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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招校長

「做自己特別厲害的事，會讓你無比耀眼，你發現了嗎？每個孩子都有一顆

小星星，發出獨一無二的光⋯⋯」（菊田，2019）每個孩子的天賦都是獨特的，
他們的能力、性格或興趣各有不同，我們都應該為他們提供發展的機會。

本年度，學校以「擁信望愛‧抱正向心‧創夢求真‧善美追尋」為主題，盼

望美林孩子在主的愛裏把潛藏內心的正向性格特質被發掘出來。學校就像無邊無

際的夜空，讓孩子綻放出屬於自己的光芒。

塑造正向品格、發展潛能
為了貫設全人發展的辦學宗旨，縱然學校

只能維持半天上課，仍突破課時的限制，改動

了時間表以配合學生的需要，創設「Friday Fun 
Fun Zone」、「班級經營」時段和美林金精兵等
計劃，讓同學和老師建立更緊密的師生關係，透

過知、情、意、行的寶貴學習經歷，陶造生命！

此外，各學科為同學設計了精彩的全方位學習周，

也增加了課前課後的訓練和活動，令同學享受愉快

的校園生活和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發揮潛能。

家校合作 讓孩子展開信心的翅膀
要孩子真正得到全人發展，家校合作十分重

要。在此，我再一次感謝所有參與競選、投票的家

長，令新一屆的家教會順利誕生。我更衷心感謝各

位家長義工，您們無私的付出，不辭勞苦地製作高

水準的作品，令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並且生色不

少。感謝您們與學校同行，我深信孩子也感受到父

母們對美林家的愛護，大大提升了他們對學校的歸

屬感及學習的信心。

看！天上的夜空星光燦爛。孩子！找出屬於自己的光芒⋯⋯一生懷着信、

望、愛，向着夢想進發：成為敬神愛人的美林孩子，發光發熱，照亮自己，也燃

亮他人，互相輝映，令世界變得更温暖、更美善！

菊田真理子(2019)：《有些事，我特別厲害》。臺北市，采實文化。

新壁畫新氣象新壁畫新氣象

家長義工，謝謝您！家長義工，謝謝您！

圓網球，
棒！

圓網球，
棒！

FunFun鬆
FunFun鬆

拉筋鬆拉筋鬆

感恩沿途有您、您、您！感恩沿途有您、您、您！

Awesome Learning Experience!Awesome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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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家的Mei Lam Kids本來一
直過著快樂、平靜的生活，而且

每人心中都擁有一顆閃亮璀璨的

星星。可是，有一天「暗黑魔王」

來到美林家要打亂Mei Lam Kids的
生活，逐一奪走他們心中那顆璀

璨的星星。於是，一班Mei Lam 
Kids便開始透過「美林金精兵獎勵
計劃」，在學業、品德培育、體藝、

閱讀四大範疇努力追求良好的表

現，儲齊「護心鏡、頭盔、腰帶、

寶劍、盾牌、鞋」六種武器，取

得積分，成為「美林金精兵」來

打敗暗黑魔王。

美林金精兵Super Star電子積分 獎勵計劃

只要利用積分咭的QR Code，只要利用積分咭的QR Code，
便可查看分數及換領禮物便可查看分數及換領禮物

同學努力的跳繩，爭取積分同學努力的跳繩，爭取積分
學生兌換禮物學生兌換禮物

（穿便服回校一天）（穿便服回校一天）

成功跳繩達一定次數，也可得到積分成功跳繩達一定次數，也可得到積分

學生於Kiosk機查看分數學生於Kiosk機查看分數學生查看可換領禮物學生查看可換領禮物
這位同學在「每天交齊功課」這位同學在「每天交齊功課」
範疇上已獲得10分了！範疇上已獲得10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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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

成長的天空相片

敏而好學相片

少年警訊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

本校一向著重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本年度訓育及輔導組特別回應「擁信望愛，抱正向心」的主題，為美林小學

