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我們不難聽到說生活「千篇一
律」、「沉悶」、「無奈」等等，還有更多讓人困擾或失望的

說話。

  由去年至今的疫情使我們更覺困難處處包圍著我們，重重
障礙擋住我們前進的步伐。當人們問及我們能做什麼？我認為

不論我們有何專業或職務，最感人的答覆應該是一句出自內心

的表白—「我喜歡與人同行，鼓舞人心，一起看到如朝陽

的光」。我們的同學需要能與他們同行的導師，並為他們作見

證，使他們有信心及「正向」地學習和生活，繼而重展笑容，強化步伐，放遠目光，

朝目標前進。

  讓我們彼此互勉與同學同行。

  願上主天主眷顧祝福我們。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Chai Wan Kok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二○二○至二○二一年度校訊

「我要教給你智慧的道路，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徑。」(箴 4:11)
I will shew thee the way of wisdom, I will lead thee by the paths of equity. (Proverbs 4:11)

 地址：荃
灣安賢街

2-10號 電話：24903490 傳真：24904176 電郵地址：cwk@cwk.edu.hk 學校網址：www.cwk.edu.hk

校監  麥景鴻神父

校監勉詞
  這個學年，因著疫情反反覆覆，學校大部分日子都在暫停面授的模式下上課。雖説「停課不停
學」，孩子們仍然可以在家中學習，可是又怎能及得上每天走進幽靜美麗的校園，在學校裏跟老師和同

學們一起學習，一起遊戲那麼快樂呢！

  疫情爆發確實為很多家庭帶來了不可預計的改變，家長們被迫在家中辦公，同學們亦因停止面授
課而需要改為在家學習，家中各個成員共同努力應付疫情的同時，也要彼此適應與往常截然不同的生

活模式。防疫功夫固然不可鬆懈，如何適應疫情下在生活、工作及學習等各方面的新常態，無疑也是

一大的挑戰，各人的身心難免會感到疲累和擔憂。在這個艱巨的時刻，「正向教育」正好發揮著其不

可或缺的功能。

  過大的壓力會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絕對不能輕視。要正確處理壓力，訓練正向思維顯得更為重要。因此，透
過靜觀訓練能讓我們學習到一些放鬆自己的方法，幫助自己有效地處理壓力。

  過去兩年，學校積極推廣正向教育，縱然有疫情的出現，也絲毫未減學校為同學及家長們舉辦有關正向思維教
育的培訓及活動，例如各項正向親子教育、靜觀教養活動，讓他們學習相處的技巧，提升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關

係；關注同學們的情緒健康，發展校本正向教育及靜觀課程，成立靜觀小組，讓他們學習如何在疫情陰霾影響下

仍能抱持樂觀的心態，以正向思維積極面對生活上的挑戰。

  除此之外，學校亦把正向教育及靜觀元素適切地滲入學科課程裏，例如宗教科的靜觀祈禱，學習安靜心靈來傾
聽天主的話；視覺藝術科的禪繞畫課程，加入了創作及靜觀的訓練元素；體育課亦結合靜觀，豐富課堂內容，教導學

生從課堂實踐中覺察自己的身體狀況，並學會放鬆自己。

  學校十分重視孩子們的健康成長，我們期望透過推行正向思維教育，培養孩子們自信及樂觀的正確價值觀，鼓勵
他們自主學習，積極發展其多元智能，並學會了解自己的才能與需要，在不同的範疇上繼續追求卓越表現。

校長的話 疫情下的正向教育

周凱恩校長

校訓：勇 Courage 承擔責任 智 Wisdom 明辨是非 仁 Kindness 敬主愛人

瀏覽本校資訊

顧問：周凱恩校長

編輯：江慧婷老師、王凱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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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繼續致力建構正向健康校園，而靜觀是我們持續
發展的項目，目的是提升個人身心靈的發展。靜觀是指有意識

