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學年是不一樣的一年。學校先後因為社會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停

課，而後者更引致停課達四個多月，這在戰後的香港是前所未有的。而疫情所影

響的更不限於香港，而是整個世界呢！病毒以驚人的速度在短短的時間內由一個

地區迅速傳至世界各地，引致無數的人染病，甚至死亡。為了減低人與人間的傳

染，各國政府採取封城、禁止外出、停工、停課等嚴厲措施。一些人們視為平常

的事情，如上學、上街、與家人或朋友共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影響，而我們的

生活習慣亦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我們外出時需戴口罩、時常會徹底清潔或消毒雙

手、加強環境的清潔、留在家中工作、學生利用電子模式進行學習、保持人與人的社交距離……原來很多我

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並不是必然的！

    新冠肺炎由極微小的病毒引起，但傳染力極強。病毒十分「狡猾」，患者初期病徵輕微，甚至完全沒有

病徵，因此會不知不覺把病毒傳染給接觸過的人，病毒亦因而能以幾何方式在短時間內引起疫症爆發。科學

家們正日以繼夜努力研發疫苗，希望能有效預防新冠肺炎。他們認為病毒並不會完全消失，待冬天再來時，

病毒有機會捲土重來。

    原來科學即使再發達，人類在大自然面前仍是十分渺小及無助的。我們應要保持謙卑，學會尊重及愛護

大自然。科學家警告，地球暖化正對地球，以致全人類帶來負面的影響：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水源短

缺、糧食失收、空氣污染、生物多樣性受損、疫症增加……科學家更於本年初把末日鐘撥至最接近午夜─

科學家比喻為世界將毀滅的時間。他們警告世人如仍不醒覺，我們的居所─地球將岌岌可危，而人類的生

命亦將面對嚴峻的挑戰。

    科學家發現在疫症期間，因人類經濟活動、交通停頓的關係，地球得到了喘息。除空氣質素改善外，南極

的臭氧層破洞亦有修復跡象，令南美紫外線減少，增加降雨量，改善乾旱等問題。

    人類實在應反思如何在發展的同時，保護我們的居所地球。而作為小朋友，學生們其實亦可以出一力，

實踐環保的生活。

    在學習方面，在停課期間，同學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學習生活。老師們製作電子教材，又或透過視像教

學，讓大家能在家中進行學習。而在視像的塔冷通成就計劃分享中，我很高興看到大部份同學都能努力實踐

各自訂下的目標。同學們展示了自己學習的成果，如運動、音樂、烹飪、拼圖、科學研究等，內容十分多元

化。在停課期間，相信同學真正明白到學習是不會受到地點和時間限制的。

    不過，停課四個多月也是考驗同學們意志力和自制力的時候。平日同學們依時上課下課、有老師教導大

家、須依時交功課、默書、考試等，但在停課期間，老師不能像平日一樣密切地跟進大家學習的情況，大家

是否能有足夠的自制力，每天完成電子學習，温習課本……成為學習成效的關鍵。只有在停課期間能好好運

用堅毅及自制的性格特質的同學，才會每天定時完成電子學習，温習課本、閱讀課外書……這樣就能在停課

期間，得到最大的學習效果，發揮天主所賜的塔冷通了！

    各位同學，反省的能力十分重要。經歷新冠肺炎，我們又有甚麼反思呢？我們會否更愛護天主所創的地

球、更懂得自制及能堅毅不屈呢？

    現在，世界各地的疫情仍然未受控，讓我們一起祈禱，祈求天父賜人類智慧，使科學家能及早成功研發

疫苗，世人能反思如何保護環境！求主降福日以繼夜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願受感染的人早日康復、亡者得

以安息！願病毒早日消失，使各人的生活能回復正常！

2019-2020
不一樣的學年

香港嘉諾撒學校

校長的話

Canossa School (Hong Kong)
嘉
訊電話：2561 0115 傳真：2562 7840 地址：香港鰂魚涌海澤街8號 電郵：canossahk@gmail.com

 1



    本年度學校以「忠信」為主題，通

過周會、角色扮演、情境分析、短片欣賞、

小組討論及體驗活動，讓學生學會自愛自重和以

謙虛的態度去處事待人，與人建立互信的關係。在

生活上，引導學生時時祈禱，感謝天主賜給他們的才

能，並發揮所長，成為天主的好兒女。

    四至六年級學生透過堂上聆聽會祖為孤兒尋覓居所的善工

故事及情境討論，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懂得愛惜自己及尊重

他人，也要善用天主恩賜，發揮才能；堂上也有互動遊戲如「人

生大拍賣」，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去反思生命的意義及價值觀；明

白人必須要明辨是非，不盲目追求物質

享受，重視心靈上的富足。

    一至三年級學生藉著堂上的有趣的

活動及聆聽會祖與拿破崙的一段小故事，明白每個人是尊貴而有價

值的，並擁有不同的性格強項；不必羨慕別人，卻要認識自己的

特質，欣賞及肯定自己，善用優點，發揮所長，並且互相尊重和

欣賞。

四至六年級生活教育課「人生大拍賣」遊戲
四至六年級生活教育課

《萬「你望」花生》體驗遊戲

一至三年級生活教育課「我是最好的」∕「尋找孖生的我」

嘉諾撒人素質校本課程
「忠誠處事謙待人，信靠天主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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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是學校推行正向教育的第二年，主要認識「性格強項」。學

校為了讓學生對性格強項有深入的了解，推行了「性格強項課程」，配合

年度主題，向學生重點教授勇敢、堅毅、熱情與幹勁、好學、好奇心、謹

慎、自我控制和幽默感共八個性格強項。課程透過寓言、真人故事、體驗

活動和情境分析等，讓學生掌握各個性格強項的特質，從生活中發掘自己

和別人的性格強項，並學習欣賞各人性格的優勝之處。另外，課程教導學生適當地運用

性格強項，如果過份或不足地運用性格強項，可能會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學生應善

用自己的性格強項，發揮所長，盡展潛能。

性格強項課程

堅毅 perseverance

仁慈 kindness
創造力 creativity

公平公正 fairness

勇敢 bravery

團隊精神 teamwork

熱情與幹勁 zest

社交智慧 social intelligence

自我控制 self-regulation

誠實 honesty 

謹慎 prudence愛與被愛 love

洞察力
perspective

謙遜 humility 

領導才能
leadership

感恩 gratitude

寬恕 forgiveness 

對美麗與卓越的欣賞
appreciation of beauty and 

excellence 

好奇心 curiosity

幽默感
humour

心靈信仰 spirituality

判斷力
judgement

好學 
love of learning

希望 hope  3



校方設計了六枚「塔冷通」金幣，

分別印有我們的校訓和會祖的神恩：

謙                                恭                                  仁

同學要為自己定下目標，挑戰自己，

過程中不斷學習，便可換取「塔冷通」金幣：
與家長一同完成「性格強項」問卷

訂立S.M.A.R.T目標

在實踐目標時，能虛心請教別人或自學

能在過程中運用「性格強項」

在過程中能向天主祈禱：祈求∕感謝天主

愛                          在仁愛中行謙遜                在謙遜中行仁愛

「塔冷通」成就計劃
    你知道什麼是「塔冷通」嗎？它代表天父賜給我們不同的

才能。

    學校本年目標是希望我們善用「塔冷通」發揮自己的才

能，一起成就夢想、完成目標。

 4



2B 陳加齊

    我曾經在商場玩過一台電動彈珠機，覺得十分有趣，因此我決定
製造一個紙箱彈珠機。

    首先，我在互聯網上尋找相關的資料，然後繪圖設計。不過，我
發現收集製造材料也是不容易的。幸好，有爸爸的幫忙—他從公司
帶回了廢棄的紙箱，還有好朋友們為我收集了飲品的瓶蓋。
    雖然在製造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但是我憑着性格強項—

「堅毅」、不氣餒的精神及豐富的「創造力」，終於成功製造出新奇的玩具。

1E 張懿菲

    我很開心有機會透過塔冷通成就計劃表演三個魔術給

老師和同學們欣賞。從小，我便覺得魔術很神奇。我充滿

好奇心，常嚷着要爸爸教我，亦樂於在網上尋找有趣的魔

術影片自學。在練習過程中，當我遇到困難及氣餒時，除

了得到爸媽的鼓勵外，我

亦會向天父祈求智慧，以

克服困難。

    過程中，我運用了

「好學」及「熱情與幹勁」這兩個性格強項。終於完成了拍攝，片段播出時，

看到了老師及同學們的反應，我的心裏感到十分滿足。

2D龎子翹 

    我選擇學手語作為塔冷通成就計劃的目標，是因為我希

望用聾啞人士的語言與他們溝通，令他們感受到愛與關懷。

    在學習過程中，我曾經因為感到困難而想轉換目標。當

我想表達的事情找不到相同意思的手語，或者在動作上有少

許差別便表達出另一個意思時，我就會感到很氣餒。

    我運用了不同的性格強項去克服這些困難。我的「洞察力」使我能仔細地分辨每一個手語動作的意思；

「好學」的性格強項使我願意去學習新的語言，用心去牢記每個動作的不同意思；而「堅毅」的性格強項，就

使我能不斷地反覆練習，遇到挫折也沒有放棄，最後我才能成功地學懂用手語表達出自己的意思。

1C蕭貝恩

    大家好！我是1C班蕭貝恩。我很開心和榮幸

可以在校訊和大家分享照顧寵物的趣事。

    首先，讓我介紹我的寵物，牠是一隻小倉鼠，

牠的名字叫小肥。由於疫情，所以不能上學，我就

決定將學習照顧小肥定為我「塔冷通成就計劃」的

目標。
    在這幾個月裏，我要學習怎樣照顧小肥，在過程裏，我學會了做事要有責任感，不能半途而廢，更令我
明白無論做任何事都要有一顆堅毅的心。所有動物都有生命，而且都是珍貴的，我們要愛護牠們。
    最後，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帶給同學們一些樂趣，更感謝老師們給我這個機會。謝謝！

