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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本校的宗教氣氛及進行福傳活動，本校於二零

一零年開始籌備大門側外牆壁畫的設計及製作，內容是以

耶穌召叫我校的主保聖人聖伯多祿及其他門徒跟隨祂，耶

穌要使他們成為漁人的漁夫，讓更多人加入教會。

　　由於第一幅宗教壁畫深受各方面人士的讚賞，意見反

我們的主保聖人—聖伯多祿

映特色牆能突出本校的宗教氣氛，本校決定為學校另一幅

外牆進行壁畫設計，內容主要圍繞耶穌與伯多祿之間的生

平事蹟，共分為三個主題，包括耶穌步行水面、耶穌替門

徒洗腳及伯多祿對耶穌說：「主，你知道我愛你！」在壁

畫中穿上橙色衣服的便是我們的主保聖人一聖伯多祿。

你能說出耶穌與伯多祿的事蹟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Aberdeen St. Peter's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校訊  校址：香港仔石排灣邨第二期   電話：2873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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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6月

出版 

　　時光飛逝， 2020至2021學年很快又過去了！繼去
年本學年又是一年沒有怎樣上過學的一年，也是很不

容易的一年。許多事也並非「必然」的，吸一口新鮮

空氣也不容易，因為每天都要戴上口罩；以往認為學

生每天可以到學校上課是「必然」的，可是現今卻也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疏遠了，因

為要保持社交距離，而只有靠資訊科技的幫忙，才可

以隔着屏幕見面、學習和開會。學校許多的課外活動

或全方位學習活動也取消了，以往球場上、操場上、

課室裡和飯堂裡的嘈吵聲音，以為是「必然」的，原

來也並不是預期！

　　我們當然期望疫情盡快告一段落，可是這個期望

似乎很難實現。現時我們只有遵從公民責任，注意衛

生，合宜地戴上口罩，勤清潔消毒，保持社交距離，

減少大型活動，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在這艱辛的一年，我感謝學校團隊，不論是教師

或職工，上下一心，在這僅有的空間，也為學校學生

校長分享
付出努力，除了日常的網上教學，也按照計劃把其他

行政工作一一完成。特別是宗教培育組於四月期間，

在學校外牆加添了有關「聖伯多祿」故事的壁畫；也

在每扇課室門上鋪上與宗教有關的色彩繽紛的圖畫，

為整個校園增添了更多的宗教氣氛，迎接着小朋友

重返校園！其他組別的老師，亦有舉辦不同的網上學

習活動，免得大家荒廢學習機會。同時我們舉辦了不

少的線上家長工作坊，也感激家長們的支持，參與了

不同的工作坊。更感謝家長的包容與忍耐，沒有面授

課的日子也過得不容易，在家除了照顧小朋友的起居

外，也要做「書童」伴讀，身兼數職，值得欣賞。

　　此時此刻，我們只有懷着在「疫」境中自強不息

的信念，常祈禱與依靠上主，期盼天主俯允我們的禱

告，讓疫情盡快消失，或讓我們人類有更好更多的方

法處理與解決。雖然疫情會影響我們的正常學與教，

但卻無阻我們在「疫」境中「自強不息」，與時並

進，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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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是我的牧者」—公教老師祈禱聚會

具宗教特色的課室門

　　本校於3月29日聖週一舉行了公教老師祈禱聚
會，主題為「上主是我的牧者」，共有13位公教
教職員參加。

　　聚會內容包括聆聽福音、何校長為主題作分

享、老師之間分享教學的心路歷程及彼此代禱。

在這特別的教學環境下，何校長鼓勵公教老師首

先需視自己為上主的羊，不斷深化與主的關係，然後以

耶穌基督為榜樣，也要成為學生的牧者。校長重申公教

老師的身份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更重要的是燃點學生

的生命，讓他們在成長中發光發亮。

　　在祈禱會中，老師之間亦分享了自己的靈修生活或

教學上的困難，最後大家彼此代禱，氣氛溫馨融洽。我

們更歡迎去年年底剛領洗，新加入我們公教大家庭的關

愷慇老師，期待有更多的老師成為上主的羊。

　　活動後老師均認為是次祈禱聚會能喚起大家的教學

初心，亦為自己的靈性生活加入活力，加強了公教老師

的團隊精神。期待本校能更進一步建立教職員信仰小團

體，營造更強的校內宗教氣氛。

　　為加強營造校內的宗教氣氛，我們特意於各班的課室

門內外貼上附有金句的宗教圖畫，讓學生學習及於生活中

實踐。

課室洋溢着愛主的話

成 為 主 的 羊

公教老師也來參與靈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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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得 2020 年度「關愛校園」榮譽

