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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建根基，

創科教育築未來。

家長 ：李圳雄先生

十載樹木，新苗成

材；百年育人，春風化

雨。欣聞母校六十周年

校慶，祝願母校桃李芬

芳，繼往開來！

鄺美玲醫生

上世紀五十年代，天主教美國瑪利諾神父來
香港傳教和興辦學校，在當時貧困居民聚居的
徙置區和木屋的大坑東建立英中、中中和中
小，為區內和周邊居民子弟提供了受優良教育
的機會，極不容易。多年來，歷屆畢業同學在
社會不同崗位上，努力不懈建設這座美麗和充
滿活力的城市，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飲水
必思源，謹獻上這座右銘： 「毋忘賴神父的教
誨，齊齊回饋母校所需。」

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GBS, IDSM太平紳士

感恩母親的堅持， 「迫」 我多

次投考瑪神，直至成功插班進了

小四。

感恩母校對教育的堅持， 「迫」
我擁有了一生受用的知識和品格。

保良局主席（2013-2014）：

鄭錦鐘博士 BBS, MH,

OStJ 太平紳士

感謝母校創新教育

創新：從無到有

創業：從小到大

產品：舒適環保

宗旨：養育生機

發明家：許如藝教授

好久以前，有一位神父，一無所有。去
到一個叫做桃源的地方，遇到一群也是一
無所有的孩子。神父想盡辦法，召集一群
也是一無所有，但是有決心的老師，給孩
子們辦了一間學校。神父把自己的時間、
精神、生命都奉獻給這群孩子。過了好多
年、一批一批孩子長大了。有一天，天主
請神父回到祂的身邊，接受賞報。學校還
在，需要教導的孩子不斷的增多。故事如
何發展呢？靠大家繼續把故事寫下去了!

傳媒人：馮一鳴先生

「五十年代中，平均17天

便有一座校舍落成，為何母校

有幸邀得港督葛量洪主持開幕

禮？小學分上下午班，中學分

中英文部，更為首間男女津貼

學校，背景非凡，建校以來屢

有創新，祝母校百尺竿頭！」
教協副會長： 莊耀洸律師

回顧在 「瑪記」 七年的日子裏，

我遇上人生的啟蒙老師，更埋下追

求真理、關懷貧苦弱勢、忠誠待人

的心靈種子。出身於貧困家庭的

我，對母校及瑪利諾會的栽培和啟

廸，我心懷感激。謹此祝願母校繼

續體現基督精神，以愛作感召，行

公義好憐憫。

辦學團體校董：黃瑞紅大律師

轉眼間，我已畢業一年

了。這六年參加科學比賽的

點點滴滴，帶給了我永不磨

滅的雋永回憶，感謝學校和

老師的支持與幫助，給予我

一個充實的校園生活。

星之女： 簡泳怡小姐

在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裏，令我最感動的情節之一，便是在電影後段

出現在螢幕上的字幕： 「每人生命中總有令你念掛的老師！」 。我很感恩，在

我生命中不單有令我念掛的好老師，更有一間令我念掛、改變我生命的學校—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學校小食部的魚蛋、汽水，嚴肅而滿有熱誠的老師們，

及與我一起淘氣，一起奮鬥的同學，都給我無限温馨的回憶。記得一次我默書

又拿零分，回家時垂頭喪氣，在校車的老師鼓勵我要努力，不放棄，深信有一

天我能發揮潛能，夢想成真，作個貢獻社會的人！今天這位老師已辭世，再也

沒機會看我的電影，但他的鼓勵和祝福永留我心，我會在我的崗位上繼續努力，

永不放棄，用我的電影去以生命影響生命！

《五個小孩的校長》導演：關信輝先生

2017年 2018年

60周年校慶活動

2月10日
2月19日
4月8日
6月30日

校慶標誌及標語設計比賽
聯校跆拳道邀請賽
聯校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聯校乒乓球比賽