《塔冷通成就計劃》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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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李蕙岐

    大家好！我是李蕙岐，我在塔冷通成就計劃的目標是做牛肉麵。
    我在這計劃裏遇到不少困難，麵太軟了，要煮兩次才能好吃，而且牛肉
不熟，這些都是我的困難，當然有困難就會有得着，你們知道是什麼嗎？就
是我學到了煮食物。

    在這計劃中，我用了「社交智慧」的性格強項，因為我能在適當的時候
做出適當的事情，也謝謝爸爸幫助了我。我希望我下一次能自己煮到美味的
牛肉麵。

4A 盧逸希

    我的塔冷通成就計劃目標是做到前捲翻、後捲翻和側手翻，從而參加比賽，

奪得獎項，以達致30個獎牌或獎盃的目標。

    我能完成目標做到前捲翻、後捲翻和側手翻。我遇上的難題是在練習時，經

常跌倒，會有點痛，我解決的方法是拿多點軟墊，就算跌倒也不會那麼痛。

    後來我參加了比賽，我很開心，因為我在近期的比賽裏拿到兩個金獎和一個

銀獎。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令我可以參加比賽，我還要感謝我的老師教導我、指導

我。我會繼續努力的！ 

3F 秦子琋

    學習一種新樂器：卡林巴琴（俗稱拇指琴），是我的塔冷通成就計劃目標。
    由於疫情影響，我不能外出學習。「好學」和「好奇心」驅使下，我自行
在網上找尋曲譜；跟着影片，逐個音節慢慢地去反覆練習，最後能完整彈奏出
三首樂曲。

    我欣賞自己的「堅毅」及「自我控制」能力。過程中不斷彈、不斷錯、用
錯力彈引致手指疼痛、背譜也是一大挑戰……令我氣餒沮喪。但感謝爸媽和弟

弟的鼓勵，每次都說我有進步，令我重拾信心和動力繼續練習，亦感謝主賜我精神和力量，使我達成目標。

3D 陳焌匡

    三年級開課的時候，老師向所有同學介紹「塔冷通」成就計劃。我

們先認識二十四個性格強項，然後透過填寫「性格強項」問卷，讓我們

更了解自己的性格強項。而我的首三項性格強項是「愛與被愛」、「對

美麗和卓越的欣賞」和「熱情與幹勁」。

    在塔冷通成就計劃中，我也用上了自己的三大強項，我從網絡自學

了「日式薯片玉子卷」。經過數次的失敗與嘗試後，我成功地製作了一

個「日式薯片玉子卷」；完成後，我與家人分享，這是「愛與被愛」；我製作得很美味

和用心裝飾，所以我用上了「美麗與卓越」。

    希望我能夠把這次製作「日式薯片玉子卷」的「熱情與幹勁」，能延續到我未來人

生中的每一件事上，更加能夠善用我的「塔冷通」性格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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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陳躍天

    當我聽到老師要我們定塔冷通成就計劃的

目標，我左思右想都想不到我的目標，突然我

想起2019年的暑假我們一家人到了意大利旅

遊，我只懂三種語言，不如多學一種吧！但我

完全想不到從那裏學意大利語。此時，我父親

跟我介紹網上Youtube裏有一個由慈幼會會士講解的兩分鐘學意大利語的節目，由淺入深。我在停課期間看了很

多次那些兩分鐘學意大利語的節目，令我在塔冷通成就計劃的視像會議時，可順利用意大利語表達。

5F吳冠燁

    我的塔冷通成就計劃的作品是由Scratch編程軟件製成的。這個作品是講述宇宙中最大的行星。我已經把它

發送到YouTube上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kgHLjsatA)，歡迎同學們閱覽。

    其實，我一共有三個作品，都是關於天文的。我從小就喜歡天文，前兩年還加入了香港天文學會。我很感

謝學校的老師教我使用編程，使我有了一個主意：可不可以把編程和天文知識結合在一起呢？所以我創造了這

個系列。這個塔冷通成就計劃是我的天文系列的一部分。

    在這個計劃裏，我鍛煉了「堅毅」和「創造

力」的品質。「堅毅」使我遇到了很多困難時，不

會放棄。「創造力」在於我把Scratch編程製作成視

頻。在編製的過程中，我發現我的繪畫精確度太

低，所以我用更好的材質改良了它。

    雖然這個作品比改良前已成功很多，但我完成了

之後仍感到有點遺憾，因為在有限的時間裏面，我不

能完全表述星球的所有特性，但是我認為我還會不斷

地去探索，之後的視頻一定會更成功。謝謝老師！

5E 歐陽弘軒

    在停課期間，大家做了甚麼？溫習？看書？玩遊戲機？除了以上幾項，我還嘗試畫了「翻頁漫畫」。這是
我第一次畫「翻頁漫畫」。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保持漫畫

的連貫性，不單在情節上，還要注意人物的動作和表情。

在這過程中，我運用了性格強項中的「堅毅」，只要不怕

失敗，繼續嘗試，就會有成功的一天，就這樣我完成了我

的作品。我要感謝天主和父母為我準備的一切，讓我在疫

情期間可以安心地學習和培養我的興趣。

6B 林德明

    我的塔冷通成就計劃是製造一部環保吸塵機，它的外形雖看似簡
單，但內部是需要花很多心思製作的。為了能夠完成，我用了不少時
間來收集材料和製作。在製作過程中也遇到了在內部某些零件的合成
上的困難，幸好後來得到爸爸的幫忙，我才能順利完成。經過這次的
活動，讓我深深體會到，要做好一件事情是需要花很多努力和耐心
的，要有「堅毅」的性格強項，完成後，自己才感到有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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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培育
抗疫期間，學校為同學們製作了三節的抗疫課程： 

（一）抗疫的衛生常識
先讓學生懂得抗疫時要注意的衛生常識，以保持身體健康。

（二）抗疫的正面情緒
疫症持續，鼓勵同學以積極的態度投入生活，時刻向天父祈禱，以保持一份盼望和信靠的心。

（三）培養抗疫的正面態度
復課後應抱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去學習，熱心向天父祈求，期待疫症減退，重新投入日常的生活。

參考資料

1. 寫給孩子冠狀病毒的繪本 2. SARI_ 防疫培訓 _ 繪本 _ 為什麼不能出門 _A 卡蘇

3. 抗疫小夥伴 _DrDumo_etal 4. 給心心的繪本—可怕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5. 抗疫遊戲書 6.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護讀本》 

7. 我不害怕冠狀病毒 I'm not Afraid - corona virus handbook 8



    本校跨科學習周於2020年1月16日至1月

20日舉行。本年度以「健康生活」為跨科學習主

題，讓學生透過故事閱讀掌握健康生活的基本概念，培

養實踐健康生活的習慣，同時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

如：環保袋及環保紙製作、香草種植、環保時裝表演等，

讓學生明白低碳生活的重要性，培養他們珍惜資

源、愛護環境及積極人生的態度。老師希望同學日

後即使遇到逆境，也能以堅毅、積極的態度面對， 為

為自己的未來好好裝備，共同邁向豐盛的人生。

跨科學習周─
「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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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2020年1月21日舉行以「海底奇兵」為主題的科技遊樂日，當天活動內容包

括製作「科技小玩意」及完成十個「海底任務」攤位遊戲，當中包含科學或機械的基本

原理。透過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和科技探究，培養學生對STREAM的興趣，提升他們的

探究、解難、創意及運算思維能力。學生在老師悉心設計的活動中，表現積極投入。在

好奇心驅使下，學生不斷測試及改良自己設計的科技產品，從積累的經驗中學習。這種

學習方式令學生樂於嘗試及接受挑戰，更難得是從中可以建構到不少知識和技能。

科技遊樂日──「海底 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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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的 學與教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學校也要暫時停課。在停課的期間，學生善用

時間在家中持續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本校善用一向的優勢—電子學習，運用多元化的電子學習策略

及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學習材料及合適的學習活動。教師

亦因應校本課程及學習進度，靈活運用不同教材，在網上推行互動教

學，讓學生可以進行電子學習，例如老師每天製作教學短片，供學生自

行觀看後完成網上練習，然後通過有系統的記錄，了解學生的學習進

度，並提供適當的支援及跟進。

  四月份，教師亦運用視像會議與學生進行實時網上教學，加強與學

生之間互動，給予他們即時指導和回饋，完結後，教師把該堂的教學重

點製作簡報，上載到學校內聯網，供學生隨時觀看或重溫。因此即使學

生暫時不能回校，亦可透過實時網上教學及教師自製教材，

讓他們因應自己的學習需求及進度在家中繼續學習，以便在

復課後重拾正常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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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服務學習
    本年全體四年級同學參與由香港基督教青

年會協辦的活動─「惜玩文化」。校方期

望學生透過活動，培養服務他人的精神。學生

先透過講座了解「玩具銀行」的運作，再於1

月在校內參與玩具回收及分類活動，最後由機

構把玩具轉贈社會上有需要的小朋友。

    學校原定安排學生在7月到「玩具銀行」

為回收得來的玩具進行復修及清潔，惜因疫情

關係取消。

噴灑抗菌消毒塗層 

工友清潔全校

滅蚊蟲

清洗冷氣

防  疫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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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 step into the unpredictable Summer season in Hong Kong (HK), we are slowly recovering from 
the traumatic and punishing experiences over the past twelve months. Since June 2019, the people of HK 
has been torn apart by thei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socio-philosophical disputes on freedom 
and liberty. While these polarizing opinions remain unsettled, our attentions and efforts were focused on 
protecting this city against the unrelenting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OVID-19 is caused by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The 
viral genome of this novel coronavirus closely resembles that of SARS-CoV, which resulted in the deadly and terrifying 
outbreak in HK during 2003; the same year that I graduated from Canossa. Six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last major 
outbreak in HK. In this time, I have completed my medical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and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under the tutelage of Professor Kwok-Yung Yuen. As a microbiologist-in-training, I 
volunteered in February 2020 to join the isolation team of Queen Mary Hospital (QMH) to comba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decision to join the isolation (‘dirty’) ward did not stem from any glorified sense of duty, and this choice was 
disputed within my department. However, my interest had always been in virology, and COVID-19 presented itself a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SARS-CoV-2 first-hand. Overall, based on our experiences of 2003 SARS-CoV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on coronavirus, I felt that the risk of frontline service was minimal. Importantly, this decision was fully 
supported by my family and loved on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all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were clustered at Princess Margret Hospital (PMH), 
which aimed to focus and streamline resources. However, as the demand for isolation facilities exceeded the maximum 
capacity of PMH, the rest of the public hospitals were required to share the disease burden and patient load. Soon we were 
pushed to our limits. 

