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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神父和高校長
都祝願大家喜樂
與平安

高校長在早會時主持
「識多一點點」，讓
同學認識中國文學

舉辦足球推廣活動，
提升學生對運動的
興趣

一個悠長的暑假又告開始了！我接任聖博德學校校長的工作不經
不覺已十年了。回想初期，除面對陌生的環境和老師，我還

遇到不少的困難和衝擊，品嚐了各種滋味，使我有點失落的感覺，
恐怕難以達到校監的期望和教區的託付。幸好經過幾年與老師的磨
合，情況有所改善，加上校董會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讓我有很大的
空間處理問題，學校發展持續上升……

    聖博德學校在橫頭磡區已服務了40多年，培育了不少人才，當
中更有不少在社會上有傑出的表現。校舍的空間雖然比不上千禧學
校，但由於外貌美觀，形態獨特，深受外界人士賞識。2003年學校
藉著「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增設了中央圖書館、多媒體語言學習室
及升降機。之後，更透過與堂區舉辦的籌款活動，進行校園美化、
粉飾側禮堂及加裝空調設備。另外，在校園正門設置小閘，以方便
家長和訪客出入，為學生提供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

    還記得2009年6月人類豬流感在香港爆發，疫情嚴峻，教育局
宣布由6月12日起全港小學、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停課14天，最終有
關學校提早放暑假，而我校的六年級畢業典禮也因此被迫改期舉
行。2010年3月我校與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聯合舉辦45
周年校慶感恩祭，並以一首詩歌：「我們來自一個家，樂富蒲崗栽
滿花，四十五年勤灌溉，果實纍纍全賴祂。」道出了兩校的變遷和
發展，並在天主的眷顧下實踐全人的培育。

    而令我最難忘記的莫過於2012年8月有報章對我校在國慶周頌
唱「紅歌」一事作出負面報導，引來外界的輿論和壓力，嚴重影響
老師的教學工作，幸好得到家長們的信任和支持，明白學校一向著
重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及進行內地交流計劃，以加強
同學對祖國的認識，體驗中國歷史文化，有關活動亦得到不少家長
的認同和讚賞。本年度學校藉著關愛基金津貼，資助學生到新加
坡進行學術交流，加強學習英語的機會。2013年3月我校正式成立
「法團校董會」，校董成員包括由辦學團體委任之人士、校長、
教師、家長及校友等代表，共同參與學校的發展，以提
高管理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有人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由此可知這十年對我
來說是何等重要。過去所走的路確然崎嶇，面對的困難很
多，但都能夠順利應付，我實在要感謝教區、前任校監、現
任校監及校董對我的信任、鼓勵和支持。我要感謝天主給予
的智慧，使我能在每個困難最關鍵的時刻作出決定，解決問
題。離別在即，我真有點依依不捨。各位親愛的老師、同
工，多謝你們一直以來與我並肩作戰，為同學們勞心勞力，
希望你們能上下一心、繼往開來，做好教育工作，實踐「敬
主愛人」的精神！

    各位同學，隨着社會的改變，青少年問題日益增加，你
們不但要努力讀書，還要培養良好的品格。不論將來成就如
何，都不要忘記父母養育之恩，老師培育之情。你們要做一
個明辨是非、關心別人、關心社會的良好青年，以備將來貢
獻社會，回饋母校。

    各位家長，多謝你們歷年來對我和學校的信任和支持，
我將銘記心中，希望你們繼續協助發展學校。我相信在楊校
長的領導下，聖博德學校必能持續進步，邁向新的里程。在
這裏，我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天主保佑！

    別了！聖博德學校。別了！各位
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家長……

潘校監、李校董、高校長與老師、同學們一起
參與聖博德堂主保瞻禮感恩祭

高明校長
別了！聖博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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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發展：		舉辦教學研討活動，除中、英、數
主科外，在常識、音樂、體育、視

