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於禮堂增設超過200吋的LED Wall，提供
更豐富而多變的舞台場景效果，通過戲劇培訓和戲

劇欣賞活動，讓學生學習不同的演藝方式，發展個人

藝術潛能，並提升戲劇欣賞和表演能力，從而幫助他

們達到以劇載「道」的長遠目標。

彩雲聖若瑟小學

編輯委員會      顧問：朱家樑校長     統籌：鄭瑩瑩老師     委員：黃仲廉主任、周玉華老師、張敏欣老師、廖君麗老師、楊志豪老師

  本年度，學校正門增添了一幅磚
畫。透過師生共同努力下，將四百多塊

磚拼砌成一幅充滿「愛」的傑作，一雙

溫暖的手帶出一顆愛心，不單讓同學在

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下孕育成長，還要將

本校的關愛文化

傳揚開去，讓世

人都能感受到天

主對我們的愛。

  暑假期間，學校
外牆已進行翻新及油

漆工程，讓人有煥然

一新的感覺。

  稍後，本校更會
興建升降機，到時

候，相信都能為老

師、同學帶來方便。

大家拭目以待吧！

學校外牆

訊校

跳
躍
彩
雲

貌校 園 新 面
地址：

九龍彩
雲邨第二

小學 電話：2755 7180 傳真：2305 0067 網址：www.cwsj.edu.hk 電郵：info@cwsj.edu.hk

 時光荏苒，本校至今已踏入四十周年，為了讓同學在良好的環境
下，得到最適切的學習，本校會持續美化校園環境，優化校內設施，打

造校園新面貌，讓同學有煥然一新的感覺。

 同學有沒有留意學校有何新面貌？以下就為大家作介紹吧！

  為配合校本STREAM課程的發展，本校將以往的資訊科技學習
中心（ITLC室）改建成STEM ROOM，讓同學進行STEM活動，增
加接觸科學的機會。STEM ROOM的設置能引發同學的學習興趣，
提升協作、解難及創意思維的能力。當中亦會購置多部顯微鏡，提

供一個能讓同學動腦動手及探索創新的實作環境。

  位於四樓STEM ROOM外牆製作宗
教壁畫及加入聖經金句，營造宗教氛圍，

讓同學感受到每天在主的愛內成長。

視 藝 磚 畫

結語：彩雲聖若瑟小學，不斷創新，不斷發展，致力為我們的下一代營造最佳的學習環境，讓彩雲聖若瑟孩子茁壯成長。

S TEM ROOM 

課後編程班的同學正在學習利用微控制器 (micro:bit) 為有需要的人士
設計及製作實用小發明。編程班學生學習使用編程的方法去控制

無人機穿過障礙物。

同學利用顯微鏡觀察生物的細微特徵，
再紀錄結果來比對書本所學的知識。

學生利用VR眼鏡觀看自
己製作的虛擬現實模型，
並進行互動遊戲，讓學生
接觸「元宇宙」。

LED Wall 除了協助戲劇訓練，還可在學校的宗教活動中發揮作用。

校友殷灝峰神父為宗教壁畫進行祝聖儀式。

視藝磚畫

神父為視藝磚畫進行祝聖儀式。
祝聖儀式後進行大合照

 
LED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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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電視台成立啦！
  本校校園電視台的成立目標，是提供一個
展現學生才能，發揮學生創意的平台。電視台

會定期組織師生合作拍攝校園活動、訪問，並

為各科組製作不同節目，分享同學的學習成果

及介紹學校各方面的發展。

 校園電視台成立後，我們將會不斷

製作節目，通過學校網頁內的校園電視台 
Google Sites、CWSJ Youtube Channel
「彩雲聖若瑟校園電視台」及學校正門的

電子螢幕向大家發布影片訊息。

電視台校園

學校網頁內的校園電視台連結

校園電視台分享朗誦比賽學生優異影片 校園電視台分享學生作品影片

校園電視台 YOUTUBE 頻道

校園電視台
YOUTUBE 頻道
QR code

    你想了解朱校長的個人興趣嗎？你想知道朱校長
對我們的印象及期望嗎？現在，只要你登入校網的學
生活動欄內的校園電視台連結，就可以馬上看到朱校
長的訪問啦！

  我們已經上載多條精彩影片，包括彩雲聖若瑟小
學四十週年校慶節目巡禮、朱家樑校長訪問、運動競

技日花絮，以及校際朗誦節本校得獎學生作品及同學

參與各科組活動的精彩分享！內容非常豐富，大家馬

上到學校網頁瀏覽及訂閱校園電視台youtube頻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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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基督的精神作為教育方針，一直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全人教育，除了不斷優化正規課程外，更組織多個制服團體，
鼓勵學生課餘參與，期望他們透過各種戶外活動及社會服務增廣見識，培養他們的組織、溝通、領導、應變和創新能力，發

