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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校訊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顧問：顧問：楊楚傑校長楊楚傑校長
成員：成員：梁梁頴頴慈主任、鄧秀芬老師、何麗珊老師慈主任、鄧秀芬老師、何麗珊老師

楊楚傑校長楊楚傑校長

校舍添新妝，佳境促增值校舍添新妝，佳境促增值
四月特別假期後，一踏進校門，就發現學校穿了新衣裳。紫色對比著黃色，耀

眼奪目，充滿活力，又不失高貴莊重。藍色配襯著白色，和諧舒暢，有如沐浴於書

海學習之中，又如飛翔於閱讀天地之間。回到課室，又發覺冷氣機和抽氣扇全新更

換了，透過空調及通風換氣設備控制課室內環境的溫度、濕度、潔淨和含氧量，進

一步維持健康舒適的室內環境，令學習更為有效。八月暑假期間，學校禮堂會更換

地板、雨操場重掃地台漆，以及課室陸續籌款安裝智能輕觸式電子白板，營造創科

學習新環境，增值各科的學業成就！

學校添新狀  夢芹增姿彩

校址：新界大埔廣福邨 電話：2658 9183 傳真：2650 6287 電郵：info@skhycmcps.edu.hk 網址：http://www.skhycmcps.edu.hk校址：新界大埔廣福邨 電話：2658 9183 傳真：2650 6287 電郵：info@skhycmcps.edu.hk 網址：http://www.skhycmcps.edu.hk

校舍 側面圖（禮堂天台角度）校舍 側面圖（禮堂天台角度）

校舍現白色十字架圖樣校舍現白色十字架圖樣

校舍 正面圖（天橋角度）校舍 正面圖（天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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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添新裝，課堂難題解課程添新裝，課堂難題解
2021年度開始，本校著重電子科技的應用，各科有系統地針對學生學習難點設計課

前預習內容和評估，令學生對課文內容產生疑問，激發好奇心和探究心。2022-23年度，
本校將學習重點延展至課堂上：「互動課堂，活躍思維難題解」。教師在收集預習評估

數據後，將「學習難點」設計成合適的電子教學內容，運用電子互動科技及電子學習工

具，讓學生掌握「列舉方法」、「實施步驟」及「檢討結果」的解難策略，訓練學生從

不同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從而增強學生的解難能力，豐富學習的成果，取得更

好的成績。隨後各學科設立獎勵計劃及比賽，表揚在學習過程中能主動尋求不同方法解

決問題的學生，對其付出之努力予以肯定，從而提升學生的成就感，促進學習的深度和

廣度！

生命添新壯，欣賞與肯定生命添新壯，欣賞與肯定
你還記得「蛋寶寶」和「雞媽媽」嗎？為了配合「生命教育」

重點的推行，我們為全校學生安排了「全校護蛋大行動」的體

驗活動，讓學生明白生命的奇妙及寶貴，需要好好珍惜。2022-
2023學年我們以「欣賞與肯定：欣賞肯定多樣美特質」作為活
動主題，同學們除了懂得欣賞和肯定「自我」，我擁有不同多

樣的美好特質，如勤力、正向、樂於助人⋯⋯同時，我們也須

懂得欣賞同學的優點和肯定同學的付出，彼此學習，彼此支持，

建立一個和諧且激勵的學習環境；再者，在家庭裏父母和子女

也能做到互相欣賞，以及肯定彼此的付出和努力，共建美滿且

溫暖的家園。

生命教育 教師工作坊生命教育 教師工作坊

生命教育 護蛋行動生命教育 護蛋行動

女子組運動員大合照女子組運動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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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添新莊，邁向新里程校長添新莊，邁向新里程
2009年9月，學校剛好轉為全日制學校，楊楚傑校長榮譽地擔任夢芹校長。在同學的努力、家長的支持、

