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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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月及月及月及月及 20202020111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獎學金捐款」 
本校獲熱心校友慷慨資助，於本學年起成立多項學科獎學金，以鼓勵同學在進業修德上突

破自我，追求卓越，並表揚在學行方面表現傑出的同學。 
為了使獎學金能有足夠資金長期營運，本校在十一月中展開「獎學金籌款」活動。是次籌款活動

得到家長的積極響應，共籌得善款港幣 128,770 元。在此感謝各位家長慷慨解囊，鼎力支持是項有意

義的籌款活動。 
 

「課室秩序比賽」 
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良好的課室秩序是不可或缺的。為了培養同學在課堂上及轉堂間有良好的

紀律，訓導組每年都會舉行課室秩序比賽，加強同學對課室秩序的關注和認知。本年度上學期課室秩

序比賽已於 11 月 16 日至 27 日進行，各班均表現良好。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1D 6C 2A  

 

「音樂聽我 show」 
 本年度音樂科特別舉辦了「音樂聽我 show」活動，為懂得演奏樂器的同學，提供一個難得的校

內表演機會。在 11 月 23 日至 27 日，音樂老師安排同學在午間活動時段表演。為讓更多同學欣賞到

音樂表演，特意將表演場地由音樂室移到有蓋操場及中央廣場。今年同學表演的樂器以鋼琴、小提琴、

大提琴、口風琴、口琴等為主，而且各種樂器的表演都十分精彩，更加入樂器體驗時段，到來的同學

除了投入欣賞，更可試玩樂器，全情投入樂韻中。 
 

「創意班相設計比賽」 
「創意班相設計比賽」發揮全校師生的創意！同學們積極參與，並由班主任及老師協助下完成拍

攝。各班所拍的班相都十分獨特，部分班相更加入特別拍攝效果，創意無限。藉此活動，希望加強各

班的凝聚力，令同學更有歸屬感之餘，亦能拍出一張獨特的班照。全校的投票活動於 11 月 23 日至 27

日舉行，由同學及教職員投票選出最有創意隊形的班相，大家可於學校網頁欣賞全校的創意班相。恭

喜得獎的班別！得獎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4D 1D 5B 6D  1B  1C  3B 

 

「家長學堂講座(第一期)」 
在互聯網資訊泛濫的時代，學生很容易沉迷網上遊戲。作為家長，應該如何教導子女用正確的態

度去使用互聯網學習，而不傷害彼此的感情呢？ 

為此，我們安排了第一期的家長學堂的講題──「網開新一面」及「管教壓力煲」，分別邀請了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註冊社工李展熙先生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伍柏鴻先生主講。是次的講座已經於 11

月 28 日舉行，活動內容深入淺出，豐富有趣，家長都分享了不少管教子女的心得。感謝家長踴躍出

席，希望是次講座能幫助家長和子女的溝通、紓緩父母管教子女的壓力。 

 

「聖誕節祈禱聚會」 
12 月 2 日當天，我們全體師生齊集禮堂舉行聖誕節祈禱聚會。全體師生對聖誕節充滿期待，帶著

愉快的心情參與這次祈禱聚會。透過祈禱禮，除了讓同學認識耶穌降生的意義外，並希望大家能將耶

穌降生的喜訊傳遞給身邊的人，把耶穌對我們的愛帶給身邊每一個人，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祈禱禮首先由老師向同學解釋聖誕節的意義，接着一同詠唱《齊來欽崇》，再由校長誦讀福音，

校長為我們讀出路加福音(路 2：1-10)有關耶穌降生，天使報喜的喜訊。然後，江天文神父向同學講

道，江神父講解教會在每個禮儀年內，劃分了不同的時期，有喜悅的日子，也有作痛悔的日子，使用

不同顏色作標記。在將臨期的時侯，教會會用紫色祭帶，有著補贖和克己的意思。江神父請同學們於

將臨期內，默念主耶穌的誕生，並且做好自己本份，好好做功課、用心學習、遵守規則等，好好準備，

迎接主耶穌的到來。 

    最後，師生們俯首接受江神父和沈神父的降福，並一同詠唱《普世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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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已於 12 月份的午間活動時段順利舉行。六年級的同學經由體育老師挑