的學生及家長們設計一系列的活動，希望讓大家也能在美林家的愛中茁壯成長。

同學參與由教育局舉辦

之「學生大使—積極人生」

計劃，學習以積極的態度面

對成長的挑戰及發掘自己的

性格強項。

同學參加沙田區少年警訊無人機訓練課程及比

賽，發揮學科以外的才能。 「成長的天空」計劃主要目的為提升學生的自信

及抗逆力，透過輔助小組、親子日營、宿營等，加強

學生的效能感 (Competence)、樂觀感 (Optimistic)、
歸屬感 (Belongings)。

為提升學生對學習英

語的興趣，本校與香港

大學學生會社會服務團

合辦「敏而好學」計劃，

由香港大學學生為義教

導師，於10月份為本校
60名小三及小四學生，
提供免費英語活動。

同學用心地寫上同學用心地寫上
自己的介紹自己的介紹

大家都嚴肅地站起來，讀出立志宣言！大家都嚴肅地站起來，讀出立志宣言！

同學們在走站攤位遊戲同學們在走站攤位遊戲
學習不同的英文詞彙學習不同的英文詞彙

迎新活動，大家都有信心地迎新活動，大家都有信心地
站在同學面前作自我介紹站在同學面前作自我介紹

同學們都努力嘗試，同學們都努力嘗試，
以獲取分數以獲取分數

同學認真地聽義工們的講解同學認真地聽義工們的講解

義工很用心的教導義工很用心的教導

看，大家都得都不少分數啊！看，大家都得都不少分數啊！

同學留心聽老師講解同學留心聽老師講解

性格剖析性格剖析——
我是一隻⋯⋯我是一隻⋯⋯

自我性格分析自我性格分析

滿啦！滿啦！滿啦！滿啦！ 彼此分享彼此分享

和諧粉彩和諧粉彩

究竟點樣先控制到部機呢？究竟點樣先控制到部機呢？ 越過障礙無難度！越過障礙無難度！

我得左啦！我得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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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un Fun Zone是本年度時
間表內新增的時段，每逢星期五，

學校會為同學安排不同有趣的活動

或遊戲，有運動、棋類、電影及專

題介紹等，同學可按自己的興趣自

由參與。除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更希望提供體驗書本知識以外

的好機會。

Friday Fun Fun Zone

棋類及桌上遊戲棋類及桌上遊戲

為學生打氣減壓的Fun Fun 「鬆」 為學生打氣減壓的Fun Fun 「鬆」 

不節日的專題活動（中秋節）（國際廁所日） 不節日的專題活動（中秋節）（國際廁所日） 

各科活動（STEM、音樂合奏） 各科活動（STEM、音樂合奏） 

不同種類的運動不同種類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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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的主題是「擁信望愛、抱正向心、創夢求真、善美追尋」，盼望同學們得著主的救恩，建立正向的情

緒和累積正向的經驗，為他們建立一個有愛和鼓勵的成長環境，幫助他們探索及認識自己，感悟生命的意義，追尋生

命中的真、善、美。

生命工程

愛心打氣Wall

班級經營

周會聚會

4C劉芯柔4C劉芯柔 6B林善愉6B林善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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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生講座

學生團契 愛心表揚

21-22學生團契聖誕佈道會21-22學生團契聖誕佈道會

團契生活多姿彩團契生活多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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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我，發揮潛能挑戰自我，發揮潛能
過往參加朗誦比賽是一種慣常的學習活動，然而在疫情下，老師和同學們在半天上學日中騰出有限的時間，進行

朗誦訓練卻殊不簡單。老師們竭盡所能指導同學如何將誦材演繹得傳神，而同學們也用心努力練習，將作品演繹得淋

漓盡致，甚願同學能獲得佳績。

優質繪本閱讀，孕育優秀品格。優質繪本閱讀，孕育優秀品格。
本年度中文科於一、二年級的校本課程中引入大量優質繪本閱讀，讓孩子

們走進閱讀的汪洋，拓寬他們的閱讀面。每本繪本均配合單元學習，讓孩子透

過這些充滿童趣的讀物中，啟發他們的思維及培養閱讀的興趣，希望他們能從

小就養成良好的品格，愛上閱讀。

中文科

繪本叢書繪本叢書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演繹投入演繹投入

情感真摯情感真摯表情十足表情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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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Face-painting and Animal TattoosFace-painting and Animal Tattoos

Animal Dress Up DayAnimal Dress Up Day
English GreetingsEnglish Greetings

iPad GamesiPad Games

Mei Lam Safari Park Booth GamesMei Lam Safari Park Booth Games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from 13th – 17th December, was Mei Lam Safari Park. We started the fun by 
broadcasting animal related English songs each morning. At the end of the week our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ote for 
their favourite song. In the first recess each day, we had lots of animal related activities. There were booth games in the hall; 
iPad games in the English room and even a chance for students to get an animal tattoo and to have their face painted. Students 
could also watch some animal videos at home through Google Classroom. During recess, student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greet and chat with our English teachers. To add to the fun there were some fabulous prizes awarded for participation. We 
ended the week with Animal Dress Up day. A big thank you to the Parents Committee, to the volunteers and to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ho did a great job of making the week such a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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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延續實作 體驗學習

