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 
 

早於 2016-2017年度，本校已推行 WiFi-900第二期計劃(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

設施計劃)，提升全校課室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及添置流動電腦裝置，供教學用途，而

長遠目標為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攜裝置）。 

 

至今，本校已推行電子教學試行計劃達 2年，學生學習效果良好。但由於所需的

平板電腦一直由校方提供，數量有限，未能將計劃擴展至所有課堂。因此，為進一步

推行電子教學，校方於本學年建議家長讓學生自備平板電腦(iPad) 上課。 

 

詳情如下： 

對象：本學年四年級學生 

推行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電腦 

目標：學生以 iPad為學習工具，利用電子教科書、不同的學習材料(Apps)、影片及

電子學習平台等，配合學生學習多樣性，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

難的能力。 

 

電子學習成效：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及興趣。 

 促進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學習，提高生生及師生的互動。 

 加強學生掌握資訊科技能力。 

 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促進學生有效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尋找、評鑑、提

取、整理和表達訊息。 

 
 

 

 

學生利用 iPad合作完成任務。 

學生於 iPad完成腦圖，並展示成果。 

學生根據影片中的內容與 

同學討論。 學生利用電子書，配合多媒

體的教材學習。 



 

 

 

 

本校參加了「傳承『動』起來：香港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為「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QSIP)下的項目。計劃由田家炳基金會贊助，從「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下簡稱「非遺」）切入。從文化角度來說，讓本地學生先就本土身邊的「非遺」項目，

建立身份認同感；在學習方面，設計集認知、考察、體驗於一身的跨學習領域課程，帶

領小學生深入認知香港地道的傳統節慶、社會風俗、表演藝術、手工技藝，以至前人憑

經驗而累積的民間智慧等等，從而了解和欣賞各項「非遺」項目所具有的中華文化和歷

史價值、意義和內涵。 

本校於 2018-2019年度，以兩個項目為核心：麵塑公仔和中國武術。 

麵塑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之一。麵塑以蒸熟的麵粉作為原材料，製成不同形

態的人物或動物塑像。麵塑的麵粉是經過特別配製和調理，才能成為雕塑材料，具有特

殊的表現力，讓大家能夠得心應手地塑造出質感逼真的藝術效果，是一門值得推廣和發

展的古老技藝。我們的教師還參加了麵塑的導師訓練班，成果十分不俗呢！ 

    中國武術亦是我國傳統文化重要一環，被視為中國文化之精粹，由於歷史發展和

地域分佈關係，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國武術主要內容包括搏擊技巧、格鬥手法、攻防

策略和武器使用等技術。另外，中國武術除了讓人們鍛鍊身體外，亦著重培育練習者

的品德。而本校藉著此計劃，安排中國武術教練教授五年級學生基本套路，學生在學

習過程當中十分投入，亦獲益良多。 

 

羅師傅講解製作麵塑公

仔時要注意的地方。 

教師的作品也十分精緻! 陳教練與學生一起操練基本套路。 

陳教練向學生講解演練套

路時要注意的地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AD%A6%E8%A1%93%E6%B5%81%E6%B4%BE


北 京 姊妹 學 校交 流 之 旅 
為了加強學生對國家的認識，本校聯同方濟會各友校舉辦了五

天北京姊妹學校交流之旅活動，行程包括：參觀天安門廣場、故

宮、中國科技館、萬里長城等等。除了參觀旅遊景點外，學生還參

觀了北京兩間小學:首都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及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

豐台實驗小學,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及進行各類型活動，互相交流

學習心得，親身體驗北京學校的學習環境及氣氛。此外，學生還參

觀了中華航天博物館, 館內放置了很多展品, 有火箭發動機, 神舟

四號飛船返回艙..... 讓學生大開眼界,亦為這趟旅程增添趣味！ 

 

 

 

十月四日為本校户外學習日，當日天氣晴朗，全校學生分成兩隊，分別前往西貢户外康樂

中心和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進行活動。學生不但可以放下書包，到郊外學習書本以外的知識，

還可以調劑緊張的學習生活。 

 

到達目的地後，學生懷着愉快的心情拍攝班照，大家擺出各種各樣的可愛動作；然後，學

生跟隨老師到不同場區進行活動，有的進行集體遊戲，有的在球場大展身手，有的在康樂室

鬥智鬥力……教師與學生都玩得不亦樂乎，到處充滿歡樂的笑聲。午膳時，學生浩浩蕩蕩地

前往飯堂進食美味的午餐；午餐後，大家齊心合力收拾餐具及廚餘，實踐「手足情」及環保精

神。最後，教師及學生帶著愉快及難忘的回憶離開營地。 

 

 

 

 

 

 

 

 

 

 

本校學生與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附屬

小學的學生一起上課。 

謝謝您的指導啊！ 

兩地學生一起進行有趣

的數學遊戲。 讓我們今晚動動手、動動腦，

學習科學原理！ 

我們準備做好漢！ 

看看我們的箭術吧！ 

 

