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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本校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
《霓彩迷踪》是一個講述四位
大天使帶領小天使們擊退黑暗國
王，追尋夢想的故事。公演當晚，
元喜小孩粉墨登場，傾力演出，
過程中展現了上帝賦予的不同恩
賜。他們在成長路上憑著不屈不
撓的精神，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綻放生命色彩，見證了上帝豐盛
的恩典。

四大天使鼓勵小天使
尋覓生命的色彩

三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讚譽迴響
本期焦點

有了智慧，就能解決難題

載歌載舞是極具挑戰性的一環

一眾小天使與嘉賓進場
小天使學會了關愛

老師的鼓勵讓我們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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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呂雨晴 ( 綠天使 )

    在今次音樂劇中，我飾
演代

表智慧的綠天使，性格活潑開
朗，

充滿求知欲。她和眾天使一
起突

破重重的困難和限制，重新
編織

彩虹的色彩。至今我仍忘記
不了

訓練時的點點滴滴，包括背台
詞、

練歌、排舞……我會牢牢記
著今

次精彩難忘的經歷。

黎雋杰 ( 熹仔、Rainbow Maker)
    我非常感恩三十五周年校慶音
樂劇可以順利演出。在劇中，我分
別飾演熹仔和 Rainbow  Maker 兩個
角色，我和 Rainbow  Fairy 默默耕
耘，排除萬難，最後重新找回彩虹
的色彩，讓我學會了只要努力付出，
就一定有成果。

林卓菲 ( 紫天使 )    校慶音樂劇完結後，我總是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一直回想著排練和表演的情形，十分佩服同學們悉力以赴，用心地排練，努力演好每一幕。我能夠參與其中，實在與有榮焉！

黃悅禧 ( 紅天使 )

    我很榮幸能參加校慶音樂
劇的

演出！回想當初，我們一眾小
演員

接連失誤，我們甚至覺得連最
基本

的熟讀台詞，也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

務，順利無失誤的完成演出，
亦似

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
經過

老師們和 Mic  Sir 的悉心指導
，我

們克服了重重難關，最終順利
完成

演出，就連身為主角的我都沒
有忘

詞。有幸參與這次盛典，絕對
是我

小學生涯中最難忘的事，沒有之
一！  

蘇美悅 ( 司儀 )    在三十五週年校慶音樂劇中，我很高興可以擔任司儀。當中我不但認識了許多不同班別的同學，更感謝老師們不辭勞苦，孜孜不倦地訓練我，令我能夠順利表演。最重要的是讓我領悟到永不放棄的精神！

劉兆峯 ( 黑暗國王 )    作為一位演員，確實不容易。雖然我經歷了許多挫折和失敗，但是在艱苦的練習後，最終換來成功的演出！    在劇中，我飾演黑暗國王，是一個非常的奸詐、兇惡的角色，或許不會獲得觀眾的讚賞。不過，我明白這個角色對於整套音樂劇十分重要，我仍然很榮幸可以飾演此角。縱然排練的過程十分艱辛，不過這難得的經歷亦令我獲益良多，正如楊校長經常訓勉我們的一句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呂本田 ( 志輝、七色花 )
    今次我有幸參加學校每五
年一次的校慶音樂劇，飾演志
輝，一個夢想成為乒乓球運動
員的陳元喜學生。
    歷經為期三個月的密集綵
排，我們一眾演員終於完成演
出，那一刻放下心頭大石的
我，在百感交集下，不禁落
下感動的淚水。在這次的演
出中，我參與了獨唱、合唱、
舞蹈和話劇，除了學會錄音流
程、演戲技巧和團隊合作外，
更體會到為理想堅持到底，永
不放棄的精神。

彩虹仙子竭力令彩虹重現色彩

老師鼓勵志輝追尋夢想

歌詠隊員頌唱多首原創歌曲

小司儀表現淡定

梁洛珩 ( 歌詠組 ) 
    我很開心可以在畢業前
參與三十五週年校慶音樂劇
的演出，也感恩這次演出非常
成功，希望往後的四十周年校
慶、四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可以一次比一次更完滿！

黑暗國王一再破壞元喜小孩的夢想

天使四處收集
夢想的元素

頌韻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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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我們的夢想—「霓彩迷踪」的誕生  
楊潤玲校長

　　馬丁路德說：「音樂是神所賜的禮物，這種禮物自然且有激勵人心，喚醒人心的力量」。音樂讓人感覺美好，詩
歌更可以陶冶心靈。所以在三十五周年校慶這個隆重的日子，我們選擇了以音樂劇的形式與大家分享「元喜小孩」的
追夢歷程，讓大家可以一同感受人生的真、善、美。