In mid-February 2020, around the time of the initiation of border restrictions, there were only a handful of COVID-19 
patients in QMH. The workload was manageabl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me to study these patients 
closely and conduct clinical research against SARS-CoV-2. It was also the perfect time for me to ease myself into this high-
stress environment. After all, the procedure of donning (wearing) and doffing (removing) of th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require diligent practice and discipline. I needed the practice urgently. 

I officially started my isolation duty on a bright Sunday morning. Before attending my first patient, the nurses 
suggested for me to apply a layer of soap water onto the inside of the face shield to prevent the build-up of fog. I did 
not believe their advice and ended up being completely blinded by the haze of my own breathing. I was humbled by this 
incident and grateful to learn from our nursing staff.  Wisdom stems from experience. As the isolation capacity of QMH 
expanded in keeping with the growing pandemic, I advised all isolation wards to be equipped with anti-fog or soap water 
spray against this nuisance.   

Due to the uncertain nature of COVID-19, majority of patient care was dedicated to detailed and careful counselling. 
There were a lot of unknowns surrounding the disease, even though majority of patients suffered from mild illnesses only. 
Nonetheless, there were no proven-effective treatments against this emerging pathogen. Fear was expected. 

A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creased, our experience against this novel coronavirus also grew with tim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iod of my isolation duties, I was deeply engrossed with the HKU-le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which 
tested a combination of drugs against SARS-CoV-2. My day-to-day interactions with all the patients taught me the effects 
and side-effects of these regimens. I was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their clinical progress. Crucially, with the enormous 
resources of HKU and the incredible de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research team, I was able to monitor their virologic 
response in real-time. Therefore, laboratory information was translated directly to the bedside, which is a vital function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This experience also allowed me to conduct research into the neurological effects of SARS-CoV-2 infection. We 
studied a subset of patients who complained of smell loss due to COVID-19 and confirmed that olfactory dysfunction is an 
important clinical symptom of COVID-19.

Overall, this was an incredibly fulfilling experience for me personally, as a doctor and as a fellow human being. In 
the five weeks that I served in the isolation wards against COVID-19, I took responsibility to care for many familie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of many walks of life. I was privileged to have worked with an incredible group of frontline staff to provide 
care for our patients. I am grateful to our patients for their patience and understanding. It was profoundly gratifying to see 
them go home to their families after an arduous journey of isolation. I am most thankful to see that they had made a full 
recovery during their follow-up after hospital discharge.

Dr. Tom Wai-Hin Chung
Honorary Clinical Tutor,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Li Ka Shing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A Hopeful Encounter against COVID-19
MessageS from our Alum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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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本年度推行「自攜裝置試驗計劃」，嘗試於五年級

課堂上使用iPad，讓學生在不同科目上利用平板電腦輔助學

習。學校於九月初已確立推行電子學習的目標，因應各教學

單元的學習內容，計劃如何善用自攜裝置和電子學習材料，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效能。

  試驗計劃推行期間，電子學習不但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

趣，令他們上課時更專注，亦促進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學

習，增加師生、生生之間交流，更有助於處理個別差異，提

升學生學習自主性。

BYOD教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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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停課安排
    疫症停課期間，宗教事務委員會在內聯網上載短片，內容

配合教會禮儀年曆及校本禮儀，當中有聖經故事、歌詠、福音

分享、禱文、問答遊戲等，旨在勉勵同學在家隔離防疫的日子

裏要信靠天主，藉着祈禱，加強同學的信心，並提醒他們如何

在逆境中關愛近人，好使我們在友愛和團結的精神下，彼此扶

持，亦不忘與主同行，得享復活的喜樂和平安，以及勤唸玫瑰

經，恭敬聖母。

日期 內容 日期 內容

2月 14 日 柏姬達 2月 20 日 約納先知

2月 27 日 四旬期 3月 04 日 五餅二魚

3月 12 日 從房頂下來的癱子 3月 19 日 治好雅依洛的女兒

3月 26 日 苦路 1-7 處 4 月 02 日 苦路 8-14 處

4 月 08 日 苦路知多少 4月 26 日 復活節的故事

5月 03 日 奇妙的改變—掃祿 5月 08 日 會祖瞻禮

5月 13 日 聖母月—花地瑪聖母

靈性培育

靈性培育
    本校宗教事務委員會配合教會禮儀年曆及校本禮儀，舉行彌

撒、禮儀、學生聚會、家長聚會，藉此加強信仰培育，達至牧靈

及福傳的果效，讓我們能領受天主的恩寵，體驗天主的愛，亦期

望同學們能實踐「忠信」的美德，在生活中學懂「忠誠處事謙待

人，信靠天主展才能」。

校牧的話
（陳美娥修女）

    本學年充滿挑戰，受疫情影響，

我們的生活、社交模式改變、經濟受

到衝擊。甚至有人會問天主有否看見

我們受苦，有否聽到我們的呼喊？不

過，我們深信天主容許這些不幸一定

有祂的旨意，因為天主的計劃大於我

們的憂慮，祂所安排的一切必為我們

有所受益。

    今次疫情，讓我們在繁忙的生活

中，有機會停一停，想一想，學會反

省和悔改，同時發揮互助互愛的精

神。此外，還讓我們學懂珍惜萬物，

善用祂的創造和恩賜。天主是仁慈

的，祂必會眷顧我們，祂必使我們苦

盡甘來。我們亦要對主懷有信德和望

德，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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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靈修日
    8月26日是學校教師靈修

日。學校邀請了資深的梁長才

校長作神師。是次聚會主題為

「忠信─正向教育」。聚會

中，老師分組討論有關校訓與

忠信的關係，以及聖神果子的意義。梁校長提醒老師須幫助學生明白校訓，有助他們立身處

世。最後，他引用聖經中「塔冷通」的故事，帶出忠誠及展現才能的重要。

玫瑰月
    在玫瑰月，同學在宗教課重溫「痛苦五端」，認識聖母經歷失去耶穌的痛

苦，效法聖母，學習她在困難中信靠天主。同學在午息到禮堂誦唸玫瑰經。最後

學校於10月31日在操場舉行玫瑰月結束禮儀，透過聖詠、福音分享、誦唸玫瑰

經、獻花及祈禱，提醒同學以聖母為模範，做一個謙虛、忠信的天父好兒女。

懇切祈求聖神的帶領 認識聖神的果子

開學彌撒
    新學年開學求恩彌撒於

9月7日（六）在聖猶達堂

舉行，主題為「忠信」。是

次彌撒由倪德文神父主持，

祈求天父在新學年保守我

們。倪神父鼓勵同學在新學年把握每個學習機會，明白在學習過程中要信靠天父，依恃

祂的保守，好讓同學能於本學年懂得善用天主的恩賜—「塔冷通」，盡展才能。

主耶穌，請袮  來到我心中 聚精會神、用心聆聽

開學祈禱會
    開學祈禱會於9月4日（三）在禮

堂舉行，主題配合校本活動—「塔

冷通成就計劃」，透過福音分享，認

識天主賜予每位同學不同的才能，鼓

勵他們善用及發揮所長，宣誓履行

「忠誠處事謙待人，信靠天主展才能」，做一個忠信的好學生。

「塔冷通」是天主給我們的才能 懇切祈求天主的助佑

獻上馨香的玫瑰 聆聽聖言 齊唸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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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家長聚會
    公 教 家 長 聚 會 於

2019年11月26日（二）

早上舉行，主題為「忠

信—愛的禮物」。子女

是天主賜予我們公教家庭

「愛的禮物」，究竟我們要如何與他們同行，體現忠信的精神，在生活中表達對天主的忠誠及信靠呢？在聚

會中，藉著聆聽聖言、小組分享，家長們從生活點滴中互換經驗，學習與子女同行，做一個忠信的基督徒。

將臨期
    為迎接主耶穌的再度來

臨，學校邀請同學準備「忠

信的禮物」，承諾如何善用

「塔冷通」，在生活中體現

「忠信」，並在聖誕禮儀中

奉獻給小耶穌。將臨期內，

宗教組於午息舉行祈禱聚

會，提醒同學作好準備，迎

接主耶穌，並於課前邀請同學燃點將臨期蠟燭。

報佳音
    為營造歡樂的

聖誕氛圍，學校於

聖誕聯歡會前（12

月18日）在操場舉

行報佳音。演出當

日，約有50位同學在操場獻唱，由幾位六年級

同學伴奏。當日參與演出的同學都配戴着聖誕

頭飾，營造聖誕歡樂的氣氛。當日有兩位司儀

作旁白，透過耶穌的誕生，帶出相關聖詠。同

學非常投入，校園洋溢聖誕的喜悅。

聖誕禮儀
    聖誕禮儀於1 2月2 0

日（五）在禮堂舉行。基

督小先鋒組員在禮儀中演

出聖誕劇「聖誕來信」，

此 劇 配 合 校 本 主 題 「 忠

信」，藉故事主角寄信給聖誕老人求助，讓學生學懂要信靠天主，善用天主賜予的「塔冷通」，做

一個處事忠誠的好孩子。禮儀中的聖言提醒同學要潔淨心靈，作好準備，迎接主耶穌臨在於每個人

的心中。同學最後一起詠唱聖詠，禮儀在一片歡樂聲中作結。

交換心得 正向秘笈

期待主耶穌再度來臨

燃點將臨期蠟燭

你唱我和天衣無縫的伴奏

平安夜，聖善夜…… 陣容鼎盛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Canossa''Where is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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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滿月禮

