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愛生命 活出圓滿人生》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Wong  Yee  Jar  Jat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校 訊
2021年1月

地址：新界將軍澳學林里8號  電話：2706 1336  傳真：2706 9336  電郵：wyjjps@tungwah.org.hk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

　　一本世界頂級時尚雜誌的總編輯讓‧多米尼克鮑比於一九九五年突發腦中風而陷入深度昏迷，他

在二十天後甦醒過來，發現自己不能動，不能吃，不能說話，甚至不能呼吸，全身上下能動的就只剩

下他的左眼皮。雖然他當時已站在生死的分隔線上，但他從沒有怨恨上天，僅以他那唯一能動得了的

左眼看他所愛的世界、所愛的人，然後一個字母又一個字母地拼出一本名為《潛水鐘與蝴蝶》的小

說。鮑比在小說中以一隻被困在潛水鐘裏的蝴蝶比喻自己，身體雖然動彈不得，但心靈卻好像五彩斑

斕的蝴蝶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字裡行間滲透著樂觀與豁達，更道出了他對生命的熱愛。

　　看過這本小說後，我對「生命」有了更深層的體會。一個遭遇如此不幸的人都能夠活得這麼豁

達，幸運如我們不是應該比他更加懂得愛惜生命嗎? 只要擁有生命，我們可以被愛，可以愛人，也可

以學會欣賞生命的瞬息萬變和美好，並以感恩的心感謝因生命而得到的一切。熱愛生命的人，首先要

懂得付出自己，孩子年紀雖小，也可以先從小處做起，例如鼓勵他們幫助比自己更需要幫助的人，不

論付出多寡，他們都可以從中感受到生命的珍貴。我們期望孩子能夠：

擁有一顆柔軟的心，不做傷害生命的事

擁有積極的人生觀，終身學習，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

擁有一顆愛人的心，珍惜自己、尊重別人並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珍惜家人、重視友誼並熱愛學校

尊重大自然並養成惜福簡樸的生活態度

立志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追求生命的理想

且具備成為世界公民的素養

　　

　　人生必有高低起伏。當我們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挑戰或挫敗的時候，我們可以嘗試轉換心態，

相信任何逆境都不能壓倒我們，反而會幫助我們打破框架，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加美好。為了裝備

孩子面對成長路上的每一個挑戰，我們會參考美國著名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的正向心理學說，並

以邁向正向人生的五大範疇(PERMA)為基礎，培養孩子的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學習全情投入 

(Engagement)、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Relation)、訂定生活目標，尋找生命意義(Meaning) 、建立正向成

就(Accomplishment)，從而讓孩子們擁有圓滿、快樂的人生。

　　劉秀萍校長

 

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全港學生的開

學日由傳統的9月1日改為9月23日，這天小一、

小五及小六生終於復課了！為了歡迎同學們回

校上課，甄Sir化身成 「魔法大帥哥」，Miss 

Lee化身成「魔法冬甩仙子」，他們在校門外的

單車徑和學校大門迎接各位同學，校長和老師

們也開心地跟每一位回校的同學以「不一樣」

的方式打招呼及問好。能夠在疫情下重過正常

的學校生活，相信大家也會特別珍惜！而小二

至小四同學也於9月29日重回校園。校長希望

大家能在充滿正能量的校園裏學習，彼此多關

懷、多溝通，即使在逆境下，同學們也要愉快

地學習呀！看看大家在口罩後的喜悅笑臉，便

知道同學很享受上學的美好時光！王余家潔的

同學們，大家要加油呀！

愛在校園──開學日 我愛上學──小一迎新日

開學第一日，校長在門
外與同學用特別方法打
招呼。

同學見到「魔法大帥哥」不禁
露出開心的笑臉。

老師們在門口歡迎各位同學。

「魔法冬甩仙子」及
助手向同學打招呼。

各位老師來一張大合照。

「魔法冬甩仙子」及助手進入課室為
小一同學帶來驚喜！

同學們很享受首天上課的日子呢！ 小一同學在「破冰」活動中認識
了很多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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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上學──小一迎新日

