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訊 2018年 10月) 

 

「開學彌撒」 
 本校於 9月 27日舉行開學彌撒，由譚永明神父主持，全體師生參與。 

 譚神父講道時，提到路加福音中「撒種的比喻」的意義。當種子(代表天主的聖言)落在

荊棘中，就像我們遇到敵人，面對很多誘惑，例如﹕貪心、懶惰和不專心上課等。因此，我

們要時刻醒悟，提醒自己抵抗魔鬼的誘惑；譚神父亦説出當種子落在好地裏，代表我們願意傾聽主

耶穌基督的話，在日常生活中，以善良和誠實的心，以堅忍結出果實。他又講述自己在聖堂住宿的

地方裏，種植了辣椒幼苗。在短短的時間裏，辣椒幼苗經過他悉心的照料後，可變成茂密的辣椒盆

栽。他鼓勵學生們要多祈禱，祈求天父幫助我們做一個愛主愛人的好孩子，就像辣椒幼苗一樣，透

過每人自己的努力，可同樣茁壯成長。隨後，教友學生代表帶領全體師生一同祈禱，盡力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基督的精神。 

 最後，譚神父降福在場的參加者，師生們詠唱禮成詠──《在基督的愛內》，開學彌撒就在一

片歡樂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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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第四十五屆運動會」 
本校第四十五屆運動會於 10月 12日假深水埗運動場舉行。在主的眷顧下，當天天氣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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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及二年級於本

年繼續舉行不同的遊戲項目，包括﹕趣味障礙賽以及擲豆袋比賽，賽程輕鬆有趣。三至六年級學生

則進行四社(真社、誠社、忠社和信社)田項和徑項比賽，賽程非常緊湊。本年度的運動會如往年一

樣，設有嘉賓、家長、師生 8 x 50米接力賽，各隊都發揮出團隊精神，爭取佳績。而親子競技賽

亦順利舉行。  此外，本校邀請了多間小學，進行男、女子 4 x 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場面熱鬧。

最後，「校監盃」由「真社」奪得，「真社」贏得到金牌榜冠軍，而「啦啦隊」亦由「真社」獲獎。

本校第四十五屆運動會在師生的歡笑中圓滿結束。 

 

男子甲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推鉛球 

冠軍 范永霖 范永霖 成樸謙 陳晉文 謝昕橋 盧柏儒 謝韋伯 

亞軍 謝昕橋 吳晨晞 吳名鏗 區汶軒 曹展豪 顏詠軒 葉珀銘 

季軍 張鎰軒 盧柏儒 張鎰軒 彭梓源 鄭宇衡 黎柏賢 何子曦 

女子甲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推鉛球 

冠軍 梁晞汶 梁晞汶 文海藍 郭秋言 彭靖桐 劉朗晴 劉穎薇 

亞軍 曾羨瑜 王志蕊 陳汝君 庾樂澄 文海藍 馮易思 盧紫晴 

季軍 黃凱晴 劉殷愈 馮易思 鐘玉婷 江俊盈 
祁璧珵 

黃凱晴 
羅芓津 

男子乙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冠軍 呂澤熙 余誠亨 姚卓僑 姚卓僑 張博謙 單政庭 

亞軍 林紹熹 單政庭 余誠亨 黃文昊 梁頌禧 陳誠賢 

季軍 張博謙 郭寶穚 劉定行 余明孝 招家日 鄧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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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乙組 

 60米 100米 200米 擲壘球 跳遠 跳高 

冠軍 官愷珊 黃若曦 馮穎心 陳穎姿 黃若曦 劉曜瑩 

亞軍 梁雅喬 劉曜瑩 陳卓穎 馮穎心 岑昫諺 陳卓穎 

季軍 朱子盈 張競文 譚慧珩 湯震鈺 陳潁淇 鄭愷晴 

男子丙組 

 60米 100米 跳遠 擲壘球 

冠軍 唐世鏗 黃子翹 張皓鳴 陳力源 

亞軍 龍浩仁 何逸然 陳梓汛 王毅天 

季軍 黃柏霖 盧湛勛 崔培靈 梁丞昊 

女子丙組 

 60米 100米 跳遠 擲壘球 

冠軍 李凱婷 敖子晴 林子悅 彭梓珊 

亞軍 陳良君 鄧希茹 黃善瑜 呂慧妍 

季軍 許菲琳 趙希瑤 杜美沙 李晞琳 

 
二年級 60米 

 男子 女子 

冠軍 蔡展喬 陳苡晴 

亞軍 李洛廷 容加澄 

季軍 梁淳希 呂澤昕 

 
接力組 

男子 
甲組 

4X100米 
女子 
甲組 

4X100米 

冠軍 6B 冠軍 6A 

亞軍 6A 亞軍 6C 

季軍 6C 季軍 5D 

 