藝科進行教學研討課，透過觀課、

評課，促進教師專業交流。

  小班教學：		已推展至小四，常識科參與「促進
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

劃，透過工作坊、共同備課及觀

課，善用小班的課堂環境，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能力：	「普教中」計劃已由小二推展至小
六，而英文科參與「語文教學支援

服務」，設計校本教材以提升學生

的讀寫能力。

 提升學生自學及閱讀能力：	中文科參與「發展學生語文自學能
力」學校網絡計劃及「電子閱讀  

隨步解碼」計劃，透過計劃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及閱讀能力。

  全方位學習：	透過舉行全方位學習活動，培養學
生的共通能力，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歷。

本
校非常重視學與教，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並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引入外間資

源，從教師及教學層面提升學與教效能。

日期 主題

26/10/2012 IMC之培訓課程

18/1/2013 教師專業發展日

6/2/2013 「分析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教師工作坊

8/5/2013 照顧學習差異教師工作坊

21/6/2013 「檢視APASO及持分者問卷結果」教師工作坊

本年度課程發展重點
專業發展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與老師分享照顧學習差異策略 教師參與培訓工作坊

長洲聖心學校丘校長、高校長與全體老師合照

我們一起往花地瑪聖母堂朝聖

日期：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

地點：長洲聖心學校、花地瑪聖母堂、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

目的：1.	了解教區學校的特色，交流及分享經驗；

								2.		認識天主教聖堂的特色；

								3.	 了解如何運用自然環境作為教室及教材。

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工作坊

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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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了解職業足球員訓練的情

