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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培 育 組
宗培活動 ( 教師 )
　　透過不同類型的靈修培育活

動，如「慈悲禧年朝聖之旅」、

「貞潔與婚姻」講座及「靈修聚

會」等，讓全體教師身心靈得以

聖化，更明白教育工作是要以宣

揚天主的慈悲及按天主教五大核

心為目標，實踐基督的精神。兩

位老師願意更進一步認識天主教

信仰，於本年度開始參加聖老楞

佐堂的慕道班，回應天主的召叫，

接受信仰的培育。

10 月 11 日「慈悲禧年朝聖之旅」中，老師於聖老楞佐堂接受校董葉定國神父降福後，拍照留念。

《路加福音》第 6 章 36 節

「你們應當慈悲， 
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吳校長及老師聆聽主教座堂 
導賞員的講解

吳校長及老師與主教座堂導賞員合照

在「慈悲禧年朝聖之旅」中，
各位老師準備跨越聖門。

公教教師參加
「與賴修女的靈修聚會」。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梁長才先生為本校 
分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推行的情況。

寶血會賴秀清修女為公教老師主持聚會， 
並就「憂慮與信德」的主題作分享。

吳校長及老師在灣仔聖母聖衣堂 
與主任司鐸郭神父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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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培 育 組專頁

宗培活動 ( 學生 )
　　按天主教的禮儀年曆及「慈悲

禧年」進行各項宗教祈禱會及活動，

如「開學祈禱會」、「小一滿月祝

福禮」、「大小息唸玫瑰經」及「宗

教小故事」等，同學也會參與天主

教區的活動，藉此提昇宗教氣氛，

讓學生更親近耶穌。

宗教活動 ( 堂校合作 )
　　學校與聖老楞佐堂合作無間，堂區義務導師

為小一學生舉辦英語課程，協助他們提高學習英

語的興趣，本年度的課程還加長了課時，讓學生

有更多的學習時間。本校與福傳組合作舉辦的「分

紛 fun	福傳學堂」已踏入第三年，活動目的是培

養學生之德育靈性，訓練其互愛互助之精神，透

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分享信仰的喜樂和學習的樂

趣，體會多姿多采的成長歷程。

福傳組的壁報板 同學參與「分紛 fun 福傳學堂」的活動

本年度重點
　　本年度重點是讓學生效法耶穌基督

及學校主保聖母瑪利亞要「全心、全靈、

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

人如你自己。」( 節錄路十 27) 並透過天

主教教育核心價值	( 本年重點：生命 )，

培育學生身心靈的發展：強調生命是來

自天主的賞賜，要活得豐盛。 課室中盛放的花兒

吳校長將盆栽交到同學的 
手上，喻意生命的傳遞， 

期望同學好好照顧牠的成長。同學們用心照顧班中的盆栽

在堂區義工教導下，小一同學用心地學習英語。

同學於小息聆聽宗教小故事開學禮儀

煉靈月小息祈禱活動

同學於每星期三的小息
前往聖堂頌念玫瑰經

基督小先鋒為西南鐸區舉辦的
傳教節主持攤位遊戲

陳校監、吳校長、傅校董及兩位主任出席
聖老楞佐堂主保慶日，並與主任司鐸葉神父合照。

基督小先鋒準備主持攤位遊戲前先吳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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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發 展

　　學校一向積極推廣環境教育，於環境運動委員會「香港環境卓越計劃 2015」脫穎而出，獲得界

別卓越獎小學組金獎 ( 最高殊榮 )，更獲頒港幣五萬元獎金以茲鼓勵；而 TVB 特約節目《惜•環境》、

明報、經濟日報、文匯報等傳播媒體，亦紛紛報導了學校獲獎的消息。此外，學校參加了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及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舉辦的《2016 惜食傳承獎》活動，更獲頒鑽石級最高榮譽。

　　學校在環保方面獲得優秀的成就，實有賴校董會、全體師生、家長、校友共同努力及參與的成果。

請大家繼續支持學校的工作，共同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未來，為環保而付出努力。

專頁
香港環境卓越計劃 2015 界別卓越獎 ( 小學組 ) 金獎 
及《惜食傳承獎》鑽石級最高榮譽

師生與 TVB 藝員拍攝環境運動委員會《惜•環境》節目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全體老師蒞臨本校
了解學校環境教育推行的方針

環保小先鋒到烏溪沙灣進行 
「愛自然」海岸清潔行動

師生到商業電台《你好嘢》節目，
分享環保的心得。

無冷氣日 2016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女士向本校頒發五萬元環保教育獎金

環境運動委員會安排本港中小學教師蒞臨本校進行 
「環保教師工作坊」，於 2016 年 11 月11日，吳校長及 
師生向來自不同學校的 30 位老師分享學校環保的工作

學生開心利用「環保動力單車」做運動 「班際清潔比賽」獲獎班別與校長合照午膳時，五年級學生學習廚餘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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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發展 — TOILET STEM
　　本校多年來著重環保教育，在 STEM 教育上更進一步發揮這項特色，通過參與創新的

