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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堂區位於香港仔大道鬧市中，沿着小山坡而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去年底為
慶祝建堂九十年新建的「聖伯多祿生平壁畫」。

認識我們的「羊棧」—聖伯多祿堂

校長分享 正向人生 綻放光芒
　　為培養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學校以我們的主

保聖人「聖伯多祿」的英文名字：PETER設定為學校三
年(2019/20至2021/22)的發展方向，即Positive正面積極、
Excellent追求卓越、Tough堅強勇毅、 Energetic充滿活力
及Reflective勇於自省。本年度我們首先期望學生能學會
「正面積極」地思考，學習從不同角度看事物，勇於面對

困難，邁向挑戰，而成為一個充滿熱誠、勇於承擔的「伯

多祿傳人」。

　　在過去的數月裡，我們面對前所未見的困難，遇上疫

症，學校停課，同學們未能到學校上學怎麼辦？我們總不

能甚麼也不做！因此，老師們也積極地想：如何停課不

停學？於是我們循序漸進，先在網上學習平台發放學習套

件，再而發展到網上實時教學。老師們十分積極學習不同

軟件程式，亦運用了資訊科技配合教學，雖然當中也會遇

到困難，可是集合了每位老師的力量，事就這樣成了！

　　在這件事情中，我們看到「港天人」是積極樂觀的，

老師與老師之間互相幫忙，一起分享交流心得。雖然網上

教學仍有不少進步空間，但我相信只要大家懷著「伯多祿

傳人」的精神，跟隨耶穌基督的道路，秉持不屈不撓的堅

忍信念，甚麼困難也會迎刃而解。

　　我小時候曾看過一齣勵志電視劇，它的主題曲　　

乘風破浪，當中的歌詞很正面，現在借用來勉勵一下大

家：「⋯⋯重重障礙莫怕它 人人勵行勵志不掉眼淚⋯⋯帆
盡高張 破浪成風去 無盡困難 終須消失去」。最後我們也
要時常記著耶穌曾說過：「不要怕，只管信。」(谷5：36)
就讓我們回到充滿笑聲的校園裡，排除萬難，繼續努力學

習，不要白白浪費光陰啊！

填詞：盧國沾、作曲：顧家輝、主唱：楊詩蒂

　　早於一八四九年，天主教會已在香港仔漁村展開傳教工

作，並於一九二九年創立聖伯多祿堂。早期的聖堂是由一位

熱心教友捐出的小牛房改建而成的。雖然它簡陋、狹小、容

不下二百人，但這正代表聖伯多祿質樸無華、躬自菲薄的性

格。堂區於一九四九年正式成立。一九五四年計劃將舊有聖

堂拆卸，然後興建一座正式的聖堂，並於一九六二年落成。

　　現任主任司鐸是陳德雄神父，亦是本校校監。一九五八

年香港仔聖伯多祿堂創辦堂區小學 — 聖伯多祿學校，即本
校前身。本校與堂區有緊密的聯繫，每年九月的開學祈禱

禮，都會在教堂舉辦，由校監陳德雄神父主禮。本校的教友

同學亦會參與堂區的「小耶穌之友」，培育及強化已領洗

兒童的信仰，帶領兒

童實踐愛主愛人的精

神。同學閒時可於聖

堂向天主傾訴心事，

尋得心靈慰藉。

「港天」的同學虔誠向天父傾訴。

聖堂內的祭臺後的壁畫也充分顯示了
伯多祿跟隨耶穌後的事蹟。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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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區：學生在烹飪過

