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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校董陪同主禮嘉賓切生日蛋糕

同學們高聲頌唱，慶賀學校45歲生日

聖博德學校

地址：九龍橫頭磡富美東街12號   
網 址：http://www.sps.edu.hk   電 郵：email@sps.edu.hk   電話：2337 0133   傳真：2337 9549

瑪利諾會香港區會長任澤民神父、現任校監倪德文神父、前
任校監譚坤神父及聖博德堂主任司鐸孫英峰神父進行共祭

服務滿十年的老師獲頒「長期服務獎」

三月十七日是聖博德學校和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的「45周年聯校感恩祭」。當天參與典禮的人數十分踴

躍，場面溫馨熱鬧。「我們來自一個家，樂富蒲崗栽滿花，四十五年勤灌溉，果實纍纍全賴祂。」正好讓我們了解兩校的

歷史和工作成果。本年度我校以「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與教效能」為重點，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從「情意及社交表

現」問卷結果顯示，同學在多個範疇的表現皆高於全港常模。大部分的同學都認同學校是一個愉快學習的地方。

本年度學校仍繼續推行「語境教學」，並參與由語常會舉辦之「英語戲劇教學」，以及為期三年的「普教中計劃」，

藉此提升學生的普通話及英語聽說能力。另外，我們繼續舉辦多項宗教活動，幫助同學在靈性方面的發展。同時，為締造

和諧家庭，減少家庭暴力問題，我校與「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合辦「家庭治療服務」，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免費輔導。

學校也為教師舉辦不同類型的專業培訓和靈性培育，以強化教師對天主教的信仰及紓緩工作壓力。我校全體教師也曾到國

內與當地小學進行教學交流，以加強了解國內小學教育的情況。

在本學年裏，同學在各項活動及比賽有出色的表現，例如6D班曾嘉莉同學在「第九屆全港小學中國語文菁英計劃」榮

獲「銅獎」；女子籃球隊在「九龍北區學界籃球比賽」更連續包辦兩屆「冠軍」，成績驕人。另外，5B班黃盛恒同學及施

任偉同學的「漢堡包和叉燒包」演出，維肖維妙、風趣幽默，將當代生活的形態活靈活現地演繹出來，在云云參賽者中脫

穎而出，贏得「第八屆香港文學節–文學作品演繹比賽」全港冠軍，十分難得。

今年是聖博德學校創校45周年，我們要多謝歷任的校監、校董、校長和教師無私的奉獻，盡心盡力為學校發展，培

育不少人才。現任的校監倪德文神父在本校工作九年，在他領導之下，學校不斷進步，運作暢順。倪神父在一月的時候已

調派到馬鞍山聖方濟堂繼續「福傳」工作，他亦將於八月一日辭去本校校監職務，我們實在感到依依不捨。在畢業典禮當

天，我校全體教師以一首填上新詞的「奇異恩典」，唱出我們內心的感謝，感謝他多年來對我們的領導、支持和信任。我

們衷心祝願倪德文神父 生活愉快！主愛滿盈﹗

「我們來自一個家，樂富蒲崗栽滿花，
四十五年勤灌溉，果實纍纍全賴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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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德文神父燃點聖火，正式為嘉年華揭開序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本校舉行「手牽手 心連心 博

德齊迎東亞運」嘉年華，目的主要是支持香港主辦第五屆東亞

運動會，以及宣傳健康在校園的訊息。

本校及同區的幼稚園學生及家長一起參與十四個以東亞運

為主題的攤位遊戲，包括播放東亞運歷史及精華片段的「東亞

電影院」，配合電玩遊戲的「運動Wii世代」，也有親手創作手

工藝的「東仔亞妹由你創」，更可讓來賓大展歌喉，唱出東亞

主題曲的「東亞星光大道」，還有配合大會主題曲來齊跳東亞

操的「活力東亞」，活動項目真是多元化。此外，家長義工還

特別設置「健康有營美食坊」，為我們烹製各種健康美食，體

現了師生及家校合作的團結精神。

嘉年華的氣氛多熱鬧

「手牽手 心連心 博德齊迎東亞運」嘉年華

東亞運動齊支持   傳奇一刻同創造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本校在九龍灣運動場舉行「45

