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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3C 陳希洋同學 4B 梁雯惠同學

    新學年，伍華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員，他就是我們的校

監—陳德雄神父。

    陳神父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常帶微笑，大家在校

園有沒有見過他呢？對他的認識有多少呢？

    校監陳神父晉鐸三十三年，在工作之餘，原來他也有

不少興趣，包括：踢足球、玩魔術、品嚐咖啡、製作玩

偶……此外，陳神父喜歡閱讀報章，他認為閱讀報章能提

升中文水平，如果學生在讀書時多閱讀，就能打好語文基

礎，對學習也能產生濃厚的興趣。

    「小人恆立志，君子立恆志」是陳神父送給大家的勉

勵之言，希望同學緊記凡事都須持之以恆，才能達成一個

又一個的目標。

親愛的愉悅大姐姐
：

    謝謝你的照顧
！多謝你教我

寫手冊，帶我去圖
書館看圖書，

現在我已適應了小
學的生活，我

很喜歡伍華這個大
家庭呢！

1C班林詩琪同學上

親愛的詩琪小妹妹：
    或許我應該感恩擁有這段經歷。初次見面時，你總是掛著一幅不知所措的臉，沉默不語，我嘗試與你溝通，可惜我只能感歎那是多麼的困難。隨着時間的流動，我們相處有了一段時間，你會每天開朗地向我打招呼，積極地回答我的問題……我是多麼的高興啊！ 
    踏入10月，我變得越來越忙了，大約相隔了一個星期，我們再次見面，我以為我會見到羞澀的你，可是，你竟然主動奔向我，並大聲說「早晨」，我被你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就是成長呢！
    短暫的一個月，我幸運地見證了你猛烈的成長，看着你眼裏的光和精神的面龐，我有滿滿的成就感！    感謝能和你相遇，詩琪妹妹。

6B班大姐姐陳瑜悅上

小一生活
    大家好！我們是1B班馬熙彤同學和1C班吳鍶培同學，不經不覺我們已來到伍華這個

大家庭四個多月了。在這數個月裏，我們的學習生活既開心又充實。

    九月初，我最喜歡的是手相牽活動，在活動中我們認識了六年級的哥哥、姐姐，他

們帶我認識校園，教我寫手冊，陪我一起看圖書，我們更成為了好朋友呢！

    為了提高學生對運動的興趣，並增

加對學校的歸屬感，今年，學校舉行了

一個嶄新活動—「伍華競技日」。

    「伍華競技日」提供一個新穎的運

動平台，讓學生發揮不同的潛能，給予每一位學生參

與的機會，從而尋找自己有興趣的運動。

    競技日當天，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在校內挑戰

一系列的運動項目，例如：從未接觸過的「電競單

車」、「劍球」、「競技疊杯」……過程中，同學們

都盡己所能，縱然偶有挫敗，但仍願意再接再厲。當

有同學成功時，大家頓時發出激動的歡呼聲。每一位

同學都全情投入，盡顯本年度學習主題—「努力學

習、積極進取」的精神。

伍華競技日
吳家駒老師

感謝咭

感謝咭

手相牽，齊成長

我長大了

 幼小銜接活動多姿彩

K2 小朋友齊學Phonics

亞軍 楊心妤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我做的老虎仔
可愛嗎？

陶藝
好好玩呀！

小朋友學習陶藝，家長們用心學習禪繞畫

Phonics 校本小冊子

季軍 任愷悅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殿軍 馬昊燊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英文老師用心指導同學

冠軍 胡藝多 香港創價幼稚園 

Hello！我是1B馬熙肜

Hell
o！

我是
1C黃

鍶培

我們都做到了！

為每一位打氣

電競單車速度賽
疊杯考專注

劍球運動初認識

    為讓幼稚園同學和家長更了解小學的學習環境，

我們學校在9月至12月期間特別舉辦多個富趣味性的

親子比賽及活動，如：「努力學習．積極進取」親子

填色比賽、英語拼音班、視藝工作坊—陶藝初探

索……幼稚園同學和家長均積極投入參與各個活動，

享受到伍華家的歡樂。

    更多精彩的幼小銜接活動將會陸續登場，

如：展現敏捷身手的「伍華競技日」、發揮數

學天賦的「伍華數學盃」……大家一定要密切

留意天主教伍華小學學校網頁的公布啊！
顧問：黃玉嬋校長

委員：劉曉音主任、呂依嵐老師、黃慧茵老師、黃妙玲老師編輯委員會

伍華藝術工作坊
《陶藝初探索》

英語拼音班

「努力學習．積極進取」親子填色比賽成績公布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冠軍 香港創價幼稚園 胡藝多
亞軍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楊心妤
季軍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任愷悅
殿軍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林泳桐、馬昊燊
優異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邵栢翹
優異 香港創價幼稚園 司徒峻
優異 九龍城浸信會慈愛幼稚園 林澤佳
優異 香港創價幼稚園 楊逸朗
優異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馮芷瑜

Dear Ng Wah boys and girls,
It ’s been four months since we first met in the campus. 