展個人潛能及終身學習的能力，建立自信與積極的人生觀，培養正確的公民意識，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本年度開辦的制服團隊包括：男女童軍、公益少年團、紅十字會少年團及基督小先鋒。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基督小先鋒團員需要以網課
形式進行，但團員透過聖經故事、生活反思、彼此代

禱、網上課程及自習任務等活動，學生仍能持續發揚基

督的愛主愛人及服務精神，擁有一個豐盛的信仰生活。

  紅十字會少年團通過網上授課形式進行訓練。通過
學習步操訓練、認識捐血領航員信息，同時學習家居安

全及防火課程，提升團員的紀律及家居安全意識，以及

作為公民的責任感。

     公益少年團團員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服
務活動，包括校內運動會事後清潔工作、舉

辦「愛心送暖老人院物資收集」活動、以及與

香港聖公會慈雲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進行

視像探訪。團員從活動中貢

獻自己的力量回饋社區，同

時加深對弱勢社群的認識，

從中肯定自己的能力及明白

關愛他人的重要。

公益少年團

紅十字會少年團 基督小先鋒

公益少年團團員正積極向
同學募捐捐贈長者的物資

公益少年團—愛心送暖物資收集

基督小先鋒團員及領隊老師紅十字會少年團團員及領隊老師

疫情下的   團體制
服

  男女童軍在課程中，認識自己的編制及
職務，進行彩虹傘等小組活動，從中學會聽

從指令及合作的重要性，通過考章鍛煉技能，並在進行莊嚴的宣誓典禮的

過程中建立自信及責任感。此

外，幼童軍於開學日、國慶日

及每月第一個星期一均協助升

旗禮升旗工作，提升學員的歸

屬感及榮譽感。

男女童軍

小童軍—莊嚴的宣誓儀式

小童軍團員及領隊老師

公益少年團團員及領隊老師

小童軍—彩虹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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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校慶徽號設計比賽及
四十周年校慶填色比賽

