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 孩 兒 走 得 更 遠
　　「白駒過隙，瞬息之間」，我在「油天」快將八

年。我的兒子有幸在「油天」完成他的小學階段，女兒

亦將會踏進中學的學習旅程，我非常感恩。

　　現今香港的社會發達，家庭生活比較富裕，新一代

的孩子已不像我們那一代，必須經過努力才能有較好的

生活。由於生活沒有壓力，部份家庭過於重視物質享

受，而家長為了孩兒免於落後或失敗人前，往往出現溺

愛的情況，造成孩兒過分倚賴父母，失去了自理的能

力，形成別人所謂「港孩」的現象。其實孩子的性格形

成，大部份出於其父母的培養，當然學校除學業外，還

可在這方面協助，但最重要仍需家長配合。家長首先

要讓孩子們明白每件事物出現圓滿成果，不是必然，很

多時候是需要他們努力付出才能獲得。另外，父母也應為子女創造機會，放手讓他們嘗試，

縱使可能會面對失敗，但亦不失為一個學習的機會，更讓他們在成長中學會感恩。

　　以下是我過去育兒的一點分享。從子女開始學行的時候，即使他們跌倒很多次，我只會在

他們需要時，從旁鼓勵和協助，他們很快便走得十分穩健了。上小學後，我讓他們參加了很多

羣體活動，讓他們學習與別人溝通和分享。到了兒子小六快將畢業的時候，為了讓他適應將來

升中的改變，我放棄了駕車接送他的習慣，讓他嘗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那年暑假，我讓兒子

往家住烏溪沙的同學家裡玩耍，去程時，我帶兒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烏溪沙，回程時，我

在中轉站等候他一起回家。之後的日子我續步放手，讓他嘗試單獨處理問題，兒子現在已能獨

自走遍港九各地去表演和比賽。

　　今年五月小兒有幸獲巴松管導師推薦，參加香港兒童交響樂團暑期美加巡迴表演。為了讓兒

子能走得更遠，當時我極力鼓勵兒子參與，唯兒子害怕沒有熟悉的團員而有點抗拒。後來兒子

得到祖母和姑媽鼓勵，終於答應參與，但是他依然擔憂，我便將過去獨自到外國經商的經驗與他

分享，讓他能夠安心前往。在美國的最初三天，他因晚上難以入睡，每天都會透過電話向我和媽

媽傾訴。到了第四天卻「音訊全無」。他的媽媽有點擔心，最後收到兒子發來的訊息，原來他因

遊覽後太倦，回到酒店便倒頭大睡。之後數天，我們不斷收到兒子傳來充滿喜悅的相片。他回港

那天，我們全家到機場迎接他，女兒見到哥哥的時候，打趣地問：「下次還會去嗎？」，兒子回

答：「去。」那天晚上，兒子和我們分享這次旅程的經歷，知道兒子除表演和遊覽名勝外，還參

觀了多間著名大學。總結這次兩星期的旅程，不僅給了兒子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還增添了他將

來到外國升學的信心。現在他還主動要求我，明年暑假讓他再出國參加表演。

　　期盼各位家長能為子女創造機會，放手讓他們嘗試，定必找到適合培育他們的方法。

　　願主祝福和保祐大家幸福、健康、喜樂和平安！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主席：蔡飛民先生

地址：九龍東莞街四十一號	 			電話：2780	7311											傳真：2780	7313
網址：http://www.ymtcps.edu.hk	 			電子郵址：ycps@school.ne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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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會活動點 滴

第 二 十 一 屆 常 務 委 員 會 名 單

主　席 : 蔡飛民先生  
副主席 : 林洪寶山女士（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
　　　　胡黃施敏女士（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
　　　　陳雁群副校長
秘　書 : 黃梁倩婉女士　陳燕萍主任 
司　庫 : 陳張素賢女士　梁玉華副校長 
康　樂 : 馮黎佩芳女士　文王麗怡女士　何文慧主任
 　胡逸熙主任  
總　務 : 區冠文先生　　林黃曉欣女士　文鄧順香女士
    林惠珍主任  
義務法律顧問 : 謝雅穎大律師  
義 務 核 數 師 : 卓華鵬會計師  
名  譽  委  員 : 吳文輝先生　　倪蔡秀華女士　張雷連生女士
 　　　  朱周惠玲女士　區周淑賢女士　梁陳岩松女士
 　　　  吳咏志醫生　　謝盧海玉女士　朱歐淑筠女士
　　　　　　  陳耀邦醫生　　鄧胡淑敏女士