　　三十五周年校慶主題是「感恩述愛、創夢展才」。回望整
個音樂劇的籌備過程，由租場、找製作公司、構思劇本、作曲、
填詞及編曲，全部由本校老師及校友原創。及後的排練與十月二十二
日晚上的公演，當中實在經歷了不少的困難與挑戰。但感恩有「祢」同
在，「祢」當然是我們在天上的父神。上帝的恩典非我們所想所求！就讓
我們用詩歌去頌讚祂，用音樂獻呈給祂，我們要述說主奇妙的恩典。

　　是次音樂劇「霓彩迷踪」的誕生源於一個夢想。還記得在某一個晚上，
在一個夢境中，出現了一個白雪王國，純潔無邪的小天使出生了。他們活
潑可愛的笑臉似曾相識，原來就是「元喜小孩」。如何可以令這群「元喜
小孩」他日成為「元喜精英」？如何為他們描繪出屬於他們的色彩？為他
們創造色彩繽紛的人生？「豐盛人生」的鑰匙就是用愛去鼓勵及陪伴他們
尋找自己的夢想，積極發揮上帝所賜的天賦潛能。

　　是次音樂劇為同學營造了一個舞台，讓他們發揮所長，並展現他
們努力學習的成果，成就了一顆顆閃耀之星。

　　 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縱然台上有著百多位小演員 (包括演員、舞蹈員、合唱團等 )以及一眾小司儀，大家都能合作無間，
演出井然有序，其難度及合作度相當高，非常不容易！

  音樂劇的劇本紮實，劇情有趣生動，能帶出三十五周年校慶主題，敘述校園生活點滴，蘊含神愛世
人的元素，讓觀眾體會師生以心待人，實踐基督教的信仰。

  非常欣賞老師的默默付出及學生的努力，同學們演出十分投入，觀眾也看得投入，又以音樂創作尤
為出色，大家繼續努力！

  十分欣賞音樂劇中所有原創歌曲，劇情和動作都能展現小朋友活潑可愛的一面，歌曲均由校友及老
師創作，葉校友的彈奏十分感人，非常難得及可貴！

  校長的致辭十分感人，充分看到校長的誠意，用心管理學校。

  校長致辭時，有小演員 (乒乓球員 )感動落淚，他的演出及真摯的感情令人動容，很欣賞陳元喜培養
出這樣的好學生。

  當晚的演出相當精彩，如果能出版 DVD就更好了！

校長的話 感謝嘉賓們到場支持

讚譽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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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早餐人人愛
集隊訓練

看我們搖得多高秋風送爽登高去
開心得停不下來

小一新生適應活動

戶外學習日

學做手工

校園放大鏡

學習課堂規矩 來用紙偶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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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教師得主與家長委員合照

成長的天空小四迎新日

敬師日

職興魔術

一同分享美味精緻的水果杯

校園放大鏡

學生輔導活動

職興化妝與攝影 愛心之旅

家長也敬老師—水果宴

職興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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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第 20 屆
周年會員大會

English Fun Day

主席公佈選舉結果

Guess who I am
Playing chess

校園放大鏡

新一屆委員就職

感謝家長義工們的無私付出

I like spelling. Drama is fun

Working hard for prizes

Scrabbl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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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閱讀日營

不可缺少的親子閱讀樂

還在看！快來尋寶吧！

校園放大鏡

家長與學生一同栽種閱讀的
種子，真有意思！

作家卓瑩訪校 小書迷喜上眉梢

作家訪校活動

著名作家及
插畫家 Javis與學生打成一

片

Javis親自指導同學繪畫插畫

我們的第一本線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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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速遞

本校約有 80%學生  獲派首三志願
約有50%學生獲派全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聖羅撒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蘇浙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沙田區幼稚園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陳之娟幼稚園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英藝幼稚園（沙田）
真理浸信會榮光幼兒園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愛鄰幼兒學園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美林邨道光幼稚園

救世軍田家炳幼稚園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真理浸信會幼稚園

真理浸信會恩典幼稚園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幼兒學校
基督教神召會合一堂幼稚園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保良局吳多泰幼稚園
海福中英文幼稚園

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
聖公會靈風堂幼稚園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保良局瀝源幼稚園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隆亨幼兒學校

