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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屆奧運會，香港獲得了史無前例的佳績，因此 2021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本校舉行了「奧

運繽紛遊戲日」， 慶祝之餘也讓大家透過奧運主題遊戲來學

習。  

 

當天共有百多名幼稚園及初小學生參與，場面十分熱鬧。 

 

我們為迎合奧運主題，設計了許多和運動相關的遊戲活

動，包括劍擊，籃球和足球等等。 

 

此外，更在內操場的大屏幕和電腦室進行奧運相關的電子互動遊

戲，讓參加者齊齊感受奧運氣氛。 

 

 

 

 

 

 

 

 

 

 

其他學科活動都配合奧運主題，例如英文科介紹不同運動項目名稱、視藝科有工藝製作等等，動

靜皆宜。 

未來我們會繼續進行不同主題的攤位遊戲活動，好讓學生於遊戲中愉快學習。 

 

小朋友踴躍參加當天活動。 

奧運繽紛遊戲日 慶賀奧運

佳績 

劍擊體驗：緊張的對戰！ 

 

參加者投入乒乓球比賽。 老師示範打高爾夫球。。 

 

看看誰的灌籃得分最高！ 

 

緊張的賽車比賽開始！ 
噓…我正在聚精會神

地夾玩具！ 

專注！專注！體驗「眼

明手快」的遊戲。 

參加者體驗奧運選手的

「舉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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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樹新生命：環保小板凳 

為響應「聖若瑟年」，讓學生傚法主保大聖若瑟的謙遜勤勞，本校二
十多名學生及家長，於九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參與學校舉辦的「斷樹新
生命：親子板櫈工作坊」。他們化身大小木匠，利用斷木製作小木椅，既
善用自然資源，又可促進親子溝通，更能學習大聖若瑟的刻苦精神（聖
若瑟也是木匠），可謂一舉四得，意義不凡。 

原來學校講台下存有不少來自山上聖若瑟學校及聖堂的長椅。長椅
製作年代久遠（近七十年）。由於早前學校進行翻新工程，講台部分位置

須拆卸。於是我們把部份長椅
裁切至合適大小的木材，連同
講台拆卸而來的木材，供學生
及家長在工作坊製作新板櫈。 

當天家長及學生觀看製作示範後，便戴上手套，由前腳
開始，逐塊木材拼接製作成板櫈。對於首次接觸木工的大小
朋友來說，過程殊不簡單，但爸爸媽媽與孩子聚精會神，小
心翼翼把不同部件接合，最終完成任務。 

新板櫈的櫈腳用剩餘木方製作，木櫈面板由山上聖堂
長櫈裁切，部件則由本校自行以榫卯製作。榫卯是在兩個木
構件上採用的一種凹凸结合的接駁方法。凸出部分叫「榫」；
凹的部分叫「卯」。現代傢俱用鐵釘來接駁，或會造成木材
開裂，而用榫卯製作的新板櫈，相比之下會更結實耐用。 

這些新板櫈，是親子合作的結晶，也是愛校的一種心意，更是學校歷史傳承的見
證。看見這批具紀念意義的新板櫈，學生與父母的臉上洋溢歡笑，並感謝天主，能讓他們在聖若瑟年，
效法主保大聖若瑟，以謙卑勤奮的心為學校服務，成為天父的好兒女。 

Classic for Juniors: Walking the Amazon 
 

‘Classic for Juniors’ is a tailor-made primary-level theatre and language programme in Hong Kong. P.4 
students went through a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 in October by appreci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Walking the Amazon’. Walking The Amazon is about British Explorer Ed Stafford’s Guinness world record of 
being the first man to walk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mighty Amazon river from its Andes springs to its Atlantic 
mouth. Ed soldiers on despite innumerable challenges from wildlife and people, including native tribes, and 
even after his native guides desert him. Finally, he meets a guide and friend and they stumble on against reason, 
suffering starvation and sickness until they reach the end of the Amazon.  
 

Walking The Amazon is performed through physical theatre. Actors used their bodies on a framework set 
to tell the story of Ed’s amazing journey on the Amazon. Some of the important factual details of the journey 
were in the form of dialogue, like the length of the journey and finer details of the physical terrain.  
 

Students enjoyed the show,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ve par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encountered 
physical theatre. As a result, they have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atre and language arts. 

 

 

 

 

 

  

 

 

 

透過親子合作，

把逐塊斷木拼接

成新板櫈。 

參加者與新板櫈來張大合照。 同學急不及待試坐

板凳，果然堅固。 

We are ready to watch the show! 

 

Let’s have fun! 

