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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妙玲校長

「自主自律求上進  愛主愛人耀真光」是學校新學年的主題，希望同學在學業上懂得自主學習，在紀律上懂得
自律守規，在愛的薰陶下，懂得去愛惜自己，幫助身邊的人，從而建立一種積極、進取的態度，培育一顆溫柔、良
善的心，冀能藉同學的好行為，將神的真光普照世上。

在學習策略上，學校透過優化科本的預習內容、教授自學技巧及運用校本的電子學習平台或雲端系統，推展電
子預習活動，將預習連繫課堂，同時也令課堂跳出框框，令學習變得活潑、有趣。為提升學習動機，學校在十二月
進行精彩的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活動，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令學習變得生活
化和有趣味，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配合學校的主題，學校於本學年推出新的校本獎勵計劃 ----「真光 Smart Kids」。我們期望同學能藉著不同科組
的活動和計劃，在品行上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在自我管理上要懂得自我照顧和時間編配，在學習上能做到自主
自學。

今天，香港的學生常被貶為「高分低能」的讀書機器，其實，成績只是反映學生成就的其中一個指標，同學應
追求個人不同能力的進步，不要只從單一的標準衡量自己，扼殺自己。同學要成為「自主自律求上進  愛主愛人耀
真光」的真光 Smart Kids，就要活得自主，活得自律，活得自信。

真光Smart Kids

真光 Smart Kids 獎勵計劃
計劃目的：
配合學校的德育主題、靈性培育，推行「真光 Smart Kids」獎勵計劃，以多元化的活動， 

使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真光 Smart Kids

活動簡介：

獎勵：
計劃設金、銀、銅獎

學生可憑所獲得的貼紙換

領小禮物

金獎可獲特製真光 Smart 

Kids T-Shirt 一件

品行 自主自學自我管理

目標：做個富責任感的孩子

活動：①做個負責人的孩子

         ②守時達人

         ③清潔校園我有責

對象：全校學生

獎勵方法分為三大範疇

目標：能有效管理自己的學習歷程

活動：①轉堂三部曲

         ②自理小主人

         ③做個時間小主人

         ④我的奮鬥目標

對象：①②→小一至小三學生

         ③④→小四至小六學生

目標：能主動做預習、能在課  

        堂上摘錄筆記、能適時   

         瀏覽網站自學、能主動        

         完成課堂任務。

活動：老師隨堂評估學生的表  

         現，並以貼紙作獎勵

對象：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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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大家好，我是曾淑詠老師，本年度剛到元朗真光小學任教，是 2B 班的班主任，主要任

教英文、視藝和音樂科。轉眼間，我已經在真光大家庭兩個月了。這段時間，我和學生一起

去旅行、一起準備唱歌表演、一起進行課外活動等，看到學生臉上的笑容，感到十分滿足。

為人師表，對學生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學習上，我希望學生從我的課堂上享受探索知識的

樂趣；課餘時，我嘗試和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做好榜樣，並了解每個學生的獨特性，發掘

他們的長處。學校是學生的「第二個家」，我希望學生們每天都能夠開開心心、活力充沛地

來到這個家，享受愉快、精彩的校園生活！

我是余翠妍老師，我很榮幸能加入元朗真光小學，認識了一羣天真活潑的小朋友，並成

為他們的師長。我任教中文及普通話科，今年是 4A 的班主任和 2B 的科任老師。能看着小朋

友成長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小孩成長的過程中除有滿足的甜美笑容外，或多或少也有苦澀的

汗水。作為老師，我最希望伴在小孩子的身旁，成就他們的成功，並在他們失意時給予扶持

和鼓勵，讓小孩子充滿信心，一天天成長。老師就是生命的農夫，希望這些小種子在愛的滋

養下，能結出結實飽滿的成功果實。

我是戚本榮老師，今年非常榮幸成為真光小學大家庭成員之一。本年度我主要教

導五年級英文、數學，以及二年級體育科。真光的小朋友充滿活力與熱情，對新事物

尤其好奇，這正是成長必需的元素。讓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裏，大家並肩而行，努力學