馬鞍山靈糧幼稚園
基督教宣道會頌安幼稚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馬鞍山）

救世軍乙明幼兒學校
救世軍禾輋幼兒學校

港九街坊婦女會丁孫慧珠幼稚園
慈光幼稚園

新九龍婦女會新翠幼兒園
路德會愛心幼稚園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
區外幼稚園
又一村學校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啟思幼稚園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
九龍靈糧堂幼稚園
民生書院幼稚園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宣道幼稚園

迦南幼稚園（九龍塘）
香港創價幼稚園

基督教挪威差會主辦信義中英文幼稚園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小一新生來源

我們畢業了

畢業生用心獻唱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培僑書院
德信中學

區內中學區外中學
協恩中學
匯基書院

匯基書院 ( 東九龍 )
基督教崇真中學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2017-2019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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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新動向

中文科老師共同備課

中文科老師參與「促進實
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
援計劃」並進行試教

☆ 英文科：
 P.1 Phonics課程、英文科多元文本計劃 (DTS)
 閱讀寫作課程（小學生英語水平計劃（PEEGS）） (P.1 – 3)
 小學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 （PLP-R/W） (P.2 -3)
☆ 常識科：
 校本支援服務：「小學科學教育學習社群」
☆ 資優教育：增益及適異課程、情意五層次
☆ 資優教育教師網絡（STEM教育）
☆ 科學與科技STEM EDUCATION
☆ 四、五年級BYOD電子學習計劃 
☆ 優質教育基金（正向教育）：
 「元喜小子成長路」 
 元喜小孩正向抗逆之旅「好心情@學校」計劃
 生命教育繪本課程  

優化 校 本課程 貫徹學會 學習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英文科老師正與新加坡西山小學同學進行

交流活動

英文科老師與到校參觀的幼稚園家長進行說課

數學科老師與香港大學莫雅慈博士進行課後研討會

數學科老師正就「與大專院校
共同研發教學及評估材料」協
作計劃進行試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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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成績
（2019年5月至10月）

分享成果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學
術

「菁英盃」現場作文
公開賽決賽 4B歐敬謙 三等獎

香港數學盃2019全港綜合
數學能力競賽 個人賽小一組別 1E周义峰 優異獎

2019《環亞太盃》
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1E殷子承 二等獎
2D楊夏天 三等獎
1E周义峰 二等獎
1D趙柏添 三等獎

2019全港數學挑戰賽 P1 1E鄭樂晞 卓越獎

2019《港澳盃》決賽 小學一年級組

1E殷子承 銀獎
1D杜隼一 銀獎
1D譚芍翹 銅獎
1D馮暐宸 銅獎
1B林子朗 銅獎

2018-19年「菁英盃」全國
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總決賽

現場作文 4B歐汛殷
三等獎普通話朗誦

3B許泓澤現場作文

現場作文
5B關天佑 二等獎
5A文韻茵 三等獎
4A劉鎧晴 二等獎

2019《華夏盃》奧數總決賽

1E殷子承 三等獎
3B許泓澤 一等獎
1D杜隼一 三等獎
2D楊夏天 一等獎
2D歐汛沂 三等獎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

1E殷子承 三等獎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
2019《港澳盃》決賽 小學三年級組

3B許泓澤 金獎
2019世界數學邀請賽 小學三年級組

2018保良局第九屆全港小學
校�辯論賽 6B陳泳遙 最佳

辯論員獎
2019年香港國際珠心算

競技大賽 小一組 1C李懿珊 冠軍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
邀請賽總決賽

初小組團體賽
2E 周义峰 亞軍

初小組個人賽 優異獎
2019妙手夏季圍棋升級賽 初級組 2D殷子承 亞軍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二數學組 2C周子文 傑出獎
2019香港棋院圍棋春季錦標賽 3B許泓澤 冠軍

第十屆小棋聖盃全港學界
棋藝大賽 1C李穎芝 二等獎

第九屆香港圍棋聯賽
第二回合新苗組 1C陳信諾 季軍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
日本福岡總決賽 4B許泓澤 金獎

第13屆孝情「給父母的心聲」
徵文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

季尚蓉 真情流露獎
麥心怡 字體優美獎李嵐霖

優異生與家長一同分享獲獎的喜悅
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朗誦精英成績彪炳

獎學金：
九龍塘宣道會獎學金（全級第一名獎）                               
6B方靜泠 5A鄭馨兒 4A劉鎧晴 3B陳智盈 2C羅冬儒 1B林子朗

陳元喜獎學金（全級第二名）                                             
6B湯曉晴 5B關天佑 4B林若翹 3B許泓澤 2D歐汛沂 1E林樂軒

