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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本學期快接近尾聲。在年末時，電視台

通常都會播放香港、國際大事回顧，就讓我也為大家分

享領島大事回顧。

2018年10月22日  主保瞻禮
聖若望保祿二世是我們校的主保，這位不一樣的教宗年青時喜歡健行、游

泳、滑雪等運動，時時充滿活力。而領島全體師生都於當天充滿活力前往聖德

肋撒堂參與感恩祭，大家亦好好學習這主保聖人的芳表，他經常勉勵世人，為使天

主的聖善能夠顯示出來，我們必須遵守誡命，與我們校的校訓「明辨篤行」非常吻合。

2018年12月14日  三校巡禮
這天我們校夥同同區小學一起招待區內超過500人的學校開放日，領島師生施展渾身解數，將
領島的特色，如STEAM發展的成果、遊學團收穫、學習成就等與社區分享，更感恩的是學校一
直的努力和成果均得到區內人士的支持和認同。我相信這些支持的力量，為老師和同學都帶來

能量，我們定能攜手繼續跑得更遠。

2019年6月22日  躍動領島STEAM嘉年華
STEM教育已成為教育界最熱的話題及發展項目，而領島更敢說贏在起跑線，成為STEM
教育的先導學校，肩負使命，將STEM教育的發展體驗和成果推廣出去，讓公眾理解這
體驗、探究式教育正在培育學子能面對困難，發展解難技能，敢於創新，突破框框，

可以創造、革新未來。我們仍以謙遜之心，與不同中、小、幼互相交流，互相切

磋，同在進步，同在創新，一起見証教育的善與美。

領島的大事其實還有很多，不能在此一一敘述。不論有多少宗大事的發生，重

點在於每一項重點發展的大事都有默默耕耘的教師團隊、信任學校的家

長們，還有熱愛學習的領島孩子們，衷心感謝大家。暑期將至，我

謹祝大家暑期愉快，好好與家人相聚，親近大自然，為自己

身心靈充電，下一學年再見！

李校長與同學一起參加主保瞻禮

同學向羅神父、
黃校監及李校長

介紹STEM作品

李美寶校長

同學送上敬師卡給李校長

天主教領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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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嘉年華2019剛於6月22日順利完成，當日共
吸引了七百多家長、學生、校友和社區人士參與，場

面十分熱鬧。活動旨在透過不同的展示和體驗活動鼓

勵同學多動腦筋和動手做，發揮創意和嘗試解決身邊

的問題，貢獻社區。是次嘉年華的公開體驗課（英文

FUN FUN STEM及圖書繪本課）、友校參展和幼稚
園「美麗萬花筒」STEM比賽頒獎禮，更同時擴闊了
學校間STEM教育的網絡聯繫，對社區STEM教育的
推動起了正面作用。

STEAM  嘉年華2019
躍動領島

英文FUN FUN STEM體驗課

水中變變變

數學STEM作品展示

我是MAKER發明家

幼稚園STEM比賽頒獎 （由黃麗貞校監、校董羅敬業神父、李美寶校長頒發）

圖書繪本課

創意運動—沙壼 創意運動—地壼

Auto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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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工程師 — Scratch編程工程師 — BeeBot

環保橡筋動力船環保創意STEM製作

氣動賽車

2018-2019舉辦的課程
課程類別 主題

電腦
eClass App 手機應用程式和內聯網工作坊
Coolthink 親子工作坊

閱讀 「善用繪本說故事」家長工作坊

學生支援

「21世紀電子世界下的親子關係」家長講座
「感恩從慢得喜開始」家長講座

「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效能」家長講座

言語治療—「認識語言障礙及提升語言能力」家長講座

「讀不到．寫不到—孩子的世界」體驗式家長講座

健康家庭系列
玩出親子情家長講座

「赤子情 中國心：惠州環保建設與文化」學習交流之旅

興趣班系列
「愛心圍巾編織班」

「年花國畫」工作坊

「家長學堂」

「赤子情 中國心：惠州環保建設
與文化」學習交流之旅「善用繪本說故事」家長工作坊

Coolthink 親子工作坊

「家長學堂」提供學習機會予家長，讓他們

與子女一同學習、一同進步，透過不同類型

的講座及工作坊，加強家長了解本校課程及

增強管教子女的能力，從而促進親子關係及

加強家長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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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年來積極推廣境外學習活動，

讓學生擴闊視野及深化學習經歷。本學年於

7月3日至7月6日為小四至小六學生籌辦「新加
坡文化體驗‧英語交流及環境教育之旅」的四天遊 學

團。透過四天境外的英語交流和環境教育學習交流，學生

不但能將英語活學活用，而且能學到當地的環境保護政策和保

育知識，從而加強了學生的自學質素。在交流期間，本校參訪

了當地小學「Admiralty Primary School」，讓學生進行分
組上課，體驗了當地的校園生活及文化。

閱讀能力是學習的基礎，本校一直推動「從閱讀中學習」，推廣全校閱讀風氣，建

立全方位的閱讀環境，例如推行電子閱讀計劃、跨學科閱讀計劃、繪本說故事、新

書推介及全校齊閱讀等活動，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建立恆常的閱讀習慣。另

外，本校也重視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閱讀態度及閱讀技巧，令學生學會選擇合適的

讀物進行自學及消閒。

高小學生參與繪本戲劇演出
全校推行電子閱讀計劃

低小跨學
科閱讀計

劃

低小學生欣賞《花婆婆》繪本戲劇

二年級參觀九龍公共
圖書館

學生喜愛閱讀
圖書館英文專書推

介

境外交流學英語
學習環保探新知

閱
活動
讀

學生學習使用自助借書機

老師帶領着36位同學準備前往新加坡

新加坡著名景點—魚尾獅公園老師和同學一同品嚐當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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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tudents from Primary 4 to Primary 6 formed the Shakespeare 
Drama team and joine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reativity English 
Drama Festival this year.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they 
could perform Hamlet, one of the famous Shakespeare's plays, in 
Sha Tin City Hall on 13 May 2019. 