程中，不單能夠使用英語與同

學及老師溝通，更能發展學生的多

元智能，例如協作能力、創意能力、計

算能力和解難能力。學生在趣味的烹飪活

動中，愉快地學習英語。烹飪區亦可作其

他用途，例如：小組討論、進行小手工英

語學習等，教師善用課室內的空間和設

備，發揮學生多方面的潛能。

互動地板學習平

台：互動地板學習平台

(BDS Interactive Floor)是一套
多用途的多人學習工具，學生

使用整個身體投入學習，利用

身體動作來加強記憶力，從而

達到知識的建構。

閱讀區：舒適的

梳化及電子器材讓學

生在輕鬆的環境下進行閱

讀，享受和培養出對英語

閱讀的興趣和能力。

表演區：小舞台讓學

生發揮想像及創意能力，建

立其個人自信心及共通能

力。此區加設短距離投影

機，教師可按照教學內容

投射不同的場景，學生在

情景下學習，學習效能

更佳。

認識我們的校園
Super Fun Campus 趣味互動英語室

學習區：教師設計多元

化教學活動，讓學生透過個

人和小組學習，從而提高對

英語學習的興趣和效能。

學校擁有趣味互動英語室，為學生提供多樣化學習，從而提升英語能力。本校學生會在英語課、午間活動等

時間使用英語室，亦會在中小幼活動　　例如：幼稚園課程、幼升小適應課程、中小協作活動等讓學生透過

英語室不同的學習區域參與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提升英語能力及多元智能，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4.

3.

1.

英語室共分為五個學習區域：

2.

5.

邊做邊吃邊學習英語，真有趣啊！                                 烹飪區工具齊全，讓同學「煮得順心，
學得開心！」

用身體動作寓學習於娛樂，
很有創意。

看看同學學習得多愉快！

坐在充滿童趣的閱讀區閱讀

英文圖書，真享受。

同學們會在表演區表演甚麼節目呢？

外籍英語老師和我們一起愉快學習，
希望可以快些來上課。

外籍老師教我地道的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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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宗教園地
Super Fun Campus 趣味互動英語室

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這幅校門前的玻璃畫是在2019年4月25日完
成的。耶穌把天國的鑰匙交給我們的主保

聖人—聖伯多祿，讓他率先負起教導人的

責任，為我們打開進入天國的機會。讓我

們跟隨耶穌及伯多祿的足跡，努力為進入

天國作好準備。

祈禱角
本年度在各班增設了一個祈禱角，它不但可以增加

班內的宗教氣氛，同學更可以為各人給自己的需要

向天主祈禱。

門前壁畫 
為加強本校的宗教培育氣氛，學校正門將會塗上壁畫，主題是漁人的

漁夫，藉此提醒同學效法主保聖人伯多祿的精神，全心全意跟隨耶穌

基督。

宗教同行計劃
本校在本年度參與了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舉辦的宗教同

行計劃，目的是提升宗教老師的專業教學效能及優化校

內的宗教培育氣氛。計劃內容包括宗教教師工作坊，教

育事務處人員參與觀課及討論校內宗教教育發展情況。

是次計劃令本校獲益良多。

玫瑰月
我校舉行了不同的敬禮聖母活動，如老師的

分享，同學們的祈禱及獻玫瑰花等活動，以

鼓勵同學們效法聖母的德行。

開學祈禱禮
學校每年9月都會到聖伯多祿堂舉行開學祈禱
禮，由本校校監陳德雄神父擔任主禮。在聖

堂舉行祈禱禮，希望同學更能感受天主與我

們同在，將自己的學習生活交給天主照料。

每天上學，同學有留意門前的玻璃畫嗎？
　我們可以隨時和天父聊天。

壁畫Coming Soon!! 同學可以為設計圖塗上顏色，

看看最後完成後是不是和你想像的一樣！

老師也在愉快交流。 大家一起來祈禱。

同學，你的作品
有沒有上榜？

怎會少得了虔誠
的校長！

基 督 小 先 鋒
為 聖 母 獻 上
玫瑰。

聖 母 滿 溢 恩 寵 ，
引 領 我 們 回 應 天
主的愛。

本年度的基督小先鋒成立了！

我們都一同參與祈禱禮儀，朗讀祈禱文、
奉獻、詠唱……將學校生活交予天主。

基督小先鋒
基督小先鋒的精神是「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意思是希望

同學在參與基督小先鋒時能學

習服務別人的精神，團隊由一

至六年級的同學組成，他們在

2019年11月8日在校監陳德雄神
父的見証下進行宣誓禮，正式

成為基督小先鋒。

3金句：我來是為叫你們獲得生命，且要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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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主保 — PETER

Positive 伯多祿之光
「正向人生 綻放光芒」

朝着「PETER」之光，發揮正向人生！

微笑行動
微笑行動推廣全校所有師生，每天

也對他人報以微笑，拉近彼此的距

離，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校長、

老師定期觀察學生的狀況，每月推

選微笑大使，寫上他們的班別與名

字，貼在地下操場「 微笑行動」
橫額上，以作鼓勵，讓整個校園充

滿正面積極的氣氛。

我班哪位同學成為微笑大使？

「正向人生 綻放光芒」
啟動禮

本學年的訓輔主題「正向人生 綻放光芒」，透過多
元的活動，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堅毅」、