況，提升學生對足球運動的興趣，本校

於10月4日，邀請了本年度香港足球先生盧均宜、東

亞運動會足球金牌得主曾錦濤，聯同公關經理伍怡欣小

姐一同到校參與足球推廣活動。在一片熱烈的歡呼聲中，

開始了他們精彩的示範及分享。分享過程中，他們均表示

自小便立志成為足球員，並朝着目標勇往直前，話語 間

勉勵同學要定立明確的人生方 向，努力為自己的未

來而奮鬥。短短個多小時的 示範分享，無

論參與訓練的足球隊成 員，或是在

場投入欣賞的觀眾， 均有意猶未盡

的感覺。

全方位學習

香港足球先生盧均宜及本校校友曾
錦濤先生

到校推廣足球活動

2012年10月1日的南丫島海難事故，大大提升了人們對海上安全的意識。本校於11月28日舉辦了「乘風航」

海上歷奇訓練，讓同學學習遇上海難時該如何自救，內容

包括學習正確穿救生衣及棄船逃生的方法，認識墮海救人

的程序、救生筏的操作等。此外，透過各種極富挑戰性的

訓練，幫助同學積極地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增強自信

心和培養勇於解決困難的態度，以無畏的精神迎接升中的

壓力，以至於人生路上一重又一重的難關。

同學們逐一學習救生筏的操作

同學與職業足球員
同場比賽，相信定
必畢生難忘

得到職業足球員的指導，同學都獲益良多

乘風航

足球先生訪校

同學正嘗試棄船逃生的方法

各同學勇於挑戰自己，突破個人極限

同學要限時完成「體能大挑戰」

健康小天使與嘉賓合照

為加強同學認識均衡飲食和適量運動的重要，從而建立正確

的健康生活模式，本校於12月8日舉行嘉年華。各攤位以不

同科目特色配合主題來設計遊戲，當中包括要同學限時完成各種

體能測試的「體能大挑戰」、介紹營養食物的英語遊戲、供參加

者親手製作有營小食的「美食坊」，還有讓同學利用橡皮泥膠製

作有營食物橡皮的「工藝坊」。此外，同學可在資訊科技室，利

用電腦軟件回答「健康飲食」問題，測試一

下自己的有營指數。而好動

的同學則可於音樂室參與

音感運動，隨著音樂節

奏，依照電子熒幕顯示

的畫面，舞動身體，

一嘗運動的樂趣。

「食得有營 動得起勁 
  健康生活伴成長」嘉年華

潘樹照校監（右三）、高明校長（左一）及

潘秀琼修女（左二）一起製作有營小食  3



八成「貧窮」的同學正在享用「美味」的午餐

現時全球有接近10億人每天過著挨饑抵餓的生活，為了讓學生更認

識貧窮及糧食短缺的問題，本校於4月29日舉辦了貧富宴活動，

讓學生親身經歷挨餓的滋味，認識貧民的生活情況，體驗他們得不到

溫飽的感受，使學生學懂珍惜食物和關愛他人。此外，學生亦以實際

行動，捐款支持貧困地區的農民改善生活，協助他們擺脫饑餓的威

脅，紓解缺糧的問題。

貧富宴

遊學團全體師生於新加坡地標魚尾獅像前拍照留念

故事人菜姨姨為低年級同學講故事 同學們愛親近菜姨姨

畢業禮上，潘校監帶領老師獻唱

各界好友齊賀高校長榮休高朋滿座，溫馨滿溢

本校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天主教教育事務主教代表
助理葉成標先生

為使本校同學有機會了解外國的英語學習情況、認識更多有關自然生態

及環境保育的知識，本校於3月7日至10日期間，舉辦了「關愛基金

境外遊學團」，由三位老師帶領三十位同學前往有「花園城市」之稱的新

加坡，師生們先後到魚尾獅公園、老巴剎夜市、夜間動物園等著名景點觀

光，之後更探訪了新加坡美雅小學，進行學習交流。

    另外，一行四十四名師生在4月25日至26日到惠州進行交流。同學透

過參觀惠州大亞灣石化工業區、惠東港口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惠州西

湖，對當地環保設施及培育環保的意識加深了。

境外交流 全方位學習

作家黃虹堅女士為高年級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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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成幸運兒所享用的豐富自助餐八成「貧窮」的同學正在享用「美味」的午餐

無論貧或富，大家都衷心盼望貧窮及糧食短缺的問題，

有一天能夠解決

一眾師生在大鵬城前留影
遊學團全體師生於新加坡地標魚尾獅像前拍照留念 在農場參觀，品嚐一下新鮮的羊奶

高校長的家人和摯友，共聚一堂

潘校監將墨寶饋贈高校長

光陰似箭，轉眼間，高校長要榮休了。為了表揚高校長在校十年的傑

出貢獻，潘樹照校監、家教會主席陳顏考頤女士及校友會主席曾港

生先生於六年級的畢業禮上，分別送上榮休紀念品予高校長，而本校全體

老師亦為高校長送上《May  the  Good  Lord  Bless  and  Keep  You》和《祝

福》兩首歌曲，祝福他退休後生活愉快。

        本校於當晚假富臨皇宮筵開二十六席，慶賀高校長榮休之喜。席上高朋滿座、賓客滿堂，可見高校長人緣極佳。晚會上，不少嘉賓、老師

及同學向高校長盡訴心底衷情，送上摯誠祝福，溫馨滿溢，場面感人。

高校長為表謝意，除了給在場賓客送上由他親筆題字的木製匙扣外，更

於席上深情獻唱，掀起全晚高潮，也為晚會畫上完美的句號。

        感激高校長十年來的英明領導，讓學校得以全面發展。冀盼高校長榮休後身心健康，主寵日隆！

話別十載情

為慶祝世界閱讀日，學校先後舉行兩場「作家到校分享會」，在4月19日

及23日分別邀請兩位專家為學生分享閱讀與拓闊思維的竅門，從而提

升寫作能力。兩場講座內容充實，講者透過互動的提問、遊戲和故事，帶出

閱讀對成長的重要性，強調堅持恆常閱讀，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在學業成

就、個人修養等方面，必有所得！本校盼能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讓孩子

們領略閱讀的趣味，提升閱讀的能力，進而愛上無邊無際的文字世界！

作家到校分享會

全方位學習

作家黃虹堅女士為高年級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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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培育

