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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從幼稚園升上小學﹑由高班生成為小一生，是一個充滿變化而重要的轉變過程。讓孩
子探索及體驗「迦密精神」，彼此進深交流，幫助孩子如雛鳥得力﹑展翅上騰。以下為本
校老師跟善一堂老師參與小幼學習體驗日後的訪談內容﹕

(蕭﹕善一堂蕭老師；張﹕善一堂張老師；蘇﹕蘇兆敏老師)

小鷹能夠展翅高飛，需要經過艱苦的訓練過
程，「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
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申命記32:11)，
為了防止其他動物襲擊，鷹大多把巢窩築在「樹
梢」或懸崖陡岩上。到了小鷹羽毛漸豐的時候，
母鷹就會訓練小鷹學習飛行了。牠會先攪動巢
窩，把窩裏的枯草和羽毛搧落，逼使小鷹振翅﹑
離巢他飛。小鷹開始學飛時會跌跌碰碰，甚或會
摔落萬丈深淵，但母鷹會在旁看顧，把跌落的小
鷹背在兩翼之上。母鷹屢敗屢試，直至小鷹能振
翅高飛。鷹學懂了飛翔，就能獨立自主﹑翱翔萬
里了，這是鷹高貴和勇敢的地方。

在香港，也有一個展翅高飛的故事。「神奇
小子」蘇樺偉，他是香港田徑項目傷健運動員，自
小因黃疸病而活在痙攣、腦痲痺及嚴重弱聽的情
況下。由於肌肉不協調，他4歲才能踏出人生的第
一步，但他15歲就能踏足國際賽事，奪得26面金
牌，5度打破世界紀錄，箇中的秘訣又是甚麼呢？

首先，蘇樺偉得到母親的鼓勵和不離不棄的
照顧，蘇媽媽鼓勵蘇樺偉參加田徑班，而且不論
大小賽事，均陪伴在旁。蘇樺偉起初不想練習，
覺得練習辛苦，但蘇媽媽總是鼓勵他繼續學習。
直至他奪金後，才真正體會到只要付出，就有機
會得到成功﹔這體會令他從害怕練習變成喜歡練
習。

此外，蘇樺偉得到兩位名師的教導—潘健
侶教練和歐陽家駒教練。恆常嚴謹的特訓令15
歲的蘇樺偉卻步﹑鬧情緒，甚至「搞對抗」，但
教練從不會遷就他。有一次，蘇樺偉發脾氣不肯
練習，潘教練把他趕回家；由於怕被母親責罵，
他只敢哭，不敢離開，從此，他對教練的吩咐不
敢怠慢。在歐陽教練的培訓下，蘇樺偉再次攀上
運動員生涯的另一高峰。在兩位教練身上，蘇樺
偉學習到，每件事都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即
使最後沒有成功，只要盡了力，那才是最好。每
次衝線，他都會問自己：「究竟我是否已盡全

力？」「若未盡全力，則達不到教練要求，就算
奪得金牌，也不夠理想。」這種竭盡所能的體育
精神，鼓勵著他直至跑到終點一刻，鼓勵著他在
人生的跑道上繼續精彩。

這位痙攣小子能夠展翅高飛，實有賴母親
不離不棄的鼓勵和支持；還有兩位嚴師的悉心栽
培，幫助他養成頑強不息的性格，跑出精彩的人
生。

同學們，你可曾在學習和成長歷程上遇到挫
折和困難？別灰心氣餒，當學習蘇樺偉的榜樣，
在師長的鼓勵和引導下，勇於嘗試﹑回報親恩師
恩﹔我們期待有一天，在天父的慈愛引導下，你
也能展翅高飛﹑翱翔萬里﹔在天父所賜的恩典上
「明道律己，忠主善群」，回報主恩！

李小娟校長

你的校長
李小娟
2020年 1月

地址：觀塘順安邨第二號校舍　　
電話：2342 2455　　傳真：2343 8678
電郵：office@clst.edu.hk

基督教興學會迦密梁省德學校

勇敢探索  雛鳥展翅
小幼學習體驗日

蘇﹕兩位老師，當天活動最令你們感到深刻或難忘的是
甚麼？

蘇﹕感謝兩位老師真摯豐富的分享，迦密梁省德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蘇﹕聽到孩子享受活動時流露自然的喜悅笑聲，大家也份外
雀躍！當天也有不少家長同行，請問家長們的反應如
何？

