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禧恩家書（十一月） 

親愛的同學及家長夥伴: 

金風送爽，颯颯的涼風為大地帶來纍纍的果實！秋天，是收成的

季節！在禧恩這個家，秋天亦是收成的季節！因為第一段考是在十一

月舉行，考試雖然對同學造成一定的壓力，但亦反映同學的水平，老

師們付出的心血是否得到正面的回報。 

試卷派發了，你子女的成績如何呢？你滿意嗎？正所謂「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我相信如果大家有付出過努力，便會獲得相對的成

果。如果不滿意今次的成績，下次再努力一些，成績必定可以「更上

一層樓」。 

大家經過一輪努力，亦需要有輕鬆的時候。疫情爆發以來，為保

障同學的健康，戶外活動是減少了。全校性的戶外學習已停辦兩年，

對學生身心發展，始終感到欠缺了些，為了讓同學有較豐盛的校園生

活，在學習及娛樂兩方面取得平衡。今年學校決定舉辦全校性戶外學

習，讓同學學習與人相處及溝通的技巧。雖然只進行半天，甚至不能

吃東西，但見到師生們在活動時展開的笑臉，不期然覺得決定是正確

的，大家都非常珍惜這次活動的時光，大家都擁有美好的回憶。 

學校定會繼續努力，舉辦適合同學的活動，讓同學生身心的發展

更健康！校園生活更豐盛！ 

    祝 

主恩常偕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校長 

陶劍幗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學校活動及獎項詳見附頁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學校活動 

日期 事項 內容 

4-9  校本輔導活動: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感恩點唱站」 

 

同學透過向身邊人表達謝意，增加幸福

感，學生及教師填寫「感恩心聲紙」，點

選感恩歌曲，表達他們對別人的謝意。提

升校園喜樂和諧氣氛，提供機會讓師生互

表感謝和關愛之情。 

5 家教會舉辦――家長茶座 為推動家庭和學校的合作，及加強各家長

之聯繫和溝通，本會將舉辦家長茶座，讓

各家長相聚分享，彼此扶持激勵。 

16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優質家長工作坊一 

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為家長舉辦工作

坊，提升家長協助子女面對成長過程中的

抗逆力。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迎新啟動禮 
舉行活動開展儀式，簡介活動理念及目

的，並與學生共同訂立守則。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老師為小六學生進行升中模擬面試，每位

學生都會嘗試中、英文的個人及小組面試

訓練，讓學生有機會體驗升中面試的情

況，提升學生能掌握面試的技巧。 

17-23 公益少年團舉辦的「你想」環保

籌款活動 

鼓勵學生捐出剩餘或用舊但完好乾淨的物

品，校方收集後，以攤位形式出售，學生

可自由選購心儀的環保物品，期望將物資

有效地做到循環再用，惜物減廢。並將所

籌得款項全數捐給「香港公益金」。 

17/11-8/12 「STEM 教育對學生學習動機及

成果的影響」 

常識科參與由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張謙

教授領導的研究計劃 —「STEM 教育對學

生學習動機及成果的影響」採用探究式學

習作為學與教的取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

學法，並引導學生對把科學與科技的經驗

聯繫到日常生活，並解決問題。 

19 戶外學習旅行 

上水展能運動村 

將課室的學習環境延伸至課室外，透過戶

外學習，學生能擴闊視野，學習及探索新

知識，學習與老師及同學相處，提升學生

與人相處的技巧。 

家教會舉辦――家長講座 

「九型人格初探」 

不同性格的人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管理和

溝通，讓家長們認識九型人格理論，期望

家長可以了解自我，同時也了解孩子，能

夠採用更為靈活而有效的方式去激發孩子

的性格強項。 

20 「動感社區計劃」--親子劍擊班

 

本校聯同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及沙田民政

事務署合辦親子劍擊班，透過專業教練教

授基本劍擊技巧，讓孩子專注其身體動

作，提升孩子的專注力。並鼓勵父母與孩

子一同運動，幫助建立關愛家庭，促進融

洽關係。 

 

22 日開始 校本輔導活動: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笑出好心情」 

笑是疾病和負面情緒的「天然解藥」，鼓

勵同學養成笑的習慣。在校園不同的角落

增設鏡子，鼓勵孩子回到學校，向著鏡子



拿起小道具看著自己的臉笑一笑，把笑建

立成習慣。 

22-26 普通話科播放正向短片 

――心靈環保影片 

於小息時段，播放有正向信息的影片，培

養學生有積極樂觀的正向態度，並增加學

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 

23 小四至小六 
香港科學館「彼思動畫的科學秘

密」展覽(由波士頓科學博物館

與彼思動畫製作室合辦) 

讓學生從嶄新的角度認識電影如何巧妙地

融合科學、技術、工程、美術和數學

（STEAM）概念，創造出銀幕上生動角色

和逼真場面。展覽展出 50 多組有趣和吸

引的互動展品、實物模型及錄像節目。 

25 家長校董選舉揭票及監票 

 

