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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訊 2017年 10月) 

 

「家長日」 
9月 30日為本年度首次家長日。當天出席的家長，都參加於禮堂舉行的座談會及在課室與

班主任見面。透過這次家長會，家長可了解瑪利諾會辦學理念及學校的新政策安排，另外，適逢

本校 60周年，校長亦藉此機會向家長介紹了校慶的慶祝活動。 

當天除了有不同主題的簡介會，亦有選取舊校服和售賣二手樂器的活動，得到各位家長的踴躍支

持，令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部分家長提出的意見，校方亦作出即時的跟進，班主任或負責老師亦會按

家長提出的問題或意見，聯絡家長並作出解答，在此感謝各位抽空出席的家長，對子女的關心及對學

校的支持。 

 

「國慶（升旗儀式）」 
  為了慶祝 10月 1日的國慶，本校於 10 月 3日舉行升國旗儀式。儀式於操場進行，當天天朗氣清，

全體師生面對國旗高唱國歌。老師介紹國慶的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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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會」 
60周年校慶暨第四十四屆運動會於 10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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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邀請了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天主教

柏德學校、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香港扶幼會則

仁中心學校及聖方濟愛德小學學生參加 4ｘ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而親子競技賽及家長教師學生

接力賽亦順利進行。最後，全場總冠軍由誠社奪得「校監盃」，金牌榜由信社居榜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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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推鉛球 

冠軍 潘享朗 李柏慶 譚睿行 李柏慶 余家聰 冼應揚 潘享朗 

亞軍 余家聰 譚睿行 陶尚孝 黃彥希 張穎朗 叶浩鈞 歐陽家佑 

季軍 冼應揚 洪尚民 李家浩 王文荻 翁睿浠 雷卓軒 謝添潤 

女子甲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推鉛球 

冠軍 江浚潁 陳潁甄 陳潁甄 吳卓錡 賴穎恩 洪尚妤 林恩悅 

亞軍 麥子瀅 楊皚妍 李靜儀 唐加千 陳卓琳 盧翠婷 伍采蘭 

季軍 陳卓琳 盧翠婷 唐思韻 陳嘉盈 郭婉嫣 周恩彤 陳海若 

男子乙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冠軍 范永霖 范永霖 吳名鏗 盧柏儒 成樸謙 陳晉文 

亞軍 吳名鏗 吳晨晞 張鎰軒 顏詠軒 曹展豪 鍾澧言 

季軍 謝昕橋 成樸謙 曾柏熹 倪汶震 張鎰軒 彭翊翀 

女子乙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冠軍 梁晞汶 梁晞汶 文海藍 郭秋言 劉朗晴 馮易思 

亞軍 王志蕊 劉朗晴 祁璧珵 潘晴 文海藍 黃凱晴 

季軍 潘玥欣 劉殷愈 曾羨瑜 劉穎薇 江浚盈 李晴 

男子丙組 

 60米 100米 跳遠 擲壘球 

冠軍 呂澤熙 余誠亨 單政庭 姚卓僑 

亞軍 唐世鏗 林紹熹 杜翔天 楊溢鋒 

季軍 梁浩然 黃文昊 洪典毅 陳力源 

 

女子丙組 

 60米 100米 跳遠 擲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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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馮穎心 劉曜瑩 林子悅 陳穎姿 

亞軍 岑昫諺 李凱婷 陳潁淇 彭梓珊 

季軍 陳卓穎 黃若曦 鄧希茹 呂慧妍 

 

二年級 60米 

 男子 女子 

冠軍 招家力 趙希瑤 

亞軍 林明恩 曾穎喬 

季軍 葉蔚森 許菲琳 

接力組 

男子甲組 4X100米 女子甲組 4X100米 

冠軍 6C 冠軍 6A 

亞軍 6B 亞軍 6C 

季軍 6A 季軍 6B 

 

男子乙組 4X100米 女子乙組 4X100米 

冠軍 5B 冠軍 5A 

亞軍 5A 亞軍 5C 

季軍 5D 季軍 5B 

 

男子丙組 4X100米 女子丙組 4X100米 

冠軍 4A 冠軍 4C 

亞軍 4C 亞軍 4A 

季軍 4B 季軍 3D 

 

金牌榜                                       校監盃 

 社 金牌 銀牌 銅牌 總數   社 

冠軍 信 11 8 8 27  冠軍 誠 

啦啦隊 

 社 

冠軍 忠 

 

「瑪利諾月慶祝活動」 
 10月 7日是瑪利諾神父會成立紀念日，為慶祝這個重要的日子，本校於十月份已舉行一連串慶祝

活動。活動內容包括﹕ 

 

一、「歷史展板」及「享用飯後甜品」 
本校於 10 月份，在有蓋操場設置介紹修會工作的歷史展板，讓學生可了解及重温神父們多年來

在香港服務的愛德工作及使命。之後，學生可自由完成「問題紙」內容。宗教科老師在慶祝活動完結

日，即 10月 23日，在「校園電視台」抽出答對「問題紙」內容的同學，派發禮物。全校師生亦在當

日享用飯後甜品，師生一起慶祝「瑪利諾神父會」的成立，學生亦可牢記這個特別的日子。 

 