心靈瓶創作

Tublock 工作坊 「童」「煮」意

伯 多 祿 精 神 ， 潛 能 盡 展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的獎項是由學者、教育界代

表、社會服務界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選出，公開表

揚積極推廣及實踐關愛文化及表現卓越的學校。

　　評審團會就學校的關愛工作按以下五個範疇作評選：

學校推行關愛工作所持守的信念；領導者帶領學校推行關

愛工作的才能；學校推動關愛工作的配套、制度和氣氛；

對相關的學生、家長或老師的實際支持行動及將關愛精神

向外推廣及分享，感染更多人。

　　本校經過主辦機構審慎評選後，被核定並頒予「關愛

校園」榮譽，以表揚本校在推動關愛校園文化的努力。

　　透過製作心靈瓶，讓學生盯著裝滿金蔥的液體，直到

幾分鐘沉澱後才能去作其他事情。藉此可以訓練專注力，

平靜片刻，推動正向文化，提升身心靈健康。

　　利用水管流線型的設計，研發三種積木特性：「連

結」、「彎曲」和「分流」，讓青年可隨意拼砌，製作無

限延伸性的多向設計。在過程中，讓學生運用工程學原

理，提高個人解難能力，激發創新思維，讓他們更堅毅地

面對困難。

　　透過美感教育，教導親子一同珍惜、感恩地球上的資

源，製作簡易、具心思小食，幫助青年提升藝術天份於食

物的創作上。

學習過程中加入創意思維，
製作出延伸性的多向設計

齊來參與工作坊，激發創新
思維

透過美感教育，家長和同學製作出創意食物與你們分享
同學發揮創意，想像無限

有了心靈瓶，同學的心靈也進入平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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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天 STEAM with YOU!

STEAM 目標

STEAM 學習場地及教學資源

　　港天積極發展學生STEAM能力，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提高他們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加強他們綜
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港天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創建了三個STEAM共學空間，包括Flexible Learning Room、優化電腦室和有蓋操
場。配合新穎和高趣味的STEAM學習用品及教學活動，讓學生在具趣味的學習環境下學習，從而提升學習能力。

優化後的學習中心讓同學在充足的空間下進行STEAM教學活動

STEAM 教學及活動
　　相關學科滲入STEAM教育，讓學生通過STEAM學習活
動，增強了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解決

真實問題；學生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以提升，

創新方面的潛能亦得以發揮。

學科 STEM學習活動

電腦、常識、數學
跨學科課程

透過利用DIY材料及micro:bit製作交通燈

英文科 - 利用Talkbo機械人進行學習英文
  生字活動
- 利用Dash機械人學習方向

英語外籍老師課堂 進行有關水的科學實驗

音樂科 利用Dash機械人進行作曲活動
普通話 利用Dash機械人學習輕聲規律詞語

音樂科

各式各樣的機械人協助同學進行不同的STEAM元素活動

這是我們用DASH機械人進行創作歌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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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天 STEAM with YOU!

STEAM 教師培訓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AM 探究展覽 -
「走進各行各業中」

英文科

老師們也進行STEAM 培訓

透過GIGO 3D 積木啟
發同學的潛在智慧，
創造出各種3D作品

普通科
　　安排各班學生輪流在早上時間到STEAM學習場地進行STEAM活動，活動包括
「智趣積木」、「港天機械人家族」、「VR動感區」等，學生們對各項STEAM活
動均表現積極投入！

　　本校參加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
究展覽-「走進各行各業中」。
　　教育產業為香港11個主要行業之一，而教師工作
繁鎖，除教學外，還需要處理不少教學以外的工作，