習，編織美好的成長回憶吧！

我是新加入元朗真光小學的黃詩雅老師，主要任教英文、常識和宗教科，並負責星期三

的英語小廚師興趣活動。在校數個月，元朗真光小學的學生給我印象是一班天真、可愛的小

朋友。在課堂上，他們積極投入；在課餘，也是樂於助人的孩子。

在一次英語廚師興趣活動當中，有一位男學生忘記帶餐具，在他身旁的一位同學，立即

義不容辭，取出自己的餐具借給他。親眼見證同學的互助互愛，我的心也十分感動，盼望在

未來的日子能為學生締造更多美好、愉快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發掘自己的潛能，也讓他們

學習神的樣式、愛己愛人。

我是何永珠老師，很高興能加入真光小學這個大家庭。我除了是 4B 班的班主任外，還任

教三、四年級的英文科，以及二、四年級的宗教課。我很喜歡教英文，因為英文是既實用又生

動有趣的國際語言，我不但想令學生有良好的英語根基，更期待學生能跟我用英語溝通啊！

至於在真光小學任教宗教科更是我興奮的事，因為作為基督徒，能把上帝的道理和祂無比

的愛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是一件快樂的事；而透過同學向上帝的感恩和代禱，再加上在課堂

上熱烈的互動，把又真又活的神和祂的道， 引進我們的校園內，和學生的生活和心靈之中。

最後讓我介紹我這特別的家庭成員， 就是我家的小狗 Marchi， 牠是一隻忠心又佻皮的混

種柴犬， 希望你們也喜歡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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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小一新生儘快適應小學生活，每年八月，學校都會為小

一生及其家長舉辦迎新日及適應周。於迎新日當天，家長可了解學

校的課程及學生事務的安排。此外，小一新生會參與為期四天的適

小一迎新日及適應周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應周，內容涵蓋各學科知識，學

校更為學生安排集體活動，讓他

們彼此認識，建立友誼，共同迎

接新的學習生活。

學生透過活動互相認識。學生正在學習排隊等常規。

學生在製作屬於自己的名牌。

動動手，讓學習變得更有趣！

家長都在用心聆聽學校課程簡介及
開學須知。

學校每年都會為小一新生配

對一位高年級的學兄學姐，於九

月份貼身照顧學弟學妹。從介紹

學校設施、小息時一同玩樂、教

導抄寫家課冊等，大哥哥大姐姐

都把學弟學妹照顧得無微不至，

讓他們在新校園裏，儘快融入多

姿多采的小學生活。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陣容鼎盛。

大姐姐教導小學妹完成家課。

大哥哥會檢查學弟妹是否已抄寫好
家課冊，並會用貼紙獎勵他們呢！

大姐姐教導小學妹整理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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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多元活動
每逢星期四，學生都可參與

英語日的活動，例如閱讀英文大

圖書、進行英語問答比賽、用平

板電腦玩英語遊戲、觀看英語卡

通片及參加英語小舞台等，藉此

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意欲，我們把星期五訂為普通話

日。以下為本年度的普通話語境活動，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邊唱邊做，樂在其中！ iPad 遊戲樂趣多。

學生用流利英語進行角色扮演。 外籍英語老師利用大圖書講故事。

學好普通話，伴你闖天下！

普通話日節目表

第一小息 普通話動畫角

第二小息 「i」普通話

午息
普通話集體遊戲

普通話達人秀

( 逢單周進行 ) 

( 逢雙周進行 )
同學們都很投入地玩集體遊戲呢！

同學們都在認真地利用 iPad 進行
「i」普通話電子學習活動呢！

普通話達人秀為同學創設了以普通話來表演的平台。

課
外活
動、興趣小組

課
外活
動、興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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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除注重學生的學業成績外，更重視他們在課外活動方

