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第41期校訊

二零一六年九月

梁婉麗主任
  本年度本校獲得「林氏基金The Lam Foundation」支
持，推行「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第一階段活動早於2015
年7月舉行，共有48位學生參加。

  及至2016年3月，學校選派了王一航及張凱斐同學遠赴
新加坡參加紙飛機比賽（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 2016），最後榮獲全東南亞區紙飛機投擲最準
確獎（Best Precision全區第一），及全場總季軍。

  另於4月30日，本校3名老師及學生更獲全費資助乘坐
直昇機，行程由石崗飛往尖沙咀，歷時廿分鐘。

  此外，本校於2 0 1 6年6月再獲「林氏基金T h e  L a m 
Foundation」支持，在校內推行「衝上雲霄計劃－模擬

飛機飛行訓練（Flight Simulator）」，此計劃主要讓兒童
進行模擬小型飛機飛行訓練，啟發他們對飛行的興趣。為

彰顯本校「STEM」特色，林氏基金更資助校方興建電腦
模擬飛行訓練室。每位學員有機會在資深機師的親身指導

下展開為期20小時的模擬飛機初級飛行訓練，從而建立基
礎航空知識，增加對飛行活動的興趣。訓練內容包括認識

航線的天氣預報、航班調度和天氣之間的關係、航班目的

地的氣象預報等知識。

本校兩位同學前往新加坡與其他參賽者進行紙飛機比賽。

單看場地佈置便知道這
場比賽

並不簡單。

同學專心一致在電腦室學習模擬操控
飛機升降。

張凱斐及王一航同學於校內獲頒獎座。

出發前與機師留影。

坐上直昇機，心情非常興奮！

地址：香港新界青衣長亨邨      電話：2432 2789
電郵：info@skhhcw.edu.hk   網址：www.skhhcw.edu.hk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模擬飛機飛行訓練」

經過多番研究，兩位同學終於
設計好紙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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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伴奏合唱」加上朗誦表演，令人耳目一新。