為減輕老師的工作負擔，讓他們可以專心進行教學工

作，學生利用STEM的方法探究，設計「校園智能小
管家」，以改善和協助學校更有效運作，同時讓老師

的人力資源更能有效運用。

　　透過教師發展日及日常備課之交流，教師在

STEAM相關學習範疇上互相交流分享，增強了
籌辦和推行STEAM相關學習活動的專業知識。
教師的專業能量得以增強。

我們利用DASH學習普通話

外籍英語老師與同學進行有關「水」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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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內 課 外 全 接 觸  校 園 生 活 樂 趣 多

中文科活動—猜謎語

數學科活動—一年級吸管飛行器

常識科活動—STEM 動手造，
在家學習計劃

常識科活動—一人一花種植比賽
數學科活動—五年級立體圖形拼砌

英文科活動—點讀筆

英文科活動—
五年級科學實驗課 ( 沉或浮 )

中文科活動—20-21 年度姊妹學
校筆友計劃

　　疫情之下，學生還是可以通過網上學習平台
PowerLesson參與中文科的猜謎活動。回復面授課堂時，猜
對謎語的學生都可以領取小禮物。你看！他們笑得多開心！

　　本校五、六年級學生與姊妹學校（廣州市番禺區實驗小
學）的學生進行筆友活動，互通書信，聯繫友誼。同學們收
到對方回信都興奮不已，迫不及待回信，甚至準備了小禮物
給筆友。

　　為向同學們推廣綠化意識及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本
校每年也會舉辦「一人一花種植比賽」，而今年參加的同學
非常踴躍，共收到88位同學盆栽的相片，藉此多謝各位同學
和家長的參與及支持。

　　本課程與學生閱讀本《I Can Prove It》一起進行，學生
可以化身成為科學家進行不同階段的科學實驗，並預計及測
試物品是否會沉入水中或漂浮在水中，然後記錄其結果。

　　通過使用點讀
筆和我們學校的自
學手冊，不僅可以
提高學生的閱讀興
趣和學習動機，還
可以增強他們的語
言能力。

　　本校參加由蒲窩青少年中心及賽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
的「 STEM 動手造在家學習計劃」。本計劃將為學生免費
提供三套學習資源包，內有多項材料、工具、說明書及網上
短片，讓高小學生能在家完成三項動手造創作， 豐富其學
習體驗，期望讓學生透過接觸和探究科學現象，深化 STEM 
知識、提高動手造（Hands-on ability）及自學能力，並培育
他們對探究事物的好奇心。學生已完成第一套學習活動---利
用閉合電路的原理，創作聲畫筆（會發聲的鉛筆）。

　　學生透過立體圖形拼砌活動，建構視覺空間、立體感，
並發揮其創造力，拼砌出不同的立體圖形。

　　學生學習如何利用間尺量度後，製作兩款不同長度的飛
行器，進行吸管飛行器比賽，比較哪款飛行器飛得遠及哪位
同學的飛行器飛得遠。

冠軍 6D王子灝
亞軍4D蕭珮珈

爭妍鬥麗的花卉終於分出高下

同學在家利用STEM創作「聲畫筆」

點點讀讀學語文

Temi 小老師與我們一起玩遊戲

比一比，看誰砌得最有創意？

浮浮沉沉找真相

與內地姊妹學校互相交流，打開友誼之門

季軍 6D李志遠

快快樂樂猜謎語，得到禮物真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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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上 學 習 多 元 化 ， 智 趣 幼 苗 樂 其 中

　　本校於9/1、16/1及23/1舉辦了「智趣小幼苗網上親子課程」，有接近三十位K3學生及家長參與了一連三個星期六舉辦
的活動，分別是故事小手工、Reading Fun及STEM小玩意。在老師的帶領及指導下，體驗小故事及STEM帶來的樂趣。老師
跟學生在課堂中有很多互動及對話，學生都樂在其中。

　　本校於17/4、24/4、8/5及15/5舉辦了「智趣小豆芽網上親子課程」，七十
多位K2學生及家長參與了一連四個星期六舉辦的活動，分別是故事小手工、
Reading Fun、童STEM童說小故事及STEM in Reading。過程中學生投入參與，
積極學習，體驗stem帶來的樂趣。

本校外藉老師MS. ANGEL、MR.CAMERON 及英文
科老師於2021年4月27日及28日下午到天主教聖伯
多祿幼稚園與K3學生進行英文學習活動──英語速
遞。幼稚園學生分為三個小組進行英文及STEM 的
學習遊戲，學生們對於本校的機械人DASH 很感興
趣，表現十分踴躍呢！