常識之星

內

英文科  進步之星

英文科  語文之星

圖書科

數學之星

數學科  進步之星

四十周年校慶徽號設計比賽

第一名 5A 葉紫萱
第二名 6A 陳紫韻
第三名 6D 龎蘊航

優異

4A 陳栢翹
4A 梁熙悅
4D 林樂筠
6A 洪珮文
6A 李亦朗
6C 趙宏太
6C 李潤晴

四十周年校慶填色比賽
（低級組）

第一名 1B 馬梓穎   
第二名 3D 馬愷蔚   
第三名 3B 葉皓朗   

優異

1A 劉鎧澄
1B 姚梓瑩
2B 楊諾政
3A 李嘉楠
3A 蔡沛辰
3B 嚴一康
3B 簡晞媛

四十周年校慶填色比賽
（高級組）

第一名 5A 葉紫萱
第二名 4D 林樂筠
第三名 6A 李泳豪

優異

4A 余逸熙
4A 陳栢翹
4C 林樂宜
5A 盧敏晴
5A 王凱恩
6A 梁昊恩
6A 李亦朗

中文科  進步之星
2A 何芊樺 梁慧蕎 鄒胜鵬 3D 王遠楠 馬愷蔚 張嘉瑤 5C 鄺凱琳 李健宇 姚嘉玟

2B 曾立衡 張嘉皓 楊諾政 4A 謝瑋怡 方唯麟 楊巧妙 5D 陳至榮 錢浚晞 何家宜

2C 卓梓琳 陳芷悠 許詩琪 4B 陳韞竹 黃鉦淇 陳卓曦 6A 李泳豪 余思瀚 張雅文

2D 黃晴陽 李泳昕 李朗迪 4C 黎頌恒 黃軒汶 羅鈞怡 6B 陳曉華 林栢琪 梁卓琳

3A 孫文熹 黃柏豪 黎頌言 4D 張靄筠 譚嘉欣 黃琦雯 6C 顧錦煜 林樂彤 陳彥諭

3B 梁子琳 林麗亭 莊俊希 5A 王汝浚 盧宏峰 黃晉琦 6D 鄭景仁 蘇文蔚 劉潁彤

3C 周詠文 NISCHAL 梁諾依 5B 潘妙兒 連紀沅 梁子茵

中文科  語文之星
1A 何梓睿 毛諾欣 柯嘉睿 3B 伍嘉裕 莊俊希 林麗亭 5B 陳子忠 黃可茹 曾灝旻

1B 陳 怡 何沛霖 湛子陽 3C 黃子欣 李明峰 葉紫霖 5C 劉奕晞 杜偉晴 黃敬達

1C 謝夢瑤 黃靖茵 黃皓政 3D 鄒梓琪 麥穎琳 梅曉承 5D 張嘉淇 倫畢同 周曉彤

2A 何梓琳 吳家謙 廖文軒 4A 李敏淇 林鎵澄 周思彤 6A 李泳豪 歐家瑜 余思瀚

2B 黃惠琳 曾立衡 姚志霖 4B 陳韞竹 6B 林曉演 梁卓琳 林栢琪

2C 鄧焯楠 許詩琪 黎家昇 4C 袁楷智 鄧舒藍 劉正語 6C 陳彥諭 郭天佑 林樂彤

2D 陳智其 何梓愉 甄幸鈺 4D 方芷暄 黃琦雯 顏宇喬 6D 蘇文蔚 黃日輝
天 宇
王淑淇

3A 雷紫昕 陳炫詩
李嘉楠
凌栩諾

5A 黃晉琦 盧敏晴 溫子樺

閱書龍虎榜  個人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 李俊亨 1B 陳晉曦 1B 陳 怡 四年級 4C 黃詩嫚 4D 李彥德 4A 周思彤
二年級 2A 梁慧蕎 2A 鄺思穎 2A 雷 彧 五年級 5A 楊曉晴 5A 李炫誠 5C 黃樂妍
三年級 3A 陳炫詩 3A 陳曈詠 3A 姚淳雅 六年級 6C 郭天佑 6A 黃皓琛 6A 梁昊恩

閱書龍虎榜  班際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低級組 3A 2A 3D 高級組 5D 6A 5C
香港教育城e悅讀計劃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A 何梓睿 1A 吳錚玥 1B 陳傲兒 四年級 4B 林雅淇 4A 周思彤 4A 何灝燊
二年級 2D 陳智其 2D 王俊棋 2D 劉芷睿 五年級 5A 林穎兒 5A 許文曦 5D 張家穎
三年級 3A 李嘉楠 3A 盧樹禧 3D 蘇劍鋒 六年級 6B 林曉演 6B 黃曉章 6C 廖凱慧

香港教育城e悅讀計劃  班際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低級組 3A 2D 2A 高級組 4A 5A, 6B 4B

各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各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劉婉盈 柯嘉睿 何梓睿 4A 梁熙悅 吳心滺 張曉鎣

1B 陳 怡 梁駿逸 余愷茵 4B 曾靖嵐

1C 劉 森 鍾雨芊 周曉桐 4C 黃芷鎣 曾思恩 黃詩嫚

2A 廖文軒 何梓琳 曾芷晴 4D 張邈瀚 賴美玲 楊勵妍

2B 陳俊熹 許賦瑧 曾立衡 5A 雷駿熙 何芷穎 王汝浚
王凱恩

2C 黃靜怡 林家吉 5C 黃樂妍 劉奕晞 羅雅琳

2D 莊韵鈴 甄幸鈺 陳思睿 5D 王峻浠 吳嘉敏 韓晉騫

3A 雷紫昕 李嘉楠 林善彤 6A 陳紫韻 李凱翹 盧子軒

3B 蘇家駿 何晧志 蕭美琪 6B 林書甯 賴學霖 鍾嘉寶

3C NISCHAL 徐子宜 6C 趙宏太 蔡志臻 李芷晴

3D 徐貝麟 鄒梓琪 麥穎琳 6D 林凱晴 天 宇 陳穎希

各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各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A 陳佳奇 吳家謙 周樂晴 4C 鄧舒藍 賴琬雅 鄭賢希
黃芷鎣

