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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校

愛
 「可愛的諸位，我們應該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天主。」（若一

4:7）我十分感恩，因為我出生後不足一百天，父母帶了我到聖堂舉行我
的「百日宴」，接受天主的聖洗，正式成為天主的兒女。

 自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一直體會到父母和兄姊實踐天主要人彼此相愛的誡
命，不單令我時刻感到家的愛，也徹底地獲得主的愛。愛是諸德之首，聽起來很容
易，實踐起來卻萬般試煉，但我們一家一直投靠天主，祂必領我們走過幽谷，使我們一
生的歲月裏，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的確，我信，家的愛從來沒有離開過。

 某天，醫生給了我家一個噩耗，媽媽不幸患上絕症，可能只餘三個月的壽命。醫生離開病房後，我們一家擁著痛哭，心想：天主，祢為甚麼捨棄我們，使我們跌進幽谷？那時，媽媽卻牽着我們的手一起祈禱。我們潸然淚下，聽着媽媽的祈禱，她求主繼續看顧我們。原來她最怕的不是自己面對死亡，而是怕我們和爸爸沒有人煮飯給我們吃，沒有人替我們收拾一切，聽着聽着，我們的悲哭聲更厲害。那一刻，我們醒過來了，我們知道：可能我們會失去家人，可能我們會失去生命，但我們沒有失去愛。真的，「愛永存不朽⋯⋯但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13:8-13）
    我感謝爸媽給我兄姊，讓我在家庭中備受寵愛，即使爸媽已相繼往天國裏去，但從兄姊身上，我仍吃到他們承繼爸媽的廚藝，我仍收到猶如爸媽的關懷，我仍可如小孩子般撒嬌。這
一切，都是爸媽給我最珍貴的禮物  愛和家。

     盼望各位同學都好好珍惜家人，同心協力維繫家庭的和
諧，齊心建好自己的家。祝福所有家庭平安滿福，彼此相愛。

透過書展
，李校長

希望同學
喜愛閱讀

同學穿上便服參與公益金便服日，精神抖擻

聽着聖詠團在主保瞻禮的美妙歌聲，令人格外喜樂

( 天主教核心價值：愛德、家庭 )

每年暑假，李校長愛與家
人到外地旅遊，更愛陽光
和大自然的美景

學校網頁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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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訓輔組推行由教育局舉辦的「WE」正向動力計劃。建構一個「正面」
的校園環境，提升學生的正向思維。在推行「WE」計劃的過程中，我們透過教師
培訓、學生講座、家長講座、班級經營活動及校園讚賞文化等。加強師生和家長對
「正向」校園的認知。

  學期初，本組已為教師舉辦了兩次「正向教室」工作坊，教導老師如何建立一
個「正向」課室。十月份為學生舉辦「正向心態」講座，讓學生學習用正面的心態
去面對任何困難，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十一月份為家長舉辦「感恩從慢得喜開
始」講座，讓家長學習感恩是孩子成長的重要元素。  此外，「WE」計劃有兩項主要的活動。第一個是「賞你一分鐘」活動。老師利
用獎勵咭讚賞或鼓勵同學的正面行為。學生收到獎勵咭後，都感到十分開心，亦關
心自己的獎勵卡有否被展示在課室外的網架，讓其他老師和同學可以一同分享他們
的喜悅。

  另一個活動是「我的快樂時光」，班主任邀請二至三位學生與同學分享自己快
樂的事情。活動的目的-讓學生能從生活中建立互相欣賞的文化，讚賞同學的良好行
為，以營造「快樂正面」的氣氛。

1A陳子琪同學 2B陳峻霆同學  3D鄒雨恩同學

「WE」

    「我的快樂
時光」6C 劉豪杰

同學的分享

  記得有一次，
班中進行生日

會後，老師就
利用電腦來抽

籤，看看哪個
幸運兒被抽中

，就要向全班
分享自己最開

心

的事情。經過
幾輪抽籤之後

，竟然抽中了
我！然後我就

向

全班同學說：
「我最開心的

事情就是自己
生日的時候，

因

為老師和同學
們都會為我慶

祝生日，而且
還有生日蛋糕

吃

呢！這件事是
我最開心及難

忘的，因為從
來沒有人和我

慶

祝生日。」這
是我在學校最

快樂的時候。

  總括而言，學
生對正向計劃

反應熱烈，樂
於分享自己

的開心事。

–老師給學生的獎勵咭「 賞 你 一 分 鐘 」

校園新動向
正向動力計劃

同學與豪杰慶祝生日

同學得到獎勵卡時的喜悅

「我的       時光」快樂

活動一：

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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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不斷進步，科技急速發展，人類的生活和電子科技息息相關，
近年政府提倡STEAM教育發展，常常聽到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雲端計算
的新名詞，智慧城市、智慧社區、智能校園的設計理念對學生更是毫不

