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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珍 惜 所有、 感恩一切、 關 愛同行

2020 年是令人難忘的一年，受到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病的影響，令學校的運作，學生的學習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疫情期
間，學生有不少日子需改在家中上實時視像課，當大家能回校進行半天的
面授課堂時，老師及學生雖然都要戴着口罩，但仍可感受到大家在口罩下的
笑容。同學們難得見面，總愛興奮地分享近況，老師不忘提點他們保持適當的社
交距離。在新常態下，老師有時也會在家進行教學工作，大家變身成網上主持人，
帶領學生學習。這一切的改變，大家都在逐漸適應中。
在疫情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減少了，但老師的工作熱誠並沒減退，仍為學生安排
一些網上課外活動或講座等。例如本年度雖未能如常在校內舉行聖誕聯歡會，卻迎來
一個前所未有的網上實時聖誕祈禱禮及聯歡會。雖然大家隔着熒幕，可是同學仍十分雀
躍地參與估歌仔及抽獎環節，全體師生同享節日的歡樂。
此外，學校與堂區合辦了「一堂三校聖誕愛心行動」。十分感謝各位家長在這艱難
的時期仍踴躍地支持這項有意義的活動，捐出一些基本物資給社區上有需要的人，令
這個活動圓滿成功。原本只預算準備一百五十份禮物包，結果收集到的物資，能夠分
成三百多份禮物包，每份禮物包都有米、油、罐頭食品、粉麵、口罩及消毒用品等日
常生活必需品，令基層人士有一個温暖的聖誕節。家長和學生不單捐出物資，亦十分積極支持義務分發物資及派送
禮物，可惜為了控制人流，只能安排少量家長及學生參與。2020 年 12 月 22 日是派發禮物包的日子。當天，家長
及學生義工都熱情地向到場的人士打招呼，並送上祝福及遞上禮物包。看到受眾收到禮物時那高興的樣子，已令
我們覺得心滿意足。在疫情中，家長和學生們仍能夠將天主的愛傳播出去，大家守望相助，將自己擁有的與別
人分享。期望大家對未來充滿信心，只要全心依賴上主，所有挑戰都能夠一一克服。
2021年伊始，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身體，藉著疫苗的出現，市民的生活能回復正常，學生可以回
校上課，與老師、同學共聚，重過愉快的校園生活。在過去一年，我看到學生從未如此喜歡上
學，也讓我們學習到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其實並不是必然的，希望大家都學會珍惜、感
恩，並多關愛身邊的人。主佑平安！

余佩琴校長

無懼「疫」境 ‧ 憑網傳「晴」
2020 年，無論對學生、家長抑或教師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新冠肺炎病毒雖然對香港造成極大的衝擊，但我們
無懼「疫」境，更藉此契機加速課程與教學的數位化發展，在有限的空間下，推行 Google Meet 遠距線上實時課程，
令學生能於疫情期間除了利用不同的網上資源延續學習，亦能與同學及教師聯系感情，以表示彼此的關心及友愛。

「學甚麼」、「怎麼學」、「怎麼用」
學生利用 Google Meet 作為遠距線上學習，我們著重的
不只是核心科目（如中、英、數、常）的教學，亦十分關注學
生的多元智能及身心靈發展。學生除了利用 Google Meet 進行
實時網上學習外，亦於 Google Classroom、MySmartABC、
啟慧中國語文收取不同的學習材料、課後練習和課外讀物。教
師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收回課業及給予學生回饋。

學生於停課期間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

「多欣賞」、「多讚美」、「多展示」
教師鼓勵學生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的平台展示自己的佳
作，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增強其自信心，讓學生有機會欣賞
其他同學的作品，並於平台上留下回應，以交流學習上的心得。
又如管弦樂團團員除了認真上視像課外，課堂後還利用輔助
教材用心練習，並提交了演奏錄影，經剪輯後，合奏片便面世，
大家可透過新模式繼續享受及分享音樂。
疫情並無阻學生對學習的熱誠。希望疫情減退後，學生能
更盡情享受校園生活及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各展所長。

學生於疫情期間參與《齊心抗疫填繪比賽》6A 郭允言

學生於 Google Classroom 展示視藝作品《珍貴的友誼》

2B 黎相如

Music Brings U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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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合奏影片