家  教  會  會  務  報  告
　　去年，家教會能夠順利完成各項事務；全賴家長們的鼎力相助以及學校全力支持。現簡述如下：

第21屆家教會副主席：林洪寶山女士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

協助的校內義務工作：

C　午膳及圖書館

C　宗教活動

C　口齒伶俐嘉年華  

C　三、六年級「體適能」測試

C　牙科保健及健康檢查

C　注射防疫針

C　水運會

C　陸運會

C　家教會壁報板   

C　世界圖書閱讀日

C　協助學生及家長買校服                                      

C　小一普通話活動

C　頒獎典禮                                     

C　校內各項比賽評選

C　主題學習周活動

C　各級聯課及成長課活動

C　小一小二講故事活動

C　試後英語活動

C　招標及審標事宜

C　主保瞻禮聚餐

C　教育性參觀：

　　1.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源中心

　　2. 花墟巿集

　　3. 九龍公園 

　　4. 白鷺湖互動中心

　　5. 文化博物館

　　6. 科學園 

　　7. 油麻地圖書館

C　管弦樂團及中樂團音樂節比賽

家長學習 與時並進：

　　學校舉辦了不少家長及親子講

座，讓他們能與時並進之餘，更增加

他們的親子關係。今年裏，家教會更

舉辦了親子杯子蛋糕班，增強親子關

係呢。

嘉許事項：

C　社會福利署頒發「家長義工嘉許　

　　狀」金獎

參與校友會事項：

C　校友會新春行大運

C　校友日暨校友籃球賽                                  

C　校友會週年大會頒獎禮及畢業生聚餐

第21屆家教會副主席：胡黃施敏女士

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協助的校內義務工作:

C　小一迎新日

C　小一班務工作

C　敬師日分享

C　替小一至小三磅書包

C　關愛家長義工隊啟動禮

C　協助學生及家長買校服

C　午膳及圖書館義工安排

C　9月至12月宗教活動

C　陸運會

C　全校秋季旅行

C　三、六年級「體適能」測試

C　注射防疫針

C　公益金賣旗活動

C　參與招標、審標事項

C　協助圖書館活動

C　小六升中家長講座

C　管弦樂團及中樂團比賽

C　中國舞活動

C　聖誕贈老活動

C　參加校內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C　協助幼童軍參觀愛護動物協會

會訊：

　　今年的會訊一如既往有20頁；

會訊內除了印證了大家過去一年所參

與的事項。同時亦印證了學生們參加

校外比賽的各項成就！所獲的成果，

一一呈現在大家眼前。

　　最後我等僅藉此一角，向所有

鼎力相助及支持本會的所有人員，

致 予 最 真 摯 的 感 謝 ！ 感 謝 你 們 的

無私奉獻，更感謝你們參與各個活

動。未來一年，亦希望繼續得到大

家的支持和寶貴的建議，讓本會的

會務更有聲有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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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會活動點 滴

開學祈禱禮

小一迎新日 宗教FUNFUNFUN活動

敬師日

口齒伶俐嘉年華
磅書包

親子蛋糕班

奧比斯矇眼午餐活動

關愛義工啟動禮 陸運會

一年級親子旅行 為六年級同學舉辦穿學士袍拍照活動

音樂會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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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教  師  會　　委  員  心  聲

　　很榮幸擔任家教會委員，通過家校的合
作，我更加明白到學生在學校學習的過程。
我亦很榮幸可以參加學校多類型的活動，從
而更加瞭解小朋友在各方面的成長。在家教
會的生活裏，我能與學校建立良好的溝通關
係，令我更清楚明白學校的運作。希望有更
多的家長可以參與家教會的工作，一同建立
美好的將來！

文王麗怡女士 (3C 文瀚滔家長)

　　很高興成為家教會的一份子，協助學校
舉辦一些親子活動和協助家長一同參與校
內的活動。雖然要付出一些時間，但其實過
程中所建立的良好親子關係並非金錢所能衡
量。最後，我一定要感謝家教會各委員，在
這段日子全因有她們一直的支持，才能令我
順利完成各項工作，我真的衷心感謝她們。

胡黃施敏女士 (4B 胡淦淋家長)

　　很多已在油天畢業的同學們很懷念小學的日子，
可想而知他們的小學生活是多麼愉快。
　　這應是老師們、家長們及同學們一起努力的成果吧！
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為油天發亮發光！

陳張素賢女士 (6C 陳思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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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教  師  會　　委  員  心  聲

　　轉眼間，我已加入家教會三年了。
在這些日子裏，我常跟家長們一起參與
學校活動和義務工作，令我感到非常充
實和有意義。
　　自從當了家教會委員後，我兩個孩
子對學校都增加了歸屬感，令她們在學
校更加愉快地學習和成長，使我覺得能
成為家教會的一份子十分自豪！

馮黎佩芳女士 (6C 馮羨茵　3C 馮羨茹家長)

　　加入家教會已快將三年了。當中除了更認識學校，更令

我在家教會當中認識了一班好朋友及老師。大家的友誼在不

知不覺中發芽及成長。在油天的大家庭裏，不單是我女兒

及兒子成長的地方，亦是我不斷成長的溫暖地。

　　　　　　黃梁倩婉女士 (6C 黃靖寧　3A 黃亭軒家長)

 

黃梁倩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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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分別於2014年6月29日及

