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美寶校長
「上帝未曾應許，天色常藍」，這句話讓我有深切的體會。經過兩年多新型冠狀

病毒病在全球肆虐，給人類帶來難以磨滅的苦難，大家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有
些人失掉工作，甚至失去生命。正因為這次疫情，讓我們明白幸福並非必然的。雖然
天空不是經常蔚藍，但深信有着上帝的愛與我們同在，縱使在重重困難的時候，卻是
我們信心的考驗。

2021-2022學年對全港小學生來說，是一個不一樣
的學年。隨着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到第五波，全港學校
暫停面授課堂，同學們的學習模式由課堂面授轉變成
網上學習，這些轉變對於老師、學生及家長都是極大
的挑戰。感謝整個教師團隊為偉倫孩子盡心盡力，通
過錄播及實時教學等不同模式，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
需要；感謝老師們在疫情期間仍然緊守崗位，時刻關
顧學生的需要。此外，我也藉此機會向各位同學及家
長表示欣賞，在學生網上課堂期間，絕大部分同學都
能穿上整齊的校服，安坐於屏幕前專心聽講，主動回
答老師的提問。家長與學校配合，督促孩子準時及專
心上課，並與老師保持密切的溝通，充分發揮家校合
作的精神。

在這個不一樣的學年，全體學生、家長和老師一起經歷了各種挑戰：
暫停面授課、強制檢測、分級復課、評估及考試調整、特別假期、家
長會及家長日形式轉變等，藉着上帝的保守和帶領，我們在互相配合及
彼此信任下，最終跨過種種困難，安然渡過這一年。回顧過去一年，我
們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期望偉倫孩子日後時刻懷着一顆學會珍惜、
常存感恩的心。

最後，讓我們以感恩的心感謝上帝在過去一年的保守帶領，容我藉
此機會，衷心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教職員的付出，同學的努力，這實在是恩典滿載的一年。隨着暑假過去，
踏入新一學年，將會是偉倫三十周年校慶的大日子，校慶的主題是「全感恩‧傳承愛」，盼望我們懷着感
恩的心迎接偉倫三十歲生日，一起數算主恩三十載，一起傳揚上帝的愛。

聖公會偉倫小學聖公會偉倫小學
SKH Wei Lun Primary SchoolSKH Wei Lun Primary School

校訊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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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偉倫倫孩孩子子常常喜喜樂‧健樂‧健康康成成長長心心美美善善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與同學們一起慶祝生日與同學們一起慶祝生日

清晨敬拜，讚美天父清晨敬拜，讚美天父

清晨敬拜，與可愛的偉倫孩子唱詩敬拜清晨敬拜，與可愛的偉倫孩子唱詩敬拜

與九月生日的老師慶祝生日
與九月生日的老師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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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綺珩老師
大家好，我是容綺珩老師！不經不覺已經加入偉倫有

半年了。加入偉倫之前，我甚少踏足愉景灣，對這個地方
感到陌生。感恩學生天真無邪的笑容和老師們的關愛，讓
我感受到無限温暖，很快便融入這個大家庭。

我主要任教數學科。除了數學外，我更喜歡大自然！
感到疲倦時我會望望海，感受大自然的美麗能令我心曠神
怡。在假日，我喜歡和朋友行山和露營，拿着相機到處走，
記錄生活的一點一滴。

除了數學問題外，歡迎同學們找我聊天，讓我更認識
大家！

偉偉倫倫 新新成成 員員 偉偉倫倫新新鮮鮮人人

彭浩輝老師
大家好，我是彭老師！對我來說，能夠在偉倫小學

任教，簡直是夢想成真！

自從數年前搬進愉景灣後，我便很喜歡沿着愉景灣
路跑步。每當我經過學校的時候，都會聽到同學們在校
園內的歡笑聲，那時我期盼着有一天能夠成為這所學校
的老師。很高興這個夢想竟然能夠成為真實！而自第一
天步進這校園，我便深深感受到偉倫師生們的親切與關
愛，因此我也會盡我所能，與大家一起在學習和成長的
道路上奮進！

黃楸涵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楸涵老師！我主要任教數學科及

常識科。很高興加入偉倫的大家庭，認識到偉倫學生
純真、活潑的一面。

希望未來疫情散去，我們有更多機會在校園內見
面，發掘大家更美好的一面，彼此一起成長！

郭吉雯老師
在偉倫執筆勾勾畫畫半年了，想起半年前初成為

偉倫的一員，心裏既驚又喜，既有接受新環境的驚恐，
又有面對新歷程的興奮，如同同學們經歷一次升班的
過程一樣。幸好，偉倫的學生很熱情，讓我很快融入
校園！不知道偉倫對你們來說，除了是學習成長的地
方外，還有甚麼特別呢？對郭老師來說，偉倫是個充
滿無限可能性的地方，希望我們一同在這裏成長和創
造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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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適應課程小一適應課程
小一適應課程於8月26至28日舉行，透過學習和遊戲，讓

一年級同學可以在正式開學前體驗小學的學習環境、規則和
文化。短短三天的適應課程很快便完結，同學們能主動學習、
認真聆聽，一定可以早日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小一主題日小一主題日
為了讓一年級同學盡

快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老師們特意準備了《開
開心心上學去》主題日。
主題日以跨科活動形式進
行，透過主題活動加深同
學對學校和師長的了解。

偉偉倫倫新新鮮鮮人人

正式學習前，先認識我們的校長正式學習前，先認識我們的校長

老師教授同學訪問的技巧
老師教授同學訪問的技巧

升上小學了，要學習先舉手，後發問
升上小學了，要學習先舉手，後發問

同學能主動以英語訪問校長呢！
同學能主動以英語訪問校長呢！

大家都認真地聆聽老師的要求大家都認真地聆聽老師的要求

保持雙手清潔也十分重要呢！保持雙手清潔也十分重要呢！

同學們一同頌唱詩歌，讚美天父同學們一同頌唱詩歌，讚美天父

學習辨認不同科目的書本學習辨認不同科目的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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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儀老師劉佩儀老師
6A班同學：恭喜你們畢業了！每年見證畢業生離開偉倫，帶

着對中學生活的盼望和憧憬，我也不自覺回憶起我從前的中學生
活。中學生活是充滿不安、迷茫和挑戰的；中學生活也是充滿活
力、青春和回憶的。如果你問
我：我們可以如何裝備自己，
讓我們更能享受中學校園的
生活？我思前想後，還是會