校友會獎學金（全級第三名）                                             
6B李嵐霖 5A李晴真 4A丘旻峯 3D許令君 2D楊夏天 1C羅梓儒

陳朱素華獎學金（中文科全級最優異獎）                                            
6B李嵐霖 5A鄭馨兒 4A劉鎧晴 3C李海晴 2C羅冬儒 1E曾愷琳

陳伯勇獎學金（英文科全級最優異獎）                                        
6B湯曉晴 5B關天佑 4A劉鎧晴 3B許泓澤 2D歐汛沂 1A梁澧業

陳李詠貞獎學金（數學科全級最優異獎）                                                                                  
6A吳焯軒 5A鄭馨兒 4A劉鎧晴 3D鄭梓恩 2D郭曉霖 1E林樂軒

豐盛堂獎學金（聖經科全級最優異獎-每級兩名）                                                             
6B陳泳遙 6B湯曉晴 5B關天佑 5B林晞正 4A陳柏螢 4A劉鎧晴
3D鄭梓恩 3D黃樂安 2B黃力騰 2D陳君碩 1C梁予呈 1E曾愷琳

校董獎學金（服務及成就）                                                                                  
6B劉焯榆 6C簡君穎 6D劉焯楠 5B鄭可悠 5B關天佑 4A王國祐

傑出學生獎                                                                                               
6B方靜泠 5A鄭馨兒 4A劉鎧晴 3B陳智盈 2C羅冬儒 1B林子朗

李錦良獎學金（閱讀獎）                                                  
6D石麗晴 5A李晴真 4A馮子軒 3B陳浩恩 2B蘇子淇 1C李穎芝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6A伍梓豐 5A練瑪麗 4A陳海互 3A李泳姿 2A袁啟銳 1A何思慧
6B周希瞳 5B陳雅諾 4B方梓滺 3B梁妍溱 2B蔡卓伶 1B陳梓峰
6C温國希 5C韓  媫 4C鄭樂行 3C鄺子鋒 2C盧汋淋 1C方柏琋
6D黃珮喬 5D彭晞瑜 4D譚　晴 3D鄺尉琪 2D麥頌暉 1D趙柏添
1E高曉朗

品學兼優獎                                                          
6A鍾旻靜 5A陳浩揚 4A馮子軒 3B陳智盈 2B簡樂瑩 1A梁澧業
6A邱紫晴 5A陳恩澤 4A劉鎧晴 3B陳浩恩 2B倫佩雯 1B何元濱
6A季尚蓉 5A鄭馨兒 4A梁倩翎 3B許泓澤 2B蘇子淇 1B林子朗
6A吳焯軒 5A李晴真 4A施穎霖 3B楊溢曦 2B黃健雯 1B李昊宸
6A曾曉琪 5A黃侃余 4A黃藹嘉 3C李海晴 2B黃力騰 1B李淑煒

6A黃創鍏 5B陳卓諾 4A丘旻峯 3D陳芊燁 2C羅冬儒 1B蕭衍喬
6B方靜泠 5B鄭可悠 4B歐敬謙 3D陳信哲 2D陳君碩 1C梁予呈
6B李嵐霖 5B關天佑 4B林若翹 3D方紫喬 2D郭曉霖 1C謝晞藍
6B麥心怡 5B李卓善 4B李卓橋 3D許令君 2D李振鵬 1D勞琬靖
6B湯曉晴 5B楊浩彬 4B謝晞蔚 3D伍宇盈 2D盧思諾 1E林樂軒

2018-2019年度
優異生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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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成果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體
育