「TOILET	 STEM 聯校專題研習計劃」，擴闊學生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領域的體

驗和知識面，促進自主學習的動機和能力。

　　TOILET	 STEM 聯校專題研習計劃以「如何推動更好的乾手習慣令地球更健康 ?」為

題，通過認識「炭足印」作為學習的起點，涉獵更具世界觀的環保學習議題和資源，通

過具科學化的方法進行數據處理、比較及歸納分析，

最後能就有關議題提出建議。課程期間，小組學生會

與一些專家進行學習交流，更會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

中學進行科學實驗、電腦程式等學習活動，加深學生

的學習體驗。

　　2016 年 12 月下旬，本校獲無綫電視新聞部「新

聞透視」節目邀請，採訪 STEM 精英培訓小組探究求

真的學習模式，了解我們如何透過電子化蒐集數據資

料及用專業物料進行測試實驗，更與專家交流對話，

以全理質疑的態度及尋根究底的精神去印證事實的真

偽。 STEM 精英小組同學接受「明報 : 常識學堂」訪問，
介紹本校 STEM 專題的研究方法及體驗。

最 新 發 展專頁

STEM 精英小組同學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學習使用顯微鏡，觀察已準備的紙張樣本，加深同學對抹手紙、廁紙及紙巾等物質結構的了解。

STEM 大使正協助小一同學使用乾手機

本校獲邀請出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第 7 屆「學與教博覽 2016」，與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一同分享 TOILET STEM 中小學聯校專題研習經歷及體驗。

同學在課堂上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 STEM 的概念

同學們透過不同的電路媒體，運用編程方式製作樂器。 STEM 大使正教導小一同學正確使用乾手機的方法

學生在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體驗 Holo lens AR 擴增實境的技術

STEM 精英小組同學正學習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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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nt on a boat trip with the “Plastic Free Seas” on the 28th October, 2016. Plastic Free Seas is a Hong 
Kong 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advocating change in the way we all view and use plastic in society today, through 
education and action campaign.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departed from the Aberdeen pier and shipped around the harbour, they observed the pollution along the 
coastline and they attended a lesson on the boat about water pollution in Hong Kong. They were also invited to sort through some of 
the materials from the sea and experienced first hand how pollution has affected the ecosystem.

最 新 發 展 專頁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for Primary 1 and Primary 2

English Ambassadors

*Space Town is a programme developed by the NET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in the 2015/16 school year. Good 
Counsel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is one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invited to join as a pilot school. This year the programme has 
extended to cover both the Primary 1 and Primary 2 curriculum. 

*A rich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is being developed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The key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holistic literacy programme comprised of learning skills, metacognition, formative assessm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e-learning. 

*There is a strong focus on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which the four skills are  
taught interactively and real life situations are experienced in the classroom. 

*A series of parent workshop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inform stakeholders of th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Reading Town App and changes to the General English textbook to integrate with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curriculum.

Students enjoy learning, and they use the 
language in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and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work 

together during 
lessons to complete 
different learning 
tasks, they also 

develop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skills 
among completion of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bout the pollution in Hong Kong.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reporting on 
the pollution they could find on the sea.

Parents’ briefing session, follow-up parent 
workshops were conducted to inform parents about 
the programme and provide support when needed.

They had a lesson on the boat and 
everyone was so excited about it.

A series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used to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strategies, like 

storytelling, Reading Aloud, Shared Reading 
and Guided Read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are 
organized to support the teachers.

Time is allocated regularly within each 
unit for ongo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The 

information is used for enhancement and 
intervention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Report from EDB showed 
great improvement in Reading 

Level for the p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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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再次參加「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中國語文）」，意在繼續提升中國語文課堂教學的效能。「教而

不研則淺，研而不教則空」，本年度在上一年《以研促教，優化中文課堂閱讀教學效能》基礎上，依照教育局的工作重點，學

校將協作重點確定為《用多元評估策略促進學生讀寫能力的提升》。本年重點研究學生怎麼學，通過共備、觀課、研討、分享

等形式探索出課堂上學生學習的有效策略，幫助學生提升自己的學習效能。

　　作為內地交流教師，我很高興這一年繼續有機會在天主教善導小學工作，雖然是

同一項交流協作計劃，但來到學校，就看到了學校本年度中文科工作側重點與上一年

的不同，目標明確，既有對上一年協作計劃的承接，又有對本年度重點工作的深化。

中文科老師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用心分析學生的課業，聆聽學生的聲音，努力探索

最有效的評估策略，力求給予學生最準確的評估及最有效的回饋，從而引導其不斷發

展思維，提升語文能力，並具備良好的品德修養。我相信，有這麼多用心為學生成長

奠基的老師，一定會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學生。

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到校，與吳校長及我校老師們一起研討教學內容。

經過老師和協作老師劉春景校長共同備課後，科任老師在課堂上施教，學生留心聆聽。

觀課後，劉校長與各位老師一起評課，檢討教學效能。

最 新 發 展專頁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中國語文 )（2016/17）

課堂上，學生專心地完成老師設計的習作。
為了加深對學生的認識，課餘時間， 

劉校長還會與學生一同聊天，一同做運動。
劉校長參與課堂討論活動， 
給予學生很多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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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本年度已踏入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WiFi900) 的第一