老師的奉獻、社區的支援下，我們在校舍的改善、課程的改革、考試的革新、活動的增添、電子化的管理、

交流的擴展等等，建立一個愉快學習的校園，營造夢芹大家庭的氣氛。不經不覺楊校長在夢芹十三年了，到

八月學期末時，楊校長年過六十歲正式退休啦！接任校長是在聖公會基愛小學服事九年的陳嘉文校長，他擁

有教育碩士、工程學士和小學教育學位文憑（主修：數學及體育）等，學識豐厚，文武兼善！陳校長熱心服

務，先後擔任聖公會小學校長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等委員。你可能在電視機上見過

陳校長的！因為陳校長曾任香港電台《上網問功課》節目導師，也為教育局拍攝教育電視啊！

憑著陳嘉文校長豐富管理經驗，繼續帶領夢芹優質教育的實踐、資優教育的拔擢、電子學習的躍進、

STEM的推進、生命教育的踐修、學校管理的優化等，必定促進夢芹學習更佳效能，燃亮夢芹生活更加精彩，
邁向夢芹教育新里程啊！

陳嘉文校長陳嘉文校長

陳嘉文校長 與楊楚傑校長在夢芹校門前合照陳嘉文校長 與楊楚傑校長在夢芹校門前合照

陳嘉文校長 與楊楚傑校長慶祝六十歲生日陳嘉文校長 與楊楚傑校長慶祝六十歲生日

陳嘉文校長 課室圖書活動陳嘉文校長 課室圖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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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護蛋行動全校護蛋行動
朝着今年關注事項：認識與接納，今年度本校舉行大型生命教育活動「護蛋行

動」，我們希望透過保護雞蛋活動，讓同學體驗生命的可貴。我們期望同學們擁有

認識自我的能力，成為生命的好管家，為自己的成長負上責任。此外，我們也希望

同學彼此提醒及關顧，建立良好朋輩關係及體會父母照顧自己的辛勞，並要對父母

存感恩孝敬的心。

短短幾天的活動，楊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及家長也積極參與其中。夢芹上下

一同為蛋寶寶扮靚靚、製作精美又實用的護蛋包包、與蛋寶寶共渡校園及家庭生活，

最後與蛋寶寶講再見。大家都踴躍參與，學習氣氛濃厚！各位同學也學到了珍惜生

命及感恩父母的重要呢！

這是由其中一位同學的爸爸媽媽寫的這是由其中一位同學的爸爸媽媽寫的
回應，他們都欣賞同學參與護蛋行動回應，他們都欣賞同學參與護蛋行動

後，學會勇於承擔責任。後，學會勇於承擔責任。

各班同學的作品都非常出色，一起競逐「最佳護蛋包包設計大獎」、各班同學的作品都非常出色，一起競逐「最佳護蛋包包設計大獎」、
「最上鏡蛋寶寶獎」及「最深情護蛋日誌」。「最上鏡蛋寶寶獎」及「最深情護蛋日誌」。

蛋寶寶安全地被放置在護蛋包包內，同學蛋寶寶安全地被放置在護蛋包包內，同學
接過蛋寶寶一刻都感到新奇呢！接過蛋寶寶一刻都感到新奇呢！

林副校長扮演的護蛋超人也時常在小息期間出沒，看看林副校長扮演的護蛋超人也時常在小息期間出沒，看看
蛋寶寶是否仍然安然無恙。蛋寶寶是否仍然安然無恙。

漂亮的蛋寶寶（優秀作品）漂亮的蛋寶寶（優秀作品）

護蛋行動完結後，夢芹展示區展示了大家的蛋寶寶、護蛋包包、護蛋行動完結後，夢芹展示區展示了大家的蛋寶寶、護蛋包包、
相片等，讓大家回味這個大型活動的精彩時刻呢！相片等，讓大家回味這個大型活動的精彩時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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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校長扮演的雞爸爸到處探視蛋寶寶，同學都興奮地帶着蛋寶楊校長扮演的雞爸爸到處探視蛋寶寶，同學都興奮地帶着蛋寶
寶出來打招呼！寶出來打招呼！