小一適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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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歷奇營

小六歷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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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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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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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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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科學家」參觀
港燈智惜用電生活廊

生日會

成長的天空

小五藝術家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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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果纍纍
體育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季軍 4 4A  鍾涴柔  4E  謝懿芯  4E  黃嬿綝  4F  王亮之

殿軍 3 5A  邱曉蔚  5B  黃詠琳  5D 周祉言

第二屆「基崇盃」

聯校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14

5D  陳韋縈  5D 鄭芷彤  5D 梁格怡  5F  蔡佩言 

6A  潘愛琳  6B  陳可瑩  6B 黃子瑜  6C 黃頌傜 

6D  莫家晴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E  謝懿靖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第二十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殿軍 12

5D  陳韋縈  6A 潘愛琳  6B 陳可瑩  6B 黃子瑜 

6C  黃頌傜  6D 莫家晴  6E  許心喬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E  謝懿靖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忠愛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季軍 16

4D  林頌澄  4E  謝懿芯  4F  王亮之  5D 陳韋縈 

5D  鄭芷彤  5D 梁格怡  5F  蔡佩言  6A 潘愛琳 

6B  陳可瑩  6C  黃頌傜  6D 莫家晴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E  謝懿靖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第十一屆

愛鄰舍室外三人籃球賽

冠軍 4 2B  李  澄  3C  江樂澄  3D 何婥琦  3F  吳羿希

亞軍 8
2A  黃熹童  2B  龔允淇  2B 林頌穎  2F  關智林 

4E  謝懿芯  4F  王亮之  5B 黃詠琳  5D 陳韋縈

季軍 8
2A  柯希汶  2B  鄭樂欣  2C 許心饒  2F  歐穎孜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神射手 2 3C  江樂澄  6F  黎日瑤

小學籃球挑戰賽 冠軍 12

5D  陳韋縈  5D 梁格怡  6A 潘愛琳  6B 陳可瑩 

6B  黃子瑜  6C  黃頌傜  6D 莫家晴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E  謝懿靖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寶血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12

4F  王亮之  6A 潘愛琳  6A 施惠心  6B 陳可瑩 

6B  黃子瑜  6C  黃頌傜  6D 莫家晴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E  謝懿靖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赤子聖誕全港公開三人籃球

挑戰賽暨投籃賽2019
V6組  殿軍 4 1A  蘇家朗  1B  蔡尚羲  1C 林子晞  1D 蘇子朗

正能量迎新年

全港三人籃球比賽2020
亞軍 10

4A  鍾涴柔  4E  關千嵐  4E  盧采琳  4E  黃嬿綝 

4F  歐穎妤  6B  黃子瑜  6E  李銦潼  6E  吳沚翹 

6F  黎日瑤  6F  吳蔓莎

赤子全港

公開三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 8
3B  黃紫晴  3F  蔡佩珈  3F  梁樂晴  3F  盧向晴 

5B  黃詠琳  5D 鄭芷彤  5D 梁格怡  5E  吳卓琳

季軍 4 3C  江樂澄  3D 何婥琦  3D 劉煦瑜  3F  吳羿希

殿軍 4 6A  施惠心  6B  黃子瑜  6E  吳沚翹  6F  吳蔓莎

投籃賽 亞軍 2 2A  柯希汶  6E  吳沚翹

投籃賽 季軍 2 3F  蔡佩珈  4F  王亮之

第八屆油尖旺區

青少年三人籃球賽

季軍 4 5D  鄭芷彤  6E  李銦潼  6E  謝懿靖  6F  黎日瑤

技術挑戰賽 冠軍 1 6B  黃子瑜

康年三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 4 3B  吳心蕎  3B  黃紫晴  3D 何婥琦  3F  蔡佩珈

季軍 8
3C  江樂澄  3D 劉煦瑜  3F  梁樂晴  3F  吳羿希 

5B  黃詠琳  5D 梁格怡  5E  吳卓琳  5F  許臻喬

胡振中盃

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季軍 12

3D  張  舜  4A 葉加朗  4A 林衍晴  4B 吳子名

4C  陳可賢  4C  陳旭言  4D 徐遠卓  4D 梁志朗

5D  林兆隆  6C  陳以琛  6D 劉卓彥  6E  溫賢樺

慈幼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碗賽 季軍 11

3D  張  舜  3F  林孝龍  4A 葉加朗  4A 林衍晴

4C  陳旭言  4D 徐遠卓  4D 梁志朗  4E  余智勤

6C  陳以琛  6D 劉卓彥  6E  溫賢樺 

2019-20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女乙50米蛙泳 冠軍 1 5E  蔡呈樂

女丙50米背泳 亞軍 1 4E  梁梓悠

女乙50米自由泳 殿軍 1 5E  蔡呈樂

男甲50米背泳 亞軍 1 6C  劉綽賢

男乙50米蝶泳 亞軍 1 5D  陳皞哲

男甲50米蝶泳 季軍 1 6C  劉綽賢

女丙團體 殿軍 5
3B  蔡伊凌  4D 鄭嘉欣  4E  梁梓悠  4F  李鎧昕

4F  趙婥喬

2019-20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女乙團體 優異 6
5D  歐陽雅浠  5D 楊爾雅  5E  蔡呈樂  5F  陳汶蔚

5F  黃康娜  5F  黃梓晴

男乙團體 優異 6
3A  黃翔朗  3C  譚皓謙  4A 鄭秉灝  5A 王昱傑

5D  陳皞哲  5E  張哲熙

男甲團體 優異 5
5C  陳仕鈞  5C  鄺睿康  6C 劉綽賢  6D 黃壹麟

6F  陳希暘 24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女子E組60米 亞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E組60米 季軍 1 6C  羅若林

女子F組6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F組10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F組100米 季軍 1 4A  陳希悅

女子F組跳遠 冠軍 1 5E  費詩晴

女子E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4 5A  沈錫欣  5E  施穎霖  6C 羅若林  6C 宋玟萱

男子E組壘球 季軍 1 5F  朱治齊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女子E組200米 冠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E組400米 冠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F組6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F組100米 亞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F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4 4A  陳希悅  4E  鄭芷殷  5A 李芷炘  5E  費詩晴

女子E組跳高 季軍 2 6A  黃怡嵐  6E  梁凱晴

女子F組跳遠 季軍 1 5E  費詩晴

第26屆公民田徑錦標賽

女子E組60米 優異 2 2A  陳穎欣  2C  關千桐

女子E組100米 優異 1 2A  陳穎欣

男子D組60米 優異 1 3E  吳靖堯

男子D組100米 優異 1 3E  吳靖堯

女子D組壘球 季軍 1 3E  孫陽喜

女子E組壘球 季軍 1 2D  施允文

女子E組壘球 優異 1 2C  關千桐

女子D組立定跳遠 殿軍 1 3E  葉鎧瞳

女子E組立定跳遠 優異 1 2A  陳穎欣

女子E組立定跳遠 亞軍（破紀錄） 1 2E  李泳澄

男子D組立定跳遠 殿軍 1 3A  梁允謙

第26屆公民田徑錦標賽

（少年組）

女子C組 全場亞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C組 全場季軍 1 4A  樂映瑤

女子C組60米 亞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C組60米 優異 1 4A  陳希悅

女子C組20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C組200米 優異 1 4A  陳希悅

女子A組跳高 優異 2 6A  黃怡嵐  6C  宋玟萱

女子B組跳高 亞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B組跳高 季軍 1 5B  黃靖喬

女子B組跳高 優異 1 5E  費詩晴

女子C組跳高 季軍 1 4A  樂映瑤

女子C組跳高 殿軍 1 4E  吳心瑜

女子A組跳遠 優異 1 6A  黃怡嵐

女子B組跳遠 優異 1 5E  費詩晴

女子C組跳遠 亞軍 1 4A  樂映瑤

女子A組鉛球 季軍 1 6A  黃怡嵐

女子A組鉛球 優異 2 6C  羅若林  6D 王盈月

女子A組壘球 季軍 1 6D  王盈月

男子B組壘球 殿軍 1 5F  朱治齊

女子C組壘球 優異 1 4A  樂映瑤

女子B組4x100米接力 殿軍 4 5A  李芷炘  5A 沈錫欣  5E  費詩晴  5E  施穎霖

女子C組4x100米接力 亞軍 4 4A  樂映瑤  4A 陳希悅  4A 吳子蕎  4E  鄭芷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4×100米接力賽中 季軍 4 6C  羅若林  5A 沈錫欣  5E  施穎霖  4E  鄭芷殷

張祝珊英文中學接力邀請賽 4×100米接力賽 亞軍 4 6C  羅若林  5A 沈錫欣  5E  費詩晴  5E  施穎霖

2019–2020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60米 季軍 1 6C  羅若林

女子甲組100米 季軍 1 6E  梁愷晴

女子甲組4x100米接力 殿軍 6
5B  趙梓晴  6A 黃怡嵐  6B 陳愉心  6C 羅若林

6C  宋玟萱  6E梁愷晴

女子甲組200米 季軍 1 6B  陳愉心

女子甲組跳高 第5名 1 6C  宋玟萱

女子甲組鉛球 第8名 1 6D  王盈月

女子乙組60米 殿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乙組4x100米接力 殿軍 6
5A  李芷炘  5A 沈錫欣  5B 陳恩祈  5B 黃靖喬

5E  施穎霖  5E  費詩晴 

女子乙組200米 第5名 1 5A  李芷炘

女子乙組跳遠 亞軍 1 5E  費詩晴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1 5B  黃靖喬

女子丙組6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丙組100米 冠軍 1 4A  陳希悦

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6
4A  陳希悦  4A 吳子蕎  4B 郭葆麒  4E  鄭芷殷 

4E  吳心愉  3D 葉鎧晴 

女子丙組跳遠 亞軍 1 4A  樂映瑤

男子乙組60米 第7名 1 5F  張瑞程  25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2019–2020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 第8名 1 5D  林兆隆