男子 
乙組 

4X100米 
女子 
乙組 

4X100米 

冠軍 5B 冠軍 5B 

亞軍 5D 亞軍 5C 

季軍 5C 季軍 5D 

 

男子 
丙組 

4X100米 
女子 
丙組 

4X100米 

冠軍 4C 冠軍 4B 

亞軍 4D 亞軍 4C 

季軍 4B 季軍 3D 

 
金牌榜                                       校監盃 

 社 金牌 銀牌 銅牌 總數   社 

冠軍 真 12 12 8 32  冠軍 真 

 
啦啦隊 

 社 

冠軍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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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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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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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利諾日，即 10月 19日在「校園電視台」抽出答對「問題紙」內容的同學，並派發福傳禮物。全

校師生亦在當日享用飯後甜品──「芒果大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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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月啟動禮及玫瑰月祈禱聚會」 

吳偉文校長及全體師生於 10 月 8 日聚首一堂，在本校禮堂參加玫瑰月祈禱聚會。本校師生一

起默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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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隨後亦宣佈

瑪利諾月正式啟動。 

 

「公益金便服日」 

本校於 10月 11日舉行 2018年度公益金便服日。同學們事前非常期待公益金便服日，當天他

們可以穿著便服上學及進行活動，表現興奮，也讓他們有機會輕鬆上學。是次活動所籌得善款總額

為港幣 57,260元。 

 

「校園滅罪宣傳教育講座」 

本校於 10月 18日邀請深水埗警區警民關係組學校聯絡主住葉淑賢警長，為一至三年級學生

以「盜竊」為主題進行校園滅罪講座。葉警長透過生活情境及案例，讓學生個認清「盜竊」的定

義，干犯「盜竊」罪的後果，並與同學一齊分析引發「盜竊」行為的成因，繼而引導學生如何抗

拒誘惑，學習正確的價值觀，避免作出「盜竊」行為。 

 

「風紀宣誓典禮」 

每年一度的風紀宣誓典禮，於 10月 18日(星期四)週會上舉行了。目的是建立風紀隊員的服務

目標，提升風紀的認受性，以及提升風紀的形象。當天 65名風紀隊員分為 A、B兩隊，在校長吳偉

文博士監誓下，精神抖擻地在全校師生面前嚴肅地齊聲誦讀誓詞。隨着風紀隊長代表各隊員從吳校

長手中接過風紀委任狀後，整個簡單而隆重的風紀宣誓典禮便告結束。 

 

「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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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朱日朗 

1D譚巧兒 
2D劉宛濙 3D庾可澄 

 

4A司徒靖妍 

 

5D劉定行 

 

6B陸政熹 

亞軍  2B陳譽文 3B劉曜瑜 4C李穎芯 5B張競文 6C黃凱晴 

季軍 1A劉俊謙 2A劉鎧蔚 3C朱穎恩 4B袁孝林 5A王嘉禧 6C何芓儀 

優異 1D余岳橋 2D蘇淽晴 3A陳灝俊 4C劉希晨 5B殷天樂 6B潘玥欣 

優異 1C梁佑珈 2B李佳穎 3B黃凱荻 4D李珈睿 5C鄭愷晴 6D吳雨軒 

優異 1C許心宥 2B秦嘉怡 3C劉凱韻 4B劉泳妍 5C劉聖桐 6A陳芊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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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史丹福游泳學校主辦「20周年水運會」 

3C 張皓鳴  蝶泳 冠軍 

 自由泳 亞軍 

 背泳 季軍 

 

海藝體育會主辦「第三屆聯區短池水運會」 

2D 蔡展喬 50米蛙泳冠軍 

 50米自由泳亞軍 

 100米個人四式亞軍 

 50米蝶泳亞軍 

 4×25接力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6A 梁晞汶 50米胸泳 亞軍 

 

第二屆跆拳道品勢挑戰賽暨速度王爭霸戰 

1C 馬諾晴 季軍 

 

十月份其他活動  

10月 31日 小一萬聖節派對 

 

11月 3日 親子護脊關注日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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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5A、5B 視藝科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1A、1B常識科參觀秀茂坪交通安全城 

11月 16日 5C、5D 視藝科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1C、1D常識科參觀秀茂坪交通安全城 

11月 24日 成長的天空小四挑戰日營 

 

家長教師會報導站 
 

「61周年校慶聚餐」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61歲生日快樂！ 

一年一度的校慶聚餐於 9 月 21 日，在本校中學部操場舉行，當晚筵開二十多席盆菜，場面熱

鬧，除中、小學部的師生、教職員及家長外，還有神父、校董、校友、嘉賓們撥冗出席，共同慶賀

這個大日子。當晚除有中、小學部同學的精彩表演外，更有抽獎環節，獎品豐富，增添不少快樂氣

氛，令大家都能盡興而回。明年再見！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一年又過去了，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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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出席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日期及時間為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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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份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