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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Proverbs 9:10

校訓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九章十節



愛在元喜

同頌主恩

桃李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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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The School Song 



作曲：葉子謙校友
作詞：王欣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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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周年校慶主題曲 - 主愛護航
作曲：葉子謙校友
作詞：王欣欣老師

三十五周年校慶主題曲

主愛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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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讓校園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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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讓讓校校園園不不一一樣樣
作曲：葉子謙校友
作詞：王欣欣老師

            葉子謙校友



We love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1 John 4:19

愛在元喜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4:19



陳元喜醫生事略

陳元喜醫生 陳朱素華女士

陳元喜老先生諱康祥，廣東台山人，生於公元一八九八年八月一日。
幼年在澳門陳子褒學校肄業，一九一六年（時年十八）在上海同濟攻讀德文，

並於一九一九年夏，與朱素華女士結婚。隨後再進該校醫學院習醫。畢業後前
往德國柏林大學深造，於一九二四年榮獲醫學博士。學成歸來，受到桑梓族老
盛大歡迎。旋在一九二六年出任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院主任兼廣州第一醫院院
長。後自行在廣州開業，不久奉其父任國公之命，棄醫回港從商，襄助陸海通
有限公司發展。及後在香港受洗，加入長老堂教會及九龍塘宣道會。

陳元喜醫生樂於助人，富幽默感，熱心教育及福音事工。於一九五八年代
表上水置業公司惠贈上水地段三萬餘方尺，給與九龍塘宣道會興建福音堂及學
校之用。此乃上水宣道會及上水宣道小學之址。陳元喜醫生卒於一九八一年四
月三十日。

陳醫生之家人秉承其父作育英才之心志，於一九八四年捐贈款項，開辦位
於沙田之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以紀念其父。繼後於一九九八年再捐款開辦位於粉
嶺之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以紀念其母，造福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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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致謝信

致陳伯權先生 及 陳伯勇醫生：
我謹代表全校師生感謝你們創立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今年是學校

三十五周年校慶的大日子。在這三十五年裏，學校一直堅持以「實踐基督
教全人教育，培育新一代優秀人才」作辦學理念，培育出文武雙全的學
生，並在靈性修養上提供一個良好的榜樣和方向，這一切都是一眾師生共
同努力和上帝恩典的結晶。

除此之外，感謝你們設立各項獎學金，使成績優異的學生得到認同和
肯定，亦令家境較清貧的學生有發奮的目標，並發掘自己的優點，將來為
社會作貢獻，相信你們也會感到欣慰。

你們對莘莘學子的造就，使我們有機會在全人教育上得到栽培，尤其在學業上更上一層
樓！近年，我校成功推行STEM教育，把科學、科技、工程、數學融入課堂，除了可以提升我們
的學習興趣和動機，也能使我們大開眼界，見識不同的事物，與時並進！通過專題研習，我們
不但能學習科學知識，還學會與同學協作，實在令我們獲益良多。

 十分感謝你們為學校設立「電子學習互動天地」，讓我們可以使用平板電腦上課，進行電
子學習和探究活動，使我們在遊戲中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並增添我們不少學習的樂趣。

 承蒙你們一直以來的無私奉獻，使一眾元喜學生獲得造就及建立。我立志繼續努力學習，
做一位好學生，同時祝願全校學生能自強不息，將來作為社會棟樑，為學校、香港爭光！

 祝
主恩滿溢！

六甲班學生
鄭馨兒敬上

Dear honourable Chan family, 

Recently, our school celebrated our 35th anniversary. It was really a successful event and it 
wouldn’t have been so fruitful without you and your family’s support.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ponsoring this school. In my nearly six years here in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 have been guided to cherish and enjoy life’s pleasures, as 
well as to love both God and people.

If it hadn’t been for you, I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meet such amazing friends 
and dedicated teachers. When I was in the first grade, I always cried in school. However, the 
teachers cared for me and helped me adapt to my school life. I have many friends at school 
now and they always support me and cheer me up. I have fun every day at CAHCC.

This school gave me, and a lot of people, good memories. Sure, we 
have our ups and downs but that just makes our experiences here even 
better.

Thank you again for supporting us. CAHCC not only teaches me 
knowledge, it also nurtures me to be kind and have faith in God.

With love,
Yana Chan (from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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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監

首任校監：
彭孝忠長老
(1984年9月至			 	
	 1985年1月)

第五任校監：
黃謂儒先生
(1993年６月至			 	
	 1996年7月)

第二任校監：
關肇頤長老
(1985年2月至			 	
	 1985年12月)

第六任校監：
葉建民先生
(1996年8月至	
	 2005年3月)

第三任校監：
莊純道先生
(1986年1月至			 	
	 1992年3月)

第七任校監：
朱振雄醫生
(2005年4月至	
	 2007年10月)

第四任校監：
羅智光先生
(1992年4月至			 	
	 1993年5月)

第八任校監：
蔡本讓校長
(2007年11月至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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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校監

現任法團校董會成員

羅俊虹校監
(2018年9月至今)

1111

校牧	 ：	鄭少芳姑娘
辦學團體校董	 ：	羅俊虹校監、胡玉蘭校董、李志偉校董、
	 	 黃少華校董、何杏嬋校董、蔡廖玉英校董、
	 	 葉盈生校董、何健泉校董（替代）
獨立人士校董	 ：	麥嘉文校董
家長校董	 ：	蕭永輝校董、陳靄欣校董（替代）
校友校董	 ：	梁泳澤校董
當然校董	 ：	楊潤玲校長
教員校董	 ：	林燕如副校長、李耀華副校長（替代）



校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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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
借用鄰近

小學校舍上課

1985年1月
暫借鄭榮之中學

課室上課

1985年3月 
興建中之陳元喜小學校舍

1985年9月
陳元喜小學校舍落成

1986年6月
宣道會豐盛堂
啟用感恩崇拜

1996年1月
興建中之新翼

1996年9月
學校新翼落成

1998年
李錦良紀念圖書館開幕

1984 1985

1997年7月 
陳朱素華樓啟用禮

1986
1996

199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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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多媒體電腦室啟用

2001年
資訊科技學習中心啟用

2009年7月
銀禧電視台啟播

2008年9月  
校舍外牆髹上新色彩

 2007年9月
探究新天地啟用

2007年9月
家長資源中心啟用

2002年
設立英語閱讀室

2004年12月 
陳元喜夫人朱素華紀念堂啟用

2004年8月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動腦天地)啟用

2009年7月
彩虹新天地啟用

2000
2001

2002 2004 2007 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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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遊戲室開幕

2010年9月
開設創意數碼藝術教室

2015年9月
教員室改善工程

2014年2月
電子學習互動天地啟用

  2018年1月
開設「元圃」種植蔬果

20
10

20
14

2015

2018
2019

2019年12月
獲教育局重置校舍

2021

同頌主恩

2018年9月
校舍外牆再換新裝

2018年12月
繪製校園壁畫

預計 
2021年9月

遷校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2：14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heaven, and on earth peace to 
those on whom his favor rests.”

Luke 2:14

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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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陳元喜，春風化雨，培育幼苗；
蒙神恩，桃李滿門，榮耀主名。

陳伯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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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親愛的弟兄(姊妹)啊，你們卻
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
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
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
憫，直到永生。」

猶大書1章20-21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彭孝忠長老

2020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教育中傳揚真理
服務中見證主愛
寧靜中彰顯智慧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林謝麗瓊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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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耶 和 華 本 為 大 ， 該 受 大 讚
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代要
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
傳揚你的大能。

詩篇145篇3-4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執事會主席 余毓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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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諄諄善誘 作育英才

默默耕耘 春風化雨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顧問牧師 周永健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教養孩童行主道，

作育英才神得榮。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堂主任牧師 羅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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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樂育菁莪三十五載
春風化雨主恩常在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教育部部長  崔永浩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興學弘道
榮神益人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教育總幹事 廖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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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章6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教育部委員 郭陳麗霞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敬神愛人
作育英才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執事 吳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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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神恩卅五載，薪火永相傳
振翅再高飛，創夢現啟航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李志偉校董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三十五載元喜情
感恩有祢伴同行
同頌主恩齊慶賀
薪火相傳迎未來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胡玉蘭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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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蒙主恩三十五載
育英才展創未來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何杏嬋校董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春風化雨憑真理
作育英才證主恩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黃少華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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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主恩話語種在心
樹苖盛長教育忱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葉盈生校董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
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詩篇145篇4節

心存感恩，呈獻頌讚，
承傳智慧，再創高峰。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蔡廖玉英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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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主恩常伴元喜內
三十五年心永載
培育小孩新一代
重置校舍迎未來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何健泉校董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
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章5-6節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麥嘉文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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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主愛護航
共創輝煌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梁泳澤校董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三十五載春秋，風華正茂
三十五載耕耘，碩果累累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蕭永輝校董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春風化雨 桃李滿門
銘記主愛 恩典滿載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陳靄欣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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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少芳姑娘        

感恩述愛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跟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一同渡過十五年，前面的九年是我

的子女就讀於陳元喜小學，過程中我有機會擔當家長教師會成員，可以服事學校

及家長。後來的六年是神讓我進到駐校堂會豐盛堂服事神及學校，這是我從來

沒有想過的，因為元喜家的愛，老師及家長的支持，讓我很快投入教會及學校的

事奉。

近年間，亦見證早年的畢業生，讓自己的小孩重投母校的懷抱，同樣成為陳

元喜小學的學生，深信校友認同學校在知識和基督教價值觀上的教導，讓老師

們及校牧為此感謝神。

創夢展才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

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馬太福音25:21）

以上的經文是主耶穌 教導門徒，神賜世人不同的恩賜及機會，我們只要忠

心，全力以赴，在末世審判時必得獎賞。盼望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每一位學生，知

道神必賜他／她們不同的恩賜，藉神及老師的啟發，找出自己的獨特處，全力以

赴，為主創夢展才，將來得神稱讚及獎賞。

聖經中記載保羅作為提 摩太的屬靈父親，盼望將傳

福音、建立教會的使命傳承下去，讓福音繼續廣傳。而

這使命亦在陳元喜小學的老師及豐盛堂的牧者心中，盼

望不單是知識的傳遞，更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傳遞下一代，

願神的靈幫助老師、牧者及父母，繼續將基督耶穌的愛

傳承下去，能在學校及社區中為主作鹽作光。

校牧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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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俊虹校監

元澤神恩卅五載
喜望師生創未來

這標語創作作品的中心思想貫切了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的一連串活動，包括

了《創夢啟航》校慶啟動禮、《主愛護航》校慶感恩崇拜、《愛在、緣起時》校慶聚餐、《霓彩迷

踪》校慶音樂劇等，而這《感恩述說，創夢展才》的校慶特刋，正好輯錄了整個感恩呈獻。

實在要為學校感謝讚美主耶稣基督，向祂獻呈我們的感恩。學校自創辦以來，一直本著

「辦學傳福音，實踐基督教全人教育」的使命，默默地承擔教育牧養工作。在過往三十五年的

歲月裏，蒙神的祝福及同行，在歷年來的教育工作者同心協力下，加上家長們的通力合作、學生

的勤奮追求，讓學校能夠培育出無數的學生，無論在知識上、靈命裏都能打好基礎，茁壯成長。

今日我們看見眾多的畢業生已經在不同的崗位，貢獻社會，服務人群，作神國的精兵，不禁要感

謝讚美主，亦感謝每一位同行者。

現今的世代，科技不斷創新，知識不斷膨脹，環境在改變，意識形態也在改變，轉變好像

是無可阻擋的洪流；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上帝的愛、上帝的話語及上帝的應許是永恆不變的，

這也是我們教育的根基、使命的磐石。在這根基磐石上，我們致力培育師生的屬靈生命不斷更新

成長；而面對快速轉變的未來，我們努力裝備年青一代必需的生活技能、兩文三語、自主學習的

能力，及正向的態度，以迎向新時代的轉變，面對未來的挑戰，作時代的精兵。

要培育及牧養新一代，我們須要營造溫馨愉快的學習環境，開拓更廣闊的學習空間，並引

入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課程內容及評估方法。感謝主的預備，讓我們能夠實現「重置校舍」的計

劃，在不久的將來，學校將遷往更寬敞的校舍，使我們有更多的空間，能配合「進一步提升學與

教」的需要。同時，我們會更善用學校的人力和資源，提供更多全方位的學習機會給學生。 讓學

生建構知識，實踐學習技能，並透過傳揚主愛、培養德行， 在「靈、德、智、體、群、美」六方面

都能有所發展。

在這裏也要特別感謝蔡本讓校長及楊潤玲校長過往三十五年

來對學校的無私付出、努力擺上、忠心服事。兩位校長親歷上帝在學

校的作為，亦展現了僕人領袖的生命。他們一直致力發展學校，實在

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下一學年，新校長即將到任，深信主必保守引

領，為陳元喜小學編寫新的一頁。主必賜福這裏的每一位師生及其

家庭！

願我們一起努力，同心合意，携手邁向新的里程。願主幫助我

們：堅守主道、傳承使命、生命更新、迎向未來！

校監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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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校長的真情對話

3333

作為陳元喜的創校校長，您當初抱有什麼志向及抱負，帶領學校發展？

　　這個問題不禁令我想起多年從事教育工作的心路歷程，在擔任陳元喜的創

校校長前，我已從事教育事業共十七年。我曾在九龍靈光小學任教兩年，之後轉

到上水鳳溪小學任教，主要教五、六年級升中班的英文和數學科，一直在鳳溪小

學任教了十五年。十七年的教學工作建立了穩固的基礎，而我亦希望挑戰自己，在

行政工作上有所發展。

　　至1983年，香港政府在沙田區發展新市鎮，邀請母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在

沙田區同時開辦一所中學及一所小學，以解決區內學校不足的情況。當時我正在母會的分堂上

水堂聚會，因而得悉此消息，對此亦感興趣，在祈禱後決定申請校長職位。我也非常感恩能夠

成功。

　　我雖曾有少少行政和財政經驗，這都是從擔任教會執事中學到的。但欠缺開新校的行政

經驗，困難及挑戰都很大。但作為基督徒，教育工作不止是傳遞知識，亦要同時讓學生認識基

督，得著豐盛人生。即使面對挑戰，也要秉承母會「辦學傳福音」的宗旨，堅持以基督教理念

辦學，拯救學生靈魂。

　　同時亦感謝創校時的眾老師付出額外時間，由零開始，與我一起度身訂造屬於陳元喜的

校政、校規及校務方針。雖然工作繁多，但我亦十分感恩能得到一班老師充份的認同。即使大

家沒有受過專業的基督教教學培訓，但依然抱持同一信念，以「辦學傳福音」的宗旨，遵循校

訓及校歌的內容去發展校務，同心創立一所理想的學校。

蔡本讓校長 楊潤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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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校長的分享令我想起初到陳元喜時，蔡校長就是個前