男子乙組4x100米接力 季軍 4 5D  林兆隆  5F  張瑞程  5F  朱治齊  3E  吳靖堯

男子乙組壘球 亞軍 1 5F  朱治齊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女子F組6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F組60米 亞軍 1 4A  陳希悦
女子F組100米 冠軍 1 4E  鄭芷殷

女子F組100米 亞軍 1 4A  陳希悦
女子F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4 4A  陳希悦  4A 吳子蕎  4B 郭葆麒  4E  鄭芷殷

女子F組跳遠 冠軍 1 4A  樂映瑤

女子F組壘球 亞軍 1 4A  樂映瑤

女子E組60米 季軍 1 6C  羅若林

女子E組400米 冠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E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4 5A  沈錫欣  5E  施穎霖  6C 羅若林  6E  梁愷晴

女子E組跳高 亞軍 1 5E  施穎霖

女子E組跳高 季軍 1 6E  陳凱瑤

小學校際聖誕跳繩表演賽2019 港島區  冠軍 8
3A  胡安琳  4B  許茵婷  4B 李俙賢  5A 陳依晴

5B  何鎧澄  5C  胡巧琳  5D 謝穎思  5E  林靜純

聖誕跳繩嘉年華2019
初小 交叉開跳  冠軍 1 2B  楊熙桐

高小 割草跳  殿軍 1 5A  林藹怡

第56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組）
優等獎 25

4A  歐陽日晴  4A 朱沛妍  4A 林懿雯  4A 楊宇怡 

4C  周可晴  4C  梁天藍  4E  許曦允  4E  譚樂桐 

5A  朱芷穎  5A 羅飄雪  5A 袁  悅  5C 李紫菱 

5C  姚以唯  5E  蔡樂怡  5F  蔡雯雯  5F  蔡佩言 

6A  蔡卓恩  6A 温曼喬  6B 伍頌澄  6C 陳湘婷 

6C  蔡子晴  6C  周銦彤  6D 田凱晴  6E  高若詩 

6E  劉宵希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2020 1 6C  劉綽賢

學術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普藝盃」朗誦
才藝比賽

P5-P6普通話
詩歌組

冠軍 1 6C  周銦彤

第七十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

詞集誦比賽
亞軍 49

5A  陳宛呈  5A 朱芷潁  5A  羅飄雪  5A  沈錫欣  5A 葉芷庭  5A 袁  悅 
5B  趙梓晴  5B  許凱晴  5B  蘇沚柔  5B  曾鍩恩  5B 邱琬晴  5C 宋欣蓓 
5C  胡巧琳  5C  姚以唯  5D  歐芷晴  5D  陳芷晴  5E  莊子樂  5E  杜蘊玟 
5E  林靜純  5E  馬晞兒  5E  吳卓琳  5F  陳汶蔚  6A 李佩曉  6A 潘愛琳 
6A  徐皓雪  6B  張愷桐  6B  黎皓潼  6B  蔡凱庭  6B 王栩彤  6C 陳諾穎 
6C  蔡子晴  6D 周凱晴  6D  朱曉彤  6D  鍾曉晴  6D 何晞琳  6E  許心喬 
6E  鄺杏宜  6E  李銦潼  6E  梁愷晴  6E  吳沚翹  6E  鄧卓珈  6E  謝懿靖 
6F  陳語翹  6F  傅蒨怡  6F  李梓萱  6F  唐鎧韻  6F  黃芷陶  6F  袁詠彤 
6F  翁熙瞳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2019）
粵語獨誦比賽

亞軍 3 1B  張芷嫣  1E  黎天睿  5C  胡巧琳

季軍 5 2F  區凱翔  2F  林彥彤  3D  劉煦瑜  5B  何鎧澄  5E  林靜純

優良 43

1A  王子翀  1F  陳睿言  1F  霍祇齊  2B  盧恩霖  2B 黃裕淅  2C 關千桐 
2C  吳卓琛  2D 李汶檉  2E  鍾沅容  2F  馮  珵  3A 宋欣洛  3D 蔡旻恒 
3D  余穎漢  3E  鍾昀希  3E  李証騫  3F  秦子琋  4A 鄭秉灝  4C 吳百豈 
4D  譚樂融  4E  陳芍穎  4F  吳汶芯  4F  黃柏淳  5A 袁  悦  5B 蘇沚柔 
5B  曾鍩恩  5C  李詠彤  5D  黃姿瑩  5D  余穎心  5E  張哲熙  5E  吳卓琳 
5F  岑敏行  6A 温曼喬  6B  黃子瑜  6B  楊懿晴  6C 李梓晞  6D 周凱晴 
6D  何晞琳  6D 何柏賢  6D  田凱晴  6D  徐松羚  6E  徐瑋澤  6F  唐鎧韻 
6F  翁熙瞳

良好 19

1B  張皕兒  1B  張  悅  1D  蘇子朗  2A  陳灝浤  2A 潘  殷  2A 黃熹童 
2A  王思雅  2C  李蔓瑤  3D  何嘉臻  4A  鄭意澄  4A 張麗詩  4B 李德怡 
4F  陳明治  5A 魏采桐  5E  蔡呈樂  6A  張恩穎  6B 霍子葵  6D 朱曉彤 
6D  林樂呈

「香港英語辯論比賽
（小學組）」
第一輪比賽

勝出 3 5C  宋欣蓓  6A 李佩曉  6B  霍子葵

最佳辯論員 1 6A  李佩曉

奧比斯蒙眼午餐「看不
見的感想」徵文比賽

傑出作品獎 2 4C  梁蓁曦  4C  謝卓桐

優異作品獎 1 6B  李欣婷

第五屆商務小學師生
寫照比賽—
我的綠色生活

初小組 優異獎 1 2B  盧恩霖

中小組 優異獎 1 4B  鄭之悅

高小組 優異獎 1 6E  劉宵希

2019秋季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科

優異 5 6A  郭曼澄  6B  蔡子杰  6B  楊懿晴  6D  何柏賢

良好

20

6A  朱楚蕎  6A 酆卓文  6A  林欣錡  6A  李文博  6A 徐皓雪  6A 黃采頤 
6B  莊皓鈞  6B  梁日朗  6B  李欣婷  6C  許翊善  6C 祝詠音  6D 李芷淘 
6D  黃思約  6E  蔡沁穎  6F  歐陽日朗  6F  陳旻希  6F  傅蒨怡  6F  文國豪 
6F  吳蔓莎  6F  袁詠彤

中學組 優異 1 6A  丁灝鋒  6C  陳以琛

解難分析科
優異

10
6A  郭曼澄  6A 李文博  6A  丁灝鋒  6B  蔡子杰  6C 鄭潁怡  6D 何柏賢 
6D  李芷淘  6E  盧百麟  6E  蔡沁穎  6F  陳旻希

良好 4 6B  楊懿晴  6C  陳以琛  6C  祝詠音  6F  歐陽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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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香港小學英文故事
角色繪畫設計比賽2019-2020

決賽入圍者 1 5E  林靜純

何芷穎老師

嘉喜訊
老師們的家庭

新成員

彭少敏老師的兒子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人數 得獎學生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英詩獨誦

亞軍 5 2A  陳灝浤  2B  鄭藹呈  4B  施安娜  5B  何卓媛  6B 余卓霖

季軍 2 2D  李汶檉  4A 高銦汛

優良 93

1A  蔡  玥  1A 梁熙堯  1A  蘇家朗  1B  陳星羽  1B 張芷嫣  1B 駱志澄 
1C  余芷萱  1C  阮家謙  1D  王靖堯  1D  王柏晴  1E  何琳墨  1E  劉心樂 
1F  霍祇齊  1F  宋悠可  1F  黃悅晴  2A  陳思彤  2A 袁逴琳  2B 洪紫萱 
2B  沈樂山  2B  譚穎彤  2B  鄭樂欣  2B  黃裕淅  2C 趙朗嘉  2C 吳天瑜 
2C  吳宛沂  2D 郭美妤  2D  林傲年  2E  李嘉晞  2E  孫梓渝  2F  區凱翔 
2F  方語晴  2F  徐嘉辰  3A  陳梓晉  3A  何欣菾  3A 林恩慈  3B 林凱晴 
3B  施純熹  3C  朱敏婷  3C  朱恬然  3C  吳懿芯  3D 何嘉臻  3D 余穎漢 
3E  龔凝芝  3E  李晞彤  3F  張睎嵐  3F  林孝龍  3F  彭依琳  4A 劉焯瑜 
4B  許  微  4B  吳海嵐  4C  林紀妍  4C  田浩林  4D 陳仕廉  4D 許均薇 
4D  王栩瑜  4E  周駿言  4E  吳心瑜  4F  黃柏淳  5A 陳宛呈  5A 林卓言 
5A  曾宥琳  5A 徐嘉奕  5B  何鎧澄  5B  梁愷庭  5B 曾鍩恩  5B 邱琬晴 
5C  陳昕榆  5C  李汶蔚  5C  陳晶晶  5D  何欣蕎  5D 王天慧  5E  王靖雅 
5F  梁鈞浩  5F  麥  琪  5F  黃康娜  5F  黃梓晴  6A 李佩曉  6A 盧敬羲 
6A  黃采頤  6B  陳愉心  6B  王子健  6C  陳諾穎  6C 鄭潁怡  6C 李梓晞 
6D  何柏賢  6D 田凱晴  6E  許心喬  6E  李銦潼  6E  呂靜瑤  6F  李梓萱 
6F  吳蔓莎  6F  袁詠彤  6F  姚嘉瑋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初賽

一等獎
12

6A  丁灝鋒  6C  陳以琛  6E  盧百麟  5B  黃逴翹  4A 高銦汛  4A 樂映瑤 
4C  吳百豈  4E  甘恬娜  3B  黃紫晴  3C  江樂澄  3C 王栩朗  1C 王栩陶

