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記者 楊校監在求學時期最愛哪個科目？

小記者 您從何時起立志投身教育界？為何有當教師的念頭？

小記者 楊校監一生為教育界不遺餘力，退休前擔任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校長、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執行委員會成員，退

休後又擔任天主教區教育事務主教代表助理，以及在不同的中小學擔任校監及學校顧問，究竟是什麼驅使您為香港

教育奉獻自己，永不言休？

小記者 您能否以豐富的人生經驗勉勵東天的同學們？

小記者 相信身兼多職的楊校監日常工作十分忙碌，請問校監閒暇時如何放鬆心情？有什麼減壓的方法介紹給東天的同學？

楊校監

楊校監

小學的時候，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及英國語文科；到了中學，我便喜歡上生

物科，升讀大學時亦選擇修讀這科。此外，我也很喜歡聖經科，即使老師沒有

要求，我也會不知不覺地記下許多金句呢！

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師。為何我會當教師？我發覺自己擁有某

些適合當教師的特質。年輕時，我常有教導親戚家小孩的經驗，我能運用一些

顯淺的方法，循序漸進地教導他們。我發現他們在我的引導下，能慢慢地明白

一些道理，又能學習到新知識，我感到既愉快又滿足。那時候，有不少人建議

我修讀法律，相信也是因為我的表達清晰、且合乎邏輯，並能準確掌握一些觀

念，但我一直喜歡接觸年輕人，所以最終選擇當教師。

楊校監

楊校監

楊校監

為何我會永不言休？第一，我覺得自己在體力上仍能應付，第二，教育界確實仍有很多任務是需要人去承擔

的。此外，我相信天主給了我們才能，就是要派我們去完成祂的計劃，如果這是天主的旨意，我樂意繼續在

教育界貢獻自己。

同學們要多認識自己，利用自己的強項達成每個小目標，積累成功的經驗，讓自己更有自信。每個人皆有弱

項，如果我們能坦白承認自己的短處，那它就不會成為我們的包袱。如果那是你們必須要面對的困難，就一

定要盡力去克服。你們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擁有很多潛質，既美麗又吸引，只要有充足的水份、養料

和陽光，這花朵一定能綻放。最後，我鼓勵同學們要做個有目標的人，好好用心栽培自己。

我平日餘暇的時間不多，工作完成後已疲累得倒在牀上呢！但說到放鬆心情，我自小喜歡聽古典音樂和民

歌，小學時已喜歡聽爸爸收藏的唱片。我認為聽音樂不單是減壓的方法，更是抒發情感的渠道，我會按着自

己的心情去選擇不同的音樂，然後靜靜地聆聽，慢慢陶醉其中，所有情緒都能自然地抒發出來。我相信同學

們的壓力主要來自學業方面，你們要從源頭去解決問題，找出令自己感到吃力的因素，如果這些困擾的事是

自己能控制或改變的，那就要盡力地解決。其實有很多方法能幫助自己解決問題﹕如果你上課能專注點，記

憶便能更深刻，回家做功課時便能更容易掌握難點；你有浪費時間嗎？轉堂時，你可以複習課堂重點，以鞏

固記憶，只要善用這短短的時間，平日溫習的時間就可以縮短；你亦可以訂立讀書時間表，計劃好每天溫習

的目標，當你能達成每個小目標時，就要獎勵自己，如讓自己小睡五分鐘，吃一點小吃等，這些短期計劃都

能讓你更有信心，做事愈來愈有把握。曾經聽過一句話﹕「時間像牙膏般，是要用力擠出來的」，所有人都

只擁有二十四小時，為何有些人能好好善用時間？我們要反思自己的時間到底放在哪裏了。總括而言，減壓

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

訪問校監楊美熙女士                   

東涌天主教學校

東天晴第八期 2018年9月

小記者：小六愛 陳彩瑤  陳淑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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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勵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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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雅婷老師

全校學生於STEM科技日分別到不同
的地點進行學習活動。小一至小三的學生
參觀科學館，他們進行了展廳導覽、觀看
科學示範和動手做實驗。小四至小五的學
生則參觀科學園，他們參加了電腦編程製
作班，學習編寫電腦程式來指揮交通燈，
並參觀科學園的綠里程及高錕教授展覽
館，最後他們參加了「機關王」的機械製
作活動。至於小六的學生則留校製作水
火箭。透過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開拓視
野，增強觀察力，誘發好奇心，並種下科
學探究的小種子。

