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偉倫小學

感恩沿途有你
    2018年1月30日是偉倫小學25周年校慶，那天的節目表演能順利完成，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為籌備這天的演出，在不影響學生的課堂學習下，全校師生皆為此而抽空投入綵排，大家都期待當天

的到臨，好能在嘉賓跟前呈獻最精彩的劇目。

    1 月 30日的早上，氣溫七度，天空是灰濛濛的，並且下起毛毛雨來，寒風更兼細雨，我心感不妙。

回到校園，放眼操場上是濕漉漉的一片，連嘉賓的座椅亦盛滿了雨水，周邊都是水漣漣的，在我心中忐忑

的時候，一位可愛的學生苦著臉走過來問我：「校長，我們的節目是否要取消了？」我無奈說：「為了你

們的安全，看來要被迫取消了。」看到他一臉的失望，我的心亦沉了下去。    

    在嘉賓冒著寒流陸續到場後，天空竟漸漸放晴，大家喜出望外，老師、工友們二話不說，提著掃帚、 

地拖直往操場清理水漬。到感恩崇拜完成後，表演廣場已經打掃得整潔乾淨，學生們為此雀躍不已，因為

他們又可以在嘉賓們面前盡顯所長了。看著他們的賣力演出，我不敢說他們的表演是白璧無瑕，但我敢說

他們都是為了這個節目而忘我演繹，比綵排時更盡力、更出色、更精彩，令偉倫25周年慶典添光發熱。

    在這裡，容我衷心感謝偉倫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包括校監、校董、老師、工友及家長義工，因著你

們的無私奉獻，在嚴寒的天氣下，為偉倫帶來了一股窩心的暖流。

    上天是眷顧偉倫的，在所有表演節目順利完成後，天色漸趨轉暗，而且又下起雨來，但這一切已無礙

慶典的完成，心裏還是說着：「感恩，再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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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喜鳥」亦是《願你們平安》中的
主角，也成了我們 25周年校慶壁畫創作
的靈感。書中的主角紫色小花—祈禱花，

為人類的擔憂向天父禱告，最後由報喜鳥把

天父的祝福宣告世人。同學們聽過故事後，靈感湧現，一起創作出色

彩繽紛、造型獨特的報喜鳥，提醒我們要常常喜樂。就如陳謳明主教

在崇拜講道時分享香港學生最需要創意，所以他很欣賞我們師生一起

創作這幅獨一無二的壁畫，充分表現出偉倫同學的創新及創意。

藝術家的帶領引發了同學天馬
行空的構想，

壁畫初稿由此誕生

雖然我從未試過刨木，但我做
得到 !

壁畫初稿流露出濃濃的童趣，創意十
足

同學們都覺得繪畫大型壁畫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各「報喜鳥」的造型趣怪，形態各異，都是同學們用不同的環保物料拼砌出來的

同學們正仔細地為壁畫漆
上保護油

裝嵌那天，大家看着壁畫一幅一幅
地合拼起來，心情既興奮又期待

祈禱花活動
什麼是祈禱花？

  祈禱花的學名叫「紫兒酢漿草」，是由很
多三瓣紫色葉子組成的植物，祈禱花的特別之

處就是在夜間時，其葉子和花朵都呈閉合的狀

態 (仿似人們合上雙手祈禱 )，但到了早上，葉子就會打開。
  偉倫小學 25周年校慶，以「感恩、創新、迎未來」為主題，
我們有幸邀請了作家小麥子一同參與，以其創作的《願你們平安》

故事書為藍本，把故事作為是次大匯演《生命泉源》的主題。故事

中的祈禱花就是《願你們平安》的其中一個主角，我們盼望同學透

過栽種祈禱花，從中感悟到︰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
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晚上時，我們就如祈
禱花般向天父祈禱

白天時葉子打開了，就像我們凡事交托天父一樣 ! 

