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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秀路 25 號 電話：2470 8080 網址：www.xpypssc.edu.hk 2017 年 1、2 月號 

我校東方舞隊和欖球隊均在 1、2 月有出色的表現。東方舞隊在廖怡

斐老師的帶領下，先後奪得第三十一屆屯門區舞蹈比賽金獎、第三十九

屆元朗區舞蹈比賽金獎和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優等獎；欖球隊則在卓

遠洲老師的指導下得到元朗區小學室

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7 小學女子組

亞軍，男子組碟賽亞軍。在此恭賀獲

獎的老師和同學，這是他們辛苦鍛煉

得來的成果，也期望各位同學再接再勵，在參賽時竭盡所能，發揮

最佳水平，爭取佳績。 

 

 

 

 

 

 

 

 

 

 

 

 

 

 

 

 

 

 

 

 

 

 

 

 

 

 

    本校於一月六日晚上假本校禮堂為創校校監陳培佳 

博士舉行榮休晚宴，辦學團體監理事、校董、嘉賓、校 

友、教職員及學生均踴躍出席。當晚，先由新校監許耀 

賜先生及麥淦渠主席致詞及為陳校監送上祝福，辦學團 

體、學校、家長、校友和學生等也致送不同之紀念品。 

隨後，各參加者享用共十圍的屏山九大簋，學生為校監 

表演拉丁舞、跳繩及中國舞等精彩節目，教師們也為陳校監獻唱了兩首歌曲，陳校監亦即席獻唱，場面

溫馨感人。 

   由本校與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合辦之元朗區幼稚園普通話創意故事比賽已於一月七日完滿結束。是次

活動得到區內幼稚園鼎力支持，共有十七間幼稚園，百多名學生參與，亦承蒙于星垣先生、譚成珠女士、

李黃萍女士、黃玉卿校董擔任評判。各參賽者悉心裝扮，表演時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及作出種種生動

有趣的表情，令評判們和家長們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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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一月十二日舉辦深圳航空與科技探索之旅及領袖培訓活

動，獲選參加者為學校之服務生包括風紀、環保隊隊長、圖書館館理

員及午膳服務生。當天由郭楚群主任與 

三位老師帶領四十位服務生前往深圳參 

觀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及深圳市少兒科技 

館，認識深圳國際機場之建築、規模和 

設施及體驗科學探索之樂趣。 

本校家長教師於一月十三日下午

於天水圍花田韓式燒烤場舉辦親子聯

歡 BBQ 活動，當天有近三百人參與。

老師們與家長及學生一起享受任食自

助燒烤，家教會亦組織了抽獎活動。大

家濟濟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深圳南山教育實驗集團二十二名中層管理人員於一月六日到訪本校，得到陶校長及各位主任熱情

的接待。訪問團聽取了陶校長對本校學校辦學宗旨及特色的講解，又參觀了校園，下午更在校舉行繪

本教學講座。中港兩地教學人員就繪本教學彼此交流分享，獲益良多。 

貴州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人員一行七人於一月十二日訪校，由陶校長和主任介紹學校特色。參觀校

園後，訪校者均對本校各方面加以讚許。 

 

本校於一月十三日為幼稚園生

家長舉辦「科小全接觸」活動，內容

包括升小選校策略講座、學校簡介及

校園遊蹤，更有本校小一及小六學生

分享校園生活。當天共有 60 位參加

者出席，他們耐心聆聽及踴躍發問，

對本校有了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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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於二月十一日舉行家長日，除派發成績表外，家長可直接與老師傾談子女在校

表現，亦可欣賞同學表演，展現同學各方面的才能。在雨天操場一亦設有書展及學生在興

趣小組的作品。當天，許耀賜校監及李靜雯校董更探訪本校，在陶校長陪同下到各樓層與

家長及老師傾談，為師生打氣。其後又到禮堂與家長們一起欣賞學生表演，包括軍鼓、中

國舞、跳繩等，更到雨天操場一欣賞同學的作品。 

六年級總評過後，將會迎接另一件盛事    小六服務學習課。此乃與校外機構仁濟醫院

第廿四屆董事局社會服務中心合辦之課程，為學生提供一個學習與人合作相處，及加強學生

對社區認識之機會。課程由專業社工帶領，透過不同之活動，培養學 

生之服務精神，實踐關愛他人。本活動須約 20 名家長義工協助，一 

方面可實踐家校合作精神，另方面更可透過義工服務，充實生活，擴 

闊視野。活動能否順利完成，實有賴家長們之參與與付出，期待你們 

的支持。有興趣之家長請與班主任或馮潔卿老師聯絡。 

 