輩，帶領着幾位初出茅蘆的老師一同開校。當時所有老師蹲下

製作宣傳橫額的景象仍記憶猶新。又想起開校初年，蔡校長邀

請大家開設暑期聖經班，由於當時同工們都有教會侍奉，仍在

考慮。蔡校長以一首《拯救十萬人靈魂》鼓勵大家，最後我們

都十分樂意參與暑期聖經班的工作。

　　當年同事間關係很好，經常在放學後舉行聯誼活動，更

曾到蔡校長的家進行退修。大家都深切明白「辦學傳福音」理

念，期望在學校推行基督教全人教育，以隊工形式堅持教育理

念。

　　不經不覺，創校已經三十五年，從創校校長、榮休後擔任

校董、校監，到現在成為關顧陳元喜小學的教育部委員，與學

校共同經歷不同歲月，見證您對學校不離不棄的情誼，是什麼

令你堅持這份情與愛呢？

　　我在陳元喜任職校長21年至

2005年退休，隨即獲委任成為校

董，至2 0 07年，教育局要求學校

成立法團校董會，我開始擔任校

監一職至2018年完成10年任期，

便按辦學團體規例退出法團校董

會，並獲委派成為教育部關顧陳

元喜小學的部委。

　　在陳元喜，您就像前輩一樣帶領着我，作為您的接棒人，我很能感受您對陳元喜的愛，

同時激勵我要繼續努力。在三十五年來，你經歷了很多轉變，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件難忘的事情

嗎？

老師一起製作宣傳橫額老師一起製作宣傳橫額

兩位校長及老師與第三屆校友敍舊兩位校長及老師與第三屆校友敍舊

　　這一切都要感恩上帝賜我的恩典。陳元喜是自己靠著上帝的帶領與眾同工齊心協力建立

起來的。不單是我建立了陳元喜，其實陳元喜也陪伴著我的成長，所以我對陳元喜充滿情與

愛，因著這份情與愛我樂意繼續去服事她。這是愛的回應！

　　辦學傳福音的關鍵元素是堂校合作，即是學校與教會要緊密合作。創校的時候我原本在

上水宣道會參與聚會和事奉，後來在陳元喜小學開設了豐盛堂，所以我離開了上水堂的事奉，

在豐盛堂帶領家長、學生相信主。不少學生即使在畢業後亦會留在教會，彼此間也建立了良好

的關係。就像看到自己種下的福音果子在成長。有些家長和校友更擔當了豐盛堂的執事。故雖

然我已退休，但仍希望留在教會事奉神，我與陳元喜小學及豐盛堂的關係因而更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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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校初期的艱辛，這些經歷是十分難忘的，包括

兩次借校舍、自己校舍落成後製作宣傳橫額，集全體老

師的力量，蹲在地上在很長的布上寫上宣傳字句。又想

起開校初期，因為學生人數較少，老師與學生及家長的

關係非常密切。還記得其中一位學生的家長是漁民，邀

請我們到他的漁排進行家訪，更即席烹煮鮮魚給我們

品嚐，這些經歷都仍然歷歷在目。

　　另一個難忘的事情就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

當時的疫情對學校造成的影響很大。從事教育工作數

十年，不曾想過做老師還需進行防疫護理的工作。而

老師及工友亦未受過專業的衞生訓練，當時疫情擴散

急速，死亡人數亦令人震驚，學校必須提高警覺，並

按照衞生標準消毒學校。想不到十多年後，本港又再

受到新型肺炎的襲擊，現也未能確定要停課至何時！

開學初期借校舍上課開學初期借校舍上課

家長也敬師活動家長也敬師活動

您榮休交棒時，對我又有什麼期望呢？

　　陳元喜的教學團隊十分優秀。在我退休前，

已有兩位老師獲其他學校聘任為校長。到我退休

時，覺得你做事認真、有責任感，且對學校有承

擔，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人才。校董會與我都十分

賞識你的才幹，經過遴選程序後，你的能力亦得

到辦學團體的認同。

　　交棒給你時，我對你十分放心。因為你是資

深老師，創校時已服務陳元喜，一同參與陳元喜

的建立。我相信你可以承傳陳元喜的優良傳統與文化，亦期望能配合你的創新思維，令陳元

喜無論在學業成績，抑或在品德教育上都能更進一步，令神所賦予給「元喜小孩」的天賦潛能

得以發展。這是我當時的期望，而你亦已做到了。

　　初踏上校長生涯時，你又是帶着什麼心情接棒呢？有什麼理念去秉承陳元喜的優良傳統呢？

蔡校長榮休歡送晚宴蔡校長榮休歡送晚宴

　　感謝您對我的欣賞及認同，其實當年我是帶着戰戰兢

兢的心情接棒的。因為「創業難，守業更難」。在我接棒

時，陳元喜是處於一個高峰，當時學校獲得第一期校舍改

善工程，是教育局對陳元喜的認同，我固然不希望在我的

帶領下學校會走下坡。另一方面，由於我是原校晉升的校

長，學校內有許多與我一同成長的同工，這個角色的轉變需

要時間作平衡，我需要令他們理解轉變的是角色，而不是

我個人的轉變。同時，教育政策愈趨複雜，局方對學校的監管亦愈來愈多。還記得您離任第二

年(2006-2007)，就進行第一次學校校外評核，那時心情有點緊張。

兩位校長參與陸運會「健步行」兩位校長參與陸運會「健步行」



3636

　　正如我剛才提及教育政策漸趨複雜，校長角色因而

加重。除了應付校內行政工作外，亦需處理校外各項事

宜，需平衡兩者的工作。加上現今社會資訊發達，面對電

子學習、智慧校園等新的教學模式，對我而言也是一個

挑戰，需要不斷學習及適應。

　　此外多年前，教育界面對生源減少的挑戰，雖然現

在生源正在陸續上升， 但我仍會謹記及提醒同事，必須

　　年青一代的表達方式較直接與強烈，與他們相處

之道也需要掌握及學習。而作為一所基督教學校，我

也相信老師能充滿愛心，以包容之心培育學生。

　　我們法團校董會也感受到你為學校未來的發展付出了許多心力，現在學校競爭很大，

爭取更多資源對學校發展的確有很大的幫助。雖然之前五次申請重置校舍均未能成功，但

你仍堅持沒有放棄，我也非常欣賞你鍥而不捨的精神。

　　擔任校長這段時間你又有遇到過什麼挑戰呢？ 

　　陳元喜在恆常行政與教學上一直按照教育局的指引，做法亦符合教育局的規範，所建立的

制度非常正規。我對學校充滿信心，外評不需加添太大壓力！

　　正因為陳元喜有優良傳統與完善架構，要突破

反而更需要時間與心力。在十五年校長生涯中，我都

盡力做好我的工作，我愛我的學生、同事及家長。我

也沒有怕麻煩，若學校有機會有更好的發展，我便會

嘗試努力去爭取。例如申請重置校舍，或向外爭取更

多資源，雖然撰寫計劃書的過程困難，我仍願意多番

嘗試。
温馨的敬師日温馨的敬師日

要居安思危。作為一所屋邨內的津貼小學，我們必須保持校本特色，除了關愛校園文化及校本

課程設計外，更應從硬件著手發展，擴大網絡與爭取支援。

　　第三個挑戰就是校內的人事管理，年輕一代的同事有自己的理想與堅持，校長就要學會

與他們溝通，提供機會給他們表達意見，我亦要學習接納他們不同的意見，與時並進。

勇敢面對新挑戰勇敢面對新挑戰

學效主耶穌愛小孩學效主耶穌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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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我也即將榮休，期望學校踏入新階段後，陳元喜小學能有更好

的發展，再創高峰。蔡校長，也讓我們對新校長說些祝福的話語。

　　我對新校長有很大的期望。陳元喜有三十五年歷史，剛好面對重置校

舍的挑戰，作為校長需要帶領整個團隊適應新環境。新校舍是中學的校

舍規模，無論是室別數量或發展空間均擴大了。面對困難及挑戰時，謹記

依靠神方能成事。在此祝福新校長能得主的智慧和能力，以無比堅毅的

信心，創出更輝煌的歷史。

　　從創校到遷校，我

彷彿完成了歷史任務，

希望新校長在優良的傳

統、健全的架構下，能穩

步發展。重置校舍更可能

令學校另創一個高峰。

　　「幾難過的日子總

會過，回望全是上帝的

恩典。」我從不定睛於人

身上，而是上帝身上，過

往陳元喜小學有上帝的

祝福及保守，學校得以

　　我亦期望新校長靠著神的恩典令陳元喜小

學更上一層樓，帶領學校跨過金禧校慶。

　 　 詩篇第127篇1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期待新校舍能在沙田區服侍更多學生，結

出更多美好的果子。

蔡校長寄語謹記蔡校長寄語謹記
依靠神方能成事依靠神方能成事

持續發展。我相信將來縱使會面對不同的挑戰，上帝的恩典依然會祝福、保守及帶領學校。

　　能成為陳元喜小學的校長是我的光榮，盼望新校長能再接再勵，帶領學校再創高峰，亦衷心

希望陳元喜小學能上下一心，秉承母會「辦學傳福音」的理念，實踐基督教全人教育，造福莘莘學

子。願神賜福學校！

家校合作培育小孩家校合作培育小孩

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演出成功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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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工感言

李富成牧師

　　一九八四年我在教育學院畢業便受聘於剛創校的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上午

校，我與楊潤玲（現為陳小校長）是首兩名受聘的老師，在蔡本讓校長及張景

蘇主任（後為陳小下午校首任校長）帶領下經歷了新校開荒的新鮮與艱難。在

一九八四年九月，由於校舍仍在建築中，需借用佛教明珠小學三個課室開辦上

下午班共六班，下學期再遷去剛落成的宣道會鄭榮之中學上課，「一年兩借」

的日子仍然歷歷在目。在一九八五年九月陳小遷入現址，校務發展一日千里，

經歷三十五載歲月的洗禮，陳小已成為家長信賴的沙田區名校。

　　陳小「名」在哪？第一是愛，聖經說：「神愛世人」（約翰福音3章16 節），

因此教會辦學強調愛是順理成章，但問題「愛」是用來張貼的，還是實踐的

呢？學生年紀雖小，但卻能分辨老師是把愛掛在口邊，還是在行為中流露；感

謝神，讓歷年的陳小老師都奉行「愛人」的基督精神，讓歷屆學生都在愛中

成長。第二是夢，小學教育是終身學習的基礎，是孕育學生敢創人生夢想的搖

籃；陳小歷年積極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經歷，提供

建立自尊感、抗逆力的輔導活動，就為學生燃夢加添了燃料，讓他們能在自愛

自重中展現才華、振翅高飛。

　　陳小在未來仍會是名校，因為愛與夢繼續在陳小同行。

李富成牧師在1984-1992年度擔任本校訓
導主任，1992-2013年度擔任仁濟醫院蔡
衍濤小學創校校長，李牧師在2013年提早
退休後全職事奉，現任宏恩基督教學院基
督教事工課程副總監、同寅浸信會義務牧
師、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顧問牧師、香
港中文大學法團校董培訓課程兼任導師。

愛 與 夢 同 行   愛 與 夢 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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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述 愛 — 情 義感 恩 述 愛 — 情 義

鄧 偉達 老師

　　回想在陳元喜小學服侍18載，令我回想許多往事和一張張舊生臉孔。讓

我分享一段回憶：

　　「一位小六畢業生，在他中一派位當日早上，給我

買了一包炒麵和一盒檸檬茶。或許似乎微不足道，但

對我來說卻是彌足珍貴，而我覺得最珍貴是這學生的

主動行為，無論價值多少，都是無價之寶。而這份師生

情義並未因他升中而結束，他畢業廿多年後，一次我

家更換電腦請他幫忙，誰知他聯同舊生們合資送來所

需。當收到時真受寵若驚，是我喜出望外的一次啊！其

實禮物可以分為貴重與廉宜，但心意卻不是以金錢來

衡量，而是出於心底裏的真誠和情義。」（節錄《願作

人間細雨》鄧偉達著）

　　教學不單是傳遞知識，更重要是一段情義關係，一段彼此陪伴成長的關

係。感恩舊生們畢業後能與他們相約相聚，分享升學、工作、戀愛、婚姻、信

仰……最經典一次三十多位舊生聚在我家200多呎客廳，在DSE放榜前相聚分

憂，深信情義就這樣一點一滴建立，甚至延續下一代，早幾年我亦成為舊生孩

子的「師公」。

　　深信陳元喜小學在過去35

年，同樣孕育許多寶貴的情義！無

論師生之間，家長之間，同事之

間……這些實在寶貴，亦值得擺

上時間維繫，這是上帝所賜的福

份。祝願陳元喜小學繼續以愛培

育成長中的幼苗！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

們。」(約翰一書4章19節)

《願作人間細雨》著作《願作人間細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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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姑 娘 是 社 工 ?王 姑 娘 是 社 工 ?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 老 師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 老 師 ?     