本校設「小腳印班」、「基督小先鋒」、「福傳大

使」及「公教同學會」，透過不同活動，包括聖

經分享、故事講述、歌詠、角色扮演、製作手工及遊

戲等，讓學生認識及信賴上主，效法基督，擁有一顆

仁愛的心，懂得寬恕和服務他人。此外，本校會按節

令舉行禮儀及祈禱會，並為學生舉行朝聖活動及探訪

活動。

    本校積極參與教區及分區活動，如「公教學生聯

校活動」及「基督小先鋒聯校活動」。此外，本校更

一直與聖博德堂保持緊密的聯繫，堂區舉辦的「愛心

樂聚聖博德」、「聖博德堂迎金禧聖

誕嘉年華」、「主保瞻禮感恩祭」等

活動，本校教師、學生及家長均鼎力

支持，熱心參與。

孫英峰神父主持禮儀

學生前往聖多默宗徒堂朝聖

教師宗教聚會

高校長於聖母月暨
母親節禮儀中獻花
給老師

校慶禮儀中，同學以身體拼出我校主保名字—Patrick

本校學生獲得湯漢樞機主教頒發「聖博德堂文件夾設計
比賽」獎項

公教學生聯校朝聖活動主講嘉賓—陳德雄神父

本校靈性培育發展重點

透過團體集會，燃點
同學福傳的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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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成功須苦幹」，聖博德學校女子籃球隊正

