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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井天主教小學於 2009年創立，前身為柴灣角天主教小學上午
校。在十周年校慶的日子，我特別感恩，感謝上主在過去十年的恩賜，
祂賜給我們優秀的教職員團隊，他們以專業的精神，敬業樂業；又賜
給我們一羣天真活潑好學的小孩，他們具有良好的品格，在各學習領
域中獲得優異的成績；還賜給我們一羣愛護學校的家長，他們為學校
作出無私的奉獻，給予我們無限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感謝上主的恩賜。
雖然學校有不少優點，但我們並不敢自滿，仍會繼續努力服務區內的
學生及家長。

　　深井天主教小學的辦學宗旨是本着基督精神，致力營造和諧共融
環境，培養學生積極進取的態度，使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
六育中得到均衡的發展，建立健全人格，貢獻社羣，愛主愛人。

　　在慶祝十周年的特別日子，我對學校未來的發展，有美好的祝願。
我盼望深天的老師能夠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不單着重學生學業的成
績，還會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學生擴闊視野，發展潛能。

　　我盼望學校能提供全人教育，培養學生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令
學生的心裏充滿陽光，有自尊和自信，人生變得充實和富有力量，愛
主愛人，勇於承擔。

　　願仁慈上主祝福我們的學校，祝福我們的教職員、學生、家長，
令我們充滿智慧，平安健康，常懷喜樂！天主保佑！

                校監 
黃景聲執事

      二零二零年夏

校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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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課期間，學生需要訓練自己的自律能力。每天呆
在家裏，必須懂得善用時間；如果學生能夠把握機會，
在家中努力學習，充實自己，相信一定會較容易追上
學習的進度。盼望每一位同學都能夠謹記︰「機會」
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總括來説，這一年是深天 10周年校慶的日子，
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但亦是老師及同學們面對最
多挑戰的一年，期望天父經常在我們的身邊，保護我
們，支持我們，讓我們可以儘快恢復正常的生活，並
且能夠得到喜樂和平安。

 周偉強校長
   二零二零年夏

　　2019 年，正好是深井天主教小學創校 10 周年
的日子。藉着這個機會，很想跟大家分享一點內心
的感受。

　　四年前，我接到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的通知，在該
年的九月需要調任深井天主教小學。當年的暑假，我
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與余佩琴校長進行交接工作。
因為之前已在荃灣區工作了六年，對深天的校情已略
有認識，知道家長對學校非常支持，而大部分學生的
學習態度都很認真，所以深天學生的成績都不錯呢！

共同建設校園
　　現在，我對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已有一定程
度的認識。深天的老師都是盡心盡力地為學生服務
的，他們不斷嘗試運用最新的教學方法，務求令學生
學到最好的知識。家長義工對學校的無私奉獻更令
我非常感動，有了他們的支持，學校的多項工作都得
以順利完成，如佈置每月的主題壁報，照顧低年級學
生吃午餐，還有協助老師籌辦各項活動。本年度，10

周年校慶得以順利進行，家長義工的努力實在功不可
沒。而學生們都是活潑可愛、聰明伶俐、聽教聽話
的小朋友，在他們身上，我看見天父賜給他們的「塔
冷通」，因為只要老師們悉心地指導他們，不論是課
本的知識，或是課外的活動，學生們都能不斷地進
步。我期望他們學有所成，把所學的知識回饋社會，
為建設未來的香港作出貢獻。

面對不同挑戰
　　本學年，香港社會面對着不同的挑戰，首先是
由去年六月開始的社會事件，事件不但影響我們的日
常生活，更是對教師們的極大挑戰，因為社會的矛盾
越來越明顯，矛盾直接影響學生的價值取向，所以我
們需要為教學作出深切的反思，尋找未來的出路。不
過，作為一所天主教學校，我們有明確的辦學理念，
再加上教區強調的五個核心價值︰真理、生命、
愛德、義德及家庭，這都有助老師把正確的價值
觀灌輸給學生，以培育能夠推動社會發展的年青人。

　　踏入 2020年 1月，香港又遇到另一個極大的危
機，就是新冠肺炎肆虐，政府為了控制疫情，於是宣
佈全港學校停課。因為「停課不停學」的概念，老師
需要不斷改變教學的策略，結果令學校的電子教學迅
速發展。大家發揮團隊精神，共同製作適合學生的網
上學習材料。此外，這也是學生學習的好機會，因為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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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校監黃景聲執事（主席）、麥天賜校長（司庫）、
周偉強校長（秘書）、郭偉烈先生、
何潔珊校長、王伯基校長、宗藹雯校長、
莊璟珉博士、劉凱琪醫生

教師校董：葉冠祥副校長、林浩泉主任 

家長校董：吳華彪先生、鍾育端女士 

校友校董：凌煒鏗先生

獨立校董：郭明英修女

我們的團隊

法團校董會
（2019年 9月）

教師
　　本校教學人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教師、圖書館主任及外籍英語老師共 47人。全體教師均已接
受教育專業訓練，超過九成教師具備學士學位，三成教師具備碩士學位。此外，為求與時並進，本校制訂
了教師發展的政策，讓教師從專業的進修過程中不斷進步。

　　本校教師團隊穩定，熟悉學校及學生，羣策羣力，為校園締造了良好的學習氣氛，提供優質的教育。

（2019-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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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IT助理及牧民助理
　　相信大家對校務處的書記姐姐
及工作人員一定很熟悉吧！他們默
默耕耘，為同學們做了很多事情，
��收取各項費用、協助同學購買
書簿、辦理智能卡�。此外，同學
安坐�室內，得到 IT哥哥的幫忙，
為大家送上 iPad或手提電腦；另外，
他們還負責維持學校的電腦網絡運
作正常。相片左三的那一位是牧民
助理宏姑娘，她每天都會帶領學生
祈禱及進行心靈培育工作。有了�
們，便減輕了老師的工作壓力，令
學校的運作更暢順。

工友
　　工友每天汗如雨下，為大家清潔及修繕校園。
我們現在看到如此整潔的校園，工友的付出實在
應記一功！

支援老師
　　支援老師個個笑容可掬，他們在背後協助老師，與
老師一起製作及整理不同的教材，又與個別學生進行教
學活動，他們在背後支援着每一位教師呢！

社工及言語治療師
　　社工為學校提供全方位輔導服
務，照顧學生、家長和老師的需要；
學校亦會為個別學生提供言語治療的
服務，教授學生説話和溝通技巧。他
們都充滿愛心呢！

社工 言語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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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每年都會為
家長舉辦不同的講座、工作坊及親子旅行等。此外，家教
會更組織不同的學生小組活動，如每天早上及午息時進行的棋
藝坊，開學首兩個月特別為一年級學生而設的「歡樂天地」，每週
進行的「故事爸媽」……期望協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此外，家長義工也協助製作校園壁報，擔任午膳姨姨等，他們也籌
辦每年的「家長也敬師」活動。

　 　 學校很多大型活動也得到家長義工的協助，如中國文
化日、英語日、數學日……

　　　家教會每年均主辦兩項大型活動–親子運動會
及親子同樂嘉年華，他們動員過百名家長義工協助，
讓學生、家長及老師均樂在其中，使家校共融更
臻完美。

　 歲月如光，轉眼即逝 !
　　孩子生活中走過的點點滴滴，至今仍然清晰在
眼前。在深天十周年之時，送上祝福及盼望，代表
一段情懷，一片熱誠。只願深天校譽日隆，辦學越
辦越好，桃李越來越多。
　　我謹代表全體家教會委員向深天致以衷心的祝
賀！祝願深天前程更加錦繡輝煌！讓我們家校齊合
作，繼續手拉手，肩並肩，緊密團結，共同建立一
個「身心靈兼善」的校園，呈獻給所有同學們！ 
	 梁健業
 家教會主席

深井天主教小學
歷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錄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第一屆 陳森泉
蔡雯莉 楊梅俏 林瑞雯 劉惠芳 張雅儀 鍾育端 梁志紅
陳家兒 盧啟源 李家富 何惠儀 程燕琼 莫綺雯

第二屆 陳森泉
張雅儀 劉惠芳 何惠儀 鍾育端 阮鳳英 盧啟源 李家富
葉浩然 林正荇 黃文珊 高晏

第三屆 葉浩然
鄒德慈 周淑蓮 陳文君 阮鳳英 黃文珊 關逸寧 錢慧筠
陳家兒 黃藹怡 周可靜 何惠儀

第四屆
（首年） 盧啟源

陳家兒 梁健業 陳貝欣 陳淑兒 鍾育端 劉永業 李穎如
吳華彪 蔡潔珊 周可靜

第四屆
（次年） 盧啟源

吳華彪 梁健業 陳貝欣 陳淑兒 劉永業 李穎如 蔡潔珊
鍾育端 周可靜

第五屆
（首年） 盧啟源

吳華彪 朱天恩 陳貝欣 王禮旋 阮鳳英 李淑萍 謝銦棱
鍾育端 徐瑞琪 嚴素麗 蔡潔珊 郭子健 黃苓凱 卞月慧

第五屆
（次年） 吳華彪

鍾育端 朱天恩 王禮旋 謝銦棱 徐瑞琪 嚴素麗 蔡潔珊
阮鳳英 黃苓凱 卞月慧

第六屆 梁健業
謝銦棱 劉滙嘉 徐瑞琪 蔡潔珊 曾雅欣 余惠婷 謝詩敏
王禮旋 黃苓凱 胡珏偉 柏婷芳

家教會

家長義工帶
領學生進行

小息活動。

言語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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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TCPSAA/
校友會 email: stcpsaa@gmail.com

深井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現屆委員名單
(2018-2020)

主席：凌煒鏗  副主席：馮偉傑  副主席：魯文俊 

司庫：王耀  文書：胡永華  委員：楊志濤 

委員：郭峰妮  委員：潘宗澤 

　　校友會的成立，經歷遷校，由柴灣角天主教小
學（上午校）至深井天主教小學現址。校友會先後
由校友楊姍姍、王潤任主席，現時由校友凌煒鏗擔
任校友會主席一職。校友會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
與良師好友共聚。

　　校友會最受歡迎及最具代表性的活動，甚至算
得上是「最長青的活動」，莫過於一年一度的校友
日籃球比賽。儘管每年的校友日籃球比賽在初夏七
月舉行，參加者及觀看者都要早起參與，但仍會吸
引不少跨代校友參加，有的帶同孩子及家人親身到
場打氣，有的聯群結隊，並邀請老師出席，一同參
與或一同打氣相聚。校友們不分年齡背景，在球場
內全力以赴，公平切磋，全力發揮團隊默契；場外
不分年級組別，熱烈打氣。球場內外，氣氛熱熾，
師生共樂，整個校園充滿活力。由去年開始，同場
還有排球比賽，讓師生及校友走在一起，氣氛更熾
熱！希望在將來的每一個深天校友日，在深天的球
場內外，大家都能相識相聚！