　　一年級的同學們，歡迎你們加入王余家潔這個大家庭！

在未來的日子裏，希望你們能熱愛學習，享受愉快的校園生

活，成為懷抱着夢想的人！

1A
1B

1C
1D

1E

大家有禮貌地向言語治療師姑娘打招呼。

我愛我校──小一校園大追蹤

同學們有秩序地跟隨
施老師參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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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常識科「校園大追蹤」這一個活動，

我們的小一學生興奮地走出課室，在老師帶領

下參觀校園，加深了對學校設施、設備，以及

對老師和同學的認識。祝願同學們在王余家潔

這個大家庭裏能開心愉快地成長！



我愛母校──不一樣的畢業禮──小六惜別會

同學們的臉上都充滿着
離愁別緒

各班代表上台致辭

同學們手棒畢業公仔，開心地大合照！

畢 業 生 興 奮 地 來 一 張
Selfie 全禮畢業生與校長及老師大合照

　　對於2019-2020這一屆的六年

級學生來說，這個不一樣的畢業

禮一定很難忘！因為疫情的緣故，

六年級的畢業營、畢業聚餐都取消

了。學校為了讓孩子們留下美好的

回憶，特意舉辦了一場惜別會。惜

別會上，同學們從校長手中接過畢

業證書及各個獎項，並獻唱了「老

師，您好！」，以真摯的心憑歌寄

意，感謝老師及家長一直以來的鼓

勵與支持。惜別會在一片溫馨動

人、熱鬧歡愉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同學們，祝願你們鵬程萬里、振翅

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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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6B

6C

6E

6D

機械人校隊畢業了，希望將來可以再次
揚威海外！



愛滿校園──生日之星

9-11月「生日之星」生日會

　　今年的生日之星，你們有沒有在學校裏感受到滿滿的愛呢？學校為了讓每一位生日之星能夠留下美

好的童年回憶，所以邀請每一位生日的同學，在生日當天主動邀請好朋友或老師一起在大堂拍下一張難

忘的生日照，他們還可以挑選喜歡的道具呢！此外，班主任還利用週會時間與各班同學共慶生日，一起

拍照、吃東西及玩遊戲，好不快樂！各位同學，生日快樂！祝你們學業進步！健康成長！

生日之星與校長合照

生日之星與好朋友合照生日之星與心儀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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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交流──歡迎李金小學到校參觀

我愛服務──樂於服務的風紀隊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一行十多位人員，在熊丹瑩副校長的帶領下於十月

中旬到我校參觀。他們對本校的Stem課程極具興趣，透過參觀Maker Space，從

而了解這個特別室的設計理念。

　　透過謝俊傑署理副校長的講解，讓他們認識了本校四至六年級的海‧

陸‧空課程。熊副校長十分讚賞本校的Stem課程，認為能提升學生對科技

學習的興趣，而且具有延續性，是非常值得借鏡的課程。盼望此行能帶給

兩所學校交流及分享的機會，更能帶來新的啟發，讓Stem課程的發展更具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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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裏有一群樂於服務的孩子，他們就是我們的風紀隊隊員。感謝每一位風紀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