蕭：本人感到課堂活動十分適合幼稚園高班孩子的興趣，當中
既有故事分享，亦有認識拼音的遊戲，同時老師跟孩子唱
的也是孩子耳熟能詳的歌曲，孩子很有共鳴，所以全部孩
子都能愉快唱歌，投入度很高。

蕭﹕家長見到小朋友玩得開心，自然也感到高興，所
以一致讚賞，家長尤其欣賞孩子自製樂器後與民
歌小組合奏的節目，覺得氣氛非常熱鬧和幼小融
洽和諧，小朋友表演得很精彩。

張﹕最讓本人難忘的是競技遊戲環節，由於有個別孩子因家長
未能陪同參加，故難以參與親子體能遊戲，但迦密梁省德
學校的「大哥哥」和「大姐姐」們會主動邀請孩子組隊，
讓這些孩子也能體驗到團體遊戲的樂趣，感受「被愛」，
當時呈現孩子間相親相愛的畫面真是十分溫馨感人呀！

張﹕很感謝迦密梁省德學校的老師們能關顧到孩子的需
要和能力，老師除了面帶笑容外，還在每一個活動
過程中給予孩子清晰的口頭提示，在輪候下一個活
動時也明白孩子的耐性有限，刻意準備了玩偶和小
遊戲以提起孩子的精神，讓孩子感到很開心。

編輯 ：歐陽翠琼主任、蘇兆敏老師

撰文及資料提供： 李小娟校長         賴達娜副校長    李月儀副校長        李作榮主任          黃佩詩主任        陳榮燊助理主任    郭健嬣助理主任    曾植強助理主任 
 管舜欣助理主任    周妹助理主任    梁淑貞老師          盧苑玲老師          曾佩欣小姐        善一堂蕭老師       善一堂張老師       錢瑞珊女士 
 叶碧琳女士         陳黃嘉寶女士    1信 余凱琳家長    3愛 白添睿家長    5勇 劉順家長     5誠 冼尹施          5誠 陳凱耀         6愛 梁雅琳

充足口頭指示  照顧學習需要 多元引入語文知識  鞏固學習各適其適

探索迦密精神  發掘學習潛能

部與字環環相扣  教與學密不可分

愛心結伴同行  
過程享受振奮

本年 度主題

展翅高 飛傳主愛  樂善 勇敢 創未來



家校 同心　主愛施 恩

路德團契

一年級家長教師聚會

家長教師會
透過家教會聯絡的工作，錢女士有機會接觸更多家

長，起初雖然她有點不習慣，後來得到其他執委的協助，
漸漸適應家教會的工作。

參加家教會工作後，錢女士
認識了不少家長，擴闊了生活圈
子，自信心亦隨即建立起來。就
讀本校的兒子和她的家人十分支
持她，兒子也很喜歡看到媽媽在
學校當義工，多謝大家給予她服
務學校及家長的機會!

為了幫助小一同學順利銜接幼稚園到小學的學習，並
支援家長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每年學校都舉辦多項家
長聚會，包括家長晚會及觀課。

「我希望陪伴孩子一同經歷學習上的轉變，協助她盡
快適應小學的學習生活。」這是一信班余凱琳的媽媽積極
參與一年級家長聚會和義工服務的原因。她亦感謝學校和
老師，透過家長會和觀課，讓她知道如何在家中配合老師
的教學方法，幫助孩子學習，她非常期待再次到訪孩子的
課堂呢！

主愛豐盛

身為三位女兒的母親，校友黃女士與孩子相處上遇到
不少挑戰，例如
使用通訊科技產
品帶來的家庭衝
突、幼女的學習
問題等，幸好基
督 是 她 一 家 之
主，透過在團契
和 教 會 學 習 真
道，她能倚靠信
仰坦然面對，並
常存感恩的心，
常常想起聖經的
教 導 ： 「 我 們
愛，因為神先愛
我們！」（約壹
4:19）