　　除了一年一度的校友日外，我們也會不定期
舉辦不同的活動，如「深天樂聚�菜宴」和「禪
繞畫工作坊」等。如大家有興趣參與或組織其他
的活動，歡迎與我們聯絡。

　　正值遷校十周年，我們祝願母校繼續發展，
能培育更多「身心靈兼善」的師弟妹，回饋社會。

校友會

禪繞畫工作坊

校友日籃球比賽

深天樂聚盆
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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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
長廊

相離莫相忘

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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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1953 至 1979  庇護十二小學
　　本校最初由美國瑪利諾神父會於 1953年在九龍牛頭角福華村創辦，原名「庇護十二小學」，紀念當年之
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當時除開辦學校外，並附設有織造廠及製麪工場，向學生家長提供就業機會。

　　1966年，瑪利諾神父會因人手不足關係，將學校交由天主教香港教區管理。1971年，香港天主教教區委
託顯主會修女暫行代管學校。直至 1979年，因香港政府發展牛頭角區，牛頭角原校址需交回政府，另由政府
將荃灣柴灣角安賢街 2-10號新建的校舍撥給本校續辦，並改名為「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16



1979 至 2009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是一所半日制小學，本校
是上午部，自 1979 年成立至遷校共 30 年。柴
灣角天主教小學設備完善，有課室二十四間。於
1997年進行「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將原先七層
高校舍加建至八層，增設電腦室、圖書館、會議
室及學生活動中心。學校每年均進行各項不同工
程，如重鋪課室地板，加設高壓電力站及廣種不
同植物等，使學生能有更佳的學習環境。2002年，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成功申請並獲分配一所位於荃
灣深井（編號 C21）新建的校舍，上午校於 2009
年 9月遷往深井，發展成為一所全日制小學―
深井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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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前任校長余佩琴女士 (左四 )及一眾家長。

新校舉行開幕及祝聖禮，邀請得當時的教育局局長
孫明揚先生 ( 左二 ) 及天主教教育事務主教代表
黃若嫻修女 ( 左三 ) 主禮。

18

2009 開始 深井天主教小學
　　隨着時代的步伐及學校的發展需要，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上午校在 2009年遷往投
入超過―億―千萬的深井新校，成為現在
的「深井天主教小學」。學校―直以來均
重視學生靈、德丶智、體、群、美的發展，
多年來，培育出不少優秀的人材，成為社
會的棟樑，為社會作出貢獻。



遷校十周年
　　新校已運作十年了，一切上了軌道，學校正穩步發展，與社
區及家長融合，在互動中找到相互學習和砥礪的共通點，校內各
工作小組的工作已穩定下來，正漸漸探討未來發展方向的模式，
期望十年過後，各工作組在取得成果上繼續發展未來的工作。

　　最令人欣慰的，是小一收生和升中派位的表現，反映學校過
去的工作得到家長和地區人士的認同和肯定。過往的努力獲得回
饋，更鞭策我們努力地提升學校的水平。未來學校會在不同的範
疇上，嘗試推行實踐學校願景的政策，為學校在這個社區的長遠
發展建立基礎。

天主教教育的主要使命
　　以基督為整個教育事業的根基，致力介紹福音啟示的基督博愛精神和中華文化的瑰麗精粹，藉以指
導生活取向和協助青少年及學生培育智慧、修身養性、追求真理、印證價值，並發展成為崇尚人文價值、
身心與靈性健康、富同情心、履行公民責任、能獨立思考、明辨是非、有道德勇氣及自力創新的人。

我們的抱負
1. 將校園發展成一個充滿宗教氣氛的環境：致力為學生提供健康正確的人生觀、生態觀、宇宙觀，尤其
是介紹福音精神和中國文化的優點。

2. 提供豐盛的課外活動：提供各類課外活動，鼓勵學生參與，讓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及長處，幫助他們
關心同學、學校及社會，欣然對社會作出積極的貢獻。

我們的使命
　　以愛與關懷，啟動生命的真與誠，讓孩子擁有豐盛卓越的人生。

校訓──「身心靈兼善」
　　本校校訓「身心靈兼善」，旨在培育學生在生理（身）、心理（心）、靈性（靈）這三方面達致美善。

未來的展望
　　今天，我們站在學校穩固的基石上，見證着她的成長和成
就。她標誌着所有前任和現任教職員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
也是所有肆業學生奮鬥的堅持與實現。這刻，我們是一隊充滿
幹勁又合作無間的專業人員，正眾志成城，朝着實踐福音理想
進發，我們要讓孩子熱愛生命，充實自我，全面發展，造福社群。

校徽
深天校徽的故事：
　　在邀請老師及學生設計深天校徽前，創校校監
羅國輝神父提出了一項基本要求：保留柴天校徽
的一些元素，令兩校留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在這信念
下，設計時，學校選擇保留象徵光照和保守學校的十
字架和盾牌，並以彩帶繡上學校名字。另外，將深天
的縮寫「S T」鑲在十字架上，以象徵學校緊緊跟隨耶
穌基督的步伐牧養孩子。最後加上學校校訓「身心靈
兼善」，讓校徽更能傳達學校的辦學理念。

深天校徽 柴天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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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校慶感恩祭暨音樂劇
　　自 2009年 9月開始，本校由荃灣柴灣角遷往深井，至今已有十年了。為了慶
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於 2019年 12月 11日 (星期三 )假學校禮堂舉行了
十周年校慶感恩祭暨音樂劇。

  當天香港天主教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蒞臨主持感恩祭，聖母領報堂主任司
鐸麥景鴻神父共祭，本校校監黃景聲執事襄禮。我們邀請了不少嘉賓到場，
見證這個歷史時刻，包括教區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校長，還有荃灣區學校的校長
等。此外，本校的校友、家長及五、六年級學生亦有參與，場面非常熱鬧。

  在感恩祭的講道中，夏主教引用聖若望一書︰「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祂
原知道一切。」( 若一 3:20)，提醒我們要用心去愛身邊的每一個人，因為天主是
知道我們的一切事情，我們可以把一切都交託給天主。夏主教的講道言簡意賅，
令我們明白只要誠心向天主祈求，祂一定會回應我們的。此外，我們應該把天國的訊息傳給身邊的朋友，
讓更多的人認識天主。

　　感恩祭後，學校準備了一齣音樂劇《深天傳承十載情》，小演員們施展渾身解數，用心演繹劇中的每
一個角色，把深天辦學特色呈現在觀眾眼前。小演員傾力的演出，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期望在未來的
日子，更多學生能夠在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夏志誠輔理主教與麥景鴻神父共祭，校友及同學們輔祭。

十周年校慶感恩祭，夏志誠輔理主教主祭。

三任校長（左起鍾名揮校長、余佩琴
校長、周偉強校長）

十周年活動

校監黃景聲執事與周校長致送紀念
品，感謝夏主教主持校慶感恩祭。

前任校長余佩琴女士（右七）、夏志誠輔理主教（左七）、黃景聲校監（左六）、
周偉強校長（左五）與嘉賓留影。20



音樂劇
牧民助理：宏潤梅姑娘

(十周年校慶音樂劇導演及編劇 )

前言
　　2019 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學校受到社會因
素的影響，有一些外出活動需要停辦，而學校亦因
此而曾經停課，但本校師生及家長無懼困難，仍然
共同努力，終於讓深井天主教小學十周年校慶活動
順利完成。

緣起
　　十周年校慶，作為深天十年的總結，我想透過
音樂劇展示學校美好的成果，同時表現學生不同的
學習生活，各展所長；當中也想演繹出深天的師生
情誼，老師們盡心地教導學生，以達致身心靈兼善，
這亦是天主教「有教無類」的辦學精神。

《深天傳承十載情 ~ 音樂劇》

庇護十二育幼苗  幾番遷徙風雨飄
柴灣角隅鷹展翅  早午分庭躍楚翹
春風化雨傳真理  深天傳承十載情

「台上一刻鐘，台下十年功」，兩位未滿八歲的同學，憑
着對粵劇的熱情，演出有板有眼呢！

Sports Dance， 舞台呈現田徑比賽。
富有表演經驗的「手鐘隊」演奏三首樂曲。

戲中戲《天父的禮物》， 改
編自創世紀《亞當和厄娃》。

校友利文喆以聖方濟各造型詠唱天主創世的奧跡。  
演奏「非洲鼓」的同學也
要熟練台詞，一同參與戲
劇演出。

為切合校慶主題，劇中特別以 70年代的庇護十二學校校舍
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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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音樂劇創作背景
　　因着童年時學校慈祥的外籍神父和修女，令我每
次想起學校，都有一份温暖的感覺，於是在構思劇本
時，希望能帶出天主教「有教無類」的辦學精神，亦
向遠道東來的傳教士及教育前輩致敬。

　　故事是以五十年代的客家漁村為背景，劇中白神
父極力游説村民讓女孩去上學，令他們明白教育的重
要性。三個家庭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持不同的態度，
�後對孩子的前途影響深遠。

　　為帶出時代背景的脈絡，故把本校之根源—庇
護十二學校及柴灣角天主教小學成為劇情的一部分，
也略説先賢前輩的辦學艱辛。第三幕的錄像：「飛鷹
展翅」，特別邀請了周偉強校長以當年郭怡雅神父紀
念學校校長的身份，訪問柴灣角天主教小學上午校的
葉副校長（現為深天副校長）、楊 Sir（現為另一所
天主教小學的校長）及陳 Sir（現為深天副校長），
向即將遷校到深井的「柴天」取經；值得一提，當年
課後輔導的「飛鷹計劃」，成為本校老師為同學進行
課後輔導的導航。

　　此外，劇中特別用生力啤酒廠（本校正坐落舊日
的啤酒廠原址）為背景，以對照今昔改變，同時以主
人翁們的不同經歷，帶出數十年來香港的變遷和香港
人的奮鬥精神，希望觀眾能有所緬懷，令參演的同學
也明白幸福非必然。 

艱辛過程
　　本劇分為多個部分串連，戲劇部分的「演員組」
由 47人組成，其中戲中戲的粵劇部分，由兩位低
年級同學演出，他們努力不懈地排練；而剛升
讀中學的利文喆校友協助指導，同時擔任副
導演，他更多次於放學後趕回「深天」排練。
另外，為展現客家漁村風情及增加趣味性，
我也為幾位演員編寫了一些客家對白，是以
增加了他們在短時間內背對白的難度，幸虧
他們都是「醒目仔女」，演出時可算是自然
流暢呢！