地、不加批判地、留心當下此刻的覺察力（卡巴金，2013）。這
份覺察力培養我們靜心的態度，觀察生活每一個片段，並作出善

巧的選擇和回應。研究指出，靜觀訓練有效提升兒童的注意力及

自我控制的能力。經過靜觀訓練的兒童，他們獨立處事的能力相

對較強，對於學業帶來的焦慮症狀也有改善。

  為了讓學生更進一步認識靜觀，學校安排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靜觀活動，製作心靈樽是其中之
一。心靈樽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冷靜下來的小工具，它亦是我們思想的複製品。當樽裡面的閃粉和珠

片由上而下慢慢沉澱到底，心情也隨著躍動的閃粉慢慢平穩下來，進入一種安靜的心靈狀態。學生於

多元學習日製作個人心靈樽，並投入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完成製作後，師生一起利用心靈樽進行靜觀

練習，學習利用這心靈小工具提升心靈狀態。

  學校的聖母花園內設置明陣，是為
師生提供一個休息和祈禱的空間。同學

在花園裡，可以坐下休息，舒展身心，

也可在明陣裡配合靜觀步行，以平靜的

心反思和默想，在萬事萬物中尋找天

主。明陣的中心是一顆心，寓意每一位

踏進明陣的人，最後也停留在天主的大

愛之中。

正向教育
  學校秉承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融合校訓「勇、智、仁」，訂立靈訓輔校本獎
勵計劃，以發展學生的正向思維。依據正向心理學Martin Seligman的學說，正向教育
有六大範疇，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仁愛、正義、節制及超越。本年度學校與香港

城市大學正向研究室合作，成為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十所學校之一。正向研究室為學校

提供校本的正向教育課程，有系統地培育學生正向思維及正面的生活態度。專業的導師

到校為師生進行培訓，舉辦多元化活動及講座，配合學生正向思維發展的需要。

靜觀訓練

聯校聖經及宗教知識問答比賽

「我們倚靠天主，奮勇行事。」(詠108:14)
With God's help we will fight valiantly. (Psalms108:14)2



聯校聖經及宗教知識問答比賽

網課中的宗教生活
  網課期間，宗教科配合教會禮儀年曆，透過學習平台上載不同類型的宗教影片，
供學生在家自學。學生藉著觀看聖經漫畫、苦路善工、宗教圖書及聖人故事等學習材

料，持續地深化宗教知識和信仰培育。校長和老師們都親身上陣，錄影了不少影片教

導學生一起製作親子手工，如耶穌誕生的馬槽、聖母玫瑰花、新年揮春等，讓同學在

家中也能感受到濃厚的宗教氣氛，在困難中也體會到天主對我們的愛。

  本校與荃灣區內的天主教學校合作，舉辦聯校聖經及宗教知識問答比賽。
受到疫情影響，比賽改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學生們在家中實時閱讀比賽問

題，並需快速和準確地選取答案。比賽問題圍繞馬爾谷福音和香港教區的天主

教資訊。學校希望藉比賽讓學生更了解香港教區的現況，認識更多耶穌的救恩

事蹟，提升對天主教信仰的興趣。

馬爾谷福音知多D
  馬爾谷福音是四本福音中最早寫成的福音。
內容記錄了耶穌的誕生、傳教、苦難、死亡和復
活升天的事蹟。我們閱讀聖經，可以學習耶穌的
言行，幫助我們反省生活，實踐祂的教導。

同學們一起閱讀聖經，學習耶穌的教誨。學校以積木聖經漫畫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5A 何志軒

  這個比賽十分有趣，因為我可
以學習到很多宗教知識，並解答了

我對宗教的一些疑問，例如香港有

多少個天主教墳場和哪座聖堂可以

容納最多人。比賽時，大家成績相

當接近，十分刺激。

6C 余采韻

  我覺得這個比賽非常好玩。因為
在比賽中回答問題需要快而準確，極

具難度和挑戰。在訓練時，積木聖經

漫畫提高了我閱讀聖經的興趣，並幫

助我加深對信仰的了解。

校長拍攝影片，教導學生製作手工。

學生在家製作親子手工：新年揮春、聖母玫瑰花等。
學生在家自主地閱讀聖經故事。

「遵守誡命的人真是有福！時時行義的人，真是有福！」(詠 106:3)
Blessed are they who observe justice, who do righteousness at all times! (Psalms 106:3)

