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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話

　　本年度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舉行，由駐校
教育心理學家李文慧女士向老師講解如何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
生。另由「聖雅各福群會」高級經理歐陽妙雯女士及服務經理馮愛心
姑娘簡介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學童的學習需要及支援策略，讓老
師加深了對有關主題的認識。

馮愛心姑娘講解支援學生的策略

柯校長致送紀念品
予李文慧女士

　　踏入新的學校發展周期，本校以發展「翻轉教
室」為其中一個關注事項，希望藉此持續提升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力。2021年9月21日為本年度第一次
教師專業發展日，本校邀請了施敏文博士(Dr. Paul 
Sze)主領教師工作坊，題目為Flipped Learning for 
Active Learning and Enhanced Student Engagement: 
What and How。施博士是「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計
劃」的英文科顧問，他在2018年被國際翻轉教學組
織Flipped Learning Global Initiative 評為全球高等教
育翻轉教學 50 位領導者之一。通過是次工作坊，老
師對推展「翻轉教室」的信心和能力均提升不少，
為在教學上作出新嘗試奠定了良好的的基礎。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為了配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

正面的價值觀」，本年度我們為學生舉辦「欣恩天使」活動，包括「欣恩一分鐘」

分享園地、「欣恩天使樂處處」親子設計活動及「欣恩天使校園遊蹤」，期望學生

學習欣賞自己及他人，並建立常存感恩的態度，積極面對人生中各種挑戰。

　　在這個資訊爆炸及瞬息萬變的時代，教育只著重知識傳授這想法已經過時，因

為我們今天所教導的知識或技能，他日可能已不適用，惟有培養孩子具優良的心理

質素，以及正面的價值觀，他們才有足夠的能力應付生活中不同的考驗。我們深信，若孩子懂得欣賞自己，認識自

己的強項及肯定個人的價值，自信心也隨之提升，當他們面對逆境時，就能發揮堅毅的抗逆能力，勇於克服困難。

　　我們教導孩子於「欣恩一分鐘」分享的內容不是著重在學業上的表現，而是欣賞自己進步之處，或是如何努力

地解決學習時或待人接物方面遇到的困難，例如：欣賞自己自律地温習功課、懂得以隨和的態度與同學相處及體諒

他人、主動協助家人做家務等。我們也讓孩子明白，能成功解決問題，除了欣賞個人付出的努力外，還需要感謝身

邊的人支持及幫助，例如：感謝父母的關懷備至、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感謝同學真誠的鼓勵等。縱然困難最終未

能解決，我們也要感恩，因為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孩子學會「欣賞」及「感恩」，就能

建立正面的情緒，為生命注入正能量，即使在成長路上遇到衝擊，仍能抱有積極的信念和盼望，這樣的人生才會充

滿喜樂。

　　要培育孩子正面的價值觀，家長的參與是不可缺少的。我們舉辦「欣恩天使樂處處」親子設計活動，以「欣賞」

和「感恩」為題，讓家長與女兒共同設計及分享生活中值得「欣賞」和「感恩」的事，然後將有關作品張貼在校園裏，

並進行「欣恩天使校園遊蹤」活動，安排全校學生觀賞同學的作品及回答問題，培養孩子正向思維。透過家校攜手

合作，深盼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欣恩小天使」，擁有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活出幸福和快樂的人生。

欣賞 與 感 恩

柯靜如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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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7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薪火相傳」學生長交接儀式。

因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今年的交接儀式仍是以錄影形式進

行，然後播放給全校師生觀賞。儀式開始時，首先由柯校長頒發襟章給

二十四位學生長，接著由去屆總學生長歐澄同學致辭，柯校長把燭火傳

給各學生長後，象徵學生長承諾為學校發光發熱，把「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精神承傳下去。

2021-2022年度學生長學生長就職典禮—薪火相傳

 學校新成員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Virginia Chan 
and I am very happy to join the big family of 
SSGPS this year! I am teaching English and 
Music this year. Although it has been only a 
few months, I can feel our girls’ enthusiasm 
towards learning! It’s always a pleasure to 
see your smiling eyes and I love talking to my 
students. Feel free to come and have a chat 
with me if you see me around the school!

大家好！我是陳家怡老師，今年任教數學科、常
識科、音樂科及宗教科。我很高興加入聖士提反
女子中學附屬小學的大家庭。活潑可愛的學生是
我每天的動力！在這幾個月，雖然我們繼續受到
疫情的影響，需要長時間戴口罩，但你們對學習
的熱情和在課堂上的投入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盼
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大家都保持著這種積極的心
態，勇敢面對挑戰。

大家好 ! 我是陳秀玉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
常識科及視覺藝術科。我很慶幸能夠加入聖士
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大家庭，讓我遇上
一群天真可愛的同學們。每天見證着同學認真
學習的過程，看着她們一步步地突破自我，茁
壯地成長起來，真的令我感到欣慰。期望往後
我們也能攜手進前，彼此學習，共同成長吧 !