學生於康樂室一較高下。 來看看我們的美工設計吧！ 

 



台 灣 教 師 交 流 之 旅 

本學年，本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與台灣國家教育研

究院合辦的「系統創新．人才培育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旨在促進兩地專業交流，提

升學校之課程實踐能力，計劃亦有助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

提升學生學習素質。在 2018年 10月 30日那天，台灣交流

團先到訪本校，進行觀課、議課、參觀校園等活動，兩地

教師愉快地交流教學心得。台灣教師們十分欣賞本校文化

及感謝本校的熱情招待。之後，夏藻翹主任和楊煥晶主任

代表學校，於 2018年 11月 27至 12月 1日期間參與了台

灣交流考察團，赴台拜訪學校及出席專題座談會。 

是次交流考察團合共拜訪了 3間台灣高中、國中及國小，包括國立東華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及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除了遊覽校園

外，亦進行了觀課及分享，認識當地學校課程的發展與特色課程，並與當地教師進行

課程實務經驗對話與省思，交流推動課程改革及學校改進的實踐經驗。另外本校教師

亦出席台灣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來自不同國

家的教育專家作分享，主題是「21世紀人才培

育：教育系統之自主‧跨域‧創新」。 

 

 

 

20 多位台灣教師到訪本校進行學術交流。 

我們與正在打掃操場的學生合照，他

們正進行服務式學習。 

完成研討會後，我們 20多位香港教師，聯同中大湯博士及其

團隊一起來張大合照，為交流劃上完美句號！  



學 校 運 動 會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假馬鞍山運動場舉行學校運動會。

是次運動會邀得教育局體育組課程發展主任曹穎芝女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當天天朗氣清，陽光普照。八時正了，會場響起運動員進場曲，全校師生在各班

持旗手的帶領下，精神抖擻地一齊步操進入會場。今年伍修士如往年一樣到來為我們

主持早禱，之後各項賽事隨即開始。伍修士亦為男子一百米賽事發號施令呢！ 

場上參賽健兒鬥志昂揚，全力以赴，務求在比賽中

脫穎而出；看台上的同學情緒高漲，歡呼喝采，為健兒

們吶喊助威。今年我們還舉辦了幼兒競技賽，並邀得區

內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幼兒學校及保良局馮梁結紀念

幼稚園派出代表參加，連同本校的親子競技賽，過百家長與子女齊齊運動，共度美好

的親子時光，亦為現場增添熱鬧溫馨的氣氛。壓軸的賽事就是四、五、六年級的男女

混合接力賽，各班都派出最強隊伍，全力爭取佳績。  

    頒獎禮上，曹穎芝女士致訓勉辭，並為優勝者頒發

獎牌，各人都露出燦爛的笑容，與嘉賓合照留念。 

    最後，全校學生演出

「活力洋溢大匯操」。同學們

隨著節奏強勁的音樂，揮動手上的膠手拍，擺動四肢，跳出

整齊的舞步，為運動會掀起高潮，並且畫上圓滿的句號。    

 

乖仔乖女，快快把豆袋拋入桶裏！ 

主禮嘉賓與親子競技賽獲獎學生和家長合照。 

看！我們充滿活力，充滿朝氣，齊來運動。 



 
 

本校榮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127,000.00，推行「我是 KOL！」計劃。 

 

延續本校關注項目：推動電子學習，「我是 KOL！」計劃會讓高年級學生拍攝不同

科目或主題的「學生翻轉教室」短片，以模擬 KOL*的短片形式，於「我是 KOL！」平

台（校本平台）發放，推動自主學習（SDL-Self-Directed Learning）。此外，會以

個人或小組協作模式，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並通過學生拍攝的片段，提高學生

自信。 

 

本計劃創新採用「無人駕駛」的自拍設備，可以讓使用者在沒有任何教師或學生協

助下，在沒有任何視頻製作經驗的情況下都能夠使用，學生只需攜帶 USB 手指，並按

下一個按鈕，即可製作高質量和精美的視頻，還會建立一個操作簡便的「我是 KOL！」

平台來管理短片資源，讓觀看者輸入意見及評分。學生還可以自我決定任何科目的教

學單元或 STEM 相關項目，並與生活事件簿掛勾的問題為目標（學生特別有興趣和值得

探討的問題也可以）。他們會自我訂定學習時間表及學習里程碑(checkpoint) ，預約

「OBS」中心使用時段（早上、午息或導修）來自我拍攝有自己樣貌的「學生翻轉教室」

短片，讓同儕欣賞及評價（講出值得欣賞的地方）。最後還要反思整個學習過程，以

及所拍攝的「學生翻轉教室」短片的優點和缺點。 

 

學生在「我是 KOL！」平台發放自己的「學生翻轉教室」片段及材料後，可以隨時

收集和分析其他觀看者（學生及教師）的評估意見。 

 