學生在家觀看聖經漫畫和苦路善工等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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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活動   同學利用虛擬實景裝置觀看有關熱帶雨林的影片，
讓同學們如同身歷其境，觀察熱帶雨林中的各種動植物。

iFloor活動
  互動地板學習平台的系統由感應裝置偵測學
生的動作，利用電腦整合資料，再投影到地板

上。因此，學生能站在互動地板學習平台上，分

組進行遊戲教學，讓學習融入遊戲之中。

中醫文化體驗活動
  中醫藥與中國文化密不可分，其中對天地和生命的看法，築起對健康和生
活的獨特理念。中華文化傳播基金聯同全仁中醫到本校向學生介紹各種草藥的

價值，讓他們從中發掘中醫藥文化的知識與樂趣，並培養柴天學生對健康和養

生的認知。

學生透過古字，探索飲食、睡眠、運動、
起居的情況與天氣、季節、環境、時間的
關係，從中明白生活習慣對健康的影響。

中醫師向同學簡介中西醫不同的原理，再展
示各式的藥材，引發同學的好奇心。

全方位活動
  本校善用網上學習平台，推出「在家可做的小手工」系列的全方位活動，讓同學即使在
家抗疫，仍可學習製作含STREAM元素的小手工，向大家傳達心意和祝福。

  同學利用環保物料自製燈
籠，不少同學及家長留言表示傳

統的柚子燈籠在燃點時會散發陣

陣的香氣呢！

中秋節自製燈籠

  停課未能令同學相聚慶祝聖誕佳
節，柴天的同學通過紙筆繪畫的禪繞

畫聖誕卡，仍能為大家送上祝福。

  柴天的同學創意十足，利用橡
皮筋與紙杯，製作了充滿活力的飛

彈牛，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在家可做的小手工系列

影片連結

農曆新年飛彈牛送祝福

聖誕禪繞畫傳心意

「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的力量。」(厄下8:10)
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Nehemiah 8:10)

影片連結

學生們站在互動地板學習平台上，
分組進行遊戲。

停課不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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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專業人員
到校為本校同學舉辦「專業植物品種分類課

堂」。同學在課堂中認識了香港及本校常見的植

物品種，為「校園植物普查計劃」作好準備。

  四年級及六年級同學早前於資訊科技科課堂
學習以程式編寫故事。本校以電子平台向全校學

生及老師舉辦「最受歡迎改編故事」投票。表現

優異的學生由校長頒發獎項，以示鼓勵。

Coolthink@JC
  柴天的學生具濃厚的科探精神，
不管在家進行網課，或是在校進行面

授課，都積極參與科探活動。

科探@CWK

EduVision及植物學STEAM計劃
六年級同學分組進行不同的簡單機械實驗。

一年級同學在網課中運用簡單的工具，積極探索家中常用物料的特性。

專業人員通過虛擬實境技術(VR)讓同學猶如置身
中大校園一樣，觀賞校園內不同的植物。

  四年級各班同學在視藝科
的禪繞畫體驗課程中，大家跟

隨導師的引領，在紙張上慢慢

地畫禪繞畫，讓自己專注在繪

畫中，享受當下的寧靜安穩。 學生專注地繪畫禪繞畫。 教師作品
學生作品

「你們的話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瑪5:37)
Let your speech be yea, yea: no, no. (Matthew 5:37)

四年級學生作品

六年級學生作品

  Zentangle（禪繞畫）是近年新興的藝術，是以纏繞方式作畫的繪畫方法。利用針筆、鉛筆、紙筆等簡單工
具，於紙張上畫圖案，以線條元素iCSO，把不同的線條重複地搭配，演變成有趣的圖案。