2014年12月6日舉行了親子旅行，地點是綠田

園及萬宜水庫西壩。在這兩次的親子旅行，

家長十分踴躍參與，家教會希望家長和小朋

友也能從戶外活動中增強親子關係。

家教會親子旅行

老師也同享親子樂

綠田園大合照

大坳門山上拍照留念

準備放風箏! 清水灣郊野公園親子樂

郊野公園內吹泡泡樂趣多

到了海下灣海岸公園真興奮

西壩前拍照留念出發往萬宜西壩前的大合照
6



       活動名稱

談情說愛戀愛家長講座

愛兒不溺愛聯校家長講座

親子樂家長工作坊

孩子管教聯校家長工作坊 

　　講者

李郭筱文姑娘

伍偉湛先生

林繼賢先生

文正康先生

李郭筱文姑娘與家長分享

家長分享管教心得
文正康先生帶領
家長玩體驗遊戲

林繼賢先生專注
教家長扭汽球

大家齊來學扭汽球 家長展現燦爛的笑容

家長的作品各有特色

譚校長與伍偉湛先生及家長合照

聯校家長工作坊畢業照

　　校方與家長教師會於2014年共舉辦了2次家長專題講座及5節家長工作坊。整體而

言，家長踴躍參與校方舉辦的親職課程，而參加者在活動中均表現積極及投入，他們表示

能於日常生活中運用所學習到的知識及技巧。期望在家校携手合作下，家長能更準確掌握

孩子的需要，並能以更正面有效的方式輔助子女健康愉快地成長。

家長教育花絮家教會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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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的作品初步完成

學習陶藝樂繽紛
　　為了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讓

學生接觸不同的素材，本校於2014年

11月與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視藝

組合作，為學生舉辦了三天的陶藝創

作活動課程，讓學生體會陶藝製作的

過程，發揮創意，享受藝術創作的

樂趣。

老師講解給作品上釉
時要注意的事項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學習

製成品的色彩繽紛，十分悅目

謝謝哥哥耐心地提點

二人專注地拉胚

我們要用心上釉呢

這是經過素燒後的作品

作品經過悉心的打磨，

才有良好的效果

三次的合作時段快要結束，我們來個大合照
8



        Hello. My name is Mr. Don and I am the Primary Native 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PNET) here at Yaumat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This i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at this 
school and so far the experience has been very rewarding.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Australia 
and here in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I have taught in many different schools and even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This year, Yaumat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has commenced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programme in P1. Next year this programme 
will continue into P2. This programme has a major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nd abilities, with an addition focus on phonetic awareness.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has been put into making the English Room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displays which form a resource for the children to use when 
undertaking writing activities. The displays are bright and colourful so that they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ldren and provide a valuable learning resource, which the children make 
use of when completing their activities in class. This also allows the children to develop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We make use of many different resources such as Big Books 
and the interactive whiteboard. These resources are not only used during lessons, but also 
for lunch time and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activities.
       The children learn through fun activities such as songs and playing games during 
these lessons.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is structured to have a purpose and is a valuable 
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each student.  The programme eventually helps students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and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heir use of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Do encourage your children to try their best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ey will develop as better English users.

 New NET, New Programme            
    and new English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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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花絮

English Fun Day 樂趣多。

小一歡樂校園分紛Fun。

同心合力，完成任務。

我們弄的健康美食令人垂涎三尺。

看我們的作品多漂亮。

「輪椅競技」讓我們領略到要多

關懷殘疾人士。

大家聚精會神，看誰最後能在班際
乒乓球比賽中勝出。

互相扶持，闖過難關。

同學踴躍參加「口齒伶俐嘉年華」。

我們會用普通話進行購物活動。

「數學遊蹤」，齊動腦筋。

一人一票，選出卓越學生。

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賽情激烈。

同學於「網上埠際英語辯論比賽」
上雄辯滔滔。

我們都是「理財至叻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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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畢業生前程錦繡。

畢業生在惜別會上跟老師依依話別。

報佳音，同慶救主降臨。

聖誕聯歡會上笑聲不斷。 齊來試試跳竹舞。

穿上粵劇戲服學做手。

參觀花卉展，大開眼界。

畢業營內同寫生。

傳燈禮上點燃燭光，寓意把油天

的優良傳統承傳下去。

蓄勢待發向前衝。

秋季旅行，身心舒暢。

參加奧比斯「矇眼午餐」，
學會珍惜所有。

開開心心逛年宵市場。

熱熱鬧鬧賀新春。
電子學習無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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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遊戲及小組建立

2014-2015「小老師領袖培訓工作坊」
　　本校向來重視服務生培訓，今年除了繼續舉行「服務生領袖

訓練營」之外，校方首次為「小老師」舉辦的領袖培訓工作坊。

我們期望小老師能夠從中學習到朋輩相處及協作的技巧，並能夠

突破自我，提升領導才能，成為優秀的領袖。由9月至10月合共

六次的領袖培訓工作坊，既有大型的團隊及集體遊戲，也有小組

合作訓練，讓50位的小老師互相認識，學習齊心團結、一起解決

難題的技巧。以下是工作坊的一些片段，大家齊來感受一下當時

的氣氛吧！

培 育 組

訂立小組
口號

及目標

12



　　本校第189旅幼童軍於
宣誓後均會考取各類型的活
動章與進度章，因此我們
在集會中，會學習步操、繩
結、紮營等不同技能，並從
中相互合作，建立團隊精
神。此外，我們亦會在校內
外進行各種服務，體現童軍
一行一善的精神。

