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期間，本校與華富邨寶血小學及李陞小學共舉辦了5次「小學協作夥伴計劃」

科學探究工作坊。主題包括「樹葉的藝術」、「能量車」、「支架結構」、「數理遊

踪」等。首先，在「樹葉的藝術」工作坊，本校科學老師除講解樹葉的結構外，更讓

同學親手製作葉脈書籤，令同學了解樹木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從而加強環保意識。

再者，本校老師亦到訪華富邨寶血小學，為同學講授「能量車」及「支架結構」工

作坊，參加同學以橡筋、硬紙皮、光碟、飲管等簡單物料分別製作「玩具車」和「承

重支架」。同學透過物料循環再用，學會減少浪費資源。活動旨在發揮同學的設計意

念，把科學與環保元素融入生活。

另外，李陞小學同學到臨本校參加「數理遊踪」活

動，在本校同學的協助下，以IPAD 等工具完成設於本校

禮堂、圖書館及有蓋操場的數學題目。活動期間，同學

分組完成題目，不但能夠將數理知識運用在生活之中，

更可提升合作學習的效能。

4A Ellen Lo

I feel so excited to share a piece of good news with you. After months of intensive 
training, I was so lucky to get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ompetition.

It is undoubtedly my great honor to receive the award. First of all, I have to thank 
my English teachers, Ms. Elaine Cheng and Ms. Jennifer Matthews for their continuous 
encouragement, patience and guidance in preparing and training me for the competition.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I have never thought of getting any award. As our 

teachers always remind us to seize every chance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I just did my very best during the competition. 

But when the judge announced, “ The Second Place goes to Lo Hok Kwan, Ellen. She scores 87 marks! 
Congratulations!” It wa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announcement that I have ever heard. It was just a miracle.

After the competition, I have realized that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are the keys to success. I am really glad that 
I have cultivated and nurtured all these qualities from my teachers in CYM. I am sure that we all can succeed if we are 
willing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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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系列
公教組於上學期舉辦了一系列宗教活動，除了讓同學加深對天主教的認識外，更體悟到本校校訓「忠誠勤樸，敬主

愛人」的精神。

10月，公教組共舉行了4次玫瑰經聚會及聖母加冕儀式，參與人次共70人。聚會中，師生齊集聖母山及祈禱室誦唸

玫瑰經及默想基督奧蹟。另外，其中8位同學到訪大嶼山聖母神學院參加「認識熙篤會」活動，認識修士的靈修生活。

11月15日，公教組老師帶領11位同學前往跑馬地天主教墳場考察，讓同學認識天主教的歷史。另外，11月25日全體

中一同學獲安排參觀主教座堂，同學對教堂內的聖像及擺設皆甚感興趣。11月27日，李校長帶領20位教職員及學生舉行

煉靈月祈禱會。公教組特意收集了全校師生的已亡親友名單，透過師生共聚為亡者誦讀經文及獻花，希望亡者安息。

最後，為讓同學了解公教報的歷史及內容，公教組於12月舉辦了為期3天的公教報問答比賽。同學細閱公教報的展板

後並回答問題，即獲得禮物一份。12月22日，本校邀得明愛義務牧民顧問林小燕小姐蒞臨主持「將臨期祈禱會」。林小

姐以「誰是你的天使」為題，通過互動方式與同學分享福音，勸喻同學珍惜與親友歡聚的時光。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於1月12日及16日假黃竹坑運動場舉行，雖然天氣嚴寒，細雨紛紛，但眾運動員無懼寒風驟雨，

在綠茵場上大放異彩。

首先，校長為陸運會致開幕辭，勉勵各運動員全力以赴，在比賽中取得佳

績。比賽甫開始，運動場上氣氛激昂熱烈，各社啦啦隊均盡力為社員打氣，健

兒們更鬥志激昂，準備大顯身手；接著，各項田徑賽事緊接進行，包括男、女

子賽跑項目、跳遠、跳高、推鉛球等。

經過連場的龍爭虎鬥後，最後本年度陸運會的壓軸項目—「畢業班4×100公

尺接力賽」緊接進行，各畢業班的健兒們發揮合作及團體精神，為所屬班別爭取

最終的榮譽，結果由中六甲班奪冠，中六丙班及中六丁班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

比賽過後，本校邀請王國源校董為一眾師生致閉幕辭。王校董對於各運動員

及啦啦隊的表現大為讚賞，充分展現出健兒們的體育精神。隨後頒發社際全場總

冠軍，由藍社奪得。活動在一片歡恩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個人全場總冠軍

女子甲組 5D班 鄺芷晴 男子甲組 6A班 許瑾熙

女子乙組 3D班 蔣沅余 男子乙組  3A班 何長耀

女子丙組 2C班 梁可盈 男子丙組  2A班 李梓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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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足球校隊出戰由鴨脷洲青年體育會主辦的「2014南區中小學七人足

球賽」。當天同學為比賽作好準備，在季軍戰中，憑藉同學的堅持及精湛球

技，終以三個入球擊敗對手，獲得季軍。足球校隊成員均認為比賽經驗十分

寶貴，能讓同學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精英切磋球技，增進友誼，亦讓本校同學

的團體精神得以發揮，球隊希望日後能參加更多比賽，繼續為校增光。

商科活動系列
商科組為高中及初中同學分別舉辦了一系列商科活動，希望同學把商科知識融入生活。

本校商科老師於12月帶領中五級52位修讀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的同學到維多利亞公園參觀一年一度的工展會。

