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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柴灣角天主教小學繼續以培養同學們的正向思維，
建立自主的學習態度為發展重點。本校一直以來都十分關注同學
們的身心靈成長發展，讓同學們透過參與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
培養他們抱持正面的價值觀，並積極投入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當然，要幫助同學們建立健康豐盛的人生，除了擁有健康的
身體，還要照顧他們「心」和「靈」的需要。因此，學校特意將

靜觀元素結合宗教教育，並配合不同學科的學習主題及內容，讓同學們在不同環
節的學習裡，在增長知識的同時，也能夠重視自己的心靈健康，了解自己的身心
狀況，並學習如何釋放緊張的情緒及壓力，以保持身心靈平衡的狀態。
  此外，要培養同學們喜歡學習，不斷追求學習上帶來的滿足感，除了培養同
學們的學習興趣，如何推動他們的學習自主性也同樣重要。成功的學習者必須是
自我推動的，這包括了自覺地進行課前預習，為學習訂下目標，作好準備；主動
地參與課堂上的學習，投入地與師長及同學們進行學習交流；課堂後更會自發
地完成課業，温習課堂所學，更會主動積極地對有興趣的課題作進一步探討及研
習。由此可見，「自主學習」就是培養同學們在學習上的自覺性、主動性，他們
必須了解自己的需要，並渴望追求學習，享受學習的過程及成果。
  最後，我盼望同學們能夠自強不息，努力堅毅，懂得欣賞自己，成為真正的
快樂主人翁。

周凱恩校長

周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今年農曆新年後，香港社會及我們學校生活都經驗了一
個很大的改變及考驗，普遍的感受是我們驚慌及受苦。驚慌
的是怕感染病毒，不知如何才能做到最好的防避，受苦的是
各方面生活改變使我們不安，不知什麼時候完結這困境。

  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不同年齡階段的人，都可能有一種為自己適合的生活方
式，但我們身處的世界，萬物是彼此相關，而社會制度的狀況必然影響環境和人
類生活的質素。所以我們個人不論作任何的生活選擇都涉及到學校、家庭或其他
的人。任何人的浪費或珍惜、輕視或感恩的生活態度，不論在人際關上，在物質
消費上或在環境生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自己或他人的日常生活的舉止及
習慣。

  我相信學校所有的持份者都懷著善意與真誠，關心我們的青少年。讓我與大
家分享教宗方濟各所說的一句話「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後代，正在成長的孩子一個
怎樣的世界」。讓我們彼此互勉，以身作則，教導同學們認識美德與責任，關愛
我們共同的家園，感謝天主創造萬物的化工。

校監  麥景鴻神父

顧問：周凱恩校長 編輯：歐陽欣宜老師

校 監 勉 示 校 長 的 話

1
I have educated you in the ways of wisdom, I have guided you along the path of honesty. (Proverbs 4:11)
「我要教給你智慧的道路，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徑。」(箴  4:11)



  學校秉承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融合校訓「勇、智、仁」，訂立靈訓輔校本奬勵
計劃，以發展學生的正向思維。依據正向心理學Martin Seligman的學說，正向教育有六大
範疇，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仁愛、公義、克己、靈性及超越。我們期望學生認識個
人的二十四個性格強項，建立正面情緒和快樂感。今年度，學校與香港城市大學正向研究
室合作，為學生舉辦講座及課程，以配合學生正向思維發展的需要。學校更舉辦「正向活
動日」，讓師生們參與不同形式的活動，一起享受正向群體互動的樂趣。

  靜觀訓練有助建構身心靈健康校園，營
造正向的校園文化，而「靜觀」正是我們發
展的重點之一，旨在提升個人身心靈的發
展。「靜觀」就是靜心和觀察生活每一個片
段，觀察自己的思想、情緒及身體反應。本
校把「靜觀」元素滲透在課程及恆常的活動
裏。全校同學於每天早會、宗教課及體育課
中進行「靜觀呼吸」練習，又於每週一次的
午膳時間進行「靜觀進食」練習，讓他們多
覺察個人內在需要。今年度我們也引進了不
少外間資源，曾邀請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
理學家及香港教育大學教授為我們的學生進
行培訓，以達致整全身心靈健康。

與newlife·330合作 - 
心靈樽工作坊

學生靜觀訓練

正向教育

靜觀訓練
正向教育活動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劉雅詩博士

  與此同時，學校致力於家長及教師層面進行相關的推廣活
動，讓靜觀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今年度，學校繼續與newlife·
330合作，舉辦一連串的課程與活動，目的是提倡整全的身心靈
健康，讓家長及教師學習好好照顧自己。