　　至於以舞蹈及運動形體表演的「Sports Dance」
環節，有幸獲得專業導師郭汝鈞女士義務編排舞蹈及
設計運動形體，這環節除了有啦啦隊及呼拉圈小組
外，還有來自籃球隊、排球隊、足球隊、羽毛球隊、
乒乓球隊、花式跳繩組、跑步接力組等隊員，人數合
共 60人。

　　至於「音樂表演組」由 80多人組成，他們來
自「Sing聲天地」、中樂組、西樂組、手鐘隊、非
洲鼓小組；而「Sing聲天地」、「非洲鼓」演奏及
「STEMaker」示範的同學也要熟練台詞，一同參與
戲劇演出。

深天 STEM小博士展示「神奇空氣炮」的實力。

第一場《初心》以中國舞開場，展現農村風情。

第一場《初心》，二十多位演員一起投入演出。

疑幻似真！生力啤酒廠、70年代巴士站重
現深井街頭，工廠妹拿着紅Ａ塑膠飯壺�
車，都是深天老師們的心血成果！

主角童年已成好友，
奈何失學，各散東西。

鬼馬的 STEM小博士

22



家校合作，兩個月的奇蹟！
　　《深天傳承十載情 ~音樂劇》演出，可算是我踏
入劇壇三十年以來，其中一個甚具挑戰的大型演出。
除了演出人數多達一百六十人外，更具考驗的，是這
齣一個多小時的戲劇，只有兩個月的排練時間，因為
同學們密集的課後活動，以及前言提及的社會事件的
停課，影響所及，綵排的時數確實不足以應付此次相
等於一個職業規模的演出。

　　幸虧有校方的支持，還有各個表演小組老師的配
合，增加排練時間；周校長更曾特別駕車接送幾位主
演同學回校綵排。另一方面，能夠回校排練的同學都
很用心，珍惜綵排的機會，並互相幫助提醒「走位」，
所以在這次演出中，可見到不少同學的進步，也發現
了他們認真的一面，充分體現「深天」堅毅不拔的精
神。同時，學校為了有較佳的舞台效果，也配合未來
多媒體教學的發展，隨即決定安裝大型顯示屏，令演
出時的時空交錯感更加立體。

　　感謝家長的支持！容許我致電他們為同學們對台
詞，復課後讓同學們無間斷地在週末、週日回校排
練，追趕排練進度；義務導師郭汝鈞女士的舞蹈編排，
讓所有參與「Sports Dance」的同學都有所發揮，亦
帶起整個演出的另一個高潮；義工家長謝銦棱女士更
與鄧佩玲老師一同統籌道具及服裝，演出日亦有多位
家長及老師為百多位演員化妝換衫，令演出得以順行
進行，令幾乎不可能的演出終於成功！義工家長的
全心投入、老師們的真心付出，都令人動容！

　　家校繼續保持這份信任和合作，一定更能為
同學們的身心靈帶來進步！

　　感謝上主！六年前我在天主的帶領下，再
次進入學校工作，雖然不再是教學崗位，但以另
一種形式教導學生，加入靈性培育的牧民工作，
與他們有更深入的接觸，也圓了我的戲劇教育夢
想。此次的編、導工作可説是我三十年舞台生涯的紀
念品。感恩遇到可愛的「祢、您、妳」！

家長義工與演出同學合照

主角旭輝和德根在二十年後重逢，細訴多年來的奮鬥經歷。

劇中兩位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持不同想法，最後對孩子的前
途影響深遠。

演技的考驗，三位主角由年青演到老年。
宏姑娘很欣賞深天
小朋友的表演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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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訪問 十周年「一脈相傳」
晚宴宣傳片

一脈相傳籌備委員會及工作人員
 周偉強校長 陳寶國副校長 葉冠祥副校長 馮朗主任

朱潔微老師 鄧麗彬 郭　嬰 羅沛宜

許慶泉 黃穎婷 趙詠廉 胡永華

洪曉璇 陳惠霖 余蔚君老師 李雪穎老師

你睇佢哋玩得幾開心！

舊生家庭

當晚有很多學生出席

大家知不知道為何充
電器會有三個脈搏？

創校校長鍾名揮先生 (中 )，
校董郭偉烈先生 (左 )。  

一眾老師及舊生

一脈相傳晚宴
　　不經不覺，由柴灣角天主教小學上午校到深井天主教小學已經十周年。

　　深天遷校十周年晩宴的消息一出，很多以往的老師和舊生都踴躍報名。當晚筵開二十五席，大家有
説有笑，暢談往事，彷彿回到了從前的教室。學校亦準備了有獎問答比賽及大抽獎環節。各個年代的老
師及舊生聚首一堂，享受這一夜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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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蔡伊鈞6A 余倩甄 6B 余依璇

4A 杜泓峰 4D 羅曉楠5B 李沚姸

遷校十周年標誌創作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2C 劉芷希 3B 楊洛勤 2C 王韋弦

  為了慶祝遷校十周年，本校特別舉辦了「遷校十周年標誌創作比賽」及
「遷校十周年標語創作比賽」，讓全校同學一起感受十周年校慶的喜悦！

二、三年級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四、五年級組

六年級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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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林思叡

遷校十周年標語創作比賽

3C 李欣霖

3C 吳卓羲亞軍 3C 楊正源季軍

5B 吳卓蕎

亞軍 4A 陳思考 5A 簡卓天季軍

6B 周悦曦

6A 陳潁浠亞軍 季軍

二、三年級組

四、五年級組

六年級組

冠軍

冠軍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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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月，同學在祈禱室頌唸玫瑰經。 

「愛心午餐」，讓同學學習奉獻和愛心。 同學投入地以 action song 讚頌上主。

家長齊參與十周年校慶感恩祭。 小一滿月，家教會派紅雞蛋。

宗教音樂劇《天父的禮物》的聖方濟各、天使和小動物。

滿月了！可愛的小一生表演。

開學感恩祭

靈性培育
　　本校着重學生的靈性培育，除了日常宗教課堂上的發展，亦致力凝聚「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氛圍。每
天早上，由校長、牧民助理或公教老師以不同的形式，分享主日福音及帶領祈禱以傳揚福音外，學校同時根據
不同的節期，舉辦各種宗教活動，以培育學生的信仰，深化心靈成長，同時鞏固及深化教友學生的信仰。

全校性宗教活動
　　全校性宗教活動有開學感恩祭、聖誕祈禱禮、四旬期祈禱禮及愛心午餐、玫瑰月及聖母月獻花禮、結
業感恩祭、五周年及十周年校慶感恩祭等。

　　為使教友學生能明白彌撒的意義，了解禮儀的程序，學校會邀請並訓練教友學生在感恩祭中擔任輔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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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社會倫理

　　自 2018年度開始，以「家庭」及「愛德」為主題，
分別為小一、小二舉行靈性培育活動，包括講座、宗教戲
劇及問答遊戲，從而讓學生認識天主教的核心價值，讓學
生明白家庭是天主的恩賜，幸福的家庭全是源於愛，鼓勵
學生在家庭生活中要孝順父母，愛護兄弟姊妹。

余佩琴校長在祈禱室
教學生唸玫瑰經。 

周校長在祈禱室教學生唸玫瑰經。

地下大堂入口處的壁畫

玫瑰月，師生同獻花給聖母，求聖母
媽媽代禱。

聖母月獻花禮，同學領唱。 玫瑰月獻花禮，周校長與學生誦唸
玫瑰經。

小一學生參與天主教社會倫理活動。

宗教環境和標記

　　本校以聖經《創世紀》為藍本，於地下大堂入口處設計了大型壁畫，讓學生們認識「天主的偉大工程」，
同時亦在操場擺放了聖母像，每年玫瑰月及聖母月獻花禮，均有數十名家長與全校師生一同獻花及誦唸玫瑰經。

　　本校設有祈禱室，每天小息都會開放讓學生進內祈禱。此外，同學可在祈禱室內借閱公教刊物，欣賞錄
影帶播放等；公教生聚會、排練禮儀及宗教劇也會在祈禱室進行。每逢玫瑰月和聖母月，牧民助理都會帶領
學生誦唸玫瑰經。

　　為達到福傳的效果，雨天操場的宗教壁報每個月配以不同的
主題及禮儀年曆，定時在校園的展示版上張貼每月聖經金句、介
紹主保聖人行實、教區宗教資訊等。期望能以不同的訊息將天主
教的核心價值帶給學生和訪校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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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戲劇 
　　本校牧民和老師改編聖經和聖人生平
的故事，讓學生以戲劇及歌舞形式，在慶
節禮儀和學校德育主題活動中演出，令學
生對聖經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排練戲劇過
程中，演出學生更投入角色之中，反思聖
人行實的意義。有些學生因為有機會演出

而找到個人的價值，學習與
人相處之道，甚至改善了過
往的偏差行為。周校長和老
師們也曾粉墨登場與學生同
台演出呢！ 

一年級朝聖，參觀聖母領報堂 。

三年級朝聖，參觀聖多默宗徒堂。

二年級朝聖，參觀葛達二聖堂。

五年級朝聖，參觀玫瑰堂。

六年級參觀聖瑪加利大堂。

夏其龍神父在露德聖母堂向四年級
學生介紹聖召。

同學們積極參與宗教戲劇，更同時協助後台工作呢！ 四旬期宗教劇《回歸父家》，
改編自福音《浪子回頭》。

朝聖日
　　學校安排各級學生到不同的聖堂參
觀朝聖，讓學生加強對天主教信仰的認
識，從欣賞教堂建築藝術和聖像畫中，
學習聖人的芳表。特別安排由堂區導賞
員帶領參觀，讓學生們了解教堂的建築
美學及其背後的宗教意義，同學們都很
感興趣，踴躍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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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伯大尼到露德聖母堂：天主教傳教士的足跡」，
夏其龍神父與學生合照。

在信仰生活營中，師生同參與活動。

信仰培育活動
　　本校公教學生每年皆有遞增，截至本
年度公教學生人數為 92人。信仰小團體方
面，設有「基督小先鋒」及「宗教大使」，
並有定期聚會及出外義工探訪。

　　每年四旬期，老師帶領信仰小團體前
往長洲慈幼靜修院進行兩日一夜的「信仰
生活營」，以互動遊戲、角色扮演、祈禱、
閱讀聖經、生活經驗分享來學習主耶穌的
教訓。

　　每年學校都會舉辦親子信仰活動，曾
舉辦的活動有：「地鹽世光：鹽田梓宗教
文化生態保育之旅」、「從伯大尼到露德
聖母堂：天主教傳教士的足跡」、「參觀
李嘉堂探知館―認識青年慈父鮑思高」、
「參觀慶禮院製作室―聖瑪弟亞之旅展
覽館」等。