大家好！我是譚靜瑩老師，很高興能
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大家
庭，與大家一起在尋求學問的道路上攜手
前行。今年度我任教中文科、普通話科及
視覺藝術科，希望同學們能與我一起發掘
中文的無窮樂趣，並學以致用。

大家好！我是鄧凱怡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和音樂
科，很高興能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大家
庭。感恩在上學期的大部分時間大家都能回校上面授課，
同學們的笑聲和朗讀聲令校園洋溢着生氣。在這所學校
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同學們好學好問的求學精神，令
我對教學更投入、更有熱誠。期望我能在未來的日子中，
與同學們攜手同行，陪伴大家學習與成長。

Hi, everyone! I am Miss Ho and I am thrilled 
to join this big SSGPS family! I’m teaching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this year and it 
is always my pleasure to see your happy faces 
every day. As you can tell from the picture, I 
am also a big Disney fan like most of the girls in 
this school. Can you tell from the picture which 
my favourite Disney story is? Feel free to share 
with me about yours when you see me!

Hi, everyone! I am Miss Selina Yau.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have joined this school. I enjoy talking to 
all of you and sharing your jokes or riddles. Even though 
half of our faces is covered by our face masks due to 
the pandemic, I can still sense your happiness by looking 
at your smiley eyes and hearing your laughter. Feel free 
to talk to me whenever you see me at school. Let’s work 
hard together so that we can strive for our personal best!

大家好！我是駱潔萃老師，任教中文科、
普通話科及常識科，很高興能加入聖士提
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大家庭。在學校
裏，活力四射的學生常常令我充滿能量，
期望我亦能將正能量傳遞給她們，成為他
們的能量泉源之一。

大家好！我是左菲老師，很高興今
年可以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我任教中文科、常識科、視藝科及
普通話科。因為疫情的關係，暫時只能
半日上課，但這並沒有影響同學的學習
熱忱，大家仍非常積極地投入課堂，令
我十分欣賞。

大家好！我是梁倩橋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聖士提反
女子中學附屬小學的大家庭。我今年任教體育科、數
學科和常識科。雖然受疫情影響，同學們需要戴著口
罩上課，但是仍無阻同學們對學習的熱誠。希望在未
來的日子裏，我們能一同面對困難，勇於接受挑戰！

　　大家好！我是周檉沁老師，今年任教中文科、普通話
科和圖書科，很高興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
大家庭，有機會和大家同度愉快的學習旅程，見證大家的
成長。同學們除了在課堂上積極、認真地學習，課餘時間
她們也會主動和我分享生活點滴，時常令我感恩能遇到這
麼可愛的一群學生，她們給予我源源不絕的動力。

陳家怡老師

何倩瑩老師

陳曉慧老師

駱潔萃老師

周檉沁老師

左菲老師

梁倩橋老師

陳秀玉老師

鄧凱怡老師

丘嘉琳老師

譚靜瑩老師 吳少敏老師
( 一年級教學助理 )

( 第三行 )左起：
李晞瑤  黃懿晴  錢若曦  梁樂敏  譚昊霖  胡若軒  李恩晴
顏詠霈  鄭曉彤

(第二行 )左起：
張欣婷 梁詠儀老師  柯靜如校長  林恩慈 ( 總學生長）
歐  澄 ( 去屆總學生長） 麥鎧彤 (副總學生長）鄭柏思  梁廷而

(第一行 )左起：
胡曉霖  陳沅琳  袁熹晴  吳晅聏  孔慶雲  趙穎鍶  何善加
許邇霖  陳  衎  何駿恩

2



日期： 2021年12月3日
形式： Zoom 
內容： 在老師的帶領下，六年級學妹先觀賞有關本校中學部的短片，接着中學部學姐與學妹進行了熱烈的交流，學妹踴躍發問，學姐

講解詳盡，使學妹對中學的生活和將面對的挑戰有更深入的了解。

學姐除了解答我們的問題，還
和我們分享讀書心得，令我對
中學生活非常期待呢 !

很高興可以參加這次交
流活動，我很期待將來
的校園生活！

2021-2022年度一、四年級交流計劃

學姐讓我知道了很多
關於中學生活的資訊。

    一年級適應活動
　　本校於2021年9月10日及2021年9月17日，為一年級同學安排了兩
節適應活動，協助同學學習小學生活的規則，提升自理能力，如抄寫
手冊、收拾書包及整理個人儀容等，以求盡快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一年級同學在常識科老師帶領下，參觀校長室，
同學們認識了柯校長日常的工作，也了解到可透
過「柯校長信箱」，寄信給柯校長，傾訴心事。

參觀校長室

中學生與六年級學生交流會

   
同學們專心聆聽柯校長
的講解，對校務處及校
長室充滿好奇。

第一次
主 題： 同遊校園

日期： 2021年10月15日

內容： 四年級學姐與一年級學妹配對後，學姐帶領學妹參觀二
樓、三樓及五樓特別室，學姐沿途介紹校園各項設施，
以增加學妹對學校的認識。學姐和學妹也於指定地點拍
照，有關照片已派發給學姐和學妹貼在活動小冊子內，
以作留念。