愛 與 夢 是 如 何 承 傳 的？  愛 與 夢 是 如 何 承 傳 的？  

王惠 瑛 老師
(1995-2016年度任 職學生輔導主任)

　　我一直都是老師，由中學的輔導老師，成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
中華宣道會第一位學生輔導教師(SGT)，到現在任職幼兒教育學系
的兼任講師。剛加入本校時，小兒子還未足三個月大。離開時，他已
是準大學畢業生。

　　在學校中，我接觸過、探訪過、陪伴過的學生們，二十一年來，
每一位在我心中仍是一張張稚嫩的面孔，由踏進小一的課室參加適
應課程，到踏出校門成為畢業生，彷彿他們仍是永遠的小學生。

　　就像，我的兒子們，在我心中，永遠是纏著媽媽的小男孩；在我心目中，仍歷歷在目的，
是這些快樂地和努力地成長的學生。

　　在遙遠卻永恒的記憶中，我彷似看見耶穌在他們每一位身後，向著我慈愛地微笑著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馬太福音25:40)

鍾 順好老師
　　人人有夢，我也有夢，夢想成為老師。1995年，正是九七回歸前
移民大潮，我走進了陳元喜大家庭，圓了我的老師夢。

　　別以為乘勢而圓夢，理所當然。

　　我從不敢想，只因我既非師範學院派，亦非傳統名校生，當年
能獲聘用，實感恩於校董們不囿於門弟之見，蔡校長知遇之恩，我
銘記於心！

　　執教三年，1998年，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一校一圖書館，實踐
「從閱讀中學習」，我轉任圖書館老師。

　　我又有夢，夢想人人都乘着圖書的翅膀，一起去尋夢。

　　2000年，在蔡校長支持和鼓勵下，成功申請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親子閱讀伴成
長  爸媽書會聚賢才」親子閱讀運動。那年，創立了家長組織「親子閱讀園地」，落實了全校
「一人一期刊」，首辦了200人參與的「親子閱讀日營」…… 原來大家都有同一個夢，我的同
工，我的「親子閱讀園地」家長義工，自此成為我的知交，學校閱讀運動的最佳拍檔！感恩
你們同行！

　　圓夢，絕非個人所能——因着愛，憑着信，我們創夢，圓夢……

　　繼往開來，因愛創夢，深信能一直承傳下去…...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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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感言

起始，終結 — 全是神的恩典 起始，終結 — 全是神的恩典 

梁美華老師

　　1984年我從教育學院畢業，初出茅廬對教育工作一

竅不通，但神卻把我放在陳元喜 — 一間全新的學校。

陳元喜小學在1984年由10個人一起創立，這10人包括了

蔡本讓校長、張景蘇校長、楊潤玲校長、李富成牧師（仁

濟醫院蔡洐濤小學前校長）、我和其他四位基督徒教師，

還有一位書記。我們10個人在陳元喜由零開始：兩位校

長包辦了招聘教師、張羅枱椅的工作，加上我們幾位教師

幫忙招收學生。眾同工一起經過無數次的會議後，才訂定

學校的紀律和恆常運作，過程中有「撞板」的、有流汗，

有淚水的、有擔憂的，但神卻讓我們同心地作工，讓我們經歷了無盡信心的功課，

同時亦讓眾同工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讓我這個初出茅廬的教師很快就能適應及

愛上教學這份的工作，讓我深深感受到教育不單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使命。我

有幸成為陳元喜創校的一分子，感謝神的豐富預備。「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用

厚恩待我。」（詩篇13:6）

　　在神的帶領下，陳元喜兩、三年間由六班擴展到24班，在教學面不但贏得口

碑，就是教師對學生的愛心和關懷，更是讓家長們津津樂道，不久就成為區內深受

歡迎的學校之一。1994年神帶領我離開香港，在這之後期間陳元喜的學生無論在

學術、體育、音樂和藝術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我深信神的恩手一直無離開過陳

元喜。在2010年神又帶領我回到陳元喜任教，返回陳元喜實在讓我有一個返回家的

感覺，眾同工都同樣地堅守崗位，發揮基督愛的精神 — 大家都樂意互相幫助，以

致每天都讓我過得充實。

　　一晃間又過了10年，陳元喜已走過了35年，而我同樣地成為教師都有35年的

光景，倘若神容讓我明年2021年才退休，那麼我的教學生涯就和陳元喜的校址一

樣：1984年起始，2021年光榮地終結，這並

不是在我的計劃之內，但神卻讓我有這樣的

獨特的經歷，真是神的恩典﹗（執筆之時，教

育局已批出新的校舍，新舍將於2021年9月

啟用）「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

他的腳步。」（箴言16:9）

　　願陳元喜在往後的日子更蒙主的保守，

一直走下去，更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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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風聞有祢到親眼見祢從風聞有祢到親眼見祢

陳恉信老師
2004年第18屆畢業生 

校友會 副主席

祝賀  陳元喜小學 35 歲生日快樂﹗

　　回想第一天帶著期待的心情踏進這校園，到我畢

業時，心中充滿著很多開心和難忘的經歷。表面上，陳

元喜小學的校舍雖然很細小但不殘舊，但內裡的老師

卻對學生嚴而有愛。還記得我當年的班主任及中文科

老師是鄧惠嬋老師、英文科老師是楊潤玲副校長（即

現在的楊校長）、數學科老師是董增港主任，在他們的

悉心教導下，學會了許多知識，亦明白了許多做人處事

的道理。

　　小學畢業後，在宗教主任曾詠屏姑娘的鼓勵下，

參加了週六學校的初中團契，認識了一班生命中的同路

人，一同學習神的話語。後來更成為職員會的一份子，

也嘗試在週日豐盛堂的崇拜中事奉。

　　中學期間，我加入了校友會，希望能盡一點綿力，成為各畢業生及母校之間的

溝通橋樑。

　　大學畢業後，感謝天父賜下機會，能以老師之職回饋母校，感覺很親切及特

別。親切的是我十分熟悉學校的環境，也了解學校的傳統，更特別的是能與昔日教

導過我的老師一起共事。十分興奮，今年可以成為六年級班主任，能將從前所學到

的回饋師弟師妹。雖然在母校教書是一種光榮，但是亦感到很大壓力。感恩的是神

藉著不同的小天使，在我感到乏力無助時為

我加油。回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最後，祝願陳元喜小學在天父的帶領和

祝福下繼續秉承「辦學傳福音」的理念。正

如校歌最後一句的歌詞中：「將來為主傳揚

真理，謀人類福祉」。期望有更多的畢業生能

像我一樣，在天父的呵護下，擁有一個「感恩

述愛，創夢展才」的生命。

小時候與周秀梅主任一起主持英文活動小時候與周秀梅主任一起主持英文活動

代代相連代代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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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述愛．創夢展才感恩述愛．創夢展才

馮奕匡老師
2005年第19屆畢業生

　　總說，校園生活是青蔥美好，讓人懷念。

　　忘記了初次見到陳元喜小學門牌的感覺，卻很難忘第一次上校巴後，依依不捨跟母

親道別的情境。畢竟才六歲多，要踏進陌生的環境，跟不熟悉的人相處，小個子裝着滿

胸狐疑，對眼前未知的一切既好奇又畏懼。初到貴境，要適應的可真不少，集隊訓練，寫

手冊交功課，考試測驗…種種的常規要迅速掌握殊不容易。可幸的，是陳元喜的老師總

對我悉心照料，給予我耐性和信心，讓我很快就適應下來，投入校園生活。

　　慢慢地，隨着年紀漸長，除了課堂內課本上的知識外，陳元喜小學也提供了各種機

會，讓我嘗試不同的活動。回想起來，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也在陳元喜發生: 第一次

學校旅行，第一次參觀，第一次參與陸運會，第一次「踩台板」表演，第一次代表學校出

賽，第一次站上頒獎台，第一次生活營…正是這些寶貴經驗，和當中的汗和血，笑與淚，

良師益友的提點和勉勵，交織出我的小學生涯，帶我由懵懂小孩走到滿腔熱忱的少年。

　　真正領略到陳元喜小學經歷的彌足珍貴，是在畢業後。中學大學生活斑斕多姿，同

時在尋覓自我的過程中，往往經歷很多挫折與徬惶。感恩的是，陳元喜小學從小就將靈

命的種子植根在我心裏，使我能認識，並學會依靠上帝，在神豐足的恩典和看顧下成長。

我也漸漸體會到，陳元喜小學雖不是傳統名牌小學，但很多當天於小學的「第一次」也成

了我日後求學，甚至工作上面對各種挑戰和難關時很重要的基石，讓我不致顫抖或迷失。

　　因緣際遇下，我有幸回到母校執起教鞭。驟眼看來陳元喜小學依舊是我畢業回首

時的面貌。一樣的校址，一樣的校徽，一樣的籃球場。細看下，卻驀然發現裏裏外外都已

然翻新，牆身的顏色，禮堂的地板，課室的枱櫈，學生的儲物櫃…當然還有半日制轉了全

日制，風雨操場易名紀念堂，校服款式更新等等。這讓既是舊生，又是老師的我，五味雜

陳。然而每當我面對着自己學生，彷彿就能看見兒時的自己和同學，這使我明白，不變的

是陳元喜小學老師對學生的關愛，家長

對小孩的期盼，學生對知識的渴求。

　　執筆之時，手邊正放着學生待批改

的測驗卷。懷緬小學生活和師生情，正

好能為我工作充電。感恩神一直帶領，感

激曾在我身上花時間耐性的小學老師。

願陳元喜小學能在主恩當中繼續成為

燈台，照亮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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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亦為老師
2003年第17屆畢業生 

　　感恩三十五周年音樂劇能順利演岀，亦感恩看見學

生們十分享受整個過程，盡力發揮潛能。

　　是次音樂劇實在有很多突破。回想籌備演岀時得悉

音樂劇的歌曲作曲、填詞和編曲都是由學校「自家製作」，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自

己能有份參與音樂劇的「靈魂」部分，緊張的是擔心時間和能力不足。感恩在音樂的團隊

大膽嘗試和集思廣益下，團隊最後都能創作岀一首首動人心弦的樂曲。    

　　此外，在製作歌曲過程中，學生亦有機會參與其中，他們都十分

興奮。我和同事帶領歌唱小組在專業錄音室為音樂劇錄製歌曲，他們

都為這難能可貴的機會感到十分雀躍，亦對專業音樂製作大開眼界。

另外，我亦十分欣賞歌詠隊的努力，他們悅耳的歌聲實在繞樑三日。

相信這是他們積極參與練習，投入地唱出每一首歌曲的成果。

　　我深信「元喜小孩」在學校的關愛和支持下，定能從多姿多彩的

校園生活中注入學習動力，努力向前直奔。春風化雨三十五載，祝願

陳元喜小學繼續以多元化的學習機遇培育一代一代的小孩子。

鄭漢傑老師
1987年第1屆畢業生 

　　感謝主，因祢帶領我來到陳元喜這個快樂的家。

　　我曾經面對不少挑戰，但祂的恩典滿溢，使我在陳元喜得到培育，讓

我由一個「小學雞」，到現在成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憑藉上帝的恩典，確定

我的老師的身份和使命，並懷著從衪而來的信心和盼望，並帶著對陳元喜

感激之情，在陳元喜培育孩子健康成長，用福音改變學生的生命，讓學生

的生命得到長遠和正面的蛻變。

　　為了籌備校慶，每一個陳元喜人都同心協力，我深信三十五周年

校慶令陳元喜這個家更添凝聚力。

　　三十五周年校慶雖然已經完滿結束，卻揭開了陳元喜向前發展

的新一頁，推動不同的計劃以促進「元喜小孩」各方面的成長。

　　走過三十五載，我深信上帝有更多美意和恩典臨到陳元喜，讓

陳元喜這個家繼續陶造生命，服侍上帝，傳揚福音，按上帝給予每個

「元喜小孩」的恩賜，竭力幫助他們健康成長，以榮耀上帝!

　　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神，阿們！

小時候的潘亦為老師和哥哥 小時候的潘亦為老師和哥哥 
一起上學去一起上學去

小時候的鄭漢傑老師勇奪錦標小時候的鄭漢傑老師勇奪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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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ichael Duffy

　　On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 have taken a moment 
to reflect on the time I have spent in this wonderful 
school community. I look back on the past five years 
with the fondest of memories. I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wards the 1,300 students that I have taught 
over the course of my time at CAHCC, so far. These 
students have helped me grow as a teacher, grow as 
a parent and grow as a person. In a community full 
of love and kindness, these students have been given 
every opportunity to flourish in life. I want to wish our 

students every success in their futures and to remind them that dreams can very 
easily become a reality, it just takes some hard work,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鍾汶 珊老師
2000年第14屆畢業生

　　感恩我能夠參與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的校慶活動!

　　尤記得音樂劇當天，看到一班「元喜小孩」在舞台上落力演出，非常精彩，這是他們

認真和努力的成果。在綵排時，他們會嘗試用各種不同的演繹方式，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透過和其他演員的交流，互相合作，把這場音樂劇發揮得淋漓盡致。雖然綵排過程絕不

輕鬆，但當音樂劇演出成功後，我感受到他們的歡樂。                     

　　這令我回想到當年大學畢業後，為追求一份理想的工

作，而作出多方面的努力。我嘗試過在不同的行業中發展，希

望找到自己的理想，但仍感到迷惘。藉着禱告，在神的帶領

下，亦感謝學校給予機會回到母校工作，我終於找到了自己

的方向，成為一位教師。

　　在當教師初期，確實帶着不少挫敗感。以為用心教導小

朋友，他們就會學會，並會在考試取得好成績。但漸漸地發

現每位小朋友的學習能力和進度也有很大的差別，只要學生

有進步，用心學習，不放棄自己，這已是我的成就。我希望除

了教授他們知識外，更重要的是教導他們領會人生道理，能

夠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

　　最後，祝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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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感言

授人以漁   終身受用授人以漁   終身受用

蕭永 輝
蕭柏宇同學家長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於1984年由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創辦，一直秉

持辦學傳福音的宗旨，三十五年來風雨歷程，孜孜不息，有目共睹。學校銳意推

動品德教育，樹立積極淳樸的校風，營造師生重視溝通、願意承擔責任和互相

尊重的氛圍，並通過宗教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使學生熱愛生命和樂

於服務社會。

　　時光匆匆，如果說是我兒子加入陳元喜小學的第六年，不如說是我一家三

口融入這個大家庭六個年頭。今年能夠與柏宇參加大阪科技考察之旅，有幸看

到學生們良好的學習態度，有禮守規，表現出陳元喜小學優良教育的成果。感謝

楊校長致力開拓學生的視野，並透過境外交流實踐體驗式教育，協助學生建立

正確價值觀，培育了大批出色的學生。時至今天，深受區內家長的愛戴，多年來

無私的付出，不辭勞苦，默默耕耘，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所作的努力

實在令人敬佩，所作的教誨永記心中，天涯海角有盡處，只有師恩無窮期。

　 　 最後，我衷心祝願宣道

會陳元喜小學在三十五年的

優良傳統和穩固基礎上，繼

往開來，為區內學生提供優質

的全人教育，造福我們的下一

代。繼續秉持聖經金句「教養

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

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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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述愛  ，  創夢展才感恩述愛  ，  創夢展才

陳靄欣
1994年畢業生

陳孜行同學及陳悅思同學家長

感恩   恩，來自上天奇妙的安排……

　　聽家母憶述，三十五年前我們舉家由九龍搬到沙田，得知宣道會一向辦學出色，並會

在附近開辦小學，家母隨即為三名小孩報名入讀。轉眼間，各人已學有所成，成為專業人

士回饋社會，並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亦因如此，我的兩個小孩也踏著媽媽的腳蹤，順利入

讀了陳元喜小學。看見學校在這三十多年來不斷進步，小孩能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下愉

快有效地學習，身心靈都能茁壯成長，實在感恩！

述愛   愛，來自無條件的付出……

　　陳元喜小學是一所出名的關愛校園，學校特別注重生命和正向教育，並注入基督教的

教導，讓同學明白到，除了優秀的學術成就外，老師們也十分重視學生個人生命的陶造。此

外，感激學校對家長們的信任，開放各式各樣的活動，如小一適應週、午間故事時間...... 