想起我們偉倫的三葉草精神—感恩、關愛、自律。我相信
自信和自由是來自於自律，培養自律的生活習慣，並持之以
恆，你一定會得到出人意料的成果。遇到迷茫的時候，不要

忘記身邊還有很多支持你們的家人、師長和一直為你們默默禱告的劉老
師。6A班的同學，我會在偉倫等你們回來的！你們就放膽向充滿未知和
挑戰的中學生活展翅高飛吧！

黃敏老師黃敏老師

感恩成為6B班主任，陪伴同學們走
過小學生涯的最後階

段，見

證你們的成長。看見
你們年歲漸長，變得

更懂事、獨立和成熟
，像

一個個小「大人」，
我會感慨時光的飛逝

。有時候，我更會幻
想長

大後的你們是甚麼模
樣，會不會還記得在

偉倫的點點滴滴及師
長的

教誨？期望你們日後
回校探望老師時，告

訴我答案。
這幾年來，老師

說過的道理或有許許

多多，而此刻我只想
寄語畢業生們：人生

就像

一場冒險旅程，未來
充滿挑戰，但是你們

絕非

孤身一人，每個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同行者

。即

使未來遇上困難，也
要記得你走過的每一

個艱

辛步伐，會成就出更
堅強的你！

我我們們畢畢業業了了

6A6A

6B6B

班主任感言班主任感言

黃芷恩老師黃芷恩老師
疫下才剛復課不久，卻又迎來了畢業的

時節，可謂相逢又告別，歸帆即離岸。人生
往往如是，當你盼着它飛躍時，它總是慢悠
悠的；待體會到箇中滋味，想伸手挽留時，

卻發現它將如
流水匆匆而去。我最親愛的6C孩子們，我們將摯誠握
別，請容我在此送上絮語幾句，希望他朝你們無論在
何時何地想起小學時光裏的六個寒暑，還有這裏的每
一個摯友和良師，都能感覺温暖。最後，願你們未來
能一直帶着温柔和寬厚善待身邊的人，帶着希望和良
知達觀地看待世界。祝安好，念。

6C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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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倫正向校園」圖標設計活動「偉倫正向校園」圖標設計活動
我們透過「偉倫正向校園」圖標[icon]設計活動，幫助學生建立及內化正向元素，並發揮學生的創意，

讓他們設計一個既能象徵偉倫小學，又具正向意念的獨特圖標。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們既要學習面對逆境，也要學習面對「疫境」。我們深感培育孩子的心靈，
建立正向思維，從而產生正能量尤為重要。因此，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中，學校與家庭共同努力為孩子
提升正能量，已成為當下最迫切的工作。本年度我們以「童放正能量」為主題，以正向教育理念，舉辦一
連串活動，推廣「偉倫正向校園」計劃。

我們深信培育孩子正向的心靈有根本的重要性，也相信透過學校跨科組和家校的合作，能有效培養孩子
們的品格。因此，我們除了希望孩子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外，還期望孩子的心靈能茁壯成長。

校校本本正正向向教教育育活活動動

冠軍：2B葉達聰
亞軍：3C鍾智彥、5B周游洋
季軍：6C蔡雨墨
殿軍：2C易 柔

特選優異獎：
2B劉苡澄 3A林樂之
3A許詠曦 3A蔣承臻
3C古希晴 3C洪力琳
3C楊洛謠 4B陳予航
4C吳其峰 4C王樂熙
5A陳洛恩 6A吳柏璘
6A黃愛捷 6B顧巧晴

優異獎：
2A劉卡奧 3A王瓏皓
3B王予涵 4A羅芷蕎
5A莫子瀧 5B余凱澄
6A蕭美優 6A鄧珺心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太棒啦！每個圖標設計的作品都很有創意及心思，同學們獲得校方嘉許，我們以特別的方式獎勵同學作出的努力太棒啦！每個圖標設計的作品都很有創意及心思，同學們獲得校方嘉許，我們以特別的方式獎勵同學作出的努力

齊齊欣賞，齊齊讚齊齊欣賞，齊齊讚——欣賞同學們每個正向圖標都欣賞同學們每個正向圖標都
別具創意和特色，So Smart!別具創意和特色，So Smart!

殿軍 2C易 柔殿軍 2C易 柔季軍 6C蔡雨墨季軍 6C蔡雨墨冠軍 2B葉達聰冠軍 2B葉達聰 亞軍 5B周游洋亞軍 5B周游洋亞軍 3C鍾智彥亞軍 3C鍾智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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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倫正向語句」設計比賽「偉倫正向語句」設計比賽
我們如能習慣說正向語言或正面言論，我們的意識自然就會開

始轉變。一句正面的話語能改變一個人的思想，一個人的轉變也能
令整個群體變得正面。因此，學校舉辦「偉倫正向語句」設計比賽，
讓同學們培養說正向語句的習慣。

得獎得獎
作品作品 不求與人相比，不求與人相比，

但求超越自己。但求超越自己。

冠軍冠軍
2C莫竣銘2C莫竣銘

多一份關心，多一份關心，
少一點埋怨。少一點埋怨。

季軍季軍
3A黎倬熒3A黎倬熒

失敗從不放棄，失敗從不放棄，
成功永不自傲。成功永不自傲。

殿軍殿軍
2A伍皓廷2A伍皓廷

不為失敗找理由，不為失敗找理由，
只為成功找方法。只為成功找方法。

亞軍亞軍
3C梁皓朗3C梁皓朗

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
一定做得到！一定做得到！

亞軍亞軍
2B陳泓睿2B陳泓睿

恭喜！恭喜！感謝同學們用心設計正向語句，並將正向思維的訊息傳遍校園恭喜！恭喜！感謝同學們用心設計正向語句，並將正向思維的訊息傳遍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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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欣賞大獎校長欣賞大獎
全學年分三個階段舉

行，班主任會因應提名準
則，每班提名一至兩位學
生；而獲獎的學生會由校長
頒發嘉許狀及小禮物，以示
鼓勵。

「校長欣賞大獎」（10-12月）三葉草獎勵計劃得獎名單「校長欣賞大獎」（10-12月）三葉草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1A 陳家仁 曾佳琦 1B 梁以蕎 張曉晴 1C 梁柏然 蔡亦朗
2A 陳珺涵 陳思淦 2B 李晞琳 陳宇謙 2C 劉穎芝 劉俊旭
3A 吳穎烽 戴靖謙 3B 顏子博 黃詩禮 3C 鍾智彥 洪力琳
4A 余思葶 張凱翔 4B 雅 翹 廖天頤 4C 吳其峰 木村悠荷子
5A 張馨月 何樂凡 5B 余凱澄 彭紫盈 5C 黎溢澄 陳家蔚
6A 李愷橋 陳悅澄 6B 鄭皓晉 木村惠美 6C 沈 澄 李敏儀

