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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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月月月月))))    

 

「Halloween Party(萬聖節派對)」 
 萬聖節嘩鬼又來了！本校於 10 月設計了一連串的活動，讓同學們感受萬聖節的氣氛，了

解節日的特色。活動包括: Halloween Word Hunt，萬聖節嘩鬼填色及設計比賽。此外於 11 月 2

日當天，外籍英語老師 Miss Frances、Miss Jaime 及一年級英文科老師為小一同學舉行了一個「萬聖節

派對」，老師和同學們盡情地「扮鬼扮馬」，有巫婆、吸血殭屍、大小南瓜、各種不同的嘩鬼……大家

的扮相維肖維妙，為派對增添了不少歡樂的氣氛。 

 Halloween Word Hunt 競猜遊戲吸引了全校的同學參與，連老師、教職員也踴躍地參與。當中有許

多同學以最接近的答案被選為勝出者，我們從中抽出了以下幸運兒，在此恭賀遊戲中勝出的幸運兒。

是次活動的各項比賽結果如下： 

「Halloween Word Hunt」 
Miss Chu (Social Worker) Miss Li Pui Yan (Chinese Teacher)  
1A 馮穎詩   1D 葉珀言   2C 梁雅喬   2D 麥顥軒   3A 吳雨軒   3D 范永霖 

4B 陶尚孝   4D 鄧冠達   5C 陳寶雯   5D 葉凱澄   6B 葉靖詩   6D 黃熙舜 

      

「Halloween Worksheet Competition」 
1A 林英翰   1B 黃賦康   1C 呂鈞鴻   2A 余明孝   2A 許富添   2D 單政庭 

3B 何芓儀   3C 張芷蕾   3D 黃頌洛   4A 麥子瀅   4C 陳宇翹   4D 周凱晴 

5B 鍾曦婕   5D 李卓婷   5D 馮嘉偉   6A 區沛恩   6B 張珮詩   6D 許凱喬 

 

「一年級常識科參觀交通安全城」 
     一年級同學分別於 11 月 3 至 4日期間到秀茂坪交通安全城，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在交通安全

城裏，同學們先留心聽警長生動有趣的講解，了解更多交通規則。然後透過使用模擬行人天橋、行人

隧道、交通燈和腳踏車，學習遵守交通規則的市民和安全駕駛的司機。活動過後，同學們的交通安全

意識提高了不少。 

 

「麥當勞 Fun Fun 運動 Show」 
本校在 11 月 4 日聯課活動時段邀請了麥當勞叔叔到校為小一、二同學舉行「Fun Fun 運動 Show」

活動。透過遊戲、魔術表演及歌唱環節，同學學習了均衡飲食及做運動的重要性。 
 

「學習樂趣多」參觀香港科學館 
    為配合本校英文教學計劃「學習樂趣多」，英文科老師於 11 月 9 日及 11 月 10 日帶領四年級學生

參觀香港科學館。四年級的上學期讀本為 < I can read with my eyes shut>，內容與眼睛有關。為

深化教學內容，特意安排了「鏡子世界」的導賞，加深同學對課題的認識。該展廳內大部分的展品都

是由多面平面鏡子組合而成。本來平平無奇的鏡子，只要經過巧妙的設計和不同的拼合，便會產生奇

特的反射效果，令同學歎為觀止。此活動有助於同學準備小型專題報告< Eye Project >之用。 

 

「旅行及日營」 
11 月 13 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一年級同學及家長由班主任帶領，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西貢獅

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到了目的地，各班在班主任帶領下，大家先來一張大合照，然後便浩浩蕩蕩地前

往貝殼館、昆蟲館、農館、漁館及地質公園遊客中心參觀。同學們除了增加對大自然的認識外，還可

欣賞不同的標本，亦可與農夫傾談，更有部分同學親手將種子放進泥土呢！大家邊行邊學，寓學習於

娛樂。遊罷公園，就進行護脊操親子比賽，從各班中各選出一組並獲得「最合拍獎」。回程時，同學

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有秩序地登上旅遊車回校。這天，大家都玩得樂而忘返呢！ 
本年度二年級同學的旅行地點是香港公園。當天早上細雨濛濛，但未有影響我們的心情。同學於