第三十四屆北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 男子單打 3B方紫匡 季軍

2019大坑東宣道小學聯校
乒乓球邀請賽 團體 乒乓球校隊 全場亞軍

2018-19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100米 4A王國佑 亞軍

男子丙組
4A王國佑
4A蘇子朗
4C戚健榮

團體優異

男子甲組鉛球 6D黃諾行 季軍
香港科學園10公里創新競跑

親子 2B陳子朗 冠軍

BRIGADE RUN酷跑 革命2018
CP EGGNERGY RUN 2018
2019中原慈善跑嘉年華

2019沙田節迎新春半
馬拉松長跑賽

2019PANASONIC
飛達慈善復活跑

2019亞洲城市國際
跆拳道錦標賽

速度踢技
2B姚博曦 金獎

搏擊對戰 銅獎

2019學界品勢錦標賽
個人品勢

5B伍逸喬
亞軍

雙人品勢 季軍
團體品勢 亞軍

2019第二季度學界和
香港跆拳道超級聯賽 個人搏擊 3B區栩敏 亞軍

2019少年福音足球大賽 U13組金盃賽

6A鄺柏銳
6A吳焯軒
6B麥浩滇
6A陳卓勤
6D周嘉豪
5B林晞正

亞軍

第62屆體育節2019香港
足毽邀請賽 3B林珈羽 金獎

2018 ISI SKATE HONGKONG
FESTIVAL WALK GLACIER

4A葉康楠 冠軍
2B葉康晴

第十八屆卓嘉速度
單線滾軸溜冰公開賽

入門男子
第三組250米 3B林峻銘 亞軍

世界心臟日2019健心跑
RUN FOR HEART

3KM男子個人
2011-2012組別 2B陳子朗 冠軍

2019飛越啟德第25屆
公民青少年田徑競標賽

男子B組 
4X100米 4A王國祐 冠軍

2019 ISI GLACIER OPEN & 
BASIC CHALLENGE

4A葉康楠 冠軍
4B許恩琳 亞軍

香港跆拳道東龍會
第二十四屆錦標賽 1C羅樂檇 季軍

2018-2019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小三初級組 棍網A隊 殿軍
小四高級組 棍網B隊 亞軍

3A賴嘉美
4D毛彥仁

最佳體育
精神獎

3C陳迪臣
4B唐一儒

最有價值
球員

4B唐一儒 助攻王
3D曹海欣
4A梁啓心 飛躍進步獎

2019棍網校際盃 小學組 棍網B隊 亞軍
2018-19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6B劉焯榆 學生

運動員獎

2019乒乓匯智小學團體邀請賽 金盃組女子組

3B袁匡庭
3D方紫喬
4C祝曉瑜
5B馬凱婷
6A楊依晴

亞軍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體
育

2018-19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沙田區）

50米蛙泳
6B劉焯榆 殿軍

100米蛙泳
50米自由泳 6C簡君穎 殿軍

50米背泳 3D簡珈晴 季軍

女子甲組

6B劉焯榆
6C簡君穎
6D劉焯楠
6C曾詩棋
6C陳依琪

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4A杜紫希
4B杜紫彤
5A區栩澄
5A莊祉霖
5A李曉彤
5D彭晞瑜

團體優異

女子丙組 3D簡珈晴 團體優異

女甲4X50米自由式
接力

6B劉焯榆
6C簡君穎
6D劉焯楠
6C曾詩棋
6C陳依琪

亞軍

2018沙田節國慶盃游泳比賽

女子8歲組-
25米胸泳

3D簡珈晴 冠軍

女子8歲組-
50米自由泳
女子8歲組-
50米背泳

女子8歲組-
50米蝶泳

女子10歲組-
50米背泳

6C簡君穎
亞軍

女子10歲組-
25米自由泳 冠軍

YMCA SWIMMING GALA 2018

25M GIRLS 
BACKSTROKE蛙泳

6B劉焯榆
冠軍25M GIRLS 

BACKSTROKE背泳
2018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第三組分齡長池比賽 100米背泳

2018泳天游泳會 最具潛質
女泳員

第三十七屆沙田區
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J組-
50米背泳

3D簡珈晴

冠軍

女子青少年J組-
50米蝶泳

亞軍
女子青少年J組-

50米自由泳

2018沙田節體育會盃
游泳

錦標賽

女子2010年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女子2010年組-
50米背泳

亞軍
女子2010年組-

50米蝶泳
女子甲組團體 6C簡君穎 亞軍

2018首屆香港太極、養生、
武術精英公開賽

槍術
3D何梓謙

亞軍
長拳

季軍
刀術

2019乒乓匯智聖誕青少年
錦標賽

男子9歲以下單打 3B方紫匡 亞軍
女子9歲以下單打 3D方紫喬

冠軍乒乓匯智11週年紀念第五屆
乒乓匯智盃

男子9歲以下單打 3B方紫匡
女子9歲以下單打 3D方紫喬

小演員在話劇比賽
獲得傑出合作獎

足毽校隊年年賽事收穫豐盛沙田區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11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體
育

2019乒乓匯智小學團體邀請賽 金盃組男子組
3B方紫匡
5A呂本田
5A蕭柏宇
5B袁匡鉦

亞軍

2018 G&D ACADEMY 
花劍劍擊比賽 1B林頌謙 季軍

第十九屆跆拳道錦標賽 個人速度 4C周晉楠 季軍
2019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男子2012年100米