幼童軍第189旅 小女童軍

紅十字少年團 JU 118

　　本校小女童軍成立至今
逾二十年，隸屬油尖旺區，
西九龍第122小隊，隊員包
括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女童
軍徽章中間有 一 個 很 明 顯
的中文「光」字，
象徵著曙光和女童
軍運動導人趨向光
明大路。本隊透過
不同活動，促進隊
員的身心發展，引
領隊員建立一個健
康而正確的生活態
度。此外，女童軍活動能使隊員學習與人相處之道、發揮一己所
長、服務社群和學習簡單的生活技能等。

　　本校紅十字少年團
JU118自2011年9月成
立，團員包括三至六年級
的學生，以保護生命和健
康、熱心服務社群及實踐
人道精神為己任，於校園
內宣揚紅十字精神。
　　透過參與進階式的活
動循序漸進地進行不同的
技能訓練，培養團員成為
有公民責任感的青少年，
並把所學技能加以實踐。
少年團的活動和訓練內容
多元化，包括急救、防
火、健康檢查及手語等，
讓團員學習新知識，並提

供機會讓團員實踐所學。此外，步操訓練亦有助團員建立責
任感和自信，發揮合作精神，加強團隊紀律。

　　香港交通安全會轄下的香港交通安全隊(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成立的目的，是從教育方面著手，向青少
年灌輸交通安全的基本常識，使他們清楚了解使用道路時所
應持有的態度，從而推廣至其同輩及家人，令交通安全的常
識得以廣泛宣揚。
　　本校自2011年9月
成立學校交通安全隊隊
伍，秉承交通安全會精
神，致力培訓學生的品
德教育，灌輸正面的價
值觀。
　　學校挑選熱心服務
的學生，在學校課程範
圍以外，給予學生關於
交通安全的教育，提高
隊員之質素，並小心指
示及督導交通安全隊執
行職責。希望學員經訓
練後，能夠成為一個有
承擔、有毅力、具使命
感的人。

交通安全隊

基督小先鋒
　　基督小先鋒是一個信仰服務小團體，但卻
歡迎公教生及非公教生的加入。本團體的目標是
希望培育學生本著基督的精神和信念──愛、真
理、公義、和平──透過聖言和祈禱，用行動、
聚會、服務，在朋輩中活出基督。
　　同時，更希望學生能藉着聚會中的多元化活
動，效法基督精神「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服
務有需要的人，並培養出團隊精神及積極的人生
觀，努力向上，面對困難，勇往直前。

制服團隊大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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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簡報
　　　　2015年1月
主席： 溫文灝醫生

　　大家好，我是校友會主席溫文灝。去年，校友會委員進行改選，今屆校友會有五位

新委員，我期望新面孔及各委員繼續為母校作出貢獻，為校友會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亦
趁此機會特別鳴謝校友會前副主席阮亮洪先生多年來用心協助母校及校友會之活動。
　　在過去一年，由我帶領的校友會得到各家長同學及學校的鼎力支持，成功舉辦了
2014新春行大運活動，在農曆正月到大埔三門仔馬屎洲海岸公園及天水圍綠田園遊
玩。當日的活動有三百位同學、家長、老師及校友參加，大家都滿載而歸，有利是，有
禮物，愉快地過了難忘的一日，同享行大運之樂，慶祝新一年的來臨。
　　而一年一度的校友會週年大會暨畢業生謝師宴在6月28日於尖沙咀北京道帝廷酒家
舉行，三百位新舊校友共聚一堂，慶賀師弟妹畢業之餘亦品嚐豐富午餐。當日由校董潘
漢雄先生頒發2014度傑出校友獎，由空手道港隊代表馬文心小姐獲得，她在得獎後還
寄語各位同學要為自己夢想奮鬥不懈，努力練習才可以共創佳績。
　　各同學畢業離開油天之後，經網上登記後就會自動成為校友會會員，可透過校友會
舉辦的活動支持及回饋母校。也歡迎各校友回到母校支持油天的活動，例如水運會、陸

運會、校際音樂節等等。
　　　　最後，多謝油天各方的協助──家長教師會的協調、校監校長的鼎力

支持、校友會各校友的義助，令校友會繼續發輝薪火相傳的精神。願油天的
同學畢業後回饋母校，謝師感恩。主佑!

 14-16年度校友會幹事名單

主　席：溫文灝醫生 
副主席：蔣瑤達醫生 
秘　書：李淑君女士 
司　庫：張梓烽先生 
康　樂：翁家偉先生　張敏慧女士 
　　　　林碧瑩女士　曾健文先生
總　務：麥兆鉻先生　李天朗先生 
　　　　蔣澍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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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畢業已近七年。美好的孩童時光在這溫

馨的校園渡過，有一眾良師益友的教導和陪伴，每天熱鬧地一齊玩樂、一

起成長，現在回想起還是津津樂道。而自己亦漸漸由一個懵懵懂懂的小

學生成為大學生了。感激的是與小學的同伴、老師仍繼續聯絡，不時相約

回到母校看看校園、探望老師。現在步入另一個歷程，成為大學生，還是

不忘小學的教導——「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

下事，事事關心。」把校長、老師的教勉，銘記在心，成為一個有獨立思

考，更關心社會的人。

周兆如(香港中文大學)