二、「瑪利諾神父會成立紀念日及玫瑰月祈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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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瑪利諾神父會成

立紀念日及參加玫瑰月祈禱聚會。江神父透過講道、默禱、誦唸玫瑰經、各級學生及教師代表向聖母

像獻上玫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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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同聖母重温天

主愛人類、救贖人類的工程。 

首先，江神父講述瑪利諾神父會成立的歷史，瑪利諾神父會一向希望大家認識可愛的救主和祂的

母親，大家都知道瑪利諾神父會的英文名稱叫「Maryknoll」，原因是當時成立修會的兩位神父都非常

敬愛聖母瑪利亞，他們在籌備興建修院的時候，找到了一座小山，這座小山名叫「Knoll」，他們便將

這座小山奉獻給聖母，起名叫「Maryknoll」。江神父講解修會的歷史及其工作後，亦作為「瑪利諾月」

慶祝活動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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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0周年校慶感恩祭」 
為慶祝學校創辦六十周年，10月 20 日假聖方濟各堂舉行校慶感恩彌撒。由榮休

主教湯漢樞機主禮，江天文神父、沈嘉仁神父、温順天神父、郭積傑神父、張克理神

父及譚永明神父進行共祭。感恩祭由中、小學師生聯袂協作，並邀請了多位校董、校友、

友校校長、中小學部家教會執委、前任校長及教師等出席。 

湯漢樞機讚揚瑪利諾神父在傳教工作方面的努力，他更鼓勵信徒要積極擔任福傳的工作。他

亦指出老師任重道遠，身教及言教尤其重要，學生會將老師的那份愛心及關心植於心內，定能茁壯成

長，造福社會。 

整個感恩祭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下圓滿結束。祈願聖神繼續聖化我們，使全體成員都能成為地上

的鹽、世上的光；更祈願基督的愛充滿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使全體成員能互助互勉，不斷學習，不

斷發展，攜手邁向七十周年。 

 

「公益金便服日」 
本校於 10 月 23 日舉行 2017 年度公益金便服日。當日同學們穿上便服上課、進行活動，讓他

們有機會輕鬆上學。是次活動所籌得善款總額為港幣 49,475元。 

 

「17-18英文書法比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C 劉宛濙 2A黃凱荻 3A李穎芯 4A鄭愷晴 5A陳芊澄 6B賴穎恩 

亞軍 1D 劉鎧蔚 2D庾可澄 3A劉希晨 4D張競文 5B謝杏敏 6D凌凱淇 

季軍 1D 李靖琳 2B曾穎喬 3B鍾冠賢 4A黃凱崙 5C何芓儀 6A周凱晴 

優異 1C 張  昊 2A趙希瑤 3B張采浠 4B呂澤熙 5A謝昕橋 6A殷天敏 

優異 1B 甄思頌 2B盧湛勛 3C杜美沙 4B李宛穎 5B李  晴 6B吳卓錡 

優異 1B 馮卓昕 2D劉曜瑜 3D陳一平 4C陳潁淇 5C黃凱晴 6C陳卓琳 

  

獎項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港青水運會 2017」 

5A 梁晞汶  女子 25米捷泳 冠軍 

女子 25米蛙泳 冠軍 

女子 25米蝶泳 冠軍 

 

動力皇體育會主辦「香港小小鯊魚錦標賽 2017」 

2A 陳紫悠  25米背泳  季軍 

2B 蘇熙霖  25米蛙泳  冠軍 

25米捷泳     亞軍 

4A 岑昫諺  25米捷泳     冠軍 

     25米背泳  亞軍 

4B 周巽熙  50米蛙泳     季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主辦「第八屆 YM分齡游泳賽」 

6B 鄭皓尹  女子 F組 50米蛙泳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5A 梁晞汶  50米蝶泳 亞軍 

50米胸泳 季軍 

 

11月 1日 一年級 Halloween Party 

11月 3日 5C、5D視藝科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成長的天空小四迎新及啟動活動、 

成長的天空小四家長工作坊  

11月 4日 60周年校慶晚宴 

11月 10日 學校旅行 

11月 15日 5A、5B 視藝科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11月 18日 家長學堂 

十一月份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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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 四年級英文科參觀科學館 

 

家長教師會報導站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一年又過去了，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年度快將結束。 

過去的一年，家教會與學校充分合作，推動各式各樣的活動，為同學們的校園生活更添色彩。家

教會之成立是為了加強學校與家長們的溝通，令同學們能在一個美好和合適的環境裏健康成長，無論

知識及品格都有所得着。 

在這裏，我們要感謝一羣一直為本會勞心勞力的「家長義工團隊」，全因他們積極的參與和無私

的精神，去年各個活動才能順利完成，實在值得我們致敬。 

雖然今屆部份家長執委即將卸任，相信新一屆家長執委一定能繼往開來，薪火相傳，把家教會的

工作做得更好。各位尊貴的家教會會員，請出席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日期及時間為 11 月

11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十五分，在學校的一樓禮堂舉行。誠邀閣下出席並投下神聖的一票，到時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