同學們留心聽演教員的指導。

台前幕後大合照。

尊敬的玉帝：

  對不起！我們的大王孫悟空，曾闖了不少禍，所以被

您關了起來。他大鬧天宮，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官位過於卑

微，大材小用，所以才犯下如此大錯。希望您大人有大

量，高抬貴手，放過孫悟空。

   我們承諾一定會好好幫助大王改善脾氣，以後不會再

發生這樣的事，請您放過他吧！

   祝

萬事如意！

                                         孫悟空手下

林曦敬上

四月十五日

同學與演教員一同演繹《西遊記》。

做好肢體練習，表演
得心應手。

「友聲同行：唱出健康校園」

  去年度學校參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香

港芭蕾舞蹈團合辦的《創意芭蕾舞之天鵝湖》培訓計

劃，學員經歷為期八個月的芭蕾舞訓練，以及參與親子

工作坊，在導師指導下製作天鵝黑影、馬匹、皇室酒

杯、舞會頭飾及面具等道具，並且參觀了專業舞蹈員的

排練過程。最後，在五月四日於學校禮堂進行結業表

演，表演大獲好評！

張昌明校長、劉寶珊老師
及何曉晴老師跟香港芭蕾
舞蹈團導師合照。

結業表演精彩絕倫！

同學們扮演小天鵝真是可愛極了！

為了這場精彩的表演，一眾
小演員下了不少苦功練習。

《戲說西遊》
  本年度四年級師生參與了由愛麗絲劇場實

驗室主辦的教育劇場《戲說西遊》活動。該劇

場以中國小說《西遊記》作為藍本，學生在

「演教員」的引導下，即時以角色身分完成任

務，他們會與劇中角色共商事宜和解決困難，

從而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協作精神。

  在整個劇場活動中，學生參與了前置工作

坊、藝團造訪和後置工作坊三個部分，劇團派

出演教員帶領學生入戲，學生可飾演戲中的人

物角色。過程中，加深了學生對《西遊記》人

物的認識，包括唐僧及其四個徒弟：孫悟空、

豬八戒、沙悟淨、白龍馬。學生從排演的過程

中，初步認識了《西遊記》這部經典名著。 大家化身作孫悟空，代入角色的心境
進行思考。

透過戲劇教育，同學除了對經典名著《西遊記》有所
認識，最後更化身孫悟空手下，發揮創意代他寫信向
玉帝求情。參與的同學們都樂在其中！

  學校應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邀請，於去年度（2015 / 16）參加了「友聲

同行：唱出健康校園」計劃。按計劃要求，老師挑選了10位五、六年級的同

學參加。小組成員須於參與本計劃期間，原創或以舊曲新詞方式唱作一首以

「健康校園－拒絕毒品」為主題的歌曲，以宣揚「健康校園－拒絕毒

品」的訊息。計劃除讓學生參加於2015年10月24日在科學園舉行的「 唱作體

驗訓練日暨簡介會」外，還包括3小時的成長課及8小時「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技巧的專業指導。不過，同學不單只獲得8小時的專業指導，學

校的老師更安排同學恆常地逢周一留校排練。憑藉同學的堅毅意志和刻苦精

神，同學的表演技巧不但突飛猛進，自信心也有所提升。

  小組於2016年5月21日假銅鑼灣禮頓山社區會堂參加聯校歌曲唱作分

享會，和其他參與的學校分享，並於同月23日假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的聯校畢業禮獲邀擔任餘興節目表演隊伍。同學的表現令人讚歎不已。

  計劃雖然完結，但相信同學一定不會忘記在訓練期間的點點滴滴，更

不應忘記肩負宣揚「健康校園－拒絕毒品」訊息的使命啊！

林美霞副校長

同學出席活動頒獎禮。

參與師生一同開心大合照。

參與同學在
香港文化中

心演出。

計劃

《創意芭蕾舞之天鵝湖》培訓計劃 劉寶珊老師

藍淑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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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的同學利用「紅封包」製作賀年飾物。

中國文化日期間，張校長跟老師
及家長們吃盤菜，熱鬧一番。

同學向老師說恭賀語，老師便會派利是。

六年級同學學習製作餃子。

中國文化日怎少得中國舞蹈的表演呢？

五年級同學製作了很多賀年湯圓啊！

大家高高興興來拍張華服合照。

中國文化日當然要讓同學感受「大掃除」的
傳統活動，也發揮何澤芸的服務精神！

書名：《進入作曲家的世界－蕭邦》

作者：羅蘭‧維儂

索書號：780 CHO
出版社：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推介學生：5B 梁雅然

書名：夢想進行時   作者：Story Workshop
索書號：150 MEN   出版社：萬里書店
推介學生：6A 李綺晴

好書推介

Title: The Bully
Author: Roderick Hunt
Call No.: F HUN
Publisher: Oxford
Reviewer: 6A Yeung Hoi Tung
Book Review:  
  This book is called “The 
Bully”. The story is about a new 
girl called Rosie. First, she took 
Chip’s pen and scribbled on his 
picture. So Chip scribbled on 
her picture. The teacher, Mrs 
May, was cross with Chip. She told him off.

  Then, Rosie called everyone nasty names. Nobody 
liked her. She also fought with Wilma.

  Finally, she wanted to see the magic key. The magic key 
took them on a new adventure. The key turned Rosie into a 
dinosaur brain and a parrot face. Rosie cried. She knew she 
was wrong so they forgave her. But the next day, a new bully 
boy came to school.

  I think this book is interesting because we can learn how 
to deal with bullies and to forgive those who make mistakes.