　　我離開油天這個大家庭，不經不覺已有三年了！
　　六年的小學生涯，留給我很多珍貴的回憶，點點滴滴，不
會遺忘！我曾經參加管弦樂團和奧數組等課外活勳，也曾擔任
服務生的職務；不同的比賽、交流和表演，令我增廣見聞，擴
闊視野，也學會服務的神精。我非常感謝母校對我的培育，老
師們的悉心教導，讓我能打好基礎，應付日後的挑戰。
　　在緬懷小學生活的同時，我也很享受現在多姿多采的中學
生活；我很興幸能夠升讀一間自己心儀的中學，還結識了一班
志趣相投的同學；升讀中三後，學習的科目多了，課程也較緊
凑，加上一些增益課程和學習交流，生活忙碌而充實。我希望
和油天的師弟妹們互勉，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一起努力！

 陳卓樂(聖保羅男女書院)

　　我是油蔴地天主教小學的畢業生江晉熹，現在是喇沙書院的中二
學生。
　　位於九龍塘的喇沙書院，也可說是一間傳統名校。而我能入讀這
間學藝並重的天主教學校，實有賴於我的母校──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的栽培和教導。
　　當我還在唸小學時，校監及師長們常提醒我們在天主教的教育理
念下要注意「德、智、體、群、美、靈」，並強調「品德第一、學業
第二、學藝第三」，使我們得到全面的發展。同時，透過學校多元化
的課外活動及師長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每位油天同學都有一門「看
家本領」，而我更發掘到自己在吹奏雙簧管方面的天分。
　　總括而言，我能入讀自己心儀的中學繼續我的學習里程，雖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卻萬分感激母校六年來的悉心栽培！

 江晉熹(喇沙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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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本校於2014年4月30日(星期三)，

以「自學園地」為主題，舉行一連串的閱讀活動，目標是讓

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及關愛、自律的精

神。活動包括：

　　圖書館於當天舉辦「新書推介」活動，展示新訂購的

中、英文圖書，學生可自選圖書借閱，反應熱烈。其餘課節

則分級安排學生到特價圖書展銷區，師生們在書海中尋找喜

愛的圖書閱讀，或選購他們心儀的書籍。同時，學生亦可到

副禮堂參觀「生活百科圖書展」，展出由油麻地公共圖書館

借出的各種專題圖書，以「一人一書」方式，讓同學們閱

讀。是日，還邀請了作家‧故事人物特工隊(潘金英女士)以

〈網上故事多面睇〉為題，為四、五年級學生進行專題講

座，分享優質網上故事及暢談如何善用網上閱讀資源，同學

們都樂意與講者交流，表達意見。此外，於當天閱讀課時段

內，分級進行以關愛、自律為題的「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讓同學於作品中分享生活經驗或進行反思，培養學生關注社

會，仁愛守規的精神。

　　透過上述不同的閱讀活動，學校期望能讓學生養成良

好的閱讀習慣，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從而達至自主學習。

譚煜鴻校長頒發獎狀予各級榮獲「最佳設計獎」之同學
生活百科圖書展： 一人一書，

安座凳上靜心閱讀。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評評看！
同學的作品也不錯吧！

圖書館-主題圖書推介：
〈老夫子 笑學成語〉

閱讀講座：同學們都樂意與講者
(潘金英女士)交流，表達意見。

同學們在「特價圖書展銷」
中尋找喜愛的圖書

閱 讀 日

他們都選購了心儀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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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本校參與校外比賽龍虎榜

學    

藝

資
訊
科
技

 項      目      獎項   班  別 / 姓  名
教育局資優組舉辦之「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4」

2013/14 香港學校戲劇節(HKSDF)

第十三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埠際英語辯論比賽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初小組

中小組

高小組

第一屆九龍西區小學數學比賽

全港十八區(油尖旺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3-2014
2014年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個人總成績
2013年第八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初賽(小五組)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小六組

小五組

小四組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

小五組

2014《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
小學六年級組 

小學五年級組

小學四年級組

2014《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組

小學五年級組

小學四年級組

第十八屆華羅庚杯全國總決賽
多元智能盃2014

2014全港小學創意數學遊戲設計比賽親子高級組
香港機械人學院2014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初小組
高小組
2014年第8屆101創意發明大賽
初小組
高小組

6A 顏鈞浩
6A 顏鈞浩
6B 楊嘉穎
6A 周梓軒　6A 梁熒珈　6A 顏鈞浩　6A 胡雲上　6A 陳廷科　6B 朱啟銘　6B 周晉希
6B 李凱瑤　6C 何晉熙　6C 郭詩婕　6C 李欣諾　6C 王樂思　6C 謝子芊　6C 曹顥霖
5A 陳彥琳　5A 鄭諾頤　5A 李翠瑩　5B 黃章熙　5B 黃駿皓　5B 王柏添　5C 蘇穎曦
5C 黃靖寧　4A 曾子晴　4B 鄭兆倫　4B 沈曉彤　4C 陳文博　4C 何浩齊　4C 連浩名
4C 陸建瑋　4C 朱凱瑩
6C 郭詩婕　6C 謝子芊　5C 黃靖寧　4B 鄭兆倫
6A 周梓軒　6A 梁熒珈　6A 顏鈞浩　6A 胡雲上　6A 陳廷科　6B 朱啟銘　6B 周晉希
6B 李凱瑤　6C 何晉熙　6C 郭詩婕　6C 李欣諾　6C 王樂思　6C 謝子芊　6C 曹顥霖
5A 陳彥琳　5A 鄭諾頤　5A 李翠瑩　5B 黃章熙　5B 黃駿皓　5B 王柏添　5C 蘇穎曦
5C 黃靖寧　4A 曾子晴　4B 鄭兆倫　4B 沈曉彤　4C 陳文博　4C 何浩齊　4C 連浩名
4C 陸建瑋　4C 朱凱瑩
6A 呂妍臻　6B 周晉希　6C 符卓琳　5A 陳睿曦
5A 陳睿曦