數學隊訓練

學校資訊日—數學展室

為讓學生透過動手操

作掌握數學概念，並配合

本年學校發展，數學科將

會繼續在課堂進行實作體

驗課。對於度量的課題，

老師已設計不同的實作活

動，讓同學在課堂進行體

驗，加強量感。本年同學

有機會在數範疇中進行實

作體驗課，同學們都樂於

投入，定能加強數字感。

數學隊訓練終於能再度進行，去年疫情下未能開 數學隊，家長和同學們都大表失望。今年學校重啟數學隊訓練，

為數理能力較佳及有潛質的同學提供課後學習延伸的機會。除參與培訓外，同學亦會代表學校參加不同類型的數學比

賽，為校爭光。雖然訓練時間較以往短，但同學們都十分投入，積極學習。

九月的學校資訊日的主題是「成為優秀的學習者」，數學科的展室為家長提供不同層面的介紹，包括全新面貌的

校本課業（自學冊、應用題小冊子、思維訓練冊、加油站）、實作體驗課、數學圖書、電子課堂、多元學習等，讓家

長深入了解本校及本科特色。

P.5：分數乘法P.5：分數乘法P.1：合成和分解P.1：合成和分解

P.6：平均數P.6：平均數 P.6：排水法P.6：排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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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心小法寶

身體大作戰

情緒多面睇

品嚐花茶

設計營養菜式

「感‧創‧做」 不一樣的學習

小一LBD．常識課小一LBD．常識課 小二LBD．常識課小二LBD．常識課

消化系統動手做

LBD為校本課程，本年度更將課程推展至小二常識科。當中的學習主題、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都是根據教育局的
常識科課程指引而進行修定的，每個學習主題均包含「價值觀和態度」(Attitude) 、「技能 (Skills)」 、「知識和理解」
(Knowledge)。透過脈絡化的學習，讓學生學習層面從學校延伸至家庭及社區。課程同時主張「講得少．學得多」，為
學生提供機會主動經驗和探索，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從認識自己開始，學生了解自己的身體和情緒，學懂愛

護自己。隨後把愛延續至家庭及學校，最終學會愛家人、

愛學校。

從健康開始，關愛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將關愛態度傳遞至社區，共同建立一個幸福

小社區。

學生深入體會不同的情緒，並透過製作情緒瓶來平靜自己的心情。學生深入體會不同的情緒，並透過製作情緒瓶來平靜自己的心情。

認識傷心的情緒，繼而學懂如何制定調適情緒的方法。認識傷心的情緒，繼而學懂如何制定調適情緒的方法。

學生需要透過在家自行沖調飲品，親身體驗在過程中運用了哪些身體的學生需要透過在家自行沖調飲品，親身體驗在過程中運用了哪些身體的
部分。更鼓勵他們把沖調的飲品與家人分享，延續愛的表現。部分。更鼓勵他們把沖調的飲品與家人分享，延續愛的表現。

透過動手完成模擬消化系統實驗，讓學生了解透過動手完成模擬消化系統實驗，讓學生了解
消化過程及各器官的功能。消化過程及各器官的功能。

學習食物金字塔及食物烹調方法，回家與家人學習食物金字塔及食物烹調方法，回家與家人
一同動手煮營養菜式，把所學的學以致用。一同動手煮營養菜式，把所學的學以致用。

透過喝花茶、聞花香讓學生放鬆心情，透過喝花茶、聞花香讓學生放鬆心情，
學懂心靈快樂的重要。學懂心靈快樂的重要。

1010



學校圖書館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之餘，亦增添同學學習興趣！

海洋中的巨無霸—鯨

魚書車，由香港公共圖書

館游到美林小學圖書館，

藉著鯨魚書車，介紹種種

稀奇的海洋生物，有趣的

水底世界故事，並通過科

學實驗，說明新奇的STEM
知識，又分享環保生活習

慣和綠色生活心得，本本

都值得推介！

聽過故事大使講海洋的故事，一二

年級同學進行填色比賽以了解海洋生

物，1D李樂兒2D翁子茗2C康敏愉，分
別得到冠亞季軍呢！不少同學的作品都

很精彩！

學校圖書館活動學校圖書館活動

鯨魚書車和朋友鯨魚書車和朋友

1D李樂兒1D李樂兒2D翁子茗2D翁子茗

同學推介成長課圖書同學推介成長課圖書

2C康敏愉2C康敏愉

故事大使講故事故事大使講故事

鯨魚書車鯨魚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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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同學則完成立體手工