最優秀祈禱花頒獎禮

感謝家長們合力把祈禱花

分成小盆，讓每位同學可

以栽種自己的祈禱花

我們每天悉心培育，希
望祈禱花長得健康

壁畫奉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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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壁畫奉獻禮

  感謝天父在過去 25年的保守和帶領，讓偉
倫小學能順利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舉行 25 周
年校慶感恩崇拜暨壁畫奉獻禮。我們全校上下

一心，藉着壁畫製作、《生命泉源》大匯演、

栽種祈禱花等不同方式，獻上感恩祭，傳揚天

國的喜訊，將信、望、愛和平安的種子散播到

每一個角落。

  當天校慶感恩崇拜由鄺保羅大主教主禮，陳
謳明主教講道。崇拜開始前，我們在新有蓋操場

舉行了壁畫奉獻禮，由鄺大主教、陳主教及各校

董們一同主持揭幕儀式，並由鄺大主教帶領祈

禱，將壁畫獻給天父。

  縱然當天天氣嚴寒，也不減我們偉倫一眾師
生、家長、舊生的熱情，全校師生、家委成員在

感恩崇拜後一起在操場上進行大匯演，把《生命

泉源》音樂劇獻給天父，傳揚天國的平安。

感謝鄺大主教、陳主教為我們主持感恩崇拜及壁畫揭幕儀
式

一眾師生齊向大家「傳喜訊、迎未來」

一年級生「常喜樂」
我們二年級會「常禱告」

三年級的我們「常感恩」 「常讚美」是四年級生的目標

五年級要學懂「常珍惜」 六年級的畢業生對未來「常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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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

感恩能邀請鄺大主教、陳主教、校監及一眾校董一起來慶祝我們的
25周年校慶。

偉倫上下一心，共同攜手邁向三十載

親子海報設計比賽

親子徽號設計比賽

親子繪畫設計比賽

同慶偉倫25載

  除了崇拜典禮、師生大匯演
外，我們還舉行了一系列的親子

創作比賽，得到家長們踴躍參

加，一起祝賀偉倫 25歲生日。

標語設計比賽

52偉倫
周年

感恩聚

季軍 2B林曉恩

冠軍 6C 謝希童
亞軍 2A蔡佩珈

季軍 5C藍奕希

冠軍 4B阮司妤 亞軍 2A蔡佩珈

季軍 4C黃綽淇
季軍 4B余卓希

冠軍 3A張淳軒 亞軍 1C余凱澄

季軍 4A盧柏成

冠軍 4C 黃婥淇

亞軍 2A 顧巧晴

感恩沿途有各位家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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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月 3日 (星期六 )是偉倫小學繼 25周年感恩崇拜後的
另一個重要慶祝活動─開放日。雖然當天天氣嚴寒，但無阻我們興奮

的心情。服務生們一早便回到學校，為他們的工作展開預備。

  當天的攤位活動及展覽多達十六項，其中最熱鬧的場地是禮堂，
當中除了展覽校史、學校學習活動及制服團隊外，亦增加了扭氣球、

表演魔術、製作祈禱花及舊生表演等活動，場面好不熱鬧。

  除此之外，到校參加活動的小朋友還可以利用遊戲兌換由家長教
師會為我們預備的小食，包括 :燒賣、粟米、棉花糖及爆米花等，為
我們在寒冷的天氣中加添了絲絲暖意。

我們整裝待發，預備招待來賓

各科組在課室內除了設置攤位活動外，亦透過展版介紹本
科特色與課程發展。

課室內的攤位活動形形色色，曉有趣味

禮堂人山人海，好不熱鬧。

六年級畢業班同學以「感恩、創新、
迎未來」作主題，設計了三個配合學

校 25周年的攤位遊戲

開放日

5



  大家好，我是方海楹老師，任教數學和視藝科。我很高興能
加入偉倫這個大家庭，陪伴孩子們成長。

  今年是偉倫 25周年校慶，很感恩能有幸與偉倫的每一位成
員一同經歷這個慶典！在往後的日子，盼能與各位師生和家長們

一同努力，勇於創新，為偉倫的孩子們創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ss Law and I'm an English teacher and a Music 
teacher in S.K.H. Wei Lun Primary School.Wei Lun gives me a feeling of a family 
that is full of love and happiness.I enjoy teaching in Wei Lun because of the 
peaceful surroundings in Discovery Bay and the pureness of Wei Lun students.

I love English, so I will try my best to create an interesting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for my students. Let's grow together to be our best selves at 
Wei Lun!