2B 姚志霖 梁詩月 黃惠琳 4D 黃琦雯 曹柏睿 黃凱俊

2C 黃靜怡 蔡子浚 黎家昇 5A 王汝浚 黃沛嵐 李靜茹

2D 黃晴陽 任浩駿 趙紹瑋 5B 蕭潤霖 魏雨欣 蔡可怡
杜冰倪

3A 黃佩垚 黎頌言 劉 翼 5C 羅雅琳 崔妤澄 杜思澄

3B 嚴一康 何晧志 鄧梓熙 5D 吳嘉敏 譚鎧坤 張嘉淇

3C NISCHAL 徐子宜 金俊杰 6A 李婧祺 李泳豪 蘇雪怡

3D 朱俊霖 張幸琳 王遠楠 6B 林栢琪 陳見幾 方梓洛

4A 歐陽柔敏 陳曉彤 謝瑋怡 6C 李芷晴 陳彥諭 洪一睿

4B 曾靖嵐 郭家豪 陳鈊怡 6D 林凱晴 陳 威

1A 柯嘉睿 2D 何梓愉 4B 陳韞竹 5D 韓晉騫 鄧榮俊
1B 陳 怡 3A 李嘉楠 4C 黃思遠 楊 軒 6A 歐家瑜

1C 黃靖茵 3B 莊俊希 嚴一康 4D 李宗儒 6B 林曉演

2A 何梓琳 3C 陳欣澤 5A 沈嘉雯 6C 陳彥諭

2B 黃惠琳 3D 梅曉承 5B 曾灝旻 6D 李頌圓

2C 鄧焯楠 4A 吳心滺 5C 劉奕晞

2A 陳祐麒 陳佳奇 袁熙琳 4C 楊濠賢 曾思恩 黎頌恒

2B 周坤瑜 李淑婷 許賦瑧 廖毅宏 4D 張靄筠 黃凱俊 方芷暄 許賦鏗

2C 卓梓琳 杜科進 蔡子浚 5A 池佳諾 黃沛嵐 王汝浚

2D 李泳昕 王俊棋 黃穎琳 5B 盧㮾軒 黃可茹 陳子忠

3A 許晉熙 黎頌言 林善彤 5C 鄺皓尹 倫怡同 李健宇

3B 莊俊希 簡晞媛 葉皓朗 5D 鄧榮俊 陳紀浩 王峻浠 黃詩琪

3C 鄭醞晞 周詠文 黃家諾 6A 陳泓峰 蘇雪怡 李泳豪 陳天澄

3D 鄧梓晴 龎蘊恒 戴梓桐 6B 劉浩琛 黎嘉熹 黃曉章

4A 梁熙悅 李承澤 李日朗 6C 馬澤霖 林景朗 郭天佑

4B 錢宛怡 莊汶熹 黃曉妍 6D 陳 威 許嘉謙 王淑淇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何梓睿
毛諾欣
魏展儒

柯嘉睿

1B 湛子陽
何素韻
嚴諾宜

梁駿逸
余愷茵

1C 黃皓政 甄全銳 胡晉熏

2A 廖文軒
鄒梓淏

何梓琳 劉梓穎

2B 廖毅宏
黃惠琳
李信杰

許賦瑧

2C 黎家昇 蔡子浚 李信耀

2D 何梓愉
劉柏希
陳思睿

黃穎琳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5A
林穎兒 雷駿熙
盧敏晴 黃晉琦
楊曉晴

鄺哲毅 何芷穎 許文曦

5C 何家僖
劉奕晞
倫怡同

韓晉穎

5D 鄧榮俊 譚鎧坤 陳至榮

6A 李泳豪 盧子軒
歐家瑜 李婧祺
李亦朗 黃皓琛
楊歡馨

6B 劉浩琛 林曉演

6C 蔡志臻 陳彥諭 郭天佑

6D 黃日輝
李頌圓
許嘉謙

林凱晴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3A 許晉熙
雷紫昕
李嘉楠

凌栩諾

3B 莊俊希 簡晞媛 伍嘉裕

3C 鄭醞晞 葉紫霖 徐子宜

3D
麥穎琳
龎蘊恒
鄧梓聰

李承熹 張幸琳

4A
張曉鎣
林鎵澄
楊梓楠

李幸諭 楊巧妙

4C 楊濠賢 鄧舒藍
劉正語
黃詩嫚

4D 方芷暄 李泯鋒 陳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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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獎  進步獎

主辦機構 活動或比賽名稱 得獎項目 學生姓名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
第十三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新詩組亞軍 5A 雷駿熙 5A 黃晉琦 5A 曾雨婷 5A 何芷穎

星島日報 《陽光校園》投稿 獲刊登 5A 鄧樂兒

Cambridge Cambridge Flyers Exam

15 Shields 6A 李凱翹 6B 林書甯 6C 趙宏太

14 Shields 6A 盧子軒 6C 甄家進

13 Shields 6A 曹雅嵐 6A 梁昊恩 6C 邱晨希 6D 王淑淇 

Fun Fun Arena 香港學科比賽20212022
（數學科 初賽）

金獎 3A 李嘉楠 3D 李承熹 3D 鄧梓聰 5A 劉鎵慧

銀獎
3D 麥穎琳 3D 鄒梓琪 5A 陳力勤 5A 林穎兒 5A 雷駿熙 6A 洪珮文
6A 李婧祺 6A 盧子軒 6A 吳嘉儀 6A 余稚晴

銅獎
3A 許晉熙 3A 戴梓舜 4A 陳曉彤 4A 鄺芷穎 5A 王汝浚 5A 黃晉琦
6A 李進業 6A 李迦怡 6A 梁昊恩 6A 李泳豪 6A 譚慧琳 6A 曹雅嵐
6D 黃日輝  

聖若瑟英文中學
「聖若瑟英文中學STREAM
推廣計劃」之抗疫小先鋒

優異獎及最佳外型獎 5B 曾灝旻 5B 蕭潤霖 6B 鍾嘉寶 6B 譚侃峰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男子2013組別第三名 3D 朱俊霖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60米第五名 4A 歐陽柔敏

