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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訊 2018年 12月及 201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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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 15日至 30日進行，各班均表現良好。比賽結果

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3B 6B 5A 

 

「將臨期祈禱聚會」 

本校於 12月 5日舉行將臨期祈禱聚會，由沈嘉仁神父(Fr.Michael Sloboda)主持，全體師生

參與。首先，老師向同學解釋將臨期的意義，再由吳偉文校長誦讀福音(瑪竇福音 3:1-12)。然後，

沈神父向同學講道。 

沈神父先展示一張嬰孩相片，他問學生﹕「這個嬰孩是耶穌嗎﹖是中國人嗎﹖是猶太人嗎﹖」

這個嬰孩當然不是猶太人，因為身處香港的猶太人只佔很少數。其實，這個嬰孩的外婆、外公、祖

父及祖母都來自東歐，這個嬰孩就是沈神父自己，他並不是耶穌。沈神父叮囑同學，雖然我們每個

人的樣貌不像耶穌，但我們可效法祂的德行，多關愛近人，在將臨期作準備──醒寤、悔改和更新

自己，以迎接主耶穌的來臨。此外，聖誕節的意義在於愛，讓我們記着耶穌因為愛世人而降臨，讓

我們把這個愛的訊息和這份喜樂傳揚給家人。最後，師生們俯首接受神父的降福，並一同詠唱《來

啊！至聖默西亞》，將臨期祈禱聚會就在一片歡樂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我係美樂主持工作坊」 
本校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邀請香港電台第四台專業節目的主持人到訪本校。透過介紹及分享

中西美樂，提升同學的音樂知識及興趣。主持人用輕鬆及有趣的形式，讓同學學習作為一個主持

人及介紹音樂的正確技巧。 
 

「小一百日慶祝會」 
 一百天了！小一學生成為瑪小一份子一百天了！校方特意於 2018年 12月 10 日為學生準備了

蛋糕，與小一的同學一起慶祝及參與百日宴。當天同學一邊用膳，一邊與吳校長及班主任來一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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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更於慶祝會後，收

到一張附有勉勵句子的個人照及班照，大家都珍而重之收起，希望同學都能成為「互相尊重、關愛

別人、有禮貌、肯承擔」的瑪小學生。 

 

「又一城聖誕音樂表演」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本校高級組合唱團獲又一城商場邀請，於 12月 17日到該商場

演唱聖誕歌曲。當天有不少家長到場為同學打氣，同學們頭戴聖誕帽，投入詠唱，以動聽的歌聲傳

揚主耶穌基督的愛。當天的舞台佈置充滿着濃厚的聖誕氣氛，同學們悠揚悦耳的歌聲響徹整個商

場，為現場增添歡樂，所有觀眾都陶醉其中。  

 

「小四、小五禁毒活動」 
毒品禍害不容輕視，禍害對學界的衝擊於近年尤甚。為防患於未然，本校健康教育組於 1月 4

日(星期四)的「活動課」時段運用由天主教教區與警務署禁毒組設計的禁毒教材，透過視訊教學短

片及評估工作紙，有系統地加強四、五、六年級學生對濫藥及吸毒禍害的認識，並學習如何抗拒誘

惑，向毒品說「不」，建立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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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營」 
為促進同學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及緬懷同學間相聚的時光，本校於 1月 15至 16 日，在香港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安排了難忘的兩日一夜教育營活動。同學們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

心情迎接活動。第一天的晚上，同學們進行燒烤晚會，大家圍着爐邊暢談，回憶起大家過去六年的

學習生活和點點滴滴，真是回味﹗ 

 第二天早上，同學們進行歷奇活動。大家在晴朗的天空下完成各項任務！在活動中，同學們體

現出互相尊重、培養出共同合作、團隊精神，並培養反思能力，建立正面、樂觀及積極的人生目標。

這次活動為大家留下深刻的回憶。 

 