教育心理學家陳鑑忠先生

「正向活動日」花絮

學校教育心理學家梁佩宜姑娘

2
Trust wholeheartedly in Yahweh, put no faith in your own perception. (The Proverbs 3:5)
「你應全心信賴上主，總不要依賴自己的聰明。」(箴3:5)



宗教培育
  本校與教區聖召委員會合作推行「營造聖召文化於校
園計劃」，於12月13日邀請聖母領報堂助理司鐸張樂天
神父，為六年級同學分享信仰生活和回應聖召的經歴，讓
同學了解司鐸生活及其使命，啟發他們回應天主的召叫。

  明陣 (Labyrinth) 又稱為迷
宮，是祈禱默想的地方。它起源於
七世紀的歐洲，當時教堂設有明
陣，讓信徒進入教堂前，先經過明
陣，以平靜心靈，準備參與禮儀。

什麼是「明陣」呢？

聖召分享

  聯合國於每年的9月21日定為國際和平日，目的是呼籲全球停止暴力
和衝突，以推動和平。本校於9月20日也特別為世界和香港的和平祈禱，
並鼓勵同學透過寫祈禱文及摺和平鴿子，傳播和平的信息。

國際和平日

學校在四月新建成一個為同學休息和祈禱的
空間―聖母花園。為此，我們邀請了天主教香港
教區夏志誠輔助主教為聖母花園進行祝福典禮。同學
在花園裡，可以坐下休息，舒展身心，亦可以在聖母
像前偕同聖母一起向天父祈禱。在花園的中央更增設
「明陣」。同學在明陣裡漫步，配合靜觀步行，

以平靜的心默想和反思，與主相遇。

聖母花園建成了！

張樂天神父提醒同學只要滿
懷信德，恆常祈禱，便能聽
到天主的旨意，並對祂的召
叫作適當的回應。

3
In him you have been richly endowed in every kind of utterance and knowledge.( 1 Corinthians 1:5)
「藉著衪，你們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論和知識上，都成了富有的。」(格前1:5)



五年級同學到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考察，認識植物

的繁殖與生長，並動手剖開百合花，認識花的結構。

同學以「種子發芽與環境的關係」為專題研習主題，除研究環境污染對種子生長的影響外，更結合視覺藝術科，加強對植物繁殖的認識。

四年級同學由淺入深學習陀螺的科學
原理，最後以自創的陀螺進行比賽。五年級同學通過風帆車學習能量轉換的原理。

STEM EDUCATIONSTEM EDUCATION
  

  以城市種植為學習主題，進行
STEM+跨學科綜合學習。透過種
植中草藥的過程，讓學生認識中草

藥，學生除動手建立智能灑水器及智
能稻草人外，更會設計實驗，進行研習
探究。學生收集植物生長及種子發

芽數據，觀察植物生長形態，思考有利
要素和環境，從而建構知識。最後，

學生以圖表、語文描述、視像展示等
形式，比較及分析實驗組及對照組的植
物，在不同環境下植物生長及種子萌
芽的情況。

  本校STEM課程共分三層，包括校本課程、
校本資優課程及校外資優課程。

1.   校本課程

四年級同學正為自己種植的

植物進行科學探究。

三年級同學製作用太陽

能推動模型車。

四年級同學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
中心，學習種植植物的方法。

  本校在二年級及三年級開設光雕的常規
課程，本年度的主題為救救地球。光雕課程
讓學生透過各種STEM元素，結合藝術和科
技，動手創作自己獨有的作品。

光雕教學

學生學習STEM概念。

學生學習利用光雕軟件在立體上投射自己的照片。

綠色能源科探積木
年級 三 四 五 六
主題 太陽能車 爆旋陀螺 風帆車 橡皮筋積木車

  本年度於彩虹展才計劃時段為三至六年級推展科探積木課程。校
方先為全體教師提供工作坊，給老師提供STEM教學培訓。三至六年
級學生在課堂中動手搭建模型，從玩樂中理解科學原理。

EduVision

老師在工作坊期間彷彿小朋友般體驗積木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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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e sort of lives you lead, like intelligent and not like senseless people. (Ephesians 5:15)
「你們應細心觀察自己怎樣生活；不要像無知的人，卻要像明智的人。」（弗5:15）



  本校一向重視科學探究、高階思維及
STEM技能培育。學生從日常生活的小發
現開始，以「科探五部曲」探究式學習，
培養對科學與科技的好奇心和興趣。

學生姓名 校外資優課程
6D 陳卓暉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6D 李梓僑

新地資優科學創意發展計劃
6A 楊宇軒
5C 黃定禧
5C 黃定祺

6C 黃卓言
STEM 進階學習體驗計劃：
發展學生創新能力

5C 梁鈞珊
科才種子培訓計劃5A 戴仲言

5B 鄭泳華

本年度增設學生活動室，學生於課餘及小息時段，進行科探及桌遊
活動。

  本校多名學生獲得修讀校外資優課程
的資格，名單如下：

3.   校外資優課程

學生活動室5C梁鈞珊在香港
科學園學習飛行及
航天科學與鑑證科
學等，探索及應用
各項科學知識。

科學探究 活動

  科學特攻隊成員本
年度繼續獲邀出席「學
與教博覽」STEAM+創
意積木示範課堂，向公
眾展示STEM學習所帶
來的樂趣。

科學特攻隊

同學通過實驗及發現，學習科學知識。

科學特攻隊成員在「學與教博覽」示
範課堂跟擁有專業經驗的台灣導師學
習「砌積木，體驗STEM」。

2.   校本資優課程

5
Whoever lives blamelessly, who acts uprightly, who speaks the truth from the heart. (Psalms 15:2)
「只有那行為正直，作事公平，從自己心裏說誠實話的人。」(詠15:2)