學生禪繞畫體驗課

四年級學生欣賞
同學的禪繞畫作品。

四年級表現優異的學生與校長合照。

六年級表現優異的學生與校長合照。

Zentangle（禪繞畫） 教師禪繞畫體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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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若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瑪6:14)
If you will forgive men their offences, your heavenly Father will forgive you also your offences. (Matthew 6:14)

多元化學習活動

  「一人一
花」計劃旨在培
養學生愛護環
境、珍惜生命的
正確態度。鑒於
疫情持續，學生
未能如常回校上
課，只能在家中
實踐有機種植。

綠化校園——「一人一花」計劃

同學細心呵護植物，令其茁壯成長。

  多元學習日當天，各級同學參與了不同的多元學習
活動，其中包括：科探活動、中醫文化工作坊、iFloor活
動、VR探知館、Mindful walking靜觀步行活動、心靈樽
認識及製作活動等。

多元學習日

在科探活動中，同學們運用IPAD拍攝植物及分析植物的
不同特徵。

在科探活動中，同學製作潛水

小烏賊，認識水給物件浮力。

在科探活動中，同學製作旋
轉小擺設，認識電流磁效
應、電磁力。

透過中醫文化工作坊，

同學認識到中醫文化的知識。

心靈樽認識及製作

同學們進行靜觀呼吸練習。

同學於鏡頭前使出渾身解數，表現團結一致，合拍非常。

英語話劇
  本校英語話劇
組參加了本年度的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
賽。因疫情關係，
比賽形式轉為透過
ZOOM來完成，是
一項新挑戰。在天
主的帶領下，比賽
順利完成。

環保教育
  學校一向重視環保教育，本
年度參加了賽馬會校園低碳「睇
現」計劃、綠優校園認證計劃、
惜水學堂和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
基金家家「睇現」減碳計劃。 同學參加了環保報紙聖誕樹和新春環保裝飾製作活動，

以環保方式慶祝節日的來臨。

（柴天書法家）

善 導課程執筆

家長教育

在網上實時課堂中，書法家
雷超榮先生介紹執筆方法，
鞏固同學的控筆技巧。

  國際少年論壇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本校學生與友校作線
上交流。同學們運用英文作匯報，並以流利英語自信地回答與
會者的提問。

國際少年 論  壇

雷老師教導同學寫字的四要素，令同學更熟習
中文字的字形結構及筆順規律。

上學期舉辦了節約用水海報設計比賽，
得獎作品已印製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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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

  本年度參加了由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舉辦之
「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計劃為期三年，首階段由

核心家長及老師參與舉辦之講座、親職教育課程及個人

成長工作坊，以反思父母的身份和角色，從個人的成長

經驗，深思父母情懷對延續至下一代的重要性。

「心繫家庭」計劃

  參與此計劃，我學習到如何教育子女及與子
女相處的方法，獲益良多。

  家長工作坊中，讓我反思自己的經歷，是否
有意無意地對孩子造成傷害。教育孩子沒有單一

或最好的方法，只有適不適合。一個溫馨的家需

要大家一同苦心經營，才能成為孩子的避風港。

  期望這個計劃能啟發我在教育孩子的道路
上，讓我找到與孩子最適合的相處模式。

家長  袁曉川女士

  因疫情關係，有關講座能夠舉行，已經十分
感恩。

  組員間的真誠分享，令人十分感動。活動
中，透過面對自己的過去，令我明白到不要輕易

對子女說傷害的話，令我重新整理和認識自己，

更加心繫家庭。

  最後，我感謝學校給予機會參加有關講座，
多謝陳博士精彩的教導與指引，感恩！

家長  林群興先生

家長心聲

家長積極地參與小組活動。

Love in Emotion
家長小組

New Life 330 教育心理學家帶領家長進行靜觀練習。

家長靜觀講座

「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13:34)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that you also love one another. (John 13:34)

