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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許
多恆常家教會活動也未
能舉行；幸而下學期疫
情較為緩和，家教會特
意舉辦「家長教師會親
子工作坊」，希望透過
不同的體驗活動加強親
子之間的溝通和了解，
並探討彼此對親子關係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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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收納知識講座
  在2021年6月30日家教會舉辦了家居收納講
座，家長和子女透過視像現場直播，在專業家居
收納師教導下認識整理、收納、執屋和斷捨離的
基本概念，導師更分享了一些家居收納和書桌收
納的秘訣。家長與子女一同學習、一同實踐，將
家居收拾得井井有條，煥然一新。

正向教養書籍推介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青少年篇  

簡‧尼爾森，琳‧洛特著   
陳玫妏譯 

大好書屋出版

啫喱花蛋糕工作坊

  啫喱花蛋糕工作坊在2021

年6月18日進行，家長和子女

在導師的教導下，為父親節精

心 設 計 啫 喱 花 蛋 糕 。 製 作 過

程中家長們有說有笑，認真學

習；家長與子女互愛互勉，十

分溫馨。在一個充滿暖意的晚

上，大家高高興興地帶著蛋糕

回家慶祝父親節。

健康營養講座
  家教會於2021年7月2日舉行了健康營養講
座，內容包括如何獲取足夠營養和健康瘦身等，雖
然受疫情影響只能以視像形式進行，但家長在過程
中仍相當投入和給予正面評價，例如對個別食物是
否可安心食用作出提問，並希望學校多舉辦類似講
座，以學習因應家人健康調配飲食。

活動 / 比賽名稱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及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合辦

第十一屆大學文學獎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0-21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0-21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香港賽區)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1」初賽

亞洲機械人聯盟、香港女童軍新界地方協會

「Tech Girls Project - 消毒機械人」設計比賽

得獎項目

少年作家獎

初中組二等獎

初中組三等獎

高中組二等獎

高中組三等獎

高中組優異獎

初中組二等獎

初中組三等獎

高中組二等獎

高中組三等獎

新界區初中組良好獎

最佳外型獎

得獎學生

2D 余曉芬

1 A 謝芷茵、2A 江宇緣 

2D 余曉芬、3A 馮雨希

5D 黃晓文、王佩君  

4D 張昱艷、黃治學、劉國棟、歐梓怡 

5D 李紫清、楊巧晴、甄彩儀 

4D 吳家謙、何志豪

2D 余曉芬

1 A 謝芷茵、2A 江宇緣、3A  馮雨希

5D 黃晓文、王佩君

4D 吳家謙、張志豪、張昱艷、

     黃治學、劉國棟、歐梓怡

5D 李紫清、楊巧晴、甄彩儀

2D  黃栩鋒 林秋麗

3D  陳巧瑜 林梓瑶

 

學生成就 2021年4月至7月校外活動得獎名單

  當天營養師分享了一些有關減肥的思維，大家
都意想不到。原來最有效減少體重的方法，並不是
過度節食，反而是有技巧地進食低熱量但足夠蛋白
質的食物，再配以運動增加適量肌肉，透過增加身
體代謝率以長遠增加能量消耗。又解釋不吃早餐未
必可減肥，因為太飢餓可引致午餐過量進食，少吃
一餐亦可致蛋白質攝取不足，造成肌肉流失，減慢
新陳代謝。參與者都獲益良多。

  今期我們介紹一本有關正向教養的書籍，幫助家
長引導孩子放眼未來、邁向獨立。「正向教養」是
基於父母子女之間相互尊重和合作，建基於內在的自
控，同時以「溫和且堅定」為基礎，教導生活能力。
本書探討了不少家長都想了解的教養問題，例如：如
何開啟與青少年子女的真誠對話？如何教導孩子生
活的技能？何時該對青少年放手？又該放手到什麼程
度？如何將錯誤轉變成美好的學習機會？如何在教養
青少年的同時保持理性？如何幫助青少年子女面對網
路世界？如何引導青少年追求使他們快樂的目標？

讓我們通過閱讀，和子女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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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Reading Journey