「校長欣賞大獎」（1-3月）三葉草獎勵計劃得獎名單「校長欣賞大獎」（1-3月）三葉草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1A 李淳欣 何寶豫 1B 張律然 梁以蕎 1C 王子騰 歐陽睿清
2A 葉曉蔚 祝淼垚 2B 許信恩 吳芷欣 2C 文凱瑤 黃靖希
3A 蔣承臻 郭偉哲 3B 墨頌祈 黃栢溢 3C 蘇毅哲 葉潣澄
4A 陳佳慧 何金澤 4B 陳予航 蕭駿軒 4C 陳浩心 葉卓謙
5A 鍾怡盈 黃芷泳 5B 陳可喬 王善閎 5C 陳曉瀅 陳思同
6A 林加澍 歐陽昊冉 6B 陳恩諾 黎明悠 6C 李家玲 鄧頌賢

「三葉草之星」獎勵計劃「三葉草之星」獎勵計劃

老師們提名學生的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相同的地方老師們提名學生的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相同的地方
是獲獎的學生全都是實至名歸的！是獲獎的學生全都是實至名歸的！

Be a Clover Star Be a Clover Star ——本年度首階段獲全班本年度首階段獲全班
最多「三葉草」印章的同學，值得嘉許！最多「三葉草」印章的同學，值得嘉許！

獲獎同學能與校長一同合照，實在太榮幸了！獲獎同學能與校長一同合照，實在太榮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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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你一分鐘賞你一分鐘
老師公開讚揚表現良好

的學生，營造一個正向的環
境，肯定學生的良好品格。

班級經營班級經營——團體活動團體活動
班主任在成長課或特別日子與全班同學進行

集體遊戲，以提升同學的歸屬感及團隊精神，促
進良好的師生關係。

「開心大放鬆」「開心大放鬆」——班主任透過玩集體遊戲與學生打成一片班主任透過玩集體遊戲與學生打成一片

嘩！有這麼多的同學獲得老師讚賞，值得高興啊！嘩！有這麼多的同學獲得老師讚賞，值得高興啊！

同學們獲得老師公開稱讚，都感到份外高興同學們獲得老師公開稱讚，都感到份外高興

真高興！老師和同學齊齊「賞你一分鐘」真高興！老師和同學齊齊「賞你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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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快樂時光我們的快樂時光
「開心SHARE － FUN FUN FUN」—真感恩！同學們樂意分享

自己的快樂事和美好時光，十分踴躍！ So Happy & Sweet!

1A王美怡老師　　
由於第五波的疫情嚴峻，我們提早放了一個特別假期。我邀請1A班同學分享假期裏的「我的快樂時

光」，預先請同學上傳照片，然後在班主任課時分享。沒想到同學在這節班主任課裏反應熱烈，有同學預

備了自製彈珠遊戲機短片，好玩極了！大家看了一遍又一遍，竟百看不厭呢！有同學與家人製作美食—

大阪燒，看得我們都口水直流。其他同學有的與家人到郊外遠足，有的划獨木舟，有的踏自行車，甚至有

的騎馬，讓困在家裏的同學都一起享受到大自然的氣息。雖然我們不能上實體課，但是看着快樂的照片和

短片，聽見熱鬧的討論，彷彿拉近了大家的距離，讓大家又重聚在一起了。

5A李啟新老師　　
本年度的成長課和班主任課內容多姿多彩，包括訂立和檢視目標（Goal Go Go卡）、「了解自己的優

點」、「轉轉想法發現驚喜」和情境體驗活動等。

透過課堂活動，學生在學期初能學習如何為自己訂立一個可行的目標，老師會邀請同學分享他們所訂

立的目標，同學之間互相觀摩和欣賞，再作出檢視和調整，Goal Go Go卡上的目標和文字可以說是同學們
努力的證明。

另外，五年級的同學面對疫情的衝擊、呈分試的壓力，情緒可能會受到困擾，在成長課中，我教導學

生了解自己的情緒，改變固有的想法，讓他們明白，很多問題其實都能迎刃而解。同時，我和同學在課堂

期間透過進行不同的體驗活動，讓他們了解每個人都是天父所創造，都是獨一無二的，讓他們能發掘自己

的優點，提升滿足感。多姿多彩的成長課，讓學生的身、心、靈都得以健康成長。

班主任分享班主任分享

「開心大放鬆」「開心大放鬆」——班主任透過玩集體遊戲與學生打成一片班主任透過玩集體遊戲與學生打成一片

老師們以相片或文字分享自己的快樂事。透過真摯的分享，讓同學學懂欣賞及接納，並感受到無條件的愛老師們以相片或文字分享自己的快樂事。透過真摯的分享，讓同學學懂欣賞及接納，並感受到無條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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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育學生的個人素質及發展潛能，學校於上學期初安排全校學生參加一連兩天的教育營訓
練活動。由於疫情而未能參與戶外訓練營的場地活動，我們改為邀請導師到校為同學進行一連串
有趣的活動。同學透過這次教育營，培養「責任感、包容及自律守規」等品格，並藉着多元化活
動提升「協作、溝通和解難」的能力，建立正向價值和積極的態度。

教教育育營營

學生發揮小宇宙，合力解決難題學生發揮小宇宙，合力解決難題

以鮮花作為顏料，製作獨一無二的布袋，同學們對自己的作品也十分滿意呢！以鮮花作為顏料，製作獨一無二的布袋，同學們對自己的作品也十分滿意呢！

學生參與「歷奇奧運會」，發揮團隊精神，挑戰自我，同心協力地完成各項活動學生參與「歷奇奧運會」，發揮團隊精神，挑戰自我，同心協力地完成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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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每天都會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獎項包括：「最佳合作獎」、「最佳解難大獎」、「最強同理心大獎」及 老師每天都會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獎項包括：「最佳合作獎」、「最佳解難大獎」、「最強同理心大獎」及 
「最強責任感大獎」。最後一天，每位學生也能獲得證書一張，以讚賞他們的表現，並肯定他們的努力「最強責任感大獎」。最後一天，每位學生也能獲得證書一張，以讚賞他們的表現，並肯定他們的努力

學生認識環保概念，同時運用
學生認識環保概念，同時運用Lego完成海洋畫Lego完成海洋畫

學生發揮創意，一起完成以圓形為題之合作畫
學生發揮創意，一起完成以圓形為題之合作畫

同學們的精心傑作同學們的精心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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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恩恩週週
為向全校師生推廣正向的價值觀，本學年宗教組、德公組及視藝組於11月16日至11月18日聯合舉辦了

感恩週，內容包括「親子感恩飛機創作比賽」、「感恩風鈴比賽」及「感恩歌曲分享」。

風鈴被風吹響的聲音清脆悅耳，就像把感恩的美言隨聲傳送到每個人的耳中和心中。飛機展翅翱翔天
際，一對機翼盛載着無數的感謝與祝福，把感恩的話語傳達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期望透過一系列的感
恩活動，鼓勵同學覺察生活中的「小確幸」，表達對身邊不同人、事和物的感恩之情，培養正向思維。