年。為了讓教師把電子學習應用到課堂上，並建立教師之間的分享文化，

本年度將以同儕觀課的組合分組，讓老師利用 Nearpod 與學生加強課堂上

的互動。透過數據收集，教師能即時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及給予回饋。教

師之間互相觀課，也能達到教學相長的果效。

　　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WiFi900) 的基建已完成，配合平板電腦在課

堂內的應用，師生即可開展電子學習的課堂。本年度重點推展的級別

為二年級數學科、英文科及五年級中文科、常識科。課程發展組

亦會邀請其他科目一起試行電子學習的試驗課堂。

　　無可否認，運用電子學習已成為新趨勢，校方有見及

此，也計劃逐步增加校內電子學習裝置的數量，最終希望

能提供一級四班同時使用。

　　玉清慈善基金致力於承擔照顧弱勢群體及貧窮者的社會責任，多年來贊助活動

以關懷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與福利。支持基礎教育事業是基金的五大項目之一，於

2015-2016 學年贊助本校推展玉清慈善基金英語提升計劃，今年計劃改名為太陽蛋

計劃，並推展至小四及小五。計劃的目標是協助本校學

生解決學習英語時面對的挑戰，提升聽、說、讀、

寫的能力，培養閱讀英語圖書的興趣等。參與

計劃的同學於課後以小班的模式，每班約十二

人，以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上課。課程由兩

位資深英文科老師教授，教材及課堂內的活

動均按學生的學習進程而設計，既能協調學生

的學習進度又能照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聖誕

節前夕，玉清慈善基金代表羅太更到校作親善

探訪，了解學生學習英語的情況。當日活動及遊

戲全用英語進行交流，過程中學生積極投入，可見

學生對英語的掌握已更有信心及越見進步。

最 新 發 展 專頁
資訊科技發展 — 電子學習

玉清慈善基金「太陽蛋計劃」英語提升課程

在教師發展日
中，老師一起
討論如何運用
平板電腦進行
活動，促進 

學習。

學生能以一人一機的方式
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

以小組形式的學習活動，能
促進同儕互相觀摩及啟發。

五年級的同學們都十分專心地
完成富挑戰性的任務。

玉清慈善基金代表羅太於聖誕節
前專程到校探訪同學。

玉清慈善基金代表羅太到校探訪，與學生共渡歡樂的聖誕聚會。

即使是第一年參加的同學也已經
和導師建立了十分正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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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致力提高學生在聽說讀寫方面的能

力，同時非常重視學生在品德情意、文學修養

和思維的發展；此外，本科也會透過不同的學

習小組，提高學生對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

　　為了配合電子教學的發展，學生在課堂上

會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除了增加師生

互動的機會之外，也能提升學生的專注力，更重

要的是，老師能夠即時知道學生答題的表現，以便

跟進。

普通話大使是普通話科
活動的好幫手

有趣的普通話攤位遊戲
極具吸引力

同學們踴躍地排隊參加
普通話科活動

學生參加朗誦預演活動，
既可以培養欣賞佳作的良
好態度，也可以增加上台

表演的經驗。

學生積極參與普通話
早讀活動

中  文  科

普 通 話 科

學與教

中文創意寫作
電子學習

同學們正在聚精會神地進行閱
讀理解的電腦化評估 ( 前測 )

同學們在課堂上都表現得十分
積極，對語文學習很感興趣。

同學為三隻小豬重新創建了三間
不同的小屋來應付大野狼 小二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學習形容詞

同學們正發揮靈感，
為經典故事重新改寫。

　　除了課堂教學，在校園內創

造語境，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

是普通話科的重點發展項目，因

此本科創設了很多活動，鼓勵學

生參與，讓學習普通話成為一件

簡單而快樂的事情。

喜閱寫意 (2T2 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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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利用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供的評核質素