周年校慶運動會」。當天邀請了區內六間幼稚園參與「幼稚

園親子遊戲比賽」及「幼稚園啦啦隊比賽」，當小朋友做出

天真無邪的動作時，那份表情顯得格外可愛。接着是「家校

師生校友4×100米接力賽」，大家發揮家校師生「共融合

一」的精神。「友校男女子4×100米混合接力賽」，把運動

會的氣氛推至最高峯，參賽的運動員確實能發揮奧運會的精

神—「更快、更高、更強」。

運動人生

同學們有秩序地排隊參與攤位遊戲

我們也要當火炬手

45周年校慶運動會 — 

「博德邁向半世紀 攜手創造新傳奇」

倪德文神父傳火炬

高明校長與幼稚園親子遊戲參賽隊伍合照 雖然我們的身體很細小，但是擁有無比的力量
St.Patr ick’s School

0�



教 師 專 業 發 展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本年度課程發展重點

本學年(2009/10)開始於小一推行小班教學，透過課堂的小組活動，加強學生對學習的自信心、提升同儕

互動、改善人際關係及培養共通能力。此外，本校「普教中計劃」已推展至小四，本學年更成功向語常會申請

為期三年的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有助優化中文課堂教學。

2009/2010年度校本支援及協作計劃

科組 支援/協作機構 計劃名稱

中文
語常會 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教育局 小班學校支援夥伴(借調教師)計劃

英文

香港城市大學 Web-based English Learning System

教育局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語常會 SCOLAR Drama-in-Education English Alliance

香港教育學院 優質的觀課與評課計劃(TALON)

數學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數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
兒童脊科基金
(優質教育基金)

護脊校園計劃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同根同心」 —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09）

學生支援
教育局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

香港明愛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課程發展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領導－學習社群計劃）

2009/2010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工作坊

日期 主題

4/9/2009 「專題研習技巧課」教師工作坊

2/10/2009 1.  教區學校聯會小學III區教師專業發展日

a)「以個人經歷看香港教育」

b)「通識如何教育？」

2. 「小班教學」學校探訪―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14/1/2010 靈性培育教師工作坊（一）主題：入型入格

10/2/2010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教師工作坊―主題：提升教師幽默感

1/4/2010 教師國內專業教學交流―廣東省東莞市東城區花園小學

8/5/2010 1.言語治療教師工作坊

2.靈性培育教師工作坊（二）主題：快活身心靈

22/6/2010 「檢視APASO及持分者問卷結果」教師工作坊

教區學校聯會小學III區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
嚴以敬先生（阿虫）及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黃偉副校長與我們分享

老師們進行中文、英文及數學分組觀課兩校校長及教師合照

「粵港交流尋妙法 彼此同心建棟樑」

教師專業發展日

教師國內專業教學交流―廣東省東莞市東城區花園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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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熱鬧!大家都到場為同學們打氣本校榮獲護脊操的「最具合作精神大獎」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同根同心」 —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畫(2009)

11月20及21日，同學們除了到廣州冒

峰山穗華心素質軍事教育基地受訓，亦會到

廣州市公安邊防支隊觀看軍事匯演。這個活

動使同學體驗軍人的刻苦生活，又可培養獨

立、服從、忍耐和自律的品德。
我們與軍官們的大合照，謝謝他們的教導嘩!同學小心翼翼地拿起真槍

常識科全方位學習日 常識科全方位學習活動的目的，就是讓學生透過真實環

境，體驗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日    期 11/3/2010 (四) 12/3/2010 (五)

級    別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六年級

地    點 嘉道理農場
香港歷史

博物館
國民教育中心

香港動植物
公園

獅子會
自然教育中心

香港海防
博物館

全港挺直日暨護脊小先鋒嘉許禮

本校參加由兒童脊科基金舉辦之「全港挺直護

脊校園計劃」，並獲選為「全港護脊校園」的美

譽，而本校的護脊小先鋒更榮獲「最具合作精神大

獎」，獲邀請於嘉許禮中作護脊才藝匯演。

展覽主題：膠玩五次方

舉行日期：10-4-2010至18-4-2010

活動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及香港文化中心

五周年聯校視覺藝術巡迴展

老師講解不同的耕種方法同學們細心地研究不同蝴蝶的標本從未那麼近距離接觸軍營大炮呢!