10月20日
11月4日
11月18日

校慶感恩祭
校慶晚宴
STEM創意比賽
及科學講座

1月20日及21日 校慶開放日
3月4日 校慶步行籌款
9月 綜藝表演（待定）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周年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周年 特 約 專 輯特 約 專 輯

▲學生在校際辯論比賽表現出眾，成績優異。

▲每年五月，學校舉行聖母像加冕儀式。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以 「真理、忠貞」 為校訓，重視學生身心靈的發展，

期望他們學有所得，有良好的品德和修養，明辨是非，關愛社群，積極進

取，敢於承擔。校監葉嘉雯女士在瑪利諾修女開辦的學校完成中、小學，

大學時在瑪利諾神父的靈修輔導下見證他們身體力行服務社會，深受瑪利

諾大家庭侍主愛人的精神所感動。她希望學校能夠秉持天主教全人教育的

精神，善用在科學教育累積得的豐富經驗，發展創新科技教育，傳承一個

甲子的歷史使命，繼往開來，為社會廣植良材。

宗教教育 陶造心靈 義工服務 學習委身

學校重視全人教育，關注學生六育並行發展。校方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

心價值（即：生命、愛德、義德、真理和家庭）為基礎，通過不同類型的

活動，陶冶學生心靈，培養良好品德和正面的價值觀。校牧兼前校監江天

文神父（Rev. John Geitner, M.M.）表示，校方期望學生效法瑪利諾神父

服務社群的精神，關懷和幫助貧苦弱小。學校的宗教科除了教授天主教教

義和知識外，又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宗教活動，讓學生從中認識福音的真

理。活動包括在四旬期舉行祈禱聚會及領養巴斯卦羊，鼓勵學生多做克己

善工；每年十月舉行玫瑰經祈禱聚會；鼓勵小學生加入教區基督小先鋒團

隊，參與傳播福音和服務社區的工作。

校方又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的宗教活動，如玫瑰堂聖言宣讀會舉辦的兒童

及青少年讀經比賽、四旬期愛心繪畫比賽等。中小學同學一同朝聖，參觀

聖堂，探訪神職人員，聆聽聖人故事和聖經道理。

中學部設立成長小組，為初中學生度身設計一系列活動，訓練學生的抗

逆能力和紀律；生命導師計劃是由老師充當學生成長的夥伴，協助解決學

生在成長路上遇到的困難，予以鼓勵和支持。德育及宗教組主任余佩茜老

師表示： 「學校是學生的第二個 『家』 ，我們致力為學生營造大家庭的感

覺，培養他們的歸屬感。學校期望學生有良好的品德，學懂明辨是非，追

求知識和真理，服務他人，為社會帶來美善。」
中五學生李焯蕎是校內的活躍份子，她是成長小組的成員，又是天主教

同學會會長，經常參加校內外的宗教活動和義工服務。李同學認為，參與

義工活動能夠幫助別人，學懂感恩，因此燃起了她對醫護和社福工作的熱

衷，立志日後成為護士或社工。

中小協作 十二年全人教育

中小學部是直屬關係，彼此之間緊密協作，為學生提供十二年一貫的全

人教育。小學部校長吳偉文博士及中學部校長何力生先生皆說中、小學部

學校名稱：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地址：九龍深水埗海麗街11號（小學部）

九龍大坑東桃源街2號（中學部）

學校類別：津貼男女校

辦學團體：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

校監：葉嘉雯女士

校長：吳偉文博士（小學部）

何力生先生（中學部）

電話：2778 8235（小學部）

2777 5117（中學部）

網址：www.mfsp.edu.hk（小學部）

www.mfs.edu.hk（中學部）

合作無間，中、小學部的老師定期交流，一同策劃課

程，確保中小學的課程能夠順利銜接。小學部近年開

發了學生學習歷程電子系統，詳細記錄學生參加的活

動和比賽，以及取得的獎項和成就，供中學部參考，

讓老師多了解小學生的背景，因材施教。中學部亦安