陌生。其實要做到「智能」，都與「編程」有莫大關係。

  STEAM教育理念旨在讓學生透過跨學科的融合學習、動腦筋和動手做去解決個人、社
區、社會和世界的問題。

  為讓學生與時代接軌，學校近年已優化資訊科技的校本課程，並參與賽馬會運算思
維教育先導計劃CoolThink@JC，為學生注入編程學習元素，如Scratch, APP Inventor, 
mBot, micro:bit, LEGO EV3, 3D打印,編程控制航拍機等，讓學生在多元化的活動環境下
學習編程，發展運算思維和提升解難的技巧。初小也添置了不少學習工具，如BeeBot, 
MidBot Coder, LightBot ⋯⋯還很適合親子一起學習啊！

 與編程教育STEAM

第十三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一等獎及最佳參賽模型

5B陳鍶澄、5B陳鍶潼、5B 葉瑋瑩

5D郭栩寧、5D李思遙、5D 劉祉晴

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維比賽 
團體總冠軍 
二等獎 :  4D陳灝嵐、5B林家豪、5E鄭梓鋒

三等獎 : 4A伍志謙、5D杜晉熙、6A黃宇庭
 6C劉豪杰、6C葉澄晞、6E駱祺峰
 6E陳藹盈、6E彭子軒

同學向葛珮帆議員
講解作品

校園新動向

STEAM 編程內容 2018
利用micro:bit製作互動的紀念品給姊妹學校利用TinkerCAD設計3D物件

利用APP Inventor
自製遙控mBot

自製遙控
mBot

學生自製Scratch遊戲開放日
予嘉賓試玩

Hour of Code一小時編程

pair coding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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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has organized various speaking and performing events for all students since September.  

Our Junior Choral Speaking Team, consisted of thirty-five students from Primary 1 to 3,  They were train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in November and received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All Primary 4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choral speaking workshop and two choral speaking teams were 
formed. Both of them performed in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got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as well.

Primary 4 students were practicing choral speaking with Miss Mimi.  They had to do lots of actions and 
speak loudly and clearly to make the performance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Before the performance, our students have lots of 
fun with Mr. Ben and learnt a lot of English. 

Full Cast of Cinderella

We were very excited after the show. It was awesome

Students asked the actors lots of questions after the show. 
They were very curious about the play.

Our students performed in English on stage.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ing fairy tales, Dove Tale Theatre Company performed the 
play, 'Cinderella' for all Primary 4 and 5 students in December. Some students even had a chance 
to perform with professional native English actors on stage. All of the audience enjoyed the show 
very much. 

Before Christmas, our Primary 5 students took a 5-session 
storytelling course and then performed the musical 'The 
Nativity' for all Primary 1 students. They sang in English, 
danced joyfully as a team and told the story 
of our Lord Jesus to our primary students. 
Their performance was excellent. All Primary 5 
students worked very well together. Watch our 
short video by scanning this QR code: 

Choral Speaking

English Drama

Englis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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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nglish Drama Team

Our School English Drama Team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19.  
We look forward to our upcoming school English 
Drama Show in February 2019.  More exciting 
English events will be held in 2019.

Fun Reading Lesson is a school-based English programme designed by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Mr 
Marshall Shaw for Primary 1 to 3 students.It aims at motivating early learners of English to be curious and 
enjoy their learning.  

Its focus areas include read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with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mes within their local 
English teacher-led classrooms. Its goal is to develop fluent readers, confident speakers, and willing writers 
over their schooling years.

The reading component utilises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introduce key phonics skills through interactive 
whiteboard games, iPad apps, songs, chants, and conversations. It is a blend of best practices from numerous 
sources including Highlights Library, Living Oxford English, Playful Phonics, and Scholastic Phonics Booster 
programmes. Singing, movement, and drama add a tactile-kinesthetic element that appeals to many of our 
students. 

The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uses the Key Links programme from Australia which guides students through 
a sequential, prescriptive and enjoyable reading programme weekly, in small levelled groups. Students learn 
reading strategies to help decode and develop prediction methods to prepare them for more challenging text 
types and vocabulary, both fiction and non-fiction throughout each year. Key Links has numerous, attractive 
stories that help students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as they progress through the various reading stages.

全方位活動日於12月19至21日舉行，本校為學生安排了多元活動，包括：
ç	中文：問答比賽
ç	英文：Reading Competition, Christmas Fun, Fun with Net
ç	數學：立體製作
ç	常識：參觀（衛生教育中心、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城門郊野公園遊客中心及菠蘿壩自然教育徑、益力多及太空館）；

