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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至四月五日，本校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中的「家庭」，以
「家 ‧ 加多一點……」為主題，在各級舉行了不同的主題活動，藉此讓學生明白
家庭的重要性，認識自己在家庭中的責任，學習感恩，以及懂得多與家人溝通。
主題月活動多姿多采：一、二年級的活動副題為「家 ‧ 加多一點感恩」，
同學進行親子填色及造句創作比賽；三、四年級的活動副題為「家 ‧ 加多一點
責任」，同學除了進行作文比賽，還會設計電子心意咭送給父母；五、六年級的
活動副題為「家 ‧ 加多一點溝通」，學生利用以家庭溝通為題的剪報作為參考資
料，寫一封信給家人，讓學生明白與家人有良好溝通的重要性。
此外，在三月十七日，一至三年級舉行敬禮聖若瑟禮儀。在禮儀中，進行主
題月活動「濯足顯孝心」。同學為家長洗腳，藉此感謝家人一直無微不至的照顧
和關懷，也提醒同學要效法聖家相親相愛。

校監、校長、家長代表及同學代表
一同參與主題月開幕儀式。

在主題月比賽
中獲獎的同學
與 校 監、 校 長、
老師合照。
同學在禮儀中為家長洗腳。

三月六日至十日是一年一度的宗教週。本年
度宗教週配合學校的主題月，以「家庭」作主題，
教導學生明白家庭是天主的恩賜，要學會感恩，
愛護家人；在午膳時，設「家 ‧ 多一點愛」點唱
時間，每天播放一首與「家庭」主題有關的歌曲
供學生點唱，家長可透過電話應用程式收聽當天
的點唱，讓家長聽到孩子的祝福與謝意。除此之
外，宗教週還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閱讀聖
人故事、家庭故事分享、福音
攤位遊戲、「明愛天糧」曲奇
義賣、基督小先鋒賣旗籌款
等，希望同學在四旬期期間反
省自新，懂得效法聖家，與家
人相親相愛，並實踐四旬期的
精神，克己扶貧。
同學們互相背
誦有關家庭的
聖經金句。

同學們踴躍購買
「明愛天糧」曲奇，
支持社會企業。

基督小先鋒賣
旗 籌 款， 同 學
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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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日
          四月十二日是本校第三次的教
             師發展日，全體教師到了澳門朝聖、
         參觀學校及交流。
舉辦這次教師發展日的目的，是希望提昇
教師的精神心理健康，凝聚團隊的士氣，培養
教師正面的團隊文化，釋放教師的教學效能。

老師們靜心聆聽導賞員講解
聖老楞佐堂的歷史。

全體老師在聖堂的大合照。

當天早上，我們都精神奕奕地在香港港澳
碼頭集合，一起乘船前往澳門。

當天行程如下：
第一站：參觀聖老楞佐堂
第二站：在路環的餐廳午膳
第三站：探訪九澳聖若瑟小學
            - 參觀宿舍
            - 小聖堂進行短禱
            - 王素文修女分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
    如何配合教好下一代」
最後一站：遊覽氹仔的勝地及到澳門培正中小學交流

小學探訪，
到九澳聖若瑟
們參觀校舍。
我
領
帶
女
王素文修

當天我們行程十分緊湊，早上我們參觀聖老楞佐堂，潔淨自己的心靈。下午
我們探訪九澳聖若瑟小學，那是一所寄宿學校，主要服務澳門的青少年，尤其是
貧苦無援的或單親家庭的學生，老師要付出更多的愛心與關懷，在他們成長的旅
途中，成為一位伴同者，使他們能找到人生真正的意義，達至全人發展。在參觀
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該校的老師和修女們服務當地青少年的心志和愛心。除
了參觀外，資深的教育工作者―王素文修女為我們舉行了一場有關家校合作
的教育講座，老師們均獲益良多。
      講座後校監及校長更帶領行
政人員到訪澳門培正中小學了解
他們的辦學模式和課程的發展。