1D 金熙琰
2B 馮奕朗
3B 麥逸彬　3B 關　辰　 
3A Cheema Binayjit Singh
3A Cheema Binayjit Singh
5C 曾可蕎
5A 林卓蔚
5B 羅子鍵　5C 陳卓康
5A 邱焯謙　5B 黃章熙
5A 黃子剛　5C 張澤進
6A 袁梓健　6B 陳鼎琪　6C 林卓文
6C 林卓文
5C 陳卓康

6A 袁梓健
6B 陳鼎琪　6B 張婷茵
6B 李梓釺　6C 林卓文　6C 何晉熙
5B 羅子鍵　5C 陳卓康
5A 邱焯謙　5B 黃章熙　5C 張澤進
4A 張子樂　4C 張鳴亨
4A 陳鋕澔　4C 連浩名
4C 陳俊滔

6C 林卓文　6C 何晉熙
6A 袁梓健
5C 陳卓康
5A 莫其昌　5B 羅子鍵　5C 張澤進
5A 黃子剛　5B 陳正朗

6A 袁梓健　6B 陳鼎琪　6C 林卓文
6C 何晉熙
6A 顏鈞浩　6B 張婷茵　6C 黃皓駿 　6C 黃瑋然　6E 馮天朗
5B 羅子鍵　5C 陳卓康
5A 邱焯謙　5A 黃子剛　5B 黃章熙　 5C 張澤進
5A 莫其昌　5B 陳正朗
4A 陳鋕澔　4A 張子樂　4A 林柏希　4C 張鳴亨　4C 連浩名
4C 陳俊滔

6A 袁梓健
6B 陳鼎琪
6B 張婷茵
5B 羅子鍵　5C 陳卓康
5B 黃章熙　5B 陳正朗
4A 陳鋕澔　4C 張鳴亨　4C 連浩名
4A 林柏希
5C 陳卓康
5C 陳卓康
4B 顏夕顏
4A 張子樂　4C 連浩名
5C 陳卓康

2A 黃英偉　2B 曾有誠
6E 李諾勤　4B 李泀瑨　3E 袁天珩

2B 陳天泳　1B 陳德華
6C 黃皓駿　5B 朱燊塬

創意寫作季軍
銀獎
銅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冠軍
最佳辯論員

良好
優異星獎

優異
優異星獎

銅獎
良好
優異
金獎
銅獎

優異獎
急轉彎殿軍

二等獎
銀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金獎
銀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銀獎
銅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一等獎
三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銅獎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亞軍

賽車設計大獎季軍
全場總冠軍

冠軍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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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項      目      獎項 班  別 / 姓  名

視 
 
覺

藝

術

兒童心臟基金會主辦二十週年T恤設計比賽初級組
神樂院牛奶有限公司主辦親‧子唔易做繪畫比賽網上投票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主辦第十三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香港護理學會主辦無煙A+是我家繪畫比賽
香港警務處油尖旺區主辦油尖旺無毒海報創作比賽小學組

油尖旺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辦2013年暑期創意攝影比賽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主辦油麻地果欄繪畫比賽小學組

「迎新歲親子電腦繪畫比賽」
初級組

高級組

南華體育會-校際保齡球錦標賽 2014
小學組個人賽
香港保齡球總會-2014第15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小學組個人賽

2013–2014全港小學校際劍擊九龍 A、B 區比賽
男子乙組個人賽
男子乙組團體賽
男子甲組個人賽
男子甲組團體賽
2014全港小學劍擊邀請賽
男子初級團體賽
男子高級組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團體賽
第六屆九龍城體育會盃分齡劍擊比賽
男子初級組
男子高級組個人賽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2014劍擊邀請賽
男子初級組個人賽
男子初級團體賽
男子高級組個人賽
男子高級組團體賽
女子高級組個人賽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女子青少年組200米自由泳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女子青少年H組200米蝶泳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女子青少年組100米自由泳
第八屆國慶盃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組11-12歲100米捷泳
女子組11-12歲100米蛙泳
女子組11-12歲50米蛙泳
女子組9-10歲50米蝶泳
女子組100米捷泳
女子組50米捷泳