面的發展，讓學生發揮個人潛能及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因此，

學校會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學生舒展身心，把個人的興

趣發展成個人專長；透過學習過程中的寶貴經歷，學生亦會變

得更有自信，更能積極學習。課
外活
動、興趣小組

課
外活
動、興趣小組

節奏樂班

花式跳繩班

手鐘隊

詩歌班

視藝天地

中國笛子班

羽毛球班幼童軍

跆拳道班 女童軍

珠心算

視藝天地 

中國舞蹈班

單簧管班

電腦教室

英語音樂劇培訓班

小號班

英語小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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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小鐵人獎勵計劃

計劃目的：

• 培養學生堅毅不屈、不怕困難的精神

• 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活動簡介：
• 學生可於指定日子的早上 (7:45-8:00)，

 自行到緩跑操場參與晨跑活動

• 小一至小三學生：星期一早上

• 小四至小六學生：星期五早上

推行日期：
• 活動分兩期

上學期：11 月至 1 月 ( 共 8 次 )

下學期：3 月至 5 月 ( 共 8 次 )

獎勵方法：
• 凡參與晨跑活動的學生，可獲貼紙 1 個

以示獎勵

• 最後能獲得 13 個或以上貼紙的學生可獲

「真光小鐵人」證書
學生踴躍參與晨跑活動，樂在其中！

謝謝區內幼稚園組織家長參加是此活動。

幼稚園家長日

學校於 8/9、9/9 及 10/9 一連三天，為區

內幼稚園家長舉辦家長日，讓他們深入了解

本校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模式。家長日的內容

包括課程簡介、中及英文示範課、校本課業

展覽等。

課程簡介

上課情況

課業展覽

家長心聲 ( 問卷調查結果 )：

• 教學方法能令學生專心、主動學習。

• 課堂「清新」，小朋友十分快樂地學習。

• 學生輕鬆學習，老師和學生配合得宜。

• 課堂生動有趣，學生有互動。

• 看過幾間小學，第一次看見小朋友上課

的情況，感受到真正的課堂氣氛。

• 老師和學生關係融洽，氣氛輕鬆。

• 示範課能讓家長認識貴校的教學模式，

能夠體會到學生的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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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上學期，學校就學生的需要和特性，舉辦不同的活動和小組，例如「成長的天空

計劃」、小一「自理小先鋒」、專注力訓練小組、升中工作坊 ( 一 ) 舒緩壓力，讓學

生能健康地成長，面對各項挑戰。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八月廿五日，學校為小一新生家長舉辦了一個題為「快樂閱讀」的親子閱

讀講座。圖書館主任先向家長申述閱讀的好處及重要性，然後再向家長推介一

些親子閱讀的方法及技巧，並鼓勵他們在家進行親子閱讀。最後，圖書館主任

還向家長介紹學校本年度的閱讀推廣活動，冀望家長能配合學校，攜手培養孩

子的閱讀習慣及興趣，為孩子的終身學習奠下堅實的基礎。

家長英語拼音及閱讀技巧班

社工通訊社工通訊

小一「自理小先鋒」
組員學習「綁鞋帶」，提升

自理能力。 小六「成長的天空」戶外活動
組員在參加中文大學遊蹤活動時，討論路線，

互相合作完成任務。

升中工作坊 ( 一 ) 舒緩壓力
學生正在思考生活各項壓力對自己的影

響程度，從而學習舒緩壓力的方法。

活動推介：
1. 家長講座系列：「港孩不笨─ 6A 品格教育」、「溫習做功課不用愁，要變才有新希望」

2. 親子工作坊：「親子運動日 ( 感覺統合 ) 」

3. 家長小組：「讀寫家長小組 ( 初階 )」

4. 星級導師：「家添正能量」( 由心靈階梯總監余國健先生主講 )

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小一家長英語拼音及閱讀技巧班已在十

月完成，而小二至小六家長英語拼音及閱讀

技巧進階班亦已於十一月開始。家長在課堂

中接觸小朋友學習的教材及體驗課堂活動，

在學習拼音、閱讀技巧的知識之餘，對小朋

友的學習活動有更深的了解，同時又可在家

中和小朋友一起溫習，延伸課堂學習，可謂

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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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學校旅行

