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以「仁愛忍耐」為校訓，
訓輔合一，透過不同的校本輔導活
動、專題活動、小組訓練及個人成
長教育課等，照顧全體學生的成
長需要。培養學生正確積極的人生
觀，養成自律精神，以及堅強的自
信心和責任感，勇於面對挑戰，使
學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養成互
相合作，互相關懷，彼此尊重的精
神。

透過風紀培訓活動培養同學的團隊合作精神

小息時，風紀照顧低年級的同學。

禮貌之星 (第一期)的得獎同學

禮貌之星 (第二期)的得獎同學
全年秩序比賽得獎班別︰1C  2D  3A  4A  5A  6B

《盜竊講座》

《預防性侵犯》

禮貌之星
　　「禮」是中國人的美德，本校透過「禮貌之星」活動，培養學生以
禮待人。

秩序比賽
　　每年透過秩序比賽，訓練學生的紀律
及建立團隊的合作精神。

少年警訊活動
  學生透過參與少年警訊的活動，認識滅罪的重要及
體驗不同的學習生活，擴闊視野，以增進課外知識。

專題講座
　　本校每年會邀請深水埗區學校聯絡主任王紹媚警長到
校，為各級進行專題講座，向同學帶來最新的罪案訊息。

校風及學生支援

少年警訊會員參觀「警察博物館」，認識香港警隊的歷史資料。

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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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本校於不同層面推行「校本教育心
理服務」。教育心理學家定期駐校，為
學生們提供行為、學習及個人成長的支
援服務。此外亦會為學校發展及教師專
業提供寶貴意見及訓練。

教育心理學家為本校老師進行培訓

彩虹計劃
　　為了讓有需要的學生於課後能繼續
得到適切的學習指導，本校於課後舉辦
彩虹計劃 ，讓有需要的同學除了可以
得到功課上的指導外，老師更會從中教
導同學了解自己的學習進程。

老師正在教導學生完成功課

學習小組
　　為照顧和針對學生不同的學習及
成長發展上的需要，本校開辦了不同
主題的學習技巧小組，例如：讀寫訓
練小組、藝術治療小組、音樂治療小
組及專注力訓練小組等。透過活動及
遊戲，再配上各種策略，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技能。

「說話Fun Fun Fun」計劃
　　言語治療師會定期到校，為有需
要的學生進行個別/小組訓練和評估，
亦會為家長及教師舉辦相關的講座及
工作坊。

故事先鋒
　 　 由 高 年 級 同 學 擔 任 「 故 事 先
鋒」，於每星期的午膳小息，與低年
級同學進行故事演說訓練，透過圖畫
及相關的引導性問題，改善學生的敘
事能力。

小老師伴讀計劃
　　透過接受訓練的高年級小老師，
於每星期的午膳小息，為有需要的低
年級同學進行「讀、默、寫」的訓練
和多感官學習的遊戲，引發同學對中
文及英文字詞的興趣，使他們能更有
效地在課堂內學習。

高年級的小老師正在教導低年級同學認讀字詞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在學校推行已有
三年，當中包括小四至小六的課程，深得老
師和家長的支持。計劃旨在提升學生的抗逆
力，以自我反省和組員回饋的方式，讓同學
認識和發掘自己的需要、情緒和解難能力，
以及掌握並發揮自己的能力。同學透過一系
列的協作活動，如義工服務、日營、戶外學
習活動等，從團隊訓練和自我挑戰之中發揮
守紀的精神，體驗與他人相處的需技巧，學
習解決困難，分享自己和理解他人的感受。

透過小組遊戲「我係熊啤啤」，認識組員的姓
名，加深對彼此的認識。

學生進行長者探訪，為他們送上精心包裝
的小禮物。

抗逆小先鋒到戶外進行學習活動 同學們正進行「信任你向前行」活動

學生正進行原野烹飪活動，共同製作食材。 大家都正在處理食材，準備烹調。

原野烹飪
　　為了訓練學生的組織性及團隊精神，成
長的天空舉行了一次原野烹飪，在戶外場地
進行了充滿挑戰性的學習體驗，讓學生分工
合作，合力烹調出一頓美味的午餐。