家長慕道班
　　為了讓未有信仰的家長認識天主教信仰以傳揚真理，本校於 2018 年開始與聖母領報堂合作舉
辦「家長慕道班」，其中三位家長將於今年（2020 年）七月中領洗。

「地鹽世光：鹽田梓宗教文化生態保育之旅」

「地鹽世光：鹽田梓宗教文化生態保
育之旅」，同學在鹽田梓學製鹽。

在信仰生活營中，劉佩微老師與學生玩信仰遊戲。

 基督小先鋒探訪老人中心，同學表演彈奏吉他。

信仰生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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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一所天主教學校，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公義、愛德、
生命和家庭）來牧養學生，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更將「持守真
理行公義		珍惜生命愛家庭」定為本校靈性及品德培育的目標，以培
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為秉承本校校訓，讓學生成為「身心靈兼善」的
好孩子、天主的好兒女，本校每月特設德育主題，透
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德公月會」、成長課、班
級經營活動、教學活動、講座等，培養學生正面及積極
的人生態度，讓學生在身心靈方面得以健康成長。

　　此外，本校會製作校園電視節目或廣播劇，安排
於午膳時段播放，讓全校學生都能獲得有關公民教育
的資訊，節目亦上載至本校 facebook專頁，供校外人
士觀看。

　　本校着重以欣賞的角度鼓勵學生培養正確的價值
觀，故此於上、下學期完結前特設「我做得到」獎勵
計劃頒獎典禮，以提升學生的自我價值觀、自尊感及
自信心。同時，本校亦參加不同的校外獎勵計劃及比
賽，讓學生積極發揮各方面的潛能。

「我做得到」獎勵計劃

學生藉着短片帶出「逆境自強，常存感恩」的
信息，榮獲 2015年度「繪出地平線⸺我是抗
逆小勇士計劃」短片創作比賽冠軍。

吳卓蕎同學及其父榮獲 2016年度「荃灣葵涌青衣區
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親子倡廉組」金獎。

德公月會

品德培育

廖翎芝同學及林莛恩同學分別榮獲 2016年度及
2017年度「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和富香
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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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輔導服務方面，配合每月主題和建立正向校園文化的方向，本校為學生安排各種類
型的活動，讓學生學習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處理事情，並了解與人相處的重要性，從而建
立正向的生活態度。

　　此外，本校為家長安排不同的主題活動，讓家長學習更多管教子女的技巧，並可在活
動中放鬆心情，舒緩身心壓力。

輔導服務

領袖
訓練日

探訪
獨居長者

秧秧大稻

兒童藝術
成長工作坊

正向品格
午息攤位

山縱
處處樂

海下歷奇
小偵探

原野烹飪
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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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閱讀
　　閱讀的好處不只是幫孩子打開一扇通往古今中
外的門，還可以打開他們的視野，使想像力不再局限
於生活經驗，還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建構無窮知
識。閱讀是本校重點發展的關鍵項目之一，本校一直
以來積極推動閱讀風氣，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

課程
跨課程閱讀

　　本校在 P.1-3推行跨課程閱讀，科目圍繞共同主
題，在課堂內介紹相關的圖書，期望學生可以從不同
領域獲取知識，並能靈活運用所學，建構新知。

故事爸媽故事特工

閱讀課

圖書課
　　本校 P.1-6均設有圖書課，由圖書館主任推介圖
書，並教導學生閱讀策略及資訊搜尋的技巧。

閱讀氛圍
早讀

　　本校設有早讀時段，全校學生一起閱讀。

閱讀大道

　　除了圖書館及課室圖書角外，學校更在操場設
有閱讀大道，放置大型書架及椅子，定期更換圖書，
再配合壁畫設計，讓學生在寧靜舒適的環境中享受
閱讀的樂趣，培養閱讀習慣。

恆常閱讀計劃

　　學校每年會推行一些全學年的閱讀計劃，例如：
親子閱讀樂無窮獎勵計劃、中文及英文網上閱讀計
劃、e悦讀學校計劃等，鼓勵學生持續閱讀，培養自
主學習的精神。

多元化之閱讀活動

　　此外，學校亦推行多元化之閱讀活動，例如：
閱讀嘉年華、好書互交換、借閱巨星、校長講故事、
故事爸媽、元宵燈謎齊鬥智、圖書推介等活動，希
望學生對閱讀產生濃厚的興趣。

圖書教學

　　中文科在 P.4-5進行圖書教學，期望培養學生閱
讀的興趣及對中國語文的熱愛。

　　英文科在 P.1-3有閱讀課，英文教師會透過圖書
教授英文知識。P.4更製作校本英文圖書，期望擴闊
學生的思維，並提升他們的英文能力。P.5-6同樣設
有英文閱讀課。

閱讀嘉年華，同學在學校書展中選購圖書。

閱讀課

　　今年學校增設一節閱讀課，讓學生有更多在校
閱讀的時間。閱讀課上，學生帶來自己喜愛的圖書，
在課堂上安靜地閱讀。同學們都很享受這段閱讀時
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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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教學是資訊科技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教師不再
單純依賴課本和手寫白板來傳授知識，而是透過電子白
板、平板電腦等設施，引導學生瀏覽各類資料以達致自
主學習的目標。

　　電子學習不受空間及時間的限制。運用網上教學平
台，教師可要求學生於課堂時上載練習，網上系統能
讓教師即時批改，學生可快速地知道結果，教師即時回
饋，學生亦可即時改正。

　　深天老師將一些教學內容拍成短片，上載學習平
台，着學生先在家中觀看，完成預習題目。翌日回到課
堂時，由於學生已經掌握基本概念，教師便可讓學生就
課題作更深入的討論，從而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老師會於不同科目、不同課題加入電子教學的元
素。老師重新設計課堂，反轉課室讓學生可以在高參
與、高展示的環境中學習。

電子學習

新里程—BYOD

　　學校會於下年 (2020-2021年度 )在四年級推行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計劃。同學將會於英文及數學課堂上使用電子自攜裝置學習；其
他科目的老師亦會於合適的課題進行電子教學。

　　「自攜裝置」不只是一個行政安排，而是基於學生進行電子學習的
需要，亦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和教學法。老師將會優化現有教案，
期望於課堂中提高師生互動，達到高參與、高展示的效果。

　　我們亦希望透過使用平板電腦學習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資訊
素養，發展他們相關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讓他們能有效和負責任地使
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平 板 電 腦 是 一 種 學 習 工 具。 透 過 安 裝 MDM(Mobile Device 
Management)程式，學生只能於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而非玩遊戲。
學校亦會為有需要的家庭申請關愛基金，讓所有學生均能使用平板電腦
上課。38



主題學習周
　　為了讓學生所學的知識融匯貫通，並利用各種
共通能力、發揮創意及團隊合作精神，學校於 2018-
2019年度舉辦主題學習周，當時的主題是「中華文
化」，各級又設不同的子題。

　　就着不同的子題，學校為部分年級安排活動及講
座，例如三年級的子題是「中華飲食」，學校安排了
龍鬆糖及糯米磁的製作示範，學生還可品嘗這些民間
小食呢！六年級的子題是「皮影戲」，學校便找來專
業團體表演皮影戲，之後學生便親自進行創作，撰寫
劇本，製作用具，最後還進行紙影戲的表演呢！

　　總括來説，學生在這一星期學得開心，玩得也
開心！

　　整個學習過程，
同學積極投入，最後
需要設計海報，向其
他級別的同學介紹自
己的作品。你看！他
們多投入！

一年級  中國傳統節日

　　學生一起合作，利用材料製作全盒及糖
果，一同感受節日的氣氛。

二年級  中國民間玩意—玩具

　　學生自製紙蜻蜓、抓子等，又玩舊日的玩具，
例如空竹，你看他們玩得多開心！

三年級  中華飲食文化

　　家長義工教導學生搓湯圓，之後學生還
可以品嘗自己製作的湯圓，你看他們吃得多
開心！學校還請來師傅示範糯米糍及龍鬚糖
的製作，學生還可試吃呢！之後，學生還會
用 movie maker 介紹中國傳統美食。

四年級  中國傳統服飾

　　學生會利用各種材料設計華
服，然後還會穿上自己設計的華
服到禮堂示範及介紹。之後，他
們還會用 scratch介紹中國不同民
族的服飾。

五年級  智能蒙古包

　　學生利用材料紮作蒙古包，然後利用 micro:bit編程來控制
蒙古包的電燈開關。

六年級  中華文藝—皮影戲

　　看到他們的投入，你真的佩
服學生的能力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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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中文科努力發展校本課程，透過共同備課、課堂研究、觀課、組織
專業發展活動等，建立完善的縱向及橫向課程，期望讓學生學得更好。中文科

活動
普普屋
　　為營造語言環境，本校特設「普普屋」，讓同學
參與多元化的趣味普通話活動，鞏固學生漢語拼音的
知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秋節猜燈謎活動
　　2019 年 9 月 12 日，
1-6年級的學生分成 3組到
操場參與中秋猜燈謎及吃
水果活動。學生猜中燈謎，
可得一個花燈，學生反應
熱烈。

農曆新年「迎新春」
　　2020年 1月 20日舉行了中國文化日。當天學生
可穿上華服回校，並參與認識中華文化的互動講座，
學生積極回答問題，氣氛歡愉。學生並於課室進行新
年活動，低年級學生除了觀看新年短片外，更製作創
意揮春；高年班學生則學習剪紙，製作別具特色的鼠
年揮春。

校園電視—「語文趣趣地」及「正字深導遊」
　　本校中文科老師和學生一同製作短片，題材包括
好書介紹、正字正音、相聲、粵語正音、成語故事、
節日和詩歌等。對參與製作的學生而言，這無疑是訓
練説話技巧和組織能力的最佳平台。對於一班「觀
眾」，這正正能夠提高學生對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

中文戲劇及集誦
　　去年，「童深劇社」成立，為對戲劇表演有興趣
的同學提供參與機會。本校希望透過戲劇活動凝聚校
內同學，加深彼此的感情，共同創造美好的回憶。「童
深劇社」曾參與「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及「香
港學校戲劇節」，獲得「最佳整體演出獎」、「傑出
劇本獎」及多個演員大獎等。

　　本校中文集誦隊每年均會參加校際朗誦節，讓學
生有參與大型比賽的機會。此活動能訓練學生朗誦技
巧，從發聲、動作、語
調、眼神各方面演繹優
秀的文學作品，提高語
文素養。

中文大使
　　本年度開放日，
本校中文大使擔任小
老師，帶領一班觀校
的幼稚園生進行有趣
的中文課活動，並向
家長及來賓介紹本校
的中文科課程。

課程
　　本校曾與教育局合作，設計了一套與讀文教學相配合的校本寫作課程。
配合讀文教學內容，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寫作小練筆及佳作範文，有效地
引導他們組織文章，以讀帶寫，從而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和閲讀量。
　　除了讓學生「學會寫」之外，本校中文科亦希望令學生「喜歡寫」，
故推行了「隨筆」、「循環週記」及「趣味寫作」等活動，在不限體裁、
內容及格式下，學生可自由抒發己見或創作屬於自己的奇幻故事，提升
寫作興趣。
　　為加強對中國文化及歷史的認識，並提升審美能力及人格修養，本
校特設校本古詩文課程。透過古詩文小冊子，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賞析詩
詞和誦唸經典文章，也為銜接中學課程而作好準備。
　　為令學生更有效學習中文，本校設計了單元小冊子，配合課本，以
預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透過閲讀策略和資優元素，讓學生更易
掌握課文內容。
　　為提升學生的閲讀興趣，四至五年級推行圖書教學，讓學生多欣賞
兒童文學作品，擴闊眼界。
　　一至三年級推行「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課文，提升學生運
用書面語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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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We aim to provide authentic and diversified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our learners. Therefore, throughout 
the year, we kept tailoring our school 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to suit their needs.