參觀騎術學校
學校安排了五年級學生參觀屯

門公眾騎術學校，藉此延續奧運精

神，以及加深學生對馬術的了解，

並培養對馬術的興趣。活動當天，

學生不但有機會參觀馬房，而且可

以親身體驗策騎小馬及餵飼小馬，

他們都表現得相當雀躍。

運動員訓練
學校為提高學生

對田徑運動之興趣，

並發揮他們的運動潛

能，全年安排具潛質

的學生參與有系統的

定期訓練，並參與不

同的校際運動會。

「竹都好有趣」─香港藝術館外展教育工作坊 (視藝科 )

田徑訓練校際運動會

9 月 23 日為學校旅

行日，全校師生一起到

烏溪沙青年新村享受一

天另類的學習，大家一

起享用營內的設施，並

參與各項集體活動。

9 月 26 日，小四學生通過參與藝術館的工作坊和當中

的互動遊戲，不但輕輕鬆鬆地認識了竹的特性和用途，知道

自古以來，從衣食住行、工藝文玩到文學書畫，竹都跟我們

密不可分，還發現它具有不平凡的意義，讓學生明白「藝術

是源於生活」的道理，實在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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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到埗 Dairy Farm，藍天白雲青
草綠地真是讓人身心舒暢呢！

出發去大堡礁前，同學們一起學習不同種類的珊瑚礁。

一起準備登上纜車參觀熱帶雨林了！

「竹都好有趣」─香港藝術館外展教育工作坊 (視藝科 )
授課語言 中學名稱 入讀總人數

全英語授課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3

趙聿修紀念中學 1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4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6

元朗商會中學 1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3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1

部分用英語授課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9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6

2015-2016 年度升中派位結果

備註：本年度畢業生人數共 60 人

境外學習 ( 澳洲 )
去年六月，學校有三位學生獲選參與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

長會主辦的「衝出香港、漫遊大堡礁英語學習之旅」，與來自不同學校的

師生，一同前往澳洲東北部的開恩茲，經歷為期十日的遊學之旅。

學生在旅程中既認識了澳洲的土著文化，又欣賞到澳洲美麗的自然環

境，更能積極地運用英語與當地人溝通呢！在這次遊學之旅，學生的自理

能力大大提升，更能大開眼界，真是滿載而歸！

同學與當地小學生一同上課及參觀校園。

同學們在海龜島 Fitzroy Island

的沙灘上玩得不亦樂乎！

同學在 Esplanade 海濱公園旁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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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元朗區十大傑出小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小學生獎

6A 黎慧瑩、6B 羅昊康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

初賽 ( 香港賽區 ) 二等獎、總決賽三等
獎、決賽 ( 華南賽區 ) 三等獎

4B 鄧寶駿

初賽三等獎、晉級賽三等獎 6A 李嘉熙

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 2015-2016：

季軍

5A 黃星弦、5A 陳有大、5A 屈善思、 
5B 梁靜怡、5B 李浩謙、5B 雷榮恩、 
6A 蘇靖喬、6A 黎佩儀、6A 伍晞雯、 
6B 任穎怡、6B 黃思琪、6B 黃盈敏

優秀表現學生獎 6B 任穎怡

第三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論邀請賽：

全場總亞軍、小組冠軍
5A 方家寶、5B 黃湣惠、6A 伍晞雯、 
6A 黎慧瑩、6A 蘇靖喬、6A 黃婉婷、 
6B 羅昊康、6B 任穎怡、6B 楊淑婷

最佳辯論員 6A 黎慧瑩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6：

一等獎 6A 黃婉婷

三等獎 6A 蘇靖喬、6B 任穎怡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5：
NXT 小學組三等獎

5A 文梓浚、6B 羅昊康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16：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本校話劇組

傑出演員獎 5B 黃湣惠、6A 黎慧瑩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群舞 )
( 高級組 ) 乙等獎