「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並且向學生推

廣藝術創作活動，提升身心靈健康，以助他們保持正

面積極、堅強勇毅的心態，以迎接未來的挑戰，實踐

伯多祿傳人的精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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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食藝術體驗
「裸食」—以最「自然」的

方式吃下食物。學生嘗試

品嚐麥糠的碟子、不同的乾

果、天然的薯蓉雪糕，以堅

毅的精神去接受和完成這項

新嘗試挑戰。

Ｅxcellent 努力以赴 追求卓越

Tough 堅強勇毅 志氣不屈

同學在「六藝創意比賽2019」中
以機械人呈現中國傳統婚禮中拜
堂的情景，榮獲二等獎。

五位本校高年級學生組成校隊，參與「明日家
居」創新科技挑戰賽，經過多個月的準備，在面
試及各評審的評分後勇奪「執行實力獎」。

中詩朗誦隊在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榮獲亞軍。

英詩朗誦隊在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勇獲季軍。

本校中國舞校隊（高級組）以優美的壯族舞姿獲得甲級獎成績。

同學在港島西區學界田徑賽中竭盡
所能，努力作賽，最終獲得男子團
體優異獎。當中6B盧堃然獲得推鉛
球項目冠軍、6B王嘉謙獲得跳高項
目亞軍，成績優異，為校爭光。

本校舉行了多次教師
專業發展工作坊，增
強老師的溝通技巧、
電 子 學 習 教 學 策 略
等，幫助學生更有效
地學習，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

同學嘗試「裸食」，也是一個新的挑戰呢！

上主仁慈又正直，常領迷途者歸回正路。 (詠25: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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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校園生活　不一樣的學習

一起來看看，老師在用
zoom實時線上上課!

港天防疫小隊

專業人員在校園各處
噴灑消毒塗層。

台南成功國小訪校交流

雪糕日—考完試有雪糕食!! 
同學平日勤奮努力，家教會為鼓勵同學，故在考試後舉

行雪糕日，與全校同學分享雪糕，享受喜悅。

我是防疫小幫
手，每天都會在
校園巡邏，提醒
同學洗手、戴口
罩等等的事項，
注意衞生，由你
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紅外線體溫探測器，同學每
次進出「港天」，都由
我來測溫，全天侯保護
「港天」。各位同學，
每天上學，都要記得和
我打招呼啊！

6

閱讀列車上的書真好看！
閱讀列車剪綵儀式，列車開動了！

萬花筒中的我真開心！　

校園裏充滿着愛的分享。

學生大使向貴賓介紹我校。

與高雄市呂校長及海洋公園接待人員拍照留念。

有人走過，我就可以
探測他的體溫。

防疫小先鋒
為了能以一個衞生安全的環境，

迎接同學回校上課，校方早前委

託專業消毒團隊在校內噴灑由科

技大學研發之消毒塗層；此外，

學校亦添置了一套體溫探測系

統，該系統能在短時間內處理大

量人流，確保有發燒人士不能進

入校園範圍內。   

同學們都專心聆聽
老師給予的任務。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

國小呂佳真校長

2019年9月10日訪
港，到本校及海洋

公園進行環境教育

跨地跨校交流。

閱讀列車
操場上停泊着一列閱讀列車，車上分級滿載着學生喜愛

的圖書，讓學生在課前或午息「時時讀，處處讀」，享

受閱讀的樂趣。

走出課室學習去
同學走出課室，到衞生教育展

覽及資料中心及香港科學館進

行全方位學習活動，結合其他

學科的知識與技能進行學習，

好讓學生把所學的融會貫通。

停課不停學
老師靈活運用不同教材，並

製作教學短片，供學生在

PowerLesson2內自行觀看後完
成網上練習，以及利用Zoom
軟件進行實時互動課堂。

全方位學習日好玩又好學，我們還分組
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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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校園生活　不一樣的學習 幼小銜接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
　　為使本校小一新生能盡快適應小學生活，本校於八月下旬