創新科技日 

我們正努力製作機關

成功製作機關

原來人體是能夠導電的
 原來編寫程式這麼好玩

這個傳聲裝置真好玩

學生們努力地設計水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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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少卿老師

世界閱讀日是一個全球重視的日子，各國均有不同的慶
祝活動。本校亦深明閱讀對孩子的重要，因此在4月23日舉
辦了一連串的閱讀活動，慶祝世界閱讀日的來臨。

世界閱讀日當天，各級學生在不同的時段參與不同的閱
讀活動，如：講座、書展、閱讀記錄冊封面設計、與故事人
物紙板拍照、全班閱讀、欣賞由文學名著改篇而成的電影、
故事分享、德育故事比賽及故事人物造型選舉等，師生們都
十分投入，樂在其中。

其中以「與故事人物紙板拍照」和「故事人物造型選
舉」這兩個活動最受學生歡迎。學生與故事人物紙板及拍攝
道具拍照，留下難忘的一刻。至於「故事人物造型選舉」方
面，全校師生以及校長都悉心打扮成不同的故事人物，如：
Wally、愛麗絲、哈利波特、孫悟空、小紅帽、Peter Pan、
花木蘭、愛莎、安娜和美國隊長等，然後讓全校師生投票，
選出他們心目中最神似的人物造型。

這些活動為師生們帶來了難忘的回憶，不但增加學生對
閱讀的興趣，還讓他們感受到從閱讀中所帶來的樂趣，進入
充滿幻想的奇妙世界之中。

4.23世界閱讀日
全校師生齊參與

故事人物造型大合照

盧校長和許老師
也來扮演故事人物

孫悟空和嫦娥 蜘蛛俠專心地閱讀

孫悟空和同學合照

哈利波特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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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巧茵副校長

為了讓幼稚園學生體驗小學的課堂學習，本校於4月
至5月舉辦了「多元化課程體驗班」，讓幼稚園學生學習
中文、英文、STEM、體育、圖書及音樂科的知識。我們透
過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小朋友感受小學的校園生活。

多元化課程體驗班

有趣的英文課

動動腦筋

動手製作竹蜻蜓

齊來做運動

齊來貼貼紙 學習守株待兔的意思

齊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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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

校園生活

同學們滿載而歸四旬期義賣日

清淡午餐─黑暗中進食

靈食日─背金句活動

學生開開心心地吃冰淇淋

師生齊跑步

釣魚樂

環校跑
基督小先鋒朝聖

盧校長為環校跑致辭

齊來玩攤位5



小五大合照

學生作品展覽

戶外學習日

視藝周

攀石活動

繩網陣

滾軸溜冰

燒烤樂

班本遊戲

跳大繩比賽

剪紙杯墊工作坊─低小學生的作品

中學生作品展覽

剪紙杯墊工作坊─高小學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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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妍老師

本年度聯合畢業禮已於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假荃灣大會堂順利舉行。本年度的
主題是「生命璀璨承主恩」。我們有幸邀請了
前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灣仔及離島）郭浩
庭先生擔任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當天是幼稚
園、小學及中學畢業生畢業的大日子，因此典
禮上安排了不少精彩的表演環節，相信為各畢
業生及家長帶來難忘的回憶。

聯合畢業禮

教師發展日 

中小幼畢業生致辭

啦啦隊精彩的演出

中小幼攜手演出

盧校長接受我們的祝福

大合唱

小六畢業學生

嘉賓與中小幼校長合照

蔡雅芬主任

近 年 ， 教 育 界 積 極 地 推 行 S T E M 教 育 ， 而 S T E M 包 括 科 學
（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
（Mathematics）。為了讓教師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本校安排了一連串相關的教師培訓，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識。