 工作坊（機電安全，從小做起遊戲及示範、郊野公園訪校活動）；

趣味科學（彈跳火箭）

ç		體育：運動競技
ç		宗教：問答比賽
ç		圖書：繪本分享

活動日

NET Session – Fun Reading Lesson

全方位

學生成功製作彈跳火箭

學生投入參與運動競技

學生仔細觀察昆
蟲的特徵

學生留心聽着導賞員的講解

參觀衛生教育中心

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參觀太空館 5



  學校一年一度的全校師生旅行於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是次旅行安排了

兩個不同的地點予不同的年級，當中包括：

烏溪沙青年新村及洞梓童軍中心。同學們都

能在營內使用不同的設施，與老師和同學玩

得樂亦不乎。

  老師更悉心安排了級際遊戲比賽及集體遊
戲，促進師生之間的感情，度過了一個既開心

又溫馨的旅行天。

  本校11月舉辦了「全校
齊閱讀」活動，為營造閱讀氣

氛，本校安排全校師生，並誠

邀家長出席參與，當天有不少

家長前來陪伴孩子閱讀。

  本年度「閱讀之旅」封面設計比賽各級冠亞季軍已誕
生。得獲學生之作品將會作為本年度「閱讀之旅」之封面。

全校齊閱讀

本校鼓勵學生多閱讀

課外書籍，培養親子

共讀的習慣，以及提

升閱讀興趣及能力，

讓家長共同享受親子

閱讀的樂趣

推動閱讀，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初小學生利用遊戲套裝圖書，自己動手搭
建活動場景，把書中知識以具體和有趣的
形式呈現出來，增添學習趣味

全校    閱讀

閱讀之旅封面設計比賽冠軍

旅行

  六年級的教育營在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一日舉行，目的

是讓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同學跑出課

室，通過不同的活動進行生活體

驗、學習與人相處及合作等，使他

們能在當中擴闊人生的視野。

六年級教育營

齊

圖書課

學校

師生齊野餐
學生投入玩集體遊戲

教育營內充滿歡笑聲

同學們用心籌備的天才表演

閱讀紛紛紛

圖書館定期推出新書，讓學生喜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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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擴闊視野，豐富生活體驗，加深學生對自己的
認識、對科學及科技與生活關係的了解，本校響應教育局「赤

子情 中國心」計劃，資助本校全體四年級學生參與「惠州環
保建設與文化」學習交流之旅，於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前

往廣東省惠州市，進行了三天境外學習活動，給予學生交流

的機會。這三天，師生們遊覽了「惠州西湖」、「惠州博物

館」、「羅浮山風景區」和「龍崗機械人城」等，除了感受到

惠州的湖光山色，亦能了解到當地的歷史文化和國家的科技發

展。學生更與惠州同學一同上課、一同學習，令同學獲益良

多。李校長於第二天更帶領二十多位家長，親身到惠州了解學

生的學習情況，並拜訪我們的姊妹學校—「廣東博羅實驗學

校」，進行課堂體驗，兩地的同學們更一起到

「航天育種基地」進行耕作體驗，同學們一邊

耕作，一邊學習新科技，實在大開眼界。每天

活動結束後，同學們都會進行反思，記下學習

的歷程，為他們留下深刻的回憶。

惠州環保建設與文化 學習交流之旅

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於2018年10月26日假深水埗運動場舉
行，當天師生、家長義工及余振強舊生計時隊近700人
濟濟一堂。早上氣溫和暖，學生懷着既雀躍又期待的心
情昂首步進運動場，預備當天的第一個比賽    啦啦隊
比賽，接着便由林主任帶領同學做早操。

    李校長鳴笛後，29項徑賽及22項田賽賽事正式開
始，運動健兒都在不同的賽區內施展渾身解數，務求贏
取獎牌，兩個多小時的個人項目比賽合共產生264面獎
牌。及後的親子比賽亦有約130個家庭參與，競賽時氣
氛融洽，參賽學生和家長都充滿默契地完成比賽，歡呼
聲響徹整個運動場。大家都度過了一個開心愉快、緊張
刺激的早上。

「赤子情  中國心」

進行反思會，完成學習冊
兩地學生一起上課

遊覽惠州西湖，舒展身心

本校學生與校長，致送紀
念品予廣東博羅實際學校

同學於航天育種基地，進行耕作體驗

親子比賽

李校長致訓辭

擲壘球比賽

健兒們落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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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推出「家長學堂」，目的是提供學習機會予家
長，與子女一同學習、一同成長。透過不同類型的講座
及工作坊，加強家長了解本校課程及學習管教子女的不
同技巧，從而促進親子關係及加強家長之間的聯繫。為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家長學堂」活動，家長每次參加校
內舉辦的講座及工作坊可獲得10分，累積50分以上可獲
以下獎勵，詳情如下：

獎項項目 累積學分 獎勵

銅獎 50分 銅獎獎狀

銀獎 60分 銀獎獎狀

金獎 70分 金獎獎狀及拍攝穿著畢業袍的
個人畢業照

鑽石獎 80分及以上 鑽石獎獎狀及拍攝穿著畢業袍
的個人畢業照及跟子女合照

年花國畫工作坊

長
學堂

家

黃碧瑤老師弄璋之喜

愛心圍巾編織班—三十位家長編織了100條圍巾送給長者

孫琬姿老師新婚之喜

羅宇琪老師新婚之喜
陳健輝老師新婚之喜

領島   

囍 訊

劉雅恩老師弄璋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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