排老師到小學指導學生面試技巧，幫助他們在升中面

試中有良好的表現。

學校在推動STEM教育方面一直不遺餘力。中學部

在發展STEM教育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培育了多

代的科學人才，開辦了全港首個校本科學研究課程。

小學部同樣銳意推行科學教育，從小培養學生對探究

科學的興趣。中學同學協助訓練小學同學，幫助他們

在STEM學習、辯論、球類運動和制服團隊等課外活

動中有更佳的表現。

繼往開來 迭創新猷

葉嘉雯校監稱，未來發展的重點是加強心靈教育，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思辨能力、抗逆的堅毅精神，

和擴展創新科技教育。校方將在小學開辦運算思維課

程，改革電腦課程，加入編程技巧的訓練，加強對學

生分析解難和邏輯思維的培訓。中學部的發展重點是

語文和STEM的培訓和推行創意美藝教育。

學校資料學校資料

營造優良語境 促進英語學習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語文能

力，尤其是英語能力。學校特別設立 「英語專

區」 （English Zone），為學生提供優良的語言

學習環境，鼓勵他們在課餘時間自學英語。英語

專區以英國文化為主題，分為 「英語天地」
（English Corner） 、 「 閱 讀 咖 啡 室 」
（Bookworm Cafe）、 「辯論館 」 （Debate

Hall）和 「戶外平台」 （Podium）四個部分，各

有特色。

「英語天地」 專為舉辦各類型的英語活動而

設，建有小舞台，學生可在那裏表演話劇、演說

和朗誦。裏面還備有趣味棋類遊戲和英語電影，

供學生在課餘時享用，從中學習英語。 「閱讀咖

啡室」 以咖啡室作主題，放置不同類型的英文書

刊，以及自學教材，學生可喝着飲品，舒適地坐

在沙發上學習，以英語聊天，或悠閒瀏覽網頁。

咖啡室旁的 「辯論館」 供學生進行辯論、朗誦和

英語短劇練習之用。 「戶外平台」 在午間時段舉

行不同類型的英語活動，如 English Song

Appreciation，由學生大使帶領同學詠唱經典英

文歌曲，一同討論歌詞的涵義。

校方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的朗誦、辯論和話

劇比賽，並獲優異成績。呂家天同學2015年加

入英文辯論隊，曾經代表學校奪得香港中學辯論

比賽九龍及新界第一區冠軍。劉溢川同學是話劇

團成員，他認為透過參演話劇，學會了很多英語

詞彙，會話能力和自信心亦因而提升。話劇團在

2017年憑藉出色表現，在香港學校戲劇節勇奪

優秀演員和最佳導演等獎項。

校友不忘母校教誨 以所學服務社會

自創校以來，學校培育了無數優秀的畢業生，

服務社會各行各業。他們時刻緊記母校的教誨，

堅毅奮進，回饋社會。校友伍可怡是一位語言治

療師，曾擔任香港語言治療師協會主席。她就讀

中學時是天主教同學會會長，熱心參與義工服

務，既幫助了別人，又培養出領導才能。伍可怡

覺得母校的宗教教育氛圍濃厚，創校校監賴存忠

神父十分關心學生，是她的學習榜樣。

STEM教育先驅 成果豐碩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是香港STEM教育的先

驅，經驗豐富，在科學比賽中屢獲殊榮，多次榮

獲中國教育部及中國科協評選為 「科技教育優秀

學校」 。三位畢業生劉德誠、劉德健和簡泳怡，

先後在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獲獎，並獲國

際天文聯會以其名字為小行星冠名，成為 「星之

子」 及 「星之女」 ，為港爭光。

首創校本科研課程

學校擁有悠久的優秀科學教育傳統，早在1965

年，江天文神父已鼓勵學生進行科學研究，在聯校

科展中榮獲冠軍。自2015年開始，學校於初中開

設校本科學研究科，為對科研有濃厚興趣的學生提

供有系統的培訓。科學研究科科主任陶婉雯老師指，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要自己構思和發掘研究題材，翻