校長與主禮嘉賓交流藝術心得

全 方 位 學 習

家長和教師一同出席開幕典禮同學們很有興致地觀賞展品

活動目的：展覽活動能促進學校之間的藝術交流，讓各界人士欣賞不

同年齡學生的作品，並為學生營造藝術校園氣氛，提高學

生對藝術的興趣和培養其鑑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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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十二月十七日透過香港耀能協會的「耀能大使計

劃」，邀請了2008年度北京殘奧會硬地滾球金牌得主郭海

瑩姐姐為小四及小五同學分享她克服殘障的勇氣和努力，加

深同學對弱能人士的了解，以及消除對殘障人士的歧視，同

時，協助同學建立正面的人生觀，提升抗逆能力。

生命教育馬灣遊

同學參與「生命教育馬灣遊」活動，除了能輕鬆愉

快地遊覽馬灣公園外，更可以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愛護

大自然的正確態度。

學生在這個遊戲中，學懂如何克服心

理障礙，勇敢面對挑戰

大伙兒先遊覽馬灣公園，

然後到挪亞方舟內參加生命教育課程

校本輔導活動 ─ 愛的宣言
校本輔導活動以「手牽手愛心滿校園」為主題，學生透過「愛的宣言」來表達對本學年的朋輩或師長的關心。

親愛的爸媽：

謝謝您們辛苦地教導我做功課，

用心地和我溫習。謝謝您們！

2A 陳若妤

迪士尼樂園一天遊
學生參與「迪士尼樂園一天遊」，他們在景色怡人

的樂園內觀光，也參與各項機動遊戲，一起度過輕鬆愉

快的一天。

這個森林河流之旅既驚險又刺激，

令同學們印象難忘

《財富小天地》理財技巧課程

現今的社會風氣吹捧名牌，鼓吹借貸消費，如果兒童

欠缺正確的理財概念，長大後將有可能引申出不少社會問

題。有見及此，本校為培養學生有正確的理財概念，參加

了由匯豐銀行贊助的「財富小天地 JA More than Money TM」

計劃。是項計劃希望向同學灌輸關於收入、支出、分享及

儲蓄的正確觀念。

同學穿上了治療運動帶擲球，感受

郭海瑩練習硬地滾球時的困難及辛苦

我們參與社區大亨棋盤遊戲，加強

了理財技巧，並了解金錢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同學們投入地討論不同的創業機會

及職業選擇，了解如何賺取金錢

親愛的爸爸媽媽：

多謝您們在我生病時照顧我。爸爸，你為

了帶我看醫生而遲到上班。媽媽，你為了餵我

吃藥而忘了帶妹妹上學。爸爸媽媽，我會以

「成績」來報答你們……

5A 黃浩銘

學 生 支 援

耀能大使到校分享會

同學們在迪士尼樂園前拍合照，

很有紀念價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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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全材耀博德
本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科組 活動/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學生姓名

學術 2009-2010年度升中伯樂計劃
體育科金獎  體育科銀獎
中文科銀獎  數學科銅獎

6D陳詠琳    6D曾嘉莉
6D黃莉鈞    6D江家俊

中文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09/2010) 銅獎  6D曾嘉莉

第八屆香港文學節―文學作品演繹比賽 全港冠軍 5B施任偉    5B黃盛恒

English The HK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2009-2010 Poet of the School 6D Lai Chi Ho Tom

數學 第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5B黃駿銘    5B羅浚謙
6A王嘉傑    6D鄧傑汶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6A王嘉傑    6D陳子欣    6D鄧傑汶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黃大仙) 亞軍 6A王嘉傑    6D鄧傑汶

第十屆伯裘盃網上速算挑戰賽 季軍 6D江家俊

2010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 5B曾君諾

銀獎 4B萬文浩    4B王文傑    5C張凱樂

銅獎
3A許佩文    3A潘梓昇
4B葉子晴    6D李善柔 

視藝 2009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三等獎 3D 劉卓瑤

體育
彩虹天主教英文中學游泳友校邀請賽

4X50米自由泳
冠軍

5A黃啟藍    5B羅金生
6A黃清宇    6D譚文傑

國慶盃(女子100米蝶泳) 冠軍 6D黃嘉琦

九龍北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組
冠軍

4B陳綽婷    5B譚穎琦    5B莫少明
5C高洋婕    5C譚穎彤    5D陳穎芝
5D黃雅雯    6B雷淑怡    6C梁嘉慧
6C夏淑儀    6D王佳榕    6D黃幸子  
6D曾嘉莉    6D梁泳琪

優秀籃球員 6B雷淑怡    6C粱嘉慧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友校邀請賽 冠軍 6B雷淑怡    6C梁嘉慧
6C夏淑儀    6D黃潔瑩天主教伍華小學友校邀請賽 亞軍