周芷慧老師

羅詠雯老師

馮芷蔚老師

偉倫新成員

  大家好！我是黃敏老師。雖然加入偉倫的時間不長，但已感受到偉倫各成
員給我的愛和關懷，使我享受在偉倫度過的每一天。

  我主要任教中文和普通話科，希望在課堂交流中，大家能積極舉手回答問
題和提出疑問，發掘新的知識。同時亦歡迎同學們在課餘時間找我聊天呢！

黃敏老師

方海楹老師

黃芷恩老師 

  大家好，我是馮芷蔚老師，很高興可以成為偉倫的一
份子。任教英文和英讀的我，希望同學們大膽嘗試、主動

爭取學習機會、多聽多說多讀多寫，相信只要努力，日子

有功，必有所成。

  大家好，我是黃芷恩老師，今年很高興能加入偉倫的大家庭。作為
一位中文老師，我深信語文是唯一與心靈和生命緊緊相連的學科，而文

學更是生活、是情感、是美的體驗，是每個孩子皆能用心感受的。願我

能堅持做一個擁有孩子心的老師，在無數個寒暑假過後，還是一如既往

地以初心做孩子事，陪伴每一個小生命成長。

  大家好，我是周芷慧老師，主要任教中文和視藝
科。今年很高興能成為偉倫的一份子，希望以後的日子

能夠與學生們一起成長。我很喜歡當老師，因為可以見

證不同的生命故事，以愛同化愛。在往後的日子，期望

能跟大家一起創新，迎接美好的未來，為小朋友建造一

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

6



P.6C 羅曉梅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experience and will miss my primary 
school a lot. I hope the teachers also had a great time with us.

小六畢業感言

我們
長大了 !

6A班 邢慧萍老師
  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願你們帶着師長的祝福
和叮嚀，揮動信心的翅膀，在開闊的天空中飛翔，學習用眼睛去觀看，用心

去領受。盼望畢業班的同學能忠於自己，勇於做夢，開拓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 !

P.6C 彭熙哲
  最深刻就是玩團體遊戲，我們 6C班一起發揮團隊精神，雖然
最後的難關我們失敗了，但全級同學同心協力，一起幫助我們完成

任務，令我非常感動。

小一生活點滴

小一迎新活動

P.6B 曾子程
  我們一起在歡聲笑語中
渡過了兩天一夜的畢業營。

離開時，都感到十分不捨，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母校的

美好回憶。

6A 廖愷嫣
  在這個畢業營裏，我們玩了很多遊戲，
發揮了團隊合作的精神。當進行活動時，我

們班很快便完成了，見到鄰班有需要幫助，

立即義不容辭地去幫手，我們互相扶持，嬴

了遊戲的冠軍，也增進了大家的友誼。

聖公會偉倫小學第二
十二屆畢業師生合照

 

P.6B 梁樂恩
I had such an amazing trip!I learnt 
teamwork, because without my 
classmates, we could never finish a 
group task. Thank you!

6B班 盧思敏老師
  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與你們同行 !
欣賞大家盡忠為老師和同學服務，也難

忘與你們一起學習和分享的時刻。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
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10）」你們
是獨特和具潛質的，願你們一生謹守遵

行神的話，成為充滿愛的人，為世界帶

來更多正能量 !全力支持你們，加油啊 !

6C班 譚倩茹老師
  感謝天父讓我能與你們共渡美
好的時光。在你們身上，我學會了

良善溫柔、憐憫寬恕。但願「誠實、

友愛」永伴着你們，在未來的人生

旅途中找緊天父，讓祂成為你們的

人生的倚靠！

 

樂在小息中 「我們在小學的第一次表演，你還記得嗎？」
偉倫遊蹤

你看我多淡定 !

福音晚會上，大家又唱又跳，

跳出對偉倫六年的感情。

大家做出
趣怪的動
作為小六
畢業營拍
下難忘的
回憶。

難關一關又一關，小六

同學齊心協力去克服，

場面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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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同學們從生活中學習，我
們本年度讓同學們跑出課室，於上、

下學期各進行了一次聯課活動。活動

目的是善用社區資源，讓學生跑出課

室，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延伸至現實

社會，緊扣日常生活的應用，同時培

養同學們關心社區的態度。活動設計

除了著重提升學生的搜集資料、閱讀、

解難等學習技巧外，亦鼓勵學生發揮

創意。透過引發他們的好奇心，讓學

生進行探索，透過自主學習增進知識。

在大自然中學習

認識公園設施後，
設

計合適的告示標誌

遊園樂

植物的生長

People Who help us

沙灘上的感官世界

P.1

P.2 P.3

運用多感官觀察法觀察沙灘上
的景物

走進大自然進行學習

細心觀察社區內常見的植物

擁抱大樹—學會愛護樹木，尊重生命

多謝郵差叔叔服務我們
感受消防員的辛勞

愉景灣交通及設施

住得安康

參觀雙體客輪，提升海上安全意識

我是小船長—認識駕駛室

認識海上逃生知識

參觀「綠色薈＠愉景」環
保資源中心

透過活動認識正確的保護環境態度

「聯課活動」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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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問，收集居民對區內商店的意見
透過訪問，分析及綜合居民對區內商店的建議