讓家長義工們可以參與其中，令學生們可以更易融入校園生活。加上駐校教會豐盛堂的

協助，提供不同的家長及親子講座，讓家長們在教養小孩上獲益良多。希望「元喜小孩」

能在愛中成長，將來也能用愛感染身邊的人。

創夢   夢，來自生活中不同的體驗……

　　很欣賞陳元喜的老師們為學生設計有趣的校本課程，其中一個好例子就是要學生自

由創作一隻怪物，讓小孩子可以天馬行空，樂在其中。除日常課堂外，學校還提供多元化

的課外活動，讓同學在不同方面作出嘗試，尋找自己所長。而且每年也會安排不同的戶外

學習及境外遊學團，讓同學增廣見聞，擴闊視野。現今的小孩子確實比我們年少時繁忙得

多，然而，相信他們的夢絕對會比我們年少時更多姿多彩。

展 才   才，來自對自己的肯定……

　　學校的辦學理念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獨特的，

擁有天賦潛能。所以老師會給小孩不同的機會去嘗

試，並以不同方式去作鼓勵，讓他們尋找自己過人之

處，發展所長。小女一年級，剛得意洋洋地告訴我，

班內舉行了摺衫比賽，她拿得全班第二名。我看，其

小時已懂好好整理衣櫃，哪怕有一天她可能會成為

成功的市場管理達人呢！你也看得出，你家小孩其實

也是才華橫溢，是未來社會的棟樑吧！

　　最後，謹祝陳元喜小學繼續在沙田區作鹽作光，

發熱發亮，成就出第二代及第三代的元喜小精英，榮

神益人。



桃李春風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Start children off o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and even when they are old they will not turn from it. 

Proverbs 22:6



林燕如副校長  楊倩寧  梁穎泳  譚紫千  劉紫予  陳子朗  林子謙  容浚鏗  祝曉瑩  鍾芷晴  吳旻熹  魏卓藍  潘亦為老師
曾浩朗  譚靝  錢心兒  李曉翹  楊天瑋  梁可怡  黃健霆  馮芊語  江卓喬  許文昇  葉明慧老師

賴衍穎  于幗嬈  黃健霖  黃思澄  黃恩上  陳俊宇  呂品霏  馬浩文  李孝昕  李曉妍

吳漫怡老師  余之悠  梁栩瑜  古明慧  譚晞妍  吳焯凝  郭芯瑩  關心柔  林紫澄  鄧彥一  鄧淑君老師  
李進謙  張凱琳  張學海  曾錦浚  葉容瑚  陳思霖  譚琬琳  梁舜甄  胡焯然  簡啟剛  曹海萍  

鄧睿行  唐樂晉  曾棋凌  丘逸天  唐柏儒  陳巧㼆  羅聿沁  葉令航  張思言  劉冠炘  游朗遙  黎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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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玲主任  黃煦晴  梁敏莉  謝善如  龔頡林  吳傲舜  黃諾言  鍾仁翊  譚紫柔  周芊妤  劉苡奈
黃焯謙 黃文洛  黃梓喬  謝宗玹  葉淳之  梁溢桁  蕭栩燊  張弦  郭晉熹  陳栢熹  曾婉君老師

鍾芷琳  雷詠樺  吳一言  林凱媞  霍昕嵐  張晴  陳芊予  梁芷嫣  劉懿德  李芷凝

鍾詠嫻老師  何青青  葉心翹  許恩祈  葉映晴  蘇泳彤  林煒恩  陳孜行  程凱琳  黃詠琦  鄧珮詩  梁佩思主任
梁樂行  郭柏朗  姚梓樂  曾兆弘  麥頌祈  梁爾晉  高宇軒  濮展翔  王禮信  王宣恩  劉宏威

歐陽因悅  袁芷喬  雲曦賢  陳羽彤  張芯穎  羅雅淇  馬芷悠  蘇子嵐  湯芷琳  馬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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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妤蕎  李珈希  符若楠  龐頌筵  鄭銨淇  羅梓儒  Hussain Amir Khan  賴柏希  黃俊澤  倫政軒  林曉洋
陳斯元  鍾欣欣  余泳彤  梁欣媛  梁心陶  李穎芝  李泓楓  吳國浩  鄧卓諺  王衍博  林浩均

鄭佩雯老師  區芷恩  梁芷嫣  徐晞蘊  林琛柔  黃恩盼  鄭宛青  李誠之  蘇靖軒  方琛樂  何昊峯  李彗希  梁美華老師  潘詠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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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玲老師  吳振峰  曾錦添  王芷潤  林子朗  馬一正  陳梓峰  陳俊軒  勞琬靖  黃馨妍  鄭淳昕  黃心弦  林樂山老師
王至賢  劉敬生  梁澧業  林諾澄  何梓灝  李淑煒  蘇子陽  林殷悅  陳欣彤  朱俊熹  許漢峰  周伊諾

吳梓琪  張爾雅  蕭衍喬  王正  周晉希  陳楚燕  嚴浠桐  賴泉亨  張傲哲  梁藝軒

茹麗娟老師  陳信諾  余奕希  葉境滔  黃俊元  蕭楷龍  周子文  方柏琋  戚桐希  張賦嵐  李詠詩老師
吳倩霆  黎芷桐  陳柏朗  林廷樂  呂世梃  王美詩  謝晞藍  黃朗僑  羅樂檇  李懿珊  梅紫悠

韋咫礄  莫紫游  程心  袁梓逸  羅曉義  鍾欣儀  馬卓妤  譚芯  王君信  黃竣澧  何思慧  黃靖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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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荷奇麗主任  鍾汶珊老師
高曉朗  方思辰  周义峰  王子昂  林津霆  邱證家  賴雨筠  李昊宸  馮暐宸  張宇熹  薛翔升

鄭樂晞  林俊希  潘駿熙  周希穎  郭芷淇  黃可喬  周子嵐  何元濱  馮思遠  許智行  余嘉恩  梁芯兒
杜隼一   鮑薏晴  張子蕎  王曉瑜  莫浠晴  陳曦悅  倫佩珊  梁悅信  鄭威言

陳樂  譚毅峰  林樂軒  黃澤朗  梁予呈  崔譽騰  陳卓軒  曾一澍  黃竣煒
趙柏添  林頌生  陳泓曄  李卓言  唐感樂  譚芍翹  梁朗維  殷子承  吳皓泓  梁宇皓  林頌謙

陳慧慧老師  歐禹廷  黃楚喬  邵紫盈  郭凱怡  曾愷琳  李榮施  袁爾澄  林子晴  鄧雯萱  羅臻琳  邱紫盈  林穎然  吳啟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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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恩老師  鄧可澄老師
鄧永仁  羅凱琳  曹啟約  梁滈桁  李冠軒  羅冬儒  蘇卓文  余之樂  黃煜程

羅啟立  呂傲  陸善儀  黃梓皓  李美嫻  林紫盈  高汶康  陳潤添  劉天晴  鍾諾昕  鍾欣學
吳雨瞳  謝鎮邦  彭鈺軒  吳汶謙  李泓燁  葉曉澄  莊朗裔  楊浩東  廖芷晴  朱博琦

鄧潔儀老師   丘小梅老師
潘俊亨   李德熙   劉峻榮   吳傲翹   林柏生   王國恩   吳汶謙   丘逸文

彭睿謙   歐汛沂   陳倩盈   陳悅思   蘇子淇   何安安   葉康晴   王以諾   陳樂妍
林信燁   吳睿喆   張瑋傑   温倬霆   陳萃禧   黃梓焯   羅雋然   劉洋

陳柏祖   趙旨予   黃芷芊   盧巧旻   梁天呈   王熙言   盧思諾   張浠榆   陳子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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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群老師  劉百賀  許喆禮  袁逸峰  林熙峻  江天博  蔡卓伶  陳敏嘉  馬致  麥頌暉  方澤  楊夏天  陳樂宜  李健玲老師
李振鵬  陳俊皓  馮瑞匡  勞逸然  王國舜  姚博曦    郭曉霖  黃健雯  梁睎澄  陳悅  簡樂瑩  倫佩雯

梁冠一  黃力騰  張守約  鍾旻洛  陳君碩  梁荇晴  何思晴  翟允翹  鄭多多  邱婥錡

黃淑玲主任  林子樂  陳偉俊  陳俊傑  袁啟銳  林子量  潘熙婷  秦詠盈  布曉錡  朱卓嵐  陳奇恩老師
岑日雋  劉頌謙  詹梓進  黎宇軒  黃以信  安俊銘  盧汋淋  楊衍悅  商慈恩  彭晞柔  陳子涵

楊澤誠  傅梓僖  關樂懿  鄭日燊  王栢謙  陳愷凝  龔頡枝  劉俊彥  林杰祥  伍俊傑  黃丞遵  鄭佩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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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健老師  陳浩恩  梁正謙  黎煦善  涂哲  林穎琛  鄺柏陶  李曉瑩  關梓諾  區栩敏  方紫匡  麥凱晴  葉肇映老師
簡珈晴   蕭衍揚  彭藹怡  李俊科  李晞彤  陳信哲  高芷芯  簡思博  黃曦澄  李澤熙  鄭梓恩  黃樂安

劉頌恩  蘇啟搴  伍宇盈  葉淳一  莫晞琳  邱浩峯  何蘊芯  鄧恩健  楊卓敏  許泓澤  林珈羽  謝君霖  許晴希

郭嘉欣主任  郭梓琪老師
吳梓傑    李昊栩  溫俊熹  曾一葵  林峻銘  俞樂均  趙旨諾  林熒怡  鄭婥彤  郭泳彤

陳梓穎    梁妍溱  周芷悠  方紫喬  梁蝶芝  陳芊燁  陳蓁樂  張凱晴  李卓瑤  馬羽馨  譚紫晴  盧思宜  麥楚堯
巫暟霖    鄺政堯  何梓謙  何旻諾  鄧懷睿  李昱希  陳智盈  孔樂然  楊溢曦  許令君  袁匡庭  陳恩曈  李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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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廸樺  高梓然  鍾梓筠  賴嘉美  何青孺  陳浩熙  楊皓智  蘇志偉老師
黃家耀老師  鍾天穎  温婷茵  姚迦裕  黃梓滔  陳迪臣  張衍信  梁焯嵐  蔡佳盈  彭皓兒  鄭詠彤

羅沛芝  蕭泳童  李芷柔  陳子鉞  歐宛彤  鄺子鋒  陳左浩  翁睎樂  劉進熙  梁悅禧  曹家樺

林浩橋  陳利安生  李浩楠  周晉楠  葉一朗  黃睿澄  蘇浚浠  郭悅琳
黃敏勤老師  岑苑穎  陳翠嵐  曹海欣  葉穎心  翁梓瑩  鄺尉琪  錢巧兒  何穎瑤  梁希雯  李泳姿  黃卓盈  王欣欣老師

  徐子軒  陳文軒  郭凱昇  何澤迅  蕭靈豐  王啟智  羅逸浠  葉柏嵐  方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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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華副校長  柯頌恩  謝穎思  杜紫希  林若翹  歐汛殷  馬春艷  李雅欣  王芷悅  鄭樂行  方齊  張焯林
梁曉惠  嚴巧旋  梁倩翎  黃藹嘉  張綺喬  鄺雅翹  吳子晴  高曉晴  游朗恩  李卓橋  陳賀喬  盧皓廷  譚穎霞老師

鮑浩庭  唐一儒  梁健遵  張嘉晉  陳頌熙  蘇子朗  馬景倫  葉文傑  符傳禧  馮子軒  陳康萃  李皓軒  李顏志  周子軒

林燕如副校長  張進思老師  施穎霖  黃梓恩  陳柏螢  杜紫彤  蔡禮匡  劉鎧晴  潘家銘  林信朗  陳海互  雲寶賢  關子茵  甘浩然老師
李敬之  許恩琳  譚晴  蔡潁臻  譚穎嘉  周穎  布曉婷  黃鈺雯  梁藝曦  黃霆軒  呂子顥  謝晞蔚  馬樂姸  陳以巧

  丘旻峯  何思朗  葉康楠  歐敬謙  梁啓心  源恩諾  林正修  阮學津  王國祐  葉瀚文  譚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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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彥仁  溫子皓  黃諾彤  鄺晉霆
 莫梓康  林曉穎  蕭咏雯  李菀霖  尹妙菁  吳芷瑩  張民生

鄭慧敏主任  許政樂  陳彥亦  莊曉亮  謝國賢  潘穎茵  李穎曈  祝曉瑜  黃以心  馮奕匡老師
黃禮賢  鄔永申  陳均偉  李晉賢  黎日東  張偉業  鄺子軒  王嘉煒

麥子軒  盧日軒  李尚宏  謝旨博  方梓滺  陳展軒  温智豪  戚健榮  黎政橋
鄭漢傑老師  錢子晴  余悅  陳熙汶  楊揚  黃卓芯  張芯瑜  呂希姸  張樂詩  馮感靈老師

何卓希  利嘉銘  張子軒  莫梓健  林子軒  劉皓禮  何家銘  葉樹航  古駿桉  李志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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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平老師  林晞正  郭曉昕  陳穎恩  楊凱婷  嚴凱婷  陳志煥  王子元  陳璟滔  黎雋杰  賴沛斯  許信行
鄭可悠  曾恬慈  宋鎧朗  李卓善  周銳淇  陳寶緹  楊浩彬  余嘉怡  陳雅諾  馬凱婷  賴盈盈  黃鎵鋮  謝麗君老師

羅芷菲  伍逸喬  關天佑  陳祉焯  鍾昕琳  張珈瑜  袁匡鉦  余俊輝  梁思源  陳卓諾  盧森傑  劉兆峯  歐亮言

劉恒希  符傳弘  劉承軒  林城煜  黃侃余  方仲言  吳景宇  蕭柏宇  呂本田  陳浩揚  張珈瑞  董姝主任
張嘉慧老師  岑日朗  盧卓燊  黃悅禧  陳曉澄  文爾迦  麥曉悠  區栩澄  邱證瑭  黎子茵  彭睿熙  蘇嘉銚  陳恩澤  彭梓鏵

