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影戲是我國民間一種別具特色的表演藝術，也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我們身為炎黃子孫，

應好好承傳這項文化。因此，本校於本學年參加了「傳承動起來」計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協助下，

結合現有中文科、常識科以及視藝科的課程內容，為五年級的學生進行皮影戲教學，讓學生從小接觸

皮影戲這項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皮影戲教學分為兩部分：日常課程以及拔尖課程。日常課程方面，常識科將聯同香港中文大學介

紹非物質文化遺產，並講解皮影戲的來源以及歷史文化知識。其後常識科會從科學角度切入，講解皮

影戲的原理—光與影的關係。 

至於中文科課程則始於教授成語故事，當中包括狐假虎威、杯弓蛇影以及鄭人買履等饒富趣味的

故事。其後中文科將開展戲劇單元教學，指導學生將成語故事改編成皮影戲劇本。當學生完成劇本後，

老師便會指導學生排演皮影戲，並安排學生在校內公開演出。 

另一邊廂，視藝科會配合中文科的教學，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當學生完成皮影戲劇本後，視藝

科老師將教導學生利用膠片製作皮影角色，並按劇情需要思考皮影角色的關節數量，以配合中文科皮

影戲的演出。 

拔尖課程方面，本校邀請了黃暉木偶皮影有限公司到校協助成立皮影拔尖班，拔尖班的內容包括

偶戲演出導賞、偶戲操縱訓練以及學生演出。學生完成拔尖班課程後，將學會操縱木偶的技巧，並於

三、四月演出一齣完整的皮影戲。 

 

 

 

 

 

 

 

 

 

  

黃暉先生正為同學介紹皮影戲的特色以

及示範操縱。 

看到同學如此專注學習操縱皮影角

色，就知同學們十分喜歡皮影戲。 

同學愉快地學習操縱皮影角色。 導師正用心地教導同學操縱皮影角色的基本技巧。 

提線木偶在黃暉先生的手下，活靈活

現，不但會行會走，還會彈奏吉他。 



當日頒發禮物給「我愛大自然」攝影比

賽的得獎同學。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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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組課程發展主任楊達文先生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當天天朗氣清，陽光普照。會場準時於八時正響起運動員進場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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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士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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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馮梁結紀念幼稚園、恆安浸信會

幼兒學校及康傑幼稚園(馬鞍山)派出代表參加，連同本校的親子競技賽，過百名家長與子女齊齊運動，共度

美好的親子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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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達文先生致訓勉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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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運動會畫上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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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月 30日順利

完成。首先，主席在會內進行了會務報告及感謝第二十三屆常委會委員的努力及付出；然後，大會進行第二

十四屆常委會委員選舉，新一屆常委會委員便順利誕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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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曉武女士 

助理秘書 陳翠文女士  總務 吳敬恩先生 

司庫 許冠基先生  總務 李穎嫺主任 

       助理司庫    陳君泰主任 

主禮嘉賓與接力賽獲獎學生合照。 看！我們充滿活力，充滿朝氣，充滿鬥志！ 

 

乖仔乖女，快快把豆袋拋入桶裏！ 

我們校長與幼稚園校長、老師及幼兒競技賽獲獎學生合照。 

頒發嘉許狀給家長義工，表揚他們為學

校無私的付出。 

第二十三屆主席在家長教師會大會上致詞。 



合唱團詠唱聖誕歌曲。 

體操表演隊。 楊翠珊校長陪同文凱華神父頒獎。 

 

   本學年「聖誕佳音處處聞」福傳活動已於 2019年 12月 14日（星期六）於本校

禮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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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董田祐篤神

父及方濟會楊炎修士出任頒獎嘉賓，頒發「聖誕畫親子填色及創作大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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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由樂隊

及合唱團表演的聖誕歌曲，還有宗教劇《乞丐感動了》、功夫表演和體操表演等。本

校同時邀得馬鞍山聖方濟堂教友表演中樂，以及馬鞍山聖若瑟中學學生表演舞蹈，令

在場人仕度過了一個歡樂的下午。 

 

 

  

校監伍維烈修士向主禮嘉賓 

文凱華神父致謝。 

馬鞍山聖方濟堂教友表演中樂。 

樂隊演奏聖誕歌曲。 

宗教劇 《乞丐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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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學生到首都師範大學附屬小學交流，與當地學生一起學習書法及進行活動，互相交流學習心