博智天主教小學友校邀請賽 亞軍
6C梁嘉慧    6C夏淑儀
6D梁泳琪    6D黃潔瑩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友校邀請賽 亞軍
6B雷淑怡    6C梁嘉慧
6D梁泳琪    6D黃潔瑩

九龍北區學界田徑比賽―女甲100米 亞軍 6B雷淑怡

九龍北區游泳比賽―女甲100米自由泳 第三名 6D黃嘉琦

2010年屯門區第二十四屆舞蹈比賽 銀獎

4A關素芬    4B梁嘉倩    4B陳嘉文
4B葉曉樺    4C蕭雪儀    4C黃慧嫻
4C方咏思    4D林凱婷    4D邱思麗
4D黃佩盈    5A方詠欣    5A黃姵盈
5B莫少明    5D盧展晴    6A葉軒如
6C梁嘉慧    6C何曉欣    6D周倩桐
6D曾嘉莉    6D陳詠琳

音樂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初級組口琴 第二名 4B關浩霖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男童聲 第二名 5A黃浩銘

第三名 6C潘    峰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初級組揚琴 第二名 5B陳凱琪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五級鋼琴 第三名 6D黎思敏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號(初級組) 第三名 5B羅金生

其他 Know Drug No Drug-黃大仙區城市定向2010 亞軍
6B 雷淑怡    6B范猷亮    6B張廣龍
6D何銘軒    6D陳棋恩    6D梁錫淮
6D江家俊    6D黃幸子

籃球隊成功衛冕九龍北區學界籃球比賽冠軍 田徑隊於友校邀請賽奪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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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偉程的跳水英姿，令人嘆為觀止

2 0 0 9東亞運動會得獎校友分享

曾錦濤是本校2001年的畢業生，

同年加入香港「青年軍」，中學畢業

後，他被華家堡足球會教練賞識，正

式加入香港足球比賽的行列。一年

後，他轉會為傑志足球會效力，並成

為香港足球代表隊的成員。

他回校與同學分享時，表示練習

踢足球的過程相當辛苦，每天都要透

過跑山來鍛煉體能，但是他不會輕言

放棄。他勸勉同學要把握每個學習和

發揮才華的機會，盡力而為。最後，

他十分感謝母校的老師，因為他們除

了重視學業成績外，還會發揮學生的

不同才能，使學生得到全人發展。

 2009東亞運動會男子雙人三米跳板比賽銅牌得主─潘偉程先生

潘偉程於2001年夏季參加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主辦的「跳水推

廣計劃」，初次接觸跳水活動，即感到濃厚的興趣，其後參加新

秀賽及參與香港跳水訓練組培訓。於2005年，在第四屆亞洲分齡

游泳錦標賽中，首次奪得男子14-15歲組三米板第七名。又於2007

年，參與第五屆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在男子16-18歲組三米板比

賽中，獲得銅牌。早前，他於深圳舉行的國際泳聯跳水系列大獎賽

中，他以6跳390.70分，寫下本港跳水的新紀錄。

潘偉程回母校和同學分享得獎的喜悅，他很欣賞老師能夠支持

同學在學業和各方面的發展，亦希望老師繼續支持體育運動，這是

支持運動員堅持奮進的推動力。他認為知識是跟隨自己一生的，所

以鼓勵學弟學妹，應以學業為重。

校園小記者訪問潘師兄

2009東亞運動會足球比賽金牌得主─曾錦濤先生

曾錦濤在早會和同學一起切磋球技

潘偉程回校與校長及老師共聚情誼

潘偉程得到2009東亞運動會男子雙人
三米跳板比賽銅牌

2009東亞運動會足球比賽金牌得主
曾錦濤與任神父及高校長合照

曾錦濤在2009東亞運動會中取得勝利
的一刻，現在還記憶猶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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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博德學校校監 

倪德文神父

聖博德學校校董 

任澤民神父

聖博德堂主任司鐸 

孫英峰神父

我們的神父……

有一天，同學好奇地問我︰「甚麼是校監的工作？」我給他開玩笑地說：「校監就是在學
校裏『坐監』的！」聖博德學校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的政府資助小學，主教派遣我代表他管
理及監督學校，讓學校能按教會及法律的規定而正常運作。如果學校出現違規的情況，政府便
會依照法律來控告學校。那時候，我真的要「坐監」呢！

