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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位聖博德學校的新生在接近一年學校生活的經歷和感受。

  當知道獲派往聖博德學校時，我的心情既驚且喜：令我驚訝的，是竟然可以獲派往一所這樣具規

模和特色的學校；令我欣喜的，是聖博德學校是一所受家長歡迎、不容易入讀的學校。接下來的時

間，我經常盼望着可盡快親自去接觸學校的老師、學生，以至學校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坐言起

行，這位新生悄悄地來到學校附近，待在對面的人行道上，看着學校天台上高高豎立的十字架，不期

然泛起一陣感恩之情，冀盼能盡快融入這大家庭。

  第一天踏入學校的大門，看着兩旁的大樹，感覺像學校伸出一雙溫暖而有力的臂膀在歡迎和擁抱

着我。樓梯前工友嬸嬸的友善招呼讓我感受到滿滿的人情味。隨着時間的推移，我跟學校的老師接觸

的機會更多，和學校的同學相處的時間更久，讓我更能體會到學校是一個充滿着關愛的地方。老師們

為學生準備教材，因材施教，並透過一言一行去身教學生。老師們早上七時許回校，經常於黃昏七時

多仍看見老師坐在辦公桌前埋首苦幹的背影，衷心體會到老師們的辛勤和付出。

  雖然同學們都來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性格，亦有着不同的強弱項，但他

們都能融洽相處，互相幫助。縱然有些頑皮，偶然犯錯的學生，他們都是受教的，並知錯能改。我相

信這都有賴聖博德學校良好的氛圍，引導他們好好成長。

  不能不提的是學校三位慈祥的長輩  潘校監、任神父和孫神父。他們經常對老師們和同學們諄

諄教誨，並為學校主持各項大小的禮儀，他們為一眾師生在心靈和信仰上提供了重大的支持。

    實在感謝天父讓我和其他剛於本年度入讀本校的同學

有如此美好的一年，願天父繼續帶領和保守聖博德學校，

使她成為一個讓所有孩子都能愉快學習和茁壯成長的

園地。

楊 順校長

    實在感謝天父讓我和其他剛於本年度入讀本校的同學

有如此美好的一年，願天父繼續帶領和保守聖博德學校，

使她成為一個讓所有孩子都能愉快學習和茁壯成長的

園地。

楊 順校長

一位聖博德學校新生的話
是一位聖博德學校的新生在接近一年學校生活的經歷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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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學校關注事項，著力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照顧學習差異，各科配合課程發展目標，

教授學生自學策略，並透過自學課業培養學生的自學態度。中文科更引入香港大學「發展學

生語文自學能力網絡計劃」，藉以提升學生語文自學的能力。數學科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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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照顧學習差異的目標。

科目 支援／協作機構 計劃名稱

中文
現代教育研究社 【電子閱讀 隨步解碼 】

香港大學 發展學生語文自學能力網絡計劃 

英文 教育局
語文教學支援服務（英國語文）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數學 中文大學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教育局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3）

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育局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

香港明愛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課程發展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領導—學習社群計劃）

本年度校本支援及協作計劃

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工作坊
日期 主題

8/11/2013 高階思維教學策略與課堂互動暨教師團隊建立活動

27/11/2013 「分析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教師工作坊

26/03/2014 教師靈性培育講座

01/04/2014 IMC之培訓課程

20/06/2014 持分者問卷教師工作坊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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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小腳印班」、「基督小先鋒」、「福傳大使」及

「公教同學會」，透過聖經分享、故事講述、歌詠、角色

扮演、製作手工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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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學生舉行朝聖及探訪活動。

  本校積極參與教區及分區活動，如「信德年閉幕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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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探訪長者愛心活動」、「聖博

德堂嘉年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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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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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響應香港義工力量主辦的「毫子兵團創世紀」活

