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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
習 激發創意 熱愛生命 彰顯美德

回想起來，小女仍在本校就讀時，我曾擔任過家教會委員及主席，也曾參加許多學校舉辦的活動，例如校外學習

日、學校旅行、運動會等。沒想到擁有繼續協助學校的機會，十分感恩能擔任家教會顧問這職責，衷心感謝！

2022年，本校也即將踏入創校六十周年，我非常榮幸有份參予，回顧學校的點點滴滴，見證學校豐盛的成果。

本校除了在學生的學業成績、課外活動等方面屢獲佳績，校舍亦不斷改善，再加上老師高質素的教學，感恩小女悅情

曾就讀本校。

每一年都不斷有新的家長加入這大家庭，共同為孩子們的學習及成長而付出努力，提供美好的環境讓孩子們去探

索世界，大開眼界，並能接受優質的教育。我在此感謝校長及學校各職員給予家教會各方面的配合及支持，使本會能

夠順利地舉辦各項活動。

只要大家能夠發揮互助的精神，我相信校園會變得更融洽，必定感動到下一代，讓他們成為社會的棟樑。

最後也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家教會，踴躍參加我們舉辦的活動。謝謝！

顧問 陳美和女士

2022年8月

顧 問 的 話

財政報告 (2021-2022年度)

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區慧珊女士、曹素冉主任



六十周年校慶 親子設計活動 
為慶祝本校創校60周年，不同學科舉辦了各式各樣的親子設計活動，讓家長和學生一同發揮創意，藉此分享校

慶的喜悦，家校合作，培育學生「愛主愛人」的精神。

中文科
「六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及

名單

視藝科「
六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誌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及