4A 何君怡

「童 ‧ 油 ‧ 樂 」2020
本校積極推動自主學習，並透過 STEM 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學能力。於 2020 年 1 月 14 日，本校
舉行了「童 ‧ 油 ‧ 樂」全方位學習及 STEM 體驗日，讓區內幼稚園師生進一步了解本校的理念及學校特色。各攤
位亦開放給本校低年級學生及家長，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試後親子活動。
當天，本校老師及高年級生帶領眾幼稚園師生分組參觀校園和體驗各科多采多姿的活動。各位參加者除增進了
知識，還收到小禮物，可說是滿載而歸。

校園導賞

體驗多采多姿的小學生活

AR 拍照真有趣
「互動地板」學中文

戴上 VR 眼鏡，跟着英語老師欣賞
世界各地的美景

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立體公仔

mBot 機械人足球比賽緊張刺激

「巨型空氣炮」威力無窮

原來「水鋼琴」可以奏出悅耳的音樂聲

體驗 STEM 學習 進入 Coding 之旅

水耕種植體驗

鐳射切割體驗，製作立體聖誕樹

控制 Vortex 機械車射球

我們都是駕駛電批車的小車手

OSMO 編程遊戲，訓練邏輯思維

齊來嘗嘗操控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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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花 絮

學校旅行，身心舒暢

網上聖誕聯歡會，師生共享佳節

爆旋陀螺 STEM 工作坊，遊戲中學習科學原理

校本「六星級正向獎勵計劃」，鼓勵同學
積極學習，勇於參與各項比賽及服務

「戰區 90」人道探索活動，放眼世界，關懷傷困

一年級同學投入講座
我們都是朋輩調解員，致力締造和諧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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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禮

宗教活動

公教生在聖誕祈禱禮演出短劇

一年級學生利用 i-pad 認識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

在聖神修院參與教區聖誕禮儀的拍攝

兩位同學獲得教區舉辦核心價
公仔命名比賽奬項

開學祈禱禮領禱的公教生

二年級學生黎相如
在捐贈品寫上祝福語句

愛校敬師感恩卡設計比賽得奬者

師生和畫師齊繪畫新壁畫

一堂三校聖誕愛心行動

5

校友 心 聲
六年前，我孤身考入了油天。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與事，我惶惶恐恐的一步一步適
應過來。
油天優秀的老師們除了教授我不同學科知識，更引領我建立多方面的才能。這些年我
加入了管弦樂團、游泳校隊、奧數校隊，代表學校參與演出、比賽、交流，既能吸取經驗，
又能拓闊視野。校內我積極參與服務，班長、風紀、小老師、圖書館大使等，每個崗位都
能自我增值，獲益良多。其間，有幸得到老師們給予機會，在不同活動項目中擔任小司儀，
讓我更勇敢，由初入學的膽小鬼，蜕變成正向自信的人。
疫情中，第五十屆畢業典禮在一眾老師艱苦安排下舉行。我在典禮上用小提琴拉奏了
《Today》送給師生們以作告別式，曲終人散，但餘韻在心。
去年我隻身考入心儀已久的中學。雖然孤身作戰，但我不感徬徨。踏着母校為我打造
的堅穩基石，懷抱著滿滿的愛與寄望，我自覺充滿力量，迎接每項挑戰，締造美好將來。
我承諾在某年，某一天某地點，大家再聚，再見。

金蕎蓁 (2020) 現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轉眼間，小學六年的生活過去了，在學校裏的種種事情總是浮現在我的腦
海中 ......
現在的我升初一了，全新的老師、同學，甚至是語言對我來說都很陌生，
我總是能回想起在油天裏的點點滴滴。從小時候一年級，到現在初一，我很感
恩能在小學的時候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和同學，令我的小學生涯變得有趣而多姿
多彩。
在這裏，我由衷地感謝各位老師對我的悉心指導和鼓勵。祝各位身體健康，
前程似錦！

劉玥寧 (2020) 現就讀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不經不覺已從曾經傻乎乎的小孩子搖身一變成為大學生，回首一看，
從前在油天的點點滴滴卻仍然記憶猶新。走過這熟悉的校舍，舊日的回憶
一一浮現眼前。
小學的生活可謂多姿多彩，記得當年一到小息便會和三五知己一同到
操場遊玩，乒乓球、足球機已讓我們玩得不亦樂乎，聽到上課鐘聲後便會
依依不捨地與它們告別。除此以外，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亦令我十分難
忘，英語話劇組在朗誦節的佳績，童軍團野外露營，遊學團的經歷，還有
辯論隊、管弦樂團、畢業營等等也都讓我刻骨銘心，最重要的是從中結識
了一群好朋友，多年後仍能暢談舊事，足矣。
六年過去了，同學和老師的笑臉卻一直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彷彿昨天
才剛完成畢業典禮。希望師生及校友們能繼續發光發熱，在未來的某一天
重聚。油天，謝謝。

