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月尾，本校開辦了「樽樂團」。「樽樂團」的陣容鼎盛，由四十八位四至六年級的 

    學生組成。每天午餐過後，他們都會進行練習。通過訓練，讓學生體現團隊合作的精 

    神，學會專注。導師與學生之間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他喜歡在小息時跟學生聊天，也喜歡跟學生玩魔術，他一出現，學生們就圍著他，逗得 

學生們歡天喜地。原來他在帶領樽樂團也很有經驗，他是誰? 他便是校監黃建國神父。 

5C譚逸聲同學訪問了黃神父，看看以下的對話讓我們對樽樂團有更多的了解。 
 

逸聲  ：黃神父，你生病了，為甚麼不好好休息，還要教我們樽樂? 你不覺得辛苦嗎? 

      黃神父：我很疼愛你們，想花多一點時間與你們接觸，只要懂得分配時間，教授樽樂不 

  算是很辛苦的事。當有一天，你們能夠站在台上表演，就會感到那份喜悅，我 

  也會因為你們的快樂而高興。 

      逸聲  ：為甚麼你會選擇教我們樽樂，而不是其他樂器？ 

      黃神父：其他樂器比較昂貴，不想你們花太多的錢購買，而牧童笛算是比較便宜的一種 

              ，但我知道學校老師已教授牧童笛，而樽樂所用的器具只是一個玻璃樽，不需 

              花一分一毫，所以我選擇了樽樂。此外，音樂可以提高紀律性及團隊精神，單 

              靠一位同學，並不能吹奏一首樂曲，而且缺乏趣味，所以我要組織樽樂團，團 

              體的紀律很重要，大家要合作，才能達到滿意的效果。 

      逸聲  ：為甚麼水樽能吹出不同的聲音？你預備了多久? 

      黃神父：(黃神父立刻拿出調音器示範) 

              把玻璃樽注入水，再運用調音器調較水位，不同高度的水使吹出不同的聲音。 

              預備時間的長短要視乎多少個玻璃樽，我用了三小時去調較一百個玻璃樽。 

      逸聲  ：在教樽樂團最開心或最深刻的是甚麼? 

      黃神父：我最開心是看見同學的進步，從吹不響玻璃樽至吹出不同的音，當大家拼合起 

              來，能夠吹奏出一首樂曲。當你聽到這首樂曲的時候，你開心嗎? 

      逸聲  ：開心。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黃神父：多謝你! 

 

                    

 

  

 

 

 

 

第三期 

27/3/2015 
                                                          

21/2/2014 

原來是這樣調音的! 



 

 

慈幼大家庭重視「親臨」，在黃神父身上能夠深深體現這種精神。「親臨」是愛的表現， 

           我相信學生們在這個多月來與黃神父相處的日子裏也深深感受到愛與關懷。最後，我們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欣賞到「樽樂團」的演出! 

 

   

  

 

 

 

 

  

 

 

 

 

 

 

 

 

 

 

 

 

黃神父個別指導。 



 

 

 

 

 

   中文科首三名  數學科首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A鄺裕翀 1A張頌言 
1C劉衍澤 

1C關銳希 
 

一年級 

1C葉梓群 

1C許晉毓 

1B許靜琳 

1A鄺裕翀 

1A袁天樂 

  二年級 2C楊采穎 2C黃景聰 2C鄭  祺  

三年級 3C朱寶雯 3C林澤朗 3C何旭鈞  

四年級 4C戴卓仁 4C温俊隆 4C陳詠怡  

五年級 5B萬銘康 5B陳亮燁 5B陳森穎  

二年級 2C陳梓塱 

2C陳家瀚  

六年級 6B黃韻熙 6B黃栢霖 6B許嘉儀  2C陳樂軒  

     2C周子瑜  

英文科首三名  2C朱梓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C甘家穎  

一年級 1A鄺裕翀 1B譚頌懷 1A李芷媛  2C譚梓健  

二年級 2C陳梓塱 2C黃景聰 2C鄭思融  2C謝偉東  

三年級 3C呂詠芯 
3C郭柏羲 

3C朱寶雯 

 

 
 

三年級 3B李卓賢 3C馬皚淘 3C黃植朗 

四年級 4B 麥曦文  4C黃尉瑜 4B王蔚喬 
 

四年級 
4A李曉朗 

4C何智堅 
4C孫建宏  

五年級 5B 黃樂瑩 5B萬銘康 5B陳嘉浩  五年級 5B萬銘康 5B陳昊東 5B曹妙如 

六年級 6B曹詩穎 6B黃栢霖 6B HENSON 
 

六年級 6B曹詩穎 6B黃栢霖 

6B黃浩俊 

6C鄭婉文 

6C施  思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C司徒紀軒 1B 郭千殷 1A 張希怡 

二年級 2C 楊采穎 2B 洪  琳 2B 周珮瑤 

三年級 3B 王碧心 3C 楊詠如 3B 謝嘉欣 

四年級 4C 謝珮詩 4C 戴卓仁 4B 林希淼 

五年級 5B 黃樂瑩 5B 蕭琛然 5B 鄧悦兒 

六年級 6B 劇子涵 6C 施  思 6B 莊蕙瑄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C楊采穎 1A 鄺裕翀 1C朱嘉怡 

中級組 3C朱寶雯 4C 陳詠怡 3C范曉琳 

高級組 6B劇子涵 6B HENSON 5C洪綺蔓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獎項 得獎學生 