中國文化日

  鑼鼓一響起，醒獅隊的同學便施展渾身解數，為去年度二

月五日中國文化日及新春大匯演揭開了序幕。

  當天學校提供了一個互動、開放及愉快的環境，讓同學們

能夠寓遊戲於學習。操場上設有年宵義賣攤位、水餃湯圓製作

工作坊、攤位遊戲，到處瀰漫着同學們的歡笑聲，一片喜氣洋

洋。同學們、老師們都穿上富傳統色彩的華服在攤位中穿梭往

來，大家說說笑笑，打成一片，洋溢着熱鬧歡樂的氣氛。

  整天的活動中，同學們都積極投入，一起體味中國文化的

豐富多彩，發掘箇中的涵義和智慧。

劉嘉雯老師

老師跟同學拍照留念。

讀後感：
  這本書有多個小故事，它們都十分感人。其中有一個深深打動了
我，故事講述一位垂危的病人躺在病牀上，絕望地看著窗外的一棵

樹，他心想：當樹葉落了，自己的生命也應結束了。可是病人最後

卻奇蹟地康復了，而樹葉卻未落下。為何那棵樹能長春不老？只因

它是畫家所畫出來的。這棵樹給了病人生存的動力，我領悟到人生

要存有盼望。

  看完這本書，我明白到希望的重要性，做人不可以沒有
目標、失去做事的動力，因為這樣就會虛渡了人生。

讀後感：
  閱讀這本書後，可以令大家認識蕭邦的出生、
成長以及生平事跡。

  蕭邦出生於波蘭的一個小鎮，生於一個幸福和快
樂的家庭，家中有四兄弟姊妹，他從小就是一個喜愛

夢想、詩情畫意、細膩敏感的孩子。由於蕭邦在很小的時候就喜愛彈奏

鋼琴，他七歲時，父母就安排蕭邦參加鋼琴課程。八歲時，蕭邦首次演

出，獲得音樂神童之稱。十五歲時，他獲邀前往皇宮為沙皇獻藝。兩年

後，蕭邦完成了一部傑出的作品，名為《把手給我》。往後，他的家鄉華

沙發生戰亂，因此蕭邦從此定居巴黎，從新展開他的音樂生涯。

  我看完這本書後，加深我對蕭邦的認識，對他的作品也有些了解，
令我希望參加鋼琴課程，將來成為另一個蕭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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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的同學在青衣觀景台飽覽青衣美景。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學校
為各級同學安排了跨學科學習活動。透過主題教

學，採用以多學科統整取向為主導，當中包括了講

座、班級活動、出外考察、全級授課、手工藝設計

與製作、探究活動等，將各學科的知識綜合後滲入

學習活動中，以幫助學生發展多元學習智能。

陳淑慈主任
年級 學習主題 範疇

一年級 小羊 個人

二年級 有心人 家庭

三年級 青衣知多少 社區

四年級 綠「惜」 社會

五年級 福音營 宗教

六年級 水資源 環境

跨學科學習活動各級主題

這些綠色製成品既美觀又有創意。

四年級的同學製作的綠色製成品。

二年級的同學正踴躍地訪問老
師。

一年級同學的自畫像。

20/4 (Day 1) 21/4 (Day 2) 22/4 (Day 3)

7 :30－8 :00

 

 

 

 

 

靈修 早禱崇拜

8 :00－9 :00 早餐 早餐

9 :00－11 :00
營地活動及

班際球類比賽

分班討論／

籌備回應及立志

11 :00－12 :00 福由心生 立願禮及基甸會派聖經

12 :00－12 :45 午餐 午餐

12 :45－13 :00

營內定向

收拾／大合照／離營

13 :00－14 :30

 

14 :30－15 :30
營地簡介／

整理營舍

15 :30－16 :00 開幕禮
營地活動及

福音手工16 :00－18 :00
八福四處尋

(營地探索)

18 :00－19 :30  晚餐 晚餐

19 :30－21 :00 最好的保障

( 福音遊戲 )

「最好的福氣」

福音晚會

21 :00－21 :30 分組會談

21 :30－23 :00 梳洗 梳洗

23 :00 休息 休息
同學和老師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來個大合照！

活動程序表

「最好的福氣」 福音營

開餐啦！好肚餓啊！

  本年度五年級福音營於4月20日至4月22日，假西貢
戶外康樂中心舉行。活動能順利進行，實在非常感恩！

本來那幾天的天氣預測均是下大雨，但天父卻保守、眷

顧我們，連日來天朗氣清，直至我們離營前才下起雨

來，讓大家都能平安、愉快地享受營會活動。此外，感

謝基甸會的吳醫生、聖安堂的池牧師、基督顯現堂的周

牧師和教友們，親臨營地跟學生分享信仰的真實。當天

很多同學都決志信主，一生跟隨基督。

蘇震驊老師

福音營活動，真好玩，真令人興奮。

同學們正表達自己對活動的意見。

同學們留心地欣賞福音晚會的節目。

同學在立願禮中，願意跟隨
主耶穌！

八福小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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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哮喘會是一個專為哮喘和過敏症患者及其家
屬提供服務的非牟利病人自助組織，旨在透過多元化