尋有關資料，設計實驗，再進行研究，將結果寫成

報告。學生通過科研課程，不但能夠加強分析和思

考能力，更可掌握研究學問的技巧，對他們在其他

學科的學習均有裨益。

中三學生謝芷彤是科學研究科首屆學生，榮獲

國際科學及工程大獎賽地區賽的 Mu Alpha

Theta獎。她研究以數學運算拆解中國古代遊戲

九連環，當中涉及艱深繁雜的運算公式。

分享成功經驗 協助友校發展STEM教育

除了發展校本課程，學校亦透過舉辦跨學科

STEM學習活動，鼓勵學生把各科知識融會貫

通，實踐應用。以 「當考古學家的一天」 為例，

學生化身為考古學家，模擬發掘恐龍骸骨，運用

平板電腦收集數據及撰寫程式，以數學公式推算

出恐龍的重量，當中涉及地理學、生物學、數學

和電腦學的元素。學校因為推動STEM教育和發

展跨學科活動方面累積的經驗，於2016年獲教

育局邀請成為首批STEM專業發展學校，協助其

他學校設計跨學科STEM活動。

呂仲權、李樂麒、歐陽司倪和李晉齊是校內創

新科技組成員，最喜歡設計科普活動，經常到其

他中、小學校推廣。他們曾經利用膠樽蓋加上玻

璃珠子製作小型顯微鏡，又合力設計了一套化學

元素卡牌，讓同學通過輕鬆的遊戲學習化學元素

的知識。同學們憑完整的活動設計，在全國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中獲得學會實踐活動一等獎及二