Key Stage 1 Key Stage 2
G.E.  

Reading skill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and Writing)

Fun Writing
Crafts making
Share Reading

Speaking Curriculum
Interpersonal Skills

Interview Skills
Group Discussion

Self-confident
Readers 

Short Authentic Stories
Reading Curriculum

P.4
School Based

Sherlock Homes

P.5
E-Cross Curricular 

Readers

P.6
Classics

Morning assemblies
　　Our school holds English assemblies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Each class has 
an opportunity to perform on stage so as to boost their self-confidence. Teachers co-
design the assembly with their class. The assemblies also provide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interact in English.

 
E-Learning
　　 In coherent with the schools ’  e -learning plan, the 
elements of e-learning will be emerged in primary 4 to 6 
so as to strengthe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carry out 
instant feedback. As observed in the previous year, students’ 
motivation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and they enjoyed 
learning English with e-learning materials.

(P.4A Morning Assembly)

Choral Speaking

E-learning English AmbassadorsEnglish Room

Morning Assembly

　　Our English panel dedicated ourselves in helping students fall in love with 
English. We believe that it is vital for students to have the confiden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having various interactive activities, our kids are always 
thirsting for knowled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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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博覽 2019」教學分享
　　本年度常識科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常識科跨校學習社群，與教育局常識
科課程發展處的林從敏博士，以及其他區外學校交流和合作。透過約每月一
次的會議、到校共同備課、戶外參觀等活動，優化本校的常識課程。本年度
計劃優化四年級課程，加強 STEM於課程規劃及教學評估的縱向發展，並持
續以 STEM課題讓學生進行更多的科學探究活動。

　　本年度，本校常識科老師再次獲邀出席 2019年 12月 11日舉辦的「學與
教博覽」，並以「從科學探究到 STEM 教育：學校實踐與分享」為主題，分
享本校常識科推動編程教育的策略。本校教師透過跟參加者分享課堂實踐的
經驗，展示教學的成效及多樣化的學習顯證，為同工帶來學與教的啟發及反
思，以促成教師間的切磋，從而推動專業發展。

STEM 小息教室
  常識科亦安排各級老師設計以科學小實
驗、趣味遊戲為主題的 STEM 小息活動，並安
排 STEMaker 或學生小導師教授低年級的學生
進行活動，內容包括 : 水舞間、紙蜻蜓等。

十周年開放日  常識 STEM 展示及校慶表演
  為了讓同學對 STEM 產生興趣及有相關的展示機會，在學校開放日
期間，本校安排了學生展示有關編程及產品設計比賽的作品，同學們更
設置了機關王和互動實驗等攤位，與大眾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

  另外，於創校十周年表演中，6A郭堯及 6B劉卓卉同學更參與了「神
奇空氣炮」的舞台實驗表演環節，令觀眾歎為觀止。

水舞間

常識科

紙蜻蜓

本校教師在「學與教博覽」中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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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STEMaker 曾組織或參與以下活動
　　本年度 STEMaker 曾參與 Apple Store 剪片工作坊、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19比賽、
迪士尼 STEM 體驗行及海洋公園 STEAM 學生大賽 2020，其中在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19比賽中，6A黃諾謙、6B盤兆恩及 6B陳慕謙憑「減壓勇者」奪得小學組最佳創意獎。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比賽Apple Store 剪片工作坊

迪士尼 STEM 日營

STEM 週六興趣班

2016-17 年度比賽 主辦機構 本校得獎項目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
大賽 2016-2017

香港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系 
DTSL 

「BB副被器」獲小學組全場亞軍及最具
創新設計大獎 (5A黎穎一、5A馬卓迪、
5C陸曉鋒 )

「甜心雨傘」獲小學組全場冠軍及最
具吸引力設計大獎 (5A郭奡、5B陳佳
昕、5B羅泳宜 )

STEM科學實驗教室 :
第一屆全港小學生
科學比賽

Gakken Education
日本科學教室
商務印書館

「電 : 串聯和並聯」獲得優異獎
(5A 黃卓盈、5A 徐卓楠 )

「食物 : 薑汁撞奶」獲得優異獎
(5B羅泳宜、5B 陳佳昕 )

聖文德
水火箭比賽

聖文德小學
香港理工大學

二等獎
(6A 梁勇行、6A 甘晋熹、6B 甘晋燊、
6B 黃景泰 )

Click Play短片製作
比賽及工作坊

香港道教聯會
圓玄第一中學

葵青及荃灣區冠軍
(5A郭奡、5B陳靖頤 )

小學四驅車學界比賽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小學組競速賽季軍
(5B周晉其 )

2017-18 年度比賽 主辦機構 本校得獎項目
STEM科學實驗教室 :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
大賽

Gakken Education
日本科學教室
商務印書館

全場總冠軍，更獲推薦代表香港到日
本參加交流
(4A周穎翹、4A余巧晴 )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
大賽 2017-2018

香港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系
DTSL 

「窩心舒服服」獲得穿戴科技組的亞
軍 (6A 郭奡、 6B 陳佳昕、6B 羅泳宜 )
「方便臂 (殘疾人士和帕金遜症人餵食
機械臂 )」 獲得衞生保健或復康產品組
的優異獎 (6B 周晉其、6B何梓希、6B
潘昊祥、6B廖祖喬 )

科技奧運會 STEAM 
BOAT 蒸汽船設計
比賽 2018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第四名及一等獎
(5B 方哲思、5B翁嘉鎬、5B陳嘉浚 )

全港學界四驅車
比賽 2018

香港理工大學 車身設計第二名
(6B周晉其、5A馮高瑞、5A盧梓浚、
5A陳兆仁、4A麥尚熊、4A周穎翹 )

2018-19 年度比賽 主辦機構 本校得獎項目
未來百貨公司道具
設計比賽

奧海城
OC STEM Lab

「自動收衫機」
獲小學組第三名及全城投票
大獎
(5A周穎翹、5A郭堯 )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18比賽

Samsung、AiTle 「讀寫必理懂」
(4A吳卓蕎、4B陳振民、
4B陳肇賢 )
「讀寫者聯盟」
(5B張日騫、6B張日藍、
6B陳俊熹、6A施諾謙 )
兩組均獲小學組創意大獎

Hong Kong ICT 
Awards 2019: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

HKITDA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

「讀寫必理懂」
(4A吳卓蕎、4B陳振民、
4B陳肇賢 )
「自動收衫機」
(5A周穎翹、5A郭堯 )
兩組均獲得創新優異獎

棉紡會水底機械人
比賽 2019

棉紡會 全場冠軍
(5C黃柏鈞、5D潘建宏、
5C梁寓晴、5A馬冠聰 )

沙田培英 STEM日營 沙田培英中學 冠軍
(5A葉沛桁、5A黃諾謙、
5B郭庭彰、5B陳慕謙、
5B劉卓卉 )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
大賽 2018-19

香港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系
DTSL 

「Power Rangers UV Gloves」
獲穿戴科技組優異獎
(5A林穎琦、5A高芷晴 )

2019-20 年度比賽 主辦機構 本校得獎項目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19 

Samsung、AiTle 「減壓勇者」獲得小學組
最佳創意獎
6B陳慕謙、6B盤兆恩、
6A黃諾謙

STEM 佳績
　　多年來，老師帶領學生參與不同的 STEM工作坊及比賽，希望同學能擴闊視野，增進知識，放眼未來。同
學亦幸運地能在多個比賽中奪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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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大使
　　為提高同學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及培養學生的使
命感，數學科從三至六年級中挑選部分學生擔任數
學大使一職，協助老師舉辦小息攤位、數學活動和
校內數學比賽等。曾擔任數學大使的學生都表示享
受擔任此職責，亦能有效地運用自己的數學知識幫
助同學，提高對數學的興趣，獲益良多。

校園電視 – 「數學者聯盟」　　

　　數學科於 2018年開始拍攝校園電視節目「數學者聯
盟」，與學生一同製作短片，以富趣味性的形式與其他同
學分享數學知識。參與拍攝的學生都能透過製作不同的節
目發揮創意，展現所長。收看節目的學生既能學習數學知
識，又能提高對數學的興趣，看得津津有味。

小息攤位活動
　　數學科於 2018 年開始進行小息攤位活動。
活動中，同學們需動動腦筋，化解數學大使所設
下之數學難題。同學們踴躍參與活動，勇於接受
數學大使們的挑戰，逐一解開他們所設下之數學
難題，並獲得小禮物，滿載而歸！

校內 Rummikub 比賽
　　本校於 2018年開始舉辦校內
「Rummikub比賽」，藉着充滿
趣味的魔力橋數學棋，培養學生
對數學的興趣，並加強他們對數
字的敏感度與邏輯推理能力。此
外，除參賽者外，部分學生更擔任
比賽工作人員，負責評判及計分等工

作，協助老師
舉辦比賽。不
論是參賽者或
工作人員，學
生們都積極參
與，反應非常
熱烈。

奧數精英隊
　　本校注重發展學生的數學
才能，故設立奧數精英隊，為
深天的數學尖子進行正規課堂
以外的特別訓練，訓練內容主要
包括速算技巧及解難活動等。多年
來，奧數精英隊在校外參與各項大型比賽，如全
港小學數學挑戰賽、華夏盃等，屢獲殊榮，成績
令人滿意。其中，曾宇軒同學於 2018年遠赴北京，
參與「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最後勇奪個人獎
金獎，成績斐然。

「數學棋才」及「數獨小組」
　　自 2018年，本科於週五興趣活動時段舉辦
「數學棋才」及「數獨小組」。小組特加入魔力橋、
T字板、數獨等遊戲，以提高同學對數學學習之興
趣，從而提升他們的數學思維能力。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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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為培育學生的創意及運算思維，本校電腦科加入教授創意編程，例
如 Micro:Bit、M-Bot、Scratch、App Inventor等。