參觀及了解九澳聖若瑟小學
寄宿學生的生活情況。

王素文修女跟我們分享教育心得
，
老師們獲益良多。

     最後我們於下午六時許
乘船返回香港。雖然老師們舟車
勞頓了一整天，但老師均感到這
天過得充實和有意義。

我們參觀了澳門培正中小學
的 STEM 教室，
謝謝該校副校長的接待。
到澳門培正中小學參觀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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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兆基主任與袁慧嫻老師在聖本篤堂舉行婚配聖事

張淑敏老師、周浩禮老師的家庭分別添了一位小寶寶

ENGLISH
Our school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3-5-minute radio performance for
the ‘Sunday Smile Show’ which broadcasts
on Radio 3 every Sunday at around 9:30
a.m. They created a fun game show
whereby they are the hosts and the Hong
Kong listeners are the contestants.

English Week - Christmas
Our first of two English weeks
happened just before the
Christmas holiday. Students
were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completing activities and
playing the game booths on the
playground. All students can
feel a part of English week and
allow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new, fun,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ways.

They felt like professional radio
presenters. Rewarding experience.

Finding out which teacher
likes which present was
very fun for the students.

The Hong Kong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2016-2017

Students were very creative and worked
hard to make their puppets and props.

This year we are proud to present that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is year’s puppetry competition. Their puppet show was called ‘The Selfish Giant’. The
process is very long from innovating a new story, script writing, script practice,
voice work, puppetry skills and techniques, puppet and prop making, scene
rehearsals and finally performing. Students were very hard working and
dedicated throughout. Their hard work paid off when they put in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which amazed everyone! Deserved
champions. Congratulations!

Champions!

3

中文科
華服日攤位遊戲

五義余泳詩同學、文芷焉
同學獲得第六十八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冠軍及亞軍

校際朗誦節得獎同學

六義班衛明蓁同學於中國語文
菁英計劃榮獲金獎
五仁班何逸文及五義班
余泳詩於觀塘區學校校
際徵文比賽獲優異獎

校內朗誦比賽

一年級集誦

數 學 科

四年級
五年級

      為提昇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增強學生的解難能力，本校於二月十三日至
十七日舉行了數學周。學生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與同學一起探討數學問題。
數學周活動內容豐富，老師在早會上為高低年級的同學介紹具思考性的數學問
題，讓學生多思考解答問題的方法。

同學們把數學知識運用
在日常生活購物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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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為各級學生精心製作了一本數學周活動小冊子，這套小冊子內容不但有趣
味，而且更富挑戰性。同學們樂於思考問題，即使遇到不懂的題目，他們也會與
其他同學一起研究和討論，務求把所有題目都完成和學懂。
此外，校方亦為各級同學準備了十多個
有趣的數學攤位，同學們利用自己曾學過的
數學知識，在各個攤位遊戲中解決問題。為
配合學校發展電子學習的計劃，是次數學周
亦提供了平板電腦攤位遊戲，學生利用平板
電腦內的小遊戲學習數學知識。
本年度，同學們積極參加數學比賽，並在多個
比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詳見比賽成績特刊 )

學生認真思考攤位
遊戲內的問題。

1. 戶外學習日
2016 年 12 月 19 日 ( 星期一 ) 是全
校一至六年級的戶外學習日。各級的參
觀地點包括：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 一
年級 )、香港公園 ( 二年級 )、香港文化
博物館 ( 三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 四
年級 )、香港科學館 ( 五年級 )、香港海
防博物館 ( 六年級 )。學生離開課室，親
身透過實地考察，學習有關動植物、歷
史文化、科學與科技等的知識，
增添不同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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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校際通識大賽 2017
      五位六年級的常識問答校隊同學於
2017 年 3 月 5 日 ( 星期日 ) 代表學校參
加《小學校際通識大賽 2017》。五位參
賽同學鬥智鬥力，發揮團隊精神，誓要
於必答題、動作題、搶答題等環節爭取
佳績。透過這次比賽，同學不但可以互
相觀摩，還可以親身了解更多電視節目
的製作過程。

3. 校園大搜查
      為了增加小一學生對校園的認識及培養
對學校的歸屬感，教師利用常識課帶領學生遊覽校園，
加深對珍草廊和世界地理知識的認識。學生透過觀察，
並利用五感 - 視覺、觸覺、聽覺、嗅覺和味覺加深對不
同植物的了解，明白植物對人類的重要。