每一架「感恩飛機」都盛載着我們對家人和朋友的心聲
每一架「感恩飛機」都盛載着我們對家人和朋友的心聲

感恩的美言隨風而來，聲聲入耳感恩的美言隨風而來，聲聲入耳

「感恩飛機」製作工作坊「感恩飛機」製作工作坊

「感恩風鈴」製作工作坊「感恩風鈴」製作工作坊

讓感恩的訊息傳遍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讓感恩的訊息傳遍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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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宗教組希望透過早會時段的宗
教訊息分享、清晨敬拜及聖誕崇拜，把福音
傳遍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福福音音工工作作

本學年的將臨期節期由孔繁漢牧師蒞臨
主持，帶領同學懷着平靜而喜悅的心情期待
聖誕節的到來，從而理解將臨期的真義。同
學們透過讀經環節、燃點將臨期燭環及牧師
分享，充分認識如何為耶穌的降生作預備。
將臨期過後，全校師生在孔牧師的帶領下
參加聖誕崇拜，專心聆聽耶穌降生的大喜訊
息。當天，詩班也用美妙的歌聲歌詠上主的
美善。其後，各班在班主任的帶領下進行不
同的聖誕聯歡活動，大家都樂在其中，到處
皆洋溢着聖誕節的歡樂氣氛。

早會時段，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輪流透過短
片和校園廣播系統，與全校師生分享不同的宗教故
事、金句和詩歌，讓同學對天父上帝的真理有更全
面而深入的瞭解。而清晨敬拜也讓不同年級的同學
能於清晨時段洗滌心靈。同學在悠揚的歌聲中，與
校長老師們一起頌讚天父上帝。

清晨敬拜時校長與同學一起頌唱詩歌
清晨敬拜時校長與同學一起頌唱詩歌

感恩的美言隨風而來，聲聲入耳感恩的美言隨風而來，聲聲入耳

同學為將臨期燭環點上蠟燭，同學為將臨期燭環點上蠟燭，
象徵距離基督降生的日子漸近象徵距離基督降生的日子漸近

詩班員美妙的歌聲和手鐘手鈴隊的演奏，為聖誕崇拜添上喜樂和平安
詩班員美妙的歌聲和手鐘手鈴隊的演奏，為聖誕崇拜添上喜樂和平安

孔繁漢牧師與林校長於聖誕聯歡會跟同學們拍照留念孔繁漢牧師與林校長於聖誕聯歡會跟同學們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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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偉倫環保教育工作實在殊
不容易，疫情下我們透過網課和早會向
同學宣傳環保知識，希望同學能堅持持
續減少製造廢物，並培養回收再造的良
好生活習慣。四月下旬復課後，環保小
組的老師已密鑼緊鼓地安排不同的環保
活動供同學參加，讓同學們可以透過不
同類型的活動，掌握回收、升級再造等
的環保知識，感染身邊的人提高環保意
識，共同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另外，環保教育組在本年度繼續參
加由康文署舉辦的「一人一花種植活
動」，是次「一人一花」的主題花為
三色堇。為了配合活動，環保教育組
舉辦了「環保花盆設計比賽」和「三
色堇成長記錄表比賽」。是次活動的
反應非常熱烈，老師十分欣賞同學用
心栽種植物，而且能善用可重用的物
料製作環保花盆。期望同學們能在活
動中盡情享受種植的樂趣，並明白到
一樹一木、一花一草都是值得我們欣
賞、珍惜和尊重的。

偉偉倫倫環環保保教教育育工工作作

恢復面授課堂後，恢復面授課堂後，
我們終於可以一起動手栽種了！我們終於可以一起動手栽種了！

疫情關係，本年度部分的環保小組聚會以網課形式進行，疫情關係，本年度部分的環保小組聚會以網課形式進行，
但仍無阻同學學習有機種植和善用廚餘製作環保酵素但仍無阻同學學習有機種植和善用廚餘製作環保酵素

看見組員如此享受種植的看見組員如此享受種植的
過程，老師們也很感恩呢！過程，老師們也很感恩呢！

特別鳴謝工友把我們收集的塑膠及紙包特別鳴謝工友把我們收集的塑膠及紙包

盒送去愉景灣的「綠在區區」收集點盒送去愉景灣的「綠在區區」收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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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賽馬馬會會正正向向幸幸福福校校園園計計劃劃
新景象！偉倫天地搖身一變，成為了一眾師生喘息休

憩、展現才藝、在園藝中陶冶性情、祈禱及親近天父的小天

地。本校蒙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進行工程，在本校的新

有蓋操場添置了許多具「正向」元素的設施，例如：花盆、

植物、休閑桌椅、舞台階等。我們期待無論在課堂內外，皆

能為學生締造正面的環境，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提升他

們在偉倫學習的幸福感，以達至身心靈健康。

派發「一人一花」花苗派發「一人一花」花苗

「一人一花」學習日誌「一人一花」學習日誌

表演區表演區——讓這裏成為讓這裏成為
偉倫孩子各展所長的小舞台偉倫孩子各展所長的小舞台

休閑區休閑區——加設人造草地和台階，加設人造草地和台階，
營造輕鬆氣氛，讓同學聊聊天，減減壓營造輕鬆氣氛，讓同學聊聊天，減減壓

栽種區栽種區——各班都有一個專屬的各班都有一個專屬的
培植盆，讓同學栽種喜歡的植物培植盆，讓同學栽種喜歡的植物

環保花盆設計比賽環保花盆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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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Box of of  HopeHope
為了培養孩子的奉獻精神，學校邀請

了全校學生一起參與一年一度的慈善活動
「Box of Hope」。「Box of Hope」是一個
由義工組織發起的註冊慈善機構，機構於
過往14年間收集了許許多多承載着微笑和
希望的禮物盒子，並送予香港、菲律賓、
越南及柬埔寨等地的貧困兒童。「Box of 
Hope」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活動，能讓學
生學會關心及幫助有需要的人，親身體驗
「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本學年的「Box of Hope」活動於2021
年10月25日至27日順利進行，總共收到
175盒禮物。學生及家長把一些日常物品
和學習物資放置於一個空的盒子內，然後
進行簡單而富心思的包裝，希望能為有需
要的孩子送上愛與温暖。每位參與者在送
出禮物前，均可獲得一張即影即有相片作
留念。機構已於11月8日派員到校收取所
有禮物盒子，並在聖誕節期間捐贈給貧窮
地區的兒童。感謝各位的慷慨及熱心參
與！

盛載着愛與希望的禮物盒子盛載着愛與希望的禮物盒子

今年總共收到175盒Box of Hope，今年總共收到175盒Box of Hope，
非常感謝各位家長及學生的熱心參與！非常感謝各位家長及學生的熱心參與！

希望來年有更多學生及家長
希望來年有更多學生及家長踴躍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踴躍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即影即有相片把一份份愛與温暖紀錄下來即影即有相片把一份份愛與温暖紀錄下來

