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期  12 月

聖誕崇拜

聖誕節真正的意義是要紀念上帝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為世人的降生。在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本校繼續為學生舉聖誕節真正的意義是要紀念上帝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為世人的降生。在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本校繼續為學生舉
辦聖誕崇拜及慶祝活動，由於受疫情影響，本校以網上形式進行相關慶典，讓學生有著不一樣的聖誕活動體驗。辦聖誕崇拜及慶祝活動，由於受疫情影響，本校以網上形式進行相關慶典，讓學生有著不一樣的聖誕活動體驗。

2020 年 12 月 22 日早上本校舉行聖誕崇拜，透過讀經、唱詩、福音訊息分享及祈禱，讓全校師生一2020 年 12 月 22 日早上本校舉行聖誕崇拜，透過讀經、唱詩、福音訊息分享及祈禱，讓全校師生一
同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同頌主恩。同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同頌主恩。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馬太福音 20：28)( 馬太福音 20：28)

本年度聖誕崇拜改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本年度聖誕崇拜改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老師帶領學生一同頌唱詩歌老師帶領學生一同頌唱詩歌

黃校長鼓勵大家應以耶穌為學習榜樣黃校長鼓勵大家應以耶穌為學習榜樣 師生們一同誠心祈禱師生們一同誠心祈禱

老師與同學分享聖誕節真正的意義老師與同學分享聖誕節真正的意義

不一樣的
聖誕慶祝活動



班本慶祝聖誕活動

為讓學生能更明白聖誕節的真正意義，本校特別安排了為讓學生能更明白聖誕節的真正意義，本校特別安排了
一齣聖誕話劇，並邀請高年級的學生以聲音演繹耶穌基一齣聖誕話劇，並邀請高年級的學生以聲音演繹耶穌基
督降生的故事。督降生的故事。

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耶穌是因著聖靈成孕，由童女馬利亞所生。神更派遣使者耶穌是因著聖靈成孕，由童女馬利亞所生。神更派遣使者

在夢中曉諭約瑟，叫他要把那孩子起名為「耶穌」，意在夢中曉諭約瑟，叫他要把那孩子起名為「耶穌」，意

思是要他把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當馬利亞快要臨盆的時思是要他把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當馬利亞快要臨盆的時

候，羅馬政府下令全部人民到伯利恆務必申報戶籍。約瑟候，羅馬政府下令全部人民到伯利恆務必申報戶籍。約瑟

和馬利亞只好遵命。他們到達伯利恆時，天色已昏，無奈和馬利亞只好遵命。他們到達伯利恆時，天色已昏，無奈

兩人未能找到旅館住宿，只有一個馬棚可以暫住。就在這兩人未能找到旅館住宿，只有一個馬棚可以暫住。就在這

時，耶穌要出生了，於是馬利亞在馬槽上，生下耶穌。時，耶穌要出生了，於是馬利亞在馬槽上，生下耶穌。

本校為全校學生安排班本的慶祝活動，各班師生舉行實時網上聖誕聯歡會，師生之間共同進行遊戲、唱誦聖詩、本校為全校學生安排班本的慶祝活動，各班師生舉行實時網上聖誕聯歡會，師生之間共同進行遊戲、唱誦聖詩、
欣賞聖經故事及表現才藝等，每班活動各具特色，大家都非常享受投入，可以暫時放下平日嚴謹認真的學習，欣賞聖經故事及表現才藝等，每班活動各具特色，大家都非常享受投入，可以暫時放下平日嚴謹認真的學習，
輕輕鬆鬆一起互動交流，共度歡樂時光。輕輕鬆鬆一起互動交流，共度歡樂時光。