自由泳 2B張�哲 亞軍

2019黃大仙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9歲
或以下單打 4A袁匡庭 季軍

2019越跑越有慈善賽 個人組3公里精靈
跑 男子8-9歲 3B陳子朗 冠軍

2019沙田區分齡比賽 女子9-10歲組100
米背泳 4B簡珈晴 季軍

2019大埔區分齡比賽 女子9-10歲組100
米背泳

2019泰伯盃跆拳道比賽 兒童D組 6A劉承軒 冠軍
2019卓恆體育會x體藝動力週年

聯合短池賽
25米蛙泳 2A陳妤蕎 亞軍50米蛙泳

2019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FJ組單

打 4A方紫喬 冠軍
男子青少年MJ組

單打 4B方紫匡 亞軍

油尖旺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單打
丁組 4A方紫喬 冠軍

第十九屆卓嘉速度單車線滾軸
溜冰公開賽

125米
4A林峻銘 冠軍250米

375米 亞軍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男子

青少年J組
男子青少年J組

4X50米四式接力 2B張傲哲
亞軍

第十屆YM分齡游泳賽 男子E組
50米蛙泳 季軍

2019香港摩打腳跳繩錦標賽 大繩走8字
速度賽 5A丘旻峯 亞軍

2019香港摩打腳跳繩錦標賽 單車步速度跳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舞
蹈

第十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
開賽

雙人組10-11歲 拉丁舞
單項 （倫巴）

6A 陳樂蕎  
6A陳樂妍

冠軍
雙人組10-11歲 拉丁舞

單項（牛仔） 冠軍

ADSF Asian Single Dance 
Championship Hong Kong 

2018

Samba Paso Doble-Age 
10-11 1st runner-up

Cha Cha Cha-Age 10-11
Rumba-Age 10-11 ChampionJive-Age 10-11

2018體育舞蹈公開賽 拉丁舞 6A王芷萱 冠軍
拉丁舞 4A王芷悅 季軍第十五屆《德藝雙馨》

香港區賽
獨舞 4B陳以巧

芭蕾舞群舞 2A鍾諾昕 亞軍
2019鹽田杯青少年體育舞

蹈（國標舞）邀請賽
6A王芷萱 二等獎
4A王芷悅 三等獎

「東方之珠舞蹈大賽
第一屆」

東方舞《畲山情》
5B鍾昕琳 金獎東方舞《月亮走》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少年組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朗
誦

第三十四屆GAPSK全港普通話
朗誦比賽 P3-P4 3B許泓澤 季軍

2019美麗校園―亞洲青少年
藝術盛典港澳臺區選�賽 粵語朗誦 1E林樂軒 銀獎

2019華韻之聲語文朗誦大會
（香港站）

初小組繞口令

2A陳妤蕎

季軍
初小組古詩 亞軍
初小組童詩 季軍

才藝展示獎
初小組 1B林諾澄 季軍

2019全港兒童兩文三語
朗誦大賽 普通話獨誦

2A陳妤蕎

良好
KPCC兒童普通話詩歌及

散文朗誦評賞 中級組 二等獎

2019沙田區學界朗誦公開賽
普通話初小繞口令 冠軍

普通話初小古詩 亞軍
普通話初小詩詞 季軍

第五屆全港漢林盃普通話
朗誦比賽

初小故事組

2D邵紫盈
冠軍兒歌組

詩歌組 季軍
宇宙大獎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普通話獨誦 2B張傲哲 亞軍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音
樂

第七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P1-P2組 2C羅冬儒 卓越獎
P3-P4組 4A劉鎧晴

2019香港名家音樂鋼琴比賽 4B李雅欣 亞軍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Grade 3 Violin 4B阮學津 季軍

第二十三屆日本濱松PIARA鋼琴
大賽香港賽區 兒童A組 2B黃力騰 一等獎

2018香港亞洲音樂比賽 1C羅樂檇 冠軍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鋼琴5級 5C梁天豫 金獎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
樂節 5-6歲鋼琴 1B潘駿熙 冠軍

2019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 鋼琴 1E林殷悅 優秀獎
鋼琴 2A羅啟立 亞軍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視
藝

2018eye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初小組 4A譚穎嘉 冠軍
2018年回歸盃香港藝術

菁英繪畫大賽 幼兒B組-水粉彩 1D趙柏添 陳以巧

第12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
節舞蹈比賽 小三/四年級組 3B區栩敏 季軍

DANCE WORLD CUP ASIAN CUP 
2019 1A程心 銅獎

2019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
新春繪畫比賽

2B蘇子淇 季軍
4B歐汛殷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5C蕭潁
銀獎1A王衍博

5B伍逸喬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作品》華夏兒藝全國少年
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1E王曉瑜