尋找生活上的有對稱特性
的物件

齊齊發掘生活中的數學

以多感官觀察和感受大自
然的美

走進大自然進行學習

記錄所見並運用合適的形容詞作描述

以多感官觀察，感受大自然的美
走進大自然進行學習

參觀愉景灣苗圃認識照顧香草及植物的方法

認識社區綠化措施及愉景灣綠化團隊

的工作

參觀「綠色薈＠愉景」環保資源中心

我是電能巴士車長在電能巴士上學習愉景灣管理的環保理念

家在愉景灣
P.4

生活中的對稱美

生活中的數學
P.5

P.6 植物與環境—認識園藝設計

愉景灣環保設施

A Nature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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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閱讀、再閱讀⋯」大家都知道閱讀對孩子十分重要。本年度
學校增加了早讀時間，盼望予孩子有更多空間走進書中世界。家

長、老師齊努力，透過舉行和參與不同的閱讀活動、好書分享等，

期望可以感染孩子，薰陶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讓閱讀成為孩子們

的精神食糧。

閱 讀 活

以《文明古國》為題向公共圖書館借八十多本有關此主題圖書回校，共享閱讀

學生在祈禱角細閱中國歷史故事

大人細路齊閱讀

6B 班鄭樂煊同學在早會分享好書

小一早餐家長讀書會

小一、二圖書課堂好書推介車

參與麥當勞叔叔閱讀籌款計劃，除閱讀更可做善事，更獲選為閱讀量大獎

本校更獲選為愛心閱讀學校亞軍

自製絨布繪本工作坊
共同製作，建立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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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ents had fun with cookbooks!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and 

Spiderman wait for the show!

There was breaking news 
from the Wei Lun drama club! 

The students worked together to spell the secret words.

Everyone helped 
make bookmarks!

The drama performance was great 
for some laughs!

Everyone wanted to volunteer!

Everyone scrambled to finish the wordhunt! 

These 3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a big help on English day!

The DBIS Principal 
stopped by for a visit.

The drama performance was so 
much fun!

Say “cheese!”

These students won the best 
costume awards!

A big thanks to all of our parent helpers. 

Students wrote postcards to 
their favorite book characters.

Hello! My name is Jade David Church. I'm originally from the USA. I received my B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Psychology & Cognitive Neuroscience, with a minor in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I received my Master's degree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in the U.K. In September, I will start a PGDE program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plan to pursue a Ph.D. in educ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I have been a teacher for 7 years, with experience in the USA, South Korea, Thailand, and am 
currently in my 3rd year of teaching in Hong Kong. I love teaching and I feel that i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pursuits of my life. It is my philosophy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a lifelong 
endeavor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I impart that idea to my students. 

In my free time, I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my wife, reading books, writing, doing Brazilian jiu-jitsu, scuba diving, and 
traveling. Currently, I'm having my first children's book published.

English Fun Day 2018

This year's English Fun Day theme was the Wonderful 
World of Books.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to develop 
students' awareness for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and 
promote an appreciation for reading.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dress as their favorite book character, 
bring their favorite book to school, and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centered around different literary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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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倫 25周年校慶暨第一屆陸運會已於 2018年
4月 10日 (星期二 )假青衣運動場順利舉行。當日
天朗氣清，運動員、老師和家長們早早便到達運動

場，準備於比賽場上大展拳腳。

  當日運動場上十分熱鬧，參賽人次多達三百人
次，讓各同學有機會一展身手。其中最刺激的一定是

畢業班師生接力賽，各隊啦啦隊為六年級同學落力打

氣，場面好不緊張。除此之外，我們的親子競技及接

力賽也十分熱鬧，一對對的親子落力地在場上比賽，

場面溫馨。當天見証了多位田徑好手盡力表現自己，

為偉倫帶來創新的一面。

陸 運 會

運動員奮力一跳，以爭佳績

we are ready!

啦啦隊為運動員落力打氣

勇往直前，向標竿邁進

運動員蓄勢待發
爸爸 !我做得到 !

親子競技賽中的運動員小心翼翼地前進

老師為畢業班同學留下最美的回憶

鍾校長以激勵的致訓辭為
當天活動劃上完美的句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