名單

標語設計優異獎 標語設計優異獎標語設計冠、亞、季軍 

優異獎得獎名單

1C 勞子媛 1C 吳紫澄 1E 黎穎豫 2A 張正諺 2B 王苡心

2D 張名傑 3E 劉聲禹 4B 袁翹望 4C 蔡昊謙 4E 張皓嘉 

5C 關祖添 5D 黃綺珉 5E 袁爾臻 6A 張永希 6C 陳旻熙

若翰家庭蒙主愛，

培育英才用心栽。

燃亮光彩六十載，

照耀他人創未來。

與主同行六十載，

燃亮生命傳揚愛，

師生攜手放光彩，

剛毅求真創未來。

基督真理暖我心，

剛毅求真頌聖恩，

春風化雨六十載，

燃亮生命育英才。

優異獎得獎名單

1C 陳卓軒 1C 朱星耀 1C  蘇雪文 2B 吳思洛 2B 王苡心

2C 陳恩澄 4C 鄭子駿 6C 林曉樂 6C 黃湞暘 6D 林逸禮

冠軍5C 關祖添 亞軍1E 張駿宏

季軍3B 鄭丞哲 殿軍6D 香釨灝

冠軍   6C王嘉渝 亞軍   3B鄭丞哲 季軍    3E吳俊樂



學校活動多精彩  家長愛心齊奉獻
學校活動的成功舉辦，除了校長及各位教職員的精心策畫，也離不開各位家長的支

持，特別是家長愛心隊的全力協助。

2021年11月29日風和日麗，那天是大家期待已

久的學校旅行日，四至六年級的同學前往保良局賽

馬會大棠渡假村進行活動；一至三同學們在家長愛

心義工協助下，前往粉嶺浸會園。雖然疫情關係只

得半天戶外活動，學生們都很雀躍，可以到郊外蹦

蹦跳跳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真的不錯呢！

感謝家長義工

們風雨不改，日復

日到校協助檢查學

生體溫表，讓師生

能安安心心上學，

健健康康回家。

為答謝家長義工們在這個年度的付出，於

2022年7月11日舉行了簡單的答謝活動，期待下

年度繼續有你們的幫忙，讓孩子們在愛的呵護中

繼續成長。

在聖誕節這普天同慶的日子，家教會為全校

同學精心準備了禮物包，還細心地為低年級學生

包裝聖誕禮物，讓愛在聖誕中傳遞。而在農曆新

年到來之際，亦延續傳統，為六年級同學送上金

虎錢箱，恭祝大家虎虎生威，前程似錦。

全年度學校安排了

多次的防疫注射，幸好

有家長愛心隊的協助，

讓同學勇敢地完成，在

成長的路上不膽怯。

學校旅行日

欣賞中
樂 走訪古蹟

協助檢查體溫表

家長愛心隊感謝日

聖誕禮物傳
遞愛  新春錢箱虎虎威

防疫注射

本年度，學校為四年級同學安排了不少中華文

化活動，包括前往高山劇場欣賞中樂演出和屏山文

物徑本地遊等。感謝四年級家長義工

們帶隊，讓同學在難得機遇下欣賞

樂韻，走訪古蹟，加深對本地歷史

和中華文化的認識。

物徑本地遊等。感謝四年級家長義工



2021-2022評估二家長教師會
品德進步獎及積極學習獎

2021-2022評估二 品德進步獎得獎名單
1A 李俊穎 2A 李彥希 3A 余禧橦

1B 何卓澄 2B 梁樂兒 3B 黃澤弘

1C 羅振壕 2C 陳子健 3C 陳小宇

1D 方譽樺 2D 麥雅瑜 3D 馮楚東

1E 黎穎豫 2E 陳宛葇 3E 陳佩渘

4A 陳穎琦 5A 庾程海 6A 邱適然

4B 梁卓朗 5B 陳國棟 6B 許梓均

4C 鄭子駿 5C 林加愉 6C 盧展鋒

4D 馬愷彤 5D 陳潔沂 6D 鄭凱源

4E 郭栢思 5E 叢子軒 6E 何元正

4C 鄭子駿

我們一天一天的長大，一天一天的學
習，一天一天的進步。感恩沿途有老師、
同學的教導、陪同和包容，讓我有源源不
絕的動力，努力做到最好。

6B 許梓均

首先，我非常感謝家教會將這個榮譽頒
發給我，我每次的進步總離不開師長的教導、
督促和鼓勵，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我承諾會繼
續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希望以後更進步。

5C 徐宗晞
我非常高興獲得由家教會

頒發的「積極學習獎」。能夠
獲得該獎，離不開師長的教導
和鼓勵，有你們的辛勞付出才
有我今天的收穫。我非常感謝
老師給我這個獲獎的機會，也
感謝爸媽教導我：「學如逆水
行舟，不進則退！」從而激勵
我積極學習。

1D 方譽樺

很高興能獲得品德進步獎。我感
到非常開心，多謝許多老師的鼓勵與教
導，我會繼續努力，不斷進步！

6E 譚思遠

我先感謝學校和老師們對我的肯
定和鼓勵，給予我這個獎項，我深感
榮幸和鼓舞。但我也覺得有點慚愧，
因為我覺得我在學習上還未盡力，所
以，以後我會更加努力學習，提高表
現未夠理想的科目成績，也會博覽群
書，不斷自我增值，學好科學文化知
識，以後更好地服務社會。

2021-2022評估二 積極學習獎得獎名單
1A 鄭加汛  馮芷凝  林泳潼 2A 張千茹  羅敏瑜  黃梓澔 3A 陳霈穰  吳家熙  潘卓婷

1B 張昭玥  羅芷妤  袁景駿 2B 張紫悠  吳思洛  顏皚誼 3B 陳彬睿  范心悠  錢曦晨

1C 廖澄昕  王浠妤  黃梓熒 2C 陳家偉  周詩然  余嘉晴 3C 梁諾熙  陸熹澄  李柏廷

1D 陳泓熤  鄭詩雅  徐善恆 2D 張名傑  王忻晴  張芷瑤 3D 李嘉熙  李梓瑜  黃鋑堯

1E 陳   婧  麥珈妍  余禧婷 2E 鄭燕翔  黃柏翹  曾善敏 3E 陳靖彤  方一諾  梁皓瑜

4A 顧凱文  林澔賢  蘇銘欣 5A 馮樂瑶  梁凱堯  黃偉茹 6A 張永希  吳卓灝  黃洛悠

4B 洪昕翹  吳梓瑜  顏樂誼 5B 陳泳嘉  馮凱蕎  黃頌晞 6B 陳穎姿  朱詠琳  林蕊希

4C 陳嘉軒  馬睿汛  余詠昕 5C 徐宗晞  馮翠盈  廖俊琋 6C 鍾詠彤  謝康悠  王嘉渝

4D 郭沛琳  羅仲軒  吳欣潼 5D 袁紫晴  王柏皓  游竣軒 6D 陳梓晴  李惠嵐  吳梓涵

4E 張皓嘉  何穎澄  吳頌熹 5E 陳立翹  劉政峰  黃思遠 6E 梁晨熙  譚思遠  黃考儀

3D 黃鋑堯

今次我獲得家教會頒
發的

「積極學習獎」，感
到非常開

心。我感謝老師將沉悶
的學習用

有趣的方法教導我們，
有時會分

組玩遊戲，有時舉行問
答比賽，

有時分組討論，令我十
分投入去

學習課堂上的知識，我
再次感謝

老師的教導督促和鼓勵。

1C 王浠妤我十分高興獲得「積極學習獎」。首先，我要感謝老師的教導。老師除了上課認真負責，有耐心地教我們知識外；下課後，還會關懷我的生活情況。另外，我要感謝媽媽，媽媽鼓勵我學習要勇於嘗試，克服困難。我今後在學習上也要不斷積累知識，不斷進步，謝謝大家。
2A 黃梓澔媽媽時常告訴我︰「聰明的人就算不努力，也不會得到好成績。」爸爸又經常告訴我︰「知識就是財富」，相信每位同學都是積極學習，付出努力才有今天的好成績，我深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會繼續努力學習，不會辜負父母的期望和感謝各位老師悉心的教導。

積極學習獎

1D 方譽樺1D 方譽樺

品德進步獎

4B 吳梓瑜

拿到這個「積極學習獎」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它不
但可以每天提醒我要為爭取好成績而努力，還令我對學
習的觀念改變了。以前，我只為了成績而努力，但現在
我明白了比成績更重要的是學到的知識，而我的努力並

沒有白費。當然，不少得
老師苦口婆心地叫我「努
力」，「温書吧」等等，
我還明白了真正為我好的
老師是用心去對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