選成為班代表，並在體育課進行訓練。比賽期間，各班都表現出體育精神，參賽者積極作賽，其餘同

學也落力為班代表打氣。比賽結果如下：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6A 冠軍  6D 

亞軍  6B 亞軍  6C 

 

「四年級常識科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四年級同學分別於 12 月期間到水務署的水資源教育中心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同學們到達後，

在導賞員帶領下認識香港供水歷史以及香港現在供水的情況。在參觀活動中，導賞員加插了問答、小

遊戲等環節，增加了同學對水資源的認識，亦提高了同學們學習的興趣，可謂一舉兩得。 

 
「課室鏡箱設計比賽」 

同學來到新學年，又進駐了一個新課室。為了凝聚同學對自己所屬班別的歸屬感，每年都會舉行

課室鏡箱設計比賽，讓同學發揮創意。各班利用不同的圖案佈置課室鏡箱，更會融入不同的主題，並

切合環保，使用環保物料，各班的設計都各具特色。經過評分後，得獎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3B 4A 6D 1D   5B   6A   

 

「香港學校朗誦節 15-16」 
本校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一直以來均鼓勵同學參加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節，以提高同學的

朗誦技巧、演講技巧和增加自信心。今年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中，同學成績斐然，各項比賽得獎名單

如下: 

中文詩詞、散文獨誦 

亞軍 2A 尹日臨  

季軍 1B 張倬瑜  

優良 1A 張琬琪 1A 李穎廷 1B 陳鍵溱 2B 謝詩晴 2C 盧  諾 2D 劉曜瑩  

2D 岑昫諺 3A 劉皓晴 3C  黃家樂 3D 劉殷愈 3D 盧紫晴 3D 蕭樂遙  

4A 麥子瀅 4B 黃若榮 4C 殷天敏  4C 黃朗晉  4D 李宛霖 5A 符穎霖  

5B 鍾曦婕 5B 陳影妍 5B 孔德淙 5C 黃鎧謙 5D 葉凱澄 6A 吳藹澄  

6A 吳海琳 6B 岑小川  6B 李天怡  6B 鄭靖陶  6B 李智傑 6D 郭曉為  

6D 蕭妏錡 
良好 1C 楊傲灃  2D 李宛穎 2D 郭文俊 3A 倪汶震 3C 郭秋言 4B 許凱湸 

  4C 許卓彥  4D 伍采蘭 4D  李卓諺 5A 徐穎裕 5A 杜建瑩 5B 陳珮琦 

  5D 徐毓瞳 6C 黃靜琳 6C 伍廷茵  6D 許凱喬 

 

英文詩詞獨誦    

冠軍 6D 伍凱琪     

亞軍 6B 陳佩彤 2A 葉蔚臻 1C 杜美沙   

季軍 6B 鄭浩鋒 6B 李智傑 6B 侯詠妤 6B 周妤珊 4A 麥子瀅 

 