周晉希 (2014)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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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飛逝，不知不覺間已離開油天十一載了。
去年畢業後開始投身工作，對我來說，踏足社會既是新階段，亦是一
種全新體驗，但也讓我特別懷念讀書的日子，尤其是在油天那六個苦樂參
半的年頭，樂的是前三年，苦的是後三年。
初小時無憂無慮，自然天天樂呵呵；高小時為要應付升中，免不了全
家都戰戰兢兢，相信你們當中或多或少都有同感吧！
由於自己天份不高，記憶力不强，專注度也不足，為要趕上油天大隊，
高小那三年裏我切切實實的少嬉戲，多課業，那還不算苦？然而，今天回
過頭來，幸好有那三年的努力，打下了中學和大學必備的根基和必需的態
度。當然，這一切都少不了油天全體教職員的包容、支持和栽培。
最後，謹祝大家健康快樂！

魏遠名 (2010) 現職放射治療師

光陰有如白駒過隙，霎眼之間已告別油天十四
年之久，昔日師長教誨言猶在耳，前年因實習之
故換個身份重返校園，能再次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
孔，實在高興不已。
油天於我而言，不單是學習的地方，更是機會
的寶庫。回想當初小一的時候，油天讓我有機會學
習小提琴，加上音樂老師悉心栽培同學們對音樂藝
術的興趣，使我早在初中時已經決定走上音樂路，
以當音樂老師為目標，在大學裏修讀音樂教育。大
學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實習，我被安排到母校任教音
樂科，油天再次讓我找到學習的機會，這裏的老師
工作一絲不苟，即使百忙之中亦抽空與我分享教學
經驗，實在不勝感激。
如今順利畢業踏入社會，亦正式展開了教學生
涯，回首過去，母校油天成就了今天的我，師恩浩
蕩，實在無以為報，唯有竭盡所能將學識傳遞給我
的學生，承傳昔日師長之恩惠。在此謹祝各位老師
們工作順利，同學們學業有成。

蔡一言 (2007) 現職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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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主席的話
2020年，對絕大部份人來說，也是艱難的一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不
論各行各業也大受影響，學生家長老師等也叫苦連天：學生不能正常上
課，白白失去了和老師同學互動的機會，還要整天對着電腦上課；家長
一方面在家工作，另一方面處理小孩網上的課程和在網絡上交功課等
事情；老師則忙着預備網上授課，要知道這比面授教學，更加吃力！
儘管如此，我覺得我們也可苦中作樂一下，甚至「轉危為機」。
既然工作不用那麼忙，不就可以善用時間和家人多相處？既然不能到
外地旅行，不妨多親近大自然，行山遠足。香港雖小，但郊外勝景也
着實不少！限聚令期間，既然不能夠上餐館大排筵席，不如上上街市買
菜，在家中學習弄一手小菜。也有一些朋友，利用公餘時間，培養新的
興趣，或學習新的技能，這也比終日嘆氣，整天思索疫情何時結束，積極得
多吧！
校友會在疫情的影響下，不得不取消了多項活動，包括新春行大運、盆菜宴、舊生運動比賽等。但是，
疫情並沒有熄滅油天校友聯繫的火把，執筆之際，校友委員剛決定舉辦網上短片比賽，供校友和在校的師
弟妹一齊參與，目的就是為大家打打氣。誠然，疫情生活雖然困難，但是我們並不孤單，大家「手牽手，
肩並肩」，再崎嶇的路也會走完，之後便是光明大道！
校友會謹此祝願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及校友身心康泰、主愛滿溢！

主席：蔣瑤達醫生

20-22 年度校友會幹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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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蔣瑤達醫生