4.「安當科技小達人」再奪殊榮

LEGO EV3 機械人
訓練及比賽

安當科技小達人在本學年繼續積極參與各項 STEM 科
技比賽。小達人在賽前花了很多時間準備，並需臨場發揮
自己的科技天份，利用不同的材料製作比賽模型。縱然當
中過程遇上不少挫折，同學們都以堅毅的精神，克服了重
重困難，最終在比賽中獲得了驕人的成績。「安當科技小
達人」實至名歸 !
「安當科技小達人」校內訓練

                         比賽 			
獎項
   
   全場   總亞軍
   冠軍 ( 足球賽 )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2017
   冠軍 ( 定向賽 )
   季軍 ( 足球賽 )
      優異獎
YMHK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聯校相撲賽
       銅獎
Think Big 校際 STEM 創意大賽 ( 機械人運動會 )         優異獎
聖若瑟英文中學小小科學家工作坊及科學比賽       
優異獎
( 足球機械人

6

音樂科

觀塘區第三十七屆
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三義班李詠彤及
三義班許殷瑜同
學於初級組獨
唱獲優異獎。
合唱小組獲優異獎

英利出版社在本校舉辦電子音樂創意合奏
工作坊，本校全體音樂科老師參加講座，
加強對音樂軟件 GARAGEBAND 的應用。

一年級至六年級
共十五位同學
組成合唱小組
參加

第三十一屆觀塘區聯校音樂匯演

體育科

歌詠團參加校際音樂節比賽，獲優良獎狀

學校運動會

2017 年 3 月 13 日，本校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了「1617 校內運動會」。當日
氣氛熱鬧，小一至小三學生參與遊戲賽；小四至小六學生參與田徑賽。下午時段，
更有「班際接力賽」與「家長、師生接力賽」，將場內比賽氣氛推向高峰。

校友梁家文
博士致訓辭

校監李笑容修女帶領眾人祈禱

校方十分感謝頒獎嘉賓校友浸會大學體育系研究
助理教授梁家文博士抽空出席；三十多位家長義
工全力服務 ; 百多位家長蒞臨觀戰。這些都是
支持學生，支持學校的最強動力。

開幕禮

家長義工大合照

小四至小六學生，參與田徑賽

足球
今年度是足球隊豐收的一年，足球隊今年的成
功，除了學生付出的成果，更重要是家長的支持。足
球隊參與不同賽事取得優異成績，足球隊亦參與不同
類型的足球活動，如「寶礦力運動講座」、「車路
士足球學校足球兩面睇健康講座 < 睇波不賭波 >」
及「阿仙奴 ( 香港 ) 足球 < 全民階兵 > 學校足球
發展計劃」，學習到足球鞋的專業知識和接受
足球技術訓練，每位足球隊隊員都樂在其中。
獲得獎項：
1.「東區兒童足球邀請賽 2016」冠軍
2.「快樂足球四角兒童足球賽」冠軍
3.「秀綜 20 週年足球比賽」冠軍
4.「第一屆飛躍晨曦五人足球邀請賽」冠軍
5.「第九屆卍慈禁毒盃五人足球邀請賽」
    碗賽冠軍

小一至小三學生，遊戲賽頒獎

排球
校長、副長、體育老師
與家長一起給學生打氣加油。

在教練悉心指導下，運動員
不斷進步，終於獲取佳績。

排球隊參加了九龍東區學界排球比賽，每次比
賽學生都積極進取，以永不放棄的精神，全力以赴，
最終奪得學界總亞季，而六義班嚴煒瑜同學和六義
陳煒霞同學更被獲選為傑出運動員，為校爭光。

比賽中，教練給予運動員
比賽策略及提示。

每場比賽之後，運動員專心聆聽
教練的賽後檢討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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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活動

