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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6D 戚博雅、陳海淇、蔡文盈三位同學 

參加明報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辦的 

「小記者感受澳門之旅」短片製作比賽，在鄧 

文傑老師的指導下，憑着出色的表現技壓群雄， 

獲得冠軍。有關短片可瀏覽本校網頁。 

6C 班何宇晴同學在第四十四屆普通話水平 

考試躋身全港頭三名，該考試委員會更特意到校向何同學頒發獎狀， 

以嘉許其出色表現。 

    6D 班張曉慧同學勤奮積極，原本成績已經很好，但她仍然取得巨大的進步，其出色表現獲得杜葉錫

恩敎育基金頒發「2016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6B 溫婉善、6C 林嘉慧也獲該基金頒發嘉許狀。 

    秋高氣爽，又是旅行的好日子。十一月二日，一、二年級前往佐敦谷公園進行親子旅行，三、六年

級到大帽山郊野公園，四、五年級往大棠郊野公園郊遊。一、二年級學生在老師和家長的帶領下進行親

子遊戲，玩得非常開心；高年級學生則可以自由活動，或野餐，或燒烤，或打羽毛球，或捉迷藏……師

生打成一片，十分快樂。 

    十一月十二日，本校舉行家長日。家長可直接與老師傾談子 

女在校的表現。同時，學校亦特別安排了書展，鼓勵學生養成良 

好的閱讀習慣。家長日後，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隨即 

舉行，各會員一同分享成果及喜悅，非常熱鬧。 

    下午，學校則舉行跨境家長聯誼活動。老師和家長先透過遊戲增加彼此認識，隨後通過講

座讓家長注意跨境學童的需要，休息時段大家則品嘗到家教會用心準備的愛心茶點和學校自製

的洛神花茶及檸檬醋，跨境家長們都感到很溫暖。最後環節，我們安排了家長與各科教師交流，

讓家長了解學生在校學習情況，也讓教師了解學生在家中表現，彼此加強溝通，共同努力培育

孩子成長。 

https://www.docufreezer.com


2 

 

 

 

 

 

 

 

 

 

 

 

 

 

 

 

 

 

 

 

 

 

 

 

 

 

 

 

 

 

 

 

 

 

 

 

 

 

 

社慶、校慶同樂日已於十一月二十日順利完結。當 

天上午，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假本校禮堂舉行校史館開幕 

儀式，下午進行精彩的文藝匯演。理事會主席麥淦渠先 

生代表致詞及頒發紀念品，隨即進行話劇、朗誦、唱歌等各項表 

演，本校也表演了非洲鼓、東方舞及廣播劇，近三小時的表演令人 

目不暇給，印象深刻。最後，嘉賓們觀看了校史館開幕禮影片及參 

觀了校史館。 

典禮後隨即舉行盆菜宴及家教會常務就職禮。本校很榮幸能邀 

請香港教師夢想基金主席蔡若蓮博士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詞。操場共 

擺放八十一圍盆菜，各位嘉賓、研習社會員、教師、職工、校友、 

家長及學生聚首一堂，一邊享用盆菜，一邊欣賞表演，熱鬧非常。 

 

    本校於十二月九及十日為四年級學生舉辦「廣州之西式建築及歷史文化學

習活動」，共有四位老師及四十位四年級學生參加。行程包括參觀中山紀念堂、

石室聖心大教堂、廣州近代史博物館、沙面西式建築群及東山洋樓群。學生表

現投入積極，自言最喜歡石室聖心大教堂，也表示對廣東省 

歷史文化加深了認識。 

陶校長、四位老師及三十六位小五學生於十二

月二十二日獲邀參加姊妹學校福田小學舉辦之第

一屆國際文化節英語交流活動。當天，我校師生參

與了一節英語課及視藝課。在英語課中，兩校教師

們就「英語繪本教學」進行交流；在視藝課中，學

生們則體驗了紙藝創作的樂趣。午餐後，本校學生

更與福田小學的學生一起參與英語活動，互相進行

交流，建立友誼。此外，我們欣賞了福田小學合唱

團及絃樂團演奏，精彩的表演讓學生感受到「一分

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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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為感謝家教會一班義工開學以來盡心盡力地服務學校，家 