男子乙組200米第八名 5A 張偉杰

女子甲組60米第六名 6C 李芷晴

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員會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 5C 杜思澄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2021第六屆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6B 林曉演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粵語

粵語獨誦

亞軍 5A 張天恒 5A 盧宏峰 5A 盧敏晴

季軍 5A 王凱恩 5A 雷駿熙

優良
4A 倫子晴 4A 吳心滺 4A 葉沅凝 5A 鄧樂兒 5A 何芷穎 5A 林穎兒
5A 李靜茹 5A 廖宇磑 6A 馮穎嵐 6A 吳嘉儀 6D 張雅淋 6D 王淑淇

良好
4A 曾慧英 5A 黃晉琦 5A 劉鎵慧 6A 洪珮文 6A 陳天澄 6A 余稚晴
6D 錢宛欣 6D 邱佩珊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普通話

普通話獨誦

亞軍 5A 張天恒 5A 鄧樂兒 5A 劉胤君

季軍 5A 盧敏晴 5A 沈嘉雯

優良

2B 陳嘉軒 2B 洪諾潼 3A 陳丞栢 3A 雷紫昕 3D 陳諾琳 3D 鄒子恩
3D 史悅延 3D 鄧梓聰 4A 張曦月 4A 林鎵澄 4A 李修毅 4A 吳泓峰
4A 楊梓楠 4C 賴琬雅 5A 葉心怡 5A 葉紫萱 5A 曾雨婷 5A 李炫誠
5A 廖宇磑 5A 蘇嘉彥 5A 黃晉琦

良好 2B 李信杰 2B 許唯謙 3D 鄭銘釺 3D 龎蘊恒 3D 蕭凱彤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英語

英語獨誦

亞軍 5A 鄧樂兒

季軍 5A 盧敏晴 5A 何芷穎

優良

2A 周樂晴 2A 鍾雨桐 2A 曾芷晴 2A 黃詠瑜 2D 李巧澄 2D 甄幸鈺
3A 趙洛謙 3A 李嘉楠 3A 凌栩諾 3D 馬愷蔚 3D 麥穎琳 3D 鄒梓琪
5A 雷駿熙 5A 張天恒 5A 王凱恩 5C 韓晉穎 5C 黃樂妍 5C 鄺凱琳
5C 李嘉榮 5C 羅雅琳 5C 湯曉凝 6A 陳天澄 6A 余稚晴 6C 陳彥諭

良好 2D 莊韵鈴 5C 杜思澄 6A 李凱翹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宗教

天主教經文朗誦（粵語）

季軍 5A 雷駿熙

優良 5A 盧敏晴 6A 歐家瑜 6A 洪珮文

良好 6A 余稚晴

中
文
科

英
文
科

數
學
科

常
識
科

體
育
科

訓
輔
組

全
方
位
活
動
組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A 吳心滺 周思彤 張曉鎣
林鎵澄 王咸迅