鯨魚卡，製作一隻可愛的大鯨魚！

Friday閱讀 Fun Fun Zone各班
同學都安靜地在課室內悠然地享受

閱讀時光！可見課室悅閱閣確實是

一個知識的小寶藏！

進行圖書課時，老師教導了搜

尋技巧，同學利用手提電腦搜尋關

鍵字詞，並完成腦圖值得一讚！

Friday閱讀Fun Fun ZoneFriday閱讀Fun Fun Zone 圖書課學生作品腦圖圖書課學生作品腦圖

作家講座作家講座

圖書課圖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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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圓網球
本校體育組跟Roundnet Hong Kong合作，安排了四節的圓網球體育課給小一至小六的同學。

同學們不但學習到圓網球的基本技術，亦感受到這項運動帶來的樂趣。

本校將於12月開放圓網球讓同學們自由參與，培養學生主動參與體育活動的習慣。

足毽
本校體育科參加了「飛越啟德」小學足毽推

廣計劃。於10月跟香港足毽訓練中心合作，提供
了四節足毽體育課給小四至小六學生參與。

同學們最初對足毽一竅不通，到後來可以連

續控毽，感到莫大的滿足感。

本校透過足毽體育課，發掘到一些控毽能力

較高的學生，參加了在12月舉辦的全港足毽抗疫
系列賽（U12的男女子組一分鐘個人控毽賽），
得到優異成績。

5B班跟黃康程教練合照5B班跟黃康程教練合照

5B班留心聽講解5B班留心聽講解

4A班聚精會神地接住教練拋出足毽4A班聚精會神地接住教練拋出足毽

腳面托球腳面托球

柯鈞鎬教練到柯鈞鎬教練到
校講解「飛越校講解「飛越
啟德」小學足啟德」小學足
毽推廣計劃毽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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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初小組小提琴初小組小提琴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

BOARDGAMEBOARDGAMELEGOLEGO

敲擊樂敲擊樂

魔術探究魔術探究

高級組小提琴高級組小提琴

棋棋樂棋棋樂

說話繽紛樂說話繽紛樂

種植小組種植小組

棋藝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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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藝「科」創藝「科」
透 過 動 手 做、

L e a r n i n g  b y  d o i n g、
Learning as making， 讓
學生成為主導者，從體驗中學習及反思，融合

「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和計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
的課堂，透過有系統的創意課堂活動，刺激學生

的流暢力、變通力、精進力、敏覺力和獨創力，

啟發學生的創意能力。

多元化活動包括Gigo積木
組件套裝、機關王、Dash & 
Dot機械人程式、Micro:bit編
程、無人機編程等。

STEM—培養學

生對科學、科技和數

學的興趣，加強學生

綜合和應用各STEM學
科的能力，培養他們

的的創造力、協作和

解決問題能力，促進

發展二十一世紀所需

的創新思維與創新精神。

（推動STEM教育報告教育局2016）

STEM教育

校外比賽校外比賽
為富潛質的

同學提供課外進

階學習的機會及

參與不同類型的

校外比賽。

學校資訊日學校資訊日——STEM展室：	STEM展室：	
如何成為優秀的學習者如何成為優秀的學習者
本年度新修訂的創藝科課程。

每月活動每月活動
透過小息及網上自學時段，讓學生從多元活動發展創作力、創意思維、協作

及解難能力。

a) 實體小息活動：數學、常識科探活動。

b) 實體FUN FUN ZONE時段：科探及創作活動

c) 竹蜻蜓體驗

d) 網上「GC你問我答每周一問」STEM挑戰題

e) 美林STEM Logo設計比賽及投票

f) 還有其他各種誇學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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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名稱 成績 班別 姓名

2021線上學識分享
獎學金活動

2021線上學識分享獎（英）

5A 吳心柔

5A 關悅

6A 張雨佳

2021線上學識分享獎（數）

5E 申恩卓

6A 彭熙芝

6B 林玉婷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200米第一名 6C 陳子謙

女甲壘球第四名 6B 林玉婷

男甲推鉛球第八名 6A 周駿希

香港足毽抗疫系列賽

個人控毽賽U12（男子組）亞軍 6C 勞家杰

個人控毽賽U12（男子組）第七名 6C 黃梓俊

個人控毽賽U12（男子組）第八名 6E 莫夏山

個人控毽賽U12（女子組）第五名 5A 李敏熙

個人控毽賽U12（女子組）第六名 5C 朱寶殷

個人控毽賽U12（女子組）第七名 5D 莊婧妍

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

團體季軍
5A

關悅

梁文謙

吳心柔

邱敬衡

6A 江南

個人總成績殿軍
5A 梁文謙

個人充電車最高負重優異獎

個人充電車設計優異獎 5A 邱敬衡

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

金獎 6A 何宇凡

2021-2022年度上學期對外比賽成績紀錄

* 1. 沙田區內只有冠、亞、季軍記優點 
2. 全港性則冠、亞、季、優異均記優點 
3. 童軍、團契、栽培小組不記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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