Ling To Newsletter
June 2019

The play Hamlet is a tragedy with a depressing ending. 
Our students acted in a very professional way.

All of the Shakespeare Drama team members did 
not have any drama performance experience 
before they took part in this drama festival.

After 20 training sessions with Ms Emma,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from Shakespeare4All Hong Kong 

Company Ltd., our students tried their best to perform confidently on 
stage. They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Newcomer Award in this drama 
festival.

6B Nicole Xun received the 
Best Supporting Performer 
Award.

6D Sandy Shi received 
the  Bes t  Pe r fo rmer 
Award. 5A Michelle Zhong received  

the Most Dedicated Award. 

Some students received  other outstandin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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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繽紛學堂」

各級進行了不少聯課活

動。內容包括：參觀服

務、華服日、學科樂

園、科探活動等。課堂

中學生興趣濃厚，喜愛

學習。

中文科：華服賀新春

常識科：科學探究—紙杯機械人

常識科：參觀九龍公園

英文科：KAHOOT大比拼

生命教育

童心愛家

生曰會

無煙劇場

擁抱生命講座

山藝訓練

繽紛
學堂

數學科：容量實作
常識科：科學探究—籠中鳥 IT：電子學習樂趣多數學科：量度實作

小一信仰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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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話劇

聖詠團

聖母月獻花

故事分享

愛心午餐活動

少林武術

問題比賽

「快樂現在擁有」和諧粉彩工作坊

以下學生家長捐款予天主教領島學校，贊助

學校學習設施及增設電子學習資源。

1A 梁栢熹

1D 鄭霆

2B 夏遠銘

3A 黎浩安

3A 衛栢潼

3D 何保愈

5D 許晉瑋

5D 杜晉熙

6A 鄭燿棠

另外，特別鳴謝容意梅女士成立「容朱錦霞

助學基金」，幫助清貧學生多元發展。

特別鳴謝

校園生活多姿采

陳曉苹老師領洗

領島   囍訊

李婉儀老師新婚之喜

黃貝希老師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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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中文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初賽獲優異獎；

決賽獲得卓越表現獎

英文

2018/19香港學校戲劇節
七位學生獲

英語話劇傑出演員獎

音樂
第四屆香港敲擊樂大賽 銀獎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曲獨唱亞軍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亞軍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比賽2019 銅獎

常識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 發明品優異獎
著綠智激鬥@海洋公園 冠軍

視藝
香港花卉展覽2019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廣華醫院重建計劃

圍板美化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電腦
余振強Scratch計算思維比賽 三位學生獲二等獎

八位學生獲三等獎
2018 第十三屆「創協盃」 創意科

技機械人
兩隊獲最佳參賽模型獎

德育及公民教育
優化中華航天博物館

（航天一院）建議書設計比賽
亞軍

第五屆《基本法》暨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數學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創意解難殿軍
計算銀獎

體育
友校聖三一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亞軍

友校禮賢會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季軍

友校德蘭中學接力邀請賽 亞軍

學界兒童田徑錦標賽

男子跳遠亞軍
女子60米冠軍
女子60米亞軍
女子100米亞軍
女子100米冠軍
女子擲壘球冠軍
女子擲壘球冠軍
男子擲壘球季軍
男子跳遠冠軍

手鈴校隊於香港國際手鈴奧林
匹克比賽2019奪得銅獎

同學參加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遠亞軍
男子甲組4X100米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全能兒童田徑錦標賽2019

男子跳遠冠軍
男子100米冠軍
女子擲壘球冠軍
女子4x100米季軍
女子100米亞軍
女子60米亞軍
男子跳遠季軍
女子60米跨欄冠軍
女子60米季軍

第十九屆天主教教區聯校運動會

男子高級組100米冠軍
女子公開組100米季軍
男子高級組跳遠季軍
男子高級組跳高季軍
男子高級組團體季軍

出花園國慶盃五人足球比賽 季軍
香工思高盃足球邀請賽 季軍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 季軍
賽馬會五人足球聯賽 九龍東站季軍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亞軍
2018健康人生盃
四人圍板足球比賽

冠軍

傑志盃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挑戰賽 冠軍
聯校足球挑戰賽 冠軍
天主教香港教區小學

主教盃足球邀請賽
主教盃8強（優異）

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個人前繩跳30秒男子一、二
年級組冠軍  
男子三、四年級組季軍

女子三、四年級組冠軍 
女子雙人

單側迴旋跳 2X30秒
女子一、二年級組冠軍

男子雙人朋友跳 45秒
男子三、四年級組殿軍

四人大繩 45秒女子
一、二年級組冠軍

第三屆學界桌上沙壺比賽 殿軍

職業健康樂繽紛國慶水運會同欒日
50米自由式冠軍
50米蛙泳冠軍

全港十八區搏擊邀請賽 亞軍

聖保祿堂籃球邀請賽2019 男子組盃賽季軍
女子組碗賽亞軍

STEM
「簡約校園」心得分享比賽 冠軍

第14屆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
親子太陽能風力快艇比賽

冠軍

2019年香港小學
科學奧林匹克比賽

2位學生獲金獎

在校長、家長、校友、舊生的支持下，
足球校隊在九南學界比賽中勇奪亞軍

8位學生在「第三屆
全港小學生生物

速查 100」比賽都獲得球蘭
獎。

同學在學界兒童田徑錦標
賽2018取得多個獎項

鼓樂校隊於第四屆香港敲擊樂
大賽奪得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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