舉辦小一新生親子適應課程。小一家長透過家長學堂課程了解

如何協助子女面對升

小挑戰；而小一新生

則透過認識校舍及學

科課堂，在九月開學

前打好準備升小的心

理基礎。

家長學堂也開講了！

　　小一新生升小滿月之日，本校舉行「小

一滿月迎新頌天恩暨小一家長會」。讓小

一家長了解子女於小學學習了一個月的

情況，校方特別送贈內藏文具套的滿月

雞蛋給新生，寓意他們踏入小學階段仍

能繼續茁壯成長，品學俱進！ 好開心啊！可以成為「港天」的一份子！

智趣小幼苗
本校期望透過幼小合作，共同為幼童的小學學習作好準備和

支援，幫助幼童順利跨越不同學習歷程的障礙，所以本校特

辦幼小銜接課程—【智趣小幼苗】。課程旨在透過多元感

官學習活動，令學前兒童發展其多元智能。活動包括IT小特
工、Wise Kids、音樂小達人、創意小天才、小小科學家及
我是小園丁，學童透過這些活動，培養了與人相處的應有態

度。課程深受區內家長及學童的歡迎，報名人數踴躍，本校

感謝各幼稚園校長、老師及家長的支持和信任。                         

看！小一的新同學多積極！　

整整齊齊排排隊！ 

入讀小一已滿一個月了 ，
校長還給我充滿愛的滿月雞蛋。

讓小孩子到我跟前來。（谷10:14）

動動手，齊種植。

大家分組玩遊戲。

互動學校地板真新奇有趣！

「港天」的大哥哥教我如何栽種。

體驗日
　　大家好，我們是Alpha
機械人，還記得在升小體驗

日中見過我們嗎？讓我們來

介紹一下港天的升小體驗日

吧！

　　本校着力發展STEM教
育，並把STEM元素融入於
升小體驗日中。透過「趣味

STEM遊」及「藝動同樂日」
兩場體驗日，讓幼稚園親身

體驗本校學科課堂及不同的

科學遊戲，例如「ALPHA」
機械人、「Mbot」遙控車、
水實驗，甚至製作模型飛機

及汽車等，增加他們對科創

活動的興趣。

　　同時，家長更可同時出

席由本校何凱瑤校長主講的

「升小選校攻略」講座及鄧

靄霖女士主講的「正向教

育」講座，與子女共同經歷

充實而豐盛的時光。

　　當時的開幕禮我們Alpha
機械人也有表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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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天頒獎台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姓名

學術
六藝創意比賽2019 香港中文大學 小學組 二等獎 5D鄭鈞心  5D賈英涵  5D李樂珩  5D岑志賢  5D司徒尹聖
愛官科創盃
「明日家居」
創新科技挑戰賽

愛秩序灣
官立小學

家居
安老組

執行
實力獎

5A麥子鋒  5A黃心怡  6D蘇梓軒  6D蘇梓柏  6D李秉錕

2019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新會商會陳白沙
紀念中學

團體賽
全場
總季軍

4D張瑤霖  4D郭悅銘  4D葉志軒  4A李浚樂   4A李映澄  4A梁皓臻    
5D賴豐麟  5D李志遠  5A李柏霖  6A馬子晉

小四組

冠軍及
金獎

4D張瑤霖

銀獎 4D郭悅銘
銅獎 4D葉志軒  4A李浚樂  4A李映澄  4A梁皓臻

小五組
冠軍及
金獎

5D賴豐麟

銅獎 5D李志遠  5A李柏霖
小六組 銅獎 6A馬子晉

第71屆
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
4D郭悅銘  5C黎穎姍  6D陳雅妍  6D張翠倩  6E梁寶琪  6E劉曉宜 
6E梁樂軒

女子
粵語獨誦

亞軍 4A李頴心

優良
1C鄭芯嵐  4B陳鄧馨  4C梁楚喬  4D蔡善雅  4D林嘉淇  4D何依穎 
5A許心妍

良好 2E張雨晴  3B鄭穎心  5A鄒彥蕎  5A黃心怡
男子

粵語獨誦
季軍 5A 麥子鋒
優良 6D李家豪

男女子
粵語

詩詞集誦
亞軍

3A卓詩藯  3A黎紫靈  3A梁皓程  3A黎卓諭  3B鄭穎芯  3B龍紀澄  
3B劉昌賢  3B劉蕙嘉  3C王傲楓  3C陳思行  3C黎芷綾  3D郭依霖  
3D陸文宇  3D倪卓欣  3D郭歡儀  3D蔡思涵  3E張紀遊  3E張以翹  
3E梁鎧晴  3E盧泳晴  3E司徒悅曦  3E施易希  3E溫暮雪  3E胡祖源
4A陳崇楠  4A蔡俊峰  4A黎芷悠  4A李映澄  4A梁皓臻  4A梁銳雪  
4A王子楷  4D區宇哲  4D蔡善雅  4D張瑤霖  4D何欣美  4D郭悅銘
4D林嘉淇  4D劉廷羿  4D劉咏叡  4A陳崇楠  4A蔡俊峰