「校園滅罪宣傳教育講座(電腦罪行)」 
本校於 1 月 17 日邀請深水埗警區警民關係組學校聯絡主任葉淑賢警長為四至六年級學生以

「電腦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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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電腦罪行」的

定義，干犯「電腦罪行」的後果，並與同學一齊分析引發「電腦罪行」的成因，做事前要細心考

慮後果，培養正確的價值觀，避免作出「電腦罪行」。 

 

「我係美樂主持」 
本校參與香港電台第四台「下一站…四台」其中一個環節，與聽眾分享古典音樂及介紹學校音

樂生活。本校五年級學生岑昫諺、郭文俊、陳穎姿與王麗婉老師於今年 1 月 23 日下午出席「我係

美樂主持」“I am a Fine Music DJ”的節目。透過活動，同學親身了解電台運作及體驗擔任節目

主持。同學運用生動活潑的方式介紹古典音樂拉威爾《水之嬉戲》( Jeux d'eau )。這不單提升同

學的音樂知識及興趣，更能學習介紹古典音樂的基本技巧，獲益良多。節目將於三月份其中一個星

期六下午 3時至 4時於香港電台第四台播放，大家要密切留意啊! 

 

「天主教國民教育課程」 

小一、小三、小六的天主教國民教育課程天社倫已於 1月 24、25及 28日的活動學習日內

進行。其中一年級的課程名為「尊重你我他」，讓同學學會尊重別人，尤其是父母、師長及同學。

三年級的課題為「善待為大家工作的人」，讓同學認識無論做甚麼工作，人都是工作的主體，工人

都應受到尊重，從而了解工人的權益及尊嚴。六年級的課題則為「人與大自然」，讓同學明白人與

自然的關係大自然是有限的，肆意的攫取大地的資源，不但損害大自然，同時也禍及自己。讓

同學知道大地和所有生命都是由天主所創造，我們受天主所託，幫忙好好管理祂所創造的一切，因

此我們要關懷及保護生態環境。這幾天的課程，同學們都能專心參與學習活動及熱烈地投入討論。 

 

「瑪小創意之旅讓創意飛翔」 
在 1月 24日、25日及 28 日三天的校本創意課程「創意之旅」，小二、小四及小五同學都要參

與一個又一個訓練「四心五力」的任務，既刺激，又充滿挑戰，更能發揮無限創意，真是難忘！ 

小二同學化身冒險家，參與「小小冒險家」之旅。為了拯救被海龍王捉走的夢想國國王，冒險

家需在過程中接受不同的考驗，更要拯救海底生物，既要不斷發揮創意，又刺激好玩，相信他們的

冒險精神也提昇不少呢！ 

小四同學化身「小小發明家」，隨愛因 D 旦船長流落荒島，要以無比的耐力及無限的創意，設

計逃生工具。學生從課程中，增加了獨創力及精進力的訓練之餘，更學會了不同的物理知識及做實

驗需要有的技巧，同學們上了 3天難忘的物理課。 

 小五的「小小藝術家」隨愛因 D 旦船長由外星出發到地球，學生需利用不同物料(當中包括環

保物料)去製作誇張的巡遊服飾，用以介紹自己的職業，更要合力製作自己的班旗。巡遊當天，出

色的巡遊令觀眾十分投入，氣氛十分高漲。五年級同學的自信心增加之餘，亦覺得十分難忘。 



 3 

 

「中華民族服飾大滙演」 

中華民族服飾大滙演已於 1 月 30 日順利完成。當天，全校師生身穿不同的

中國民族服裝出席大滙演，每班均有一名同學於禮堂行「貓步」及一名同學介紹民族

服裝的特色，以競逐全校最佳中華民族服飾獎，師生們非常投入，同學反應熱烈，過節的

氣氛濃厚。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參觀民航處」 

 由 2018年 10月開始，本校有 32位同學參與課程。每位同學在資深飛機師的親身指導下，展

開為期 20 小時的學習旅程，當中包括飛機的歷史及其運作、航運的資訊、飛行相關的物理學知識

等。同學更透過摺出不同款式的紙飛機，學習及了解飛機飛行時，受到不同因素影響的結果。整個

課程最後更於 1 月 30日安排同學到民航處總部實地參觀，從而將課程所學連繫到航空業現行運作

的情況，更能了解本港航空的歷史，提升對航空相關知識的興趣。 

 