表演同學更化身聖誕小天使，為師生們送上祝福表演同學更化身聖誕小天使，為師生們送上祝福

聖誕話劇



初小組 P.1-2

中小組 P.3-4

高小組 P.5-6

最具聖誕氣氛
1A: 何星進1A: 何星進

2A: 巫姵妤2A: 巫姵妤

1B: 譚嘉敏1B: 譚嘉敏

2B: 施語桐2B: 施語桐

1C: 張晴曦1C: 張晴曦

2C: 莊欣2C: 莊欣琋琋

1D: 王智雅1D: 王智雅

2D: 黃悅2D: 黃悅

1E: 張欣善1E: 張欣善

2E: 葉羽桐2E: 葉羽桐

最具聖誕氣氛
3A: 李焯嵐3A: 李焯嵐

4A: 張伊婷4A: 張伊婷

3B: 恩樂3B: 恩樂

4B: 洪以心4B: 洪以心

3C: 周嘉寶3C: 周嘉寶

4C: 鄧禮萌4C: 鄧禮萌

3D: 李梓彤3D: 李梓彤

4D: 黃梓浩4D: 黃梓浩

3E: 梁品謙3E: 梁品謙

4E: 林家宜4E: 林家宜

最具聖誕氣氛
5A: 黃駿燊5A: 黃駿燊

6A: 巫宇軒6A: 巫宇軒

5B: 蕭梓晴5B: 蕭梓晴

6B: 尚世鈺6B: 尚世鈺

5C: 江家漢5C: 江家漢

6C: 陳寶豫6C: 陳寶豫

5D: 陳志豪5D: 陳志豪

6D: 盧婷婷6D: 盧婷婷

5E: 黃梓丞5E: 黃梓丞

6E: 龔力章6E: 龔力章

最具創意
5A: 關芷蔚5A: 關芷蔚

6A: 陳宏熙6A: 陳宏熙

5B: 勞聖傑5B: 勞聖傑

6B: 官佳俊6B: 官佳俊

5C: 陳慧珊5C: 陳慧珊

6C: 司養心6C: 司養心

5D: 趙心瑜5D: 趙心瑜

6D: 范梓悠6D: 范梓悠

5E: 宋沐澄5E: 宋沐澄

6E: 楊元亨6E: 楊元亨

最具個人風格
5A: 楊千鋒5A: 楊千鋒 6A: 王筱伶6A: 王筱伶
5B: 袁萱5B: 袁萱 6B: 王柏言6B: 王柏言
5C: 黄偉峻5C: 黄偉峻 6C: 陳啓鋒6C: 陳啓鋒
5D: 劉銘5D: 劉銘偨偨 6D: 安悠逸6D: 安悠逸
5E: 郭海晴5E: 郭海晴 6E: 羅葦庭6E: 羅葦庭

最具個人風格
3A: 關羽喬3A: 關羽喬

4A: 方尚政4A: 方尚政

3B: 陳海格3B: 陳海格

4B: 恩琳4B: 恩琳

3C: 李柏僑3C: 李柏僑

4C: 黃婥淇4C: 黃婥淇

3D: 馮鎧騫3D: 馮鎧騫

4D: 李柏希4D: 李柏希

3E: 陳鈺如3E: 陳鈺如

4E: 江家毅4E: 江家毅

最具創意
3A: 吳廷瀚3A: 吳廷瀚

4A: 劉忠彥4A: 劉忠彥

3B: 李詠晴、李詠朗3B: 李詠晴、李詠朗

4B: 洪以恆4B: 洪以恆

3C: 張浚豪3C: 張浚豪

4C: 朱柏熙4C: 朱柏熙

3D: 梁芯愉3D: 梁芯愉

4D: 邱樂4D: 邱樂烔烔

3E: 郭臻3E: 郭臻

4E: 林于睎4E: 林于睎

最具個人風格
1A: 譚晴1A: 譚晴

2A: 葉寶瓦2A: 葉寶瓦

1B: 劉珈嘉1B: 劉珈嘉

2B: 潘皓峻2B: 潘皓峻

1C: 梁倬僖1C: 梁倬僖

2C: 何諾錇2C: 何諾錇

1D: 曾凱1D: 曾凱楺楺

2D: 羅妙芝2D: 羅妙芝

1E: 羅熙曈1E: 羅熙曈

2E: 陳穎佳2E: 陳穎佳

最具創意
1A:AARYN1A:AARYN

2A: 黃蘊蕊2A: 黃蘊蕊

1B: 彭晴1B: 彭晴

2B: 何鎮南2B: 何鎮南

1C: 廖海晴1C: 廖海晴

2C: 羅曼琪2C: 羅曼琪

1D: 何1D: 何姵姵希希

2D: 姚銘軒2D: 姚銘軒

1E: 何尚軒1E: 何尚軒

2E: 黃靖悠2E: 黃靖悠

各班獲獎名單

學生穿著便服參與網上聖誕聯歡會，為了增加聖誕氣氛，本校更舉辦班際聖誕服飾比賽，並設最學生穿著便服參與網上聖誕聯歡會，為了增加聖誕氣氛，本校更舉辦班際聖誕服飾比賽，並設最
具聖誕氣氛、最具個人風格及最具創意三個獎項。具聖誕氣氛、最具個人風格及最具創意三個獎項。



全校參與聖誕吊飾設計比賽

本年度本校繼續舉辦聖誕吊飾設計比賽，為學生安排應節活動之餘，鼓勵學生與家長一同創作，採用本年度本校繼續舉辦聖誕吊飾設計比賽，為學生安排應節活動之餘，鼓勵學生與家長一同創作，採用
環保物料製作聖誕紀念作品，希望學生藉此發揮藝術創意及透過活動培育環保的生活態度，本校亦將環保物料製作聖誕紀念作品，希望學生藉此發揮藝術創意及透過活動培育環保的生活態度，本校亦將
學生的創作作品展示於地下大堂，為學校增添節日色彩。學生的創作作品展示於地下大堂，為學校增添節日色彩。

各組獲獎名單

優異 ：1A 譚晴優異 ：1A 譚晴 優異：1D 曾凱優異：1D 曾凱楺楺優異：2B 何鎮南優異：2B 何鎮南 優異：2B 藍天樂優異：2B 藍天樂優異：2D 陳辛夷優異：2D 陳辛夷 優異：2D 關采南優異：2D 關采南

優異：3B 陳寶盈優異：3B 陳寶盈優異：4A 康嘉家優異：4A 康嘉家

3C3C   張浚豪張浚豪 6C6C  潘璟希潘璟希

冠軍

1D1D  許庭熙許庭熙

冠軍

4A4A   張芷茹張芷茹

亞軍

2D2D   陳妙妍陳妙妍

季軍

3D3D  陳兆熙陳兆熙

季軍

亞軍

1C1C   龔紫悅龔紫悅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