朝聖之旅—西貢聖心堂

日期 活動

9月
1）STEM教師培訓
2）講座：如何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

2月
1）講座：精神健康
2）關注事項二教師培訓—靜觀體驗工作坊

5月
1）靈修培育—朝聖（西貢聖心堂）
2）參觀學校（STEM）

2017-18教師發展活動

前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灣仔及離島）
郭浩庭先生接受本校致送的紀念品

教師動手製作模型，
親身體驗STEM的樂趣

教師在「如何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
講座中進行角色扮演

生命教育的教師培訓—

「靜觀體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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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春老師

本校小五20位學生在盧淑儀校長、徐春春老師及曾淑
儀老師帶領下於2018年3月25日至29日期間到北京與當地
姊妹學校—北京市大興區第五小學進行學習交流活動。
學生除了在北京市大興區第五小學參與了生動、有趣的學
習活動外，也在他們的精心安排下，遊覽了著名學府清華
大學和北京大學，亦暢遊了北京的名勝古蹟，如長城、故
宮、頤和園……這次交流活動不但讓學生對北京的文化歷
史、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有深入的認識，也給他們留下了
精彩難忘的回憶。

天安門前到此一遊

向國旗敬禮

我們出發了 我們都是好漢

東天五小姊妹情深 故宮遊

烤鴨生日宴
參觀清華大學

鳥巢之前論英雄
遊天壇

翠柔格格來了 頤和園留倩影

締結姊妹學校

果然是尋根之旅

重要時刻—我們是姊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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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
（小一至小三）─亞軍

小五小六粵語集誦隊─詩文集誦比賽冠軍

創新科技嘉年華

葉志汶老師  曾勵賢老師

一. 學術類：

項目 人數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文集誦—冠軍
47人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集誦—優異
45人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小一至小三）—亞軍
44人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亞軍
1人

英詩獨誦—季軍 1人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金獎
1人

個人賽—優異 3人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首60名
1人

2018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中文版）—Distinction
1人

Credit 2人

Merit 2人

2018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科學科（中文版）—Credit
4人

Merit 3人

東天驕傲

低小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

第二屆香港啦啦隊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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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育類：

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二. 藝術類：

大嶼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團體季軍

項目 人數

充滿人情填色比賽—優異 1人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

歌唱比賽—優異
13人

項目 人數

正向人生空手道比賽2018

高級組—季軍
1人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
2人

團體冠軍 13人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
2人

團體冠軍 14人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
2人

團體季軍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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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區游泳比賽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50周年校金禧盃足球邀請賽─亞軍

項目 人數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五十周年校慶

金禧盃足球邀請賽—亞軍
14人

第二屆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50米自由泳冠軍
1人

50米蛙泳亞軍 1人

傑出運動員 1人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冠軍
4人

團體亞軍 4人

團體季軍 8人

團體殿軍 8人

4X50米自由泳冠軍 8人

4X50米自由泳亞軍 4人

4X50米自由泳季軍 4人

4X50米自由泳殿軍 8人

傑出運動員 1人

50米蝶泳亞軍 1人

50米蝶泳季軍 1人

50米蛙泳冠軍 1人

50米蛙泳季軍 2人

50米自由泳冠軍 1人

50米自由泳季軍 2人

50米背泳冠軍 2人

100米自由泳冠軍 1人

100米自由泳亞軍 1人

100米蛙泳亞軍 1人

100米蛙泳季軍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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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藝類：

東天盃五人足球邀請賽─殿軍

主教盃足球邀請賽─優異

項目 人數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冠軍
12人

團體亞軍 7人

團體季軍 15人

4X100米冠軍 12人

4X100米季軍 12人

60米亞軍 3人

60米殿軍 1人

100米冠軍 1人

100米季軍 1人

200米冠軍 1人

200米季軍 1人

跳高冠軍 2人

跳高季軍 1人

跳高殿軍 3人

跳遠冠軍 1人

跳遠亞軍 1人

壘球冠軍 1人

壘球亞軍 1人

壘球季軍 1人

鉛球冠軍 1人

鉛球亞軍 1人

鉛球殿軍 1人

項目 人數

2017香港啦啦隊公開賽

小學混合組—季軍
20人

激活全城打氣日

2017香港啦啦隊公開賽預賽—金獎
15人

第54屆學校舞蹈節

高小三人舞—甲等獎
3人

第54屆學校舞蹈節

低小兒童舞—甲等獎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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