七時四十五分回校集合，大家都懷著興奮的心情準備出發。到達香港公園後，同學們分別參觀了温室、

人工湖及觀鳥園，大家邊欣賞景色邊拍照，忙碌極了。到達奥林匹克廣場後，各班先來張大合照，吃

過小點後，老師們，包括外籍英語老師---Miss Frances 和 Miss Jaime 便和同學進行一連串刺激的集

體遊戲。大約於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回程的時間到了，同學們都帶著疲倦的身軀上車回校去。是次旅

行真的令同學盡興而歸！二年級的旅行如此順利，真的要向十二位家長叔叔及姨姨協助員致以衷心的

謝意。 
三至六年級的同學到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遊玩。當天，大家心情興奮，各班同學先到正門進行班

相攝影。之後，同學們三五成羣，一起享用營內各種設施，如：箭藝、滾軸溜冰、小型高爾夫球、羽

毛球等多種球類活動。隨後，同學們亦分組在公園內四處遊玩，直至中午時段稍作休息，共享午膳。

午膳後，同學們再繼續活動，大家都樂此不疲地玩個不停，享受這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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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視藝科參觀」 
本校視覺藝術科於 11 月份特別為五年學生安排一項課外活動──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粵劇文

物館。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再配合導賞員深入淺出的講解，對粵劇長遠的文化發展有所認識。加上

觀看展館內的珍貴展品及粵劇表演短片，都提昇了學生對粵劇的欣賞態度。雖然，學生對以往的粵劇

表演者有點陌生，但看到粵劇大老倌捐出的戲服、飾物及配合演出的短片，都對粵劇表演流露出欣賞

的眼神。 

 

「五年級常識科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同學分別於 11 月期間到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同學們到達後，由導賞員

帶領下參觀館內不同的展品。透過提供富啟發性的博物館體驗，培養學生對歷史的興趣和加強他們對

歷史的了解，從而增強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與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讓學生與世界接軌。 

 

「六年級常識科參觀活動－參觀立法會」 
為增加六年級同學對立法會的認識，常識科特安排同學於 11 月期間，跳出課室，走到位於港島

的立法會大樓參觀。透過參觀，同學認識到立法會的組成及工作。而透過角色扮演遊戲，一嘗當立法

會議員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立法程序。透過導賞員的講解，同學認識到立法會演變的歷史。當

天更恰巧遇上議員們在會議廳進行會議，同學都留心觀看及旁聽立法會議員的辯論，讓同學充實地上

了一次「香港議會工作」課。 

 

「六年級參觀賽馬會創意藝術心」 
為增加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視野，本校特意於 11 月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觀位於石硤尾區的賽馬會創

意藝術中心。在導賞員的帶領下，學生們認識到這前身是「山寨廠」──石硤尾工廠大廈亦可被活化

為一所供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工作的地方，和讓公眾可近距離接觸藝術的環境。同時學生們亦觀賞到不

同的視覺藝術作品：包括中西畫、攝影、陶藝、雕塑、版畫、玻璃藝術、多媒體裝置等。雖然短短個

多小時的參觀未能讓學生對每項藝術品深入了解，但已達到擴闊學生藝術視野，啟發學生創作思維之

效。 

 

獎項 

全港校際劍擊分齡比賽 

 U10 男子花劍個人賽 亞軍 5D 謝嘉譽 

 

聖言宣讀會主辦「第十二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高級組 優異 5D 譚熙銳 

高級組 優異 5D 葉凱澄 

高級組 優異 6B 侯詠妤 

高級組 優異 6C 伍焯瑩 

高級組 優異 6C 伍廷茵 

高級組 優異 6D 伍凱琪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I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5A 楊焯稀 

男子青少年 I組 50 米蝶泳    冠軍  5A 楊焯稀 

男子青少年 I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楊焯稀 

 

動力皇體育會主辦「香港小小鯊魚錦標賽 2015」 

50 米捷泳     殿軍  2D 周巽熙 

50 米扶板打腿 亞軍  2D 周巽熙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五名  3B 文海藍 

女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3C 梁晞汶 

女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4A 鄭皓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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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5A 林志軒 