 4D 伍采蘭 2B 黃昊朗 2B 謝詩晴 2B 周妤珈 2C 湯震鈺   

優良 6A 吳海琳 6B 李天怡 6B 鄧駿絡 6B 張珮詩 6B 岑小川 6C 龔倩榆 6C 林綽謙 

 6C 劉韋廷 6D 張樂程 6D 戴浚希 5A 官文聲 5A 符穎霖 5B 翟紫晴 5B 湯曉晴 

 5B 孔德淙 5C 單靖琳 5C 馬穎童 5D 陳穎洳 5D 鄭詠霖 5D 李愷進 4C 黃朗晉 

 4C 殷天敏 4D 周凱晴 4D 李卓諺 3A 黃凱晴 3A 張芷錡 3A 倪汶震 3B 許依恆 

 3C 孔傲嵐 3D 蘇子淇 3D 祁璧珵 3D 盧紫晴 3D 范永霖 2A 官愷珊 2A 呂澤熙 

 2B 曹誦軒 2C 張競文 2C 鍾梓希 2C 梁雅喬 2C 陳穎淇 2C 盧  諾 2D 單政庭 

 2D 岑昫諺 1A 林英翰 1A 嚴頌恩 1A 張琬琪 1B 黃賦康 1B 陳鍵臻  

良好 6A 周凱雯 6A 陳采妍 6C 黃靜琳 6D 楊藹晴 4A 馮靄琳 4A 馬婧之 4B 林子悠 

 3B 李  晴 3C 郭秋言 2A 馮浚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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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詩詞、散文獨誦 

亞軍 1B 黎逸朗 2B 陳卓穎 2A 葉蔚臻 3D 潘玥欣 4A 麥子瀅 6A 吳海琳  

6B 鄭浩鋒 6C 伍廷茵 

優良 1A 袁孝琳 1A 嚴頌恩 1B 張倬瑜 1C 周梓燁 1C 張敬賢 1C 劉彥宏  

1C 黃曦朗 2A 黃若曦  2A 陳穎姿 2B 鍾芍霆 2B 劉聖桐 2B 周妤珈  

2B 張晨希  2B 謝詩晴 2C 陳潁淇 2D 王嘉禧 3A 張琛賢 3A 黃凱晴   

3A 李雯琦 4A 鄭皓尹 4B 李柏慶 4B 賴穎恩 4C 冼應揚  4C 游懿昕  

5A 符穎霖 5B 孔德淙 5D 陳潁洳 6A 盧萬楠  6B 張珮詩 6B 侯詠妤 

   6C 游昀昕 6D 霍曉瑩 

良好 1A 劉柏麟 1A 謝芷晴 4D 伍采蘭 5C 郭凱晴 5D 林晉隆 6B 李智傑 

 

「校本輔導活動-時間管理小主人」 
為了加深同學對今年的輔導主題「自主學習」的認識，以及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本校輔導組舉辦

時間表及標語設計比賽，鼓勵同學透過創意來實踐今年的輔導主題。經老師甄選後，比賽結果如下： 

親子標語設計比賽(初級組) 得獎名單及作品 

獎項 姓名 班別 作品 

冠軍 

 

黃曦朗 1C 學習時光秒秒珍惜， 

天天增長點點知識。 

亞軍 

 

陳潁淇 2C 讀書遊戲要適時， 

及早計劃莫遲疑。 

季軍 

 

黃煦晴 1D 時間管理掌握好， 

學習輕鬆無煩惱。 

季軍 

 

陳穎姿 2A 時間管理好習慣， 

培養自學人稱讚。 

優異 

 

袁孝林 1A 齊把時間分配好， 

輕鬆學習無難度。 

優異 司徒靖妍 1B 自主學習增知識， 

善用時間莫費惜。 

優異 

 

周梓淇 1D 時間很寶貴，切勿去浪費，自主學習

最實際。 

優異 

 

吳芷樂 2B 時間管理若做好，學習、生活少煩惱。 

 

時間表設計比賽(中級組) 得獎名單 

 
 
 
 
 
 
 
 
 

 

時間表設計比賽(高級組) 得獎名單 

 
 
 
 
 
 
 
 
 
    

 班別  姓名 

冠軍 4A 麥子瀅 

亞軍 3A 黃凱晴 

季軍 3D 何政毅 

優異 4B 賴穎恩 

優異 3D 成樸謙 

優異 3A 陳芊澄 

 班別  姓名 

冠軍 5D 鄭詠霖 

亞軍 5D 馮嘉偉 

季軍 5C 單靖琳 

優異 5C 歐海柔 

優異 6A 吳海琳 

優異 6A 麥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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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Boys A 200 米 第四名 6D 徐穎賢 