二等獎

24

6A  酆卓文  6B  蔡子杰  6B  吳  桐  6E  劉宵希  6F  袁詠彤  5C 盧善衡 
5E  歐陽弘軒  5F  陳汶蔚  5F  蔡雯雯  5F  林妏靜  4B 許庭瑋  4C 陳凌慧 
4E  梁  禧  4E  余智勤  3A  蔡梓燁  3B  錢琪心  3C 周駿廷  3E  吳靖堯 
2B  魏卓晞  2E  梁梓朗  2E  蔡瑋哲  1C  方煒皓  1D 朱俊匡  1F  鍾嘉悠

三等獎

36

6A  李文博  6B  王栩彤  6C  鄭潁怡  6C  祝詠音  6D 何柏賢  6F  文國豪 
5A  王昱傑  5B  邱琬晴  5E  王靖雅  5F  王泳欣  4C 周可晴  4C 田浩林 
4C  梁紫晴  4D 梁志朗  4D  徐梓朗  4E  周駿言  4E  麥栢熹  3A 周穎彤 
3A  史昕田  3C  朱敏婷  3D  何卓兒  3E  黃靖騫  3F  傅振朗  3F  林孝龍 
2A  陳灝浤  2A 柯希汶  2A  潘烺楓  2B  周子皓  2B 劉卓謙  2B 歐陽弘瀚 
2B  鄭樂欣  2F  白浩冉  1A  陳彤蒑  1F  朱芯瑤  1F  宋悠可  1F  黃悅晴

EF Dream Destination 
Competition

季軍 1 5E  陳子儒

香港小學全能挑戰賽 總決賽 6 1A  陳彤蒑  1A 李忻桐  2B  洪紫萱  3B  蔡伊凌  3B 吳心蕎  5C 李詠彤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District Champion Easter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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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成長  1A 陳彤蒑家長
　　不經不覺，停課已三個多月，我們覺得孩子們成長

了不少。

　　在疫情下，我們只能「宅」在家中，很多事情也要

思考轉換在家中進行的可行性。孩子們會思考很多新奇

的方法去完成他們想做的事情，「辦法總比困難多」！

我們也發現他們更有目標地分配自己的時間。在學校有

老師安排好課程活動，相反停課期間，他們安排自己的

時間多了，更明白有效管理時間的重要性。另外，孩子

們年紀這麼小，就能駕馭不同電子應用程式作網上學

習，真的不能不佩服他們有這麼強的適應力呢！

    在家中的時間多了，孩子們懂得做的家務也多了，

亦會主動要求做家務，如做飯、收拾及更換床鋪、整理

他們的書枱等。孩子們多了留意新聞，關心疫情狀況，透過看字幕而認識更多生字。雖然不能外出與

長輩見面，但他們會天天與長輩視像通話，比平日更會關心長輩。親近天主的時間也多了，當孩子們

遇上不開心、需要天主幫忙的時候，他們會向天主祈求，並請求天主幫助有需要的人，這讓我們感到

非常感恩！　　

　　不一樣的小一生活，不一樣的上課和在家工作的模式，不一樣的學習體驗，不一樣的家中活動，

都讓我和孩子們成長不少，大家的關係比以往變得更親密。在我們心底裏，我們反而珍惜這個難得的

機會，試問我們以往何曾擁有這樣不一樣的經歷？香港人，星期六、日「宅」在家中的機會的確少，

這次事件增加了我們在家的親子時間。當然，磨擦是少不了的，但也是經歷的一部分，每次的經歷也

是家長與孩子成長的機會！

　　無論未來如何，天主已有祂的美意，不用憂心！大家都要繼續充滿正能量往前衝啊！

感謝信
尊敬的香港嘉諾撒學校各位老師們：

    您們好！我們是蕭與希的爸爸媽媽，今天懷著十分感激的心情寫下這封信。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口罩成為生活中的標配，而市面上的兒童口罩供應卻無比短缺。身為家

長的我們，還在為孩子上學後沒有兒童口罩佩戴而憂心的時候，得知復課後家長教師會給每位小朋友

贈送30個獨立包裝的兒童口罩，頓時緩解我們的憂慮，同時深感學校對小朋友的關心。

    在此，十分感謝學校和家教會的貼心之舉，感謝學校老師們的辛勤付出，祝老師們工作順利、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

                               蕭與希的爸爸媽媽

                                   2020年4月22日

停課感言+
停課親子共聚抗疫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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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劉心樂家長
    今年年初踫上百年一遇的「世紀新冠肺炎」疫症，由農曆新年年假後

開始停課至今已接近三個月了。很可惜這段時間學生們不能回校上課，少

了與老師及同學們見面時的親切互動和交流的機會，但凡事總有得失兩

面。感恩在這段期間，我有約一個月在家辦公的機會，讓我多了寶貴的親

子時間，能和心樂及妹妹一起做一些以往沒有機會做的親子活動。我們一

起製作了多款既好吃又好玩的親子食物，如小甲蟲飯糰、小兔曲奇、熊仔

麵包、薄餅、麻糬波波等，並多了親子閱讀、下棋和做手工的時間。雖然

每逢出外都要戴上口罩，亦由於週六日沒有了恆常的運動興趣班，反讓我

們多了機會做其他的戶外活動，如行山、到沙灘

堆沙和踏單車。心樂更由剛剛學懂踏單車，到能夠由馬鞍山大水坑踩到大埔

海濱公園回歸塔，讓她建立了自信及培養了對踏單車的興趣！

    這次的「世紀疫症」，對全球經濟和民生都帶來深遠的影響，但十分感

恩的是我們生於香港，有一群教授和專家教導我們如何有效預防感染，加上

一群無私付出的醫護人員，以至學校及老師們在此反覆的疫情下，所作出的

應變措施和線上教學，我予以衷心的感激！全賴香港人的互助精神及高素質

的操守，才能讓疫情在香港至今一直受控，期望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能儘快

面世，社會可以儘快回復正軌。香港人加油！全世界加油！

停課感言  1F 張冠棠
    晨曦展露，「鈴！鈴！鈴！」鬧鐘喚醒睡眼惺忪的我，準備起

床梳洗上學去，與同學們在課室裏互相砥礪，互相學習，在操場上

玩耍。但新年後，頃刻不復，因疫情橫行，忽地停課在家，游泳、

畫畫、鋼琴等活動都取消了，悶悶不樂的我開始在家度過漫長的「假

期」。幸好，爸爸或媽媽總會陪伴在側，我每天努力地完成課業和練

習鋼琴，也會閱讀課外圖書。我最愛看天文和地理的圖書，閒來與爸媽一起玩「大富翁」遊戲。這段

期間，我想念校長、老師和同學們，願主保守，讓疫情盡快過去，讓大家重返校園。

抗疫時光 2D 張緻晴家長

時光太快，恢復太慢；最美四月，不能鬆懈。

清明限聚，思緒滿懷；減少流動，不添麻煩。

穀雨三候，共同戰鬥；你我堅持，終將美好。

時光太瘦，指縫太寬；二月無聲，悄然而來。

立春時節，學校停課；莘莘學子，長困於此。

雨水淅瀝，病毒無情；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時光如河，浮生為魚；陽春三月，疫情二波。

驚螯春雷，響徹心扉；困而學之，逆境自強。

到了春分，日月兩均；居家學習，不忘運動。

時光如水，總是無言；一月匆匆，已入寒冬。

絲絲寒意，小寒已至；城市冰封，送來疫風。

大寒過去，轉眼春節；雖無氣氛，境隨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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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親子活動推介 2E 鍾沅容家長
    疫情雖然導致停課持續，但是我們卻多了很多親子

的時光。相信任何年齡的孩子均喜歡美食，只要把危險

的工具及利器保存妥當，家裏的廚房絕對是親子樂的好

地方。

    低年級的孩子可以先選擇無火煮食，例如：果凍製

作，家長可以跟孩子分析材料的用處及分量的安排。高

年級的孩子更可以透過煮食，來學習科學、數學、營

養、美學、衛生等知識，並從中學會「隨機應變」的道

理呢！

我們的食譜分享：

牛油曲奇（大約20至30件）

材料：

牛油100g

低筋麵粉200g

糖霜70g

淡忌廉1.5茶匙

蛋黃1隻

《停課感言》 4A 鄭秉灝家長
    面對突如其來的停課消息，我起初真的害怕孩子在家遊手

好閑，然而，原來他很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

    孩子會把握這「悠長假期」，做自己喜歡或平日沒時間做

的事情，例如閱讀、看電影、砌模型……甚至創作一幕幕自編

自導自演的Lego劇場。他的無限創意往往令我大開眼界。

做法：

1. 牛油於室溫下軟化，加入糖霜打發至鬆發變白。

2. 分別把蛋黃和淡忌廉加入牛油中打勻。

3. 將已篩過的麵粉加入蛋糊中打勻，隨後用手拌成麵糰。

4. 將麵糰用微波爐保鮮紙包好，放入雪櫃冷藏一小時。

5. 麵糰底面放微波爐保鮮紙，以棍捍薄，用模具印出圖案。

6. 牛油曲奇放在焗盤上，以170度焗15至20分鐘便成。

    我很高興看見孩子醉心於自己的「遊戲」中，

他十分享受遊戲的過程。正所謂「遊戲中學習」，

我相信孩子在遊戲中活用了想像力與創造力，為停

課的生活添上一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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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劉頌瑜家長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後，除了仍需要繼

續上班工作外，逢星期六、日，我們都減少外

出。農曆新年過後，甚少下廚的我，在假日的

親子活動便是學做甜品。哥哥和妹妹會主動上

網搜尋資料，跟着我們便一起去多間超市格價

和買材料，然後一同動手製作。我們做了砵仔

糕、紅豆沙、馬拉糕、飯糰……在製作的過程

中，我們也曾經嚐過失敗的滋味，做出來的製

成品不好吃，但只要從失敗中學習，然後再嘗

試，便能掌握到所需的技巧。在教導孩子的

過程中，我亦學懂放手，把機會留給小朋友去嘗試失敗和成功的感覺，當中又可以享受親子的時

間，實在令我畢生難忘。

    藉着這個機會，我衷心地向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送上祝福！盼望疫情過後，大家能

早日回到校園。

5D 余穎心、3D 余穎漢家長
致方校長、家教會主席、各位老師、各位家教會委員：

    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全港學校已經停課兩個多月了，何時復課也是一個未知之數。自疫情在