男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5A 李樂燊 

男乙 50 米蝶泳         冠軍    5A 楊焯稀 

男乙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A 楊焯稀 

女乙 100 米自由泳      第六名  5A 文海澄 

男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5B 李凱翔 

女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5C 劉家嘉 

女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5C 馬穎童 

女乙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  5D 陳寶盈 

男乙 50 米蛙泳         第六名  5D 蕭朗峰 

女甲 10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6A 吳海琳 

女甲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五名  6B 陳佩彤 

女甲 50 米蝶泳         殿軍    6B 李天怡 

女甲 50 米蛙泳         第五名  6B 李天怡 

女甲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五名  6C 袁慧敏 

男甲 50 米蛙泳         第八名  6D 張肇恒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主辦「2015 至 2016 短池游泳比賽」 

女子 8歲或以下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3B 文海藍 

女子 8歲或以下 100 米蝶泳式       冠軍   3B 文海藍 

女子 8歲或以下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 冠軍   3B 文海藍 

女子 9-10 歲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文海澄 

女子 9-10 歲 50 米蛙泳             季軍   5A 文海澄 

女子 9-10 歲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    季軍   5A 文海澄 

 

The Hong Kong Challenge Cup Dance Competition with Jazz  

Silver Award 4B 黃若榮 

 

「第八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三級鋼琴  優良 2C 盧諾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主辦「2015-16 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A 楊焯稀 

 

「2015 中國劍擊聯賽」 

U10 男子花劍團體   季軍 5D 謝嘉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十六強  3A 曾柏熹  3C 張鎰軒  3C 梁晉羲  3D 何政毅 

        4A 潘享朗  4A 余家聰  4B 張進熙  4B 李柏慶 

        5B 盧永寅  5C 馮進彥  5C 彭浩鋒 5D 劉俊杰 

        6A 歐振軒  6A 陳彥諾  6B 蕭綽希 6C 張喆謙 

     6C 張曉亮  6C 林綽謙 6C 吳嘉俊  6C 曾柏霖 

        6C 黃駿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乙 50 米蝶泳       殿軍  5A 楊焯稀 

男乙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5A 楊焯稀 

 

第七屆超級朗誦比賽 

亞軍 1B 黃賦康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主辦「第七屆超級語言朗誦比賽」 

英文詩歌（少年組） 季軍 6C 黃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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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活動預告  

12 月 1 日 4A 常識科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12 月 3 日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12 月 5 日 小四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 

12 月 7 日 4C 常識科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12 月 9 日 「陽光笑容滿校園」領袖訓練工作坊 

12 月 11 日 成長的天空小四家長工作坊 

12 月 14 日 4D 常識科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12 月 14 日、15 日 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12 月 15 日 4B 常識科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12 月 16 日 教師發展日 

12 月 18 日 聖誕聯歡會 

 

一月份活動預告  

1 月 5 日 六年級升中講座(中學部到校) 

1 月 6 日 六年級升中模擬面試 

1 月 14 日 專題講座 

1 月 19 日 六年級中文書法比賽 

1 月 20 日、21 日 六年級高效學習 

1 月 21 日 五年級中文書法比賽、二年級及三年級社交講座、四至六年級禁毒活動 

1 月 22 日 全校專題研習日 

1 月 25 日至 28 日 全校創意課程日 

1 月 28 日、29 日 遊學團 

1 月 29 日 四至六年級禁毒活動、六年級高效學習、瑪小劇社預演 

    

「「「「家長教師會報導站家長教師會報導站家長教師會報導站家長教師會報導站」」」」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每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已於 11 月 7 日舉行，新一屆的家長委員亦在大會中順利誕生，

新主席是陳佩姸，其餘委員為：李慧敏 (副主席)，王婉琪(秘書)，蘇顯斌(司庫)，陳穎心(學術)，

陳嘉敏(康樂)，劉麗萍(聯絡)，曹建恩(總務)，另有顧問委員賴偉康、增補委員林巧兒，期望各家長

能繼續支持家教會的各項活動，通力合作。 
各委員均懷着共同目標︰薪火相傳，為瑪小出一分力，務求事事做到最好。希望家教會能成為家

長和校方的橋樑，好使瑪小學生能在關愛和喜樂的環境中愉快學習和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