保證平台，有系統及詳細地分析數學科的測驗及

考試題目，以科學數據去檢視學生表現及試題成

效，再配合針對性的跟進教學，不斷提升學生的

能力及評估質素。除了紙筆評估外，本校數學科

一直推行實作評量，以一個更全面的評估方法評

核學生的數學能力。

二年級學生以滾輪去
量度操場跑道的長度

六年學生利用排水法去
量度物件的體積

體  育  科

數  學  科 學與教

優質評估

多元活動

　　本科課堂及課餘設計以提升學生

的體適能，以及學習不同類型之體育

技能。學校參加了「我智 Fit 計劃」

增加同學對體育運動的興趣，亦可體

驗不同類型之體育活動。除了日常的

體育課，我們也會一起做健體操。

小二學生到操場
進行買賣活動

小一數學小博士 — 利用有趣的活動鞏固數學概念

學生們正使用天秤去量度物件的重量

一年級學生用「索碼立方」去
拼砌出不同的立體模型，以訓

練學生的邏輯思維。

資訊科技教學 — 學生利用平板
電腦進行認識鐘面的活動

學生利用小息時間嘗試不同的數學 
遊戲，不但可提升學習數學的興趣，
也可增強學生的空間感及數字感。

「我智 Fit 計劃」
正式開始了解自己的身高比例

舞龍多威風

嘗試玩玩欖球，
多有趣啊！

齊來做健體操，全日精神好。

看！我們 
多麼投入。

　　數學科課程不只要求學生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和計

算技巧，亦著重發展學生的思考、邏輯推理及解難能

力。透過實作活動，學生進行觀察、測量、畫圖及討論，

在過程中讓學生建構數學知識、概念，發現數學法則及

公式；同時在日常的教學及活動中滲入數學解難元素，

如數學思考角、挑戰站及自學角等，以開放式思考題作

為平台，再配合一系列的數學教具及遊戲，培養學生成

為一個愛思考、懂解難的「數學人」。

課程特色

本校魔力橋小組
參加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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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每年舉辦不同的音樂活動，提升學生對

學習音樂的興趣，培養其正確的態度，並享受音

樂帶來的樂趣，從而抒發情感。此外，老師亦會

在課堂中加入資訊科技的元素，讓學生擴闊學習

層面。另外，本校會安排學生出外參加音樂會，

更鼓勵學生參與校際音樂比賽，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同時加深對音樂知識的認識。

　　本校三年級學生於 24.10.2016	 ( 星期一 ) 到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出席音樂事務處《經典音

樂逍遙遊》弦樂音樂會，享受音樂帶來的快樂。

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出席音樂會，收到場刊後表現得十分雀躍。

　　本校的視覺藝術科的宗旨是希望透過繪畫及立體創作

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及評賞藝術的能力，另外亦希望透過藝

術創作建立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在課程中，學生能透過

不同藝術媒介進行創作，並注入藝術家學習元素，以培養

學生在藝術方面的興趣，達致均衡的教育。

　　本科在本年度將為學生舉辦不同的活動，讓他們透過

創作，豐富其藝術知識及建立正面的社會責任。活動包括

「前威菲路軍營紙模」

工作坊、一人一卡聖誕

卡、深水埗交通安全設

計比賽、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義工手工藝、

國畫書法班、水彩

畫班等。

同學在製作「前威菲路軍營」紙模，加深
瞭解它的建築特色和活化再利用的概念。

同學們專心地在國畫書法班上練字

音  樂

視  藝  科

學與教

能有機會到香港文化中心欣賞音樂會，
同學們都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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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教育局推廣「科學、科技、

工程及數學 STEM」元素，本科邀請專

人帶學生進行校本科學探究活動。同時

亦挑選本校精英與中學一同參與 TOILET	

STEM 專題研習計劃，也與資優教育小組

繼續合作，參與「深水埗中小學協作計

劃」，部份五年級同學會到長沙灣天主

教英文中學進行專門的科學探究課程。

　　此外，為擴闊同學的

視野及社會觸覺，本科安

排各級同學參與「學校文

化日」參觀活動及出席不

同類型的講座，盡量善用

社區資源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學習體驗。

　　常識科主要藉課堂、專題研

習等多元化活動去協助學生認識

健康生活、社會環境、自然及科

學世界，培養各項學習技能及思

考技能，並培育他們關心社會、

環境及世界的態度。

學生於家長日向家長
匯報專題研習成果

五年級財商活動 — 我要 BID 一 BID

常識與數學科合作活動 —
做個精明消費者

四學生於科學館內進行
「電的探究」實驗活動

二年級科學活動 —
旋轉八爪魚

三年級科學活動 — 環保保溫碗

屋宇署講座
參觀立法會 — 模擬法案表決

節目《好書推介》為學生推介圖書館
內的書籍，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

宗教頻道利用小故事簡介不同的宗教
資訊，而今次節目便介紹了本年度封

聖的「聖德蘭修女」。
本學年一年級學生於電腦科使用電子書，
電視台節目《有效利用電子書》可以幫助

學生輕鬆掌握使用電子書的技巧。

校 園 電 視 台

常  識  科 學與教

　　校園電視台每年均會製作及播放不同

的電視台節目，上學期已為同學製作及播

出多個富教育意義的電視節目。

　　本年度訓輔組更加入「心聲點唱站」，每月由老師讀出學生的心聲和祝願，讓學生在午膳時候欣賞悅耳的樂曲，以

舒緩學習壓力，令心情放鬆一下。

　　除此之外，宗教科會以廣播劇形式隔週進行電台廣播，節目包羅萬有，除了介紹每月宗教主題外，更設有金句、歌

曲和聖經故事分享，讓同學進一步認識天主教，活出基督的精神。

四年級參觀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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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校園電視台，

學生選出自己喜歡的圖

書，然後向同學推介。	

　　本校也鼓勵學生善用社區資源，學生

們可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

學生推介 
《大偵探福爾摩斯》， 

書中的內容構思十分精密。

學生們正在全神貫注地聽故事姨姨講故事

故事姨姨與
低年級學生
伴讀，讓學
生明白故事
的內容。

在課餘時，參觀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第一層次—全班式課程
一至三年級 — 創意思維的奔馳法 (SCAMPER)