女子
英詩獨誦

季軍 3E  盧泳晴

優良
2A杜瑜月  2D梁藤熹  2E陳奕維  4D馮海琳  4D張瑤霖  4D蕭凱庭
5D李沚瑩  5D賴祉澄  5E何津沂  6D莊紫葵  6D林嘉慧  6D葉可晴
6E邱  懿  6E吳卓庭

男子
英詩獨誦

優良
4A梁皓臻  4A李子路  4D郭悅銘  4D林奕辰  5A林斯朗  5D李志遠 
5D黃頌瑜  6D陳倬綸

男女子
英語

詩文集誦
季軍

1C李日曦  2A周朗言  2A蔡思學  2A徐焯熙  2A劉伶俐  2A杜瑜月  
2D李紫嫣  2E盧韋迪  3A黎卓諭  3A張穎浠  3A李穎喬  3A卓詩藯 
3B陳朗逸  3B鄭穎芯  3B鄭懿樂  3B劉蕙嘉  3B譚芷欣  3B黎子翹  
3B楊駿煜  3B龍紀澄  3B蔡欣澄  3C朱籽澄  3C何逸朗  3C王傲楓  
3C陳鋇璇  3C陳俊熹  3D倪卓欣  3D阮加晞  3D郭依霖  3D楊　逸  
3E張紀遊  3E郭朗熙  3E盧泳晴  3E施易希  3E阮加軒  3E李卓軒  
3E梁鎧晴  3E陳尚言

女子
普通話
獨誦

亞軍 5D鄭鈞心

優良
1C姜穎熹  2D王子心  2D梁藤熹  3D郭歡儀  4D蔡善雅  4E郭雨婷
5D賴祉澄  6D陳雅妍  6E邱  懿

良好 2D馬芷悠  4D何欣美  6E梁寶琪  6E吳寶儀  6E鄭婷文
男子普通話 
獨誦

優良 5A麥子鋒  6D林梓曄

泰國國際數學
競賽初賽 2019 奧冠教育中心 小學組

金獎 4D張瑤霖
銀獎 3D郭歡儀  3E林梓晴
銅獎 2C蘇栢謙  4A周穎欣  5D賴祉澄  5D張志遠  6D林梓曄

泰國國際數學
競賽晉級賽 2019 奧冠教育中心 小學組

銅獎 3D郭歡儀  3E林梓晴
優異 4A李映澄
藝術範疇

童心追夢
繪畫比賽2019 國際培幼會

香港區
高小組

亞軍 6D林嘉慧

第九屆
香港夢兒童
音樂節2019

香港公民教育
基金有限公司

小學
高小組

優異獎
4A黎芷悠  4C陳珏賢  4D黎梓妍  6A江紫睿  6A宋立文  6E梁樂軒 
6E劉曉宜

體育範疇

港島西區學界
田徑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推鉛球
冠軍

6B盧堃然

跳高
亞軍

6B王嘉謙

團體
優異獎

6A陳杰豪  6A陳廣煥  6A陸昶  6B盧堃然  6B王嘉謙  6D王昕楠  
6D余卓彥  5C江彬

第56屆
香港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
舞蹈協會

小學
高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甲級獎
2D梁藤熹  2D李紫嫣  3A黎樂蕎  3B龍紀澄  4A陳晞兒  4A梁銳雪
4A曾芯怡  4D馮海琳  4D蕭凱庭  5D李樂珩  5E何津沂  5E吳嘉琳
5E楊展瑩  6D鄭凱瑤  6D葉可程  6E吳卓庭

編輯委員會 
顧問：何凱瑤校長、林惠明副校長、楊美嘉副校長 　　總編輯：楊文健主任　　 委員：黃岱黛老師、區淑薇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