動，鼓勵學生收集一毫硬幣作捐獻，藉此喚起學生

對社群的關注，並且重新思考金錢的價值。收集善款日

期為7/11/2013（四）-14/11/2013（四），善款用
作該機構的慈善活動。所有收集得來的一毫硬幣

均用作搭建金字塔，而過程已拍攝成短片，

並成功打破現有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得到學生及老師的鼎力協助，
本校榮獲「毫子兵團創世紀」活動的全港冠軍，合共籌得27146枚一
毫硬幣，另加其他善款$866.9，合共$3581.5。

本

本校兩年一度的校運會於2013年11月8日假斧
山道運動場舉行，是次校運會的主題是「博

德健兒齊努力  飛揚五十創佳績」。當日的參賽人次接近
一千二百人，每位運動員都全力以赴，奮力爭取佳績，當中

更有七個比賽項目打破了大會紀錄，成績令人鼓舞。看台上的

同學積極為健兒們打氣，齊聲高呼校運會口號—「博德健兒盡

精英，運動場上顯本領。薪火相傳五十情，博德全場喝采聲﹗」令

全場氣氛沸騰高漲。在頒獎禮上，潘樹照校監勉勵同學要以「戰勝

自己」為目標，朝着成功的方向，努力邁進。活動尾聲，任澤民神父

為全體師生及家長降福，為本年度校運會畫上圓滿的句號。

校運會

全方位學習

「毫子兵團創世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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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同慶聖誕節  喜樂平安頌主恩」
嘉年華

為加強同學認識聖誕節的意義，感受耶穌降

生帶來的喜樂與平安，本校於12月21日舉行
以聖誕為主題的嘉年華。當天的攤位活動多姿多采，包括讓

同學在禮堂隨著音樂配合動作，唱出悅耳聖詠的「動感時刻」；

傳揚耶穌教誨及行為的「金句對對碰」；讓大家盡情地發揮創意，

製作精緻小天使掛飾的「天使報佳音」工藝坊；讓同

學觀看有關耶穌降生的影片，然後回答問題的「喜樂

滿聖誕」。至於要數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要同學在

限時完成障礙賽的「跑跑跳跳，走出天主教核心

價值」了。

製作精緻小天使掛飾的「天使報佳音」工藝坊；讓同

學觀看有關耶穌降生的影片，然後回答問題的「喜樂

滿聖誕」。至於要數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要同學在

限時完成障礙賽的「跑跑跳跳，走出天主教核心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從不同的環境中

探索與觀察，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本校特別為

全體學生舉行「全方位學習日」。學生從實際體驗中

學習，有助他們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

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本年度四、五年級學

生更試用平板電腦作戶外學習，學生認真地運用平板

電腦紀錄所見所聞及進行分組討論，效果理想。

全方位學習日

日期 : 2014年2月27及28日

一年級 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三年級 嘉道理農場

四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 海防博物館

六年級 太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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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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舉辦了貧富午宴活動，配合講座
及短片欣賞，讓學生親身感受挨餓的滋味，從而認識貧民的

生活情況，體驗貧困地區的人士得不到溫飽的感受，使學生

學懂關愛他人和珍惜食物。另外，學生亦以實際行動，捐

款支持貧困農民改善生活，協助他們紓解缺糧的問

題，擺脫饑餓的威脅。

讓同學透過參觀及分享活動，培養及提升閱讀的興趣。

參與的同學需要事先帶備一本喜愛的圖書，然後與

組員、義工和其他學校的同學分享自己的讀後感。藉著這

個分享活動，可以讓同學接觸更多不同界別的人、認讀不

同領域的圖書、豐富其生活經歷，在互動和交流中拓闊視

野，提升知識水平。

貧富宴

日期：2014年4月12日
地點：聖雅各福群會圖書館

日期：2014年4月12日
地點：聖雅各福群會圖書館

做個好書推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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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再次安排同學前往新加坡進行遊學交流，除了讓同學加深對新加坡的