Substituted	取代 Combined	結合

Adapt	適應 Modify	修改

Put	to	other	uses 其他用途 Rearrange	重新排列

Eliminate	去除

第二層次—抽離式課程
Initiative	Thinking 中文創意寫作 奧林匹克數學課程 Go	高	Goal 戲劇組 知人知己	ICHIBAN

第三層次—校外支援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增益課程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深水埗社區中小學協作計劃「科學探究」課程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舉辦的資優增潤課程

第 14 屆資優解難大賽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應用可再生能源競技邀請賽」

四至六年級 — 分析思維的

柯爾特思考課程 (CoRT thinking lessons)

PMI	-	加減趣 CAF	-	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FIP	-	排列應優先處理的要項 AGO	-	明辨目標

C&S	-	預視後果 OPV	-	考慮他人的觀點

APC 尋找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案

以「去除」解決書包過重的問題 學生們運用「調整和修改」了解電視機的發明和演變

師生們正在考慮他人的觀點「OPV」，
決定中獎的獎券應該屬於誰

學生運用「AGO」討論接受
教育的長、中及短期目標

「科學探究」課程

　　為積極推廣閱讀的風氣、本校不斷豐富學校圖書館的館

藏，以切合學生閱讀的需要。除此之外，本校鼓勵學生多閱

讀不同種類的圖書，以增進各方面的知識，擴闊學生的知識

領域，為終身學習打好基礎。學校更希望家長能多抽時間與

子女閱讀，培養良好的親子閱讀習慣，對於下一代的閱讀能

力，以及兩代關係均會有所裨益。本校也透過各種閱讀活動、

比賽及閱讀獎勵計劃，提高學生閱讀興趣和能力。

參觀公共圖書館

好書推介

閱 讀 推 廣 活 動學與教
　　星期一早會前，故事姨姨與

低年級學生一起閱讀。星期三早

上，故事姨姨向低年級同學們講

故事。

故事姨姨

資 優 教 育 　　本校以香港資優教育政策的理念及原則為發展方向，有

系統、有方向地發掘和培育學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使

他們能夠在富彈性的教學方法和環境下，充分發揮個別潛能。本校透過多元化的活動，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本校以三大

層次，分別是全班式、抽離式，以及善用校外支援，有策略性及有規劃地達致目標。

12 天主教善導小學 2016-17 第 23 期校訊



交通部警長及交通安全隊領袖到本校主持交通安全講座，向學生講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訓  導 校風及學生支援

　　本校一向鼓勵學生積極服

務，體驗不同的學習生活，所

以老師推薦四至六年級的學生

成為風紀隊員，使他們自小

便養成以服務他人為己任的習

慣，讓他們燃亮自己，更可照

亮別人。

每年透過秩序比賽，訓練學生的紀律及建立團
隊的合作精神。秩序比賽中獲獎之班別︰ 

1A、2A、3C、4A、5B、6A

同學參加「滅罪禁毒標誌及口號創作比賽」，
以宣揚撲滅罪行的訊息。

本校榮獲 2015-2016 年度深水埗區少年警訊支會第三名

老師和同學可透過「心聲點唱站」 
向身邊的朋友表達支持和鼓勵， 

在校園裏發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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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學 生 支 援

成 長 的 天 空

教育心理學家李芷玲姑娘於教師發展日主持講座

同學們正利用不同的樂器表達感受

故事先鋒們利用圖畫
及問題指導同學 小老師正努力地指導同學認字

　　成長的天空計劃以多元化

的學習方式，讓同學們透過親

身經歷，從活動後的經驗來反

思，把正面的訊息帶回現實生

活中學以致用。同學透過一系

列的協作活動，如參加義工服

務、日營、戶外活動，甚至以

小組形式來策劃活動等，從團

隊訓練和自我挑戰之中發揮守

紀的精神，學習處理衝突及建

立人際關係的能力，學習與他

人一起解決困難，並發展自主

獨立的能力，以正面積極的態

度去面對人生。

1.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本校於 2016-2017 學年，教育心理學家李芷玲姑娘繼續定期於每月駐校一至兩

次，為學生們提供行為、學習及個人成長的支援服務。此外，亦會為學校發展及教

師專業提供寶貴意見及訓練。

2. 「樂趣與我」音樂治療小組
　　為協助低年級學生正確地表達情緒，從而提升社交能力及專注力，所以本校

舉辦了「樂趣與我」音樂治療小組，由專業音樂治療師教授，讓學生學習透過音

樂欣賞和樂器演奏等方法，來表達自我，以提升自信。

3.「說話 Fun Fun Fun 」計劃
　　本校獲教育局「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撥款，外聘駐校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師陳卓蘭姑娘定期到校，為有需要學