等獎。

展望將來，學校將擴展STEM教學，加入研究

（Research） 和 美 術 （Art） 的 元 素 ， 成 為

STREAM教學，培養協作與解難的能力，培育創

科人才。

▲同學們認真地進行科研實驗

▲校方鼓勵同學透過科學研究培養創意、分析思考和探
究解難能力。

▲帶領小學生進行科普活動

校本創意教育課程 創本地先河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近年

銳意推行創意教育，發展了全港首個為

期六年的校本創意教育課程，採用活動

教學形式，通過有系統的培訓，配合多

元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 「四心五

力」 （ 「四心」 ，即是想像心、挑戰

心、好奇心和冒險心； 「五力」 則是流

暢力、變通力、獨創力、敏覺力和精進

力），激發學生的創意。

寓學習於遊戲活動 啟發創意

小學各級的課程和活動均經過精心設

計，既有趣又能激發學生創意思維。以

《小三：小小大作家》的主題為例，學

生要分組創作小說故事，構思故事大

綱、設計人物角色和情節發展，既考創

意，又有助提升語文能力，學生更可將

故事拍成微電影。校方為每位學生製作

學習歷程檔案，有系統地記錄他們在每

一個階段的學習成果。

校方舉辦不同類型的比賽，為學生提

供發揮創意的機會，如立體及平面設計

及瑪小棋王爭霸戰等。校方又鼓勵學生

參加校外比賽，如渣打藝趣嘉年華、香

港創意戲劇節話劇比賽，香港電台《愛

多啲一家人》攤位遊戲設計比賽等。

構建綠色校園 全面環保教育

環保教育是瑪小近年另一個發展的重

點。校方在十年前由桃源街遷往海麗邨

現址時，把握遷校的契機綠化校園，興

建多項環保設施，包括空中花園、綠化

平台、農莊園圃和溫室等。學生被委為

「瑪小園丁」 、 「溫室大使」 和 「環保

大使」 ，進行有機耕種，打理溫

室植物，協助推行物料回收，從

中學習環保知識。學校定期舉辦

環保講座，義賣由學生栽種的有

機蔬菜，以推廣環保訊息。

校方在推行節能減碳和廢物回收方

面不遺餘力。校內安裝了太陽能光伏

板和風車，引入再生能源，配合節能

光管和電力時間控制器，減省消耗能

源。又在每班設三色回收箱，鼓勵學

生將廢物分類回收。瑪小歷年來取得

不少環保獎項，如2010年 「綠化校園

工程獎─大園圃種植（小學組）」 亞

軍，2012年 「第十屆綠色學校獎」 ，

以及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學校（小

學）界別卓越獎」 （優異獎）等。

重多元發展 發掘學生潛能

為培養及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興趣與潛

能，達至全方位學習，學校推出 「各展

所長」 興趣培訓班，在課後及周末安排

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讓學生按自己的

興趣自由參加。活動種類有學術、體

育、藝術及服務等，各有特色。校內還

設有 「瑪小最強」 的環節，在午飯時間

安排不同類型的挑戰活動，如呼拉圈比

賽、跳繩比賽等，讓學生一展身手。

學生才藝出眾 屢獲殊榮

校方又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和國際比賽，

屢獲優異成績。學生在 「香港學校朗誦節」
勇奪中文及英文詩詞獨誦多項冠、亞及季

軍。在數學比賽方面，學生在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6（華南賽區）

晉級賽分別奪得一等獎、二等獎和三等獎。

在運動比賽方面，陳顥樺同學勇奪 「全港

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 小學男子單打冠軍。

在創意比賽方面，學校參加新加坡DSO

National Laboratories 及 Singapore

Science Centre 合 辦 的 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

紙飛機飛行時間最持久比賽組別中，贏得

東亞區冠軍。剛小學畢業的鍾曦婕同學擅

長音樂和舞蹈，曾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音樂

節合唱團及敲擊樂比賽，在校際舞蹈節取

得甲等獎項。同是剛畢業的馮卓禮同學，

獲教師推薦參與校外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他又是校內乒乓球隊的代表，與隊友合作

在校外邀請賽中勇奪冠軍。▲同學全情投入參與英詩朗誦比賽

▲學生在運動比賽屢獲殊榮

▲學生合力打理校園植物，從中培養環保意識。

▲小四學生化身小小發明家，合力研究逃生工
具。

◀小學部空中花園

▲學生與老師以棋藝對戰

▲宗教壁畫由前校監江天文神父及沈嘉仁神
父進行祝聖儀式

▲全人教育、各展所長

◀左起：小學部吳偉文校長、葉嘉雯校監和中學
部何力生校長

在 1957 年，瑪利諾神父本着興學育
才，照顧貧苦弱小的使命，在大坑東創
辦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成為本港首間
男女子津貼學校，創本地教育的先河。
中、小學部一脈相承，貫徹創校的信念
和精神，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天主教
全人教育。學校成立六十年來，為社會
培育了不少的中堅和精英。

樹人育才 傳主愛
努力耕耘六十載努力耕耘六十載

流
金
歲
月

小學部獲考評局頒發優質評核管理認證 中學部學生再次在國際科
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
中勝出，並獲小行星命名
權，成為了 「星之女」 。

中學部獲教育局聘為首批支援

STEM教育的 「專業發展學校」

2016年9月2014年5月

2011年10月

2009年1月

2008年5月

1959年11月16日

第一屆中學生畢業
中學部學生首次在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中勝出，獲小行星命名權，成為 「星之子」 。

小學部遷入海麗街新校舍

1957年9月26日

1957
年9月2日

創校開幕典禮由白英奇主教（Rev. Bishop Bianchi）及時任港督

葛量洪伉儷（Mr. & Mrs. A. Grantham）擔任主禮嘉賓

校監賴存忠神父（Rev
. Pe

ter Reilly
）及校長

唐余湘畹女士創辦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小學部小學部 中學部中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