英語學習情況的了解外，更豐富了他們對自然生態及環境保育的認識。到達新

加坡後，一行四十多人先後參觀了魚尾獅公園、萊佛士登錄地、克拉碼頭等著名

景點，之後更到了英國文化中心進行學習活動。及後，一眾師生前往雙

溪布洛濕地，透過實地觀察，學習更多有關自然生態的知識。

   是次新加坡之旅雖然只有四天，但同學們
不單能夠實地參觀新加坡名勝古蹟，還體驗了

不同地域的學習文化，令大家大開眼界、獲

益良多。

新加坡遊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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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別 比賽名稱
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者

學術
2013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 6D 方文燊

第六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小學組） 優秀學生 6D 鄧允森 6D 盧樂兒

2013萬寧及GNC飛躍表現獎計劃 飛躍學生 5B 梅正鋒 5D 黃欣儀 6B 鍾沛儀 6C 劉希誼 6D 林翠珊

中文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女子組） 亞軍 5D 梁樂兒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說故事（五、六年級組） 季軍 5D 鄧梓明

普通話 全港普通話話劇比賽

最佳男演員 5D 鄧梓明

最佳導演 甘家盈老師 蔡美玉老師 杜晴曦老師

初賽銀獎
決賽季軍

4C 戴振朗 4D 洪浩庭 4D 余長政 5D 陳翱洋 5D 林思雅 5D 梁樂兒 
5D 鄧梓明 6A 周曉盈  6C 胡曉紅 6D 方文燊 6D 黃詩懿 6D 黃梓誠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初賽2014（香港賽區）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5D 陳翱洋
5C 黃曜德  6D 方文燊 6D 廖恩偉
5D 譚景升  5D 蔡明翰 6D 鄧允森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2014（香港賽區）
一等獎 5D 陳翱洋

三等獎 5C 黃曜德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5D 陳翱洋

數學奧林匹克國際陳盃香港賽區 銀獎 5D 陳翱洋

第三十九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4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獎 6D 梁仕傑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

金獎 5D 陳翱洋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銅獎 5D 陳翱洋

2014「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香港區）初賽 二等獎 5D 陳翱洋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2014
金獎
銀獎
銅獎

5D 陳翱洋
3C 胡凱翔
4D 馬說琳

2014「兩岸三地」暨「優數盃」省港數學大賽
（香港初賽）（心算組）

銀獎 6D 梁仕傑

2014「兩岸三地」暨「優數盃」省港數學大賽
（香港初賽）（數學組）

二等獎 3C 胡凱翔 5C 黃曜德 5D 陳翱洋

三等獎 2C 譚欣翹 4D 洪浩庭 4D 李偉麟 4D 黃文鍵 5D 譚景升 6D 何懿桓

音樂
粵曲對唱（小學初級組） 季軍 5D 尹慧蘭

三級鋼琴 亞軍 4D 黃恩熙

一級鋼琴 亞軍 1A 鄧允皓

圖書 階梯閱讀空間2014
金獎
銀獎
銅獎

2A 田欣平
2B 莊澤軒
1C 曾浩剛

體育

暑期3人籃球賽（路德會富善綜合服務中心） 冠軍 6A 蕭彩霖 6A 張 栩 6D 張如萍 6D 盧樂兒 6D 譚鈞怡

籃球技術挑戰日 優秀籃球員 5C 李樂瑤 5D 張如婷 5D 莊芷欣 6D 張如萍 6D 賴海琳 6D 譚鈞怡

暑期3人籃球賽（香港遊樂場協會） 季軍 6A 蕭彩霖 6A 張 栩 6D 譚鈞怡 6D 賴海琳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友校女子接力賽 冠軍 6A 張曉華 6C 李 彤 6C 梁嘉宝 6D 盧樂兒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友校男子接力賽 亞軍
5C 高子軒  5C 張駿軒 6B 謝諾謙 6D 何懿桓

