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小學部小學部小學部））））  (  (  (  (校訊校訊校訊校訊 20 20 20 20111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運動會」 

第四十二屆運動會於 9 月 29 日假深水埗運動場舉行。當天天氣晴朗，全天共舉行四十多

項競賽，參加的同學、老師、家長及友校師生超過一千人。開幕禮後便進行激烈的比賽。一、二

年級在遊戲區進行遊戲競賽，賽程輕鬆有趣。親子競技賽、友校接力邀請賽及家長教師學生接力賽亦

順利進行。最後，全場總冠軍由忠社奪得「校監盃」，金牌榜亦由誠社居榜首。忠社的啦啦隊表現最

優秀，獲得「傑出啦啦隊」大奬。各得獎名單如下︰ 

男子甲組 

 60 米 100 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推鉛球 

冠軍 杜海生 徐穎賢 歐振軒 馬嘉軒 吳嘉俊 李浩綸 

亞軍 鄭兆翔 張曉亮 李澤源 雷卓錚 吳嘉禧 岑小川 

季軍 張曉亮 龔柏賢 張謙 鄭浩鋒 盧萬楠 劉韋廷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200 米 4X100 米   200 米 4X100 米 

冠軍 徐穎賢 6D  冠軍 馮樂心 6C 

亞軍 吳嘉俊 6A  亞軍 陳佩彤 6A 

季軍 戴浚希 6B  季軍 吳海琳 6B 

女子甲組 

 60 米 100 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推鉛球 

冠軍 龔倩榆 龔倩榆 李天怡 陳佩彤 何卓霖 陳穎欣 

亞軍 潘悅同 潘悅同 區智君 伍廷茵 黃祉慧 沈芷苓 

季軍 陳穎怡 馮樂心 王志柔 侯詠妤 謝曉瑩 張樂程 

男子乙組 

 60 米 100 米 200 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4X100 米 

冠軍 邱彼特 李凱翔 李凱翔 邱彼特 馬智瀚 楊焯稀 5B 

亞軍 楊焯稀 劉俊杰 邱季祺 余榮亨 王宏謙 謝嘉譽 5A 

季軍 劉俊杰 邱季祺 蕭朗峰 北昊霖 劉智健 鄺文政 5D 

女子乙組 

 60 米 100 米 200 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4X100 米 

冠軍 黃嘉欣 劉家嘉 馮歷祺 馬穎童 羅曼琦 劉家嘉 5C 

亞軍 歐海柔 陳潁洳 馬穎童 何婥嫺 陳曉樂 文海澄 5D 

季軍 陳潁洳 鍾曦婕 鍾曦婕 楊皚桐 蘇思宇 黃嘉欣 5D 

男子丙組 

 60 米 100 米 跳遠 擲壘球 4X100 米 

冠軍 李柏慶 陶尚孝 謝添潤 譚睿行 4A 

亞軍 余家聰 吳名鏗 黃若榮 黃彥希 4B 

季軍 冼應揚 陳晉文 馬汶彬 王文荻 4C 

女子丙組   

 60 米 100 米 跳遠 擲壘球 4X100 米 

冠軍 潘玥欣 陳潁甄 郭婉嫣 殷天敏 4B 

亞軍 周恩彤 梁晞汶 黃芷晴 馮靄琳 4A 

季軍 黃凱晴 曾羨瑜 馮易思 孫曉潼 4D 

二年級 60 米 

 男子 女子 

冠軍 姚卓僑 官愷珊 

亞軍 余誠亨 馮穎心 

季軍 呂澤熙 黃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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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榜                                       校監盃 

 社 金牌 銀牌 銅牌 總數   社 

冠軍 誠    11 9 10 30  冠軍 忠 

 

啦啦隊 

 社 

冠軍 忠 

 

「國慶（升旗儀式）」 

  為了慶祝 10 月 1 日的國慶，本校於 10 月 2 日舉行升國旗儀式。儀式於操場進行，當天天朗氣清，

全體師生高唱國歌。校長勉勵全校同學，讓同學們進一步去認識我們的祖國。儀式結束後，同學

觀看國慶短片，並完成工作紙，增加對祖國的認識及歸屬感。 

 