悅讀大使

接受培訓後的悅讀大使
在午間伴讀
初小的學生

校內舉行
書展，介
紹優質圖
書及實用
軟件。
悅讀大使和老師在圖書資訊時間
向同學推介圖書

家長義工整理圖書，
並為同學佈置一個舒適
的閱讀環境。

4.23 世 界 閱 讀 日 創 作 比 賽 - 黃 斯 蔓 同 學 榮 獲 優 勝 獎
書 籍封面
設 計比賽
三 義 李詠彤、
五仁梁君寧
獲 良好獎

校內故事演講及演繹比賽
宗教週書展

電台歷史廣播劇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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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義班余泳詩同學在
梓峰之星故事演講大賽中
榮獲亞軍和最具台風獎

參與小童群益會舉辦的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學 生 支 援 及 輔 導 組 關 愛 遍 校 園 2016
＊橫額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橫額設計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一年級
楊凱琳
黃心維
方晞汶
黃愉心

二年級
方博文
王雨聰
林健樂
馮子琪

三年級
李詠彤
李依雯
梁煒君
吳旻郗

四年級
尤詩湲
陳芷瑩
黎昳嘉
紀雨佟

五年級
梁君寧
黃昱嵐
余泳詩
列穎詩

六年級
莫琪
梁凱晴
梁煥愉
黃凱昕

＊各級冠軍得獎作品

得獎學生合照

＊敬師日活動

同學分享與老師生活的點滴，
並衷心感激老師。

一仁 楊凱琳

二智 方博文

三義 李詠彤

四仁 尤詩湲

五仁 梁君寧

六仁 莫 琪

校監李修女、校長、家長及老師們
一起點亮同學們頭上的燈，寓意師
長們傳導解惑，是學生的指路明燈。

＊齊來讚一讚
1
2
3
4
5

日期
27/09/2016( 二 )
22/11/2016( 二 )
21/02/2017( 二 )
21/03/2017( 二 )
22/05/2017( 一 )

主題
欣賞自己多優點
喜愛閱讀的好學生
我進步了 !
健康生活好榜樣
感激父母恩

我們會努力學習成為抗逆大使。

成 長 的 天 空
五年級
六年級

經歷三年的成長活動，我們終於畢業了。

從活動中，學習關愛別人。

青新一族活動
訓練日營

我們一條心，為接下來的活動打打氣。

我們互相扶持，努力完成挑戰。

雖然不少同學都是第一
次接觸野外烹飪，但都
有板有眼。

這個學期的活動結束，
大家都依依不捨。

家長也從成長的天空計劃中，
學習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沿路有你計劃

一起燒雞，手雖然很累，但為了大家
的晚餐，我們努力的彼此支持。

學兄學姐與小一生一起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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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晚餐後，大家協助清潔餐具。

學姊教導小一生，整理書包內的外套。

完成計劃，大家都變成好朋友了。

學生講座

陽光天使 ( 五六年級 )

學生的責任 ( 三四年級 )

升中適應講座 ( 六年級 )

快樂人生 ( 一二年級 )

故事特工隊

活力小先鋒

由香港明愛圖書館主任
教導家長講教事的技巧。
負責安排活動的聖安當女書院同學預
備了很多精彩的遊戲和同學一起玩。

當天，大家都玩得十分盡興。

成長課

同學都十分專注聽故事和踴躍回答問題。

安當家長學堂
見「焦」拆「焦」
家長講座

家多一點愛

正能量家長講座

感謝救世軍的家長義工到校向本
校學生講述有關愛家人的課題。

同學努力填寫家庭心意卡，
答謝至愛的家人。

小五成長課：服務學習 - 奇義旅程

同學正商量攤位的內容。

攤位大使陪同聖安當幼稚園同學玩攤位。

愛與生命 性教育家長講座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二年級得獎學生

一年級得獎學生

四至六年級得獎學生

三年級得獎學生
同學和家長義工一起製作攤位遊戲。

幼稚園生很享受我們的攤位遊戲。

閃耀大使活動

閃耀大使攤位

閃耀大使訓練。

閃耀大使協助低年班學生填寫閃耀手冊。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得獎學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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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大使舉行攤位，鼓勵同學努力學習，
多取印章。

                獎項
第一期「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第二期「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得獎人數
白金戰士 64 位，鑽石戰士 62 位，金戰士 123 位
白金戰士 162 位，鑽石戰士 78 位，金戰士 16 位