4B 林雅淇 陳鈊怡 陳浩捷

4C 黃詩嫚 黃芷鎣 袁楷智

4D 方芷暄 李宗儒 黃琦雯

5A 雷駿熙 黃晉琦 盧敏晴

5B 曾灝旻 黃可茹 劉正揚

5C 劉奕晞 丘柏煒 何家僖

5D 鄧榮俊 韓晉騫 陳紀浩

6A 歐家瑜 楊歡馨 盧子軒 譚慧琳
6B 林曉演 梁卓琳 鍾嘉寶

6C 陳彥諭 蔡志臻 李芷晴

6D 黃日輝 張雅淋 林凱晴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何梓睿 柯嘉睿 毛諾欣

1B 陳 怡 湛子陽 陳傲兒

1C 黃皓政 謝夢瑤 甄全鋭
2A 何梓琳 廖文軒 曾芷晴

2B 陳俊熹 黃惠琳 曾立衡

2C 鄧焯楠 黎家昇 李信耀

2D 何梓愉 甄幸鈺 陳思睿

3A 李嘉楠 許晉熙 雷紫昕

3B 王竣熙 莊俊希 伍嘉裕

3C 徐子宜 葉紫霖 黃子欣

3D 鄒梓琪 梅曉承 麥穎琳

進步生

2A 劉梓穎 2A 溫俊華 2A 廖文軒 2B 黃惠琳 2B 許賦瑧 2B 洪諾潼

2C 黃靜怡 2D 甘子僑 3A 林善彤 3A 許晉熙 3B 嚴一康 3B 簡晞媛

3B 鍾嘉樂 3C 陳天鴻 3C 周詠文 3C 陳景諾 3D 史悅延 3D 黃菀琳

3D 蕭凱彤 4A 楊巧妙 4A 譚兆晉 4A 葉沅凝 4B 陳浩捷 4B 林雅淇

4B 陳鈊怡 4C 施昊珅 4C 邱德朗 4C 黃紀朗 4D 孫紫嵐 4D 許賦鏗

4D 李彥德 5A 蘇泳頤 5A 許文曦 5B 蔡可怡 5B 陳子忠 5B 杜冰倪

5C 黃樂妍 5C 徐一樂 5C 羅啟豐 5D 王峻浠 5D 韓晉騫 5D 鄧榮俊

6A 馮穎嵐 6A 蘇雪怡 6A 洪珮文 6B 方梓洛 6B 黎廣裕 6B 林曉演

6C 李芷晴 6C 梁家熙 6C 陳彥諭 6D 張雅淋 6D 許嘉謙 6D 李頌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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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譚綺琪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彩雲聖若
瑟小學這個大家庭，成為其中一員。今年，我任教中
文、普通話和視藝科，我期望能與你們一起探索相關學
科的奇妙世界。在分享學科知識的同時，我也期望你們
能養成良好的品德，建立積極自信的人生態度。

  這兩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我們的校園生活發生
了很大變化，面授課堂與網課反復地轉換。這個學年初
期，雖然有一段時間恢復面授課堂，但我們都戴着口
罩，不能時常看見你們天真燦爛的笑臉，心裏總覺得缺
少了甚麼。希望疫情盡快完結，能再次與你們在校園歡
聚，與你們肆無忌憚地哈哈大笑。

  作家尼古拉曾：「人的生命似
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島嶼與暗礁，
難以激起美麗的浪花。」這個疫情
就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暗礁，它讓
我們明白健康是多麼重要、家人是
多麼珍貴、幸福是多麼簡單，這不
就是一片片美麗的浪花嗎？希望我
們能以堅強的態度共同抗疫，積極
面對各種事情，共勉！

  大家好！我是余芷翠老
師。我很高興能加入彩雲聖
若瑟小學這個大家庭。今
年，我任教中文、音樂和普
通話科。除了與同學分享學
科知識外，我也期望同學們
能藉著與老師和同學之間的
相處，學會有禮待人，做個
有責任感的人。

  此外，我非常幸運，剛加入這個大家庭後，便可以進行面授。課堂時，我可以與同學面對面交流，並進行指導。雖然我只在這裏任教了數個月，但是我已經對頗多同學很熟悉了。我希望能認識更多同學，歡迎大家主動找我聊天，又或為我介紹校園的趣事。
  最後，我想與大家分享狄更斯的一句名言：「頑強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當我們面對多變的疫情，我們也要努力生活，努力學習。

余芷翠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美華老師，很高興能在朝氣勃勃
的彩雲聖若瑟小學校園 與同學一起上課，一起成長。

我主要任教中文及普通話科。

  幸好在上網課前兩個月，能跟同學在學校面對面上
課，互相交流，使我對同學有一定認識，對你們的學

習有一定的了解，尤其你們那可愛純真及認真學習的臉

容，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雖然現在因為疫情越來越嚴重，我們要隔住熒幕見
面，還要被迫提早放暑假，再加上身邊很多人一個一個

染疫倒下，大家心裏無不難過和害怕，但是我們中國人

有一個成語叫「否極泰來」，意思就是逆境達到極點，

就會向順境轉化。我們現在在疫境中要做好防疫措施，

好好照顧自己，提高免疫力。然後耐心等待，相信不久

將來，疫情必然會

過去，人間一定有

希望。我期待再和

同學們在校園一起

快樂地學習，開心

地談天。

陳美華老師 譚綺琪老師

  大家好！我是易樂霖老師。
我很高興加入彩雲聖若

瑟小學這個大家庭。在
未來的一年裏，我主要

任教宗

教、中文和普通話。

  我很喜歡笑，更喜歡看到孩
子們的笑臉，因為正如

德蘭修女所說：「一個
微笑等於一份愛。」而

孩子們的

笑容是最真誠的，且最
能彰顯愛的力量。我深

信每一個

笑容都可以拉近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可惜在疫

情下，大

家都不得不戴上口罩，
被迫遮蓋著那張美麗的

臉蛋兒。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主
動地向彼此點頭示好，

實踐關愛

的文化。

  最後，我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能夠看到大家的笑

臉。但在這之前，我們
要學會忍耐與盼望。同

時，我很

想藉着這個機會和大家
分享《主慈頌》的一句

歌詞：

「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

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祂

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

人生的確無常，但天主的

慈愛卻常與我們同在。只

有心存這份信念，我們一

定能克服種種困難的。

易樂霖老師老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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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們認識的主保大聖若瑟之外，在這裏向大家介紹另一位聖人聖羅格。