  「彩虹展才計劃」主要在每週的星期一至四，於「Go高Goal」時段(3:00pm-3:45pm)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舉辦多元化學習活動給不同年級的同學參與。

計劃目的：
舉辦多元化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擴闊學生視野。

當中元素：
新興運動體驗、Gigo課程、「性格強項」正向活動小組、執筆善導課程、各學生支援小組及各藝術訓練活動等。

彩虹展才計劃

  同學學習運用Gigo組裝及
改良太陽能車，同學在組裝過程
中，要計算電池及太陽能板用
量，藉由太陽能板積木元件取代
車子的電動馬達，以了解太陽能
車運動的原理，更藉以了解可再
生能源、能源的種類及其運用。

  新興運動體驗活
動（包括：地壺球、
花式跳繩、健球等）
讓學生獲得更活潑和
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發展潛能，提升學習
動機和興趣。

執筆善導課程令同學掌握執筆技巧，提升學習動機
和興趣。

活動多元化

Gigo課程 新興運動體驗

執筆善導課程（柴天書法家）

正向活動
「性格強項」活動小組

  「性格強項」活動讓同學認
識性格強項，建立正面價值觀和
態度。

6
How blessed are those who keep to what is just, whose conduct is always upright! (Psalms 106:3)
「時時行義的人，真是有福！」(詠 106:3)



  本校高級組中國舞隊由四至六年級女同學組成。她們大多已接受舞蹈訓練多年，舞藝精
湛，更連續多年在學校舞蹈節群舞比賽中代表學校獲得甲級獎，表現備受肯定。中國舞高級組

本年度參賽舞蹈的名稱是《歡欣起舞》，舞蹈隊成員穿起華麗的哈尼族服飾，演繹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們在嬉戲追逐，十分歡愉。

環保教育
  本年度本校參加
了「綠優校園認證計
劃」和賽馬會校園低
碳「睇現」計劃，學
生在學校和家中參與
了不少環保活動，包
括個人和班際比賽、
環保講座和環保工作
坊等等，從多方面學
習實踐環保生活。

環保大使平日會在「環保角」當值，向同學介紹

環保訊息及教大家使用電子屏幕玩環保遊戲。

學生參與「環保燈罩」工作坊，各自發揮

創意，造出了獨一無二的環保燈罩。

  本校管弦樂團成立十多年，
目的為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使學生有全面的藝術發展。團員
學習態度認真，水準不斷提高。
樂團更曾於2017年《第十二屆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中，獲得金
獎成績，於2018年參與香港演
藝音樂節（管弦樂團組）獲得優
異成績。

管弦樂團

  本校課外活動種類甚多，2019年更正式
成立了劍擊隊。現時隊內共有花劍隊及佩劍
隊兩小隊，各成員雖年紀輕輕，但劍擊技術
已有一定水平。

劍擊隊

成員在開放日時為來賓作示範演出。

7
Children, our love must be not just words or mere talk, but something active and genuine. (1John 3:18)
「孩子們，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而要用行動和事實。」(若一3:18)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體
育

第 7 屆香港奧青盃
乒乓球大賽

男子團體冠軍

本校乒乓球隊女子團體冠軍

初小組亞軍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服
務

公益少年團
團隊獎勵計劃

優秀團隊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學
術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優秀獎
2B 葉梓妍
2C 李卓軒
2C 陳希禪

中級組優秀獎
3A 周臻毅
4D 邱樂瑤

藝術發展局 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6A 葉恬妮
6C 黃卓言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學
藝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集誦
良好

本校粵語集誦隊

英語集誦
優良

本校英語集誦隊

英文詩詞獨誦
季軍

5C 郭溢恆

英文詩詞獨誦
亞軍

5D 謝竣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4D 楊凱雯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3C 鄭 璇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5A 戴希桐

2019 香港「閃耀之星」
朗誦比賽

英詩獨誦（中小組）冠軍 4A 曾 乎

普通話獨誦（中小組）冠軍 4A 曾 乎

普通話獨誦（中小組）冠軍 4D 楊凱雯

第五十六屆
香港學校舞蹈節

高年級組中國舞
甲級獎

本校中國舞
高年級組

柴天頒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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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lways 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hem to treat you. (Matthew 7:12)
「凡你們願意別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瑪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