 

We ar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接近七十

年歷史的

校園長椅

及由斷木

砌成的新

板櫈 

 

校園長椅及由

斷木砌成的新

板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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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校園：傅家俊到訪學校 

桌球源於英國，是一種國際上廣泛流行利用球杆在檯上擊球、依靠計算得分確定比賽勝負的高雅室

內體育運動項目。英式桌球這項運動雖不會令參與者流汗，但能鍛鍊學生身體，如手眼協調、提高專注

力、訓練耐性。除此之外，學生在比賽中亦能思考控制白球的策略、計算得分，有助提升數學能力及智

力。 

2021 年 11 月 11 日，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陳念慈女士與桌球精英運動員傅家俊先生探訪本

校，並走進體育課堂向學生親身示範英式桌球的進球技巧，學生積極參與嘗試，氣氛非常熱烈，傅家

俊先生更鼓勵學生多接觸不同種類的運動，發掘自己的興趣，再接受專業培訓。 

 

 

 

 

 

 

 

 

                      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順利進行。當天進行了第二十六屆常委會委

員選舉，同時進行互選職位及就職儀式，有關名單臚列如下： 

主席 吳敬恩先生   文康 許冠基先生 

副主席 吳宇傑主任   公關 李文嘉姑娘 

秘書 方頴嵐主任   總務 黃兆柏先生 

助理秘書 郭鳳姿女士   總務 蔡美玲女士 

司庫 林進梅女士   總務 蘇文靜主任 

助理司庫 陳君泰主任       

 

 

 

 

  

四位幸運兒得到

傅家俊先生親筆

簽名文件夾。 

 

傅家俊先生指導學生擺放正

確的手部動作。 

傅家俊先生指導學生正確的

擊球動作。 

傅家俊先生親自示範進球技

巧。 

楊校長也與學生一起向傅家

俊先生學習桌球技巧。 

感謝上一屆家教會常委 
頒發嘉許狀給家長義工，表

揚他們為學校無私的付出。 

頒發成績優異獎 恭喜各家長成功當選新一屆家長常委。 頒發禮物給親子填色比賽的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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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藝術教育計劃-藝術跳瑟 

本校視覺藝術科於上年度成功申請名為「藝術跳瑟」(Art Flea)的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展覽往往是藝術家向大眾分享作品的最終方式，而是次計劃希望透過創意藝術評賞課程，培養學

生的審美情意與能力，增進對藝術文化的瞭解。 

課程中包括不同種類的展覽活動，活動由學生作主導，讓他們成為一個小小策展人，從豐富及完

整的評賞過程中學習藝術知識及技巧，繼而帶動創作。 

    創意展覽模式眾多，本校致力推動九種藝術創意的展覽方式，其中包括樹林式、巡遊式、地氈式

以及攤位式等等，讓學生就作品的特點選擇最合適的展出方法，並學習利用評賞四步曲，從表象描述

到個人見解，對外界分享作品的創作特色、歷史背景及個人感受等。 

計劃除了能增加學生展出個人或集體作品的機會外，更可增加學生對藝術家的認識，培養學生主

動學習的能力，為學生提供由觀眾變成策展人的機會，提升學校的藝術氛圍。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本學年受疫情關係，學生仍然不能親身前往北京與姊妹學校—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附屬小學，進行
實地交流活動。不過兩校仍然以網上交流形式安排了一項學習活動讓兩地學生共同進行學習活動，另
外，雙方亦透過虛擬實境方式參觀對方的學校，增進彼此認識。 

第一項學習活動是由本校主持的古代投石車製作。教師們預先利用鐳射切割機切割出不同的部件
及製作了科技學習冊，然後把製作部件以快遞形式寄往北京。當天負責教師先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作引
入，雙方學生都聽得津津樂道。然後教師與雙方學生一起討論投石車的科學原理，大家也十分投入討
論活動及積極回答教師提問。討論完畢後，大家便一起組裝投石車。當組裝完成後，學生們都十分雀
躍，急不及待地測試投石車，場面十分震撼。 

第二項學習活動是由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附屬小學主持的視藝課堂，內容是製作中國傳統面塑。北
京教師的準備工作十分貼心，他們把面塑的材料預先按參與活動的人數分配，然後把材料寄往香港。
當天主持教師先詳細地講解中國傳統面塑的特色，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工藝的認識。然後學生們便按
照教師的指示，依步驟利用不同顏色的面塑材料製作一頭「活生生」的老虎。在製作過程中雙方學生
也十分專注於製作活動，盡力地把面塑完成。 
 
 
 

 

低年級學生對創新的巡遊式展

覽方式感到十分有趣。 

 

不論任何年級，學生

的作品均有機會於

學校展出。 

於本校操場利用燈籠

式的展覽方式展出評

賞作品。 

學生利用不同的動作，創作出模仿

藝術家 Keith Haring 的作品。 

當天的主持──閔佳怡老師 

學生正在進行面塑製作 完成交流後，兩校進行合照。 

學生的面塑作品 學生們專心聆聽教師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