本校中國舞蹈組

芭蕾舞超新星大賽：獨舞優異獎 5B 陳迦霖

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暨藝術文化
表演交流舞會：Solo Cha Cha 冠軍、
Solo Waltz 季軍、Solo Jive 季軍、
Solo Rumba 亞軍、Solo Samba 冠軍

2A 陳愉瑤

ICBD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Solo Waltz 冠軍、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Solo Rumba 冠軍、Solo Samba 亞軍、
Solo Jive 亞軍

2A 陳愉瑤

Solo Cha Cha 季軍、Solo Rumba 季軍、
Solo Jive 季軍、Solo Rumba 亞軍、

Solo Paso Doble 亞軍、
Solo Cha Cha 季軍、Solo Samba 冠軍

6A 黎沛儀

世界舞星聯合會世界兒童青少年系列
賽：Solo Rumba 亞軍、Solo Jive 亞軍、

Solo Paso Doble 冠軍、
Solo Cha Cha 亞軍、Solo Samba 亞軍、

Solo CRS 亞軍

6A 黎沛儀

WDA 盃國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拉丁舞 Cha Cha Cha 獨舞第四名、

拉丁舞 Rumba 獨舞第四名、
拉丁舞 Samba 獨舞第四名

6A 黎沛儀

元朗區青年節青少年拉丁舞比賽：
Solo Paso Doble 冠軍、Solo Samba

冠軍、Solo Jive 雙人冠軍、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Solo Jive 獨舞冠軍、Solo CR 冠軍、
Solo Rumba 冠軍、Solo CJ 冠軍、

Solo Cha Cha Cha 雙人冠軍、
Solo CRJ 冠軍、Solo Rumba 雙人亞軍

6A 黎沛儀

世界舞蹈家錦標賽：
拉丁舞雙項 Cha Cha/Jive 亞軍、

拉丁舞 Jive 冠軍、
拉丁舞雙項 Cha Cha/Rumba 冠軍、

拉丁舞 Cha Cha Cha 冠軍、Rumba 季軍

4A 陳江陵

3rd Wing Dancing Cup HK：
10 歲以下的拉丁舞冠軍

4A 黃起起

2015 影舞盃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拉丁 Rumba 亞軍、Jive 季軍、
Cha Cha 季軍

4A 曹  佳

拉丁 Jive 優異獎、Rumba 季軍、
Cha Cha 優異獎

5A 陳心雅

3rd Wing Dancing Cup HK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拉丁舞第一名
4A 曹  佳

18 區精英公開賽 ( 第十六站 )：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Solo Samba 冠軍、Solo Rumba 冠軍、

Solo Pase Doble 亞軍、Solo Jive 亞軍、
Jive 亞軍、Cha Cha Cha 亞軍、

Solo Waltz 亞軍、Solo Tango 亞軍、
Rumba 季軍

2A 陳愉謠

18 區精英公開賽 ( 第十七站 )：
Solo Paso Doble 冠軍、Solo Jive 冠軍、

Solo Samba 冠軍、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Solo Rumba 冠軍

6A 黎佩儀

18 區精英公開賽 ( 第十九站 )：
Solo Tango 冠軍、Solo Paso Doble 季

軍、Solo Waltz亞軍、Solo Rumba冠軍、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Solo Samb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Tango 冠軍

2A 陳愉謠

全港總冠軍頒獎禮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Tango 冠軍、Solo 
Waltz 亞軍、Solo Paso Doble 季軍、
Solo Rumba 冠軍、Solo Cha Cha Cha

冠軍、Solo Samba 冠軍、Cha Cha Cha
冠軍、Rumba 冠軍、Jive 冠軍、Samba

冠軍、Paso Doble 冠軍

2A 陳愉謠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Paso Doble 季軍、
Solo Rumba 亞軍、Solo Cha Cha Cha 優
異、Solo Samba 冠軍、Solo Jive 冠軍

6A 黎佩儀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Waltz 冠軍、
Samba 冠軍、Solo Cha Cha Cha 亞軍、
Cha Cha Cha 亞軍、Solo Tango 季軍、
Solo Samba 季軍、Solo Rumba 季軍