註：  「KOL：Key Opinion Leader」中文譯為「關鍵意見領袖」，原指因自身的專

長或身為個別範疇的專家，或因其社會地位而為某群體所接受或信任，並對該群體有

較大影響力的人，如醫藥業界中的可影響同儕處方方式的人。KOL善於透過活動、網

絡及傳播媒介，將自己的見解向群體宣揚。 

     

 

 

 

 

 

 

 

 

 

 

 

 

 



家 教 會 
    在校董、校長、及約 200名家長教師的見證下，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2018 年 12月 1日順

利完成。首先，主席在會內進行了業務報告及感謝第二十二屆常委會委員的努力及付出；然後，大會進行第

二十三屆常委會委員選舉，新一屆常委會委員亦順利選出。名單臚列如下: 

主席 ： 梁文悅女士 文康 ：   林進梅女士 

副主席： 吳玉芳主任 公關 ：   李文嘉社工 

秘書 ： 吳宇傑主任 總務 ：    許冠基先生 

助理秘書： 陳翠文女士 總務 ：   吳敬恩先生 

司庫： 李曉武女士 總務： 鍾佩蘭主任 

助理司庫： 陳君泰主任 替補委員： 葉玉珍女士 

文康 黎柏然社工   

 

                             

 

 

  

  

 

聖誕佳音處處聞 
 

  本年度「聖誕佳音處處聞」福傳活動已於 2018年 12月 15日（星期

六）下午 2時正於馬鞍山廣場舉行，是次活動邀得馬鞍山聖若瑟中學及

馬鞍山聖方濟堂一起參與。當天邀請了馬鞍山聖方濟堂主任司鐸文凱華

神父帶領祈禱，並由文神父及本校校董田祐篤神父出任頒獎嘉賓，頒發

「聖誕畫親子填色及創作比賽」及「聖誕愛心咭設計比賽」各個獎項。 

為了傳揚救主基督降生成人的喜訊，本校預備了精彩的表演節目，

包括樂隊演奏、合唱團獻唱聖誕歌曲、宗教劇《感恩‧傳愛》、功夫表

演、體操表演，以及馬鞍山聖若瑟中學的舞蹈演出，令在場人士度過了

一個歡樂的下

午。 

頒發嘉許狀家長義工，表揚他們為學校無私的付出。 
感謝上一屆家教會常委！ 

第二十二屆主席在家長教師會大會上致詞。 

楊翠珊校長陪同田祐篤神父頒獎 

宗教劇 《 感恩‧傳愛》 

功夫表演隊 黃幗懿校長陪同文凱華神父頒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粵語)    冠軍   小一及小二 

      優良獎狀  小五及小六 

詩詞集誦(英語)    亞軍             小三 

詩詞集誦(普通話)   良好獎狀  小四 
 

詩詞獨誦(英語)        季軍      2D 何曉彤 

 

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獎狀  共 14 名 

良好獎狀  共 3 名 

詩詞獨誦(英語)    優良獎狀  共 17 名 

良好獎狀  共 2 名 

詩詞集誦(普通話)   優良獎狀  共 11 名 

良好獎狀  共 1 名 

天主教經文獨誦(粵語)  優良獎狀  共 7 名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2018  

排球章別獎勵計劃  銀章   5A 黃世豪 

        6C 莊偉俊 

        6C 林俊滔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8-2019)  

6C 莊偉俊    男甲跳高   冠軍 

沙田節環保節能器具設計比賽 2018 

5D  黃國謙  冠軍 

5D 池心柔  冠軍 

5D  曾朗瑔         冠軍 

5D  楊智喬  冠軍 

5D  謝語詩         冠軍 

 

「非凡夢想暑假大作戰」繪畫填色比賽(高小組) 

5D 鍾晴怡   亞軍 

 

聖誕佳音處處聞聖誕愛心咭設計比賽 

3D 曾俊燃 冠軍 

5D 鍾晴怡 亞軍 

 

 

 

 

1B 黃梓妤 季軍 

4B Chan Marcus Liu 優異獎 

1B 曾琬晴 優異獎 

2A 李凱晴 優異獎 

3D 高天羿 優異獎 

6A 周裕衡 優異獎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排球章別獎勵計劃 2018 

5A 黃世豪  銀章 

6C 莊偉俊  銀章 

6C 林俊滔  銀章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團體組          團體優異獎          共 10 名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     優異         3A 黃政安 

                                  3C 范朗澄 

                                  5B 容浩然 

                                  5D 伍樂晴 

                                  5D 鍾晴怡 

                                  6A 麥浩德 

                                  6A 黃瑞宏 

 

個人評獎賽     評獎賽精湛         2D 周永煇 

                                  3A 黃政安 

                                  5D 伍樂晴 

                                  5D 黃國謙 

                                  6A 麥浩德 

 

               評獎賽優異         3A 梁藝 

                                  3C 徐霆軒 

                                  3C 范朗澄 

                                  5A 謝宇邦 

                                  5B 容浩然 

                                  6A 黃瑞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