一月底開始以來，口罩貨源供不應求，香港人每日就為買口罩而東奔西跑，可謂「一罩難求」，市

面上的小童口罩更加是缺貨之中的「缺貨」。

    正當家長們為預備復課後，小朋友的口罩存量而擔心之際，我們就收到學校內聯網的通告，得

知各位同學復課後每人可獲贈一盒口罩，真是感激不已！本人真的衷心感謝方校長、主席及各委員

為學生們奔波勞碌，要購買一千多盒口罩真的殊不簡單，辛苦你們了！這一盒口罩對於家長及學生

們來說，已經是一份最好最窩心的禮物及心意啊！

    另外，我亦想在此借機會，向學校表示謝意，感謝方校長、各位老師們、IT哥哥，在停課期間

為學生們付出的努力，讓小朋友們真的能做到「停課不停學」。每日見到我兩位小朋友的網上功

課，就知道方校長及老師們下了很多心思製作，中、英、數、常各科的講解亦十分清楚，易於明

白，連在旁觀看的我，也獲益良多呢！

    我亦很欣賞學校能夠與時並進，利用現今科技的進步，讓老師和學生們可以用視像形式上課，

此舉令小朋友們雀躍不已，因為大家已經沒有見面一段日子了。雖然現在不能「實體」上課，但出

乎意料之外，我的兩位小朋友比平時更加積極參與網上功課，不用我「溫馨提示」，每天都自動自

覺完成功課呢！不過唯獨是現在太長時間對着電腦了，對眼睛不太好，所以我為此特別購買了「防

藍光」眼鏡讓他們做功課時使用，希望可以減少對眼睛的影響。

    真的希望疫情快些過去，小朋友們可以快快復課，讓他們能夠再次跟校長、老師和同學們見面，

回復昔日的校園生活。我們現在可以做到的，除了是注意個人衛生及留在家中之外，就是懇切地祈

禱，我深信天父必垂聽我們的禱告，祂必保守看顧我們，雨後一定會天晴的，大家努力加油呀！

    祝 

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5D余穎心、3D余穎漢家長

余何婉雯敬上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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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家校溝通，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特別舉辦

「晨光『嘉』『家』共聚」活動，讓家長與校長、班

主任、老師和家長教師會委員可藉此機會輕鬆共聚及

交流。可惜因為疫症停課的關係，本會只舉辦了一年

級的共聚活動，希望來年度可與各級家長共聚。

                             1A 季樂楓
    很感謝學校舉辦這次家長分享會，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讓家長們互相認識，並分享在幫助孩

子適應小學生活時所遇到的困難和當中的經驗。在這裏，我特別感謝家中有高年級孩子的家長的參

與，他們的分享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另外，是次活動的時間安排非常合宜，能照顧到我們這些在職

父母在不耽誤工作的情況下能參與這次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這次分享會對我最大的觸動是，原來很多問題是很多新手小一家長都曾遇過的，在教養的過程

中，我並不是獨個兒在「戰鬥」。大家一起分享探討，使我受益匪淺，希望日後校方能定期舉辦類

似的分享會，讓家長間可以互相學習和討論，使孩子快樂地健康成長。

小一晨光
「嘉」「家」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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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陳里呈家長
    兒子升小一後，心中出現了「十萬個為

什麼」—為什麼英文不是學Hello Siu Ming 

、Ming  Fai？為什麼那麼多中文字的筆順與

自己的認知不同？為什麼在視藝課和音樂課

上不只是學習畫畫和唱歌？為什麼小一有IT

課？然後，是無止盡的擔心—兒子在學校

午膳有沒有吃飽？下午的課堂有沒有飯氣攻心

和打瞌睡？放學後有時間和精神做功課嗎？

    身為小一家長，漸漸發現小朋友已很快

適應了小學生活，不適應的其實是我們家長自己。學校今年首次舉辦的晨光「嘉」「家」共聚，

除了讓我們這班仍在徬徨中的小一家長可從老師口中確認小朋友校園生活安好，更能讓家長彼此

互勉交流，能自信地擔當「小一家長」這個新角色！衷心感謝學校和家教會安排是次活動！

1D 湯逸康家長
    非常榮幸能參加由家長教師會在一月份舉辦的「小一晨光『嘉』『家』共聚」活動。活動一

開始，每位家長先介紹自己，並分享怎樣幫助子女適應小一新生活。大部份家長也表示很感恩小

朋友能於短時間內便適應了小學的學習模式，認識了很多新同學，學懂待人接物，同學之間的相

處亦十分融洽，這確是有賴學校完善的教學配套及兩位正副班主任對學生循循善誘的教導。在會

上，老師亦有分享小朋友的上課情況及個別學生的小趣事。希望日後會有更多類似的聚會，加強

學校、老師與家長的聯繫！

1B 張皕兒家長
    「晨光『嘉』『家』共聚」是家長教師會透過學校舉辦

的活動，讓小一生家長更了解子女在新環境中的學習情況，

透過家校溝通，讓學校和家長共同發揮合作精神，促進孩子

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分享中，父母明白到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他們的特

質各有不同。為人父母的，最重要的是透過正向教育，提升

孩子的正面態度，並鼓勵子女多作新嘗試，從錯誤中學習，

信任子女有能力解決問題，這樣孩子自然有信心克服困難。

    在這裏，讓我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A  person  who 

never made a mistake never tried anything new，鼓勵各位家

長多引導孩子從錯誤中嘗試，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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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陳睿言家長
    睿言剛由幼稚園升到小學，我怕他不適應，

怕他不懂得和別人交朋友，怕他不懂得做老師叫

他做的事情，怕他不夠時間抄手冊，怕他不懂得

表達自己……

    在一月份的一個早上，我和1F班小朋友的家

長，參加了晨光「嘉」「家」共聚的活動，和校

長、主任、老師和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有一個輕鬆交

流的機會，學校更細心地安排了一些茶點給我們。

    我最喜歡的就是家長分享的環節：

我所擔心的，和其中一位家長一樣，所

以每位家長的分享，我亦有所共鳴；而

有些家長的分享，我覺得很值得學習。

    最有趣的就是坐在我旁邊的家長，

原來她的女兒就是坐在我兒子的旁邊。

根據她女兒的分享，兒子上課的時候很

乖，令我不禁舒了一口氣。

    最後，校長、主任、老師和家長教

師會的委員就我們的分享給予了一些建

議和鼓勵。在這個充滿愛的環境，我希

望孩子們繼續努力學習，健康成長。

1E 梁樂希媽媽
    感謝學校及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小一晨光

『嘉』『家』共聚」活動，令剛剛升讀小一的

小朋友家長，對學校和小朋友在學校上課的情

況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可以認識到1E班各位和

藹可親的家長。

    值得讚揚的是，是次活動在早上進行，令

更多在職的家長也可以在不需要請假的情況下

參與，校方和家教會還準備了美味的早餐供各

位家長享用，十分貼心。

    由於1E班的家長數目眾多，我們分了兩個

小組進行討論，令更多家長都有機會分享和發問。家長們分享了很多，也發問了很多不同的問題，如：

小朋友升讀小一後，能否追上學習進度？他們會遇到哪方面的困難？小朋友的上課情形是怎樣？方校

長、賴老師、班主任梁老師、伍老師、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和家教會委員們都很樂意分享和指導我們，

減輕了我們的憂慮，加深對學校和小朋友在課堂上的了解，從中亦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關愛。

    再次感謝方校長、賴老師、班主任梁老師、伍老師、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和家教會委員安排「小一

晨光『嘉』『家』共聚」的活動。也在此，我特別感謝經常為小一家長提供資訊和耐心解答我們問題的

小一家教會委員：1A班的芊睿媽媽、1E班的心悅媽媽和1F班的祇齊媽媽。希望校長及家長教師會繼續舉

辦更多活動，讓家長們更了解學校，透過家校合作，共同為孩子們的成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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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副主席（外務） 嚴嘉敏女士

    作為本屆家教會委員，很多時候抱着一絲內疚，學期初安排好了，預備好了的節目全部取消了！

    腦海裏不停反覆思考可以作出怎樣的安排，以幫助各位同學及家長。畢竟，作為委員，怎樣

也要有交代吧！

    一直以來，家教會有很多方案，家長們的意見也有很多。然而，很多看似簡單的事情，當實

行下來，並不是想像中容易和順利。因此，未能一一滿足所有家長的期望，我的心總是充滿歉

意，並不斷反覆問自己：我能夠為小朋友和學校做些甚麼呢？

    直至有一天，我見到一輛小巴的車身廣告，上面寫着：主的恩典夠我們用。我立刻釋懷了。

（有興趣的家長可以搜尋一下這個聖經故事哦！）

    我相信是上主給我們的啟示，我們平日看似簡單的生活並不是垂手可得的。雖然要面對這個

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十分痛苦，但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定能克服種種挑戰。

    這學年，乃是挑戰之年：挑戰家長的耐性、挑戰小朋友的自律，挑戰家長及學校團結的力

度，挑戰各位在課本知識以外的各種技能，例如電腦知

識、烹飪知識、衛生常識，甚至很多家長成為「化學專

家」，研究各類型的清潔劑成份、消毒用品功效，以及

防疫用具的能力。

    抗疫日子由大家戰戰兢兢，全民驚恐慌張，到同心

協力，來到今天這一步，實在得來不易。

    感謝學校，感謝老師，感謝校長，更加感謝各位家

長的包容以及忍耐。面對「時間停頓」了的這一學年，

就讓大家同心協力，以最寬容樂觀的心態來迎接曙光的

來臨吧！

家長委員

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委員 陳慧嫺女士
    家長及小朋友都很希望盡快回復昔日的校園生活。
各位家長都有不同的憂慮，例如：擔心子女難以重拾以
往的學習態度和生活態度；子女有太長時間沒有上學，
不知道復課後能否趕及學習進度呢？然而，我對學校充
滿信心，相信老師們能幫助小朋友追回停課期間的學習
進度，以及平復小朋友的學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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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陳婉音女士