賽馬會運算思維計劃
　　本校電腦科於 2017年參與了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香港教育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及香港賽馬會合辦的賽馬會運算思維計劃，本年度已進入此計劃的第
三階段。本計劃旨在訓練同學的電腦運算思維，並透過尋找問題、思考、討論、
製作程式、反思的解難過程，逐步引導同學編寫應用程式，以解決現實生活上
的難題。由同學編寫的程式包羅萬有，包括了自製鋼琴、英文及數學學習遊戲、
香港旅遊地圖等，兼具實用性及創意性。

STEM 及編程
　　為配合 STEM發展，本校於 2019年翻新了電腦室，改建成 STEM多元活動
室，讓學生有更大的空間進行不同的 STEM活動。
　　除程式編寫外，本校近年多次舉辦了初小編程活動及編程分享活動，由高
年級同學擔任電腦室大使，教導低年級同學玩編程遊戲及分享自己所編寫的作
品，寓教於樂，期望讓低年級同學對編程產生興趣及認識編程的基本概念。
　　除校內活動外，本校近年亦參與了多項校外 STEM活動，並屢獲殊榮；其
中在本學年由 Samsung主辦的 Solve for tomorrow 2019比賽中，本校六年級學
生所製作的作品「減壓勇者」，獲得了小學組最佳創意獎。
　　本校期望在將來能繼續培養學生在創作和編程方面的興趣，以配合未來
STEM方面的發展及提升學生的創意及解難能力。

電腦科

高年級同學向低年級同學分享自己編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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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文化探究活動
　　為了讓學生對深井區的文化習俗有更深入的認識，視藝科近年致力在視藝課程
的設計和規劃上，加入富本區特色的文化探究及專題學習活動，如深康路的導賞、
學生視藝作品展覽及村內的名人專訪等。五年級「舞龍巡遊」的課題，科組邀請深
井潮州福利會主席為學生講解深井村的歷史及進行舞獅示範。六年級「茶文化」課
題則邀請了深井奶茶王鄭汝雄先生，即席示範宋朝點茶技巧及唱誦茶歌，讓學生體
驗及深入認識中國的傳統習俗及文化。

校園美化工程
　　為慶祝遷校十周年，本校進行了一系列校園美化
工程，包括正門手繪樓梯畫及操場十周年壁畫；視
藝科組亦邀請本校師生在藝術家的帶領下進行壁畫創
作，並把海豚及青馬大橋等元素融入畫中。

　　除此之外，地下校務處至雨天操場範圍亦完成了
藝術長廊美化工程，主題為「容孩近我」，讓我校的
學生們都能一起到耶穌大哥哥跟前學習。

午間藝術欣賞
　　視藝科每年均
會舉辦「午間藝術
欣賞」活動，邀請
不同的藝術家為學
生進行導賞及創作
示範活動；同時學
生亦可利用午膳時
間，於課室進行藝
術欣賞活動。

藝術家駐校活動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特別邀請著名書法及水墨畫
家車運雄先生，為本校舉辦一系列的藝術家駐校活
動。車老師特別為三年級學生設計每班各三週的水
墨課程，並在課堂上親自指導學生進行水墨創作。
學校更於十周年慶典期間展示學生佳作。

十周年開放日
　　2019-2020 年度為
本校遷校十周年，視
藝科組特別舉辦多場
視藝學生作品展，校
園藝術大使於開放日
當天特別擔任藝術導賞
員，為來賓介紹本校視
藝比賽的得獎作品及學
生課堂佳作。

　　除此之外，藝術大使亦
設立手工藝工作坊，教導來
賓製作 DIY紙袋。

深井導賞團 五年級課題「舞龍巡遊」

操場十周年壁畫

五年級聯課講座

藝術
教育

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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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舞台上的表演經驗
　　為了培養學生的表演經驗，提升自信心，音樂科
舉行了一系列表演活動，如午間音樂會、普通話歌唱
表演、鼓擊樂器合奏、勵志歌曲表演、深天一叮歌唱
比賽等，讓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上台表演，一展所
長，感受由觀眾的掌聲和喝彩聲所帶來的滿足感，讓
學生能夠享受表演的樂趣。

校園音樂節目的發展
　　音樂科為學生提供課程以外的知識建構，設立了
《午間音樂樂悠揚》的廣播，節目中會介紹一些課外
音樂知識。近年科組更將廣播節目發展成校園電視台
的節目，以學生熟悉的卡通角色，加入戲劇，講解音
樂知識，內容包括：古典音樂家介紹、近代音樂人介
紹、民族樂器介紹等，節目當中還加插了有獎問答遊
戲，讓學生除了吸收知識外，更能透過參與問答活動
增加投入感。

音樂科

音樂校隊
　　本校的音樂校隊包
括手鐘隊、Sing 聲天
地合唱團、中樂組、西
樂組和非洲鼓小組。透
過校內外的不同音樂表
演及活動，讓學生得到
愉快和有價值的音樂經
驗，使學生視音樂為生
活的一部分，並追求從
音樂而帶來的滿足。在 2019年 12月，音樂科五個
校隊更以音樂劇的形式參與了遷校十周年音樂劇表
演，對同學們來説，這是一種新的嘗試。

校園文化日計劃
　　為了讓學生對不同類型的音樂表演有更深入的認
識，音樂科組近年安排學生外出欣賞一些專業團體的
表演，如八和會館的粵劇欣賞、康文署的中西樂團表
演等。其中五、六年級學
生在粵劇欣賞的活動中，
體驗了粵劇的化妝和武打
兩個範疇。透過活動，學
生對粵劇的四大元素有更
深入的認識。而中西樂的
欣賞，為學生帶來了視覺
及聽覺上的新體驗。

十周年開放日
　　2019年迎來學校遷校十周年，學校舉辦了一系
列的表演慶祝活動。其中，音樂科的各興趣小組參加
了 9月 21日的開放日表演，當中表演的形式豐富多
彩。音樂大使表演組的成員在禮堂的開幕表演中擔任
小司儀，用風趣幽默的台詞將手鐘隊和「Sing聲天
地」合唱表演串聯在一起，使整個演出更流暢及有趣
味。除了禮堂表演外，中西樂器班成員和「深天一叮」
歌唱比賽的得獎者組成了室外的三個表演隊，同學們
以新穎獨特的表演形式展示他們的才藝，和觀眾近距
離互動，獲得了陣陣掌聲，小演員們也很享受表演的
過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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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比賽
　　此外，體育科每年均會為學生安排班際比賽，讓
學生有機會將課堂所學實踐於比賽中。每次比賽，學
生都積極參與，氣氛熱烈。

「家校童喜動」
　　體育科自 17-18年度起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合辦的賽馬會

體育科

小息活動
　　自深天開校起，體育科於小息時段開放跑步區、
跳繩區和呼拉圈區域，為學生提供參與體育活動的機
會，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

全校早操
　　自 14-15年度開始，體育科引入校本早操，每星
期一次於早會時段全校進行，讓學生舒展身心，培
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體育科亦不定期於學校
舉行運動講座，讓學生認識運動與健康的關係，並提
升運動的安全意識。於講座完結後，學校亦會安排擺
放相關的運動展板，讓學生於講座後能進一步鞏固他
們的運動與健康知識。去年科組更邀請香港傷健羽毛
球隊代表陳浩源先生到校為 4-6年級同學進行運動講
座，以自身經歷向學生帶出堅毅的精神。

「家校童喜動」計劃，計劃的目的是透過家校合作及
利用電子科技產品，鼓勵及指導未達標的學生進行體
育活動，提高學生的運動意識，從而建立活躍的健康
生活。此計劃讓學生有機會於週五的興趣活動時段參
與免費的活動班，讓學生於校內有更多機會參與和運
動有關的活動。上年度，本校與賽馬會「家校童喜動」
計劃合辦「童喜動聯校同樂日」，讓同學與家人共同
享受體育活動帶來的喜樂。是次同樂日共邀請了十多
間參與計劃的友校到校參與活動，總參與人數達二千
多人。本校部分家長及童喜動大使更於當天回校擔任
義工，協助主持攤位活動。本年度「家校童喜動」計
劃更為本校安排了免費的家長活動班，家長亦非常投
入於活動當中。稍後亦將有免費的親子活動班，讓本
校的家長及學生參與。

體育科班際比賽    

本年度校隊訓練�

校隊訓練營
　　體育科於 14-15年度起，為校隊成員安排校隊訓
練營，藉訓練營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增強對學
校的歸屬感。本年度，科組為籃球隊、足球隊及排球
隊成員舉辦了為期三日兩夜的校隊訓練營。於訓練營
中，學生除了進行專項訓練外，亦透過不同的活動學
習團隊合作精神。經過三日兩夜的訓練營後，校隊成
員的凝聚力有顯著的提升。

「童喜動聯校同樂日」啟動禮48



校隊佳績
　　深天開校初期，本校只設有男子籃球隊、田徑隊、
游泳隊、男子及女子乒乓球隊。經過十年的發展，本校
的校隊已發展得十分全面，現設有男子及女子籃球隊、
男子足球隊（包括幼苗足球組）、男子及女
子排球隊、田徑隊、游泳隊、男子及女
子乒乓球隊、男子及女子羽毛球隊。

　　本校校隊於校外比賽中一直有
不錯的表現，在荃灣區小學校際比
賽方面，籃球隊及排球隊表現尤其
出色。本校男子及女子籃球隊在荃
灣區學界籃球比賽中一直是四強勁
旅，女子隊曾於 16-17年度奪得冠
軍；男子籃球隊更自 13-14年度起，
三度奪得冠軍。

　　男子及女子排球隊自 15-16年開始參賽，
亦有出色表現，其中女子排球隊曾於 16-17年度奪得荃
灣區學界排球比賽冠軍。

　　除了荃灣區的校際比賽外，本校校隊在教區主辦的
比賽中亦有理想成績。本校男子足球隊分別於 15-16年
度及 17-18年度「天主教香港教區小學－主教盃足球
邀請賽」中獲得校長盃季軍，而於 18-19年度更獲得主
教盃季軍。

　　另外，本校田徑隊女子甲組成員參加香港天主
教教區學校聯會 ( 小學組 ) 第 18 屆聯校運動會，
於五十五間教區學校中脱穎而出，獲得女子高級組
4×100米接力賽冠軍，更獲得女子高級組全場總冠軍。