何欣桐  文韻茵  練瑪麗  莊祉霖  黎寶琳  李曉彤  李晴真  李夢霖  周嘉晴  呂雨晴  鄭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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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彥暐老師  陳慧愷  薛芷欣  蕭潁  歐曉琳  陳培德  林廷軒  謝梓曦  駱亭欣  葉芷蘊
謝鎮徽  李梓樂  成朗  朱倬伶  李慧鈺  符若媛  韓媫  李秋琳  曾議樂  陳子豪  葉美珊老師

梁天豫   梁皓舜  何心言  謝天欣  戚桐敏  張樂怡  王梓潼  梁洛涓  陳鈺俊  黃溢豐

劉智軒  勞芍翹  彭晞瑜  馮智鵬助理校長  陳恉信老師  黃慧珊  關靜怡  呂旻軒
梁洛珩  張瑩瑩  許麗茵  鄭雪婷  陳雅悠  林卓菲  周芷妍  高曦怡  蘇美悅  徐子媛  蔡卓瑩
梁恩泰  簡樂霖  吳景軒  呂希彥  蔡駿謙  周雋  朱嘉烺  鄭紹光  梁睿哲  李維恩  吳旻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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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	陳奇恩老師、吳啟謙老師、黃家耀老師、馮奕匡老師、Mr.	Michael、蘇志偉老師、甘浩然老師、

	 林民平老師、潘詠俊老師、羅彥暐老師、陳恉信老師、鄭漢傑老師

第二行：	鄧可澄老師、譚穎霞老師、葉肇映老師、林樂山老師、葉明慧老師、鍾汶珊老師、郭梓琪老師、鄧潔儀老師、

	 趙健老師、陳芳玲老師、王欣欣老師、張嘉慧老師、張進思老師、陳秀群老師、陳慧慧老師

第三行：	陳曉恩老師、鍾詠嫻老師、丘小梅老師、曾婉君老師、梁美華老師、鄧淑君老師、李詠詩老師、吳漫怡老師、

	 李健玲老師、葉美珊老師、茹麗娟老師、鄭佩雯老師、謝麗君老師、馮感靈老師

第四行：	黃敏勤老師、黃淑玲主任、梁美玲主任、鄭慧敏主任、郭嘉欣主任、馮智鵬助理校長、林燕如副校長、

	 楊潤玲校長、李耀華副校長、鄭少芳姑娘、梁佩思主任、董姝主任、汪荷奇麗主任、Miss	Shelley、Miss	Kirsty

我們優秀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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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



第一行：	鄧漢傑先生、林顯恩先生、
	 姜樂言先生、何思漢先生、
	 溫豐銘先生、李志堅先生、
	 周卓延先生
第二行：	張倚靈小姐、許嘉儀小姐、
	 樊娟女士、陳彥琪小姐、
	 劉曉欣小姐

葉子謙先生、秦卲琦小姐、
方嘉欣小姐、羅筱清女士、
嚴偉娟小姐、李彥男先生

勞眷雯女士、謝楊忠先生、
黃柳妹女士、思蘭女士、陳華根先生

工友工友

書記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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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支援老師及教學助理社工、支援老師及教學助理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篇136：1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Psalm 136:1

感恩述愛



羅俊虹校監、蕭永輝校董及楊潤玲校長羅俊虹校監、蕭永輝校董及楊潤玲校長
主持亮燈儀式主持亮燈儀式

學生代表進場學生代表進場

同學濟濟一堂同學濟濟一堂

楊校長宣讀三十五周年校慶口號楊校長宣讀三十五周年校慶口號

2 0 19 年1月4日，當校 慶
蛋糕上的燈光亮起，正代表着
主的愛燃亮我們，三十五周年
各項精彩活動正式展開！

三十五周年校慶啟動禮三十五周年校慶啟動禮

「元喜小孩」手持蠟燭「元喜小孩」手持蠟燭
貼於蛋糕上貼於蛋糕上

6565



三十五周年校慶三十五周年校慶
感恩崇拜暨遊戲室開幕禮感恩崇拜暨遊戲室開幕禮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致辭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致辭 建道神學院蔡少琪牧師訓勉建道神學院蔡少琪牧師訓勉 羅俊虹校監致辭羅俊虹校監致辭

2019年5月11日，我們一同懷着感恩的心
頌讚上帝豐富的恩典。「元喜創夢號」啟航寓
意元喜師生敢於創夢的精神，而「遊戲室」的
開幕更標誌着基督教全人教育的實踐，期望
「元喜小孩」的身心靈能在基督的愛中健康
成長！

校慶感恩崇拜百人獻詩合唱校慶感恩崇拜百人獻詩合唱
《主愛護航》《主愛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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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準備登
上「元喜創

夢號」了！

我們準備登
上「元喜創

夢號」了！ 校友們與蔡本讓校長真情對話校友們與蔡本讓校長真情對話

「元喜創夢號」啟航禮「元喜創夢號」啟航禮 手鐘隊奏出美妙樂韻
手鐘隊奏出美妙樂韻

遊戲室開幕了！遊戲室開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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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周年校慶三十五周年校慶
「愛在 . 緣起時」感恩聚餐「愛在 . 緣起時」感恩聚餐

一眾嘉賓合照一眾嘉賓合照教職員獲頒長期服務獎
教職員獲頒長期服務獎

校友與老師濟濟
一堂

校友與老師濟濟
一堂

義賣衍紙花作品義賣衍紙花作品

高朋滿座高朋滿座

2 0 1 9 年 7月5日晚上，因着愛在
元喜，我們滿懷感恩歡聚一堂，筵開
七十七席，共享豐盛愛筵。

主禮嘉賓主持切餅儀式主禮嘉賓主持切餅儀式

羅校監主持羅校監主持
幸運大抽獎幸運大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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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2日晚上，台前幕後數
百師生傾力演出學校原創音樂劇，從劇
本、歌曲創作至正式公演，大家同心協力
展現不同的恩賜，藉美妙的歌曲感動人
心，成為最美的呈獻！

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
「「霓彩迷踪」The Rainbow Mystery霓彩迷踪」The Rainbow Mystery

楊校長分享創作
音樂劇的喜悅

楊校長分享創作
音樂劇的喜悅

小天使揭開序幕小天使揭開序幕
嘉賓合照嘉賓合照

嘉賓由小演員陪同進場嘉賓由小演員陪同進場

司儀表現出色司儀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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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兵團來了黑暗兵團來了

等待演出的一刻等待演出的一刻

粵劇的夢想粵劇的夢想小天使落力綵排小天使落力綵排黑暗魔王出現了黑暗魔王出現了

天使的祈禱天使的祈禱

小天使遇上危險小天使遇上危險

白雪王國的天使白雪王國的天使

擁有不同特質
的天使

擁有不同特質
的天使

熱鬧的後台一角
熱鬧的後台一角

歌詠組唱出美妙音韻歌詠組唱出美妙音韻

黑暗魔王與天使
之戰

黑暗魔王與天使
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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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品三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品

歌詠組穿上三十五周年紀念T恤傾力表演歌詠組穿上三十五周年紀念T恤傾力表演

「霓彩迷踪」音樂劇表演T恤「霓彩迷踪」音樂劇表演T恤

實用環保袋實用環保袋

可愛匙扣可愛匙扣

精美雨傘精美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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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周年校慶標誌創作比賽三十五周年校慶標誌創作比賽

三十五周年校慶親子標語創作比賽三十五周年校慶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2018 -2019年度班別 學生姓名 名次

6B 彭頌恩 冠軍

5A 呂雨晴 亞軍

2D 翟允翹 季軍

冠軍作品冠軍作品

元澤神恩卅五載 喜望師生創未來

三十五載盡顯愛，元喜師生情永在。
與時並進育英才，傳承主愛創未來。

三十五載揚主愛，春風化雨育英才。
宣道精神信望愛，元喜師生創未來。

5D  梁恩泰同學及家長  冠軍

3C  葉淳一同學及家長  亞軍

5D  林卓菲同學及家長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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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夢展才

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各
種恩賜的好管家。

彼得前書4：10

Each of you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you have 
received to serve others, as faithful stewards of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1 Peter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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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生活營小五生活營

小五智慧此中尋小五智慧此中尋
基甸會派發聖經基甸會派發聖經

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

聖誕人物扮演活動
聖誕人物扮演活動

聖經問答比賽
聖經問答比賽

高小佈道會高小佈道會

小六畢業生祝福禮小六畢業生祝福禮

靈育貫穿生命教育靈育貫穿生命教育

我們相信：「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章6節）因此，
我們以聖經的真理作為教育的基礎，並以基督
的愛陶造生命。

我們重視靈育的栽培，通過堂校的協作，
學校舉辦不同的宗教活動，如：早禱、週會、
聖經課、節期崇拜、佈道會、學生團契、小五福
音營、小六畢業營、暑期聖經班、基督少年軍、
Awana、校友團契、教師團契、教師退修會、家
長團契及家長班等，以照顧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讓學生、家長、校友、教師一同得到造就，見證神
的恩典，彼此以生命影響生命。

盼望同學們能學效主耶穌，成為品格善良
正直而且明辨是非的人，行事為人討神的喜悅，
正如經上所記：「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
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2章52節) 

深願每一個「元喜小孩」蒙天父上帝祝福，
發揮天賦潛能，邁向豐盛人生！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小六畢業營小六畢業營
教育主日教育主日

我們的靈育我們的靈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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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育貫穿生命教育靈育貫穿生命教育

小一生命教育活動百日宴小一生命教育活動百日宴

小三生命教育活動小草你好小三生命教育活動小草你好

正向生命教育課程
正向生命教育課程

本校自2001年起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
務計劃」，學校由學生輔導主任及學校社工共同
推行各項的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活動，協助學
生全面成長。近年來，我們更致力發展一套校本
的正向生命教育。學校的三年計劃更以「營造正
向文化，共建愉快校園」為重點發展項目，積極推
動「生命教育」，在靈育的氛圍下進行品德培育
及紀律訓練，適切地關顧學生的情緒需要，並給
予輔導以滋潤學生的心靈，賞識學生正面行為，
當老師傳遞一種關懷感和自我價值感就可以正面
影響學生，支援學生建立健康的「自我概念」。

2019年，我們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推
行「元喜小子成長路」及「好心情@學校」微型計
劃的「元喜小孩」正向抗逆之旅，透過發展硬地
滾球、生命教育繪本等活動融入24個性格強項，
讓學生學習肯定自己。各級的「生命教育」活動更
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從而認識生命的意義，學
習珍惜和尊重。

本校深明家校合作的重要，因此舉辦親子生
命教育交流之旅，率領小三同學和其家長到訪台
灣，藉此認識台灣的生命教育工作及當地文化特
色，以配合校本生命教育的發展。

台灣親子生命教育之旅台灣親子生命教育之旅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小小親切運動小小親切運動

我們的生命教育我們的生命教育

小四生命教育活動小四生命教育活動
小雞蛋大行動小雞蛋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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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電子學習促進
善用電子學習促進同學間的互動同學間的互動

元喜鑑證專家元喜鑑證專家

在《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聚焦．深化．持續（2014）》文件
中，提倡教師應在學習過程中給予學生更多的機會與空間讓學
生自行探究、建構知識，透過鼓勵學生主動參與，發展獨立和
自主學習的能力。

就此，本校致力培育孩子自主學習，並以「優化校本課程，
貫徹學會學習」為學與教的關注項目，期望透過採用生動、有
趣的方法和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並建
立學會學習的能力。

在校園內，學校積極為孩子創設推動自主學習的氛圍，透
過自學挑戰站有趣、具挑戰性的題目設置，鼓勵同學更主動探
索；於小息時段開放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動腦天地)、科探室、遊
戲室等，提供更多富趣味的學習場景予學生參與；各科教師於
課堂上善用資訊科技、戲劇教育、高階思維訓練等不同的教學
策略，指導學生進行多元化的預習或延伸學習，從而掌握不同
的自主學習技巧，並透過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等與學生適時進行
學習反思，從而進行有效的自我監控及規劃。

為了更有效促進互動學習、提
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本校教師積極
參與校內外的培訓，從而善用資訊
科技讓學生建構知識。由2018年
度開始，透過「自攜平板電腦」計
劃於四年級的推展，按年遞增至本
年度於四、五年級推展。教師透過
優化校本課程，適時運用多元化的
學習平台，如Google Classroom、
Quizlet、Padlet、Nearpod等，配合
適切的課堂活動設計，強調學生從
「做」中學習，從而讓學習變得更具
挑戰、富趣味。

元喜自學大使成立了元喜自學大使成立了

小息自學挑戰站小息自學挑戰站

成功完成學習任務
成功完成學習任務

鑑證專家正為同學
鑑證專家正為同學

講解如何進行套取指紋
講解如何進行套取指紋

透過變色的試劑透過變色的試劑
了解食物的酸鹼度了解食物的酸鹼度

看看參與的鑑證專員多積極投入看看參與的鑑證專員多積極投入

趁着小息努力思考挑戰難題趁着小息努力思考挑戰難題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電子學習電子學習

課程發展課程發展



7777

資優室內總聚集了一班「扭計」王
資優室內總聚集了一班「扭計」王

同學們都爭相分享同學們都爭相分享
自己的解題方法自己的解題方法

校長與一眾老師一同
校長與一眾老師一同參與STEM中層管理課程

參與STEM中層管理課程

本校數學校隊本校數學校隊
專注進行訓練專注進行訓練

為了促進學與教，同工們都積極進修為了促進學與教，同工們都積極進修

初小圍棋普及課程初小圍棋普及課程

English DramaEnglish Drama

本校辯論隊於全港公開賽本校辯論隊於全港公開賽
再次獲得優異成績再次獲得優異成績

同工們一同參與學與教博覽同工們一同參與學與教博覽

在推動第一層的資優教育課程中，學校除
了在初小推行圍棋普及課程外，因應不同班別
的學習情況，不同科目均會提供增益課程，並
透過適切的延伸學習任務，發展學生高層次的
思考。

本年度學校新增設的自學挑戰站、元喜鑑
證科的小息活動，期望透過招募在不同學科表
現優秀的學生，讓其在服務學習中盡展所長；
此外，於課堂外，學校亦積極提供不同的拔尖
培訓，如辯論隊、英語話劇、科學探究班、圍棋
班及各學科拔尖班等，推行第二層的資優教育
課程。

透過教師推薦、鼓勵個別學生參與香港資
優學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等，
好讓學校能更對焦地為相關學生提供參與校
外培訓及比賽的機會，發揮其優異的潛能。

資優教育資優教育 課程發展課程發展

教師們正參與戲劇教育培訓
教師們正參與戲劇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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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文三語兩文三語

普通話普通話

中 文中 文

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大都會，本校以「兩文三語」為目標，致力培育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在
課堂內外營造豐富的中英文語境，讓「元喜小孩」可以中英兼擅，能書寫通順的中、英文，操流利的粵
語、普通話和英語，提升競爭力，裝備成為新一代人才。

隨着新課程的推行，中文科除了培養學生的讀寫聽說四大範疇等能力外，近年本校亦通過「以
普教中」、「圖書導讀」、「戲劇教育」、「高階思維」、「電子學習」、「自主學習」等教學策略，以提升
「元喜小孩」的自學能力、批判思維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等。

中國文化日攤位中國文化日攤位

齊來找出賀年祝頌語齊來找出賀年祝頌語 自主學習示範課自主學習示範課

週四普通話日週四普通話日

普通話大使普通話大使

本校辯論隊於全港公開賽上
本校辯論隊於全港公開賽上雄辯滔滔雄辯滔滔

普通話大使普通話大使
與同學暢談普通話與同學暢談普通話

同學們可自行透過同學們可自行透過

普通話板進行自學活動普通話板進行自學活動

小二以普教中示範課小二以普教中示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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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consistently striv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and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high quality 
language in varying forms. To immerse our 
students in an English-r ich environment, 
various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throughout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On special Fridays, 
different topics and themes, such as animal 
habitats, weird weather and film genres, are 
being explored. English Fun Day and Day Camp 
in June and July have become the school’s 
highlight every year.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day camp focused on drama and STEM. The 
students had fun and valuable experiences.