副主席

張敏慧女士

秘書

馬智蕾女士

司庫（財政）

蔣澍達先生

康樂

張梓烽先生
朱佩琪女士
張嘉進先生
謝達明先生

總務

冼明德先生
麥兆銘先生
梁偉華先生
鄒珮珊女士

2019-2020 年 度
項目

學
術

校際活動 及比賽成績
獎項

班別 / 姓名
6B 黎栩彤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杯」現場作文初賽
小五至六年級組 二等獎
香港教育城、香港科技大學合辦
小學組 冠軍
「Code2App 2020：躍動．身心靈—編程挑戰賽」
狀元奬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晋級賽
二等獎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Eye Level Hong Kong:Hong Kong Open Critical
銅獎
Thinking Math Challenge 2020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0
銅獎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9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銀獎
IMC 國際數學競賽聯盟 -2020IMC 國際數學競賽
銅獎
兒童 A 組—兒童畫 冠軍
2019 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 A 組—兒童畫 亞軍
第 8 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小童組—西畫 銅獎
第 9 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0
小童組—西畫 金獎
向老師致敬 2019 學生比賽
小四至小六優異獎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簡生活 @ 爽樂家庭填色創作比賽

齊心抗疫 ‧ 口罩封套設計比賽

「郊遊樂滿 FUN」填色比賽

視 第 86 屆韓國世界兒童國際繪畫比賽
覺 AM730 及 Good morning Class 主辦之繪畫比賽

4B 鄭棨晞

房協之友
賀年吉祥物設計比賽 2020
賀年揮春設計比賽 2019
環保扇設計比賽 2019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花鳥蟲魚攝影比賽
2019「拾趣」
駿發花園—雙親節創意繪畫比賽

1D 黎相如
1D 周沛譽
3C 周沛藝
5A 陳清揚
2D 羅靖琋
2A 羅鄯其
2A 羅鄯其 2D 羅靖琋
1E 徐小平
6C 盧曉彤
1A 藍梓睿
5C 王浩灃
1A 藍梓睿
1D 黃善泓
1D 黎相如
1B 鄧芷妤
4A 鍾貝加
2E 蘇梓彤
2E 阮嘉朗
5A 蔡丞譽
1E 徐小平
1A 溫匡然

大會揀選的首十名作品
首十名最多公眾投票作品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優異獎
優異獎
獎勵賞
優等獎

2019-2020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優異獎

5B 岑汭錡

少年組

優異獎

3B 梁凱寧

小學組

冠軍

4B 杜雅婷

高小組

亞軍

4B 杜雅婷

中童組

銀獎

5A 郭允言

兒童組
兒童組
季軍

亞軍
優異

4B 張子希
4B 張子希
4B 張子希

亞軍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第二名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第八名
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 第七名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第五名
男子甲組團體 第五名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 第五名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第六名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第八名
男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育

女子甲組 50 米蛙泳 第六名
女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甲組團體 第七名
女乙跳高 亞軍
女乙 60 米 第六名

舞 教育局及香港舞蹈總會合辦
蹈 第 56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女乙團體

2E 蘇梓彤

3A 王煒豪

3D 陳姵希

2E 蘇梓彤
3A 王煒豪
3D 李紫晴
4B 葉馭恩
5A 曾子晞
3C 聶子晴
3B 梁凱寧
5A 郭允言

3C 杜雅婷
5C 徐衍鋒
5C 王浩灃
5A 吳貝莎
5A 盧曦潼
3E 李懿樂 4C 李柏翹

4D 蔡安蕎

5A 郭允言

優異

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 年度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1B 黎彥朗

5B 岑汭錡

國畫組

青少年組

6C 鄭棨哲

3E 李懿樂
3C 陳梓軒 4A 黃柏然
3C 陳梓軒
4A 黃柏然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编輯委員會
美術壹等獎
藝 2019 華夏兒藝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展
術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主辦—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
灣區學生邀請賽
ICEHK International Colere Exchange (Hong Kong)
第十一屆 2020「伴我同行」國際繪畫比賽
Big Family Bee 及梵高爸爸主辦—
Happy Smile Happy Skin 填色及創作比賽
Fun Fun Arena 2019-2020「童」心打氣心意卡創作
比賽
GNET STAR. 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
2020