主恩滿溢

叶女士熱心於教會事奉，她的丈夫需要長時間在國內工作，因此她在家庭
肩負起照顧子女起居飲食的角色。由於孩子在學習上有特別需要，家長需付出無
比的大愛。若背後沒有信仰的支持，她未必可靠己力而包容和接納小朋友。她相
信天父才可以掌管一切，靠著對天父的信心前行。經文時常激勵她：「我的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
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12:9）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我們相信當家長和學校有著同一目標，家長之間互相鼓勵支持，在神的恩典
下，孩童定能在愛中成長。

錢瑞珊女士

陳黃嘉寶女士（2家 陳悅知、6愛 陳婉心家長）

叶碧琳女士（5愛 梁弘宇家長）

1信 余凱琳家長

拓闊生活圈子  同校同心育孩子

迎新滿恩惠 互助相勉勵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愛是一家之柱  主是一家之主

親子關係好與壞  在乎溝通與關懷

辦法總比困難多  耶穌從不離棄我

抽象概念形象化 配合教師好方法

專心聆聽  用心管教

親子同心學習  二人計長妙策



樂善 好施　 滿受祝 福

三年級家長教師聚會

五年級家長教師聚會

校友會周年大會

為了增強家長與老師的聯繫與溝通，學校每年於各級
都舉辦家長教師聚會，其中三年級的主題是﹕培育孩子良
好品格有妙法，期望喚起家長對孩子品格的關注，家校共
同努力，培育孩子健康成長。

「我想孩子做事有責任心，能自覺去做功課。」這是
三愛班白添睿媽媽對孩子的期望。家長表示學校提倡「三
好」學生的要求，有助改善孩子的學習態度，並增強學生
的自理能力，期望可以與老師多溝通﹑多合作。

五年級家長需要預早為子女作升中準備，學校特別
在小五家長教師聚會安排「為升中作好預備」的主題，
好讓家長支援孩子學習。

「升上五年級後，我感到孩子壓力更大了，我已盡
量抽時間陪伴孩子，並安排活動讓孩子輕鬆一下。」這
是五勇班劉順媽媽的心聲。家長表示從李校長的分享中
明白到中文、英文和數學三科的成績都十分重要，期望
與老師緊密聯繫﹑共同努力，以提升孩子的學習表現。