兩文三語兩文三語
EnglishEnglish

Scrabble is funScrabble is fun

English ambassadors demonstrating the gameEnglish ambassadors demonstrating the game

The Happy Prince by the English Drama Team
The Happy Prince by the English Drama Team

Chinese New Year is a time to dress upChinese New Year is a time to dress up

Forming sentences with words
Forming sentences with words

Students chat in English on special FridaysStudents chat in English on special Fridays

Time to show our friends what 
Time to show our friends what vocabulary we knowvocabulary we know

English Fun Day 2019

Chinese New Year 2020

English Activities



8080

兩文三語兩文三語

作家訪校 小讀者喜上眉梢作家訪校 小讀者喜上眉梢

英語大使也來分享故事英語大使也來分享故事

延伸閱讀--學習詩歌
延伸閱讀--學習詩歌午讀時間 學生沉醉在書本中午讀時間 學生沉醉在書本中

閱讀大使為一年級同學演繹故事閱讀大使為一年級同學演繹故事

閱 讀閱 讀
在培訓學生的語文能力上，「閱讀」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多

年來，學校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除了購置課
室中、英文廣泛閱讀圖書供學生在課餘時間閱讀外，更與中、英
文科協作，精選優質語文讀物為「必讀書目」，以提高學生的語
文能力。

除此之外，學校透過閱讀獎勵計劃及多元化的圖書活動鼓
勵閱讀，推動閱讀風氣，並藉「閱讀大使」培訓加強中、英語文
的表達能力。

「元喜小孩」從小沉浸在浩瀚書海中，受閱讀的薰陶，必定
能在語文學習上打好穩固的基礎。

老師故事小茶座 加強師生交流老師故事小茶座 加強師生交流

學做皮影戲學做皮影戲

「元喜小孩」愛閱讀，也樂於分享
「元喜小孩」愛閱讀，也樂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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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STEM教育
元喜STEM創客教育

面對智能化、科技日新月異的未來，學校應如何發展優質教育使我們的孩子能及早裝備好自己，
提升競爭力呢? 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早在2010年指出「一個國家成功與否取決於其在世界中的創新
作用，這依賴今天如何教育我們的學生，尤其是在 STEM 這個學習領域上」；根據香港教育局2015
年《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中指出，學校發展資訊科技教育期望能促進學生善用科技及資
訊科技能力，提升他們的自主學習、解難、協作、計算思維的能力，加強創意、創新，甚至創業精神，
並培育他們成為具操守的資訊科技使用者，以達致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本校透過數學、常識及資
訊科技三個不同學科的跨科協作，以統整課程、專題研習、多元智能課及拔尖聯課活動的方式推動校
本STEM教育及創客教育的發展，期望培養出富創意、有勇氣動手解難的「元喜小孩」。

同學在全港小學家居環保裝置設計同學在全港小學家居環保裝置設計
比賽2019獲得入圍獎及優異獎比賽2019獲得入圍獎及優異獎

小心翼翼地動手製作
小心翼翼地動手製作

資訊科技課 - 低年級同資訊科技課 - 低年級同
學正學習Scottie Go編程學正學習Scottie Go編程

「創樂作樂」聯課活動 - 「創樂作樂」聯課活動 - 
學習接駁電線學習接駁電線

資訊科技課 - 低年級同學資訊科技課 - 低年級同學
正學習控制Blue-Bot機械人正學習控制Blue-Bot機械人

Microsof t教育地區總監Mark Chaban於2016
年曾提出現今 學 生 應 具有五種的基 本能力以面 對
未來的工作，稱之為「5C」，即: Communicat ion、
Collaboration、Crit ical Thinking、Creativity 及 
Computational Learning(Thinking)。本港教育局亦早
於2015年發表的《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
報告中建議小學將Coding程式編寫加入資訊科技科
課程，以培養學生的CT運算思維。有見及此，本校近
年重新整合校本資訊科技科課程，於各年級加入編程
課，從低小學習Blue-Bot機械人、ScratchJr到高小學習
mBot、micro:bit及Scratch，培養學生的運算思維及創
意解難能力，為面對科技主導的未來作好準備。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創樂作樂」聯課活動 - 「創樂作樂」聯課活動 - 
學習使用不同工具學習使用不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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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思想普遍認同「書到用時方恨少」，卻不知
道時下主流認為「書到用時問Google」。面對科技
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以及不斷地湧現的新知識，保
有學習的熱誠及學會學習的技能，比學會知識本身
更為重要。時下教育制度及課程之中有大量「大眾」
認為「有用」的知識，但對於年紀小小、欠缺實踐機
會的小學生而言，這些知識卻是「得物無所用」。面
對乏味卻又大壓力的學習，幼小的他們或會失去學習
的熱誠，甚至討厭學習。本校近年致力推行STEM教
育，每年籌辦別具特色的「全方位學習」活動，透過
生活中的難題、有趣的學習經驗，吸引學生主動學習
不同的知識，並給予他們實踐的機會。我們不但期望
做到讓學生「學以致用」，把學到的知識應用於不同
情境，更希望培育到他們「用以致學」，他日需要用
到父母、學校都沒有教過的知識的時候，仍能自主地
學習並解決問題。     

常 識常 識

STEM教育STEM教育

學生體驗頻率與共振學生體驗頻率與共振

學生體驗摩擦力與慣性
學生體驗摩擦力與慣性

水火箭水火箭

牛奶放煙花牛奶放煙花

自製玩具 陀螺王大賽自製玩具 陀螺王大賽

 環保氣球車 環保氣球車

自動小遊艇自動小遊艇

學生學習飛盤的原理學生學習飛盤的原理
及體驗飛盤活動及體驗飛盤活動

護園兵團護園兵團
自製環保告示牌自製環保告示牌

「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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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STEM教育

為回應社會轉變中的需要、科學和科技的急速發展，本校數學課程正朝
著優化學生的學習進程和配合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發展焦點的方向發展。

本校數學科透過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和自主學習，並採用適當的學與
教資源，例如教科書和電子資源；運用適當的評估工具，例如「學生評估資源
庫」（STAR），協助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和「作為學習的評估」。安排多元
化學習活動，例如量度活動、數學閱讀和建基於數學課題而綜合其他學習領域
相關學習元素的活動。目的是培養學生構思、探究、推理、傳意、建立和以數學
方式解決問題，以及從美學和文化角度欣賞數學的能力。

數 學數 學

利用平板電腦利用平板電腦
進行數學遊蹤進行數學遊蹤

他們都是認真的小測量師
他們都是認真的小測量師

學生體驗白努利定律

學生體驗白努利定律

自製暖包自製暖包

非牛頓流體非牛頓流體

變色晚餐變色晚餐

指紋鑑證指紋鑑證

除了紙上談兵，還要動動手除了紙上談兵，還要動動手

同學們設計的創意遊戲真好玩
同學們設計的創意遊戲真好玩

CSI元喜鑑證科

魔力橋活動魔力橋活動
訓練同學的思考能力訓練同學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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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學生以3D筆發揮創意~樂在其中學生以3D筆發揮創意~樂在其中

學生及家長在家長日到視覺藝術學生及家長在家長日到視覺藝術
教室參觀學生作品展覽教室參觀學生作品展覽

一年級已開始有分組合作的課題一年級已開始有分組合作的課題

參加一年一度的大型藝術活動參加一年一度的大型藝術活動
「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

六年級有大型的雕塑創作
六年級有大型的雕塑創作

製作雕塑，配合位置及製作雕塑，配合位置及
角度，表達「錯視」效果。角度，表達「錯視」效果。

學生以平板電腦創作
學生以平板電腦創作

學習動畫原理學習動畫原理
為本科課程的特色之一為本科課程的特色之一

學生於課堂專注創作
學生於課堂專注創作

視藝科的校本課程是以傳統藝術媒介為本，並陸續加入新
興藝術媒介，包括以平板電腦繪畫、學習3D立體軟件的應用及列
印、攝影及動畫製作，以及STEM元素等⋯⋯務求與時並進。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在音樂及視藝之發展，課程上兼備知識及技巧之傳
授、創意及情意之培養，目的旨在使他們對藝術產生興趣，進而追求生活上的
美和善，豐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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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隊獻奏中樂隊獻奏

載歌載舞的演出載歌載舞的演出

畢業生器樂合奏畢業生器樂合奏

直笛小組獲友校邀請表演直笛小組獲友校邀請表演

畢業生器樂伴奏畢業生器樂伴奏

愉快的校園愉快的校園

歌詠組-聯校音樂大賽歌詠組-聯校音樂大賽

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音 樂音 樂

手鐘隊手鐘隊歌聲、笛聲伴成長
歌聲、笛聲伴成長

畢業了！唱出我不捨的心聲畢業了！唱出我不捨的心聲

本校音樂科透過不同種類的音樂活動，如歌唱、聆
聽、樂器彈奏和創作等，使學生感到快樂、享受和滿足，並
培養學生喜愛音樂的興趣，提高他們自律、表達、專注和
協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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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體育運動
近年，本校體育科積極推動多元化的體育活動，配合各項體

育活動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於體育課堂中更加入不同的新興
運動，增加學生的見識。本校亦積極與外間運動機構合作，舉辦
各類型的體育活動，讓學生增廣見聞，例如：奧妙運動園計劃、動
感校園計劃等。

「燃奧夢．覓新星」活動「燃奧夢．覓新星」活動

「挑戰自我，健體展能」活動「挑戰自我，健體展能」活動

陸運會-同學盡力拼陸運會-同學盡力拼

動感校園計劃-田徑動感校園計劃-田徑

2018-2019年2018-2019年
足球小將校園推廣足球小將校園推廣

動感校園計劃-躲避盤動感校園計劃-躲避盤

與愉園足球隊運動員進行交流與愉園足球隊運動員進行交流

動感社區-親子躲避盤興趣班
動感社區-親子躲避盤興趣班

1819動感社區1819動感社區
遇上香港精英運動員遇上香港精英運動員

奧妙運動園計劃-奧妙運動園計劃-
學生進行不同類型的測試學生進行不同類型的測試

以了解自己適合選擇的運動以了解自己適合選擇的運動

與現役香港體操代表隊運動員與現役香港體操代表隊運動員
石偉雄先生進行交流石偉雄先生進行交流



8787

多才多藝多才多藝
運 動運 動

棍網球隊棍網球隊 乒乓球校隊乒乓球校隊

花式跳繩班花式跳繩班

跆拳道班跆拳道班

足球興趣班足球興趣班

足毽校隊班足毽校隊班

足球校隊足球校隊

籃球訓練班籃球訓練班

體操班體操班

羽毛球班羽毛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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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學 術

趣味普通話班趣味普通話班

辯論隊辯論隊

六頂思考帽子課程六頂思考帽子課程

自主識字班自主識字班

中文寫作技巧中文寫作技巧班班

奧數奧數班班

普通話集誦隊普通話集誦隊

多才多藝多才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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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擊樂敲擊樂班班

基督少年軍人才濟濟基督少年軍人才濟濟 童軍1460旅旅慶童軍1460旅旅慶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藝 術藝 術

多才多藝多才多藝

中樂團中樂團

笛子班笛子班 揚琴班揚琴班手鐘隊手鐘隊
簡筆畫班簡筆畫班

舞蹈組舞蹈組

小提琴班小提琴班

琵琶琵琶班班

二胡班二胡班

柳琴柳琴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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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誦朗 誦

音 樂 音 樂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彪炳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彪炳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 冠軍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 冠軍
一、二年級粵語集誦隊 - 亞軍一、二年級粵語集誦隊 - 亞軍
一至三年級英詩集誦隊 - 季軍一至三年級英詩集誦隊 - 季軍

陳君堯同學、林沛賢同學陳君堯同學、林沛賢同學
榮獲水晶盃榮獲水晶盃

傑出人才大獎(2017)傑出人才大獎(2017)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隊-亞軍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隊-亞軍
呂雨晴同學在第十屆「中華挑戰盃」呂雨晴同學在第十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中獲得普通話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中獲得普通話

獨誦多個獎項獨誦多個獎項

同學參加「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同學參加「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
流大賽（2017 ）得獎豐盛流大賽（2017 ）得獎豐盛

高級歌詠隊榮獲「香港聯校音樂高級歌詠隊榮獲「香港聯校音樂
大賽2016-小學合唱(高級組) 」金獎大賽2016-小學合唱(高級組) 」金獎

及「香港學校音樂教堂音樂 及「香港學校音樂教堂音樂 
(外文歌曲)」亞軍(外文歌曲)」亞軍

手鐘隊獲得香港聯校手鐘隊獲得香港聯校
音樂大賽2016音樂大賽2016

手鈴及手鐘金獎手鈴及手鐘金獎

在「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9」在「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9」
初級歌詠組及高級歌詠組均獲銀獎初級歌詠組及高級歌詠組均獲銀獎