學生支援

成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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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教育涵蓋「德育及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環境教育」、「義
工服務」等多個範疇，配合學生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積極培養學生堅毅不
屈、尊重他人及承擔精神，並具備關愛、誠信、珍惜、感恩及責任感，令學生
終能成為胸襟廣闊、積極樂觀的孩子，並效法基督精神，愛人如己。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校獲2015《關愛校園》榮譽
「以足代手」同心「繪出地平線」
巨型足畫創作

明愛感創中心「感想·感做」社區藝
術體驗日

五年級進行「體察聞情童樂日---思考正確人生價值觀」

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

為低年級家庭進行「感恩從今天開
始」工作坊

綜合成長課
　　為配合學生成長階段不同需要，學校提供
不少空間進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以培養學
生德育、靈育及公民責任。學校於「綜合成長
課」亦提供跨班、跨級和跨學科之全方位學
習，如：跨級伴讀、朗誦、音樂節預演、資優
思維訓練等。

三、四年級「環境教育」講座
一至三年級「性教育」講座

五年級「海岸保育」

二、三年級「街坊小子劇場」 一至三年級「跨學科環保課程」

生活教育

公益少年團「慈善遠足籌款」

為高年級家庭進行「童‧心親子藝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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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及機構採訪
　　學校開放校園作推廣及參觀，外間不同的學校、機構到校了解學校的環保設施及運作。

環境教育
(一)環境教育政策
　　學校致力推廣綠色校園，天台設太陽能環保設施，讓學
生認識可再生能源。此外，學校亦教導學生認識環保4R原
則，培養他們成為保護環境及有責任的良好公民。

大專生了解學校收集廚餘的方法 傳媒拍攝天台花園

附近幼兒學校參觀學校廚餘的分類 了解環保動力單車的運作

光碟回收箱

深水埗區社區植樹日2016

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大使基礎環
保章」及馬屎洲考察

天台有機耕種

利用果皮製作環保清潔液

我們收集學生午膳廚餘，放入廚餘桶「綠善」製造有機肥料，
然後種植不同的植物供同學珍惜及欣賞。

校園整潔計劃「班際清潔比賽」 地球之友「街市食物回收團」

綠領行動《利是封重用大行動》

世界自然基金《地球一小時》

港燈「智惜用電計劃啟動禮」

(二) 源頭減廢·分類回收行動
　　我們實行源頭分類及減少碳排放行動。學生需自備
手帕、膠樽及食具，並教導他們養成分類回收的習慣，
更要節約能源。

(三)有衣食及零廚餘計劃

(四)環保體驗

(五) 環保小先鋒積極參予校內外環保活動

(六) 校外環保團體獎項
	香港環境卓越計劃《2015界別卓越獎》
 小學組金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咪嘥嘢校園減廢大獎》

最積極參與亞軍
	港燈「綠得開心學校」三星級嘉許獎

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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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每月健康之星」鼓勵學生每天吃水果

安排低年級參加衞生署「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健康飲食在校園「開心果月」Fun Fun水果籃填色活動

在「開心果月」舉辦的「認識水果攤位遊戲」

小一及插班生於寶血醫院(明愛)陳登
復康治療中心進行足背檢查

陽光笑容大使參與明愛「童來學急救」工作坊

「 平 等 · 分 享 · 行 動 」 小 手 牽 服
務，學生將日用品送給露宿者等有
需要的人。 東方舞參與綠領行動「第七屆利是

封重用啟動禮」表演

5A班到南廬護老院探訪

5B班到馬鄭淑英安老院探訪5C班到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服務

5D班到香港保護兒童會長沙灣幼兒學校服務

天主教善導小學 : 獲金狀 (服務超過3000小時以上) 
生活教育組、公益少年團 : 獲金狀 (服務1000小時以上)
環保小先鋒、東方舞校隊 : 獲銅狀 (服務300小時以上)

義工服務

聯校義工隊與長洲聖心學校合作，一同走訪長
洲兩次，了解長洲的環保及社區設施，並向長
洲長者分享環保心得，製作環保清潔液。

「關社區．重環保．愛社群」
聯校義工服務

全級小五到社區進行「老友記」及「小幼苗」義工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生活教育

花繩隊參與深水埗區周年頒獎典
禮及開心果月十周年慶典及頒獎
禮表演，為現場氣氛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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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使