得，親身體驗北京學校的學習環境及氣氛。除了參觀北京學校外，學生還參觀了天安門廣場、故

宮、圓明園、中國科技館、萬里長城等著名景點。學生對參觀中華航天博物館最感興趣，館內設有

多項展品，如火箭發動機，神舟四號飛船返回艙等，讓學生增進了不少航天科技方面的知識。這次

的旅程真讓學生獲益良多！ 

 

 

 

 

 

 

 

  

  

 

     

 

     

 

十月三日為本校戶外學習日，當日天朗氣清，全校學生分成三隊，分別前往西貢户外康樂中心、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及香港濕地公園進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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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營地的師生到達目的地後，學生便跟隨教師到不同場區進行活

動，有的在空地進行集體遊戲，有的在繩網陣展示靈活的身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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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濕地公園的學生則跟隨教師到濕地互動世界及濕地保護區遊覽，探索野生

動植物的奇趣，欣賞大自然之美。 

午膳時，兩個營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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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們帶著

愉快及難忘的回憶離開營地，而香港濕地公園的學生亦能到禮品店購買心儀的紀念品，大家都滿載而

歸。 

 

 

 

 

 

     

四年級學生參觀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附屬小學。 故宮博物館真的又大又宏偉啊！ 
我們準備做好漢！ 

讓我們學做一個司機吧！ 

你們看看這裡！ 

我們沒有浪費任何食物啊！ 學生活力十足，在陽光下做個小車手! 學生與野生動物模型合照。 



 

 

第 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二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冠軍 2SC 何淇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2GB 李雨澄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英文)  季軍 6LD 李元灝 

 

 

 

Towngas 校際環保科探大賽 2019 

小學組亞軍 5GB 周兆璋 

5LD 龍文軒 

6LD 黃子晴 龔子珊 庾誠謙 

最受歡迎大獎 

 

 

 

第三屆 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殿軍   4LD 徐子琪 

優異獎 4GB 張俊翹 

4LD 龔子杰 

5LD 張啟聰 湯欽博 朱培元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20 

男子高級組四人大繩 殿軍 4AN 林振傑 4GB 陳峻熙 5LD 林明謄 6AN 黃坤輝 

男子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殿軍 4GB 陳峻熙 5LD 林明謄 6AN 馮菻深 黃坤輝 6GB 余卓穎 

交叉開跳 冠軍 6AN 馮菻深 

側擺開跳 季軍 6AN 馮菻深 

單車步 季軍 6AN 黃坤輝 

後交叉開跳 冠軍 6GB 余卓穎 

側擺交叉跳 亞軍 6GB 余卓穎 

單車步 殿軍 5LD 連心悠 

二重跳 殿軍 5LD 連心悠 

單車步 殿軍 5LD 林明謄 

側擺開跳 殿軍 5LD 林明謄 

交叉開跳 季軍 4SC 李昆達 

交叉開跳 殿軍 4GB 黎殷寧 

後交叉開跳 殿軍 4AN 歐穎文 

側擺開跳 季軍 3AN 周金逢 

側擺開跳 殿軍 2LD 吳君彤 

 



第十六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 

公開兒童組 優異 2SC 張智堡 3LD 周永煇 4LD 徐霆軒 5AN 袁傲揚 5LD 梁敬穅 

4LD 林煒婷 6GB 容浩然 6LD 伍樂晴 6LD 鍾晴怡 

金剛十八勢 季軍 3LD 周永煇 

金剛十八勢 優異 2SC 張智堡 

評獎賽 卓越 2SC 張智堡 

評獎賽 精湛 3LD 周永煇 5AN 袁傲揚 5LD 梁敬穅 4LD 林煒婷 6GB 容浩然 

6LD 伍樂晴 6LD 鍾晴怡 

評獎賽 優異 4LD 徐霆軒 

潭腿上六路 優異 5LD 梁敬穅 6LD 伍樂晴 

硬捶 優異 6LD 伍樂晴 鍾晴怡 

側擺開跳 殿軍 2LD 吳君彤 

 

 

 

2018-2019 年度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一等獎 6LD 龔子珊 

二等獎 6LD 劉心盈 曾朗瑔  劉縈樂 鍾晴怡 伍樂晴 黃子晴 

三等獎 3LD 林茜童 6LD 曾喆晞 

 

 

 

2019-2020 年度荃灣區堆沙比賽 

兒童組 亞軍 6GB 陳東陽 李映彤 曾子棋 

6SC 李奕藍 鍾家希 

 

 

 

五育中學三人籃球賽 

季軍 5GB 陳振南 5LD 彭錦江 

6AN 謝宇邦 6GB 陳東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