女子組50米蛙泳

女子組50米蝶泳
女子組50米背泳

女子組25米捷泳
男子組11-12歲50米蝶泳
男子組11-12歲50米背泳

男子組9-10歲100米捷泳

男子組9-10歲50米捷泳
男子組9-10歲50米背泳

男子組50米蝶泳
男子組25米背泳
男子組25米浮板

優異獎
優異作品獎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冠軍
季軍
季軍

優異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季軍

亞軍
最佳表現獎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殿軍
亞軍
亞軍

最具團體精神獎
季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第八名

季軍

冠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季軍

5C 郭嘉琳
6E 黃愉榛　5C 林璟蓉
3E 吳珈浠
1A 王淘鉦
4B 王芷欣
2B 莊彩君　2D 許樂瑤　1D李芷晴
6C 鄧善瀛
6E 黃愉榛
5B 麥紹岐
6A 胡雲上
6A 顏鈞浩
5B 何欣然　5C 陳雨昕
6C 鄧善瀛　6E 黃愉榛　4B 陳建臻　2A 黃子穎　1C 尹兆邦　1C 陳　皓

2A 陳芍穎
1B 樊道銘
2D 許樂瑤
3B 周芷晞　2B 吳文蔚　2D 黎凱桐
4B 楊皓程
5B 何欣然
6E 歐陽子心
6E 李尚璟　6E 黃愉榛　5C 馮羨茵

5B 麥紹岐

5B 麥紹岐
5B 麥紹岐

5C 黃一朗
5A 陳睿曦　5B 朱燊塬　5C 黃一朗　3A陳政謙
6A 楊坤縉
6A 黃俊傑　6A 楊坤縉　5A 程朗逸　5C 王柏添

5A 陳睿曦　5B 朱燊塬　5C 黃一朗　3A陳政謙
6A 楊坤縉
6A 黃俊傑　6A 楊坤縉　5A 程朗逸　5C 王柏添

5A 程朗逸　5A 陳睿曦　5B 朱燊塬　5B 王柏添　4A 黃湛峯　3A 陳政謙
6A楊坤縉

5C 黃一朗
5A 陳睿曦　5B 朱燊塬　5B 王柏添　5C 黃一朗　4A 黃湛峯　3A 陳政謙
6A 楊坤縉
6A 黃俊傑　6A 楊坤縉　5A 程朗逸
6A 盧穎晞

6A 張綽芝

6A 張綽芝

5B 陳寶鈿

6A 張綽芝
6C 黎卓欣
6C 黎卓欣
5A 何穎彤
5A 何穎彤
4B 鄺紀穎
3C 徐愷翹
4C 張詠童
4B 鄺紀穎
3C 徐愷翹
5A 吳楚炘
5A 吳楚炘　3E 吳珈浠
2C 吳文蔚
4C 朱凱瑩
3B 蕭潁琴
6D 潘祉樂
6B 羅旨峻
6E 徐健馳
5C 馮皓軒
5A 鄺泊軒
5C 馮皓軒
5A 鄺泊軒
5B 朱燊塬
4C 陳文博
4B 陳正然
1D 吳煒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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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組接力

中級組接力
南區水運會2013
男子青少年組(10-12歲)50米背泳
九龍西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甲組200米
男子乙組60米
男子甲組4X100米
天主教教區2013-2014年度主教盃足球邀請賽校長盃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香港)音樂、舞蹈比賽個人舞中小組
第50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小學)高級組

中國舞(小學)低級組

中國舞(小學)高級組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詩詞獨誦

散文獨誦

英文獨誦

詩詞集誦普通話

英語原創劇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英語獨誦-兒童A組
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三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港九區初小組兒歌組
港九區初小組散文組
港九區初小組詩歌組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學會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中華文化藝術綜藝評選賽
普通話朗誦精英評選賽朗誦組-散文
香港普通話朗誦藝術中心 2013年第四屆中華青少年文藝英才推廣活動-
香港區選拔賽
普通話新詩-初小組
普通話散文-初小組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鋼琴獨奏二級
小提琴獨奏二級
雙簧管獨奏初級
長笛獨奏高級
鋼琴獨奏一級
鋼琴獨奏四級
圓號獨奏初級
鋼琴獨奏六級
巴松管獨奏三級
小號獨奏高級
二胡獨奏初級
聲樂
粵曲高級子喉獨唱
2013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交響樂團比賽
中樂團比賽

優異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團體殿軍
團體優異獎(第7名)

季軍
殿軍
冠軍
殿軍
季軍

優異獎

甲級獎

甲級獎

優等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銀獎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季軍
亞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銀獎
銀獎

5A 鄺泊軒　4A 劉晉熙
4B 鄺紀穎　4B 譚兆晉　4B 陳正然
4B 唐浩正　3B 蕭潁琴　3C 徐愷翹　3E 吳珈浠　3E 練梽淇
6C 黎卓欣　5A 何穎彤　5A 吳楚炘　5C 馮皓軒　4C 陳文博

6B 羅旨峻

5E 梁健熙
6A 黃千愷
5C 聞俊傑
6A 黃千愷　6A 陳朗日　6C 盧柏江　6E 李尚璟　6E 何柏錡
6A 陳朗日　6A 吳泳嶢　6B 朱啟銘　6E 黃逸圖　6E 許澤華　5B 林睿熙　5C 簡子睿
5D 黃啟駿　4A 趙梓然　4B 梁偲恆　4B 唐浩正　4C 陳文博　4C 李穎翹　2D 譚嘉興