賽馬會「樂‧憶古蹟」音樂欣賞

中一級「做與別不同的自己」正向情緒
教育講座

中三級正向教育課程

中一級月事教育

中三級祝福禮

中六級祝福禮終章中六級打氣音樂會

中三級選科大作戰 中五級升學講座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2021中學生模
擬企業管理比賽」

英語欖球賽
升旗禮

西式餐桌禮儀工作坊

中二級義工製作紀念品

中三級信仰小組校園戰爭遊戲

中三、四級信仰小組城門水塘郊遊

四社學會問答比賽 保齡球組訓練 羽毛球訓練

樂器班

迪士尼英語學習之旅

擬定學校三年發展計畫

聲線運用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麗瑤牧區點滴 校長家書
  麗瑤堂是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的其中一堂所，座
落於這山崗上。教會辦學的目的是本著『基督精神，發
展全人教育；藉宣講福音，培育豐盛生命。』教育本身不
單只造就學生，並幫助他們發揮潛能，各展所長。其中一
重點是重視家庭教育，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帶到學生的家
庭中，希望父母及家人共同肩負培育子女健康及愉快地成
長，在愛中建立關係，體驗豐盛人生。

  「家長團契」成立已經有四年。

  「團契」並非活動，乃是藉此平台共同建立親摯與
基督及團契組員的關係。若以「團契」的英文字Fellow-
ship拆開來理解，團友就是搭上同一條船(ship) 的同路人
(fellow) ，所以「團契」實際是一種同舟共濟的關係，組
員以兄弟姊妹相稱。我們感恩教會、學校、家教會彼此的
配搭和支持，將願意建立這種關係的家長凝聚起來，以基
督信仰為核心，藉此平台認識信仰，分享生命見證，以及
在教養孩子方面彼此支持鼓勵和分享心得，讓家長們在團
契中產生不少的動力和生命的交流。

  葵循家長團契在每月的
第一週五晚上以實體形式聚
會，內容有動有靜，每次均
以主題形式進行，並分別邀
請不同的嘉賓分享信息，
當然少不了唱令人感動的詩
歌，還有祈禱，親子關係等
等的分享題材，有主的靈運行其中，每次聚會使各家長們
在心靈和知識上空空而來，飽足而歸，而且各有所得著，
領受不同的恩典。

  感恩團契聚會沒受疫情影響。家長們彼此之間對信仰
上的分享、展現出渴慕和熱情。在疫情期間以視像分組形
式繼續進行，及至近日隨著疫情的放緩，我們中學的家長
和子女們、老師、麗瑤堂的同工、姊妹們也組織去戶外遠
足，渡過一個愉快的上午。當天我們都有同感人能相聚並非
必然，大家都非常珍惜和享受當天久別的實體相聚活動。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
的人有福了！」(詩篇3:8) 上主的祝福會臨到我們中間，
賜福給我們。盼在新的學年，我們彼此都能夠相見相聚，
在信仰上有多些分享，在親子關係上有多點交流，彼此互
勉，一同建立美善幸福的家庭。我們期待家長們的出席，
若有未參與「家長團契」的家長，我們非常歡迎你們來到
我們中間，9月再見！祝福大家！