　　全港比賽方面，本校 10-11年度
畢業生 6B陳潤東於全港小學區際田
徑比賽中，代表荃灣區獲得男子甲組
100米冠軍。同年，陳同學參與香港
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小學組 )第 15
屆聯校運動會，獲得男子高級組 100
米冠軍，更刷新大會紀錄，紀錄至今
仍未有運動員能打破。另外，本校
16-17年度畢業生 6D鄔潁浠同學亦
於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中，代表荃
灣區獲得女子甲組跳高冠軍。

　　科組一直積極為校隊成員提供參與校外比賽的機
會，希望學生能實踐所學，亦能從比賽中培養堅毅精神。
學校期望所有深天運動員都能帶着深天體育的精神－
「深不可測　志比天高」，面對各種困難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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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學生活動

　　本校為使學生在靈、德、智、體、羣、美六育上得到均衡成長，所以在學生活動上積極發展學生各方面的
興趣。學校利用課後及週末時間提供不同的訓練和活動，期望能豐富學生的生活；更藉着成立不同的小團體，
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及發揮個人才能。此外，學校會為在朗誦、音樂、舞蹈、體育、美術、常識、編程、STEM
等範疇有興趣、有潛質的學生提供專項訓練，安排表演及參賽機會，推動學生參與校外的學藝活動，讓學生互
相觀摩及交流，擴闊視野，融入社會。

本校現有的小團體、校隊及興趣班
小團體 校隊 興趣班

基督小先鋒 
童軍
公益少年團
少年警訊

中文集誦
英文集誦
童深劇社 
英語戲劇
奧數精英隊
數學棋才
STEMaker
解難小新星
視藝培訓
中樂組
西樂組 
Sing聲天地 
手鐘隊 
田徑隊
游泳隊
籃球隊
足球隊
幼苗足球組 
排球隊
羽毛球隊
乒乓球隊
活力舞士

中文：中文硬筆及毛筆書法班、辯論班

英文：英語戲劇、英語班

視藝：國畫班

常識：科學小博士

音樂：中樂班、管弦樂班、敲擊班、非洲鼓班

體育：游泳班、籃球班、乒乓球班、羽毛球班、

　　　花式跳繩班、跆拳道班

其他：圍棋班、模型製作班、機械編程班

英語戲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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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逢星期五最後兩節會進行「興趣活動課」，
學生在這個時段，會按所編配的組別參與不同類型的
活動。1-3年級主要以循環小組的形式進行活動，全年
會分為四個循環，每個循環約 5至 6節。4-6年級則以
興趣小組的形式進行，學生被編配到一個組別後便會
參與一整個學期，直至下一個學期才轉組。固定組的
同學將會全年參與訓練，不會參與循環組或興趣小組
的活動。

　　周五興趣活動的固定組包括：基督小先鋒、童軍、
英語戲劇、中樂、管弦樂、活力舞士、手鐘、故事特工、
「我的小管家」小組、喜伴同行小組 (上學期 ) /社交
小組 (下學期 )、「悦」讀訓練小組 (上學期 ) /「識字
智叻星」小組 (下學期 )、STEMaker、機械人編程、童
深劇社、數學棋才、辯論及產品設計編程。

　　本校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多元化的學習活動，除老師帶隊及訓練之校隊外，學校與家長教師會合辦之訓
練班共 60項，除平日課後訓練外，大多安排於周六進行。活動包括花式跳繩班、水墨畫班、科學小博士、
硬筆及毛筆書法班、長笛班、圍棋班、跆拳道班等。全校同學，有參與課外活動的佔全校人數 80% 以上。
每到周六，同學們都興奮地，帶着輕鬆愉快的心情，回校享受自己選擇的興趣活動班。

周六課外活動

周五興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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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

公益少年團和環保先鋒
　　公益少年團在社區發揮關懷和服務的精神，他們
會探訪老人院， 與長者玩遊戲和送禮物。團員還參與
Amazingteens領袖訓練計劃， 培養領袖的特質。

　　「環保先鋒」參與清潔日和廢紙回收行動，同學積極回
收課室廢紙。此外，這兩年學校也推行水耕種植物，同學們
都開心種植水耕菜，收穫不錯呢！同學亦參觀了西灣區生
態，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並且下田耕種，體會農夫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的辛勞。

參觀西灣區生態，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 同學出盡氣力下田耕種。 同學積極回收課室廢紙， 
做個環保小先鋒。

公益少年團參加領袖訓練。

開心種植水耕菜。

　　本校童軍為荃灣 31旅，成立於 1980年 10月 27日。2009年起，由深井天主教小學作主辦單位。除幼童
軍訓練外，主要為學校的活動提供服務及參與環保團體的活動。近年在校友的協助下，多次參與歷奇活動，
獲得寶貴的經驗。

童  軍

原野烹飪 環保行

疊箱活動 童軍比賽 紥作活動

露營

飛索活動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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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每年均會為應屆畢業生舉
辦三日兩夜的教育營，目的是透過
群體生活，讓學生建立團體精神，
及讓學生能在離開母校前留下難忘
的回憶。在教育營內，學生除了參
與營地的活動，如黑夜追蹤、羅馬
炮架等外，還會為畢業禮的表演節
目作準備。

　　經過三日兩夜的群體生活，同學們對彼此的認識加深了，大家變得更團
結，更有默契。

運動會
　　我校每年所舉辦的運動會，可算別樹一格，因為家長義工多達百多人，他們在老師的領導下，於運動
場的不同角落協助學生進行比賽。家長除了當義工外，還可以參與男 / 女子 60米或 100米比賽。

　　為何需要這麼多家長義工呢？原因是我們「全民皆兵」，所有同學都是運動員，都會走到運動場上
進行活動。一般學校的運動會，都只會選擇優秀的運動員參賽，以揀選精英為
目的。我們卻跳出這固有的框框，讓每一個學生都感受一下作為運動員的經
歷。除了班際比賽外，所有學生均可參與一項個人比賽項目 (跑步、投擲或跳
遠 )。同學們在賽場上奔馳，又會於運動會頒獎禮前，與家長一同走到跑道上，
在歌聲伴隨下，繞場漫步一周。

　　整個運動會氣氛熱烈，啦啦隊的歡呼聲，同學們的喝彩聲、掌聲此起彼落，
每年都能看見家長與學生們的笑臉，真的全面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

六年級教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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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2012-2013年度開始為五年級同學舉
辦遊學團，至今已踏入第 8年。本校舉辦遊學團
的目的是讓學生有機會走出香港，到其他地區體
驗當地的文化及與當地的學生互相交流。

　　本校學生曾到訪台北、首爾、台中、新加坡、
東京、沖繩及京都 (19-20年度鹿兒島遊學團因應
疫情將延期至 20-21年度舉行 )，學習主題大多以
環保、生態及文化為主，學生更會參與一些當地
的文化體驗及與當地小學生進行交流。遊學團除
了讓學生擴闊視野外，當中的一些學習活動更讓
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 12-13年度的台北遊
學團，同學們入住牧場，當中更體驗擠牛奶，同
學們既緊張又期待；15-16年度的新加坡遊學團，
同學們在深夜到訪夜間動物園，所有人坐在沒有
窗的遊覽車上，與草原上的動物有着前所未有的
近距離接觸；17-18年度的沖繩遊學團，同學們
參與了沖繩的傳統工藝「吹玻璃」，返回香港後
更收到自己的製成品。同學們接過製成品時都表
現得珍而重之，可見這份手作對他們的意義有多
重呢！去年的京都關西遊學團，同學們到當地
農民家庭寄宿，體驗當地簡樸的農民生活及嘗試
與日本人相處。雖然只是相處了一個晚上，但同
學們與農泊主人分別時都表現得依依不捨，期待
將來有機會與農泊主人再會面。

　　本校會繼續為同學舉辦不同主題的遊學團，
讓同學除了有正規的課堂學習外，還有機會參與
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獲得不同的體驗。

遊學團

台北遊學團

新加坡遊學團

日本沖繩遊學團

京都關西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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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周卓萬　鄭瑋琛　呂澤賢　翁嘉銳　黃栢謙　王樂天　蘇俊霖　曾穎煬　吳璟霖　陳曉洋
中排左起：黃予詩　陳俞廷　楊語晴　謝傲兒　陳安妮　曹心悅　林逸嵐　林潁悠　顧海寧　關伊淨　傅承琳　邢斯亮
前排左起：黃樂維　江明軒　李彥麟　楊承浠　陳暐博　黃美儀老師 許芷榣　張海嵐　何天嵐　吳卓珈　梁樂兒

後排左起：李林炘　陳思羽　陳俞佟　林芷如　阮如玉　郭婧姸　黃俊朗　尹柏言　鍾曜政　湛景嵐　李浩軒
中排左起：林浠藍　楊蘊蒨　林依彤　黃嘉怡　丘樂悠　陳　程　屈焯穎　陳俊霖　廖栢揚　游子樂　洪卓嵐
前排左起：鄭嘉祺　譚詠心　黃子柔　呂向晴　張雅善　雷雪儀老師 譚晉琋　陳柏峰　鄭奕泓　林諾謙　鄭子譽

1A

1B

2019-2020 年度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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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蔡浩儁　黃靖洋　陳俊熹　宣浩雲　袁瑋瞳　戴盈盈　林希瑜　馮穎琛　楊晞琳　梁子希　謝睿芯
中排左起：鄭鈞浩　葉凱揚　劉清楠　謝洋明　鄒亦禮　葉倩諭　錢佑嘉　杜沛瑩　鄧珈晴　馮嘉朎　林穎迦
前排左起：李梓樂　林品安　陳凱朗　李泓正　朱焯陞　陳凱恩老師　侯楒桭　何姿穎　蔡鈞宜　黎苗穰　吳依霖

後排左起：文駿熹　符慶龍　蕭希彥　俞承峰　李卓熙　關俊林　張子禮　王叡圖　吳煒程　陳梓希
中排左起：胡喜兒　錢雪嫣　詹雅淳　程小芳　戴亦彤　陳詠彤　方予喬　林珀瑜　蔡愷桐　陳思維　郭倩嘉　陳映宜
前排左起：陳日朗　翁子卓　歐宇軒　曾梓鉻　何嘉翀　胡凱彤老師　林鈺曦　張俐雅　卓梓源　周穎姸　葉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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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鄭悅晴　黃可愉　周卓穎　朱映澄　莊嘉熙　葉希樂　陳景睿　梁梓為　馮焯楠　王樂雅　黃紫晴
中排左起：羅焯琳　温思晴　張晞妍　黎芊穎　黃映潼　伍紀瑤　伯沐言　胡凱珵　蘇渭芝　唐睿伽　陳凱翹
前排左起：何嘉烽　簡知行　吳子謙　張俊諾　黃斯愷　劉玉霞老師　李智淙　梁柏翹　饒傲風　湯瓘翀　連柏翹