　　家長教師會於1997年成立，並於1998年2月21日正式成立「天主教善
導小學家長教師會」，今年已踏入第二十年。家長教師會的宗旨是以天主
教辦學理念和核心價值為本，增進家長與教師之間的聯繫，加強學校與學
生家庭間之合作及促進家長間之經驗交流。

第十屆(2015-2017)執行委員
職位 家長執行委員 教師執行委員

顧　問 吳麗容校長 /
主　席 徐卓欣女士 /
副主席 李寶雲先生 梁淑貞副校長
副主席 林錦雄先生 /
秘　書 馮綺雯女士 黃淑賢主任
司　庫 黎齊歡女士 蔡家興主任
康　樂 李　旭女士 蔡詠德老師
總　務 蔡秀娟女士 游潔貞主任
聯　絡 王　靜女士 李家慧主任

親子旅行：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家長、同學和老師在入冬以來最寒冷的日子（只有攝氏二度左
右），一同到天水圍綠田園遊玩，參觀流浮山海味街及河上鄉豆品廠等地方，共同渡過一個既嚴寒但
溫暖的家庭日。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品德進步獎

家教會周年大會，新舊執行委員會大合照及師生大合唱。

王靜女士和陳碧娟女士
榮獲深水埗家長教師會
聯會傑出家長義工

家教會主席徐卓欣女士，
代表本校領取「深水埗家
長教師聯會傑出家長教師
會」獎項。

環保家長義工

活動花絮

家長義工隊及活動

故事姨姨及世界閱讀日故事分享

聖誕節慶祝會

家教會

故事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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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在2001年正式成立。本會以加強校友間之聯繫，促進彼此感情，發揚團
結、互助精神及服務社會為宗旨。歷任執委會成員，承襲這份責任，努力擴展會務。
每年，校友會定期舉行周年大會及其他活動如新春盆菜宴、校友茶聚等，讓校友了解
會務發展，亦可與昔日老師及同學暢談近況。

職位 姓名

主席 羅惠敏 (Teresa)
副主席 鄧家宙 (Billy)
司庫 文偉樂 (Joe)
秘書 王佩瑤 (Beatrice)
秘書 袁嘉敏 (Carmen)
聯絡 劉嘉慧 (Rico)
聯絡 鄭瑞鋒 (Jacky)
宣傳 何頌欣 (Joanne)
康樂 彭子傑 (Leo)
總務 郭偉康

日期 活動

15-12-2015(二) 校友鄧家宙博士主講「認識深水埗」講座
第七屆校友會主席文偉樂先生為六年級學生簡介校
友會現況

19-12-2015(六) 校友會周年大會
27-2-2016(六) 新春團拜盤菜宴

2016年5月 第二屆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羅惠敏女士
(自動當選)

19-5-2016(四) 第八屆校友會副主席鄧家宙博士到元朗大棠渡假村
探訪本年度畢業同學

27-5-2016(五)
舉行善導學校校友會周年聚餐，並確認羅惠敏女士
當選為新一屆校友校董。此外，當晚有數位熱心校
友捐出港幣三萬五千二百元正予學校作發展之用。

30-6-2016(四) 第一屆校友浦炳榮太平紳士擔任本年度第56屆畢業
典禮主禮嘉賓

第四屆校友馮秉孝先生分享
昔日趣事

看，卡拉OK比賽的陶醉表演！ 抽獎環節–獎品豐富

第56屆畢業典禮主禮嘉賓-第一屆校友浦炳榮太平紳士(圖左七)

昔日學生在周年大會日重溫舊
日的小學生活片段

盤菜宴當日多熱鬧

與昔日班主任回到兒
時課室，回味無窮。

善導學校校友會周年聚餐

昔日老師及工友聚首一堂
校友會主席羅惠敏女士高歌一曲

27-5-2016(五)善導學校校友會周年聚餐

家校合作 校友會

第八屆執委會成員(2015-2017)
2015-2016善導學校校友會活動

副主席鄧家宙博士探訪小六教
育營，並與畢業同學打成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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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聯繫活動

　　本校與區內幼稚園聯繫密切，
透過不同活動，讓幼稚園家長及學
生認識本校。

本校邀請幼稚園同學參加運動會。在競技邀請賽中，同學表現出色。

6月18日星期六舉行「幫助子女表達和處理情緒家長講座暨多元智能培訓班」，讓幼稚園低班學生家長學習運用有效的方法處理自

己和孩子的情緒，使他們建立信心和能力駕馭情緒，而非受情緒所控制。

幼稚園低班同學體驗多元智能學習活動。

對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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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資料