的病友支援服務，增進病友、其家屬和市民對哮喘病

和過敏症成因和預防的認識，達致互助互勉的目的。

為了加強在校園內推動哮喘及過敏症健康教育，香港

哮喘會剛於2016年5月之世界關懷哮喘日舉辦夥伴學
校協作計劃，1 1所參與計劃之夥伴學校一起承諾携
手推動校園健康教育工作。本校為夥伴學校之一，約

章簽署暨夥伴證書頒發典禮亦於2016年5月7日（星
期六）於本校二樓多元用途室舉行。當天節目內容豐

富，除了簽署約章及頒發證書予夥伴學校外，還包括

張昌明校長跟本校1 D班楊清瑜同學及母親的清談環

節，由清瑜母親分享女兒的哮喘病是如何形成的，經

過適當的治療及有效的護理方法，病情已受到了控

制，清瑜也懂得在有需要時使用噴霧器以擴張氣管，

舒解病情；隨後由香港哮喘會委員黃慕蓮醫生主持

專題講座，題目名為《感冒會演變成氣管敏感或哮喘

嗎？》黃醫生是一名資深的胸肺科專科醫生，表達互

動清晰，令在場人士熱烈參與，也令他們明白哮喘病

並不一定是與生俱來及無藥可醫的，只要能遠離導致

氣管敏感的源頭，保持空氣清新，哮喘病自會離我們

遠去的。最後還有學生表演及大合照，而每一位參加

者更可獲贈由藥廠送出之精美禮品乙套呢！

《哮喘之友》夥伴學校協作計劃2016：

約章簽署暨夥伴證書頒發典禮

透過《哮喘之友》，同學們對哮喘病有更多認識。

張昌明校長跟楊清瑜同學及家長進
行清談環節，分享

處理哮喘的方法。

香港哮喘會感謝同學參與慈善售旗活動。

香港哮喘會委員與表演學生合照。

張昌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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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軍到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參加日營活動。

大家初次接觸欖球，感覺非常新鮮！

教練帶領同學們做熱身運動。

經過教練悉心指導，同學已初步
掌握了打欖球的方法。

開餐啦！

齊齊玩滾軸溜冰。

同學們投入得有如親身踢足球一樣。 兩位男童軍在一較棋藝。

摩天輪在晚燈映照下份外奪目呢！

幾位好朋友一起玩氣墊球。

玩個夠，吃個飽。

男童軍到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進行活動。

男童軍日營活動

打欖球學英語

要注意握球姿勢啊！

夜遊香港融情匯活動

賣
旗
活
動

齊練習傳球技巧。

大家以興奮的心情準備出發。

能夠跟「奧巴馬」合照，真是榮幸！

登上摩天輪看風景，別有一番風味！

電車在路上徐徐前進，讓我們
欣賞沿途風光。

這位同學真是膽色過人！

女童軍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日營 校園萬花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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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與老師們聚首
一堂。

小羊把心聲都記在心意咭裏。

我要寫張心意咭多謝牧羊人哥哥姐姐。

一年的快樂時光過去了，牧羊人和小羊都長大了。

感謝牧羊人在這年陪伴我們適應小學生活。

牧羊人重聚日

賣
旗
活
動

轉眼界，校友們都長大了。恭賀各位得勝者獲獎！

感謝天父恩手帶領同學與學校一同成長。 第四屆校友會理事
從校長手上接過委

任狀。

我們的同學和家長都是熱心服務社會的好公民。

和家人齊齊賣旗，是一種
有意義的親子活動。 各位充滿愛心的家長和

同學，你們下次也要
踴躍支持賣旗活動呀！

幫助別人，自己也會

感到快樂。

校友會週年大會

舊生們以美妙歌聲表演。

周程麟老師、岑苑穎老師、蘇震驊老師
合作演繹歌曲，聽得台下聽眾如痴如醉！

感謝兩位評判為歌唱比賽作專業評分。

「澤芸好聲音」歌唱比賽

各參賽者施展渾身解數
爭奪獎項。

校園萬花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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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澤芸先生兒子何耀棣律師能抽空出席今年聯校
畢業禮，實在是畢業生之福！