彩虹邨天主教中學友校男子接力賽 季軍

福德學校友校男子接力賽 季軍 4B 尹靖藍 6B 謝諾謙 6D 何懿桓 6D 廖恩偉

 小學男女子籃球比賽2013（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亞軍
5B 譚嘉琦 5C 李樂瑤 5D 林思雅 5D 梁珮瑜 6B 錢逸媛 6C 陳佩渝 
6C 林希穎 6C 梁嘉寶 6C 李 彤 6D 許恩翹 6D 賴海琳 6D 黃沅琳

胡 振中盃2013 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女子組） 冠軍
5A 譚雅勵 5A 張恩熙 5C 彭雅筣 5C 劉施淇 5D 莊芷欣 5D 張如婷  
6A 蕭彩霖 6A 張曉華 6A 張 栩 6D 盧樂兒 6D 譚鈞怡 6D 張如萍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200米賽跑 季軍 6D 何懿桓

黃大仙區分齡賽女子E組擲壘球 冠軍 6D 盧樂兒

黃大仙區分齡賽女子E組跳遠 季軍 6C 李 彤

黃大仙區分齡賽女子E組4×100米接力 季軍 6A 張曉華 6C 梁嘉宝 6C 李 彤 6D 盧樂兒

黃大仙區分齡賽女子F組4×100米接力 季軍 3B 車姵慧 3B 李心悅 4A 林淑君 4A 陳子琪 4A 王麗瑜

黃大仙區分齡賽男子E組200米賽跑 季軍 6D 何懿桓

黃大仙區分齡賽男子E組跳遠 冠軍 4D 袁顥銘

黃大仙區分齡賽男子F組4×100米接力 季軍 3A 楊梓賢 4C 吳宇健 4D 袁顥銘 4D 李偉麟

第十一屆廠商會盃2014小學籃球邀請賽女子金盃賽 亞軍
5C 彭雅筣 5C 李樂瑤 5D 梁珮瑜 6A 蕭彩霖 6A 張 栩 6B 錢逸媛  
6C 李 彤 6C 林希穎 6D 譚鈞怡 6D 張如萍 6D 賴海琳 6D 盧樂兒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主辦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5A 譚雅勵 5C 劉施淇 5C 李樂瑤 5C 彭雅筣 5D 梁珮瑜 6A 張 栩
6A 蕭彩霖 6A 張曉華 6C 林希穎 6C 陳佩渝 6C 李 彤 6D 譚鈞怡

香港「星」街頭三人籃球挑戰賽 亞軍 6A 蕭彩霖 6C 李 彤 6D 譚鈞怡 6D 盧樂兒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亞軍

5C 彭雅筣 5C 李樂瑤 5D 梁珮瑜 6A 蕭彩霖 6A 張 栩 6B 錢逸媛  
6C 李 彤 6C 林希穎 6D 譚鈞怡 6D 張如萍 6D 賴海琳 6D 盧樂兒

優秀運動員 6D 盧樂兒 6D 譚鈞怡

2014室內三人籃球賽女子丁組 冠軍 5C 李樂瑤 6A 蕭彩霖 6D 譚鈞怡 6D 盧樂兒

第六屆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銀碟組 冠軍
4A 梁騫尹 5A 張恩熙 5A 譚雅勵 5B 譚嘉琦 5B 林希妍 5C 李樂瑤
5C 彭雅筣 5D 梁珮瑜 6C 林希穎 6C 陳佩渝 6D 黃沅琳 6D 許恩翹

香港傑出運動員獎 6D 盧樂兒

主教盃足球邀請賽（2014） 季軍
3D 張家鳴 4A 蔡嘉進 5A 李駿樂 5B 梁柏熹 5C 張駿軒 5C 高子軒  
5D 張家豪 5D 蔡明翰 6A 梁應發 6B 謝諾謙 6D 何懿恒 6D 梁仕傑
6D 廖恩偉

本年度校外比賽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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