雞爸爸走過的地方都大受歡迎！雞爸爸走過的地方都大受歡迎！

同學小心翼翼把蛋寶寶放於護蛋包包內，並掛在同學小心翼翼把蛋寶寶放於護蛋包包內，並掛在
身上回校上學。這天，雞媽媽還親自在校門迎接身上回校上學。這天，雞媽媽還親自在校門迎接

所有蛋寶寶回校呢！所有蛋寶寶回校呢！

機械雞媽媽經常提示大家機械雞媽媽經常提示大家
小心照顧蛋寶寶。小心照顧蛋寶寶。

當同學不小心弄破了雞蛋，同學當同學不小心弄破了雞蛋，同學
需要寫一封信給雞媽媽，說出感需要寫一封信給雞媽媽，說出感
受及道歉，以便盡快補領另一隻受及道歉，以便盡快補領另一隻

雞蛋，繼續活動。雞蛋，繼續活動。

難不倒夢芹的同學！蛋寶寶也一同享受一起上課、一起跑跑跳跳的興奮心情呢！難不倒夢芹的同學！蛋寶寶也一同享受一起上課、一起跑跑跳跳的興奮心情呢！

看！家長們也一起拍照留念呢！看！家長們也一起拍照留念呢！

蛋寶寶與同學一起上課，你看一年級同學多小心，上課時還不忘保護蛋寶寶！蛋寶寶與同學一起上課，你看一年級同學多小心，上課時還不忘保護蛋寶寶！

離別總是傷感的，陪伴我們多天的蛋寶寶要向大家說離別總是傷感的，陪伴我們多天的蛋寶寶要向大家說
再見了，回到雞媽媽身邊。同學都感到依依不捨。再見了，回到雞媽媽身邊。同學都感到依依不捨。 55



小一百日宴小一百日宴
2021年12月9日是一年級同學的大日子，這天學校為他們舉行「小一百日宴」，同

學們入讀小學一百天了！那天，大家來到禮堂，戴上生日帽一起慶祝，同學們除了回顧

過去一百天的學習生活，還一起遊戲，共同歡度快樂的時光！

家長義工派紅雞蛋給小一同學家長義工派紅雞蛋給小一同學

老師派發飲品給同學，大家十分快樂老師派發飲品給同學，大家十分快樂

校長、家長義工和得獎同學合照校長、家長義工和得獎同學合照

感謝家長義工幫忙感謝家長義工幫忙

同學們積極玩遊戲同學們積極玩遊戲

小朋友在問答遊戲中表現甚佳小朋友在問答遊戲中表現甚佳

楊校長讚賞小一同學進步了不少楊校長讚賞小一同學進步了不少

同學們一起慶祝百日宴歡欣快樂同學們一起慶祝百日宴歡欣快樂

校長、家長義工和得獎同學合照校長、家長義工和得獎同學合照

齊來大合照，留下美好的一刻齊來大合照，留下美好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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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大自然親親大自然
老師帶領學生，透過親親大自然體驗活動，與動物近距離接觸，甚

至部分同學在專業人員的帶領下，騎著馬匹在沙池漫步，實屬難能可貴

的體驗。活動不但加深同學對各種動物和植物的認識，也豐富其人生經

歷，亦學會感謝上帝對各種動植物美妙的創造。

準備好了就可以「馬上」出發！準備好了就可以「馬上」出發！

同學們拋下魚糧便會激起浪花遍遍。同學們拋下魚糧便會激起浪花遍遍。

餵飼比自己體型大數倍的馬匹，心情真是又緊張又興奮！餵飼比自己體型大數倍的馬匹，心情真是又緊張又興奮！

同學們用愛心餵飼小山羊！同學們用愛心餵飼小山羊！
同學們都爭相為開了屏的孔雀拍照呢！同學們都爭相為開了屏的孔雀拍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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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典禮六年級畢業典禮
本年度畢業典禮假座沙田大會堂舉行，我校有幸邀請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陳謳明

大主教為主禮嘉賓，為畢業生致訓及授憑。陳大主教勸勉畢業生學習感恩，對上帝的施

予存感謝之心，滿懷喜樂。他同時鼓勵學生積極面對未來，邁向正向人生。畢業生獲益

良多，必定銘記於心。畢業生同唱畢業歌，感謝老師和父母的培育，亦對母校和同學道

出不捨之情，令人感動。最後我們祝福畢業生前程錦繡，主恩常在!