Box of HopeBox of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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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培養多方面的興趣，並發展學科以外的知識，
本校開設了多項網上課後活動，讓同學在家中仍可享受學習的
樂趣。本學年新增名畫繪畫班、飾物設計班、英語創意寫作學
會等，讓學生多作嘗試，培養興趣及發展潛能。

網網上上課課外外活活動動

2B劉苡澄
參 與 網 上 課 後 活

動，讓我認識到不同班
別和年級的同學，可以
一起動手設計飾物！期
待下學年可以參與更多
的課後活動。

2C田學禮

疫症期間不能
夠回校上課，

但很高興可以
繼續透過Zoom學習

樂器及上興趣
班。感謝學校

老師

的安排及活動班
導師用心的教導

。

3B王予涵
我在名畫繪畫班學到了很

多繪畫知識，每次我都盼望着

星期一的到來。感謝老師耐心

的教導，讓我體會到了繪畫帶

給我的快樂。 

2B葉達聰
感恩有機會參與偉倫管

樂團的網上排練，使我向
成為「音樂人」的目標邁
進一步，期待可參加實體
排練及演出！

5B陳潁希
透過網課學習長笛，

有

助我認識長笛不同的
演奏技

巧。蘇老師由淺入深
，令我

更加容易掌握長笛的
演奏技

巧。音樂對我來說可
以滋養

心靈，每當我心情愉
快或不

開心時，我也可以透
過音樂

來抒發感受。

學生
心聲

學生
作品

名畫繪畫班 3B傅
名畫繪畫班 3B傅莹莹 黏土班 3A卷口希加利黏土班 3A卷口希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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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體育育科科活活動動
本年度體育科增添了各式各樣的體育器材，還重整了學校運動場地，讓同學於疫情期間，仍可進行

體能訓練，有助我們於本年度乒乓球、羽毛球及田徑學界比賽均取得驕人的成績。

為推動校園運動風氣，體育科老師為全校教職員舉行運動日，讓教職員試玩校內新添置的體育器材，
如乒乓球發球機、划艇機等，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此外，本年度更把星期五定為「教職員運動日」，
當天，全校教職員可穿著運動服，方便大家一起做運動。

網課期間，除了有童喜動網上活動課外，體育老師也會讓學生運用電子平台和應用程式（如：
Homecourt、Active Arcade等），在家中進行既簡易，又有趣的運動訓練，讓學生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新購置體育器材

2樓增設體育用品櫃，2樓增設體育用品櫃，
讓我們在特別室上課時更方便讓我們在特別室上課時更方便

新增羽毛球及乒乓球發球機，提升學生於新增羽毛球及乒乓球發球機，提升學生於
校隊訓練及體育課練習的效能校隊訓練及體育課練習的效能 體育室門磁石壁報板，以便體育室門磁石壁報板，以便

公佈同學獲獎及訓練資訊公佈同學獲獎及訓練資訊

增添輕便籃球架增添輕便籃球架——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增添體育訓練器械（弧形跑步機、划艇機、
增添體育訓練器械（弧形跑步機、划艇機、單車機），提升學生身體素質，更增強意志力

單車機），提升學生身體素質，更增強意志力

新增巧固球網，讓同學學習新體新增巧固球網，讓同學學習新體
育項目外，更可讓訓練更多變化育項目外，更可讓訓練更多變化

輕便羽毛球架或排球架輕便羽毛球架或排球架——提升課堂學習效能提升課堂學習效能

增添輕便足球網，提升校隊訓練及增添輕便足球網，提升校隊訓練及
體育課效能體育課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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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自主學習

重整校內運動場地

週五教職員運動日

小息開放舞蹈室，擺放乒乓球設備供同學練習，
小息開放舞蹈室，擺放乒乓球設備供同學練習，

大大提升了同學對乒乓球的興趣大大提升了同學對乒乓球的興趣

全校教職員一齊運動，增強抵抗力全校教職員一齊運動，增強抵抗力

體育科老師為全校教師簡介運動器材的使用方法，讓教師試玩體育器材體育科老師為全校教師簡介運動器材的使用方法，讓教師試玩體育器材

同學在舊有蓋操場使用健身器材，同學在舊有蓋操場使用健身器材，
讓同學可以一邊運動，一邊欣賞校園景色讓同學可以一邊運動，一邊欣賞校園景色

使用Homecourt APP作為網上體育課功課，使用Homecourt APP作為網上體育課功課，
使學生於家中能透過遊戲來進行訓練使學生於家中能透過遊戲來進行訓練

使用Active Arcade APP作為網上體育課功課，

使用Active Arcade APP作為網上體育課功課，

使學生於家中能透過遊戲進行訓練
使學生於家中能透過遊戲進行訓練

在舞蹈室進行體操課，提升身體控制的感覺統合能力在舞蹈室進行體操課，提升身體控制的感覺統合能力

學生拍攝短片，透過重看，讓他們反思自己的
學生拍攝短片，透過重看，讓他們反思自己的表現及動作，並將表現最好的一次上載表現及動作，並將表現最好的一次上載

體育課體適能測試——BURPEE體育課體適能測試——BURP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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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健康康運運動動日日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的陸運會及水運會都迫不得已要取消了，但為

了讓同學能享受充實的校園生活，我們舉辦了「健康運動日」。當天，
我們在操場舉辦了班際競技比賽，比賽場面非常激烈，各班健兒都全情
投入，享受比賽，連老師也一同參與。當天活動以「正向教學法」的理
念進行，讓同學透過班際競技比賽，體驗「堅持」、「積極」及「團隊
精神」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比賽結束後，我們以水果作為獎品，提醒
同學除了多做運動外，亦要配合健康飲食。同時，常識科亦於課室舉辦
健康生活館，同學可以從中學到健康生活的知識。

班際比賽

活動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進行，全賴各位老師、家長義工和學生的投入參與活動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進行，全賴各位老師、家長義工和學生的投入參與

同學積極參與班際體適能比賽，同學積極參與班際體適能比賽，
為自己班爭取最佳成績為自己班爭取最佳成績

「 童喜動」教練到場教授活動班及擔任
「 童喜動」教練到場教授活動班及擔任賽事評判賽事評判

孔牧師、林校長及兩位副校長到各班打氣區為同學打氣加油孔牧師、林校長及兩位副校長到各班打氣區為同學打氣加油

同學投入參與每項活動，值得欣賞同學投入參與每項活動，值得欣賞

班主任比同學更投入參與比賽，班主任比同學更投入參與比賽，
令現場氣氛更加刺激！令現場氣氛更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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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館