初級歌詠組獲得初級歌詠組獲得
「第70屆學校音樂節」季軍及「第70屆學校音樂節」季軍及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8」銅獎「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8」銅獎

直笛小組在「香港聯校音樂大賽直笛小組在「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19」分別獲得小學組牧童笛合奏、 2019」分別獲得小學組牧童笛合奏、 

牧童笛小組合奏金獎奬牧童笛小組合奏金獎奬

梁健遵同學榮獲第二十四屆梁健遵同學榮獲第二十四屆
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冠軍及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冠軍及

2019全港兒童少年音樂大賽金獎2019全港兒童少年音樂大賽金獎

黎子源同學勇奪 黎子源同學勇奪 
2015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節2015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節
鋼琴蕭邦圓舞曲組冠軍及鋼琴蕭邦圓舞曲組冠軍及

16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16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al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al 

Round 金獎Round 金獎

元喜精英元喜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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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蹈 舞 蹈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梁希雯同學榮獲梁希雯同學榮獲
2018-19年度教育局2018-19年度教育局

小學生視覺藝術小學生視覺藝術
創作展銀獎創作展銀獎

舞蹈A組榮獲第55屆 舞蹈A組榮獲第55屆 學校舞蹈節比賽優等獎學校舞蹈節比賽優等獎

梁希雯同學得獎作品梁希雯同學得獎作品
「雨中的途人」「雨中的途人」

舞蹈BC組榮獲第55屆 
舞蹈BC組榮獲第55屆 

學校舞蹈節比賽甲級獎
學校舞蹈節比賽甲級獎

舞蹈C組榮獲舞蹈C組榮獲
第54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第54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級獎甲級獎
第52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優等獎第52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優等獎

舞蹈-「我的小板凳」舞蹈-「我的小板凳」

舞蹈B組榮獲第54屆 舞蹈B組榮獲第54屆 
學校舞蹈節比賽甲級獎學校舞蹈節比賽甲級獎

陳樂妍同學和陳樂蕎同學
陳樂妍同學和陳樂蕎同學榮獲香港校際榮獲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2018年度

體育舞蹈錦標賽2018年度全年總冠軍全年總冠軍

向芷欣同學榮獲2014-15
向芷欣同學榮獲2014-15

年度教育局小學生 
年度教育局小學生 

視藝作品展金獎
視藝作品展金獎

舞蹈A組榮獲第36屆
舞蹈A組榮獲第36屆

沙田區舞蹈比賽金獎
沙田區舞蹈比賽金獎

謝清樺同學作品謝清樺同學作品
「眼鏡中的世界」「眼鏡中的世界」

榮獲2017-18年度教育局榮獲2017-18年度教育局
小學生視藝作品展銀獎小學生視藝作品展銀獎

元喜精英元喜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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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喜精英元喜精英
體 育

足球隊在2019全港小學校際足球隊在2019全港小學校際
五人足球比賽勇奪亞軍五人足球比賽勇奪亞軍

足球隊在2019傑志盃足球隊在2019傑志盃
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挑戰賽勇奪亞軍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挑戰賽勇奪亞軍

第23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第23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2019-成績彪炳2019-成績彪炳

傑出足毽運動員充滿喜悅
傑出足毽運動員充滿喜悅

足球隊勇奪2019全港足球隊勇奪2019全港小學足球邀請賽碟賽冠軍
小學足球邀請賽碟賽冠軍

葉瀚文同學獲得葉瀚文同學獲得

2019香港棒球總會
2019香港棒球總會

全港棒球青少年聯賽
全港棒球青少年聯賽

(U11組別)亞軍(U11組別)亞軍

足球隊在2019足球小將足球隊在2019足球小將
7人挑戰賽(小學組)勇奪碟賽亞軍7人挑戰賽(小學組)勇奪碟賽亞軍

第62屆體育節2019香港足毽邀請賽金獎第62屆體育節2019香港足毽邀請賽金獎

我校獲得2018-19沙田區學界田徑比我校獲得2018-19沙田區學界田徑比
賽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賽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我校在2017 -  18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我校在2017 -  18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
籃球比賽勇奪季軍籃球比賽勇奪季軍

黃興泰同學獲頒傑出運動員獎黃興泰同學獲頒傑出運動員獎
王約曦同學獲頒神射手獎王約曦同學獲頒神射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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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喜精英元喜精英
體 育

話 劇話 劇

小演員在話劇比賽獲得傑出合作獎小演員在話劇比賽獲得傑出合作獎
我校在2018-2019香港學校戲劇節我校在2018-2019香港學校戲劇節

獲得傑出合作獎獲得傑出合作獎

簡君穎同學和簡珈晴同學
簡君穎同學和簡珈晴同學是我校的小飛魚

是我校的小飛魚

葉康楠同學和葉康楠同學和
葉康晴同學 葉康晴同學 

同獲2018 ISI SKATE 
同獲2018 ISI SKATE 

HONGKONG FESTIVAL 
HONGKONG FESTIVAL 

WALK GLACIER冠軍
WALK GLACIER冠軍

葉康楠同學葉康楠同學
榮獲2019榮獲2019

ISI GLACIER OPENISI GLACIER OPEN
 BASIC CHALLENGE 冠軍 BASIC CHALLENGE 冠軍

林峻銘同學榮獲林峻銘同學榮獲第十九屆卓嘉速度單車
第十九屆卓嘉速度單車線滾軸溜冰公開賽線滾軸溜冰公開賽250米及125米冠軍375米亞軍

250米及125米冠軍375米亞軍

方紫喬同學方紫喬同學勇奪2019全港公開青少年
勇奪2019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季軍乒乓球錦標賽季軍

乒乓球隊在2019聯校乒乓球隊在2019聯校
乒乓球邀請賽榮獲團體全場亞軍乒乓球邀請賽榮獲團體全場亞軍

棍網球隊在第三屆棍網球親善盃勇奪冠軍棍網球隊在第三屆棍網球親善盃勇奪冠軍

2019沙田區學界游泳比賽勇奪女子甲組2019沙田區學界游泳比賽勇奪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乙組團體季軍、丙組團體殿軍團體亞軍、乙組團體季軍、丙組團體殿軍

何梓謙同學榮獲2020年 
何梓謙同學榮獲2020年 沙田武術錦標賽沙田武術錦標賽男子拳術組南拳第一名
男子拳術組南拳第一名男子短兵器組刀術第一名

男子短兵器組刀術第一名

棍網球隊在棍網球校際盃2019棍網球隊在棍網球校際盃2019
（小學組）勇奪亞軍（小學組）勇奪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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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此外，學校更與家長教師會攜手合作，推動
師生與親子參與不同的服務學習活動。目前，已
超過150位家長熱心投入校內和校外的義務工
作，如：親子閱讀園地故事姨姨、午膳姨姨、親子
義工探訪長者活動等，讓校園的關愛的文化延展
至社區，為他人帶來祝福。

學校推行「照亮別人 飛躍校園」服務學習
計劃，設有14個服務團隊，如：升旗隊、風紀、圖
書館服務生、校車車長、普通話大使、大哥哥大
姐姐、英語伴讀大使等……全校超過一半學生能
按自己的特質於不同的崗位上服務同學，實踐耶
穌基督「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愛人精神。通過
服務學習，學生不但能有機會運用自己的恩賜，
更能培養出作為學生領袖堅毅不屈的精神。

風紀團隊風紀團隊
童軍協助升旗儀式童軍協助升旗儀式

兒童議員走入社
區，與區議員會

面
兒童議員走入社

區，與區議員會
面

服務生就職禮服務生就職禮

公益少年團探訪老人家大合照公益少年團探訪老人家大合照

風紀協助小一適應課程風紀協助小一適應課程

英語伴讀大使
英語伴讀大使

兒童議會為
同學服務

兒童議會為
同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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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學校配合不同年級的課程，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參觀和
戶外學習等，讓同學有機會走出課室，進入實際的環境中學習。這些寶貴的親身體驗，實在有助同學
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參觀活動

2018年2018年小六參觀「立法會」
小六參觀「立法會」

2019年小三參觀「綠在沙田」
2019年小三參觀「綠在沙田」

製作環保酵素製作環保酵素

2019年2019年
 小二參觀「田心消防局」 小二參觀「田心消防局」

2019年2019年
小五參觀「太空館」
小五參觀「太空館」

2018年小四參觀「展城館」
2018年小四參觀「展城館」及海港工情90周年展覽

及海港工情90周年展覽

2019年小一參觀2019年小一參觀
「香港動植物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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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戶外學習日

2019年小一、小二2019年小一、小二
保良局賽馬會保良局賽馬會
大棠渡假村大棠渡假村

2016年2016年
小一、小二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小一、小二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2017年小一、小二2017年小一、小二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在大棠觀賞錦鯉在大棠觀賞錦鯉

2015年小五、小六麥理浩夫人渡假村2015年小五、小六麥理浩夫人渡假村

2015年小二、小三西貢戶外康樂中心2015年小二、小三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切磋康樂棋切磋康樂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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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戶外學習日

2015年小一、小四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2015年小一、小四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在海洋公園乘坐小火車
在海洋公園乘坐小火車

2016年小三至小六挪亞方舟2016年小三至小六挪亞方舟

2017年小三至小六
2017年小三至小六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2018年全校遊覽海洋公園2018年全校遊覽海洋公園

2019年小五、小六鶴藪郊野公園
2019年小五、小六鶴藪郊野公園

2019年小三、2019年小三、
小四浸會園小四浸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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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出發向世界出發

在韓國穿韓服體驗在韓國穿韓服體驗

馬來西亞三輪車馬來西亞三輪車

新西蘭-熱帶雨林
新西蘭-熱帶雨林

新加坡-魚尾獅公園新加坡-魚尾獅公園

韓國-首爾能源夢想中心韓國-首爾能源夢想中心

為了擴闊同學視野，增廣見聞，學校舉辧不同的境外交流活動，讓同學跳出香港，向世界
出發。我們曾走訪的地方包括：中新西蘭、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沖繩、大阪、北京、上海、
西安、杭州……我們除了親身體驗各地的文化特色外，我們還探訪當地的學校，與當地的學生
進行交流活動，實在獲益良多。

台灣藍染生命教育活動台灣藍染生命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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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出發向世界出發

在日本大阪穿和服體驗
在日本大阪穿和服體驗

上海璀璨的夜景 上海璀璨的夜景 

中國北京天壇公園中國北京天壇公園

中國廣州-中式建築
中國廣州-中式建築

中國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中國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中國東莞-圖書館中國東莞-圖書館

中國杭州-世界文化遺產
中國杭州-世界文化遺產

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
日本沖繩-海洋博紀念公園日本沖繩-海洋博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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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出發向世界出發

在馬來西亞學習木屐製作在馬來西亞學習木屐製作

與上海同學切磋棋藝
與上海同學切磋棋藝

與西安同學互相認識與西安同學互相認識

與杭州的同學一起上課及交流
與杭州的同學一起上課及交流

與沖繩同學一同遊戲與沖繩同學一同遊戲

與南京同學一同運動與南京同學一同運動

與新加坡同學交換紀念品與新加坡同學交換紀念品

與南京的同學分享交流與南京的同學分享交流



同學心聲6B黎雋杰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就到了學校三十五周年校慶了，我有幸再次見證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記得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學校剛好是三十周年校慶，當時我還觀看了三十周年校慶匯演《傳・頌．
愛》。現在我已經讀六年級了，正好也是遇上了學校建校三十五周年。 

　　最近這幾年，學校發生了很多變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課程，如：STEM 教
育﹑電子教學和正向教育等。隨着時代的進步，新增的課程都是當今小學生必須
要學的新知識，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課程。

　　為慶賀學校創立三十五年，學校舉辦了一系列的校慶活動。讓我最難忘的
活動則是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霓彩迷蹤》。我有幸參與了這次的校慶音樂
劇表演，在音樂劇中我飾演了兩個角色。在整個音樂劇表演中，讓我學到了團
隊合作的重要性，也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意義。

　　最後，我要感謝校長和老師們對我們的關心與愛護。有了你們的愛 與付
出，我們才能在舒適的環境中愉快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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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心聲 6A李夢霖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我校已經創立三十五年了。在這些年來，我校桃李滿門，培養了一批
又一批的優秀人才。這些師兄師姐在社會上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為母校爭光。而在三十五周年校慶裏，我
最難以忘懷的可說是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了。 

　　我感到十分榮幸能夠成為一名表演生參與在一個隆重而大型的音樂劇。為
了音樂劇可以順利並精彩地演出，我已經從暑假開始排練了。一開始的排練過程
困難重重，我們當時就像走在黑暗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幸好，老師循循善誘地
勉勵我們要排除萬難，就如一盞明燈為我們指引着光明的道路，令我們再次振作
起來，專心致志地排練。

　　經過同學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苦練後，我們當晚的演出獲得巨大的成功。當
我站在台上望着人山人海的台下時，每一位觀眾都是對着我們微笑的。雖然在排
練的過程中，我們都十分疲倦，並承受着一定的壓力。但看到他們的微笑，我心中
的壓力一掃而空，令我覺得我所付出的時間和汗水都是值得的。還有，我們的表演
能夠圓滿結束，是因為台前幕後的每一位工作人員以及老師們都竭盡所能，做到最
好，他們那種努力不懈的精神真值得我學習。 

　　校慶前，學校建設了一個遊戲室，裏面有一些智力的遊戲和遊樂設施，令同學
可以在學習中增加遊戲的環節，提高學習的效能。這可說是三十五周年的獻禮呢！

　　最後，我祝願母校人才輩出，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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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心聲
5A Coby Lau Hoi Ching

Happy birthday! I am happy about the 35th anniversary. Every time I hear the school song, the 
memories of the days in this school flash through my mind: ‘We stand with one true mind to strive for 
knowledge to the full and Bible truth remind.’ Our school provide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o 
show ourselves and to learn about God.

Thank you so much to our principal and all the teachers. You patiently teach us. When we don’t 
understand, you explain to us step by step. You also take care of us and care for us. You always 
chat with us at recess. You make us happy and our school days enjoyable. You also provide us with 
opportunities to join different exchange trips. We have widened our horizons.