2A 陳愉謠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Samba 冠軍、
Solo Paso Doble 亞軍、Solo Cha Cha 

Cha 亞軍、Solo Rumba 優異獎、
明日之星獎

6A 黎佩儀

東區新春標準及拉丁舞比賽：
兒童及青少年單人跳 Rumba 冠軍、

Paso Doble 冠軍、Jive 冠軍、
Samba 冠軍、Cha Cha Cha 亞軍

6A 黎佩儀

第十二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7 歲或以下冠軍、

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牛仔舞亞軍、
雙人組 7 歲或

以下牛仔舞 ( 分組賽 ) 第一名

1A 李巧研、1A 吳嘉譽

第 38 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自選舞蹈銀獎

4A 吳睿兒

第 36 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自選舞蹈金獎

4A 吳睿兒

第四屆會長盃兒童、青少年、
成人拉丁舞邀請大賽：優異獎

5B 甘諾瑤

2015-2016
校際及公開比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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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蹈家錦標賽兒童及青少年進級大獎盃賽：

Jive 優異 1A 李巧研

12 歲以下三項 CRS 季軍、
雙項 Cha Cha Rumba 冠軍、

雙項 Cha Cha Jiva 冠軍
5A 陳心雅

2015「奔向未來」繪畫比賽：
兒童組三等獎

3B 李嘉朗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一等獎

4B 張綽桐

2015-2016 年度區會小學聯校畢業特刊
封面設計比賽：優異獎

6A 黎慧瑩

新界北總區中小學預防科網罪行設計比
賽：書籤設計小學初級組元朗區優異獎

2B 劉恩彤

第二十一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銀獎 5A 吳卓軒

銅獎
2A 鄧詠茵、3A 劉采琳、3A 庄冠鋒、
3B 李安琪、4A 吳嘉敏、4B 盛焌瑒

優秀 3B 黎殷彤、5A 伍詩恩

關愛社區之和諧共融填色比賽 2016：

初級組冠軍 1B 馮禮禾

高級組季軍 5B 馮顯淋

吉野家遊樂豚填色比賽 2015：
小學組傑出表現獎

5B 馮顯淋

墨彩杯第十二屆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

兒童作品兒童組銀獎 4B 盛焌瑒

美術作品兒童組一等獎
2A 陳婕如、3B 馬慧芳、4A 吳嘉敏、

4B 陳穎姸、5A 陳有大

美術作品兒童組二等獎 5A 伍詩恩

第十六屆芳草杯青少年書畫大賽：
初小書法組特獎

4B 杜鎧婷

第 18 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作品：
金獎

4B 張綽桐

「我的開心寵物」繪畫比賽 2016：

初小組亞軍 1B 馮禮禾

初小組優異獎 1A 張栢衍

高小組優異獎 5B 雷榮恩

「猴年賀新禧」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幼兒組優異獎

1A 張栢衍

普天同慶聖誕卡設計比賽 2015：
評審大獎季軍

6B 張敏然

普天同慶立體掛飾比賽：優異獎 6B 張敏然

元朗繽紛創意嘉年華立體節日
掛飾設計比賽 ( 公開組 )：優異獎

1A 張栢衍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考試五級組別銅獎

4B 胡舒媛

2015 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五級組別三等獎

4B 胡舒媛

2015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
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銅獎

6A 張詠斯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亞軍 3A 吳尚凝

第六屆文化瑰賽朗誦才藝大賽：
高小組詩歌冠軍、高小組說故事冠軍

6A 黎慧瑩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亞軍 6A 黎慧瑩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季軍 5B 黃湣惠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優良獎 本校－、二年級集誦隊隊員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獎
1B 康  橋、3A 吳尚凝、3A 黃珀彥、
4B 何宛靜、5B 陳凱晴、5B 關雨伶

詩詞獨誦 ( 粵語 ) 亞軍 1B 潘伽欣、2A 鄧詠茵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獎