每年學校也為畢業生舉行畢業感恩崇拜。
畢業同學以心奉獻，以行動回應父神慈愛
信實的供應。

傳光禮是將燭光由畢業同
學的手中一個接一個

傳給在校同學，象徵着畢
業同學雖然要離開母

校，但他們的光會一代接
一代流傳下來，永永

遠遠在母校中傳揚。

四位餘興節目司儀，以中英文互動
對答作介紹，生鬼有趣！

  五月二十日是我們六年級同學畢業的大日子。我們一大早就前

往香港文化中心參加聯校畢業典禮。這一刻，我才醒覺自己將要離

開學校，一股離愁別緒湧上心頭。雖然心中五味交陳，但我臉上仍

故作瀟灑，與同學有說有笑。

  到達會場後，我看到同學們認真投入地綵排，就想到老師教導

我們做事要認真，為未來作最好的準備，心想：我準備好了嗎？

   典禮開始了，主禮嘉賓的一番話似乎回應了我對自己的懷疑，

她提醒我們已長大，將來，無論我們在任何的社會文化裏，都要勇

於接受挑戰。當遇到艱苦困惑時，我們要有不放棄的精神。未來，

要令自己不斷成長進步，才會得到幸福和快樂。我明白了！並暗暗

對自己說，我要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為達成自己的理想而不

斷努力。

   「同學互相切磋已久，彼此感情很厚，今天忽然各自分手，求

主一路保佑......」這首畢業歌不禁令我想起在學校的點點滴滴，老

師用心的教導，同學和諧的相處，真叫人懷念！此時此刻，回想過

去與老師同學們相處的片段，鼻子突然一酸，眼淚差點滾下。

   我專心聆聽畢業生代表致謝詞，他們說得十分對，我們即將進

入人生新階段，要努力學習，對社會作出貢獻，不要辜負老師及家

長對我們的栽培。

   我心中默唸：老師，謝謝您們六年來的教導；爸爸媽媽，謝謝

您們多年來的照顧；天父，謝謝祢一直在天上的看顧。我答應您

們，我一定會努力學習，將來為社會作鹽作光，榮神益人。

聯校畢業禮有感
2015-2016 鄭劉淅（6D） 

周牧師勸勉同學要努力
上進，為他人服務。

    Time flies! I have studied in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for six years. My primary school life was joyful. I am going to graduate 
and leave my school in a month. I really do not want to leave.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I saw the school motto in the school hall: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I asked my mom what it means but she just 
said, "You will see later. Your school will teach you." I learned later, of 
course, that serving and helping others is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Therefore, I became a school prefect and a librarian in Primary Four 
and I have been serving others since then.

   Everyday when I walk into my school, the first thing I can see 
is Principal Cheung's smile. It is as warm as home. I like having 

lessons with my class teacher, Miss 
Wong, because she is very caring and 
patient. I enjoy studying, playing and 
singing with my classmates. All of them 
are nice and friendly.
    There are many happy memories 
that I won't forget. The memories will 
be stored in my treasure box. I will miss 
you, my Alma Mater!

聯校畢業禮

2015-2016 Cheung Cheuk Ki (6A)

李易恩及張凱斐同學用英語
為畢業生致謝詞，不但讀音
標準，而且語帶感情，把畢
業之情表露無遺。

本校的表演生用朗誦及無伴奏音樂為
畢業生演繹出感恩之情！

畢業感恩崇拜

詩班以優美歌聲唱出《You Raise Me Up》來感謝神。

再見了，我的母校！

鄧潔玲老師（左一）、何秀慧老師（左二）
及魯穎璇老師（右一）獲二十年服務獎，可
喜可賀！祝願她們身體健康！主恩滿溢！

 My Primary Schoo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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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境外學習河 源之旅

新豐江水庫大壩外形宏偉，堅固實用，經受六級地震後依然屹立不倒，果然名不虛傳！

德愛小學的同學們熱情有禮，我們還一起包餃子呢！

除了試飲外，農夫山泉
的技術員還跟

我們測試水的成分。

河源恐龍博物館內不但有恐龍骨化石，還有恐龍蛋及足跡的化石，
真厲害！

謝師宴場面盛大，氣氛熱鬧。

謝師宴

畢業生表演精彩，老師、家長、
學生無不看得如癡如醉。

  2016年4月20日至22日一連三天，本校六年級同學參加「同
根同心－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之旅。透過整個旅程，