聖母花園

六樓 STEM Room

七樓 Learning & Playing Zone

六樓 電腦室七樓 視藝室

七樓 常識室

六樓 校園電視台
六樓 音樂室

  受疫情影響，學生已停課一段時間，為幫助本校準小一生及早適應小學課程，本校
於1月份起的星期六為準小一生及荃灣區的K2幼稚園生舉辦幼小銜接Zoom課程。課堂內
容包括趣味英語、STEM、宗教故事、正向教育及創意手工。

學生展示創意手工的製成品。

幼小銜接課程

學生運用英語互相問好。

幼小銜接

  幸運的我被學校邀請參加此計劃，使我明白到養育子女是一種權利和福份，同時也重新認識自己。 

  課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課題是︰如何面對傷害過我們的人。面對過去的傷害是為了釐清事情的是非對錯，
避免未來發生我們似曾相識的傷害，更讓我明白到愛孩子的同時，也要給予孩子空間，把握好適度的愛的原則，把

握好那一厘米的「同在」。

  我真心希望能把這用心編寫的課程推廣出去，讓更多家長可以「心繫家庭」，用愛去維繫我們幸福美滿的家。 

家長  陸小慧女士

柴天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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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天頒獎台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 戴卓宏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C 楊凱雯 5D 梁晉培
6C 謝顥銘
1B 葉倩妤 1C 張　翹
1D 馬晞桐 2A 王子銘
2D 林詠嵐 3C 羅心妍
3D 林心桐 4A 黃煒然
4D 葉安婷 5A 林樂希
5A 林心盈 5D 何睿宸
6A 呂孝賢 6A 戴仲言
6C 謝顥銘 6D 謝竣洛
6D 王雅瑩

英語詩歌獨誦
（優良）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1D 郭珮禾 1D 楊巧伽
2A 王子銘 3B 陳梓駿
3C 林樂怡 4D 施 巧
5A 何志軒 5B 陳心悅
5C 楊凱雯 6A 戴希桐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5C 楊凱雯

2020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
第三屆「專業精英盃」朗誦比賽

高小組散文—冠軍 5C 楊凱雯

「保護香港海洋環境」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2020 優異獎 1B 吳家澔 2C 余一晉

「荃城愛動物」
攝影、填色及繪畫比賽

小學組—亞軍 2C 畢貝琳
小學組—優異 3C 陳雅瑤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影音效果獎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英語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5B 黃懿華 5D 蔡逸愉
6B 黃紫晴 6C 謝顥銘

體
育

學
藝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
初級優秀入圍獎

2A 鍾曦朗

小學組
中級優秀入圍獎

3D 李卓軒 4C 李樂怡
4D 陳紫彤

香港兒童書法家大賽2020
中文硬筆書法

初級組—亞軍 2A 鍾曦朗
初級組—優異 2A 彭紫晞
中級組—亞軍 3B 陳希禪

中級組—優異
3D 李卓軒 4B 鄭皓然
4C 李樂怡

荃葵青小學數學競賽 優良獎 6A 戴仲言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優異獎
5A 陸灝軒 5A 繆葦濠
6A 戴仲言 6D 丘菜賢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2021（香港賽區） 一等獎 6A 戴仲言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20-2021

Silver Award 6A 戴仲言

2020香港校際徵文比賽暨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徵文比賽

優異獎 5C 楊凱雯

學
術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獲獎者
2020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2020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

6C 戴卓宏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銀獎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賽馬會校園低碳「睇現」計劃
（2019-2021）

低小組—冠軍 3C 雷灝琛

低小組—亞軍 3C 林樂怡

低小組—季軍 3B 楊晉亮

高小組—冠軍 6A 戴仲言

高小組—亞軍 6D 鍾曦樂

高小組—季軍 5C 楊凱雯

天主教香港教區 學校宗教教育獎
6B 何卓怡 6B 鄭泳華
6D 鄭 銳 6D 余采韻

其
他

「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得前5:16-18)
Always rejoice. Pray without ceasing. In all things give thanks. (1 Thessalonians 5:16-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