5A 蔡卓恆

第六名
第七名

優異

男甲 100 米 第七名
男甲 200 米 第六名
男乙 60 米 第五名

中國舞（小學）高年級組 優等獎

4B 張子希
6C 鄺沚齊
6C 鄺沚齊
6B 李俊希
6A 李丞軒
6A 李丞軒 6B 李俊希 6C 鄺沚齊
6A 李丞軒 6B 李俊希 6C 鄺沚齊
5C 徐衍鋒
5C 徐衍鋒
5B 李逴言
4A 朱弘軒 4A 譚博方 4B 陳傲舜
4C 鄭秉箎
6C 郭鈺林
6A 金蕎蓁 6A 何詠欣 6A 黃芷琳
6A 金蕎蓁 6A 何詠欣 6A 黃芷琳
5C 黎亦藍
5A 林鉦旻
5A 張綺霖 5A 林鉦旻 5A 邱可艟
5C 陳希瑜 5C 黎亦藍 5C 李美怡
5D 李悅菲 5E 王靖睎 5E 葉嘉琪
6D 王竣銚
6C 鄺沚齊
5C 徐衍鋒
4B 李文雯 4D 洪佳怡 5A 譚晞彤
5C 石益菲 5C 黃靖淇 5D 鍾穎雯
5E 葉嘉琪 6A 陳彥蓉 6A 劉玥寧
6B 黎栩彤 6B 蕭芷恩 6C 郭鈺林
6D CHEEMA TAVLEENJIT KAUR

6E 譚樂堯 6E 梁思朗
6E 譚樂堯 6E 梁思朗

4B 陳日嵐

4B 葉馭恩

6C 郭鈺林 6D 麥景婷
6C 郭鈺林 6D 麥景婷

5B 林靖潼
5C 石益菲

5B 岑汭錡
5C 黃泳嘉

5C 陳希瑜
5E 雷穎琳
6B 鮑映彤
6C 蘇珈瑩

5C 張珽雅
5E 曾婉兒
6B 江鑄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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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獨誦（詩詞—普通話）
中文獨誦（詩詞—普通話）

冠軍
亞軍

中文獨誦（詩詞—普通話）

季軍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獨誦（詩詞—粵語） 亞軍
中文獨誦（詩詞—粵語） 季軍
中文獨誦（散文—普通話） 亞軍

朗

英文獨誦

誦
2020 全港幼兒及兒童才藝大賽 Fun Fun Fun

英文獨誦 亞軍
英文獨誦 季軍
詩歌朗誦 金獎（最佳朗讀技巧獎）
故事演講 銅獎（最佳表現獎）
小學 P2 講故事 冠軍
小學 P2 英文詩詞 冠軍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2020 年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

冠軍

亞太兒童文化演藝協會—亞太兒童網上朗誦錦標賽
P2-3 普通話新詩 冠軍
2020
小學初級組（P1-2）—英語組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香港兒童朗誦公開賽

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交響樂團比賽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音
樂

2020 全港幼兒及兒童才藝大賽 Fun Fun Fun
HKCEA 第十四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 2019
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HKVMA 第十一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20 音樂比賽—香港賽區
（藝韻盃）網上視頻初賽
ROCOCO Strings Ltd 夏季音樂精英大賽
2020 亞太區青年音樂家公開賽
IYMC 台北國際青年音樂網上比賽 2020
21ST OSAKA 國際音樂比賽（香港區）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Salzburg 'Grand
Prize Virtuoso'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音樂智能之香港青少年
盃國際音樂比賽
亞洲青少年兒童音樂大獎賽 2020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卓越盃國際音樂公開賽 （香港賽區）
天藝表演藝術協會—全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童心樂坊—全港音樂公開賽 2020
Rococo 全港音樂精英大賽 2020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北京全國總評選
Hong Kong Music Talent Award 2020
Woodwind Category(Primary School Senior Class)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第十三屆全港學生公開
音樂比賽
香港豎琴藝術中心—香港音樂交流公開賽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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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七項紅人競技日