阮月霞宣教師

親愛的家長、同學：

  你們好！

  轉眼間已經到了

一個學年的終結，好

不容易到了此時，香

港疫情稍為回穩。回

想起來，全世界都經

歷了不一樣的工作及生活模式，在這新常態下，大家又

怎樣走出未來的人生路向呢？

  對於不少家長來說，疫情之下不但面對經濟壓力，

更為自己子女的學業擔心，身心疲乏。學生們在疫情

下，回校上課的日子也深受影響，在不可估計的情況

下，網上課堂成為同學們的學習模式。此時此刻，教職

員們不斷地做好最佳的支援及預備工作，務使我們的學

生在學習模式的轉變中，達致有效學習。

  教學當然是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核心工作，我校

同工建構同儕學習群體，老師們彼此交流電子教學經

驗，無論是網課或實體課，都致力促進同學學習。無可

否定，網課始終未及面授課堂有着各種即時、直接的互

動，但這正令我們更要與時並進，力求進步，施展各位

老師的渾身解數，令同學們學得更好。

  然而，關顧的工作也不容忽視。老師們持續了解家

長和同學的不同需要，盡力協助大家處理不同問題，這

正是葵循的關愛合作精神。

  最觸動我的，是目睹不少同學的成長—不但個子長

高了，而且對學習的興趣提升了。以往大家對學習較被

動；現在會有追求學問的動力，對自己有所要求。再

者，喜見同學表現積極，待人有禮，這正是教育工作者

期望見到的成長，使我深感安慰。感恩神的眷顧為我們

開路，同時衷心感謝教職員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在家

長們、教會及法團校董會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見證到生

命的成長。

  我深信葵循學生是受教的，神在同學身上有著不同

的恩賜，師長正是啟發同學，開啟各種潛能的鑰匙，令

大家繼續向前進發。教育是漫長的道路，沒有捷徑去

達致果效，我們必定要抱著正向的人生觀，勇敢積極面

對挑戰，用生命影響生命，令我們的下一代抱持樂觀態

度，不斷終身學習，建構更美好的人生。常言道：「有

志者，事竟成」，盼望各位作最好的準備，因為機會總

是給予作好準備的人。

  祝    

主恩常在！

                                 葵涌循道中學 

林美儀校長謹啟

2021年6月29日

      

認識新老師

  Hello everyone! I’m Miss Lee. 

Nice to meet you all! Actually, being 

a teacher has been my dream since I 

was young. I’m so grateful that I finally 

become one! To be honest, learning a 

language is not an easy task. Much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are 

required. I understand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rustrating and demanding 

sometimes, don’t give up! Every effort 

counts! Trust me, with your courage 

to take the challenge, the support 

from your peers and teach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r hard work, we 

will make improvements day by day! :) 

Believe in yourself.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you are. You are 

capable of doing better!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overcoming the obstacles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rowing with 

you all in the upcoming year. Here 

we go!

  大家好，感恩今年能成為葵
循的一份子。我是本年度任教通
識教育科的慕容德芬老師，同時
也是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的其中一
位老師，期望能與你們一同經歷
成長中精彩的時刻。

  疫情中我們面對著學習模式
及環境條件上的改變，內心難免
惴惴不安，但我相信教育除了知
識的傳授，更多的是面對困難時
態度上的培養，「其實地上本沒
有 路 ， 走 的 人 多 了 ， 也 便 成 了
路 。 」 只 要 方 向 正 確 ， 堅 持 的
走，總會有路。祝願各位同學能
活出充實又有意義的一年。

  Nice meeting you all! I am Mr. Choy. 
Joining KCMC as an English teacher this 
year is definitely an exciting kick-off of my 
teaching journe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has been my dream since childhood, not 
only because of my passion for English 
language, but also because of my aspiration 
to make changes in students’ lives.

  As a teacher, I never require my 
students to be the best, but I need them to 
be better. This comes from the Confucius’ 
saying inspiring me for years - “Learn to 
reflect; reflect to learn”. Basically, the 
quote encourages us all to keep moving 
forward. No one is born perfect and 
none of us should be guilty of i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learn. The essence of 
learning is for us to seek improvement, no 
matter how slight or insignificant it may 
seem. It takes grit in order to be great. 
Through the journey in KCMC, I hope we 
will do it together.

  However, I believe that above all about 
“being better”, we all need the energy 
to keep moving forward. For that, I have 
developed various hobbies to stay active. 
For example, to stay awake I have become 
a heavy coffee drinker. Additionally, this 
year I have exceeded my comfort zone and 
taken up Muay Thai as my routine exercise. 
I know it sounds too much of scare for 
some, but when you try it, you know how 
healthy and energetic it makes you. Come 
talk to m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offee 
and boxing!