台下處處都是歡樂的笑臉台下處處都是歡樂的笑臉

6A6A

6B6B 6C6C

楊校長分享榮休感受楊校長分享榮休感受

感謝主禮嘉賓蒞臨感謝主禮嘉賓蒞臨

陳謳明大主教主禮陳謳明大主教主禮
校監歐陽牧師為我們致歡迎辭校監歐陽牧師為我們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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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畢業生的成長片段播放畢業生的成長片段
陳大主教頒發榮休紀念品予楊楚傑校長陳大主教頒發榮休紀念品予楊楚傑校長

畢業生頌唱畢業歌畢業生頌唱畢業歌

6D6D 6E6E

畢業生代表領唱畢業歌畢業生代表領唱畢業歌

陳謳明大主教授憑予畢業同學陳謳明大主教授憑予畢業同學

小提琴伴著畢業生的歌聲小提琴伴著畢業生的歌聲

陳大主教頒發榮休紀念品陳大主教頒發榮休紀念品
予嚴少貞女士予嚴少貞女士

譚翹津同學致謝辭譚翹津同學致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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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中文科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B楊希怡 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4A鄺曉欣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4B陳紫筠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5A張巧妮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6A鄺臻宜 六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第十七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6A葉知言 6A劉逸希
6A李霈祈 6A李東琳
6A麥姁妤 6B鄭燊悅
6B林昊政 6B劉彥孜
6B潘梓傑 6C楊穎彤

6D凌巧澄

小六中文組（優異獎）

6A陳樂姸 6A鄭天諾
6A張紫晴 6A鄺臻宜
6A彭竣言 6B劉玥希
6B譚芍瑤 6E黃悅琳

小六中文組（良好獎）

英文科英文科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D馮童語 一、二年級女子英詩獨誦比賽（季軍）

2E黃廷佑 一、二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亞軍）

3A程皓 三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季軍）

3B鄭雋熹 三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亞軍）

5B譚德閱 五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季軍）

5B鄧樂呈 五年級女子英詩獨誦比賽（季軍）

第十七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6A陳樂姸 6A鄺臻宜
6A劉逸希 6A鄧淇蔚
6A謝穎霖 6B陳啟新
6B林昊政 6B梁曉桐
6B劉彥孜 6B譚芍瑤

6E賴澄朗

小六英文組（優異獎）

6A鄭天諾 6A江希兒
6A謝樂姸 6B劉玥希 小六英文組（良好獎）

數學科數學科

香港小學數學比賽(2021-2022)

6A何啟牽 6A莫汶譽
6B梁曉桐 數學急轉彎（季軍）

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A鄺曉欣 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
獨誦比賽（季軍）

音樂科音樂科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C劉雅雯 5B曾梓朗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6B陳啟新 三級鋼琴獨奏（亞軍）

6A李霈祈 高音直笛獨奏
小學13歲以下（季軍）

聯校音樂大賽2021

4A梁聿朗 小學鋼琴獨奏 中級組 銀獎

視藝科視藝科

第七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2D何祉樂 鑽石章及傑出作品獎

4A何紫韻 鑽石章

大埔各界慶祝國慶72周年填色比賽

2A梁穎琳 2C藍樂庭 優異

5B李樂晴 亞軍

推廣組推廣組

第十三屆「春雨故事由我創」比賽

4A王瀞賢 中級組優異獎

夢芹精英榜夢芹精英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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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體育科