一等獎

2018 GNET STAR 錶面設計比賽 金獎
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一等獎

2019環球宣愛協會繪畫比賽 2D梁天呈 亞軍
5C梁天豫 冠軍

第二屆童夢奇緣繪畫比賽
4B李雅欣

一等獎
2018國際珊瑚礁年美術設計

創作比賽 創意大獎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展 1B林頌謙 二等獎

書出愛心「書」出快樂郵票
創作比賽 高小組 5D林卓菲 冠軍

第六屆少年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6B呂曉寧

一等獎
THE 9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亞軍

2019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初小組別 3C梁希雯 銀獎
第十九屆芳草盃青少年

畫畫大賽 6B呂曉寧 優異獎

範疇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 名次

其
它

2018-19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

6A陳樂蕎 傑出學生
6A陳樂妍 傑出學生
6B劉焯榆 傑出學生

喜閱新一代4023世界閱讀日
創作比賽 初小組 3D簡珈晴 優勝獎

2019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環保設計比賽 6D黃珮喬 亞軍

2019多元智能盃 小三組 3B許泓澤 二等獎
第五屆AWANA聖經問答比賽 4A源恩諾 銅獎

2018-19沙田區中小學
聯校領袖培育計劃 4A劉鎧晴 領袖潛質飛

躍進步獎

2018-2019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粵語組 6A邱紫晴
6B方靜泠 傑出演員獎

小學粵語組 粵語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2018年度幼童軍優異旅團 本校1460旅
A、B團 優異旅團

2018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最高支部獎章

6B蒲子祈
6B劉焯榆
6D劉焯楠
6D吳浩霖

金紫荊獎章

2019香港童軍總會 主辦機構表
揚金狀

2019第三屆復活節兔兔
創作大賽 小學A組 2B黃健雯 金獎

2019全港水火箭比賽 拋物線降落賽體
驗組 6B珀廸亨 冠軍

2019國際家庭日全港
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 2B林殷悅 金獎

加德士「推動學校」18-19年度
結業禮暨四驅車工作坊 6A邱證瑭 亞軍

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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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素描

教師動向 
歡迎新同工

姓名：譚穎霞

出生日期：9 月 28 日

居住地區：沙田

在本校教學年資：7 年

主要任教科目：數學、常識

擔任班主任班別： 5B
宗教信仰：基督教

興趣：看書、吃東西

最喜歡吃的食物：巧克力、鰻魚

性格：開朗

同事眼中的我：勤力

學生眼中的我：溫柔

願望：願每一位學生也能成為神所喜悅的人

最難忘的事情：難忘與學生一起解決數學難題，成功解題所獲得的滿足感是十分大的！

譚老師小時候

恭賀鍾汶珊老師新婚之喜

葉明慧老師的可愛 B女出生了

郭梓琪老師結婚了！恭喜恭喜！

喜訊

 （左起） Miss Kirsty、Miss Shelley、甘浩然老師、
姜樂言社工、周卓延助理、鄧可澄老師、
鄭佩雯老師

 （左起） 方嘉欣書記、鄧漢傑資訊科技助理

譚老師愛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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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互動 
信仰分享

在幽谷中見恩典
  6A區栩澄　4B區栩敏媽媽　張映紅女士

  收到鄭姑娘的邀請寫信仰分享，我覺得受寵若驚。我和先生都不是校友，
但卻因兩個女兒的入讀而和學校有密切關係。
  我們均不是在基督教家庭中成長，直至上大學後，身邊的同學有九成是
教徒，仍薰陶不了我歸入主的門下。踏入社會工作後，由大學好友帶領我決
志信主，跟好友上教會，與先生雙雙在教會受洗，結婚，生兒育女和在教會
服侍。我們學習倚靠神，跨過了人生的高山低谷。
  2017 年是充滿動盪的一年，我的父母分別大病一場，尤其是我媽住院
長達半年，在工作、家庭和出入醫院時，雖然心情沮喪至極點，但安慰的是
在教會傳道人的探訪和關懷下，年老的父母一起決志了。2017 年尾，我的
爸爸因病安息主懷，但我們得到主的安慰，我們深信總有一天會在天家重聚。
經此一役，更鞏固我們的信仰，依靠主耶穌是我們最大的福氣！但願我們的
父母、兒女和朋友均能親嚐這福氣！
  我們有兩名女兒，分別就讀學校小六和小四，她們由母腹中開始已經在
教會成長，參加主日學。直至今年一月起，我們舉家加入中華宣道會豐盛堂
大家庭聚會，期望兩個女兒在她們熟悉的環境，認識耶穌，多親近神，建立
穩定的信仰，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大女兒即將面臨她人生的第一個挑戰—升中，願在升中的過程中，讓
我們經歷神的同在。