1B 黃梓而、2B 陳薏文、2B 劉恩彤、
2B 陳嘉盈、2B 溫蘊楨、3B 吳卓翹、
4B 劉采瀅、4B 陳穎姸、5B 吳卓翹、

6A 黃婉婷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獎 5B 陳泳慇

詩詞獨誦 ( 英語 ) 季軍 3A 吳尚凝

詩詞獨誦 ( 英語 ) 優良獎
2B 黃卓恩、4A 曹  佳、4B 張綽桐、

6A 蘇靖喬、6B 任穎怡

詩詞獨誦 ( 英語 ) 良好獎 2B 劉柏希、3A 蔡汶蓁

STC 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5：亞軍 6A 黎慧瑩

2015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
講故事比賽：小學初級組銀獎

2A 陳愉謠

第三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高小組金獎 6A 黎慧瑩

高小組優異獎 5A 黃湣惠

第 18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6：

初小組良好獎 2B 陳薏文

高小組優異獎 5B 黃湣惠

第七屆文化瑰寶 2016 朗誦才藝大賽：
小學高級組古詩亞軍、
小學高級組詩歌冠軍

6A 黎慧瑩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三級鋼琴組優異獎 5A 文梓浚

MF Music Competition 2015：
鋼琴組別優異獎

5A 文梓浚

2015 全港飛躍音符音樂大賽：銅獎 3A 陳施澄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一級項目優良獎 3A 陳施澄、4A 吳睿兒、4B 譚淦文

鋼琴一級項目良好獎 3A 文天恩、4B 陳穎妍

鋼琴二級項目優良獎
2A 陳嘉澄、3A 黃丞希、4B 張綽桐、

5B 陳迦霖

鋼琴二級項目良好獎 4A 葉子謙

鋼琴三級項目優良獎 3B 李若琳、4A 梁樂晞

鋼琴四級項目優良獎 4B 胡舒媛、5A 文梓浚、6B 陳惠琳

鋼琴四級項目良好獎 5A 張巧炘

鋼琴五級項目優良獎 6A 蘇靖喬

高音木笛獨奏 13 歲以下項目優良獎 6A 黎慧瑩

高音木笛獨奏 13 歲以下項目良好獎
4B 杜凱婷、4B 何宛靜、5B 馮顯淋、

5B 陳凱晴、6B 霍穎欣

古箏初級項目良好獎 6A 李汶希

聖樂組 ( 中文歌曲 ) 良好獎 本校詩歌班

木笛隊 ( 小組 ) 良好獎 本校牧笛隊

2016 第三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大賽：
初級組二等獎

1A 簡銘凱

2016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銀獎 2A 陳愉謠

幼童組銅獎 1A 簡銘凱

兒童組銀獎 3B 李若琳

兒童組銅獎 4A 梁樂晞、4B 陳穎妍、4B 張綽桐

中童組銅獎 5B 陳泳慇、5B 陳迦霖

第三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小一、小二鋼琴自選組銀獎 1A 李巧研

鋼琴獨奏二級組銅獎 4B 張綽桐

英詩朗誦小學自選組小一、小二組季軍 4B 張綽桐

小小慈善音樂家 2016：
鋼琴組別優異獎

5A 文梓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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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第 9 屆跆拳道邀請賽：

搏擊組冠軍 6A 黃婉婷

品勢組季軍 4A 唐琛喬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2015：
女子組冠軍

5A 李琛蔚

HK Aquathlon Series 2015：
Super Star Girls 8-10 冠軍

5A 李琛蔚

水陸兩項鐵人賽 2005：亞軍、季軍 5A 李琛蔚

創新績慈善 PB 跑第三回
與導盲犬有個約會：
3km 女子個人組冠軍

5A 李琛蔚

2015 北區回歸盃足球公開賽：亞軍 3A 黃珀彥、3B 鄧景浚

元朗區第 33 屆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 100 米蛙式亞軍、
女子青少年 200 米蛙式季軍