2021-2022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D鄒尚昀 男子乙組擲壘球（冠軍）

6B余可澄 女子甲組200米（冠軍）

6C陳嘉豪 男子甲組跳高（冠軍）

6C蘇梓綸 男子甲組推鉛球（冠軍）

6D林樂怡 女子甲組擲壘球（亞軍）

4C潘梓樂 男子丙組60米（殿軍）

5A林愍芪 女子乙組跳高（殿軍）

5A謝迦晞 男子乙組200米（殿軍）

6D蘇楹 女子甲組跳遠（殿軍）

4A王瀞賢 女子丙組60米（第五名）

5B黃梓蕎 女子乙組200米（第五名）

6A譚翹津 女子甲組400米（第五名）

6B廖珮瑜 女子甲組60米（第五名）

6D鍾耀鋒 男子甲組擲壘球（第五名）

4E佘天愉 女子丙組100米（第六名）

4E劉洛殷 女子丙組跳遠（第七名）

5E吳浚謙 男子乙組跳高（第七名）

6E巫耀軒 女子甲組400米（第七名）

5A何靜婷 女子乙組擲壘球（第八名）

5B沈諾勤 男子乙組100米（第八名）

6C莫珈芙 女子甲組推鉛球（第八名）

4A王瀞賢 4E劉洛殷
4E佘天愉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5A謝迦晞 5B沈諾勤
5D陳一言 5D鄒尚昀
5E方靖  5E吳浚謙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5D錢祉蒑 6A譚翹津
6B廖珮瑜 6B余可澄
6C莫珈芙 6D林樂怡
6D蘇楹 6D蘇凱晴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6A何啟牽 6B陳啟新
6B潘梓傑 6B曾鎧楠
6C陳嘉豪 6C蘇梓綸
6D鍾耀鋒 6E巫耀軒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訓育組訓育組

有品上網—叻仔叻女填色比賽

2B危曉童 3D陳韻　
3E譚喬初 5A張昕善
5B楊汶恩 5C蘇泳澄

6A譚翹津

優異獎

大埔警區防騙風箏設計比賽

5B李樂晴 高小組（季軍）

STEMSTEM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聖誕節DIY鐘
比賽

5B曾梓朗 最佳匯報金獎

5B李樂晴 最佳匯報銀獎

5A李樂希 5E江進樂 最佳匯報銅獎

6B李柏濤 最佳匯報優異獎

5C吳洛皚 6E吳海迪 最具創意銀獎

5B王稟熹 最具創意銅獎

5A鄧悅呈 5D潘琛沂
6A謝穎霖 最具創意優異獎

少年警訊少年警訊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2A梁穎琳 5A鄭思哲
2E張普晴 3C溫家莉 個人賽（優異獎）

4A藍偉庭 4C鄭鎧殷
2C藍樂庭 小組賽（優異獎）

體育科體育科

大埔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3E羅心意 4B陳紫筠
4C鄭鎧殷 6A麥姁妤 女子團體殿軍

6A譚翹津 女子團體殿軍
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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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禮升旗禮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提升師生的國民身份認同，由2022年1月1日開始，本校每週舉行「升

旗禮」，並安排高、低年級各一班到校園旗桿處現場參與升旗禮，其他班別則在課室收看直播。升

旗禮期間所有師生都肅立、面向國旗及奏唱國歌。此外，本校亦在元旦日（1月1日）、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紀念日（7月1日）及國慶日（10月1日）安排特別升旗禮，於公眾假期當日邀請教師代
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出席。

升旗學生代表升旗學生代表

國旗揚揚升起國旗揚揚升起

每週升旗禮每週升旗禮

元旦日升旗禮元旦日升旗禮

宣佈升旗禮開始宣佈升旗禮開始

課室觀看升旗禮直播課室觀看升旗禮直播

同學肅立參與升旗禮同學肅立參與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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