2C 譚栢淳 6A 陳映莉 6B 江鑄鱗
4B 潘柏希 6B 關雅謠
2A 蔣京諭 6C 黃庭朗
6D CHEEMA TAVLEENJIT KAUR
1B 廖羽饒
3C 聶子晴
2C 譚栢淳
4C 邱梓溱 6C 邱梓滈
6D CHEEMA TAVLEENJIT KAUR
2C 譚栢淳 2D 翁浩正 2E 蘇梓彤
1E 徐小平 3A 梁穎芯 6B 林倬匡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管弦樂團（A 團）
3A 游澤滔 3A 張子薇
4A 鍾蕙圯 4A 梁淮懿
4A 繆孜昀 4A 黃敏希
4B 鄭棨晞 4B 張子希
4B 李展宏 4B 盧倩淇
4C 周君顥 4C 黎昊陽
4C 吳傲鋒 4C 施美至
金獎
4C 余愷晴 4E 林秀穎
5A 黃鈺淇 5A 吳駿宇
5B 楊桂雄 5B 李逴言
5B 韋珮琳 5B 黃朗然
5C 吳道弦 5C 蔡卓麒
6A 黃芷琳 6A 金蕎蓁
6B 黎栩彤 6B 林倬匡
6C 程博軒 6C 廖愷晴
6E 梁思朗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
5C 何卓楠 5C 王浩灃
小學弦樂（小提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3E 陸栢賢
小學弦樂（小提琴）獨奏中級組 銅獎 5B 林蔚玲
小學弦樂（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金獎 2C 譚栢淳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初級組 銀獎 4A 楊芷澄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初級組 銅獎 2D 陳鎧晴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中級組 金獎 4C 黃啟陶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中級組 銅獎 3A 梁穎芯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高級組 銀獎 4B 鄭棨晞 6C 鄭棨哲
小學木管樂（雙簧管）獨奏初級組 銅獎 4A 繆孜昀
小學銅管樂（小號）獨奏高級組 金獎 5A 林鉦旻 5C 林敬和
小學中樂（二胡）獨奏中級組 銀獎
5C 王浩灃
小學中樂（揚琴）獨奏中級組 銀獎
3A 李博研
樂器組 銀獎（最佳演奏技巧獎）
2C 譚栢淳
圓號 P3-4 組 第一名
4B 鄧晴予
2C 譚栢淳
弦樂初級 S2B 組 冠軍
弦樂獨奏組 冠軍
2C 譚栢淳
幼兒大提琴組

冠軍

第一名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第一名

2C 譚栢淳
冠軍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2C 譚栢淳

5th prize

5B 黃朗然
冠軍

3D 呂彧菲
4A 雷柏宇
4A 余翊希
4B 關凱晴
4B 鄧晴予
4C 李柏翹
4C 曾芷晴
5A 馬欣澄
5B 陳綽軒
5B 麥語謙
5C 林敬和
6A 陳彥蓉
6B 郭嘉桓
6B 楊恩盈
6D 余俊南

2C 譚栢淳

初小組敲擊樂組爵士鼓 冠軍
爵士鼓（7-8 歲） 第一名
敲擊（小二組別） 第一名
小學初級組敲擊樂組 冠軍
爵士鼓（三至四級組） 冠軍
大提琴（五至六級組） 冠軍
大提琴（三級組） 冠軍
大提琴少兒 A 組（7-9 歲） 冠軍

大提琴五級組

3D 梁紫凝
4A 梁逸彤
4A 余知行
4B 何建臻
4B 潘力翹
4C 賴沅喬
4C 譚嘉賢
5A 林鉦旻
5A 邱可艟
5B 李 浚
5C 黎亦藍
5C 楊濠駿
6A 李丞軒
6B 羅凱筠
6D 蔡 喬

2C 譚栢淳

弦樂獨奏 P1-2 組 冠軍
ABRSM 五級組：大提琴 冠軍
弦樂初級組 冠軍
Section MMM Infant B (Cello) 金獎

大提琴小一至二組

5C 王浩灃

2C 譚栢淳

金獎
個人優異獎

1A 葉紫茹
4B 葉馭恩

個人優良獎

4C 陳芯翹

5C 王浩灃

6B 姚頌欣

6B 李俊希

3E 張皓心
4A 文賞意
4B 陳祉霖
4B 郭蕙嘉
4B 黃希文
4C 李 瑜
4C 溫滶哲
5A 吳貝莎
5B 陳嘉瑩
5B 潘立仁
5C 梁卓謙
6A 何建鋒
6B 賴俊諺
6C 鄭棨哲
6E 李翠芸