5A 李琛蔚

錦繡花園鄉村俱樂部週年水運會：
50 米背泳冠軍、50 米胸泳亞軍、

50 米自由泳季軍
6A 周卓楠

HKDLA Summer Tournament 
足球比賽 2015：8 歲組別冠軍

3A 黃珀彥、3B 鄧景浚

愉園體育會週年水運會：
50 米背泳冠軍

6A 黃婉婷

第十八屆香港長途拯溺錦標賽：優異獎 6A 黃婉婷、6A 黎慧瑩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聯校陸運會：

女子甲組 60 米季軍 6B 黃思琪

女子甲組 100 米季軍 6A 張詠斯

元朗區陸運會：女子甲組 60 米殿軍 6A 張詠斯

2015 北區清河國慶盃：
5 人足球公開賽冠軍

3A 黃珀彥、3B 鄧景浚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5：
女童色帶組季軍

6A 黃婉婷

香港三項鐵人亞洲杯：女子組季軍 5A 李琛蔚

新世界國際三項鐵人賽：
8-10 歲女子組冠軍

5A 李琛蔚

2015 全港公開武術競賽及傳統錦標賽：
青少年組三等獎

1A 張栢衍

勁武聯盟 II 全能武術錦標賽：
男子詠春拳金獎

1A 張栢衍

飛達秋日長跑賽 2015：

女子組 500 米冠軍 1B 李琛攸

女子組 4 公里冠軍 5A 李琛蔚

寶礦力水持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5：
女子組 2 公里冠軍

5A 李琛蔚

屯門區青少年隊際跆拳道賽：季軍 4A 唐琛喬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聯校水運會：

女子高級組 50 米胸泳殿軍 6A 伍晞雯

女子高級組 100 米胸泳殿軍 5A 李琛蔚

永隆銀行盃沙田新春長跑 2016：
3km 女子少年組季軍

5A 李琛蔚

第十一屆飛達新春慈善長跑 2016：
3km 女子青少年組季軍

5A 李琛蔚

2016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
2005 年女子組冠軍

5A 李琛蔚

2015 年度水陸及陸上兩項鐵人聯賽：
2005 年女子組全年總亞軍

5A 李琛蔚

2015 年度三項鐵人賽：
2005 年女子組全年總冠軍

5A 李琛蔚

五角足球邀請賽 2016：季軍 3A 黃柏彥

第十七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公開初級帶組速度賽亞軍、
男子公開初級帶組正拳賽季軍

1A 簡銘凱、1B 張杞朗

明愛盃 2016 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搏擊組冠軍 3B 鄧景浚

搏擊組季軍 6A 伍晞雯

陸上兩項鐵人賽：2005 年女子組亞軍 5A 李琛蔚

2016 年龍城康體杯游泳邀請賽：

女子 7 歲以下 50 米蛙式亞軍、
女子 7 歲以下 50 米蝶式冠軍

1B 李琛攸

11 歲女子組 50 米蛙式季軍 5A 李琛蔚

Samsung 第 59 屆體育節 2016 分齡組
三項鐵人賽：2005 年女子組冠軍

5A 李琛蔚

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6：

冠軍 3B 鄧景浚

季軍 3A 黃珀彥

2016 北區清河鳳溪省港盃 5 人足球公開賽：

亞軍 3B 鄧景浚

季軍 3A 黃珀彥

香港跳水計分賽：女子乙組三米板第
一、女子乙組一米板第三

6B 陳惠淋

拯溺 ( 海洋及沙灘 ) 分齡賽：
少年組季軍

6A 黃婉婷

第 35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6：
男子幼童組套拳一等獎

1A 張柏衍

其他

全港抗賭魔術大賽：小學新秀組亞軍 4A 葉子謙

編輯委員會
顧問：何妙玲校長
編輯：陳美好主任

委員：何詠琴主任、趙秀貞主任、麥秀莉主任、何永珠老師
撰稿：何妙玲校長、周潔儀主任、鄺明慧主任、麥秀莉主任、李思敏主任、黃施華主任、
 趙秀貞主任、陳美好主任、梁思韻老師、李天賜老師、曾淑詠老師、黃詩雅老師、
 余翠妍老師、何永珠老師、戚本榮老師、邱玉婷姑娘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