男甲 Boys A 推鉛球 第七名 6D 李浩綸 

男甲 Boys A 擲壘球 第六名 6D 李澤源 

男乙 Boys B 100 米 第八名 5B 李凱翔 

男乙 Boys B 擲壘球 第二名 5A 邱彼特 

女甲 Girls A 200 米 第七名 6B 馮樂心 

女乙 Girls B 擲壘球 第一名 5C 馬穎童 

女乙 Girls B 跳高 第七名 5A 文海澄 

男乙 團體優異  

女乙 團體優異  

 

香港多元智能協會中文創意寫作比賽 

B 組亞軍  6C  黃靜琳 

B 組季軍  6D  伍凱琪 

 

2015 普世歡騰頌聖誕兒童組中文書法(硬筆)比賽 

銀獎  4B  賴穎恩 

 

HK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Merry Christmas 2015: Calligraphy) 

Juvenile Group Gold Prize  6B  侯詠妤 

Child Group Gold Prize     4B  賴穎恩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二屆寰"語"散文寫作比賽 

少年組英文  冠軍 6C  黃靜琳 

 

全港劍擊比賽 

花劍個人賽  亞軍  5D  謝嘉譽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六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自選曲目(第三級) 亞軍  2C  盧諾 

 

匯聚杯體育舞蹈錦標賽 

女子個人舞 七歲或以下拉丁舞雙項(查查查/倫巴舞) 第一名  2B  李卓霖 

女子個人舞 七歲或以下拉丁舞雙項(查查查/牛仔舞) 第二名  2B  李卓霖 

女子組 新澳步                         第二名 2B  李卓霖 

女子組 九歲或以下拉丁舞專項(牛仔舞)  第三名 2B  李卓霖 

女子組 七歲或以下拉丁舞專項(倫巴舞)  第三名 2B  李卓霖 

女子組 七歲或以下拉丁舞專項(查查查)  第四名 2B  李卓霖    

    

一月份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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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 全校專題研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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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活動預告 

2 月 5 日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家長教師分享會及家長工作坊、五年級成長的天空分享會、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分享會 

2 月 19 日 中華民族服飾大滙演 

2 月 20 日 基督小先鋒九龍 II 區聯校活動 

2 月 22 日 2A 常識科參觀長沙灣警署 

2 月 24 日 2D 常識科參觀長沙灣警署 

2 月 29 日 江神父與 5C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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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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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家長座談會小一家長座談會小一家長座談會小一家長座談會」」」」及及及及「「「「義工家長茶聚義工家長茶聚義工家長茶聚義工家長茶聚」」」」    

「小一家長座談會」及「義工家長茶聚」已於 12 月 5 日舉行。當日，小一家長

及家長義工均踴躍出席，他們的積極參與和提問，令整個聚會都很熱鬧及有建設性，當中接

獲不少查詢及反映，如小一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及適應、網上電子書的借閱情況、半日制及課

後活動的校車安排、測驗考試的適應等，家教會將與校方作出討論及研究，並加以跟進及不斷改善。

各位家長更可親臨家教會的網址瀏覽和提出寶貴意見。 

網址：http://www.mfsp.edu.hk/pta.php 

電郵：mfsppta@gmail.com 

 

「「「「聖誕慶祝會聖誕慶祝會聖誕慶祝會聖誕慶祝會」」」」    

全校師生於 12 月 18 日進行了聖誕慶祝會，當天大家首先聚集禮堂，在祈禱後，觀賞由基督小

先鋒同學扮演的話劇表演──耶穌誕生及誦唱聖詠「新生王」，準備迎接主耶穌的降生。接著是大抽

獎環節，由家長叔叔和家長姨姨扮演聖誕老人和聖誕姨姨為同學抽獎助慶，大家都很投入，氣氛熱鬧。

最後，合唱團同學與大家一同詠唱聖誕歌，透過歌聲一起分享聖誕的喜悅。 

隨後聖誕老人、聖誕姨姨與家長義工到小一至小六的課室派發糖果給同學，以及與同學們合照，

慶祝會亦在歡樂的氣氛下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