2020 年家長教育活動
活動名稱

講者

「加添正能量」聯校家長講座

余國健先生

「品茶養生」家長工作坊

秦禧俊先生

「靜心和諧粉彩」家長工作坊

歐陽慧詩姑娘

「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聯校家長工作坊

梁德輝先生
家長積極分享管教心得

疫情下，家長及學生的生活有着巨大的改
變，情緒容易處於繃緊狀態。校方與家長教師
會於 2020 年舉辦了多次家長教育課程，透過
茶藝、畫畫、桌上遊戲及講座等方式，讓家長
覺察自己的情緒，並嘗試以不同的方式舒緩壓
力及加強親子管教技巧，從而促進親子關係。
期盼在良好家校合作下，孩子及家長都能積極
面對挑戰，順利過渡逆境。
家長學習和諧粉彩的技巧

家長學習透過茶藝去紓緩情緒

家長與工作坊導師合照

家長親身體驗桌上遊戲

家長投入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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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會委員心 聲
）

C 謝耘惠家長

加、4
先生（1C 謝頌

謝建強

我很高興能加入油天家教會這個大家庭，讓我認識
到一班充滿幹勁的家長委員，亦很享受和大家一起籌備
各項活動時的投入和熱誠。今年遇上一場「世紀疫症」
的發生，雖然很多活動都大受影響，但仍看到大家都在
背後默默付出，與校方攜手合作，令我深深體會到的是
一種友愛合作的團隊精神，以及各位委員的無私奉獻，
為學校和學生服務。

劉林碧君女士（2B 劉瑋晴、4A 劉瑋柏家長 )
大家好！我好榮幸有機會加入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除了做義工
以外，更令我有機會協助學校舉辦活動。
回顧過去兩年參與家教會的會務，深感我們教職員的熱誠和對孩子
們的愛心，實在令家長的我最為感動，也感恩有一群充滿熱誠和無私奉
獻的家長們，令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創造優質校園環
境，令孩子們能在這個大家庭愉快學習和成長。

陳徐煒欣女士（3C 陳啟仁家長）
好高興能夠加入油天家教會！記
得兒時在油天上學的時候，當我看見同學
的家長有份出席油天的家教會活動時，我十分
盼望和期待自己的家長也能參加。但因父母工作
比較忙，學校裏的活動他們也不能參加。
到了我做人父母，就算我也要上班，我都會積
極參與學校的活動，陪伴孩子一起成長，原來我的
孩子都和我一樣很渴望家長能夠多參與學校的活
動。成為家教會一員，除了能夠了解學校多一些
外，還能夠拉近孩子、學校和家長的距離，幫
助學校，回饋學校。這是我們的美好回憶！

5

黃翁靖菀女士（4B 黃彥瑜家長）
很榮幸能成為油天家教會的一份子，透過與校長和老師們的接
觸，更確切地感受到他們對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愛心，尤其在新冠
疫情期間，學校為保障同學們免受感染而快速應對和貼心安排，讓作
為家長的我們安心。
不經不覺，這屆家教會的任期即將完結，衷心感謝校方和家長們
的無盡支持和無私付出，以及委員間合作無間，同心為同學們建立更
美好的學習環境。

詠迦、6A
梁烏金鳳女士（4E 梁

梁瀚傑家長）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幹同一件事是如此的美好，感謝四
年來家教會的各位，我們一起合作努力完成每一次的工作。對於我
一個對文書工作很薄弱的人來 ，兩年多家教會秘書這一職位是一個
非常大的挑戰，就像我們的孩子一樣，他們也是每天在學習新的事
物，迎接一次次新的挑戰。
通過加入家教會與學校多了很多溝通，參與了孩子好多學校的
活動，與孩子共同學習共同進步，也很感謝學校給予孩子們的愛。
「你就像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樣的比喻用在老師身上，我
真正感受到了！

周洪茵茵女士（5A 周君顥家長）
好榮幸過去幾年能夠成為家教會
委員為學校服務！見到家長義工們與學校老
師互相配合，令學校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義
工們無私的奉獻私人時間很令人感動。
我作為委員後最大的收穫是孩子看到家長不
求回報地服務，他們亦從心而發地更愛在油天學習
和服務他人。愛上學習，成就便更見卓越；服務他
人，使他們學懂如何分享愛從而滿有喜樂。作為家
長的，都期望孩子身心健康地愉快成長。
在此祝願校監、校長、老師及各人工作
愉快！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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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關愛義工隊服務點滴