後排左起：譚皓頤  楊穎妍  卓若琳  張心媱  黎芍瑤  李泳儀  羅紫詠  洪梓曦  梁鈺祈  張珮琳  鄭淳禧  江晨渝  李芊提
中排左起：鄭景清  侯晉騫  梁瀚升  藍震謙  曾憲樂  黎昊曦  林頌恒  鄭健珵  梁家晉
前排左起：劉柏彤  陳卓琳  周蒨妤  李心喬  陳芷芝		劉家熾老師　文振毅  張天羽  鄭永濤  鍾子晉  馬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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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霍釺瑤　陳筱喬　王��　徐僖雯　程小萍　李梓孝　陳津逸　張溢鋒　黃可儀　曾耀霆
中排左起：劉芷希　張凱晴　沈湝瑤　譚雅瑜　王芷穎　蔡依穎　曾開琛　霍紫洛　何浠彤　劉欣琪　李承謙
前排左起：吳柏橋　陳梓謙　梁學遵　倪釨政　何栢睿　張煥儀老師　霍泓臻　王韋弦　翟焯鏗　劉信希　張曉耀

後排左起：李沅恩　李曉彤　郭凱楠　陳沛菲　王熙菻　倪梓涵　吳晧暉　陳柏熹　盧子謙　李果桂　傅蔚嵐
中排左起：鄭湣芝　梁梓瑶　楊貝兒　翁嘉遙　麥莉盈　杜泓峻　羅振謙　周頌書　王皓正　賴卓希　黎愷旻
前排左起：趙文謙　呂柏熹　呂寶欣　陳倩婷　郭千曈　梁儉心老師　冼彥彤　黃以諾　李鎧天　楊廸森　陳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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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蔡承佑　黃浩恩　馬頌衡　劉熙泓　曾梓添　黃亦然　陳昉遙　周靖珈　區海婷　鄺靖茹
中排左起：蔡灝鉦　郭忞帥　丘諾行　陳晉賢　李穎瞳　劉穎霖　廖穎琳　何敏榛　李盈萱　陳顯名　鄧淳一（缺席）
前排左起：余俊晞　張文淮　游子朗　林浚凱　吳彥禮　朱虹穎老師　黎倩僮　卓　琳　李祉澄　李郗漩　何紀衛

後排左起：陳栩然　劉子淇　葉凱欣　鄧雅文　霍釺彤　張可孜　吳泳希　林祉澄　方予思　梁晞晴
中排左起：譚一心　楊絡然　梁智樂　楊思遠　張顥譯　周繼豪　利文皓　邱日朗　吳諾遙　劉珀謙　陳羽翹（缺席）
前排左起：胡睎雯　黃　唯　張儁翹　鄭倚芯　羅浩銘　余慧文老師　鄭仲賢　温駿宇　楊洛勤　湯婧彤　李珮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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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梁棨彥　鄧哲朗　屈駿穎　區丞晉　鍾柏軒　陳靖嵐　余世晞　梁梓鐫　傅智勤　孫一喬　羅竣希
中排左起：陳敬霖　��浩　楊正源　張樂兒　李欣霖　黎希琳　劉欣婷　陳光澄　林浠諾　吳卓羲
前排左起：張皓堯　梁雅珏　胡凱程　黃曦穎　梁善珏　常冀方老師 劉婥彥　梁穎雅　文淽潁　黃靖琋　許佩慈

後排左起：阮可兒　朱愫艿　郭倩瑜　馮諾姿　梁羽晴　劉梓希　林樂弦　蘇凱俊　黃穎陽　麥尚哲（缺席）
中排左起：鄺梓泳　洪梓寧　伍紀樺　冼子茹　王穎琳　吳冠霖　蔡肇峻　黃柏羲　黃煒浩　寧泊然　王　愷
前排左起：鄭雅瀠　何穎霖　林巧瑤　何雨晴　冼晞彤　蔡曼君老師　黎子謙　連崇智　易振鵬　林浩堅　徐梓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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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余兆朗　廖祖堯　馮兆鋒　彭浚希　石曉澄　王悅澄　何穎斯　陳芯妍　劉芷澄　胡凱嵐
中排左起：劉韋柏　陳智禧　黃浩軒　衛子睿　周頌曦　李鎧宜　麥允之　陳思考　招子茵　陳紫妍
前排左起：梁男樂　黃任賢　姚文瀚　黃穎康　杜泓峰　余蔚君老師　梁芷瑜　呂孝慈　馮穎翹　洪珮瑤　胡雯鍹

後排左起：呂俊樂　王卓�　黃樂揚　余溥浠　譚民譜　梁梓庭　周采妍　林靖桐　盧梓彤　戴愷彤（缺席）
中排左起：郭靖衡　何浩鋒　何君翹　林殷樂　卜浩言　郭曉澄　李芷穎　劉熙怡　林子晴　區潔盈
前排左起：郭柏煜　黃皓駿　吳珞熙　梁展瑋　張梓謙　陳曉婷老師　陳芷妍　郭　枬　王樂晞　黃梓淇　李穎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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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余兆朗　廖祖堯　馮兆鋒　彭浚希　石曉澄　王悅澄　何穎斯　陳芯妍　劉芷澄　胡凱嵐
中排左起：劉韋柏　陳智禧　黃浩軒　衛子睿　周頌曦　李鎧宜　麥允之　陳思考　招子茵　陳紫妍
前排左起：梁男樂　黃任賢　姚文瀚　黃穎康　杜泓峰　余蔚君老師　梁芷瑜　呂孝慈　馮穎翹　洪珮瑤　胡雯鍹

後排左起：陳晞兒　關梓茵　姚朗翹　黃卓謙　黃峻希　李文浩　阮智新
中排左起：姚雅文　郭康慧　林祉潼　李子希　葉俊亨　陳肇顓　張廷匡
前排左起：吳卓恩　容芷悠　吳美璇　歐陽月霞老師　簡皓霖　馬志樂　何梓樂

後排左起：譚朗拿　鍾璈然　劉熙彤　余祉毅　范欣彤　馬影僮　劉凱琳　
中排左起：鄒亦謙　梁名俊　張晉軒　曾皓莛　劉宛澄　葉凱琳　黃漢文（缺席）
前排左起：羅曉楠　林見泓　陳家禧　陳嘉偉老師　李凝知　梁梓君　陳卓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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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何健銘　張家霖　王朱逸和　馮奕熙　倪伊樂　彭　然　劉兆恩　鄭健瑜　鍾卓筠　葉智欣
中排左起：彭日朗　歐陽彥琛　屈謙穎　梁敬熙　梁翱雙　潘喜兒　周以珊　李俙褕　黎彥彤　陳頌汶
前排左起：曾芷澄　曾莉貽　楊君妍　黃恬怡　許苡津　劉詠恆老師　馮諾軒　馮泊僖　李承翀　陳肇賢　簡卓天

後排左起：黃滶妍　潘子喬　林慧晴　李溢桐　鄭嘉敏　蔡匡哲　周剛毅　陳言蓁　陳政澔　陳振民
中排左起：黃翊媛　朱倚潁　吳諾悠　李沚姸　周巧翹　吳璟希　黃糠愉　劉柏譽　黃栢希　潘天朗
前排左起：蕭巧澄　余柏曈　陳凱欣　黃瑋蕎　吳卓蕎　馬嘉慧老師　俞承浩　葉蔚霖　陳智建　李靖宇　林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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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鄭曉桐　陳卓溋　林喜兒　余頁鋒　張曜傑　李新樂　梁學能
中排左起：陳靖祺　李乙澄　關伊淳　郭柏熹　簡康言　袁嘉希　楊　皓　梁灝正
前排左起：林子鈴　胡睎童　彭天澄　保曉懿　李雪穎老師　張宏樂　江俊霖　謝汛汶　劉俊霆

後排左起：黃　朗　張梓洛　黃鎧晉　彭諾謙　郭柏希　温裕豐　李新城
中排左起：黃焯琳　莊　穎　王珮瑜　彭瑋蕎　麥詠芯　劉卓其　文靖童
前排左起：林曉鍶　楊珮言　鍾卓霖　蔡詠榆　李名駿老師　楊洛希　關兆為　李泓諾　梁政希　梁政言 (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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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陳芷柔　鄭曉桐　余倩甄　彭諾琋　陳潁浠　黃諾謙　譚鴻基　楊柏喬　黎諭喬
中排左起：郭　堯　周穎翹　張鎸瀛　蔡伊鈞　韓采君　冼　晴　王子維　王俊懿　林頌淇　葉沛桁　伍逸朗
前排左起：張心莜　何漫晴　麥允曦　林穎琦　高芷晴　潘佩華老師　周建瑋　周卓謙　熊真譽　馬冠驄　周　逸

後排左起：何昭廷　戴詩銘　張樂瑤　梁茵彤　林鎧晴　吳彥錡　余依璇　勞俊睿　陳慕謙　盤兆恩
中排左起：林思叡　吳考桐　梁恩熙　李芷柔　周悅曦　彭雋傑　許幸林　蘇兆檠　涂頌和　黃景南
前排左起：余巧晴　謝凱喬　方學而　劉卓卉　陳芍遙　楊曉君老師　方梓滔　張日搴　羅浩宇　麥尚熊　郭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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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歐倩如　戴　琳　卜泳言　關栢淳　吳卓鏗　周頌嵐
中排左起：麥巧曈　鍾淽銦　欒海欣　李智元　李明熹　黃柏鈞　李果恒　梁栢然
前排左起：謝巧怡　張文靖　梁寓晴　吳芷蕎　黃佩欣老師　吳俊謙　方梓滈　呂立仁　歐陽兆樂

後排左起：鄺俊傑　朱贊搴　潘希汶　鄭羨潼　湯皓軒　陳文力　羅心宜（缺席）
中排左起：鄭宇軒　黃鉅之　周信宇　李駿韜　莊心儀　鄭悅欣　梁心怡　文愷珈
前排左起：顏考謙　王顥彰　潘建宏　傅旭楠　謝秋萍老師　李宛靜　駱穎琳　李天穎　陳可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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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結果　成績卓越
　　本校的升中派位結果一直十分理想。在這十年間，
本校的畢業生曾升讀以下中學，本區中學包括：荃灣官立中
學、可風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
學等；他區中學包括：皇仁書院、英皇書院、聖若瑟書院、喇沙
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 )、真光女書院、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香港華仁書院、九龍華仁書院、聖保羅男女中
學、協恩中學、聖保祿學校、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德望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嘉諾
撒聖方濟各書院、民生書院、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香港真光中學、
九龍真光中學、沙田崇真中學、沙田培英中學、中華基督教會銘
賢書院、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順德聯誼總會梁球琚中學、宣
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天主教母佑會
蕭明中學、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賽馬會
體藝中學、保良局羅傑承 (一九八三 )中學、保
祿六世書院等。

升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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