Thanks GOD for letting me serve the school again. I  have 
served Ng Wah before. I have worked here since my second 
year of teaching. I  left Ng Wah ten years ago when I  was 
promoted to a principal and deployed to another catholic 
diocesan primary school on Hong Kong Island.

Ng Wah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is my fourth substantive 
principalship. After being a principal for ten years, I  view 
myself as a head teacher who is passionate about providing 
high qual i ty  and whole person educat ion to help pupi ls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and excel themselves, hoping to create 
a culture of respect and high performance for both teachers 
and pupils so as to glorify our father in heaven.

A message from our new principal
I  e n j o y  c h a t t i n g  w i t h 

pupils. This is the best way for 
me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my pupils and what the school 
c a n  d o  t o  m e e t  t h e i r  n e e d s 
and interests. However, getting 
together is  real ly  a hard rock 
during the t ime of COVID-19. 
I  hope that the pandemic wil l 
soon be over and I can meet all 
of you in the playground instead of only visiting some of you in 
individual classrooms. 

May GOD bless you and our school!
Miss Wong Yuk Sim, Louisa

校監陳德雄神父專訪–
我們的「大眼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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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擊在伍華
甄錦焯副校長

  自從張家朗在奧運取得劍擊金牌後，劍擊運動旋風席捲全港，許多人

都漸漸認識劍擊運動。其實，學校兩年前已開始推行劍擊訓練，但由於缺

乏器材及裝備，而且買一套劍擊服連頭盔動輒要花費千元多，所以初期參

與的同學不多。然而，經老師辛勤的訓練，再加上學校的資助，去年成功

組成一支16人的劍擊校隊，開展了伍華劍擊新一頁。

  此外，去年更成功申請「中銀劍擊培訓資助」，中國銀行免費為學校

提供足夠的劍擊器材及設備，更全年免費安排導師到校訓練同學，令他們

的技術突飛猛進。在最近一次全港學界比賽中，三年級梁樂輝同學更取得

九龍北區乙組亞軍的佳績，其餘各組都能進入八強。

  我曾經參與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但對劍擊運動的認識不多，然而陪

伴劍擊隊一起成長後，發現劍擊運動不單能強身健體，更能訓練思考、克

服懼怕及發展冷靜作出判斷的能力。學校會繼續推動劍擊運動，希望讓其

普及化，讓更多的同學參與，取得更好的成績。

童聲頌愛報佳音
鄭瑞瀅老師

    臨近聖誕節，聖博德堂邀請區內六所小學

的同學乘搭開蓬巴士到西九文化區為市民報

佳音。由於名額所限，每校只能安排十六名

同學參加。在車上，聽着同學們和老師的歡聲

笑語，沿途觀賞着維港兩岸璀璨奪目的聖誕燈

飾，大家都十分興奮。這一次的活動，是一次

特別的體驗，讓同學參與傳揚主耶穌降生的喜

訊，更為福傳事業種下了一顆顆的種子。

三年級梁樂輝同學獲得九龍北區乙組亞軍

劍擊精英

各位，聖誕快樂呀！
齊坐開蓬巴士報佳音

Superkids' science workshop

校監陳德雄神父帶領學生認識聖堂內的

聖像畫

到達西九文化區傳揚耶穌誕生的喜訊

藝術家入課堂—禪繞畫

透過悅耳的歌聲傳送喜樂及平安

參觀天際100 5G 實驗室
二年級學生「吹泡泡寫作」前體驗活動

在操場齊做護脊操

體育課進行欖球訓練

玫瑰月結束祈禱禮

粵劇發展基金主辦之唱做唸打粵劇班

Christmas Card Design Competition

送上祝福給芬蘭聖誕老人
參觀大富翁夢想世界

運用I-pad進行機械車編程活動

齊來學飛鏢

劍擊隊每星期認真練習

前往天主教伍華中學進行體驗學習

校園學習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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