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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訊 2017年 12月及 2018年 1月) 
 

「課室鏡箱設計比賽」 
每學年，當同學到了一個新課室，便著手為課室鏡箱進行設計，讓同學發揮創意，並增加

同學對自己所屬班別的歸屬感。適逢本校六十周年，鏡箱亦以慶祝六十周年校慶為主題，各班

利用不同的圖案佈置課室鏡箱，更加入六十周年的祝賀標語。各班的設計都十分獨特而各具特色，非

常有心思。經過評分後，得獎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4A 1B  2D  5C 1D 6C  6D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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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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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參觀在

地下展廳的展覽 : 內容是生命科學器官與感 覺。內容與人 類、昆 蟲、動 物 眼 睛 結 構 、

光學、 近視、遠視、錯覺有關。此活動有助於同學準備小型專題報告” Eye Project”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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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更加入慶祝六十周年校慶的元素，亦有加入特別拍攝效果，創

意無限。藉此活動，希望能凝聚班內同學，令同學更有歸屬感之餘，亦能拍出一張獨特的班照。全校

的投票活動亦已於 12 月 4 日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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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4A 2A  6C  6D 

 

「小一百日慶祝會」 
 12月 9日是小一學生成為瑪小一份子第一百天的大日子！校方特意提早於 12月 8日為學生準備

了蛋糕，與小一的同學一起慶祝。當天同學一邊用膳，一邊與吳校長及葉校監來一張大合照，然後再

進行切蛋糕儀式，同學都十分享受美味的蛋糕和歡樂的時刻。同學更於活動後，收到一張附有勉勵句

子的照片，大家都珍而重之收起，希望同學都能成為「愛人如己、有禮貌、盡責任、肯承擔」的瑪小

學生。 

 

「聖誕節祈禱聚會」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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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福，並一同詠唱《普世歡騰》。  

 

「聖誕樂韻音樂匯演」 
本校初級組合唱團及弦樂團獲始創中心邀請，於 12月 23日到該商場演唱聖誕歌曲。表演活動不

單能讓學生們各展所長，更是發掘及培養他們音樂才華的好機會。當天初級組合唱團用動聽的歌聲演

唱了”Amazing Grace”，更由 5C洪朗齊及 5D張洛羲合唱一曲”Nightingale”。另外，由二至五年

級組成的弦樂團亦演奏了一曲”Canon in D”。場內擠滿了觀眾，大家一起歡度這個樂韻悠揚的聖誕

節。 

 

「四年級常識科參觀香港海防博物館」 
為配合單元《香港的歷史》，四年級學生於 12 月到香港海防博物館參觀，了解香港在抗日時期

的情況。同學們到達後，由導賞員帶領下參觀室內展館，展館內展出不少海防設備，如魚雷，讓同學

大開眼界。接着，導賞員帶同學走到室外的古蹟徑，參觀溝堡，觀看炮台和坦克，同學們仿如走上戰

場，變成士兵，奮勇抵抗外敵。同學們對這次參觀印象十分深刻，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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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常識科參觀秀茂坪交通安全城」 
一年級學生於 12 月到秀茂坪交通安全城參觀，認識了有關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和知識。他們亦有

機會一嘗做駕駛者的滋味，表現得十分雀躍。交通安全城就像一個小小的城市，內有各種模擬的交通

設備，如馬路、行人天橋、交通燈等，好讓學生能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在模擬環境中。透過這次的參觀，

學生能體驗和明白遵守交通規則的重要性和違規的嚴重性。同學們在這次參觀獲益良多，並樂在其中。 

 

「深圳航空與科技探索之旅」 
2018年 1月 12日，本校六年級學生參與教育局主辦的「深圳航空與科技探索之旅」計劃。當日

學生參訪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及深圳市少兒科技館。在這次參觀中，同學們加深了解深 港兩地機場的關