王欣欣老師敬師卡

茹麗娟老師敬師卡

敬師卡家長班

嘉賓分享精彩

家長踴躍參與14



學生視藝
作品選

5D方梓滺作品
校園一角的奇想

5A丘旻峯作品
縮影一角

5B謝穎思作品
校園一角的奇想

3B趙旨予作品
雨中的途人

4B楊卓敏作品
創意色環

苗圃集

6A 李晴真
親愛的外祖父：

    您好嗎？您在天國的生活如何？我十分掛念您呢！

    我非常感激您一直以來對我的照顧，您每天都為我
們煮晚餐、接我放學。即使您多辛苦和疲累，也從來沒
有抱怨和說過一聲「很累」。您就像我們一家的大樹，
無論外面的風有多強，您也會一直保護我們。現在，您
可以真正地休息了，您就好好享受一下在天國的生活
吧！

    之前每天放學後，您也會千叮萬囑我不要顧着玩耍，
要用心做功課。現在沒有人提醒我了，我十分想念您的
聲音，我也十分想念您溫柔的笑容，令我們很有安全感
和有愛。有您在的日子多麼幸福，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再
次沐浴在您的慈愛下，再次在您的呵護下成長！

    您的恩惠比山高、比海深，是我永遠報答不完的，
也沒有機會報答，但我知道您希望我身體健康，用功讀
書，我必定會達成您的遺願！

祝
生活愉快！
            孫女

晴真敬上
　十月十八日

My Dream Job
6B Ya na  Cha n

  ‘Go on with what your heart tells you, or you will lose all.’ Rick 
Riordan wrote this quote in Percy Jaskson. Dreams are a must-have 
for everybody. You have to live the life that you dream of and don’t 
let anyone or anything stop you. If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then so 
be it. As for me, I want to be a writer. 
  I want to be a writ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always enjoy 
writing. If I become a writer, I will share my stories with the entire 
planet. If I become a writer, I will meet other famous authors. I’ll 
give talks to students and inspire them to live their dreams. I’ll sign 
autographs in book fairs or interviews.
  If I want to be a writer, I need to be creative, so I can create 
new ideas. I also need to be confident and inspirational, so I won’t 
doubt myself. As Sylvia Plath’s famous quote said, ‘And by the way, 
everything in life is writable about if you have the outgoing guts to 
improvise. The worst enemy of creativity is self-doubt.’ 
  In order to become a writer, I’ve decided to join some writing 
workshops and get a degree in Languages. But most importantly, I 
will read more books, especially Rick Riordan’s because if it wasn’t 
for him, I wouldn’t want to be a writer in the first place.
  I will try hard to achieve my dreams and then share my 
dreams with the whole world!

給外祖父的一封信

4C 郭悅琳作品
創意色環

2D李卓言作品
大昆蟲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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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趣齊分享

人物傳記
6B 楊凱婷

 6B 李卓善
出處：明報

報章日期：十月二十九日  

    中國有一間小學利用人工智能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生需要戴上一個能探測腦電波的頭箍，讓

老師在講課的時候能知道他們有沒有專心。

    雖然這樣做能令學生更專心上課，成績有所進步，但學生長時間戴著頭箍會使他們額上留有印痕，

並且感到痛楚。而且，戴著頭箍上課，就好像隨時都有閉路電視監視著腦袋一樣，迫使學生專心，但是

人不可能無時無刻都專心一致，即使再努力去集中精神也會有放鬆的一刻。

    這個裝置就像一把雙刃的刀，提升學生成績的同時，卻也造成學生身體上的不適，而且對學生心理

上、精神上造成的壓力，後果更是難以估計，到底上課應不應該使用人工智能頭箍，真是見仁見智。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愈來愈進步，
做到的事也愈來愈多。然而，誠如同學所說，使用這些科技的結果卻是難以預

計的。因此，在創新或應用新科技的時候，人心就顯得格外重要。不要讓自己成為
冷冰冰的人，不要讓社會成為冷冰冰的社會，反而要善用冰冷的科技

去溫暖人心。

創意的金剛箍

老師
點評

讀報有感
新苗看世界

書中人形象設計

6B 陳穎恩

校訊編輯委員會  顧問：楊潤玲校長   編輯：林燕如副校長、李耀華副校長、董姝主任、葉美珊老師、丘小梅老師、趙健老師

海報設計
5A 劉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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