Thank you to all the classmates. You are all very kind and caring. We play together and learn 
together. You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 We chat together happily. When I am sad, you comfort me. 
You play with me every day too.

Thank you my dear school for giving us a great learning environment. 
It is a place full of knowledge. We have big classrooms, Campus TV, a 
computer room and the planting garden. I love our library most, which has 
more than ten thousand books. I enjoy reading and learning  there. The 
resources also help us to improve our knowledge. The computers assist 
us as a tool for learning.  All these resources shape a wonder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enable us to learn. 

I hope everyone and CAHCC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and stay true to 
what is said in our school song — ‘on truth we learn in our youth, proclaim 
the Gospel and bring blessings to all mankind.’ I wish God’s grace will be 
with CAHCC forever.

　　
同學心聲6B鄭可悠

　　不知不覺間，神已經帶領學校三十五年了。

　　有時經過一樓走廊，看見簡介學校歷史的展板，我的雙腳總會停下來，
看看我校的歷史。看見學校由當年連校舍都沒有，去到今天發展成一所神人
共悅，設施齊全，收生眾多的學校，實在令人鼓舞。能夠走到第三十五年，真
的十分不容易。所以在此，我希望向校長丶眾多位老師表示最深的敬意。作為
一位學生，我當然也希望為三十五周年校慶活動出一分力，與大家一起見證這
個輝煌的里程碑。

　　因此，我參加了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霓彩迷踪》。這個活動不但擴
闊了我們一班表演生的眼界，還令我真切地體會到什麼是「台上一分鐘，台下
十年功」的道理。表演的整個排練過程由暑假開始，我們由七月起就要頻頻回
校排練。起初，我們就像一盤散沙，既沒有團隊精神，又不懂舞台技巧，但是隨
着練習的次數增加，我們的演技也越來越純熟了，整個表演不但似模似樣，觀
眾們也認為我們能演出神髓呢！

    現在回想起那段雖然辛苦但是充滿歡樂的日子，心頭一陣酸酸的，眼眶也好像快要決堤了……不過，
我深信那個精彩的表演 — 我們努力的成果會長留在觀眾的回憶之中。

    最後，我謹祝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歲生日快樂，繼續培育更多人才，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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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心聲6B Lau Siu Fung
In the 35th anniversary school musical, I was the actor of ‘The Dark Lord’, an evil sinister 

character in the story who wanted to take away all colours from the world and replaced them with 
pitch black. However, he was soon defeated by the four angels known as Gabriel, Michael, Raphael 
and Uriel.

I rehearsed a lot and spent countless hours on the training, in order to reach perfection while 
performing. I must admit that in the end, it was all worthwhile. Some might think it was just like a 
short simple act under the spotlight, but behind the scenes there was a lot of hard work, sweat and 
commitment. The practice took way more time than the show itself. But,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 all 
paid off in the end.

I am grateful to my parents for supporting me in the performance. In 
fact,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put in such effort and hard work. Teachers, 
actors and actresses, we all did, especially our teachers. All the special 
effects, lighting, backdrops, music and costumes were all organized by our 
teachers, to such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From thi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ve learnt that “success is the 
result of self-belief, hard work, learning from failures, loyalty,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and persistence.’’ If you set goals which you want to achieve, you 
must go after them with full determination or you will be like a ship that has 
set sail with no destination. If you achieve your goals, you will soon find out 
the prize will take you to places that amaze you in the best way.

校友心聲
林匯希老師 2007年畢業生

　　追夢的路，永遠不是容易，但往往在過程中，會經歷不少神的恩典。 

　　我從小就想當一位老師，因為媽媽是一位老師，自己也想好像媽媽一樣教好每一個小朋友。感恩我在
小學六年裡，遇到很多位用心教學、悉心栽培學生的老師，每一位也是我現在為人師的好榜樣，每一位的
教誨也令我繼續堅持着自己的夢。還記得小五生活營，班主任很用心寫了一張書籤給我，鼓勵我堅持自己
的夢想，遇到困難也要迎難而上。到現在我仍保存着這書籤，也不時寫書籤去鼓勵我的學生。老師對我的
關懷，成為了我現在關懷我學生的好榜樣。

　　除了老師的愛激勵了我，他們給我的認同也令我更有動力去追求自己的夢想。無論是當年有幸被選成
為風紀隊長，或是參加「兒童議員」計劃，學做一個議員，當中老師對我的認同令我更有自信，推動自己做
得更好。還記得當年我也時常扮做老師，學老師出題目、出試卷，我更將自己出的題目給老師看，老師事
後更用來給全班同學一起作練習之用，當時令我越來越有自信，越來越想長大後成為一位真正的老師，出
真正的試題給我的學生做，令他們進步。這一切林林總總的經歷也令我找到自己，確立我自己的夢想。

　　如今，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當天，老師成為了我的榜樣、我的明燈，今天我也要把這份愛傳出去，成
為別人的榜樣、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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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胡家豪牧師 1987年畢業生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
們。』撒母耳記上7章12節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進入千禧之年，從創校至今，神的恩典一直眷顧母校，如經文所記，撒母耳
在一個時代上的總結 — 『以便以謝』就是『一直到此地，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恩典處處從不缺乏。

　　從學校走到教堂，恩典更形影不離，時代交替日轉星移，上帝的時代依然
是上帝的時代，眼看雖然改變，實底卻從未轉變，在教學與福音並駕齊驅的
屬靈傳統下，期望母校再創新的里程碑，更多經歷神的恩典，繼續跑這恩典之
路！

　　由衷感恩為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三十五周年祝賀，深願上帝的應許與賜福，
常與眾師生同在，不繼建立影響生命的教學佳績！

校友心聲趙慧德牧師 1989年畢業生

　　於陳元喜小學畢業多年，沒想過現在有幸因兒子的緣故，能與母校以另一種方式再續前緣。

　　還記得當兒子第一次唱校歌給我聽時，我才驚覺原來自己能一字不漏地與他一同背誦校歌，可見小學
所學的東西能在一個人心裡留下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很感恩上帝昔日讓我在陳元喜讀書，讓我在一所充
滿愛和重視全人教育的學校成長，造就了今天的我。

　　倘若你問我：陳元喜小學如何造就了我的生命？首先亦是最重要的，就是她將我帶到耶穌 基督的面
前，告訴我何謂愛、何謂盡力學習，最重要的，是教導我學會凡事謝恩。這些生命中重要的素質，是透過
老師們每天的言傳身教，並他們在教學上的用心傳遞出來。另外，我在陳元喜得到最大的禮物，莫過於老
師幫助我發掘自己的潛能。我是在小學階段發現自己很喜歡表現藝術的，這是因為學校提供了很多平台和
學習的空間，讓我能在不同的活動中發現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朗誦、跳舞、音樂、話劇、講故事、司儀……
等等，我都一一有機會參與，以致今天我能用這些能力，學習欣賞和享受生命和世界的美善，上帝更
讓我用這些能力去事奉祂、服侍眾教會。

　 　 「感恩述愛，創夢展才」。是的，陳元喜的老師確 實
本著基督的愛，努力實踐上帝託付給他們的教育使命，讓
每個在上帝眼中獨一無二的孩子，綻放出生命無限的夢想
和色 彩，並一代一代 承傳 下去，就好 像我 和我兒子，還有
後來千千萬萬的生命。願上帝繼續祝福陳元喜及其中所有
師生家長，能在香港或世界不同的地方，貢獻社會、造福人
群、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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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羅堃尉校友 2003年畢業生

　　時光飛逝，歲月如梳，不經不覺我已離開母校多年了。還記得初小時，拖著照顧我的嫲嫲的手，替我
背著沉重的書包，每天繞著長長樓梯拾級而下，總是帶著一絲睡意來到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的校門外。當
清澈響亮的鐘聲蕩漾在整個校園時，每天充實又忙碌、哈哈笑聲、吵吵鬧聲充斥在課室裡，就這樣一點一
滴成為我的回憶。

　　猶記得從初小起，便報名參加了學校的中國舞蹈組。而每星期的練習都是我最渴求等待來臨的日子。
雖然，訓練的過程有痛有淚，但能代表學校參加不同的舞蹈比賽，心情總是莫名的興奮。花花碌碌的舞衣
(註﹕部份的舞衣仍保存至今)、不同的妝容、等待出場的一刻、演出時的緊張、期待成績公布的剎那，如今
回想起仍仿如昨天的經歷。

　　團體舞讓我深深領略到合眾人之力，向著共同的目標達成，絕不是容易的事。但 無論成敗得失，大
家總是共同面對，互勉互勵。舞蹈令我成長，直至我入讀了中學及大學後，仍鍾情於不同的舞種，不斷演
出及比賽。或許這樣，使我有豐富的舞台經驗，不怕面對群眾、鏡頭，這一切的學習均有助於我踏足社會
時學懂了如何與人相處、溝通、合作，當面對成敗得失時，如何從容面對，自勉自
勵。

　　學弟學妹們，由衷地祝福你們將成為宣道會
陳元喜小學的未來畢業生，緊記為我們無條件付
出、不斷 發掘你們的潛 質及加以鼓 勵的師長們、
校長們。當找到目標 路向時，努力面前，向著標杆
直奔，才會得著從上帝而來的獎賞！

　　最後，向母校三十五周年紀念誌賀，繼續堅守
成為「專業、敬業、樂業」的團隊，不斷「發光、發
熱」廣植桃李！                                             

校友心聲陳煒迪校友 2003年畢業生

　　在母校三十五週年的感恩崇拜，我重遇了很多親切熟悉的臉孔。楊校長微笑中帶點莊嚴，教我不敢冒
犯；馮老師溫婉中見腼腆，煞是可愛; 曾老師還是一貫的斯文淡定，就是淑女的典範。有些老師風采依然，
有些臉上添上了歲月的痕跡，但其實都不打緊，反正都是智慧的記號而已。

　　重踏校園，心裡有種莫名的激動，往事就如電影般幕幕揭開。遊走過當年的課室，老師的說話和同學
的笑聲，即時重現。當時老師手持一張歌唱比賽的報名表格，說要提名我參加，我心裡實在既驚且喜，本
著一試無妨的心態，在努力練習下，獲得很理想的成績，從此也展開了我與演藝工作不解的緣分。

　　我着實感謝母校給予我不斷磨煉的機會，無論是各項的比賽，還是校內外的演出，校長和老師們都鼓
勵和支持我參與，為我的演藝之路奠下良好基石。

　　在機緣巧合之下，我有機會為電視台主持兒童節目，
最 近 更 與新加坡 及北京的唱片公司打開合作之門，這一
切都擴闊了我的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

　 　 追尋 夢 想從 來 都 不是 件 容 易的 事，演 藝 也不是 易
走的路，我總會在跌 跌 碰碰中，有得 有失。每當遇到困
難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母校對我的愛護和栽培，迎難而
上，繼續努力前行。

　 　 適 逢 今年是母校三十五周年之慶，祝願 宣 道會 陳
元喜小學校務興隆，各位師弟師妹各展所長，一同為前
程邁進，齊頌主恩。 煒迪自小愛唱歌煒迪自小愛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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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梁泳澤律師 2003年畢業生 
Dantes Leung
Solicitor Advocate
HKU Law Lecturer (Part-time)
Member of HKU Court

A humble journey through 35 years of excellence
The journey started on a simmering summer day in 1984 when this School first opened “its” door 

to welcome a batch of crying kids, among whom was my eldest brother Boris Leung.  Since then, the 
School has become the nurturing ground for our family of three boys, with me being the last one to 
enter in 1989.  As my mother recounted, it was chosen mainly becaus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she 
was proud to have made the right choice.

Sitting atop a hill, the School provides an ide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a local school, it strives 
to provide all-round education, instilling solid knowledge and an inquisitorial attitude in its students, so 
that we can stay ahead of our peers.  It came as no surprise that nearly half of my class were admitted 
to traditional elite schools in Kowloon upon graduation.  

Looking back, the condition we were in would be considered harsh (or perhaps inhumane) by 
modern standards.  We learned the academics, literally with sweat of the brow as there was no air-
conditioning.  We learned discipline, when the school days started by standing through the morning 
assembly for half an hour.  We learned to interact with our fellows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ut we had to wake up before the crack of the dawn to take the public bus.  It was good training on 
perseverance. 

Six years of primary education flew past in the blink of an eye in 1995, laying strong foundation 
on me and many others.  Fast forward 25 years, this School has continued to transform happy children 
to responsible adults.  Let us join hands to celebrate our 35 years of excellence with hum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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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稱謝祢……祢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篇139:14

　　感謝上帝的恩典，在三十五周年校慶年的最後一個月，上帝給我們送贈了一份很厚的賀禮 — 學
校接獲教育局通知，獲分配一所空置的中學校舍作為重置校址之用！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創校於1984年9月1日。過去三十多年，學校一直見證着上帝豐盛的恩典和慈
愛，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質的基督教全人教育，深受家長的信任和愛戴。在2018年，學校更被教育局邀
請擴至25班，學生人數高達800多人。

　　無奈學校乃八十年代的校舍，校址面積少於三千平方米，樓齡已達三十五年，只屬有限度受惠於
學校改善工程的學校，設施遠低於標準，又位於停車場上蓋，且沒有升降機，學校實在沒有足夠的空
間配合教育局推行的新政策和措施，大大窒礙了學校的發展。因此，學校在2008至2010期間曾先後
5次遞交意向書申請重置校舍，其後在不同場合多次向教育局反映學校重置校址的迫切性及意願，惟
多年仍未獲得安排。學校亦曾考慮原址擴建，但礙於地理位置，擴建空間有限。

　　本年初，得悉教育局公布2019年
第二次校舍分配安排，可供申請的校
舍為前崇蘭中學，位於新界沙田美林
邨，這是可供分配而最接近現時校址
的校舍，且與本校同為 88校網。為使
學校得以持續發展，我們努力撰寫計
劃書 – 建設「喜悅·喜閱」校園的夢
想，並 遞 交 重 置校舍申請，期望學校
能擁有更寬敞的校園環境，更新穎的
校 園 設 施，更 完善的 課程 規劃，為「 
元喜小孩」營造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
境，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展現 學生無
限的潛能。

　　如今，在上帝奇妙的引領下，我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正如三十五周年校慶主題曲的歌詞：

「陳元喜我家同齊心遠望，盡恩賜跨出去，我願意無懼怕創夢與想，主愛護航。」

圓夢：重置校舍圓夢：重置校舍

 未來新校舍 未來新校舍

現時校舍現時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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