 天主教會的傳統，每遇瘟疫之時，大家都向聖羅格祈禱，為什麼聖人羅格會成為教會「除疫主保」？

 聖羅格是法國人，聖羅格生下來時，胸前印著一個紅色的十字形的胎記，他的父母都是熱心信徒，能讓他接受很

好的教育，學習敬主愛人。出身富裕家庭，本可享受舒適生活的羅格體質纖弱，却沒有因而驕縱自己，是一個好學熱

心的教友。

     聖羅格二十歲時雙親先後去世，因十分渴望能到羅馬去朝聖，便把財物施捨給窮人後出發。當他途步抵達時，當地
正受鼠疫肆虐，由於醫院服務不足，四處都充塞著瀕危的病人

和死者，聖羅格不但沒有因恐懼而想盡快離開，反留下來服侍、

安慰病人。無論在醫院、在街上或民居中，即使疲憊不堪，他都

以最大的關切去服務病人。不幸地，聖羅格也染上了疫症。為免

造成別人的負擔，聖羅格一拐一拐地離開，隱居在森林中。此

時，天主派了一隻小狗，定時去給他送食物。小狗的主人好奇地

看到牠每天都啣著一塊麵包離開堡壘，便跟蹤牠；正如當年聖

羅格曾照顧病患，如今這位主人對聖羅格動了慈悲，便帶他回

家休養。最後天主更使他的疫病不藥而癒。聖羅格之後回到故

鄉，因容貌憔悴，衣衫襤褸，居民又發覺他說話含糊，竟以為

他是敵方喬裝朝聖者的間諜，遂把他收監達五年。後來發覺他

死去，驗身時憑左胸前的紅色十字型胎印，才知道他是誰。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網站）

（資料來源：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沸點＠facebook，澳門教區教理培育委員會）

親親
天主 除疫主保聖羅格

答案：是聖羅格懷疑被老鼠咬傷而患上

鼠疫的傷口，這亦成為了聖羅格的

特徵，還會有一隻小狗緊隨他。

大家有沒有留意，聖羅格的人像都會突顯他大腿上的傷口，為甚麼？（答案在文章底部）問題：

答案

常
識
趣
味
遊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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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我和妹妹到公園遊玩。
我看見小女孩在池塘邊餵飼小鴨，旁

邊還有老伯伯在耍太極。遠處的涼亭

下，還有一些遊人在談天。我和妹妹

一起踢足球，我們玩得真開心！

4A 吳心滺
  站在頒獎禮的台上，台下那些閃過不停的閃光燈，我想起了二十
年前第一次跟爸爸到郊外觀星，那壯麗的星空激發了我心中的一顆種

子—立志成為一位天文學家。

  現在的我能成為天文學家，並不是想像中的容易。回想在修讀天
文學時，要面對各種艱深的理論和繁雜的計算，還有堆積如山的觀察

數據，令我感到恐懼，還產生了放棄的念頭。幸好，當時得到教授和

家人的鼓勵及支持，我勇於接受失敗和接受他人的意見，捱過了無數

個艱辛的日子，現在終於成為一名出色的天文學家。

  「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

  要成為天文學家，必須要先完成與物理學、數學、工程學和天文
物理學相關的博士學位，而且要取得優異的成績。完成博士學位後，

還要在大學花上五年的時間攻讀天文研究生，這樣才可以成為一位真

正的天文學家。

  雖然成為一位天文學家的路途十分艱巨，但現在能教授下一代認
識這個既浩瀚又神祕的宇宙，覺得非常有意義。今天還能站在這個頒

獎台上獲頒諾貝爾天文學獎，實在感到榮幸，過去所面對的艱苦絕對

是值得的！

5A 許文曦
  我和弟弟都很喜歡外婆，因為她十分疼愛我們。因此，我們常常探
望她，陪伴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兩星期前探訪的經歷。