生進行評估及作小組和個別訓練。除此之外，陳姑娘更會為學生舉辦廣播活動，主題為「閱讀理解策略」，讓全校學生

參與。稍後，校方亦會為家長舉辦講座，讓家長認識教育局製作的閱讀理解教材套，使家長能在課餘時教導子女一些閱

讀文章及理解內容的方法。

4. 故事先鋒
　　由高年級同學擔任「故

事先鋒」，每星期於指定

的午膳小息時間，協助低

年級同學作說話訓練，透

過圖畫及相關的引導性問

題，改善學生的溝通能力。

5. 小老師伴讀計劃
　　高年級的小老師接受訓練後，每星期於小息時及導修

課時段，為有需要的低年級同學進行「讀、默、寫」的訓

練和多感官學習的遊

戲，引發同學對中文

及英文字詞的興趣，

使他們能更有效地

在課堂內學習。

同學參加西貢戶外康樂曰營訓練，從中
學習「一個都不能少」的團結精神。

學生家長和班主任一起參加啟動禮，以示支持。

同學從集體遊戲中發揮團隊精神

同學們從護蛋行動和解難 4 部曲中，
學習一起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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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教育涵蓋「德育及公民教育」、「健

康教育」、「環境教育」、「義工服務」等

多個範疇，配合學生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

從而豐富學生的成長歷程，令學生最終能成

為熱心服務、胸襟廣闊、積極樂觀的孩子，

並以基督精神，實踐愛德服務。

學校每月為全體師生慶祝「每月壽星計劃」，並送上畢業生
繪畫的生日書籤及家教會的小禮物。

　　為配合學生成長階段的不同需要，學校提供不少空間進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包括個人成長課、講座和互動劇場

等，以培養學生德育及靈育的發展。

生 活 教 育

綜 合 成 長 課

—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校發起「相信愛 • 愛家人」行動，
同學以圖畫或文字向父母及親友表達
心意，並於香港郵政「免費郵遞傳 

情日」寄給家人，以表謝恩。
學生積極參與廉政公署《傳承 • 傳誠》活動

本校為小一家長舉辦 
「做子女的太空艙」支援分享會

一年級同學正參與「適應課程」
校方為一、二年級同學安排

「跨學科環保課程」
四年級同學正參與「情緒 ABC 工作坊」

高年級同學正在欣賞 
《發生乜嘢事？》音樂劇校方為高年級同學舉辦 

「認識兒童焦慮及情緒」講座
校方為五年級同學舉辦「青春期」講座

校風及學生支援

15天主教善導小學 2016-17 第 23 期校訊



校風及學生支援
生 活 教 育

— 健康教育

生 活 教 育
— 義工服務

「健康之星」活動鼓勵同學每天帶水果
回校享用，減少進食零食。

陽光笑容大使學習怎樣示範護齒的方法

午膳大使於午膳時段照顧一年級同學

校方會定期進行午膳及小食監察

學校於中秋節月份，收集月餅及水果送
給社區機構，再轉贈本區有需要的人。

全校學生以環保物料親手製作「聖誕卡」，
學校收集後送給區內醫院病患者。

《公益金售旗日》當天，有超過 100 多名學生
及家長於本區進行售旗籌款活動，讓學生從小

培養樂於助人及服務社會的精神。

五年級學生到護老院探訪長者
同學於深水埗滅罪禁毒活動中自設攤位遊戲學生在明愛賣物會活動中表演東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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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義工團隊

家長教師會活動
　　「小一滿月」：9 月 30 日，小一學生在早會後參加滿月

活動，不但受到神父的祝福，而且還可以得到家長教師會送

出的功課袋作為滿月禮物，讓學生學會把功課收拾整齊，從

小建立良好的習慣。

家  教  會 家校合作

健康家長大使環保家長大使

故事姨姨 小一適應課程家長義工 監察午膳活動

　　家長教師會一直以來十分支持學校的辦學理念和核心價值，也是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的橋樑，協助學校提升學生的

修養及培養服務社會的精神。執行委員協助統籌義工家長進行各類活動，例如：故事姨姨培養學生閱讀興趣、環保大使

整理天台的農作物、健康大使檢查學生體溫及監察午膳等。另外，家長義工還會協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服務之

餘，互相學習和不斷進步，也為學生及學校往更高層次的發展作出貢獻。

家長義工派發功課袋

神父及師生、家長大合照 神父祝福每一位小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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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 10 月 21 日舉行的週年大會，因

颱風而延期至 10 月 28 日。當天除了主

席報告會務，司庫報告財政外，也頒發了

2015-2016 年度義工感謝狀。學校十分感

謝各位家長義工過去一年默默付出寶貴的

時間，用心為學校服務，成果有目共睹。

週年大會最後在同學精彩的表演及師生大

合唱優美的歌聲中完滿結束。

　　10 月 27 日，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及義工把回收的校服整理，

並儘量按家長的需要把校服分發給學生。

家長們齊心合力，把回收的校服分類整理好。

辛苦各位家長，終於大功告成了！

家校合作 家  教  會

神父祝福

主席作會務報告
司庫作財務報告

校長致謝辭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校服回收及捐贈

神父及校長頒發義工感謝狀

學生精彩表演及師生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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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在 2001 年正式成