當天，同學親身認識到品牌間的商業競爭、觀察及分析不同攤檔的營銷策略，獲益良多。

於1月5日，商科組以「消費者信貸」為主題舉辦初中周會，通過問答比賽及學生話劇的形式，讓同學認識「消費者

信貸」及培養正確的個人理財觀念。最後各級的優勝者為1C方雪敏同學、2C黃嘉豪同學和3D梁嘉峻同學。當日台上的參

賽同學及台下的觀眾都踴躍參與，表現投入。

本校家長日於1月24日舉行，中三及中五級同學與家長紛紛蒞臨本校，出席中三級選科講座及中五級升學講座。

中三級選科講座以介紹新高中課程為題，向家長和學生分析有關選科的重要事項，並勉勵同學及早訂定短期及長期

的學習目標。中五級升學講座則為家長和同學講解高中後本地或海外升學的多元出路，希望同學及早籌劃將來，邁向燦

爛人生。

本年家長教師會與活動組更藉家長共聚的良機，在家長日下午，聯合舉辦了「親子

同樂日」活動，安排親子及師生進行活動競賽，包括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籃球及足

球等，藉此讓同學一展所能，從而鞏固良好的親子關係。當日參與人數眾多，各組比賽

爭持激烈，最後由梁榮新副校長為各組頒發冠、亞、季的獎項，活動在歡笑熱鬧中完滿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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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持激烈，最後由梁榮新副校長為各組頒發冠、亞、季的獎項，活動在歡笑熱鬧中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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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當天同學為比賽作好準備，在季軍戰中，憑藉同學的堅持及精湛球

技，終以三個入球擊敗對手，獲得季軍。足球校隊成員均認為比賽經驗十分

寶貴，能讓同學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精英切磋球技，增進友誼，亦讓本校同學

的團體精神得以發揮，球隊希望日後能參加更多比賽，繼續為校增光。

台下同學投入參與，積極回答問題。台下同學投入參與，積極回答問題。台下同學投入參與，積極回答問題。 奪取中二級冠軍的黃嘉豪同學(左一)，去年在
「商科知識大比拼」內亦同樣在比賽內稱皇。

中五級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

同學一起參與第48屆工展會。

月明快訊

訂目標　達理想　活出陽光生命
1月 二零一五年一月號

鴨脷洲青少年南區足球比賽

中三及中五家長日



點點鼓勵點點情
中六級同學將要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為

表對同學的鼓勵及祝福，本校家長教師會、教務

組、公教組及學治會，為中六級同學舉辦了「點

點鼓勵點點情」祝願會。會上邀請了范安善神父

為同學讀經及祈禱，李校長及家長教師會主席張

梅女士為同學送上勉勵。祝願會內，各人為預備

參加公開試的同學祈禱，期望同學有健康的身心

及充沛的體力去應付考試，並能以正面的態度面

對成敗與得失。

李校長鼓勵中六同學要認清目標，把握時

間，全力以赴將目標達成。家長教師會主席張梅

女士勉勵同學對考試要帶有熱誠及希望，對自己

要有自信，對學習要投入及專注，才會取得成

功。最後由學治會主席及副主席，為祝願會頌讀

來自全校師生的心意卡祝福語，讓中六同學感受

到無限的關懷及溫暖。

來自剛果的范安善神父為中六級同學

進行祝福。

學生製作了紙牌，寫著鼓勵「不要怕輸，
想辦法贏」，同學及老師都深表認同。

本校為中五及中六級同學提供應用學習課程，學科包括基礎健康護理實務、酒店

營運、中小企實用電腦會計及美容學基礎，以照顧同學的不同學習需要。本年度中六

級四位同學應邀出席由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的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頒獎典禮。

並獲大會頒發一千元獎學金及獎狀，以嘉許他們於高中應用學習課程的優秀表現。本

校來年將繼續開辦應用學習課程，藉以啟發學生潛能，令他們主動培養個人興趣，鞏

固積極求進的態度，及早規劃將來。

營運、中小企實用電腦會計及美容學基礎，以照顧同學的不同學習需要。本年度中六

級四位同學應邀出席由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的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頒獎典禮。

並獲大會頒發一千元獎學金及獎狀，以嘉許他們於高中應用學習課程的優秀表現。本

校來年將繼續開辦應用學習課程，藉以啟發學生潛能，令他們主動培養個人興趣，鞏

固積極求進的態度，及早規劃將來。

主編：王嘉慧　　　　　委員：布家敏、陳致良

中六級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同學，表現
優秀並獲羅氏慈善基金頒發獎學金。

中一學術問答比賽
本校中一級學術問答比賽已順利舉行，參加同學以社際組別出賽。賽制分為必答題及搶答題，題目廣泛，包括各個

學科。第一回合必答題，藍社以120分領先，紅社及黃社分別以110分及90分緊追其後。進入第二回合搶答題，紅社表現

最為突出，以總分150分成為比賽冠軍，藍社以總分130分居於亞軍，黃社則以總分110分獲得季軍。台下同學為各社代

表打氣，比賽氣氛熱烈，同學對各科題目甚感興趣，無論參賽者及觀眾均全情投入比賽。

紅社同學合作性甚佳，在組員的
合作下，奪取了比賽的冠軍。

黃社同學表現積極，於搶答題環節
內衝刺，終奪取了比賽的季軍。

綠社同學雖然未能勝出，但其

全力以赴的精神，值得讚賞。

藍社同學不計較輸贏，力求最好的表
現，組員間顯示了一份默契及包容。

小小的一杯甜品，滿載著家長一的份關
心和鼓勵，同學感覺欣喜。

心願樹貼滿了學弟學妺的祝福和鼓勵，
中六同學不會辜負眾人的期望，定會全
力以赴迎戰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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