同學們能了解河源水資源的開發和保護；了解水利建設對當地經

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影響及比較粵港兩地在污水處理的工作。

  一行人參觀了萬綠湖及鏡花緣風景區、新豐江水電站及攔河
大壩、河源市內污水處理廠、河源市內一間飲料生產企業－農

夫山泉，藉此了解水資源保護的重要性。

  此外，令同學最感興趣的景點便是參觀河源恐龍博物館，在
館內，許多的恐龍模型、化石，都吸引著同學的目光。

  旅程中，同學更有機會到訪當地一所小學－北京大學附屬

實驗學校德愛學校，欣賞了該校的連串精彩表演及介紹，並與同

學們一起製作水餃及進行交流，讓大家彼此加深了解。

陳淑慈主任

萬綠湖供應食水給香港，我們跟廣東省
的同胞同飲一江水。

 My Primary School Life

畢業生向老師致送心意卡，以表心意。

為了今次的畢業表演，同學都各出
奇謀，施展渾身解數，以謝師恩。

6C班同學以音樂、舞蹈及雜耍
等多個元素作串燒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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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團體

認識葵青體驗計劃2015 代表葵青大使 6E黃子睿

2015萬寧及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飛躍表現學生
5A伍健富  5B何晉廣
5E余熙彤  6A余熙媛

香港女童軍 優秀隊伍 1隊

公民小先鋒（青衣區校長會主辦） 公民小先鋒
5E李灝龍  5E余熙彤
6A余熙媛

飛躍進步學生（葵青區家教會聯會主辦） 飛躍進步學生 6B陳永康

2015-2016年度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 6B葉家聰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季  軍 4D巫俊皓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籌款成績優異 全校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團體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200米季軍
6A吳翰堯

跳遠亞軍

鉛球季軍 6B宗凝熙

跳高季軍 6C劉駿傑

4×100米季軍
6A吳翰堯  6A張凱斐
6A蔡煜正  6B宗凝熙
6B葉煒堃  6C馮偉廉

男團殿軍 1隊

男子乙組 跳高季軍 5B袁逸朗

女子乙組

60米季軍 5A胡詠琳

壘球殿軍 5A朱紫蕾

4×100米殿軍
4C朱俊㼆  5A胡詠琳
5A伍思昕  5D謝雪琳
5E程  晴  5E李晏儀

男子丙組 4×100米亞軍
4B布子俊  4D張樂賢
4D陳澤銘  4D陳澤銓
4D劉耀駿  4D李澤淳

第四屆「葉紀南盃」足球賽 亞  軍

4D李澤淳  5B袁逸朗
6A張凱斐  6A蔡煜正
6C劉駿傑  6C林偉峻
6C林展鵬  6E黃友炯
6E葉梓浚

友校接力邀請賽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季  軍
6A許禾美  6A吳翰堯
6D李希怡  6E梁勇能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殿  軍
5A胡詠琳  6A蔡煜正
6B宗凝熙  6E張寶兒

啟勝盃跆拳道邀請賽2015品勢組 冠  軍 1D馬學文

2015-2016年度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二級公開組圈操 第一名 4D蘇芮儀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五屆幼兒親子
   田徑比賽

短跑
冠  軍

1D馬學文

馬拉松

跨欄 亞  軍

跆拳道色帶及品段邀請賽幼童色帶B組 亞  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15周年單車競技賽男子7-8歲組
難度計時賽亞軍
繞圈計時賽季軍

2016香港胡氏跆拳道會品勢比賽 季  軍 2C曾軼賢

葉紀南盃小學閃避球邀請賽2015-2016 優異獎

5A朱紫蕾  5D謝雪琳
5E李晏儀  5E陳澤恩
6A蔡煜正  6A何雪琳
6A許禾美  6A李綺晴
6B宗凝熙  6B黃怡嵐
6C劉駿傑  6C周一顯
6C林展鵬  6C馮偉廉
6D張凱傑  6D李希怡
6E梁勇能  6E張寶兒

第十九屆福音足球挑戰盃（2015-2016） U10銀盃季軍

3A劉崇熙  3B程  朗
3B黃敬為  3B劉耀森
3C陳恣軒  3D陳汶頌
3E王鈞濠  4A黃浩俊
4A易慧盈  4E廖明政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團體 亞  軍
4C文嘉晞  6A張凱斐
6A蔡煜正  6C馮偉廉