Ms. Lee Ching Yan 

慕容德芬老師

Mr. Choy Yu Hang, Vincent 從心欣賞．積極表揚
本校著重培養學生正向思維與價值觀。每個學期，老
師會撰寫「嘉言美行」卡，對學生優秀行為的肯定。
另外，學校會舉辦「傑出學生選舉」，鼓勵學生作全
面發展。至於「優秀體藝服務表揚計劃」，則嘉許在
體育、藝術或服務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學校盼望
透過積極推動校內欣賞文化，啓發學生欣賞自己，發
揮所長，從而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5C 李文謙
 
我 欣 賞 你 在 學 習 數 學 上 表 現 積
極，不單課堂上表現認真，課後
亦經常就所學提出疑問，一點一
點 累 積 知 識 。 希 望 你 能 持 之 以
恆，將來定能更見進步！加油！

黃文軒老師

6B 劉幸晴 

我欣賞你找到自己的方向，並且
自 動 自 覺 探 索 前 路 ， 為 自 己 好
好預備。盼望你可克服當中的難
處，尤其是數學科，成功入讀心
儀科目。當然，感謝你為6B班的
付出，無論大事小事，你都願意
承擔，願你今年有一個精彩的中
六生涯。

黎樂芯老師

4B 呂曉彤
 
我欣賞你性格爽朗，敢於承擔責
任。你會認真看待自己的學習，明
白自己的不足之處。何老師好想你
知道學習一向不是容易的事情，偶
有挫折亦好正常，希望你堅持求進
步，充實一下內在美，成為一位充
滿正能量的年輕人。說話浮躁的如
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
良藥。

班主任何震雄

1A 覃   曦 

我 欣 賞 你 擁 有 一 顆 樂 於 助 人 的
心，你不但常常主動為老師們服
務，還主動幫助其他同學，見到
別人的需要就伸出援手，值得讚
賞。

陳悅泰老師2A 江宇緣 

我欣賞你勤奮好學和尊師重道的
表現，特別是你擔任英文科科長
一職的態度，你由網課開始時已
經盡心盡力地協助科務，亦用心
提醒同學做功課。希望你繼續用
心，處理這些職務，並從中有所
得着，例如培養謹慎的態度和領
導才能，最重要的是提升自己對
英語學習的信心。讓我們一起努
力！

蔡裕恆老師

4D 張昱艷
 
我欣賞你為人盡責，處事認真，有
條理，常主動協助老師處理班務，
是老師們的一個好幫手，謝謝你！
另外，你主動學習，虛心受教，確
是同學的好榜樣，希望你能繼續努
力，加油！

黃詠欣老師

2D 鍾褔發
 
我欣賞你擔任男班長稱職，協助
老師處理班務，幫忙打點班內大
小事。你敬師愛友，與班內同學
相處融洽，亦樂於在學習上協助
同儕，期盼你繼續保持下去，並
進一步改善考勤表現，成為班中
模範，加油！

李施恩老師

3B 林暐熙
 
我欣賞你對學習總是全力以赴，
功課上有不明白的地方，你都會
積極的查根究底。希望你能保持
著這份對學識的渴慕，深信總有
一天，當你回首看看自己所達成
的，一定令你覺得所付出的，值
得有餘。

施德興老師

3D 葉騏碩 

我欣賞你能嘗試接觸新的事物，
也能勇於關心別人。騏碩，你是
個細心且溫柔的人，你會很留意
他人的感受，且不會隨便傷害他
人。郭Sir盼望你於未來的日子，
能更多接納自己，亦能更多肯定
自己的價值！

郭兆邦先生

5D Guo Zehuang 

I admire you that you are a very 
industrious student.  You always 
show your eagerness to improve 
yourself. Your learning attitude is 
excellent. You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more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to widen your horizons.  
Keep it up!

Principal Lam Mei Yee

2020-21年度傑出學生選舉  

甄同學品學兼優，勤奮有禮，敬師愛
友。投入校內服務，同時積極參與數
碼短片創作、話劇、義工服務。兩度
獲得獎學金，並於本學年榮獲荃灣
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優異學生
獎」，上學期考獲全級第二名。

優秀體藝服務表揚計劃 

楊同學為本年度劇社主席，由中一起加入劇社，多年
來主動積極參與劇社活動，在每年的香港學校戲劇節
比賽中擔任重要角色。為人正面，負責任，勇於嘗
試，在各方面表現出卓越能力，亦主動協助學弟妹，
令他們能融入劇社。今年作為劇社主席，擔任是次演
出劇目主角，帶領劇社參與2021年香港學校戲劇節比
賽，獲得六個獎項，並成功獲得傑出演員獎。

5D 甄彩儀 5D 楊巧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