是憑着這個信念，努力奮鬥，由二零零九年至今連

續五年贏取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北區小學女子籃球賽

冠軍。今年五月，球隊更代表九龍北區參與全港小學

區際籃球賽，並獲得殿軍。 

    籃球隊每年均會招收新成員，每位入選籃球隊

的隊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在籃球場上肯定

自我，贏取錦標，為校爭光。」

    為了達致共同的目標，隊員們由三年級入

隊後，每天早上、小息及放學後都會到籃球場

上接受上百次的投籃訓練，過百次的傳接練習。縱

使訓練如何艱苦和疲累，同學們也絕不會吐出半句怨

言或輕言放棄。相反地，她們都樂在其中，更會互相鼓

勵：「聖博德，加油！聖博德，加油！」每位隊員都

深信只要經過努力，再加上堅持信念，就有機會取得

成功。

    　為了增加比賽經驗，隊員

都樂意犧牲娛樂的時間，積極

地與港九及新界各地友校進

行友誼比賽，藉此互相觀

摩和學習。經過時間的洗

禮，一群起初對籃球完全

陌生的小女孩，在互相

扶持下慢慢地成為知心好

友，成為出色的籃球員！

    球隊能夠取得成功，我們還要學會感恩。感謝任神父

經常在球隊訓練時到操場打氣，為大家增添正能量；感謝

高校長多年來對籃球隊的支持，每次比賽前都親身鼓勵隊

員積極比賽；感謝各位老師對學生的關愛，在學生需要時

給予勉勵。當然，我們更要感謝天主賜予各人的恩寵和眷

顧，讓學生有無比的力量去發揮內在潛能，應付一場又一

場的比賽。

    本屆賽事已告完成，亦代表著下一屆賽事的開始，希

望天父能保守我們這班小師妹，使她們能繼續堅守信念，

作好準備，向著六連冠的目標進發，再次為我校爭光。

6D 邢凱欣
  我在話劇團裏認識了不同年級

的同學，大家在訓練過程中增加了對

彼此的認識，有時又會互相給予對方改

善的建議，令我們在演出時更有默契。

    參加話劇團既令我更有自信，又讓

我改善了普通話的吐字發音，所以我

十分慶幸能參加普通話話劇團。

比賽獲勝後，領隊老師、教練及隊員們拍照留念

卓子情同學（紫衫）
巧妙避過對手攔截帶
球上籃

隊長伍穎君同學
（紫衫11號）引
球勇闖敵陣

【聖博德女籃實現五連冠】

同學的演出七
情上面，十分
認真

6D 汪智源
   在我參加話劇組的一年裏，

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但也擴闊了我

的眼界，讓我增廣見聞。老師們循

循善誘，引而不發的態度使我獲益

良多。話劇組的各位老師，謝謝

您們！

普通話話劇

地球人與木星人因文化
差異而產生衝突

四位外星人的
趣怪造型

同學們的努力得到了評判的認同

一千年後的地球上會發生甚麼有趣的事情呢？
   

    本年度普通話話劇組的表演劇目《Ji  Bu  Luo》
的故事就是發生在3012年的地球上。由於「太陽系
自由行」計劃的開展，令地球人跟木星人有機會接
觸，卻因兩地文化的差異，令雙方發生爭執。其後
因緣際會，彼此的誤解才得以消弭。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為了令
台上的演出更盡善盡美，三位劇組導演—甘家
盈老師、葉小寧老師和蔡美玉老師，夥同十四位小
演員從上學期開始便積極進行練習，在每個細節用
心籌劃，在每次排演用心鑽研。劇組成員不斷檢視
演出效果，又因應各人的即場表現作出多項修訂，
務求令故事的內容更豐富精彩，令每個角色都有更
多的發揮空間。過程中，一個又一個的阻滯，包括
「時間」、「場地」、「人手」、「資源」等時常
來鬧彆扭，幸得劇組成員群策群力，不同單位的協
調包容，問題才得以迎刃而解。
    
    經過多番努力，劇組在兩項大型比賽—第九
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及2012/13年度香港學
校戲劇節均取得優異成績。於本年四月下旬，劇組
更獲邀到荃灣大會堂作公開演出，讓更多觀眾欣賞
到本校一眾小演員幼嫩但熱情的演出。這次演出讓
劇組成員對廣闊的話劇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大
家都獲益良多。
    
    劇組已開始籌劃下學年新劇本及招募新演員，
請大家拭目以待！

4D 林思雅
  回想起第一次訓練，當我收到

劇本後，我左看右看，終於找到了自

己的對白—我只有兩三句對白！但我

沒有放棄這個小角色，反而更加用心地演

出。結果，我的付出沒有白費，更獲得老

師的認同。在參加第二個比賽時，老師安

排我負責主要角色，可以有更多的對白。

劇團上下的努力更換來了一次公演的機

會，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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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別 比賽名稱
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者

中

文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校園生活集誦

（敬師篇）
季軍 中文集誦隊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說故事

季軍 3C 洪浩庭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2/2013）

小學組銅獎 5D 廖恩偉

普通話

全港普通話話劇比賽

初賽銅獎

普通話話劇組：
4A 陳穎彤  4D 陳翱洋  
4D 林思雅  5B 徐曼洁  
5B 黃嘉樂  5C 高敏笙
5C 胡曉紅  5D 方文燊
6A 梁皓雲  6A 陳子康
6C 陳子健  6C 傅樂兒
6D 邢凱欣  6D 汪智源

決賽優異獎

優秀演員 6C 傅樂兒

香港話劇節
（2012/2013）

傑出演員獎

4D 林思雅  5B 黃嘉樂
5C 高敏笙  6A 陳子康
6C 陳子健  6C 傅樂兒
6D 汪智源

傑出舞台效果獎

普通話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評判推介演出獎

數學 小學校際數學遊蹤 季軍
6B 曾柏濠  6D 陳泓傑
6D 鄭鈞原  6D 方志聰
6D 王耀瑭

體育

黃金海岸水陸兩項鐵人賽 亞軍 6D 陳泓傑

愉景灣水陸兩項鐵人 亞軍 6D 陳泓傑

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25米自由泳亞軍 2C 江敏惠

100米背泳亞軍
100米自由泳季軍

5D 梁仕傑

100米自由泳季軍 6A 梁家梓

50米蛙泳季軍 6B 范酉浩

100米自由泳季軍 6C 劉卓瑤

50米自由泳季軍 6A 陳子康

50米蛙泳亞軍
100米自由泳季軍
50米自由泳季軍

6C 陳子健

彩虹邨天主教中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4×50米自由泳冠軍
6A 陳子康  6A 梁家梓
6C 陳子健  6D 黃智勤
6D 陳泓傑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0米蛙泳季軍 6D 陳泓傑