「 我 們 愛 ， 因 為 神 先 愛 我

們。」(約翰一書4:19)每個貢獻

社會的學生，都曾經接受悉心栽

培。作為畢業良久而回校的畢業

生﹑成為學校代表前往姊妹學校

交流的領袖生，還是從享受到感

恩於大自然的家長﹑老師和同學

們，祝福別人的背後，

滿 滿 都 經 歷 著 主 的 祝

福，並願意效法基督的

精神，以愛還愛。

2019年11月9日，在社會局面未穩定之下，仍

有119位校友重返母校參加「校友會周年大會」和

「執委選舉」。回顧母校的生活，校友們跟同學

和老師們分享主耶穌和老師們管教的愛。六位候

選校友，獲選得到大家的支持，他們抱著「施比

受更為有福」的精神，齊心回饋母校。

3愛 白添睿家長

5勇 劉順家長

孩子良好品格 品格培育妙法

家校齊心協力  同建升中佳績

執委整裝待發  回饋母校恩情

回顧往昔時光  開心歡暢共聚合照留倩影  友共情不變

互為肢體  彼此認識



小領袖培訓交流團

5誠 冼尹施

感 謝 老 師 挑 選

我參加小領袖培訓之

旅，在三次培訓中，

我發現我是一個喜歡

幫助別人的人。透過

訪 問 家 長 及 內 地 同

學，訓練我更加重視

以禮待人和更有勇氣

與陌生人交談。參與

內地姊妹學校的課堂

和校慶活動，亦開闊

了我的眼界，感謝學

校給予我不同的學習

經歷和機會。

11月4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同學和家長們都期待這天

的來臨，老師們希望藉着這天加深對學生及家長們的認識。

當天天氣很好，所有家長、老師和同學們大約於九時半到達營

地，大家都專心地聽過報告後，便去找尋自己所屬級別的活動場地。

由於營地非常大，家長、老師和同學們都十分興奮，期間更聽到有些

家長和同學們相約，一同漫步

整個營地，找尋美麗的風景拍照，

或到達不同的設施進行活動。

偌大的營地、美好的天氣和合適的日期，全都

是天父的恩典。家長與老師們藉着閒談和嬉戲，加深

了彼此的認識和信任；學生與學生們透過一同嬉戲，

增進了彼此的友誼；老

師 與 學 生 們 在 旅 行 過

程 中 ， 建 立 了 更 深 厚

的 關 係 。 最 後 ， 對 於

今年學校旅行得以順

利進行，我會以「樂

於凡事感恩」作結，

回應天父的保守。

5誠 陳凱耀

在 今 次 小 領 袖

培訓之旅中，我發覺

我要學習做事謹慎，

而最大的得著是讓我

學會更勇敢和主動與

陌生人說話。最後感

謝內地姊妹學校，慶

祝校慶匯演的攤位遊

戲非常吸引，表演亦

叫人大開眼界。

旅行日

師長同學情真  凡事樂於感恩

親子二人三足  協力同心滿足

把握同窗時光  珍惜同門情誼

校長觀課評課 把握機會觀摩

十萬個為甚麼 挑戰突破自我

勇於結識新朋友  以禮建立友誼橋 廣厦建校二十載  姊妹鼓勵情常在

師生同心同行  同賀廣廈校慶



突破 高飛　鵬 程萬 里

比賽/活動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團隊

Read to Writ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2018/19  

Project Storytelling with Scratch 

Competition — 英文科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優異獎」

6信(2018-2019) 

 Lam Sze Ue

Certificate of Merit

「良好獎」 

6家(2018-2019) 

 Choi Cheuk Kwan

6信(2018-2019)  

Chong Isabella Pak Man

6勇(2018-2019) 

 Luk Wing Hei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積極投入獎」

6家(2018-2019) 

 Xu Yan Wa

6信(2018-2019) 

 Long Zi Teng

6信(2018-2019) 

 Yang Yin Ho

5誠 

 Lu Nuo Yan   

Chen Hoi Yiu 

Chan Yu Ting

比賽/活動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團隊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友校 

4x100接力賽(女子組)
殿軍

6勇 何詠心　6愛 梁雅琳 

6愛 陳婉心　6信 黨麗琪

比賽/活動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團隊

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優異獎

3勇 張效賢　3愛 黃　揚 

3誠 倫綺蔓　3信 馮芷澄 

3信 許梓皓　4愛 李創杰 

4愛 朱君皓　4誠 龍子軒 

5勇 徐子晴　5勇 黃健偉 

5愛 武竣宇　5愛梁弘宇 

5誠 黃富輝　5誠 冼尹施 

5誠 楊子歌　6勇 李穎瞳 

6勇 毛韶康　6勇 林一姍 

6信 黃家成　6信 鄭筠蓉

生命動聽  全因為愛

主愛屬自己的人

人在經歷裏，深刻的總是困難與痛苦。願人述說的與神的榮耀相稱，
讓人因著神恩跨過困難﹗感謝神﹗整個懷孕與生產過程都順利，保守母
子平安。無論於懷孕時有情況而住院﹑懷疑任娠糖尿﹑害怕因社會事件入
院困難（預產期接近國慶）﹑到待產時因產程快，差點在醫院的廁所生
產……天父都逐一保守﹗

在一方面感恩，另一邊廂就要適應照顧新生命。有一天，因為我餵哺
母乳時感到十分痛楚，心裏面對承擔新生命的恐懼及照顧上的壓力，我坐
在家中沙發上就哭了，竟萌生出「不想照顧他」的念頭。回想神種種的恩
典，我頓覺慚愧。經歷過天父一路以來的帶領就更當相信，主愛屬自己的
人，學習向祂呼求你所不能的。

