唱比賽

民歌隊英文民歌比賽

民歌隊努力練習，全力以赴 民歌隊獲頒發最佳學生伴奏獎

中國舞低年級組

中國舞低年級組勇奪甲級獎

STEM教育系列全港小
學生魔力橋大賽

六信班劉偉強、楊浚樺、陳鵬宇、
黃聖澤於比賽前合照

第四屆魔力橋(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六信黃聖澤奪得魔力
橋個人賽優異獎

獲魔力橋團體季軍

民歌隊投入比賽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詩146:1）感謝 神使本校在各項活
動中都看到祂豐足的恩典。本年度，一百多位六年級學生參加了汕頭市私立廣廈學校的服務學習
之旅，與廣廈學校的學生進行英語交流活動。五年級學生也可到河源學習水利工程，擴闊視野。
本校的校董及教師更一行十六人參加了潮汕生命教育交流團，與國內公營學校（后宅鎮中心小
學）簽署締結友好合作協議，這一切都是　神引領我們發展的成果。但願本校在神的看顧下有更
豐盛的前路。

三 月 下 旬 ，
李校長及一眾教師
出發往潮汕與內地
學校進行「生命教
育」交流，透過繪
本閱讀，展示本校
成長課的特色。同
時本校老師也觀摩
了內地老師的精彩
課堂，加深了彼此
的文化交流。在行
程中，還與南澳縣
后宅鎮中心小學締
結成姊妹學校。

五誠 鄭丞佑

在這次「河源之旅」學習的過程中，我明白到水源的珍
貴，能擁有乾淨的食水實在得來不易。當我現在享用乾淨的水
時，我都學會好好珍惜。除此以外，我在這次的學習旅程中，要
和同學一起完成專題學習冊，當中我體會到同學之間要彼此幫
助，齊心合力，才能順利完成每一個學習活動。

完成這次學習後，我十分樂意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其他人
分享，希望更多人都能珍惜食水和好好愛惜地球上的資源。

五誠 梁千澤

我在這次三日兩夜的「河源之旅」，學習到有關水資源的知
識，更令我明白水資源的珍貴，如不好好保護，我們便不能使用乾
淨的水了，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每一點，每一滴。

此外，我還學習到怎樣與別人相處。這次「河源之旅」，我被
老師分配和另一位同學同房，讓我學習到要互相幫助和互相包容。

這次「河源之旅」令我獲益良多，亦令我想起一句話：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

40周年校慶預告

同心同行　 齊頌主恩

河源學習交流

梁淑貞老師誕下愛子陳淑文老師新婚之喜 陳榮燊老師添丁

中港教師跨境交流

感謝賜生命的主，讓太太在2017年11月
20日誕下愛兒，取名臻彥。兒子臉上常掛著
天真可愛的笑容，成為我們快樂的泉源。

感謝主給我順利誕下第三
名小寶寶，取名晉懿，祝願小
孩子在主恩中有美好的成長。

感謝神讓迦密的好同事為我婚禮當天籌備一切，願神帶領
我們的人生更豐盛！

今年暑假後，學校將踏進四十周年，全年校慶

活動一浪接一浪，有：校慶啟動禮、校慶標誌設計

比賽、校慶感恩崇拜暨嘉年華會、校慶感恩聚餐

籌款及綜藝表演、第三十九屆畢業典禮暨綜藝匯演

等。 我們熱切期待四十周年校慶的來臨！

兩校宗教及生命交流分享會

同學們很喜歡參觀恐龍博物館

願梁淑貞老師兒子健康快樂成長

一眾學生出席陳老師的婚禮，祝福陳老師婚姻美滿！

同學參觀污水處理廠 同學與國內學生一起學習音樂

老師和同學在河源拍照留念我校學生與國內學生一起交流，十分愉快!

感謝神賜他迷
人的眼神感謝神賜他健康快樂

河源學習交流大合照

陳麗老師進行生命教育課，
堂上氣氛歡樂愉快。

與后鎮中心小學簽署合作同意書 廣廈老師與迦密老師一起共進午膳 潮汕之旅大合照~YEAH!!!

辦學團體執行董事沈觀朝先生與兩
地老師們真誠分享生命見證

藍天白雲，中港教師交流不局限於
教室裏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