跨境聯繫活動

a.2014-2016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b.獲派中學

志願次序 人數 首3志願百分率

第一志願 105
 99%第二志願 1

第三志願 1
其他 1 1%

本屆總人數 108  100%

學校名稱 總人數 學校名稱 總人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13 德雅中學 6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3 匯基書院 4

伊利沙伯中學 1 何文田官立中學 1
華英中學 1 佛教大雄中學 10

沙田官立中學 2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學院 5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1 香島中學 2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1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3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9 路德會協同中學 2
聖母玫瑰書院 5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3
真光女書院 1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1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1 寧波第二中學 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 鳳溪第一中學 1

香港四邑商工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7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1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3 高雷中學 1

九龍工業學校 7 天主教南華中學 8
荃灣聖芳濟學院 1 德貞女子中學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1

截至5.7.2016

11月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兩天交流團
　　為讓六年級同學透過實地考察，加深他們對環保設施及自
然保護區的認識，本校參與教育局「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
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5/16)。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
護區兩天交流團行程豐富，當中包括參觀大鵬古城、惠州大
亞灣石化工業區、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惠州西湖和
惠州科技館。

在大鵬古城前拍照留念
同學們正留心聽導遊講述大鵬古
城的歷史

近距離觀察海龜

科技館裏的展品吸引著同
學們的興趣

惠州科技館 齊來看西湖的美麗景色

旅程真令人開心得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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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傑出團隊獎

深水埗傑出團員
6D 張逸禧

高級章
6C 羅文八 6C 譚均誼 6C 陸嘉敏  
6C 陳梓軒 6C 麥高銘 6D 張逸禧  
6D 蘇健盈

深水埗傑出團員
6D張逸禧

高級章學生合照

2015-2016年度深水埗區少年警訊學校支會獎勵計
劃(小學組)第三名

深水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滅罪禁毒標誌及口號創作比賽

季軍　
6D 蘇健盈

 
優異獎　

5C 朱雪瑩　 6B 李梓禧

深水埗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禁毒無障礙壁畫創作比賽

冠軍　
6B 李梓禧

 
優異獎　

6D 蘇健盈
 環境運動委員會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5A 劉嘉慶

銀獎　
5C 陸俊渝

銅獎　
4D 葉　恒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第十四屆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劃

星章
6B 李梓禧 6B 盧思齊 6C 陸嘉敏

二星章
5A 黃凱怡 5A 劉嘉慶 5B 余剛銘
5C 陶穎希 5D 陳汶蔚 5D 黃思蓓
6C 謝兆偉

一星章
4A 毛嘉樂 4A 黃家麟 4B 何偉龍
4B 王卓朗 4C 許宇軒 4D 葉　恒
4D 區俊民 5A 李嘉宏 5A 周夏愉
5A 曹國卿 5A 鄧逸朗 5A 張奕翹
5A 黃雅琪 5B 廖俊達 5B 黃敏儀
5B 朱靖喬 5B 余湛燊 5B 李榕淇
5B 葉弘禮 5B 傅凱琪 5C 傅雪穎
5C 許文博 5C 梁正圓 5C 陸俊渝
5C 湯君婷 5C 蔡俊宗 5D 蘇淼森
6B 洪健斌 6B 關梓聰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6A 顧詠珊 6B 徐俊皓
6C 陳逸瑤 6D 呂穎怡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組合唱良好獎

3A 葉穎軒 3B 譚偉倫 3D 劉楚穎 4C 區芷菁
3A 李卓瑜 3C 張愷晴 3D 李幸樺 4C 蔡展鵬
3A 李莉欣 3C 高詠琳 3D 廖誠頌 4C 陳清雅
3A 盧慧恩 3C 賴佩宏 3D 潘正為 4C 方俊彥
3A 文曉琪 3C 林楚琪 4A 陳寶兒 4C 馮敏瑜
3A 董卓尤 3C 劉芷柔 4A 李思婷 4C 武儀霖
3A 王梓晴 3C 盧穎兒 4A 羅逸軒 4C 沈玥琹
3A 黃曉桐 3C 吳倩儀 4A 呂詠瑶 4C 丘家駿
3B 陳曉藍 3C 謝婉瑩 4A 袁樂欣 4D 蔡文軒
3B 陳詠賢 3C 王沚晴 4B 方子慧 4D 林樂彤
3B 鄭秀樺 3C 胡靜茹 4B 江欣頴 4D 廖家娸
3B 曹菁菁 3D 陳詩穎 4B 黃澤明 4D 楊思珮
3B 劉卓禮 3D 鄺嘉穎 4B 黃衍珊 4D 周婉琪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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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6A 韓秉睿 6C 張雅琪