九龍塘華德天主教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4×100米亞軍
6B 高烺瑜  6C 梁焯炩 
6D 卓子情  6D 伍穎君

彩虹邨天主教中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4×100米季軍
6B 林偉俊  6B 黎海龍 
6B 范酉浩  6D 陳泓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60米季軍 4B 張駿軒

男子丙組60米季軍 4C 高子軒

本年度校外比賽佳績
科目／組別 比賽名稱

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者

體育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4×100米
接力賽冠軍

6B 高烺瑜  6C 梁焯炩 
6D 伍穎君  6D 卓子情
6D 楊芷晴

男子200米季軍 6D 陳泓傑

天主教伍華小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男子4×100米
接力賽冠軍

4B 張駿軒  6B 黎海龍
6D 林偉聰  6D 陳泓傑

女子4×100米
接力賽亞軍

6B 高烺瑜  6C 梁焯炩 
6D 卓子情  6D 伍穎君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比賽

甲級獎 高級組舞蹈組

天主教小學聯會第十六屆
聯校運動會

女子特別組100米
季軍

6C 柳淑茵

2012幼苗籃球培訓計劃
分區挑戰賽

女子組亞軍
4D 莊芷欣  6B 陳麗雯
6C 梁焯炩

女子組季軍
4D 張述而  5B 錢逸媛
5C 林希穎  5D 譚鈞怡
6C 廖家頌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
中學主辦廿五周年銀禧校
慶盃小學五人籃球邀請賽

冠軍

5A 張  栩  5A 蕭彩霖
5D 賴海琳  5D 盧樂兒
5D 譚鈞怡  5D 張如萍
6B 高烺瑜  6B 陳麗雯
6C 廖家頌  6C 梁焯炩
6D 伍穎君  6D 卓子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
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冠軍

5A 張  栩  5A 蕭彩霖
5D 盧樂兒  5D 譚鈞怡
6B 高烺瑜  6B 陳麗雯
6B 江凱婷  6C 廖家頌
6C 梁焯炩  6D 陳嘉兒
6D 伍穎君  6D 卓子情

傑出運動員 6C 梁焯炩  6D 伍穎君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廿五周年校慶開放日
校際籃球比賽

亞軍

5A 張  栩  5A 蕭彩霖
5D 賴海琳  5D 盧樂兒
5D 譚鈞怡  5D 張如萍
6B 陳麗雯  6B 江凱婷
6B 高烺瑜  6C 廖家頌
6D 伍穎君  6D 卓子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殿軍
5A 蕭彩霖  6B 陳麗雯
6B 高烺瑜  6C 梁焯炩
6D 伍穎君  6D 卓子情

傑出運動員 6D 伍穎君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第五屆北區小學籃球

邀請賽

亞軍

4A 郭曉琳  4D 彭雅筣
4D 梁珮瑜  5A 張  栩
5C 陳佩渝  5C 林希穎
5D 譚鈞怡  5D 盧樂兒
5D 張如萍  5D 賴海琳
6B 江凱婷  6C 廖家頌

神射手 5D 盧樂兒

音樂
音樂及朗誦協會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亞軍 4D 尹慧蘭

音樂及朗誦協會六級鋼琴 冠軍 5D 鄧允森

視藝
2013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嘉許獎 5D 廖恩偉

宗教
聖博德堂五十周年
文件夾設計比賽

初級組冠軍
亞軍
季軍

1D 陳金群
3B 歐陽瞻
3A 梁騫尹

高級組亞軍 5D 盧樂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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