立。本會以加強校友間之聯

繫，促進彼此感情，發揚團

結、互助精神及服務社會為

宗旨。歷任執委會成員，承

襲這份責任，努力擴展會務。

每年，校友會定期舉行周年大

會及其他活動如新春盆菜宴、

校友茶聚等，讓校友了解會務

發展，亦可與昔日老師及同學

暢談近況。

校  友  會 家校合作

29-11-2016( 二 )「兒童健康」講座

10-12-2016( 六 ) 第十六屆校友會周年大會

第八屆執委會成員 (2015-2017)

職　位 姓　名 畢業屆別

主　席 羅惠敏	(Teresa) 18

副主席 鄧家宙	(Billy) 33

司　庫 文偉樂	(Joe) 22

秘　書 王佩瑤	(Beatrice) 28

秘　書 袁嘉敏	(Carmen) 33

聯　絡 劉嘉慧	(Rico) 24

聯　絡 鄭瑞鋒	(Jacky) 31

宣　傳 何頌欣	(Joanne) 28

康　樂 彭子傑	(Leo) 33

總　務 郭偉康 33

2016-2017 善導學校校友會活動

日　期 活　動

29-11-2016( 二 )
校友王佩瑤醫生主講	

「兒童健康」講座

10-12-2016( 六 )
第十六屆校友會	

周年大會

20-1-2017( 五 )
校友郭偉康師傅	

率領「醒獅表演」

23-5-2017( 二 ) 畢業教育營探訪

26-5-2017( 五 ) 第 57 屆周年聚餐

2017 年 6 月 參觀「錦興粉麵廠」

校友王珮瑤醫生提醒學生： 
身體、精神和社交健康的重要性

同學們積極回答醫生的提問 校友會主席羅惠敏女士、副主席鄧家宙 
博士及執委何頌欣女士亦出席表示支持。

本年度第八屆校友會執委與吳校長及
葉神父在周年大會上拍照留念

好友聚聚，玩樂聯誼一番

校友會司庫文偉樂先生正進行財務報告
校友孫梓媛及翁潔穎為出席的

校友分享生涯規劃的經驗

校友們正進行投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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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鬆鬆報小一」座談會暨「小一生活新體驗」
　　本校於 2016 年 9 月 3 日舉辦了「輕輕鬆鬆報小一」座談會暨「小一生活新體驗」學習日。

幼稚園家長出席 
「家長選校座談會」， 

吳麗容校長悉心地向家長 
講解選校策略。

「小一生活新體驗」
　　「小一生活新體驗」讓就讀幼稚園高班之學生體驗本校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幼 小 聯 繫 活 動對外聯繫

家長對本校之英語課程及學生作品非常感興趣

義工家長也來
照顧小朋友

同學們一起做早操，
舒展筋骨。

大哥哥耐心地
教導同學學習

一起來看看，我們的學習成果啊 !

小息時，大姐姐
照顧小朋友。

外籍老師、校長和 
同學們來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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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中派位資料

2014-2016 年度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志願次序 人數 首 3 志願百分率

第一志願 105

	99%第二志願 1

第三志願 1

其　他 1 1%

總人數 108 	100%

獲派中學（排名不分先後）

學校名稱 總人數 學校名稱 總人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13 德雅中學	 6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3 匯基書院 4

伊利沙伯中學 1 何文田官立中學 1

華英中學 1 佛教大雄中學 10

沙田官立中學 2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學院 5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1 香島中學 2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1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3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9 路德會協同中學 2

聖母玫瑰書院 5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3

真光女書院 1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1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1 寧波第二中學 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 鳳溪第一中學 1

香港四邑商工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7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1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3 高雷中學 1

九龍工業學校 7 天主教南華中學 8

荃灣聖芳濟學院 1 德貞女子中學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1

中 學 聯 繫 活 動 對外聯繫

2. 升中輔導活動

同學正在進行英文會話訓練

同學們正進行「自我介紹」

同學們正在了解升中學位分配的注意事項 8-10-2016 參觀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2-12-2016 參觀天主教南華中學

1-12-2016 參觀德貞女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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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及中山的 

歷史人物及 

事件兩天交流團
　　為讓六年級同學加深對祖

國的認識，本校師生一行 44 人

在 2016 年 11 月 25 至 26 日

參加了教育局所舉辦的「同根

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

地交流計劃 (2016)。這兩天的

活動內容非常豐富，當中包括

參觀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文

紀念公園、林則徐紀念館、銷

煙池和威遠炮臺等地方。此行

不但加深同學對中國近代歷史

的認識外，同學還到訪了中山

市朗晴小學了解內地學生的學

習模式。

對外聯繫

在鴉片戰爭博物館前拍照留念 孫中山紀念館前拍照留念

到訪朗晴小學
同學對威遠炮臺深感興趣

跨 境 活 動

　　本年度本校開設機械人製作班以提高學生對科學、科技、工程興趣，又讓他們發揮無限創意，運用材料去設計不同類型的

機械人。活動內容包括介紹槓桿，齒輪、滾輪等簡單機械原理，製作機械裝置，而高年級會學習編寫程式去控制機械人活動，

讓他們可控制自己砌出來的機械人，藉此打開他們的思考界限，同時提高他們學業以外的個人成就感。

活 動 介 紹

學生認識各組部件用途 導師指導學生裝嵌技巧

成功啦！大家互相合作

開始啦 ! 今次砌一架車。

各組同學的製成品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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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 
分齡田徑 
比賽 2016