銅獎
1B 李欣桐 1B 李瑞琳 1C 李瑞楠
1B 陳芷晴 1C 王華晴 3A 蔡灝鋒
3C 高詠琳 3C 謝婉瑩 4B 王卓朗
4B 方子慧 6B 蔡嘉盈 6C 趙藹華
6C 羅文八 6D 余詠琪

優秀獎
2B 郭嘉寶 2C 李家馨 2C 郭祉妡
2D 王詩晴 3A 李俊樺 3B 楊栢軒
3B 蔡鉦炫 3D 姚冠全 3D 李幸樺
4B 曹穎欣 4B 蔡榕瑜 4C 周上傑
4D 林樂彤 4D 胡　臻 5A 卓鴻媛
5A 黃雅琪 5B 張俊傑 5B 蘇恩輝
6B 盧思齊 6D 蘇玉欣

「母親頌」第32屆國際少兒書畫大賽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6九龍西區

世界數學測試

李榕淇(5B)、梁焯杭(5A)、許雯
欣(6B)於世界數學測試獲得「雙
優」的成績

數學科(優)
5B 余湛燊 5B 朱靖喬
6A 伍俊羲 6B 徐俊皓
6D 張逸禧 5A 梁焯杭
5B 李榕淇 6B 許雯欣

解難科(優)
5A 梁焯杭 5B 李榕淇
6B 許雯欣 6C 謝兆偉
5C 許文博

黃澤明(4B)於華夏盃
獲得「華夏之星」大獎

華夏盃 (總決賽)
二等獎

2A 羅建業 4B 黃澤明
5C 傅雪穎 5A 梁焯杭

三等獎
4B 劉志謙 5B 郭誠朗
5C 許文博

小學高年級中國舞優等獎 

第52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中國舞優等獎

3A 李卓瑜 3A 戴舒菲 3B 陳曉藍
3B 譚樂瑤 3B 毛靖儀 3C 謝婉瑩
3D 黃梓恩 4B 黃婉雯 4B 李曉晴
4B 方子慧 4C 麥詠渝 4C 葉子瑩
4D 楊思珮 5A 張奕翹 5A 朱嘉雯
5B 傅凱琪 5B 馬慧霖 5D 吳詠芝
5D 曾絲晴 5D 黃思蓓 6A 何詠珊
6A 麥幸兒 6C 陸嘉敏 6D 陳嘉媚

 

男子組全場冠軍
2B 陳品穎 5B 余湛燊 5B 余剛銘
5D 鄺思聰 5D 蘇淼森 6A 郭嘉誠
6C 湯志遠 6C 姚彥均

女子組全場亞軍
2C 李家馨 2C 黃佩雯 2C 廖芷霆
2D 蘇迎春 3B 劉嘉兒 3D 黃梓恩
4A 陳寶兒 4C 葉子瑩 4C 沈玥琹
4C 麥詠渝 4D 張淑慧 5C 朱雪瑩
5D 蘇嘉兒 6D 黃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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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　　問：吳麗容校長
編輯委員：譚寶琪主任　葉樹基主任　梁麗梅主任　黃冰芳老師　
　　　　　倪玉儀老師　吳艷霞老師　黎曉欣老師

2015-2016年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甲組季軍

2015-2016年度
九龍西區小學校
際籃球比賽女子
組殿軍

2015-2016年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殿軍

3A 李莉欣 5A 江錦淳 5B 李榕淇
5C 陳敏嘉 5C 陳祈安 6A 黃諾彤
6A 顧詠珊 6A 林銘儀 6A 謝雪情
6B 譚倩雯 6C 余嘉儀 6C 林樂怡
6C 張雅琪 6D 蘇健盈

2015-2016年度九龍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季軍

4B 陳俊伊 6A 林芷欣
6C 余嘉儀 6D 潘語盈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5-2016
6C 張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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