6B班同學正在感受自己的脈搏，
6B班同學正在感受自己的脈搏，大家都屏息靜氣，留意着奇妙的心跳
大家都屏息靜氣，留意着奇妙的心跳

循環系統包括哪些器官？陳主任透過短片和循環系統包括哪些器官？陳主任透過短片和
小遊戲向同學介紹循環系統和運動的關係小遊戲向同學介紹循環系統和運動的關係

甚麼顏色的尿液代表我們的身體正在缺水？甚麼顏色的尿液代表我們的身體正在缺水？
三年級同學在尋找答案三年級同學在尋找答案

食物中有甚麼營養？同學透過閱讀食物標籤，
食物中有甚麼營養？同學透過閱讀食物標籤，

了解食物中的營養價值和卡路里了解食物中的營養價值和卡路里

我們吃的零食究竟有多少糖和鹽？

我們吃的零食究竟有多少糖和鹽？

同學們知道後都嚇得目瞪口呆呢！

同學們知道後都嚇得目瞪口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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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圓小學圓
上學期共舉行了兩次實體小學圓活動，讓學生體驗輕黏土創作。「小老

師」得到啟發，在網上平台 (Padlet)教授其他同學製作不同造型的輕黏土手
作，例如青蛙、老虎等。同時，我們亦開放了Flipgrid網上平台，鼓勵學生隨
時隨地上載教學影片，與其他同學分享他們的興趣和技能，讓不同年級的同
學可以彼此交流，互相學習。

各各展展所所長長

一齊進行黏土創作真開心！一齊進行黏土創作真開心！

1A葉卓1A葉卓𧗾𧗾透過Padlet教你做黏土青蛙王子透過Padlet教你做黏土青蛙王子

黏土製作（青蛙）黏土製作（青蛙）

黏土製作（老虎）黏土製作（老虎）

恭喜！恭喜！小學圓之黏土創作得獎者恭喜！恭喜！小學圓之黏土創作得獎者

嘩！高級組最佳造型獎得嘩！高級組最佳造型獎得
獎者的作品真美啊！獎者的作品真美啊！

厲害！厲害！短短15分鐘厲害！厲害！短短15分鐘
便能完成精美作品便能完成精美作品

4C馮煦洋透過Padlet教你做賀年小老虎4C馮煦洋透過Padlet教你做賀年小老虎

謝謝各位小學圓導師的用心教導謝謝各位小學圓導師的用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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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舞台星光舞台
「星光舞台」是一個讓學生展示才藝、發放正能量、學懂欣賞別人的

平台，設有實體表演及網上表演兩種模式。表演於星期五
的小息進行，節目內容多元化—獨唱、粵曲、鋼琴獨奏、
魔術、雜耍、木片琴獨奏、單輪單車表演等等。每次表演
皆由小司儀以生動有趣的對白介紹表演者出場，讓觀眾都
非常投入，盡興而歸。而網上星光舞台的表演也相當精彩，
同學在熟悉的地方表演，表現也更出色呢！

最佳演繹獎：2B葉達聰 最佳表達獎：4B林晉謙
最佳台風獎：2C劉穎芝 最佳造型獎：3C楊蕙鎂
最佳創意獎：6B馮煦朗 最佳責任心獎：5B陳潁希
最佳學習獎：1B韋雅各 6B葉澧濬
最佳合作獎：2C林晉匡 4B林晉謙

小小司儀不易做， 小小司儀不易做， 
無畏無懼展才能！無畏無懼展才能！

小小年紀唱粵曲，小小年紀唱粵曲，
唱腔造手有板有眼唱腔造手有板有眼

2C劉穎芝表演動感十足的K-pop2C劉穎芝表演動感十足的K-pop

星光舞台網上版不受環境丶時間丶名額限制，星光舞台網上版不受環境丶時間丶名額限制，
讓同學放膽演出，發揮一己所長讓同學放膽演出，發揮一己所長

星光舞台能增進親子關係星光舞台能增進親子關係

簡單而隆重的啟動禮，吸引了不少同學簡單而隆重的啟動禮，吸引了不少同學
到場參加活動呢！到場參加活動呢！

兄妹上陣，表演單輪單車，默契十足！兄妹上陣，表演單輪單車，默契十足！

師生一同表演魔術，師生一同表演魔術，
難怪觀眾拍案叫絕！難怪觀眾拍案叫絕！

Do Re Me Fa SoDo Re Me Fa So
一齊來表演鋼琴獨奏吧一齊來表演鋼琴獨奏吧

每位觀眾都目不轉睛地觀賞雜耍表演！每位觀眾都目不轉睛地觀賞雜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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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同學對中文硬筆書法的興趣，本年度中文科舉行了全校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各級同學積極參
與，非華語同學也不例外，表現十分理想，各位同學的表現實在值得表揚。得獎名單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C 王子騰 2C 劉穎芝 3B 王予涵 4A 陳佳慧 5C 陳家蔚 6C 蔡雨墨
亞軍 1A 曾佳琦 2A 葉曉蔚 3A 卷口希加利 4B 陳予航 5B 黃梓皓 6A 吳柏璘
季軍 1A 陳家仁 2A 陳宇皓 3B 黃詩禮 4A 袁瓏珍 5B 周若熙 6A 蕭美優

中中文文科科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二年級 冠軍 2C 劉穎芝 三年級 冠軍 3B 王予涵一年級 冠軍 1C 王子騰

六年級

冠軍

6C 蔡雨墨

優異獎

智班

特別獎

1C 白小熊

四年級

冠軍

4A 陳佳慧

五年級

冠軍

5C 陳家蔚

優異獎（智班特別獎）:

1B 韋雅各 艾蘭婭
1C  白小熊 戴楚暉 范宇翔 
范宇羚 文艾倫

2C 文凱瑤 程保莉

3C 古希晴 謝博文
4B 蕙 德
4C 何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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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Learning through through playplay
With guidance from the EDB’s NET Section, P1 teachers 

implemented a new “learning through play” unit in term 1. The topic “The 
First 100 Days of School” was introduced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ns, 
such as story time, arts and crafts, free reading, writing, and independent 
play.

This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allows students to engage in 
a topic in numerous multi-modal ways. It appeals to the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that make up a classroom and helps students experience learning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Ultimately, it attempts to create a fun, and 
play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motivates students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Teachers helped students write in their books about 
Teachers helped students write in their books about 

the things they love most about coming to school.
the things they love most about coming to school.

Theme-based small world play Theme-based small world play 
encouraged students to be creative.encouraged students to be creative.

Students and teachers celebrated the 100 days of school in the English room.Students and teachers celebrated the 100 days of school in the English room.

Students worked on drawing and painting decorations for 
Students worked on drawing and painting decorations for 

the 100the 100thth day of school celebration. day of school celebration.

In the free reading corner, 
In the free reading corner, students could read a variety of 

students could read a variety of theme-based books.
theme-based books.

Students prepared for the 100 Students prepared for the 100 
days of school celebration by days of school celebration by 

painting their own crowns.painting their own crowns.