學生
約章

領袖生
宣誓

課室秩序
比賽

禮貌
大使

好學生
好行為
訓育
講座

課室整潔
比賽

二年級訓

育講座

六年級訓育講座

滅罪
比賽
和諧
大使

參與「無毒人人愛—
滅罪抗毒定向大比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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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受生命．活出價值－「生命小領袖」培訓計劃
                       生命教育是培育學生心靈最重要的部分，讓他們在人生的
                         旅途上，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本年度我們推薦
   了八位五年級學生參加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舉辦的「生命小領袖」培訓計劃。
   在培訓計劃中，生命小領袖透過到訪不同機構進行生命體驗活動，讓他們認識生
命的意義及價值，培養可持續發展的生命質素。包括：學習團隊精神的領袖訓練工
作坊、體驗失明人士生活的黑暗中對話體驗館及照顧社區被遺棄的動物的 NPV 非牟
利獸醫協會。此外，生命小領袖更在校內籌辦了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事」，  
鼓勵同學關懷家人，以行動感謝家人的照顧與愛護，時常存有感恩之心。他們在校
內舉辦親親「家」油站活動，以摺紙及撰寫心意卡的方式，向全校同學宣揚
關愛家庭的訊息。及後，同學於香港教育大學匯報活動內容及心得，更獲
   大會頒發「匯報技巧」銅獎。活動現已完滿結束，各位生命小領袖仍
    然會在生活中發揮「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積極活出生命的價
       值。
生命小領袖成員名單
石政曦 ( 五禮 )
羅詠萌 ( 五忠 )
陳思諺 ( 五忠 )

張卓钧 ( 五智 )
雷紫盈 ( 五忠 )

高、低年級同學積極參
與親親「家」油站的摺
紙活動，感謝家人的付
出。其後到香港教育大
學向其他學校的同
學簡介這次活動的目
的和意義。

每 次 的 活 動， 都 能 讓
我們反思生命的價值
和 意 義， 同 時 更 有 信
心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我們燦爛而滿足的笑
容，就是最佳的證明！

同學們精神奕奕來到科學園，準備學習如何當一位好領袖！工作坊
進行期間同學十分投入、認真，每個活動都令同學獲益良多。

2. 香港話劇團到校演出《寶石的困惑》禁毒話劇
本校邀請了香港話劇團到校演出《寶石的困惑》禁毒
話劇，以輕鬆互動的戲劇表演向同學宣揚禁毒訊息，讓同
學們認識吸毒的禍害、掌握如何處理
吸毒問題以及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故事中的村民為了爭奪
「寶石」失去常性。

3.《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
為培養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責任與承擔
感，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於五四青少
年活動期間舉行《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
十多位四至六年級同學出席是次活動，當中
還包括了本校現役的升旗隊隊員。隨著樂隊
奏出國歌，國旗慢慢升起，同學們都面向著
隨風飄揚的旗幟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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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主角被威逼協助運毒。
假如你面對這個情境，
你能否堅持自己的原則、
遠離損友 ?

4. 2016/17 內地交流活動 －考察我國的科技發展和機遇
我國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使學生更深入了解內地的發展進程，
   五年級學生於六月參加了兩項相關主題的內地交流活動。學生透過
考察活動，不但能加深對內地自然保育、創新科技、航空和經濟等各
方面的認識，更能學習獨立自處和擴闊視野。( 如欲觀看行程的精彩片
段及學習成果，請留意本校網頁。)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
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主題：廣州的自然保育及
         可持續發展
考察重點： 可持續發展企
業、廣州濕地
公園、有機種
植農場、參訪
廣州小學

編輯小組

顧問：羅偉國校長

深圳探索之旅
主題：深圳航空與科技探索
考察重點：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深圳市少兒科技館、
               觀看 4D 動感電影 / 球幕電影

統籌：梁偉文主任

本期編輯：張文茵老師

雅軒設計 23655628

張錦康 ( 五義 )
黃詠芝 ( 五智 )
胡穎詩 ( 五忠 )

聽完領養小貓的主人分享後，我們明白動物也
需要他人愛護的。養寵物前請三思，牠們也是
我們的朋友、家人，我們絕不會拋棄牠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