 

 

 

 

 

 

 

 

 

 

 

 

﹝因版位關係，本欄只節錄部分各類比賽決賽獲得前三名的學生﹞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 第八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季軍 6C 莫曉媛 

華教協會 華文藝術節全球青年才藝大賽-普通話朗誦高小組詩詞 金獎 6C 莫曉媛 

新界校長會 第十一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5A 陶曉維 

一等獎 5A 文諾茹 

二等獎 5D 伍凌飛 

三等獎 5E 曾樂欣 

三等獎 5E 張宇彤  

裘錦秋中學(屯門) 「我是小歌手」小學生歌唱比賽初小組 季軍 3E 黃汶娸 

香港跆拳道柏毅會 

香港跆拳道協會 
柏毅盃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7 亞軍 1E 蘇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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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屯門文藝協進會 第三十一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金獎 東方舞隊 

元朗大會堂 2016 全港中文歌唱比賽 金獎 3E 劉栩華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 香港區總決賽撥弦組別初級組 
銀獎 2A 李思蔚 

2016 第二屆浙江省鴕鳥盃 中港足球公開賽 U10 碗賽 亞軍 5D 陳帥穎 

香港羽毛球總會 2016/2017 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分區挑戰日 B 組團體 季軍 6D 陳漪彤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元朗東區卓然主席錦標-幼童軍比賽繩結比賽 冠軍 6C 陳嘉禧 

團呼比賽 季軍 4D 曾芷盈 

地域主席錦標幼童軍比賽領袖挑戰賽 冠軍 4D 曾芷盈 

2016-2017 小女童軍 395 隊撕貼畫 冠軍 5A 李海欣 

元朗東區曾憲強會長盃-小童軍奧運會-小矮人齊齊畫 季軍 小童軍 A 團 

鴕鳥足球俱樂部 第二屆浙江省鴕鳥盃中港足球公開賽 U11 碗賽 季軍 5C 鄭焯楓 

車路士足球學校(香港) 車路士聖誕盃 2016 U12 季軍 5C 鄭焯楓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元朗區體育節 2016 兒童及青少年單項 1 冠 1 季 2B 陳宜芯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頒獎禮預選賽

兒童及青少年單人項目 
1 金 1 冠 1 季 6A 劉雨姍 

世界舞星聯合會 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暨藝術及文化表演交流兒童及青少年單項 1 冠 1 亞 2B 陳宜芯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元朗青年節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2016-兒童及青少年 Solo Samba 季軍 2B 李凱晴 

第三屆回歸杯兒童及青少年 Solo Samba 季軍 2B 李凱晴 

第三屆回歸杯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1 亞 1 季 2B 陳宜芯 

兒童及青少年單人項目 3 冠 2D 胡雪怡 

兒童及青少年單人項目 1 冠 2 亞 2 季 3D 黎頴蓉 

元朗青年節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2016-兒童及青少年 Solo Rumba 冠軍 4D 陳卓盈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十屆舞動香江大賽芭蕾舞 季軍 5C 顧絡緣 

香江杯組委會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大術大賽(舞蹈)(少)芭蕾舞 金獎 5C 顧絡緣 

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 東方舞隊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愛惜元朗。由尊重師長做起》繪畫比賽 

冠軍 2D 陳蘊賢 

亞軍 2D 胡湘悅 

季軍 2D 吳宜琛 

季軍 4D 曾芷盈 

元朗體育會及香港欖球總會 
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7 小學女子組 亞軍 女子欖球隊 

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7 小學男子組碟賽 亞軍 男子欖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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