青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50米背泳亞軍 6E葉  進

男子乙組

50米背泳冠軍 5D馮澤鈞

50米背泳季軍
5C郭瑞峰

50米自由泳季軍

100米蛙泳季軍 5E李灝龍

100米自由泳冠軍 5D馮澤鈞

100米自由泳季軍 5E李灝龍

4 x 50米自由泳
  接力季軍

5C郭瑞峰  5C王方正
5D馮澤鈞  5E李灝龍
5E劉祉謙

團體殿軍 1隊

男子丙組

50米蛙泳殿軍 4D陳澤銘

4 x 50米自由泳
  接力季軍

3B梁瑋浩  4B余興鵬
4D陳澤銘  4D陳澤銓
4D劉耀駿

團體季軍 1隊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季軍 6B談悅晴

團體殿軍 1隊

女子丙組
4 x 50米自由泳

  接力殿軍
3B胡慧賢  3B陳映彤
4A李明蔚  4B梁倬悠

2016全港中小學躲避盤錦標賽 碟賽冠軍

5A朱紫蕾  5D謝雪琳
5E李晏儀  5E陳澤恩
6A蔡煜正  6A張凱斐
6A吳翰堯  6A黃成言
6A何雪琳  6A許禾美
6A李綺晴  6B宗凝熙
6B黃怡嵐  6C劉駿傑
6C周一顯  6C林展鵬
6C馮偉廉  6D張凱傑
6D李希怡  6E梁勇能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
團體

「2015精神健康月－智FIT精神健康計劃
    之四格創作比賽」

前十名參賽作品 6C何家希  6E郭海晴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良好表現獎 6D關卓裕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入圍獎 6A李易恩  6A李詩敏

「愛‧成長」填色比賽
季  軍 6E郭海晴

優異獎 5E李灝龍

「香港工程師學會」舉辦「童心看工程」繪畫比賽 優異獎 4B曾惠琇

2016「夢想家園」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銅  獎 1B鄭詠鍶

「校園的一角」繪畫比賽
初級組

季  軍
1A施灝楓

高級組 6A王碧瑩

「愛在青嶼‧多元發展親子填色比賽」

初級組優良獎
1E黃靜宜  1E劉俐彤
2E黎樂妍

初級組優異獎
1C王若茹  1C黎小牽
1C曾凱祈  1D馬學文

中級組優良獎 4E陳嘉恩

中級組優異獎 4D陳思宇

高級組優良獎 6A王碧瑩  6B余雅瑩

高級組優異獎 6E郭海晴

最參與獎銀獎 全校

「善用公屋資源暨環保生活齊共享大行動」
 填色比賽

初級組

冠  軍 2B黎紫琪

亞  軍 3A蘇采堯

季  軍 2A林曉盈

高級組
亞  軍 6E郭海晴

季  軍 6E朱杏兒

視  藝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
團體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2015年拉丁舞培訓 優異獎 3A羅康倩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

乙等獎 1隊
中國舞

第二十九屆葵青區舞蹈比賽－爵士舞 銀  獎 1隊

第七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優異獎 2C許琬霖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銅  獎 4D楊恆琪

亞太才藝舞蹈精英盃2016（單人－幼童舞） 銀  獎 1B葉  晴

舞  蹈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團體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親子共融科技工作坊
  －「夢想飛翔創世紀」

優異獎
2E陳施羽 
4D楊泓禧

新加坡紙飛機飛行大賽
投擲最準確獎
全東亞區冠軍
全場第三名

／
6A張凱斐 
6A王一航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銅  獎 6A利𤀹希

常  識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第八屆資優數學解難大賽個人獎 銅  獎 2A蘇俊仁

荃葵青區小學數學競賽2015 優良獎 6A湯卓賢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優異獎 5E吳韋皓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葵青區）

銅  獎
6A張庫銘  6A余熙媛
6A湯卓賢

優良獎

6A王一航  6A許浩文
6A黎卓瑜  6A李易恩
6A張卓淇  6A雷予適
6D梁菀珊  6D王日朗
6E黎家文

聖公會小學第十九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競賽二等獎 6A湯卓賢

數學競賽三等獎 6A余熙媛  6A王一航

2016多元智能盃－心算中級組 優異獎 3E張樂賢

2016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三等獎 6A利濬希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6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4D黃焯麟  5E余熙彤
6A余熙媛

三等獎

3B黎淦軒  4D林  曦 
4D陳澤銘  5E李灝龍 
5E劉祉謙  6A利濬希
2A司徒安橋

晉級賽

二等獎 5E余熙彤  6A利濬希

三等獎
3B黎淦軒  5E李灝龍
6A余熙媛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5E余熙彤  6A余熙媛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銀  獎 5E余熙彤