接著同學又問︰「神父與校監有甚麼分別呢？」我說：「神父是教會的聖職人員，是主耶
穌所召叫和揀選的人。這些被選召的人將按照教會不同的需要而肩負不同的責任，主教繼承
宗徒的使命和責任；執事負責照顧教會內的兄弟姊妹；而司鐸(神父)主要分擔主教的工作。現
在我既是神父又是校監。簡單地說，校監要肩負行政的責任，在校內擔當管理、監督和指導
的角色，並代表教會向政府負責；神父則代表主教牧養天主子民(信眾)、做好福傳工作及建設
教會。」

同學繼續追問︰「那麼，你為甚麼當上神父呢？」我耐心地向他解釋，聖職是天主所選
召的，天主不會勉強任何人，各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我領受洗禮入教時，深深體會天主對我及對眾人的大愛，祂使我選擇
了投身教會的行列。經過教會的審定及培育，我最終成為教會的聖職人員。

天主在每個人身上有不同的計劃，給予的恩賜亦有不同。我希望同學們想一想，將來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希望天主在你
身上給予甚麼恩賜？你怎樣回報這個恩賜？說不定天主會揀選你擔負起主耶穌基督救世的使命，把天主的愛帶給更多人。

同學們，如果你們想瞭解更多，請隨時找我詳談。主佑你們！ 

大家好！我是本年初新到任聖博德堂的主任司鐸孫英峰神父。在短短數月間，我感受到聖
博德學校注重靈育的發展，培育學生效法基督關愛弱小的精神，並在生活中活現出來。除了早
會集隊祈禱外，我看見學校會按教會節令舉行禮儀和宗教活動，將信仰融入學習生活中，讓
學生從小領略基督的教誨，建立崇高的品格和情操。我來到這個大家庭，十分樂意與同學、家
長、老師及職工們交談，分享我的生活和經驗，讓大家在生活中實踐福音精神。

過往，我曾經在不同的中、小學校工作，肩負校監、校董或校牧的工作。當中我喜歡從事
學校的牧民工作，推行宗教禮儀、朝聖及教師身心靈發展之各項活動，透過上述活動讓教師體
現出彼此相愛的核心價值，活出信仰團體那份關愛共融、團結合一的精神。

我們都是天主喜悅的子女，我渴望把信仰的種籽放到每個人的身上，讓它發芽生長，見證
基督對世人之「愛」，這正是信仰的喜樂。在未來的歲月裏，我會與老師、學生及家長同行，
與你們一同成長，並一同走近天主。  

顧      問：倪德文神父、高  明校長       編輯委員會：王嘉敏、關慧琪、魏淑芳、劉雪華、黎秀儀、劉惠芝

早上，我站在聖博德學校門前，看著一群背著沉甸甸書包的學生們，一幕幕童年的回憶
便在我的腦海裏湧現……

我家住在美國 紐約北部的一個小村莊。1938-1945年期間，我在村內一所只有十二班的
公立學校讀書，度過了八年小學生活。由於校內學生人數不多，老師有更多時間與學生相
處，而且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兄弟姊妹，老師和校長也是街坊鄰里，彼此關係密切。他們都是
十分仁慈，關愛和樂於聆聽我們，現在我還清楚記起他們的名字。

我喜愛將兒時鄉間的生活與現在香港生活比較，一個只有二千多人口的小村莊，那裏有
一所銀行、一間郵局，以及分別約有十五名的警察和消防員，與一個擁有七百萬人口的大城
市，物質及資源豐富，可謂大有分別！

小時候的我是個「每事問」的孩子，凡事都愛尋根究底。在眾多科目中，我對園藝極為
投入。戰亂期間，糧食短缺，父親與我在後園合力種植，收成差不多可供應全家所需。我們的努力贏得當地政府的讚賞，更
獲頒贈「全鎮最優秀花園」的獎項！

我小學的成績很好，每年都名列前十名內，令父母感到十分欣慰。他們讓我選擇入讀喜愛的中學，最終我選擇了由喇沙會
修士(La Salle Brothers)主辦的一所男子軍校，度過了非常愉快的中學生活。

今天的社會雖然轉變了很多，但我肯定老師的角色與五十多年前的沒有不同，他們在學生的品格培育和成長中，佔有一個
重要的地位。

《校監、神父、司鐸》

《愛的種籽》

《小學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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