服務學校，希望他們能夠以身作則，成為其他同學的榜樣。

　　風紀隊的承諾：

　　要求自己有修養，建立校風成榜樣，執行工作會謹慎，照顧幼小是專長。

　　緊守崗位責任重，服從編配合作強，同心協力展才幹，團隊精神共發揚。

　　我們是今年的風紀隊，希望可以盡力為大家服務，成為同學們的好榜樣！



愛的延續──王余家潔校友會

新老師介紹

主席有話說
陳冠霖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小學畢業已經十八年了。還記得當年讀一

年級的時候，全校只有三班，學生連同校長、老師和其他員工，

也只是一百人以內。同學們雖然就讀不同班別，但因為人少的關

係，大家都非常熟絡。六年的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就畢業了，

由於我們年紀尚小，還未知道校友會是怎麼一回事，要聯繫大家

的感情也只有定時回母校一聚。

　　人愈大，見識到的事情也愈多，而我亦曾擔任中學舊生會幹

事，明白到舊生會或校友會的重要性，因此我覺得母校應該也要有。

當時剛好母校的老師致電問我有沒有興趣籌組校友會，我便立刻答應

了，亦開始和其他校友一起籌組內閣。

　　俗語有云：萬事起頭難，成立一個校友會絕非易事，有賴成員們合作和母校的幫助，再加上校友們

所投下的贊成票，母校第一屆校友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我們的內閣「友心閣」亦展

開為期兩年的任期。

　　希望各位校友在未來的日子多多支持校友會所舉辦的活動，如果還未報名參加校友會，請勇躍報

名。而各位未畢業的師弟師妹，將來你們畢業的時候也緊記要加入校友會啊！

        Hi there! My name is Miss Shek. It is truly a great honor to join our Wong Yee Jar 
Jat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this big family full of love and joy. I teach P2, P4 English 
and P4 Putonghua, serving as 4D class teacher this school year. I think learning by 
fu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learn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Let’s 
learn through interacting and collaborating instead of being told directly what to 
say in a vibrant environment.
        In my spare time, I advocate simple and healthy life. I enjoy going hiking 
because spectacular scenery can be viewed and fresh air can be breathed. I also 
enjoy music, which makes me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I hope that WYJJ students can live hopefully, love sincerely, dream passionately 
and shine beautifully.
        “We can, we love, we dream, we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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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近照

小時候的陳冠霖，你能找到他嗎？
圖左就是校友會主席

陳冠霖了！



我們的驕傲

範疇 項目名稱 獎項

英文 Read Out Loud 總決賽低小組冠軍 3E 鍾佩盈 (2019-2020)

中文 《漫長的疫假》徵文比賽 (2019-2020) 優秀獎
6D 何兆亨 (2019-2020)
6B 陳煒迪

常識 第九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2019-2020)

季軍
5A 林日朗　5D 陳巽瑤　5D 何沁菲　5D 李安喬
優異獎
6E 陳奕韜　5D 陳巽瑤

體育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9-2020) 【團體獎】
1. 女乙團體亞軍
2. 女甲團體殿軍
3. 男甲團體優異獎
4. 男乙團體優異獎
5. 男丙團體優異獎
6. 女丙團體優異獎

【冠軍】
1. 女甲擲壘球 6D 吳煒晴
2. 女乙 4X100 米
5B 程依琳　5A 石芷錡　5B 曾洛儀
5D 區子晴　5D 陳靖莎　5E 鍾曦韻

【亞軍】
1. 男乙 200 米 5B 陳煒迪
2. 女乙擲壘球 5E 黃鈴雅

【季軍】
1. 女甲 100 米 6D 洪嘉蕎
2. 女甲鉛球 6C 潘秋而

【殿軍】
1. 男甲 60 米  6A 梁皓程
2. 男甲 400 米 6C 鄧瀚鏘
3. 男甲跳高 6B 李迪飛
4. 女甲 200 米 6C 潘秋而
5. 男乙 4X100 米
5E 陳卓軒　5B 陳煒迪　5B 黃琛權
5C 方穎軒　5A 林日朗　5D 梁鈞韶
6. 女丙 4X100 米
4D 賴可晴　3E 陳可霖　4D 陳彥霖
3D 張爔尹　4D 梁懿靜　4E 陳安滺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 吳煒晴 (2019-2020)

Read Out Loud 總決賽低小組冠軍
3E 鍾佩盈(2019-2020)

《漫長的疫假》徵文比賽優秀獎
6B陳煒迪(2019-2020)第九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2019-2020)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9-2020)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吳煒晴(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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