Ms Lo discussed one of the theme-Ms Lo discussed one of the theme-based books with students in the based books with students in the reading corner.reading corner.

For the 100 days of school For the 100 days of school celebration, each student brought in celebration, each student brought in 100 different items for show and tell.100 different items for show and tell.

Students shared different reasons Students shared different reasons 
why they love to come to school by why they love to come to school by 

writing small books.writing small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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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數學科舉辦了數學週活動，主題為「平
面圖形及立體圖形」。老師按學生的級別設計了
各種活動，例如攤位遊戲、估算遊戲、「考考數
學老師」活動等，分別於小息時間、課堂中及課
堂後時間進行。活動配合主題內容，同學們積極
投入活動，寓學習於娛樂，令校內的數學氣氛提
升不少，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數數學學週週

老師細心講解估算活動老師細心講解估算活動 學生投入參與攤位活動
學生投入參與攤位活動

學生透過不同的攤位活動進行體驗及學習

學生透過不同的攤位活動進行體驗及學習

學生自擬題目並於數學堂考考數學老師學生自擬題目並於數學堂考考數學老師

林校長與學生一同討論及估算林校長與學生一同討論及估算

數學週活動順利舉行，吸引不少同學參與數學週活動順利舉行，吸引不少同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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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校園閱讀氛圍，本年度圖書館
添置了自助圖書櫃，現安放在舊有蓋操場。
它的操作方式猶如一部自助售賣機，讓同學
在小息、課前、課後借還圖書。設置自助圖
書櫃，讓同學不受時間、地域限制，以自助
形式借還圖書，比親自到圖書館更方便。

此外，校長定時在圖書館內跟不同年級
的同學分享圖書，學生們踴躍參與。你看！
同學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呢！

閱閱讀讀推推廣廣活活動動

常識科常識科活動活動

為了配合電子學習和自主學習的發展，常識科安
排了高小同學參與由中國文化研究院舉辦的「篇篇流
螢網上廣泛閱讀計劃」和香港教育城舉辦的「十分科
學學生獎勵計劃」。計劃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主動學
習有關常識科的知識，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

六年級同學參加「認識森朋友」到校講座六年級同學參加「認識森朋友」到校講座

「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閱讀計劃」 「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閱讀計劃」 
全校得分最高的首三名同學全校得分最高的首三名同學

同學樂意到自助圖書櫃借同學樂意到自助圖書櫃借
閱心愛的圖書閱心愛的圖書

校長與同學分享故事校長與同學分享故事

同學踴躍回答校長的提問同學踴躍回答校長的提問

方便、輕鬆完成借書程序方便、輕鬆完成借書程序

四年級同學參加由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
四年級同學參加由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

天文館舉辦的「水知源」網上講座
天文館舉辦的「水知源」網上講座

二年級同學參加衞生行動日，二年級同學參加衞生行動日，
學習保持環境清潔的重要性學習保持環境清潔的重要性

六年級同學正在進行心外壓實習
六年級同學正在進行心外壓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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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校園環境清潔不單是校工們的工作，
更是校內每一位成員應盡的責任。我們期望透
過學校清潔活動，使學生明白清潔的學校環境
對同學尤其重要，幫助學生培養責任感，體會
互相合作的重要性。現在校園每個角落都乾淨
衞生，實在是大家共同合作的成果。

風風紀紀

清清潔潔大大使使

訓育組一直透過各種服務、活動及訓練，提升風紀的領
導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信心及責任感等領袖特質。我們
期望透過不同的培訓活動，配合學生的能力及特質，讓他們
接受挑戰和突破自我，令個人素質得以提升，長大後對社會
作出貢獻。

透過步操訓練，讓風紀學習紀律和培養團隊精神透過步操訓練，讓風紀學習紀律和培養團隊精神

辛苦校工叔叔姨姨！清潔大使在打掃的過程中，深深辛苦校工叔叔姨姨！清潔大使在打掃的過程中，深深
體會到校工們的辛勞，並明白到保持校園清潔是每一體會到校工們的辛勞，並明白到保持校園清潔是每一

位同學的責任位同學的責任校園每一個角落都有清潔大使的蹤影校園每一個角落都有清潔大使的蹤影 謝謝清潔大使謝謝清潔大使

團隊的協作和默契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團隊的協作和默契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

謝謝林校長為清潔大使打氣，我們會更努力服務大家！謝謝林校長為清潔大使打氣，我們會更努力服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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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園園新新設設施施
本年度，校園中增添不少新設

施。樓層電梯門及梯間貼上了色彩
繽紛的海報，內容環繞聖經故事和
金句，大家在乘搭升降機或經過樓
梯時，不妨留意一下當中有沒有你
熟悉的聖經故事吧！

此外，新有蓋操場改建成為多
用途活動室，安裝了冷氣，玻璃門
貼上了富宗教色彩的玻璃貼，大家
有沒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呢？

大家經過樓梯時，也可以重温聖經故事大家經過樓梯時，也可以重温聖經故事

電梯換新裝電梯換新裝

新有蓋操場安裝冷氣，加添富有宗教色彩的玻璃貼和掛畫新有蓋操場安裝冷氣，加添富有宗教色彩的玻璃貼和掛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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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 2021-2022年度 
大嶼山區校際田徑比賽大嶼山區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項目 獎項

男子甲組

100米 亞軍 6C鍾文浩
200米 亞軍 6C董翰林
400米 亞軍 6A歐陽昊冉
跳遠 殿軍 6A黃友柏

男子團體 殿軍
6A黃友柏 6A歐陽昊冉
6A陳頌顯 6B葉澧濬 6C鍾文浩
6C董翰林 6C梁逸淘

男子乙組

60米 亞軍 5C簡業珩
100米 冠軍 5B黃灝林
200米 亞軍 5C尹相智
跳高 冠軍 5A張博皓
跳遠 殿軍 5A莫子瀧
擲壘球 殿軍 5B蘇浩霆

男子團體 冠軍
5A張博皓 5A莫子瀧 5B蘇浩霆
5B黃灝林 5C尹相智 5C簡業珩

男子丙組

60米 亞軍 4A何奕霖
100米 亞軍 4B崔海翔
跳遠 冠軍 4C夏樂朗

男子團體 亞軍 4A何奕霖 4B崔海翔 4C夏樂朗

女子甲組

60米 冠軍 6B紀 彤
200米 季軍 6C李敏儀
400米 亞軍 6B木村惠美
跳遠 亞軍 6A黃愛捷
推鉛球 亞軍 6A陳紫澄

女子團體 亞軍
6A陳紫澄 6A鄧珺心 6B紀 彤
6C李敏儀 6A黃愛捷 6C黃若溪
6A羅曉嵐 6B木村惠美

女子乙組

100米 冠軍 5B方嘉敏
200米 殿軍 5C張芷澄
跳高 殿軍 5C陳曉瀅
跳遠 殿軍 5A張倢寧

女子團體 殿軍
5A張倢寧 5A鍾怡盈 5B方嘉敏
5B高雅晴 5C張芷澄 5C陳曉瀅

女子丙組
100米 冠軍 4C陳珈滺
女子團體 季軍 4C陳珈滺 4B陳泳詒 4C何敏儀

學學生生傑傑出出成成就就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黃愛捷

2021-2022年度 2021-2022年度 
大嶼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大嶼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男子團體冠軍
   4B陳予航 5B梁以立 5C王卓賢 