幼稚園的小朋友表現積極投入

智趣小幼苗網上親子課程

智趣小豆芽網上親子課程

英語速遞

英語教學加入STEM元素，幼苗學得好輕鬆

幼小的同學在網上學習有關STEM的課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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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天 頒 獎 台

伯多祿之光「星」級獎勵計劃

防疫衞生清潔比賽 ( 班際 )

　　本校積極推展正向文化，鼓勵學生能在校園內、外，以正
面積極的態度待人處事，亦懂得欣賞別人的付出及懂得感恩。
不論在學校、在家、在社區，都能表現有禮、守規及謙讓，實
踐關愛精神。
　　伯多祿之光「星」級獎勵計劃：設有「銅星獎」、「銀星
獎」、「金星獎」及「星光大獎」。在疫
情下，同學們都能積極效法聖伯多祿的芳
表，努力實踐PETER (Positive正面積極、
Excellent追求卓越、Tough堅強勇毅、
Energetic充滿活力、Reflective勇於自省) 
核心價值，表現卓越。

　　本校為了加強學生的防疫意識，特意
舉辦的「防疫衞生清潔比賽」，提醒同學
做好防疫、抗疫措施，時刻注重個人衞生
及保持適當社交距離，讓同學們都能在健
康安全的校園內愉快學習。

奧冠教育中心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2021( 香港賽區 )
小學組 金獎 3E  李紫嫣 4D  李澤林 4E  林梓晴

6D  賴豐麟
小學組 銀獎 2E  曾希丞 2E  張梓楓 2E  張梓千

3E  王子心 5D  郭悅銘 5D  張瑤霖
6D  鄭鈞心

小學組 銅獎 2C  莫子立 2D  潘芷清 2E  陳駿軒
3A  蔡思學 3A  李昊霖 3B  李昊翰
3E  王晞翔 4A  梁皓程 4C  黃仁聲
4D  張紀遊 4E  郭歡儀 4E  施易希
5A  梁皓臻 5A  黃卓軒 5A  李映澄
5A  江德宇 5D  葉志軒 6D  李志遠
6D  賴祉澄 6D  張志遠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優良 5A 李穎心 5C 陳鄧馨 5C 梁楚喬

6A 梁柏洛
天主教經文朗誦良好 5A 梁應琛
女子粵語獨誦優良 2D 黎紫芊 4B 龍紀澄 6A 黃心怡
女子粵語獨誦良好 2D 麥嘉惠 5C 梁珍琪 6A 鄒彥蕎
男子粵語獨誦季軍 4E 施易希
男子粵語獨誦優良 3C 周朗言
男子粵語獨誦良好 4D 陸文宇
女子英詩獨誦優良 4A 李穎喬 4B 黎樂蕎 5A 李映澄

6D 李沚瑩 6D 賴祉澄
男子英詩獨誦季軍 5A 李子路
男子英詩獨誦優良 3A 蔡思學 5D 郭悅銘 6D 李志遠

6D 李芯延
女子普通話獨誦優良 2C 姜穎熹 2C 吳映萱 2E 吳若

4D 郭依霖 5E 郭雨婷 5E 楊凱喬
6D 鄭鈞心 6E 吳庭萱

女子普通話獨誦良好 4D 張紀遊

奧冠教育集團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1（香港賽區）
金獎 2E 張梓楓 5D 張瑤霖
銀獎 2E 張梓千 3E 王晞翔 3E 李紫嫣

4C 黃仁聲 4D  李澤林 4E 施易希
4E 林梓晴 5D  郭悅銘 6D 李志遠

銅獎 1D 黃仁聰 3A 李昊霖 4A 梁皓程
4D 張紀遊 4E 郭歡儀

香港青年協會
「童夢香港」國際美術展覽比賽
初小組 冠軍 2A 雷法琳

天主教香港教區
宗教教育獎
小學組 6A  楊俙瑜 6B  盧潁泇

6C  何樂兒 6D  黃頌瑜

港島獅子會
「共融香港 美好明天」填色簿圖案設計比賽
季軍 5A 彭天澄
優異獎 5C 王銦浠

語常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高小組 
優異星獎

6D 賴祉澄

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第二屆香港區傑出家校義工選舉
學生義工組
傑出學生義工獎