第二次
主 題:  感恩有你
日 期:  2021年11月12日
內 容:  學姐和學妹一同回顧第一次的活動照片，然後在學校社

工馮姑娘的引領下互相分享，加深彼此的認識，最後大
家互相送贈親自繪畫的書籤。這一次的交流，使學姐和
學妹的感情又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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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難得可以外出參觀，三年級同學更
珍惜全方位學習的機會。

一年級同學積極參與，踴躍回答問題。

　　2021年10月至11月三年級同學參觀位於
九龍公園內的「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2021年11月11日，學校邀請了醫療教育組
織「奧比斯」代表，向一年級學生講解護眼知
識、認識各種眼睛疾病及「奧比斯」提供的服
務等。

常
識

科
講 座 及

參
觀

　　2021年12月18日，本校參加「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的五年級學生上了一課非一般的課堂，學習地點由校內
的課室轉移到飛機上。在飛機上，機組人員向參加者講
解航空知識及分享飛行經驗，更和同學們玩遊戲及進行
問答比賽，同學們非常投入，機艙內充滿著歡樂的氣
氛。在萬尺的天空上，同學們的視野擴闊了，航空知識
也豐富了，真是上了難忘的一課呢！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空中教室活動

很久沒有乘坐飛機了，
今次是難得的機會，大
家都非常雀躍！

當天，機組人
員擔任我們的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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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崇拜暨公益金便服日

柯靜如校長、麥鎧彤同學及吳晅聏同學在崇拜中讀經。

蔡秀瑩老師和總學生長林恩慈同學在崇拜
中帶領會眾代禱。

同學在課室很專注和投入地參與感恩崇拜。

　　2021年12月21日(星期二)，聖公會聖士提反堂蔡
樂媚牧師到校主持本年度的聖誕節崇拜。受「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聖誕節崇拜以YouTube串流
直播形式進行，學生留在課室參與莊嚴的崇拜，紀念
耶穌基督的降生。在崇拜中，學生長負責擔任讀經及
收獻金的事奉崗位，高級組合唱團合唱小組獻唱詩歌
《Silent Night》。崇拜後，全校師生互祝平安，並
同唱“Happy Birthday to Jesus”及“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洋溢着温馨歡樂的氣氛。
　　當天也是我校舉行校本「公益金便服日」的日
子，同學們穿上了別具特色的便服，與老師和同學一
起玩遊戲，增添了歡樂的節日氣氛。

　　「一百一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已於2021年

11月5日(星期五)假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舉行了。

當天柯校長、周慧顏副校長、陳綺萍主任、蔡秀瑩老

師及30多位學生代表小學部出席現場崇拜，其他師

生則留校觀看網上直播，同頌主恩。

感恩崇拜

一百一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音樂會

　　　　　　　　　　　　　　
受「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影響，一百一十五
周年校慶音樂會以錄影方式進

行，並於2021年12月26日至27日透
過本校中學部網頁播放。本校派出五
位同學參與是次音樂會，包括：3C李
琛語、4B叶芷菡、4D曹子桐、5B陳靖
及5D古蔚然，她們表演的項目包括
鋼琴獨奏和小提琴獨奏。五位同

學認真及投入演出，表現十分
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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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獎　項 獲獎學生

女子組 團體殿軍
四丙 陳逴諾　六甲 顏詠霈  六乙 張茵倩　
六丙 謝明璋　六丁 李恩晴

傑出運動員 六丁 李恩晴

組　別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女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六甲 王韻姿

跳高 冠軍 六甲 譚昊霖

團體 優異
五甲 胡珀萁　六甲 成浠嵐　六甲 譚昊霖
六甲 王韻姿　六乙 鄭柏思　六丙 梁樂敏
六丁 趙穎鍶　六丁 李恩晴

女子乙組
100 米 殿軍 五丁 古蔚然

團體 優異
五甲 黃智盈　五甲 袁愷婷　五丙 陳樂怡
五丙 丁僖澄　五丁 古蔚然　五丁 李曉皓

女子丙組

60 米 殿軍 四甲 呂　悠

100 米 冠軍 四丙 劉沇妍

團體 亞軍 四甲 呂  悠　四乙 貝婉婷　四丙 劉沇妍

田徑校隊成員與校長及老師合照

田徑校隊甲組成員合照

羽毛球校隊成員與教練合照

2021–2022 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延續學校上一周期關注事
項，我們繼續籌辦「STEM智叻
星」問答，老師們以親自演出及
錄製的教學短片展示內容和問
題，鼓勵同學找出STEM活動背
後的科學原理。同學們都積極參
與，學習更多科學知識。

S T E M 智 叻 星

升
旗

禮
　　本校已成立升旗隊，由2022年

1月1日起，於元旦日*、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紀念日*、國慶日*、學校大

型活動及每星期的特定時間進行升

國旗儀式，以培養師生對國民身分

的認同。

(備註：*有關日子前/後的上課日)

2021-2022 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同學們細心欣賞老師們的落力演出，並踴躍參與「STEM 智叻星」問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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