深感天父的愛很大，作為母親的我，尚且因小小的困難，便萌生放棄
的念頭。天父面對著我這蒙恩卻忘恩的兒女，卻忍耐寬容，感謝天父﹗榮
耀歸給神﹗

每個媽媽一定感受過生產的痛苦。生大兒子
時，我足足被折磨了十四小時，我形容那是「來
回地獄又折返人間」的經歷。是甚麼驅使我有勇
氣懷第二胎？全因為「愛」。與兒子首次的肌膚
之親﹑親子間的甜蜜互動﹑陪伴兒子成長的點
滴……這一切，足以抵消生產的痛苦和撫養的疲
憊。

在小兒子出生當天，一切出乎意料地平安、
順利。我感受到天父與我同在，並且加力給
我，使我有很強的意志和力氣生產。整個過
程只需兩個小時，我相信是天父的保守，
也是禱告的力量。在此，感謝一直以來為
我和兒子祈禱的同工、家長和學生。

曾佩欣

周妹老師

一個人跑得快  一群人跑得遠

訪問初心  情節動人

學術表現

體藝表現

學生感言
專訪 6愛 梁雅琳同學

黃主任：聽說你最初在排球隊訓練時，開球也難以
掌握，你是怎樣克服這些困難的？

雅琳  ：我會在訓練時專心學習，也會在課後及假
期時相約同學一起練習，有時候我和朋友
們更會互相交流打排球的心得，我打排球
的技巧也變得愈來愈好了。

黃主任：在練習的過程中不容易，你是怎樣堅持下
來的？

雅琳  ：因為我實在太喜愛打排球了，從來都沒有
想過要放棄，只要我堅持努力練習，就會
打得愈來愈好，有恆心才能成功。

黃主任：在練習打排球的過程中，是誰令你有動力
堅持繼續學習呢？  

雅琳  ：我常常得到家人、梁老師和排球隊隊員的
鼓勵，令我很感動。天父也有幫助我，我
會祈禱，求天父給我力量，讓我好好學習
打排球和盡力參與每一個比賽。今年有機
會成為排球隊隊長，希望帶領排球隊努力
比賽、爭取好成績，更希望成為低年級同
學的榜樣，延續不怕辛苦、堅毅勇敢的精
神！

黃主任：祝福你今年和排球隊隊員繼續努力，爭取
更好的成績。

女子接力同心  齊奔勇奪殿軍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大家好，我叫陳恩霖

跑出友校情誼  攜手邁步向前

團結就是力量  榮獲佳績表揚

期待小兒子來臨

小兒子諾進

感謝各位施禱記念



Space Town provides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their  knowledge to  new s i tuat ions.  In  th is 
programm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is the main focus, where the four ski l ls are 
taught interactively and real-life situations are 
experienced in the classroom. For example, 
in P1 Unit 3 Grandma and the Birthday Cake, 
we read a  recipe about  making microwave 
chocolate cake and we made it together with 
the students in clas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ir learning. 

To energize the unit,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of  the P2 
Space Town curriculum with a real-world relevance and spark 
students’ desire to explore the world of  science, the school 
arranged a visit to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for the P2 
students on 27th September, 2019. 

Through this science adventure, students could see how 
science can connect to their daily life. They learnt about life 
science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the world of  mirrors. 
The visit activated students’ interest in future STEM learning. 

On 6th November, 2019, all the P5 
students visited the Hong Kong Museum 
o f  H i s t o r y  fo r  t h e i r  o l d  H o n g  Ko n g 
project. The P5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spires students to obtain a deepe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To catch with the latest update of  the 
E n g l i s h  c u r r i c u l u m ,  w e  i n t e g rat e d 
E - l e a r n i n g  a n d  R e a d i n g  a c r o s s 
Curriculum elements into this project 
learning. These faci l i tated students' 
learning and enhanced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und that the project invigorated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elped them 
build up their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lourful
English

Journey atCLST

Science Museum Visit (P2)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Visit(P5)

Blending activity

A Forum in the Museum of History

Diversifi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y

A Great Photographer in the Future

What a fun air pressure 
experiment

This chimpanzee 
welcomes us to the paper 

forest

These are the real animal 
bones We are ready to explore and learn

P.1 cake making activity

Process writing

Shared readingReading authentic text and 
related activity

Interactive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y

Authentic and Interactive English Curriculum –
       KS1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