教會特意在禮堂舉行了一次聖誕節聯歡活動，陶校長和主任們均有出席。大家 

享用各自用心預備的菜式，說說笑笑，好不熱鬧。最後設有抽獎及贈送聖誕禮 

物環節，各家長都滿載歡樂而歸。 

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校舉行聖誕聯歡會，全校師生穿着具聖誕氣氛的便服 

回校，高、低年級輪流於禮堂參與聯歡會。每級同學合力表演了不同的節目， 

包括話劇及唱歌等，大抽獎環節更掀起全場高潮。此外，今年增設扭氣球及魔 

術表演，令同學大開眼界。聖誕老人更到課室大派禮物，令氣氛更為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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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元朗區第三十四屆水運會 –男子青少年 J組 50米碟泳 第三名 3E 周梓軒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2016 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地域總監特別嘉許狀 

區總監嘉許銀獎 

小童軍 A 團 

小童軍 B 團 

地域總監特別嘉許狀 

區總監嘉許銀獎 

地域總監嘉許銀獎 

幼童軍 A 團 

幼童軍 B 團 

香港童軍總會 / 金紫荊獎章 6C 陳嘉禧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感恩。夢。飛翔」元朗區小學繪畫比賽高級組 亞軍 6A 蔡依澄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第三屆回歸杯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各項 

2 季軍 3D 黎頴蓉 

2 冠軍 2 亞軍 3D 周悅祺 

1 冠軍 3 亞軍 4A 徐紫嫣 

元朗青年節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2016-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2 冠軍 6C 陳寶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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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各項 

2 冠軍 1 亞軍 3D 周悅祺 

1 亞軍 4A 徐紫嫣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香港區會) 

元朗區體育節 2016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各項 
3 季軍 3D 黎頴蓉 

2 冠軍 3E 黃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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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2 冠軍 3E 黃子恩 

ICBD Juvenile & Youth Solo live First 4A 徐紫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女子青少年 H 組 50 米蝶泳 季軍 6D 吳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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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合辦 

香港欖球總會及 

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 
新界西地域小學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6 女子高級組 第二名 女子欖球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6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小學 A 組) 銅獎 中樂團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第十二屆體藝邀請賽三人女子籃球碟賽 亞軍 女子籃球隊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2016-2017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計算競賽 

三等獎 6C 池俊樂 

三等獎 6E 陳浩軒 

三等獎 6E 岑日廷 

香港女童軍元朗分會 
「迎金禧開啟禮暨聖誕同樂日 2016」 

元朗分會迎金禧-賀咭封面設計比賽小女童軍組 

冠軍 4B 吳詩婷 

冠軍 6C 鄭凱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三十九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金獎 東方舞隊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第十二屆體藝邀請賽乒乓球碟賽 季軍 乒乓球隊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6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B-33 組 季軍 5D 劉樂漢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屯青胡陳金枝杯女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女子籃球隊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琳明盃女子三人籃球賽 季軍 女子籃球隊 

伯特利中學主辦 第九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賽 

二等獎 6C 梁智皓 

二等獎 6C 池俊樂 

二等獎 6E 岑日廷 

二等獎 6E 陳浩軒 

三等獎 6C 鄧錦麟 

三等獎 6C 洪東權 

三等獎 6C 劉冠培 

三等獎 5C 林浠彤 

三等獎 5C 余卓榮 

三等獎 5C 李溵琦 

三等獎 5C 周子樂 

德藝雙馨深圳組委會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域選拔賽 銀獎 2A 李思蔚 

2016 北區回歸盃 全港 5 人足球公開賽 U10 碗賽 季軍 5D 陳帥穎 

智龍體育會 第三屆國慶盃青少年足球邀請賽碗賽 季軍 5D 陳帥穎 

香港交通安全會訓練發展署 無毒有關愛  家庭幸福載海報設計比賽(小學組) 冠軍 視覺藝術隊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這一季生活教育的季訓是關愛，還記否在開學禮上陳鳳儀主任曾經以

PokeMON go 為主題介紹關愛的精神。有些小精靈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習慣，後來透過自身省思而進化

了，現在讓我們重溫一下他們如何進化，以便提醒我們要多留意!  

如果我們對同學溫文，能平和地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由惡霸獸         進化為善良獸。 

我們的關愛承諾的口號是 

1.溫柔待人我做到 

2.和平處事智慧高 

3.同學苦惱我關心 

4.主動問候說聲早 

5.分享感受解困憂 

6.合群樂善人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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