係和異同，認識科技新知識和學習科技原理，從活動中體驗科學探索的樂趣。同學既享受旅程，從中

亦讓他們透過親身體驗，加深他們對內地科技、航空等各方面的認識。學生表現雀躍，投入聆聽講解

並做筆記。 

 

「推廣洗手間清潔及環保海報設計比賽」 
比賽目的為提醒同學經常保持洗手間清潔，提高他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和加強衞生意識。初中高

三組同學的優秀海報將在樓層洗手間展出。得獎名單如下：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優異 

高 5C 黃凱晴 6A 周凱晴 5B 張琛賢 6C 麥子瀅 6C 陳潁甄 

中 3D 陳卓詩 4A 張晨希 4A 官愷珊 3C 黃曦朗 3A 張倬瑜 

低 1C 劉宛濙 1D 楊溢昇 2D 陳世匡 1C 黃芊菱 1B 陳明灝 

 

「60周年校慶小學部開放日」 
一連兩天的 60 周年校慶開放日已於 1 月 20 日及 21 日舉行，開放日內容包括展覽、攤位遊戲、

表演、籌款活動、「升讀小一」家長講座、友校導賞等。該兩天蒞臨小學部校舍參觀的嘉賓絡繹不絕。

來賓包括主禮嘉賓簡凱恩女士、前任老師、友校校長、家長(包括本校及幼稚園家長)及校友等。本校

的展覽、攤位、表演等都得到正面的評價，尤其服務生更受到來賓的讚賞。1月 21日本校更接受《喜

樂少年》記者訪問，詳細內容可留意 3月 4日出版的《喜樂少年》。 

 

獎項 

深水埗區青少年硬筆書法比賽 

2A 陳紫悠 小學低級組 優異 

2A 黃凱狄 小學低級組 亞軍 

 

新星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展 

4A 周妤珈 三等獎 

 

第四屆兒童繪畫比賽(中國畫) 

4A 周妤珈 二等獎 

 

2017童夢成真繪畫大賽(少年組) 

6C 麥子瀅 亞軍 

 

2017童夢成真攝影大賽(少年組) 

6C 麥子瀅 季軍 

 

深水埗區親子郊外繪畫比賽 

4B 尹日臨 優異獎 

 

第四屆兒童繪畫比賽(西洋畫)  

1C 蘇淽晴 一等獎 

4A 周妤珈 一等獎 

 

2017-2018年度深水埗區道路安全學校畫報創作比賽(小學組)  

1B 鄭瑋竣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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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王嘉禧 優異獎 

6D 林子悠 優異獎 

 

「家在深水埗」全民齊參與歡樂在社區填色/繪畫比賽 

冠軍   4D 王嘉禧  

亞軍   2B 蘇熙霖  

季軍   2D 雷曉桐  

優異獎 2D 鄧思媞  3C 盧梓泳  4B 李子謙  5B 張琛賢  5D 張芷蕾  6A 周凱晴  6C 林恩悅 

 

全港學生朗誦大賽 2018(英詩朗誦) 

6A 伍采蘭 亞軍 

 

亞美斯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7 

3B 張采浠 銅獎 

 

Festival Walk Asia Ice Skate Competition 

3B 敖子晴 第三名 

 

一月份其他活動 

1月 30日 校本計劃新生農場體驗日、公益少年團 2018 年周年大會操暨四十周年

紀念活動 

 

二月份活動預告 

2月 5日 中文故事及朗誦比賽 

2月 6日 中華民族服飾大匯演 

2月 8日、27日 二年級常識科參觀消防局及救護中心暨博物館 

2月 9日 成長的天空小四家長教師分享會及家長工作坊 

2月 28日 五年級大哥哥大姐姐中期聚會 
 

 

「家長教師會報導站」 

「小一家長座談會」及「義工家長茶聚」已於 1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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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mfsp.edu.hk 

 

「聖誕慶祝會」 

全校師生於 12 月 20 日舉行了聖誕慶祝會，當天大家首先聚集禮堂，在祈禱後，觀賞耶穌降生

故事的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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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人為同學抽獎助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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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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