  那天，我們一家很早就出門探望外婆。當我們一走進外婆的家，她
就熱烈地歡迎我們。我們互相問好後，爸爸便提議一起下飛行棋，可

是我和弟弟都不會。外婆聽見了，便馬上過來耐心地教導我們。她詳細

地為我們解說如何擲骰子決定自己該走的步數，及該如何才能早點走到

終點。經過外婆仔細的講解，我們很快就學會了。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

下飛行棋，不過我們經過一番努力後，最終打敗爸爸獲得勝利！爸爸不

服氣，還鬧着說我們只是運氣好而已，我們卻說，勝利全是外婆的功勞

呢，逗得外婆樂呵呵的直點頭。

  不知不覺，一整個下午，我們都在下飛行棋。這時，我們開始感到
餓了。外婆馬上走進廚房，取出豐富的食材做飯，令我們看得垂涎三

尺。由於天氣太熱，外婆流着汗，衣服也濕透了，似乎十分吃力。我

們於心不忍，說：「請讓我們幫忙吧。」外婆同意了，還笑着稱讚我們

懂事。由於我們第一次參與做飯，外婆安排我們做最簡單的清洗食材工

作。原來清洗食材一點也不容易呢！除了要徹底洗乾淨，還需要切成合

適的小塊才行。外婆看我們做得頭頭是道，直誇我們能幹。

  半小時後，豐富的晚餐做出來了！我餓得直奔出來吃飯。不知是否
自己做的飯特別可口，我吃得津津有味。我大快朵頤的樣子令大家哈哈

大笑。

  轉眼間，又是道別的時候了！我們戀戀不捨地離開。離開的時候，
我頻頻回首看着外婆，她正微笑地向我們揮手道別。這次家庭活動既能

學習到飛行棋的玩法，又能吃到自己親自弄的飯菜，更能增進與家人的

關係，真是一次令人滿載而歸的家庭活動啊！

6A 楊歡馨 
  升中是學習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因為入讀適合自己的中學會
影響我們未來的發展。那麼究竟要如何才能入讀心儀的中學呢？我們

可以從學校資料、面試及儀容態度方面着手。

  第一，在搜集學校資料方面，搜集不同學校的資料，有助我們選
擇適合自己程度及興趣的中學。當我們在搜集資料的時候，有幾項指

標可以參考：該校所屬的校網、學習模式、校風等。搜集後，可以把

資料用筆記記下來，然後作出比較，以便選擇自己的心儀中學。

  第二，在準備面試方面，練習面試題目和技巧有助我們在真正面
試中更流利地回答問題，增加自己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平日，我們

有空時便可以準備面試題目。熟練後，可以請家長協助練習技巧。除

此之外，我們還可參加一些模擬面試，了解和習慣面試的情景。這些

都可以避免在真正面試時失誤。

  第三，在儀容態度方面，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可以提高自己被
錄取的機率。我們平日便要大方得體地待人處事，這樣別人就會更加

願意與我們溝通。相反，如果我們只是在面試當日才假扮大方，就容

易在面試時露出馬腳，令考官留下不良印象。我們還要經常整理自己

的儀容，以整潔的形態示人。只要保持整潔的儀容和大方的態度，必

定會給考官留下良好的印象。

  總而言之，準備升中面試的方法多不勝數。我們可以多搜集資
料，更可以好好準備面試題目，還要注意儀容態度。其實我們只要做

好周全的準備，便可以達成目標。就讓我們作好升中準備，為升中面

試奮鬥。

6A 陳泓峰  
  今天，我和朋友到天壇大佛遊玩，體悟一下遠離
塵囂的感覺。

  在中午時分，我們由纜車車廂遠觀天壇大佛的
雄姿。從車廂裏遠遠看過去，一座大佛矗立在山的中間，雄偉壯觀，那

張和藹的面容和五指向天的手勢，似乎正掌控着這方天地人間。在一剎

那，我們似乎坐上了神聖的寶蓮座上，進入禪意寧靜之境。

  離開纜車站後，我們便徒步上山。山雖然不算陡峭，但走上去也有點吃力，但相比起《西遊記》的「九九八十一難」，我們頓時覺得不算甚麼，立
即加快腳步走向高聳入雲的山上。

  到達山頂後，只見大佛慈顏善目地向着我們微笑，使我們陶醉於一種異常的肅靜與神聖的氣氛之中，簡直和《西遊記》的如來佛祖如出一轍，令我
們嘆為觀止。

  慢慢地，天空被染成金黃的顏色，我們才知道要離開了。突然，朋友傳來一聲驚叫，向着他的方向看去，竟有一道奇景：西下的太陽圍着佛祖，如同
真的「佛光乍現」，看着，看着，片片彤雲升起，我們像進入了仙境一般，令人讚嘆不已。最後，我們也依依不捨地離開這個「不吃人間煙火」的地方。

  這趟讓我們樂不思蜀的旅程，在浪漫的黃昏下畫下了完美的句號。我的心被壯觀的天壇大佛所折服，至今也未能忘記它的氣勢。

學生園地
3A 趙子晴

  今天我終於迎來了期待已久的生日會，爸爸媽媽為我舉辦一個盛大
的生日會，因此，我邀請了朋友出席這場派對。 

  從早上開始，媽媽便馬不停蹄地準備了許多我喜愛的食物，食物的
香氣使我口水直流。爸爸則用了七彩繽紛的氣球來裝飾家裏，漂亮得令

人驚訝！

  下午三時，生日會終於開始了，我和朋友一起圍在桌邊看着美味可
口的生日蛋糕，唱起生日歌。然後朋友拿出了一份禮物送給我，還拿出

了一張寫滿祝福語的卡片送給我，令我感到驚喜又感動。 

  到了黃昏，大家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次生日會令我感到十分快
樂，這是我度過最愉快的一次生日會。

《快樂生日會》

《怎樣準備升中面試》

《一次愉快的家庭活動》

《到天壇大佛遊玩》

2A 廖文軒

《二十年後的我》

《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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