協助圖書館工作

參與工作坊

參與製作網上祈禱禮短片

協助學生打防疫針

舉辦學校攤位遊戲

親子旅行

贊助感恩咭設計比賽禮物

畢業袍及畢業公仔
除了協助義工服務外，家教會亦為六年級同學訂製了畢業袍
及畢業帽，讓他們感受到完成了人生其中一個階段的重要性。我
們亦協助同學訂做畢業公仔，讓同學和家人一起分享小學畢業的
喜悅及作留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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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第 24 屆家教會副主席：劉林碧君女士（2B 劉瑋晴、4A 劉瑋柏家長）
2020 是特別的一年。由於疫情關係，學生多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校內活動較以往少，家教會亦未能安
排旅行及親子活動。雖然如此，家教會也能夠順利完成各項事務，全賴家長們的鼎力相助及學校全力支持。
現簡述如下：
協助校內事項：
• 小一班務
• 午膳及圖書館義工安排
• 協助圖書館活動
• 協助小一至小六防疫針注射
• 協助小一至小六流感疫苗注射
• 協助學生及家長購買校服
• 宗教活動
• 協助小六畢業袍度身
• 學校開放日
• 協助校內活動進行抽籤
• 牙科保健
• 各項審標
增強學生歸屬感：
家教會為小六學生訂購畢業公仔。一方面與他們分享畢業的喜悅，另一方面，希望他們在家中看到公仔
時，記得曾經是油天的學生。此外，家教會今年亦為畢業生訂製了畢業帽，讓他們拍畢業照時使用。
增強親子關係：
雖然受疫情影響，學校仍舉辦了不少家長工作坊及講座，讓他們能與時並進。
嘉許事項：
社會福利署頒發「家長義工嘉許狀」金獎
校訊及家教會會訊：
今年的刊物除了印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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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會名單
顧問

余佩琴校長

主席

陳丘玉珍女士

副主席

劉林碧君女士

梁玉華副校長

秘書

梁烏金鳳女士

胡逸熙主任

司庫

李少峰先生

何文慧主任

康樂

周洪茵茵女士

黃翁靖菀女士

黎劉慧珍女士

蘇泳歡主任

總務

陳徐煒欣女士

王徐惠霞女士

謝建強先生

林惠珍主任

增補委員

李梁鳳恩女士

黃姚玲女士

名譽委員

吳文輝先生
鄧胡淑敏女士
蔡飛民先生

倪蔡秀華女士
梁陳岩松女士
胡黃施敏女士

張雷連生女士
謝盧海玉女士
文王麗怡女士

朱周惠玲女士
朱歐淑筠女士
馮黎佩芳女士

義務核數師

謝智恩會計師

葉進升主任

區周淑賢女士
陳耀邦醫生
張英潔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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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八期會訊
地址：九龍東莞街 41 號
電話：27807311
傳真：27807313
網址：www.ymtcps.edu.hk
電郵：ycps@ymtcps.hkt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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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的話
大家好，我是第二十四屆家教會主席陳丘玉珍。
「時間過得很快」，這句老生常談的說話，我深深體會到。為家
教會服務已經有四年，我兩位兒子已經在油天畢業，幼女由初小升至
到高小。看到油天孩子一日比一日的長大，相信大家都會有同感，時
間過得很快。
這個學年，大家所面對的挑戰真是不少。學校停課，孩子們改為網上學習，對孩子學習進度和適應，相信令我們
家長曾歷過擔心或不安於如何協助孩子們裝備自己，去面對這個挑戰。
在社會運動及疫症的影響下，很多原定的家教會活動都因此而取消。不過，在能夠舉辦的活動中，我充分感受到
每位家長及委員對學校及孩子們無私的愛和付出。全因有大家對學校和對孩子們的愛，能夠正面積極面對不同的挑
戰，在油天的大家庭裏，孩子們仍能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與學校、老師和家長一起，繼續學習「力學明德．仁愛
樂群」的精神。
此外，亦非常感謝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全因你們對學校及孩子們無私的愛，成就了對我們的祝福。相
信日後會有更多的家長願意成為家長委員或班代表，縱使參選家教會委員或許要付出無比的勇氣，在過程中可
能會遇上挑戰，但只要有心，在天主的眷顧下，相信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並能夠將家教會的精神薪火相傳
下去。
最後，我代表家教會感謝校監、校長、老師及職工一直對孩子們的愛心和關懷，栽培孩子們擁
有精彩豐盛的未來。
感恩有大家。
祝大家平安，身體健康。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丘玉珍女士（4E 陳芊榆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