2016-2017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6-2017 公 益 少 年 團 獎 勵 計 劃

小學高級章 ( 粉紫章 ) 得獎學生 「滅罪禁毒標誌及口號創作比賽」

第 14 屆國際資優
解難大賽 ( 初賽 )

校外獎項及比賽 學生表現

男乙 50 米背泳	

及 50 米蝶泳

冠軍
五年級 尹進廉

男丙 50 米蛙泳

第八名
三年級 尹皓塱

男乙總成績

優異
四年級 黃梓浩

五年級 尹進廉

2016-2017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六年級：盧思慧	陳海晴	傅海琪	張奕翹	劉嘉慶	鄭海琪		

　　　　馬慧霖	陳祈安	朱雪瑩	湯君婷	陸俊渝

本校亦獲得 2016-2017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隊獎

　　恭賀本校 5B 區芷菁

同學獲深水埗區撲滅罪

行委員會舉辦之「滅罪

禁毒標誌及口號創作比

賽」冠軍，6B 廖俊達同

學獲得優異獎。

1. 九龍西區 ( 銅獎 )
二年級：鄭嘉飛	

三年級：羅建業	

四年級：馬利豐

2. 九龍西區 ( 銀獎 )
三年級：李家馨

3. 九龍西區 ( 金獎 )
二年級：李若涵	

三年級：蘇穎勤

4. 全港 ( 銅獎 )
三年級：蘇穎勤

女子丙組跳遠亞軍
四年級：李莉欣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
三年級：姜紫媃

四年級：湯慧羚	李莉欣	區慧瑩	

　　　　潘正為	黃　怡

女子甲組推鉛球亞軍
六年級：曾芷妍

男子特別組 100 米季軍
六年級：劉嘉慶

女子 E 組跳高季軍
六年級：朱雪瑩

女子 F 組 60 米亞軍
四年級：區慧瑩

男子 F 組壘球亞軍
四年級：王永俊

男子 E 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五年級：姚梓華	

六年級：鄭宇軒	張俊傑	廖俊達	

　　　　蘇恩輝	張智強

男子 F 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三年級：彭奕臻	

四年級：廖誠頌	王永俊	曹傲軒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小學甲一組優異獎

三至六年級

劉嘉兒	 蘇迎春	 陳寶兒	 麥詠渝

沈玥 	 廖俊達	 余湛燊	 余剛銘

朱雪瑩	 鄺思聰	 蘇嘉兒	 蘇淼森

兩位得獎同學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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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校 外 獎 項 及 比 賽

編輯委員會
顧問：吳麗容校長　　編輯委員：譚寶琪主任、羅綺顏主任、葉樹基主任、梁麗梅主任、黃冰芳老師、歐芷筠老師、吳艷霞老師

中文集誦比賽優良獎

三年級
廖芷霆	 吳梓翹	 余心喆	 陳敏超	 符俊樺	 羅建業	

李學峰	 盧雅麗	 衛斯廸	 黃敏淇	 黃蔚謙	 陳曉文	

陳珈錡	 張楚蕊	 黃璟雋	 徐映琳	 陳諭京姍	 利翊綾	

李家馨	 麥雋思	 吳振穎	 王詩晴

四年級
鄭秀樺	 李幸樺	 廖誠頌	 毛靖儀	 余昊天	 陳曉藍	

趙嘉怡	 賴佩宏	 李卓瑜	 梁璟園	 伍凱淇	 陳靖文	

曹傲軒	 何希臨	 劉家希	 盧穎兒	 曾皓哲	 姚冠全	

高詠琳	 林楚琪	 吳倩儀

2016-2017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比賽

英詩集誦比賽優良獎

二年級
區沅瀅	 陳佑愷	 李佑嵐	 梁嘉軒	 盧榜軒	 羅慧淇	

田昊霖	 楊欣諭	 張瑞峰	 李誠康	 梁嘉殷	 陸靖滔	

李國菲	 李欣彤	 黃焯琳	 曾麗瑩	 何思澄	 羅鈺琦	

李瑋翹	 潘子豪

三年級
陳愷晴	 周卓穎	 許峻維	 梁焯棋	 譚允堯	 黃呵呵	

關凱淇	 羅建業	 黃蔚謙	 謝芷晴	 楊梓檸	 陳珈錡	

姜紫媃	 郭嘉寶	 林嘉禧	 倫英嘉	 徐映琳	 洪嘉豪	

利翊綾	 李家馨	 潘在銘	 黃均浩

校網編號：40

學校編號：510971

學校類別：津貼（全日）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宗　　教：天主教

校　　址：九龍深水埗廣利道九號

電　　話：23865392

傳　　真：27089954

網　　址：http: / /www.gccps .edu.hk

電　　郵：info@mail .gccps .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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