3E 吳珈浠

6A 胡雲上　6A 張綽芝　6B 陳泳欣　6C 符卓琳　5A 何穎彤　5A 李卓蔚　5B 葉　藻
5B 陸蘊瑩　5B 鍾采螢　5C 劉映君　5E 劉焯堯　5E 鄧嘉穎　4A 羅瑋瑜　4A 陳　曦
4A 王曉悠　4C 郭梓盈　4C 劉雪琳　3A 陳樂晴　3E 吳珈浠
3A 吳悅曦　3B 周芷晞　3B 賴楚晴　 3B 黎斐菲　3B 徐嘉希　3B 蔣宛穎　 3B 趙祉晴
3C 劉凱怡　3C 魏明珠　3C 黃祖琳　3C 王蘊瑤　3D 郭智欣　3D 蘇樂瑤　3D 嚴雅欣
3E 李芷晴　3E 黃美嘉　 2A 馬穎姿　2A 陳綽言　2A 嚴栩華　2B 莊彩君　2C 哈沅妤
2C 關敏希　2C 石　一　2D 黃凱盈　2E 蘇琬晴　2E 葉艷娟　2E 葉艷萍
6B 鄭天雅　6B 李盈暉　6C 何卓琦　6C 郭詩婕　6C 黎卓欣　6C 劉嘉穎　6D 黃琬婷
6E 麥詠欣　5A 林倬銣　5B 陳寶鈿　5D 鮑衍睿　4A 譚穎然　4B 梁靜文　4B 陳建臻
4C 許芷寧　3B 林梓承　3C 鍾念甡

3B 賴楚晴
2B 馮奕朗　1C 陳　皓
4B 沈曉彤　4B 黃可盈　2B 方政彥　2C 區芷菱　2E 陳子灝　1D 蘇銘浠　1D 楊文淙
3B 賴楚晴　1C 廖晙希
3B 賴楚晴
5C 陳卓康　2E 陳子灝　1C 陳　皓
6B 周晉希　2A 黃子穎　2D黃亭軒
6D 陳紫琳　6D 趙翊雅　5A 余承憲　5A鄧卓適　5B 麥紹岐　5C 黃靖寧　5C 馮羨茵
3A Cheema Binayjit Singh
4B 梁靜文　4B 顏夕顏　4C 陳瑋晞　4C 張詠童　4C 連浩名　4D 李宜霖　4D 吳文希
4E 招潁希　 4E 羅詠珊　4E 戴聞萱　3A 陳彥銘　3A 孫心怡　3B 鄭閎曦　3B 關　辰
3B 賴楚晴　3B 林梓承　3B 麥逸彬　3B 徐嘉希　3B 胡瀚哲　3B 周芷晞　3B 馮藹文
3B 黎斐菲　3C 劉凱怡　3C 梁善喻　3C 梁詩韻　3C 王藴瑤　3D 陳家緯　3D 蔡　蓁
3D 梁曉茵　3D 廖秀康　3D 黃健敏　3D 楊啟琛　3D 陳嬿詩　3E 黃美嘉　3E 楊巧楠
6A 周梓軒　6A 陳廷科　6B 周晉希　6B 朱啟銘　6C 謝子芊　6C 曹顥霖　6C 郭詩婕
5A 陳彥琳　4C 陸建瑋　4C 朱凱瑩
6A 胡雲上　6A 梁熒珈　6A 顏鈞浩　6B 李凱瑤　6C 王樂思　6C 何晉熙　6C 李欣諾
5B 黃駿皓　5B 王柏添　 4C 連浩名
5A 李翠瑩　5A 鄭諾頤　5A 余承憲　5B 黃章熙　5C 黃靖寧　5C 蘇穎曦　4A 曾子晴
4B 鄭兆倫　4B 沈曉彤　4C 陳文博

3E 吳珈浠

3B 賴楚晴
3B 賴楚晴
3B 賴楚晴

3B 賴楚晴

3E 吳珈浠
3E 吳珈浠

5C 郭嘉琳　4B 林欣蒨　3C 黎顯揚
3B 賴楚晴
4A 羅瑋瑜
5C 黃舜熙
1B 譚致謙　1D 楊文淙
5B 麥紹岐
5A 李卓蔚　5C 李梓軒
5A 譚俊琛
5A 吳楚炘
5E 黎栢浩
3D 潘業昇
2C 郭　菁
3C 梁善喻

管弦樂團(A團)
中樂團

體

育

舞

蹈

朗

誦

音

樂

 項      目     獎項 班  別 /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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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宗教聯課活動

油天願望樹

宗 教 活 動

日
展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製
作

及
承

印
 T

el
：

2
3
2
2
 2

0
2
9

宗教Fun Fun Fun 活動，
自製唸珠再祈禱

玫瑰堂讀經比賽得獎者與
家長合照

聖誕祈禱禮話劇

基督小先鋒派遣禮大合照

女童軍及基督小先鋒帶同全校贈送的
聖誕禮物探訪安老院

公教生及基督小先鋒藉
歌聲傳播聖誕喜訊

基督小先鋒實踐主耶穌愛主愛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