「課室鏡箱設計比賽」 

每逢到新學年，同學到了一個新課室，都會與班主任一起為課室鏡箱進行設計，讓同學與老師

一同發揮創意，同時亦增加同學對新班別的歸屬感。各個課室的鏡箱都有不同的主題，例如關愛或

合作等，更會利用不同的圖案佈置，增加吸引力及觀賞性。鏡箱內更貼上班的標語，以鼓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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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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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6A 6D 

亞軍 6C 6C 

 

獎項 

2018「美荔歷情 GOGOGO城市定向」 

金獎 1C 馬諾晴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金獎 5D 呂澤熙 

銀獎 5A 王嘉禧 5D 劉定行 6A 郭秋言 

銅獎 4D 陸雋然 5B 李卓燊 6C 余寯齊 6D 譽焯嵐 

優異獎 4A 黃曦朗 4A 張晉爔 4B 李凱婷 4B 唐世鏗 4C 劉希晨 4D 梁卓謙  

4D 黎逸朗 5A 洪典毅 5B 霍韵琪 5B 鐘梓希 5B 朱子盈 6D 張博濂 

團體賽優異獎  5A 王嘉禧 5C 曹誦軒 5D 呂澤熙 5D 劉定行 

 

第四屆妙筆盃全港書法比賽（高級組） 

優異獎 6A 梁晞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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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小作家 

優異獎 5A 尹日臨 

 

「家在香港」第五屆小學英文書法比賽 

銀獎 5A 尹日臨 

 

香港胡氏跆拳道會品勢比賽暨精英邀請賽 2018 

亞軍   5A 潘藹然 

 

2018-2019年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跳高   第 4名     6B 盧柏儒 

男乙 200米 第 6名     5D 劉定行 

男乙擲壘球 第 6名     5B 姚卓僑 

男丙 100米 第 7名     4C 黃子翹 

女乙 200米 第 7名     5B 馮穎心 

女乙擲壘球 第 8名     5D 陳穎姿 

女丙跳遠   第 8名     4D 林子悅 

女丙 4 x   100米接力  第 7 名 

4B 李凱婷  4B 敖子晴  4A 陳良君  3A 許菲琳  3B 趙希瑤  3D 趙希悠  

男丙 4 x   100米接力  第 8 名 

4B 唐世鏗  4C 黃子翹  4C 龍浩仁  3A 何逸然  2D 蔡展喬  2C 李洛廷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   3D 庾可澄 

 

華藝盃初小組中文硬筆書法 

優異獎 初小組   2D 劉宛濙 

 

華藝盃初小組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三等獎   2D 劉宛濙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50米捷泳 季軍   4A 陳良君 

 

足球比賽 

冠軍 青少年盃 U12組   5D 呂澤熙 

 

柏毅盃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季軍   5A 潘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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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8 

色帶組亞軍    5A 潘藹然 

 

香港乒乓球 2019元旦盃賽 

青少年盃賽殿軍   3B 關洛琳 

 

 

二月份活動預告 

2月 21日 4B常識科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2月 22日 家長日、成長的天空小五總結分享會 

2月 25日 6B常識科參觀立法會大樓、4A、4C、4D常識科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6A、6D 視藝科參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2月 25日至 3月 1日 創意教育抽離式課程活動展示 

2月 27日 6C常識科參觀立法會大樓、6B視藝科參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衝上雲霄模擬飛行課程 

2月 28日 資優教育領袖潛能啟發課程、6D常識科參觀立法會大樓、 

6C視藝科參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家長教師會報導站」 

「小一家長座談會」及「義工家長茶聚」 

「小一家長座談會」及「義工家長茶聚」已於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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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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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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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