6A林加澍 6B葉澧濬

女子團體亞軍女子團體亞軍
   5A鍾曉頌 6A陳紫澄 6A黃愛捷 

6A羅曉嵐 4B林昆諾

男子傑出運動員男子傑出運動員
4B陳予航 6A林加澍

女子傑出運動員女子傑出運動員
6A陳紫澄 6A黃愛捷

林校長到場為學生打氣林校長到場為學生打氣

2021-2022年度大嶼山區小學2021-2022年度大嶼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冠軍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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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 2021-2022年度 
大嶼山區校際羽毛球比賽大嶼山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男子團體冠軍
   6A盧星佑  6A林加澍 5A楊至嬴 

5A山田頌揚 3B楊至軒

女子團體亞軍女子團體亞軍
   6A黃愛捷 6B木村惠美 5A張倢寧 

5B方嘉敏 5C張芷澄

男子傑出運動員男子傑出運動員
6A盧星佑 6A林加澍

女子傑出運動員女子傑出運動員
6A黃愛捷 6B木村惠美

聯校音樂大賽2021聯校音樂大賽2021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5A鍾怡盈 季軍：2C莫竣銘

普通話詩詞獨誦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5C陳思同 6C蔡雨墨　　　

英語獨誦英語獨誦
   冠軍：2C田學禮 6A盧星佑
   亞軍：3C鍾智彥
   季軍： 5A賴天諾 5A鍾怡盈 6A陳悅澄 

6B顧巧晴 6C沈 澄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決賽）（新界南區）（決賽）（新界南區）

小五組個人賽小五組個人賽
金獎：5C張樂天 銅獎：5A陳洛恩

小六組個人賽小六組個人賽
銀獎：6B陳恩諾 優異：6A梁迦謙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藝術大使藝術大使

5A鍾怡盈 6B紀 彤

2021-2022年度融和獎學金2021-2022年度融和獎學金
4A張柏晞 4A温文謙 6C李家玲 

6C鄧頌賢*（同時獲得2021-2022年度傑出融和獎）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21-22（離島區）2021-22（離島區）

全場季軍及數學急轉彎亞軍全場季軍及數學急轉彎亞軍
6A吳柏璘 6B陳恩諾 6C李敏儀

保良局主辦第十二屆 保良局主辦第十二屆 
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初賽）最佳辯論員（初賽）
6C蔡雨墨

最佳辯論員（複賽）最佳辯論員（複賽）
6B顧巧晴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 4B林晉謙金獎 4B林晉謙

小學敲擊（高音）獨奏小學敲擊（高音）獨奏
初級組金獎 2B葉達聰初級組金獎 2B葉達聰

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4A何晨睿銀獎 4A何晨睿

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2A何晨琿銀獎 2A何晨琿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

金獎 2C林晉匡金獎 2C林晉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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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主席的話 家長教師會主席何嘉盈女士

大家好，首先衷心感謝林校長、各位老
師、委員及家長的支持和信任，讓我本年度
能在家教會內擔任主席一職。在偉倫這個滿
有愛的大家庭裏，與孩子們一起透過不同活
動，在學校裏與老師、家長一起成長，共同
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本人藉此機會要感謝歷屆家教會主席和
委員，與學校攜手建立了運作成熟的家教會。
更重要的是家長義工們無私的付出，各家長
們的鼎力協助及支持，促使家教會能順利運

作，成為與學校接軌的一道橋樑。

疫情下，過去的學年充滿挑戰，正正因為上學的日子不多，所以每
一個畫面、片段和回憶都格外難忘和珍貴。展望未來，希望疫情很快消
失，生活重回正軌，學校得以舉辦各項不同主題的活動，令家長既能以
多角度認識子女在校內的生活，又能明白子女的需要，彼此建立共同話
題，達致互相了解。

在往後的日子，希望能繼續得到學校和家長們的支持和幫助，同時
亦希望各位家長積極參與其中，共同努力，與孩子一起成長。

最後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各委員，祝願各位身體健康！生活
愉快！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架構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架構

顧  問 林美寶校長

主  席 何嘉盈女士

副 主 席 辛麗麗女士、張惠心副校長

秘  書 陳慧心女士、周芷慧老師

司  庫 蔣富耀先生、陳振榮主任

幹  事
張月琴女士、劉 莉女士

鄺素茹主任、
鍾君玉姑娘（學生輔導主任）

增補委員 鄭聲寶先生

大家好，我是林昆儀（第十四屆畢業生），很榮幸成為第
四屆聖公會偉倫小學校友會主席。校友會成立於2016年，目
的是聯繫畢業的校友，團結及提昇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

我們透過各種校友活動，促進學校與校友間的互動及聯
繫，並建立學校、校友和學生間的關係。我們曾經舉行的校友

活動包括：球類運動日、愛回家盆菜宴、校友專題分享、網上星光舞台⋯⋯
都讓校友和老師們與眾同樂。更令人感動的是—除了有不同年份的校友
親力親為，成為校友會的委員，擔當不同的義務工作，還有校友回到母校
向學弟學妹分享讀書心得、工作經驗和信仰的生命見證。這一切都充分表
達了校友對母校的關愛，以行動來回饋母校！

現時疫情嚴峻，暫時只
能在網上與校友見面，期待
日後可以舉辦更多活動，再
與校友們共聚一堂。我們也
呼籲快將畢業的六年級同學
一起報名參加校友會，與學
校繼續保持聯繫，將來回饋
母校。

第四屆校友會執委會名單第四屆校友會執委會名單

職責 姓名 畢業年份

主席 林昆儀 2010（第十四屆）

副主席 何翊珩 2002（第六屆）

文書 向明菡 2014（第十八屆）

司庫 黎京玫 2002（第六屆）

幹事 林照東 2002（第六屆）

幹事 李曼琪 2003（第七屆）

家家校校合合作作

偉偉倫倫校校友友會會
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林津賢（2020年畢業）唱歌表演林津賢（2020年畢業）唱歌表演

家校齊心，共建健康校園，你我齊參與家校齊心，共建健康校園，你我齊參與

王燕婷（2000年畢業）古箏表演王燕婷（2000年畢業）古箏表演

梁以恆梁以恆
（2021年畢業）（2021年畢業）

小號表演小號表演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校友會主席校友會主席
林昆儀林昆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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