「玫瑰月祈禱聚會」 

江天文神父、吳偉文校長及全體師生於 10 月 7 日聚首一堂，在本校禮堂，參加玫瑰月祈禱聚會，

一起默想玫瑰經的「歡喜奧蹟」，我們偕同聖母重温天主愛人類、救贖人類的工程。內容包括﹕聆聽

聖言、默禱、誦唸玫瑰經、神父講道及降福，讓同學效法聖母，與天主的計劃合作，找出自己的人生

目標和使命，並樂意承擔。 

之後，基督小先鋒及教友同學帶領全體師生一起誦唱《極温良的母親》，表示對聖母的尊敬，並

在日常生活中效法聖母的德表。 

 在 10 月份，同學收到玫瑰月工作紙，每當同學實踐一個好行為，就可在預印的玫瑰花圖案上填

上顏色，以及寫出自己所做的好行為，這代表同學向聖母送上一朵一朵的玫瑰花，象徵同學在生活中

效法聖母的德表，活出基督的精神，用思、言、行去敬禮聖母。 

 

「公益金便服日」 

本校於 10 月 8 日舉行 2015 年度公益金便服日。當日同學們穿上便服上課、進行活動，讓同學

們可以體會輕鬆上學的樂趣，同學們感到無比興奮。是次活動所籌得善款總額為 38,142 元。 

 

「集隊快、靜、齊比賽」 

2015 至 2016 年度上學期集隊快、靜、齊比賽於 9月 21 日至 10 月 16 日進行，同學度過了一個漫

長的暑假後，仍然沒有忘記集隊的規則，表現理想。是次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6B 

亞軍：4B 

季軍：6A 

 
獎項 

香港建青會及保健冬泳會主辦「第十屆國慶團結盃游泳比賽」 

7-8 歲以下女子組 50 米蛙泳冠軍  3C  梁晞汶 

7-8 歲以下女子組 25 米捷泳季軍  3C  梁晞汶 

4x25 米自由式接力初級組亞軍    3C  梁晞汶 

9-10 歲女子組 100 米蛙泳冠軍    6B 李天怡 

9-10 歲女子組 500 米蝶泳冠軍    6B 李天怡 

4x50 米自由式接力女子組冠軍    6B 李天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女子少年 J組 50 米蝶泳季軍  3C  梁晞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M1 組 50 米自由式亞軍  5A  楊焯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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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南區水運會 2015」 

女子青少年組 50 米蝶泳季軍  3C  梁晞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I組 100 米蝶泳亞軍  5A  楊焯稀 

男子青少年 I組 50 米蝶泳亞軍   5A  楊焯稀 

 

香港跆拳道正館主辦 跆拳道邀請賽 2015 

男子個人蠅量級(色帶組) 亞軍  3D   何政毅 

 

新界社團聯會(沙田地區委員會)主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6 周年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蝶泳亞軍  6B 李天怡 

 

「珍惜水資源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   3B 吳俊逸   4C  譚詠蓉    4D 鄭書孝   5D 謝嘉譽   5D 陳曉樂  5D  黃嘉欣 

6A 鄭皓文   6D  郭曉為 

 

YMCA 主辦「2015 水運會」 

女子 25 米蛙泳冠軍         3C  梁晞汶 

女子 25 米自由泳亞軍       3C  梁晞汶 

女子 25 米持板自由泳亞軍   3C  梁晞汶 

 

智力乒乓球會主辦「夏季青少年勁力賽」 

新秀組冠軍   6C  黃靜琳 

 

卓傑盃全港兒童書畫大賽 

小學西畫組優異獎   4D 李宛霖 

 

 

十一月份活動預告  

11 月 2 日 一年級 Halloween Party 

11 月 3 日、4日 一年級參觀秀茂坪交通安全城(常識科) 

11 月 4 日 麥當勞叔叔與您開心閱讀 

11 月 6 日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迎新及啟動活動、優質家長工作坊 

11 月 9 日 5C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視藝科) 

5A、5D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識科) 

11 月 9 日、10 日 四年級參觀香港科學館(英文科) 

11 月 10 日 江神父與 6B 上課 

11 月 13 日 學校旅行 

11 月 17 日 江神父與 6C 上課 

11 月 17 日、19 日、20 日、24 日 參觀立法會大樓(常識科) 

11 月 17 日、19 日 六年級參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視藝科) 

11 月 20 日 江神父與 6A 上課 

11 月 23 日 5A、5B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視藝科) 

5C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識科) 

11 月 26 日 5D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視藝科) 

5B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識科) 

11 月 27 日 江神父與 6D 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