家教會選出代表進入校董會，作為學校及

家長之間的橋樑 

27 小五公益少年團 

香港開心 D主辦 

――「社區遊樂團」 

為五年級公益少年團團員安排參觀九龍城

區，了解舊區的式微行業及如何保留傳統

文化，從而鼓勵學生親自發掘自己的傳統

文化及故事，培養堅持、堅毅的精神幫助

有需要的人。 

29 小六「中學校長升中講座」 為了讓小六學生升中作好準備，於升中面

試時有更理想的表現，特邀請保良局胡忠

中學陳廣堯校長為學生舉辦「升中講

座」，講解如何選校及面試技巧等事項。

是次講座除了為學生準備外，亦歡迎家長

參加。 

第七屆校友會幹事會揭票及監票 校友會代表進行揭票及監票，選出第七屆

校友會幹事名單。 

30 「及早識別心理健康問題」家長

講座 

子女在成長的路上會面對不同的心理健康

問題，家長在促進子女的心理健康及協助

他們面對壓力或情緒問題時，擔當十分重

要的角色。校方特意邀請聖雅各福群會

「家校齊家教計劃」註冊社工舉辦講座，

讓家長認識何謂心理健康及提供處理兒童

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方法。 

Monthly English Day 為同學每月準備一個節目豐富的英語日，

讓小朋友透過各類有趣的活動學習和使用

英文，令他們學習英語的道路上事半功

倍。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學校頒發獎項 

校外比賽 榮獲獎項 

Hong Kong Children Speech Competition 4A 朱皓澄 3rd Place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 2021  6A 梁芷悠 小學組冠軍 

2021 年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 常識科 6A 司徒睿莎  6B 周子淇 

2021 年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 數學科 6B 高想 李健龍 謝峻熙 

Hong Kong Stage of Performing Arts 

The Hong Kong Dance Open Jazz (Troupe)

5B 魏嘉泳 Gold Award 

現代每日一篇 班際積極參與獎 

1A 初級組季軍 1B 初級組亞軍 

2A 初級組冠軍  

3D 中級組季軍 3C 中級組亞軍 

4A 中級組冠軍 

5D 高級組季軍 5A 高級組亞軍 

6B 高級組冠軍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2021 薩克管-小學初級組 銀獎 

3C 陳港澤  

5A 陳良澤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劉俊君 男甲 跳高  第 4 名 

4A 岑穎鑫 男乙 100 米 第 4 名 

6E 郭梓山 女甲 跳遠  第 7 名 

沙田區小學生語文「偵英」同樂日 - 語文

天才獎 

亞軍 

6A 戴梓峰  6A 黃振林 

6A 廖峻澤  6A 劉俊君 

季軍 

6B 李健龍  6B 王憫諾 

6B 黃恩琪  6B 莊拱騰 

教城閱讀約章 積極學校獎 

 

  



校內比賽 榮獲獎項 

小班之星 最高分組別 

1A 葡萄組 1B 香橙組 1C 香蕉組 1D 李子組 

2A 三文治組 2B 冬甩組 2C 紫菜組 2D 雪糕組 

中文科校內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1D 殷承熹 2D 楊貝恩 3D 范恩希 

4C 畢煒略 5D 沈蔚霖 6B 曾柏予 

亞軍 

1D 徐凡斯 2C 杜子軒 3C 董善兒 

4C 楊皓然 5D 陳梓浩 6A 劉俊君 

季軍 

1B 吳頌熙 2C 麥寶宜 3B 劉梓燁 

4A 徐婉晴 5E 高雋悦 6B 周子淇 

優異 

1A 楊可楓 1B 馮凱琳 1D 楊卓曦 

2A 吳曦妍 2D 周子澄 

3A 關善搖 3A 李尚昕 3B 邱梓晴 

4A 盧宇深 4B 劉樺暉 4C 謝嘉宜 

5A 何詠嫻 5B 潘仟偉 5B 林詠詩 

6B 李健龍 6C 羅思怡 6D 曾海樂 

In-School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Champion 

1C 巫洋洋 2D 楊貝恩 3C 董善兒 

4A 岑穎鑫 5B 胡悅儀 6B 周子淇 

First runner-up 

1D 殷承熹 2B 馬瀅希 3B 劉梓燁 

4A 馬瀅恩 5A 陳卓盈 6B 李健龍 

Second runner-up 

1A 楊可楓 2A 陳禧晴 3A 關善搖 

4A 高  意 5E 高雋悦 6A 徐曦琳 

Merit 

1B 馮凱琳 2C 杜子軒 3D 陳廸思 

4A 馮沛瑜 5A 黃逸塬 6C 翁祺淇 

「聖靈果子樹」設計比賽 冠軍 

4A 盧宇深 5E 羅晴懿 6B 曾柏予 

亞軍 

4C 黃筠雅 5A 吳峻安 6A 司徒睿莎 

季軍 

4D 黃駿承 5B 劉樂妍 6D 何栩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