銅獎 4C 郭宇宸 

銀獎 4C 鄭賢燁 

班際學業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一甲 鄺裕翀 袁天樂 李芷媛 張凱晴 張頌言 

一乙 譚頌懷 葉黛林 謝瀚韜 陳穎熹 鄭仲希 

一丙 温馨怡 許晉毓 黎晉熙 黃鈺寶 鍾子琳 

二甲 郭柏朗 王芷悠 陳嘉揚 陳亮瑋 蘇楚淇 

二乙 周鉑棟 莊子瑤 翁澤瑋 伍鈞浩 周珮瑤 

二丙 陳梓塱 黃景聰 楊采穎 陳卓賢 李再旭 

三甲 梁駿豪 韓栩冰 李鍵廷 吳綽瑩 何雯詩 

三乙 阮鎧樂 陳諾軒 陳鈞源 李卓賢 施海晴 

三丙 朱寶雯 林澤朗 呂詠芯 馬皚淘 鍾子晴 

四甲 李曉朗 張嘉雯 彭文熙 郭佩瑩 陳齊德 

四乙 麥曦文 陳煒臻 王蔚喬 林希淼 李正浩 

四丙 戴卓仁 黃尉瑜 温俊隆 陳詠怡 陳柏瑜 

五甲 馮雅慧 楊凱瑩 莫詠橋 鄧杰華 鄺浩銘 

五乙 萬銘康 曹妙如 陳亮燁 李再源 鄧悅兒 

五丙 
洪綺蔓 洪豪臨 關煒杰 

張樂怡 

Lory 
陳凱禧 

六甲 譚皓文 施芍如 何青怡 張家豪 周栩釗 

六乙 黃栢霖 曹詩穎 黃韻熙 許嘉儀 張銳志 

六丙 鍾慧欣 何國楠 施  思 陳學彥 鍾希漫 

2014 第六屆優秀小學生奬勵計劃 

獎項 得獎學生 

優秀小學生奬 6B黃栢霖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獎項 得獎學生 

粵語一、二年級男女

集誦 冠軍 
1A陳熙翎 1A陳錦麟 1A鄺裕翀 1A李芷媛 1A麥泳徽 1A吳晞桐 

1A徐煒婷 1A袁天樂 1B陳  鴻 1B霍浚銃 1B李子燁 1B謝穎芝 

1B黃庭萱 1B謝瀚韜 1B鄭茵怡 1C陳奕雅 1C周芷君 1C鍾子琳 

1C林建濤 1C劉衍澤 1C許晉毓 1C葉祐誠 2A陳亮瑋 2A曹浩溓 

2A梁縉熙 2B陳雅文 2B陳旭琪 2B張  靜 2B張希霖 2B周鉑棟 

2B洪  琳 2B黎峻羲 2B黃心柔 2C陳梓塱 2C周文傑 2C鄭至萱 

2C鄭  祺 2C鄭思融 2C戚詠榆 2C朱梓瑩 2C許統燊 2C甘家穎 

2C郝樂汶 2C廖泳珊 2C吳灝恩 2C黃景聰 2C胡紫盈 2C楊采穎 

2C葉保希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B黃嘉怡 

英詩獨誦男子組冠軍 4B陳煒臻 

英詩獨誦男子組亞軍 5B郭子峰 

英詩獨誦女子組亞軍 5B鄧悅兒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1B葉黛林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6B劇子涵 

國際華人兒童及青少年藝術年展 2014-「常悅」藝術年展 

獎項 得獎學生 

一等優秀獎 2B 陳旭琪 

金獎 3B 陳諾軒 

課外活動大使襟章設計比賽 

獎項 得獎學生 

季軍 5B 陳亮燁 

亞軍 5A 楊睿琳 

冠軍 4B 黃子軒 

2014 年小學游泳邀請賽(迪泳會)   

獎項 得獎學生 

自由泳(25米) 季軍 2A陳亮瑋 

自由泳(25米) 季軍 4C陳柏誦 

自由泳 持板踢腳 (25米) 冠軍 1B陳穎熹 

 蛙泳(25米) 亞軍 

自由泳(25米) 季軍 5B陳亮燁 

背泳(25米) 季軍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J組 100米自由泳 

獎項 得獎學生 

冠軍 4B 黃螢琛 

Blueseventy Ocean Swim Female kids 8-9 250m 

獎項 得獎學生 

3rd  Place 4B 黃螢琛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2014男子第一組(5歲及以下)125米 

亞軍 1A 莊逸朗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2014女子第九組(11歲及以下) 3乘 250米接力 

亞軍 5B陳森穎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單打(9歲或以下) 

季軍 4C戴卓仁 

振強盃-常識鐵人挑戰賽 

獎項 得獎學生 

冠軍 5B 張梓洛 5B 謝偉麟 6B 曹詩穎 

6B 劇子涵 6B 黃栢霖  

亞軍 5B 曹妙如 5B 黃樂瑩 6B 王均騏 

6B 黃韻熙 6B 張銳志  

2014 聖類斯中學乒乓球友誼邀請賽 

獎項 得獎學生 

團體冠軍 3B蔡  楠 4A蔡  洪 4C戴卓仁 

5B郭灝羲 5B劉栢軒 6B何子然 

6B劉衍德 6C林梓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