5A 孫泳怡 5D 何依穎 5E 李金燊

香港女童軍南區分會
童心關愛樂在社群填色創作比賽 2021
參與獎狀 1D 朱凱婷 2E 張梓千 2E 張梓心

香港朗誦及音樂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 – 
中文-10歲或以下
銅獎

1B  陳慧思 4E  陳韜羽

鋼琴獨奏- 二級
銀獎

3C  霍焌楊 6A  李芝賢

鋼琴獨奏- 三級
銅獎

5A  彭日朗

鋼琴獨奏- 四級
銅獎

5D  張瑤霖

中音薩克斯管
獨奏 - 初級組
銅獎

5D  郭悅銘

結他獨奏 – 
初級組第一名

6D  李芯延

高音木笛獨奏 
- 10歲以下
銅獎

5D  何欣美 5D  王睿新

廣州市教育局
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三等獎 4D 郭依霖 5A 陳晞兒 5A 李頴心

5A 王子楷 5A 黎芷悠 5B 曾芯怡
5B 陳文鴻 5B 郭紫盈 5C 陳鄧馨
5C 梁楚喬 5D 蔡善雅 5D 張瑤霖
5D 何亭江 5D 何依穎 5D 林奕辰
5D 郭悅銘 5D 黃柏維 5D 王睿新
5E 陳羽彤 5E 郭雨婷

MathConcept Education
數學大激鬥 2021
小三組 銅獎 3E 王子心
小四組 銀獎 4D  李澤林
小四組 銅獎 4A 梁皓程
小五組 銀獎 5D 張瑤霖
小五組 銅獎 5D 郭悅銘
小六組 銀獎 6D 賴豐麟
小六組 銅獎 6D 張志遠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學組 銀獎 4D 李澤林
小學組 銅獎 4A 梁皓程 4D 林卓熙 4D 郭依霖

5D 郭悅銘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2021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組 一等獎 3E  王子心 4D  李澤林 5D  張瑤霖
小學組 二等獎 2C  施養研 2E  張梓千 2E  張梓楓

2E  曾希丞 4A  梁皓程
小學組 三等獎 2C  莫子立 2B  鄭懿陞 2D  潘芷清
小學組 優異獎 3A  蔡思學 3A  李昊霖 3B  李昊翰

3C  李沛熙 3C  蘇栢謙 4C  黃仁聲
4D  張紀遊 4D  林卓熙 4E  郭歡儀
5D  郭悅銘 6D  賴祉澄 6D  李志遠
6D  吳若賢 6D  司徒尹聖 6D  張志遠

奧冠教育集團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
小學組 一等獎 3E  王子心 4D  李澤林 5D  張瑤霖

6D  賴豐麟
小學組 二等獎 2C  施養研 2E  張梓楓 2E  曾希丞

3E  駱熙 3E  李紫嫣 3E  王晞翔
小學組 三等獎 2D  潘芷清 2E  張梓千 2E  陳駿軒

3A  李昊霖 3B  李昊翰 4A  梁皓程
4B  何逸朗 4C  黃仁聲 4D  張紀遊
4D  林卓熙 4E  施易希 4E  郭歡儀
5A  黃卓軒 6D  鄭鈞心 6D  李志遠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2020 網上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小四組 銅獎 4A  梁皓程 4C  黃仁聲 4E  林梓晴
小五組 季軍 5D  張瑤霖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
第六屆數學比賽
初級組 銀獎 4A  梁皓程 4C  黃仁聲 4D  林卓熙
初級組 銅獎 4D  李澤林
高級組 金獎 5D  張瑤霖
高級組 銅獎 5A  梁皓臻 5D  郭悅銘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
晉級賽
小一組 三等獎 1D  黃仁聰
小三組 三等獎 3E  李紫嫣
小四組 二等獎 4A  梁皓程 4D  李澤林 4E  林梓晴
小四組 三等獎 4C  黃仁聲 4D  郭依霖 4E  施易希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 中學組 )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 網上比賽 )
小五組 優異獎 5A  梁皓臻 5D  張瑤霖 5D  郭悅銘

6D  賴祉澄 6D  李志遠 6D  賴豐麟

學術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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