    大家好，很榮幸能以家教會委員的身份與

大家分享我成為委員後的感受。

    學期快要完結了。回顧過去這一年，感謝

學校給予機會，令我過得很充實。我可以參與

會務以及家長義工服務，並協助學校安排活

動。當中，我深深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老師們教學的熱誠和對孩子的愛心，實在令我

最為感動。今年，我們擁有一個不一樣的學

期，正好體會到學校在「疫」境當中如何以正

面和積極的態度教育孩子，有效地讓他們在家

學習和健康地成長。

    祝香港嘉諾撒學校繼續順利發展，各位教職員工作愉快，同學們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鄧婉玲女士
    大家好！我是Irene，有幸得到大家的支持，讓我做了四
年家長校董和兩年家長教師會委員。今年是我第三年在家長教
師會擔任委員，可以繼續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協助學校籌
辦家長教師會的活動，讓小朋友有更多姿多彩的學校生活。
    因為社會運動和疫情關係，我們早已安排好的家教會活
動，如親子旅行、水果日和謝師宴等，都無奈地要取消，非
常可惜！然而，我們一班委員都會隨時候命，成為家長和學
校溝通的橋樑，並為大家籌辦活動。
    女兒在家學習的四個月裏，我也能在家工作，擁有更多
時間和女兒相處，這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光，讓我更加了
解女兒。我們一起做手工，做蛋糕、麵包，我還每天陪着她
看老師預備的教學短片，我變成了她的同學呢！老師預備的教學短片和網上功課，簡單易明和有
趣，真的非常用心！感謝老師們的努力！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一起戰勝疫情，小朋友可以早日回復更全面的學校生活。

疫情下的停課

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陳德修先生
    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同學們
都經歷了不一樣的學年。在這段停課的期間，作為新加入
家教會的成員來說，我有另一番感受。
    本來，各委員正積極籌劃不同類型的活動，但因為學
校停課，這些活動被逼取消或延遲。今年的家教會確實為
大家做少了很多事情，希望疫情能早日結束，同學們再次
投入正常的校園生活，家教會也會更努力地協助大家重新
出發，回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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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黃心怡女士
    那天晚上，家長教師會電話群組響個不停，大家都
熱烈地討論為每位學生送贈口罩的事宜。有些委員提供
了購買口罩的途徑，有些委員關心派發口罩的方法，有
些委員更會評估不同家長對家教會送贈口罩予學生的反
應。最令我感動的是「送贈口罩予學生」的提議是由校
方最先提出的，真的感謝學校對學生們的關愛！
    雖然各委員有不同的意見，但大家都希望可以幫助
每個家庭在同學復課後有足夠口罩使用，大家都為學生
們忙了一整天。

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吳振寰先生
    轉眼間當上家教會委員已經三年，當初女兒升
讀一年級時，我們剛加入香港嘉諾撒學校這個大
家庭，我希望可以在空餘的時間幫助學校，於是報
名參加家教會選舉。承蒙家長們的支持和鼓勵，我
很榮幸能當上家教會委員。在籌備家教會活動的時
候，雖然花上了不少空餘的時間，減少與女兒相處
的機會，但換來的是見到其他同學參與家教會活動
時的興奮和喜悅，感覺十分值得！希望各位家長在
下次家教會選舉時踴躍報名參加，獲得的必定比付
出的更多！

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馬玉倩女士

    由去年派位得知可以成為香港嘉諾撒學校的一份子

時，心情真的像坐了「火箭」一樣開心！

    為了更了解這所學校，本人就「扚起心肝」參加家教

會。雖然社會運動及疫情對學校及家教會的運作有所影

響，但學校和大家的聯繫並沒有間斷。我衷心感謝校方的

悉心安排，在這段時間裏，大家都作出了很多新嘗試。現

在復課有期了，希望一切順利！

    真的很期待復課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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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家長委員及教師委員名單

家長隨想曲

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顏宏家先生

    時光荏茬，三十多年前的光景與當下，在腦海中交集一起。來到女兒的學校，讓我重拾

當年小學生校園生活的一些軼事及細趣。

    在職生涯裏，我斷斷續續地持續進修，除了想追求學識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讓自

己緬懷一下在校園裏的生活。當我知道女兒的學校有家教會選舉後，就毫不猶豫及沒有考慮

到自身能力的情況下，馬上報名參加委員會選舉，希望盡自己少許綿力，為學校作出貢獻。

同時，作為父親的我，亦希望在女兒的成長過程

中，與她共同學習和成長。 

    感謝當天出席投票的會員。這學年，我慶幸能

夠在工作上作出調配，參與學校的事務發展，了

解學校的最新動向。我在此誠意邀請你們，通過學

校或家教會，與我們溝通，讓我們更加了解你們的

需要，讓我們共同努力，一起為學校、為孩子的未

來，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麥潔雯 當然顧問 邵苑芬修女（校監）

副主席（外務） 嚴嘉敏 當然委員 方碧燕（校長）

秘書 陳婉音 副主席（內務） 賴淑嫻

司庫 鄧婉玲 秘書、公關
龔惠儀

莊麗云

總務 吳振寰 司庫 王業恒

公關 陳德修 總務 樊芷滺

編輯
黃心怡

顏宏家
編輯

余靜昕

鄧靜儀

文康
馬玉倩

陳慧嫺
文康

希偉賢

曾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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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今年是不一樣的一年。因應社會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學校先後停課四個多月。停課為老師及家長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停課期間，老師們努力照顧學生各方面的需要：
（一）學習方面

      學校因應停課不同的階段推展教學：

      1. 第一階段

        每天發放老師製作的中英數電子教材，常識科亦每周定期發放教材，讓學生在家學習

        a. 三至六年級學生與外籍英語老師視像聊天(English Chat Time)

        b. 部份科目開始以視像形式進行教學或解答學生疑難

        c. 三月中設階段性鞏固時期，除讓學生作重溫外，學校亦發放視藝、音樂、體育、

          普通話相關的短片∕網站，讓學生欣賞其他科目的短片及鼓勵他們多做運動

      2. 第二階段

        a. 學校檢討了第一階段視像教學的運作後，於此階段進一步將視像教學推展至中英數常各科各級。

        b. 各科每級每周進行視像教學一次

        c. 其餘仍以電子教材進行教學

        d. 與外籍英語老師視像聊天推展至初小

        e. 五月初再設階段性鞏固時期，除讓學生重溫外，同時舉行各班的塔冷通成就計劃視像分享，

          並在內聯網發放同學創作的短片，讓學生互相分享、學習及欣賞

      3. 第三階段─為復課作準備

        復課前的學習以閱讀及紙本課業為主，使學生能適應復課。

（二）靈性、身心健康

      除學業外，老師亦十分關注學生身心靈的發展。

      a. 由老師及修女製作宗教短片，鼓勵學生在困難中倚靠天主

      b. 發放抗疫短片、情緒課程、運動短片連結、生活教育課程、校長勉語、校園生活片段等

      c. 班主任陽光電話

      d. 班主任及副班主任或科任老師與學生進行視像聊天，使學生與老師及同學保持聯繫

      e. 停課期間舉行視藝四格漫畫、停課生活體驗短片創作，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發揮創意

   

    在停課期間，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均密切留意學生在學業或情緒上的狀況，並在有需要時提供支援。

    除照顧學生學業及成長需要外，學校亦努力安排各項與停課有關的事務，如與服務商及導師商談、

制定防疫指引、採購防疫物資、安排全面清潔及消毒校園、準備復課安排等。

    除了校方的努力外，家長的付出亦着實不少，老師們對家長們用心支援孩子的學習十分欣賞，而校

方亦十分感謝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委員對學校的支持，在停課期間仍與學校保持密切的聯繫，並送贈每位

學生一盒口罩，以備復課後使用。

    家教會主席麥潔雯女士因女兒為應屆小六畢業生，因此即將離任。本人謹代表學校感謝麥女士過往

多年在家教會的服務。祝麥女士生活愉快、主恩常在！家長教師會委員將會互選出主席，繼續推動家校

合作。

    執筆之日，教育局剛宣佈復課，相信在老師及家長們的同心努力下，學校必能順利復課。期盼在校

園中再見到孩子們的笑臉！

2019-2020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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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嘉諾撒學校家長教師會主席

麥潔雯女士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終於成立了。多謝各位家長鼎力支持和參與，當日成功選出十位委

員，我也很榮幸再次擔任主席一職，繼續為大家服務，亦為我增進更多不同的知識。

    本來家長教師會委員們在開學初期積極討論和擬定本年精彩的活動，可惜繼社會運

動，再到疫情爆發，大部份活動也被迫取消，我們只於一月份舉辦了「小一晨光『嘉』

『家』共聚」。停課日子長達四個月之久，有些家長義工更未能到校一嚐當義工的滋味。

    在這停課的日子裏，家長教師會各委員仍與校長和老師們保持緊密的聯絡，充當家

校溝通的橋樑，傳遞和收集家長的意見，以便

適時處理。當中得悉校方也面對不少嶄新挑戰

和困難，例如網上授課、小六交流團、午膳和

校車收費、學生在停課日子的情緒問題、防疫

用品採購等。幸好，校長和老師們努力不懈地

作出多番嘗試，除了收集家長資訊，也聽取各

方專業意見，鍥而不捨地為學生們作全面的安

排，困難最終得以解決，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和

老師們的努力和付出。

    最後，希望家長們繼續鼎力支持，提供寶

貴意見，積極投入參與家教會和學校的活動。

你們的參與，也給予小朋友一股動力和對校的

歸屬感，令每位孩子自信、快樂和健康地成

長，開心地度過小學的校園生活。

主席的話

香港嘉諾撒學校
家長教師會會訊

會
訊

電話：2561 0115 傳真：2562 7840 地址：香港鰂魚涌海澤街8號 電郵：canossa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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