銅  獎
3B楊澤鋒  3B黎淦軒
6A余熙媛

晉級賽
銀  獎 3B黎淦軒  5E余熙彤

銅  獎 3B楊澤鋒  6A余熙媛

數  學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第十二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兒童新苗甲組 亞  軍 2C趙恩昊

圍  棋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木棉樹兒童文學月刊2016小作家 優異獎 5E李佩儀

圖  書

2015-2016年度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體  育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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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普通話

1A 陳熙兒 葉梓灝 高戩夆 廖希悠 楊安泰 陳熙兒 施灝楓

1B 李凱嵐 陳沛禧 鄧卓婷 李凱嵐 鄧卓婷 李凱嵐 李凱嵐

1C 王若茹 曾凱祈 鄭禮言 王若茹 吳雲濤

1D 徐俊濠 黃芷妮 郭穎欣 郭穎欣 黃諾晴 倪綺彤

1E 陳海互 林迪衡 黃靜宜 劉俐彤 林迪衡

2A 陳子樂 陳子樂 陳子樂 冼樂賢
陳子樂 林柏言 冼樂賢
蘇俊名 蘇俊仁 黃伊彤

2B 陳勇兆 廖安琪 廖安琪 廖安琪 黃泓熹 謝君銘

2C 趙恩昊 趙恩昊 盛梓僑 趙恩昊 許琬霖

2D 張滿濠 謝樂彤 劉焯傑 張滿濠 劉焯傑 吳悅誠

2E 朱泳恩 何楚晞 李 睿 朱泳恩 何瑋晴

3A 張昳晞 張昳晞 張昳晞 林意靖 張昳晞

3B 徐煒恩 簡苓津 唐偉晉 黃仕名 徐煒恩 唐偉晉 劉斯俊 徐煒恩 蕭正文

3C 唐穎詩 周柏澄 梁銘軒 張家燕 賴咏瑤

3D 蔡澤朗 周梓鈴 王曉曦 胡靖詩 容浩高

3E 黃一言 伍心悅 葉巧敏 伍心悅 劉煒婷

4A 楊晞穎 溫婉伶 劉潤 張權僑 張權僑

4B 梁 蕊 余興鵬 梁蕊 布子俊 余詠淇 梁蕊

4C 高俊傑 高俊傑 詹曦 黃悠華 吳卓霖 湯堅庭

4D 陳彥菁 陳思宇 梁鈞浩 林 曦 陳彥菁 蘇芮儀

4E 張安琪 譚子鋒 譚子浩 甄珈敏 黎鉻渟

5A 朱紫蕾 朱紫蕾 孫啟涵 伍健富 孫啟涵 伍健富

5B 黃雅茵 吳婷婷 李樂兒 李樂兒 黃家浩 吳婷婷 李樂兒

5C 林彤恩 郭瑞峰 林 融 郭瑞峰 邱卓盈

5D 吳心泳 李慇桐 鍾啟冬 曾駿熙 胡凱瑤

5E 侯思維 陳澤恩 陳澤恩 陳澤恩 余熙彤

6A 余熙媛 張卓淇 黃成言 湯卓賢 許浩文 余熙媛 雷予適

6B 林堯磊 楊子隆 葉家聰 林堯磊 楊子隆 黃孝欣

6C 張凱嵐 李英琪 張凱嵐 盛煒晴 李嘉俊

6D 李希怡 何政僑 王日朗 岑梓滔 王鵬宇

6E 黎家文 蔡煒樂 葉梓浚 郭海晴 黎家文 蔡琪琦

成績龍虎榜

*「紅色姓名者為該科全級最高分之學生」

顯著進步名單
班別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1A 彭子欣 賴凌傑 劉昭蕙 潘俊樺

1B 李卓軒 楊芷欣 洪芷晴 梁曜麟

1C 巫俊亨 陳梓軒 陳妙 郭肇庭

1D 王芍妍 朱雅晴 徐桷濠 徐桷濠

1E 陸焯彥 盧泳心 楊婷森 鍾逸軒 楊婷森

2A 梁嘉熙 黃穎瀅 梁曉晴 楊寶盈 吳穎琳

2B 謝君銘 邱 棠 謝君銘 曹曉楠

2C 陳愷澂 趙恩昊 林智華 林智華 王詩敏

2D 謝俊闈 鄭麗琪 劉焯傑 曾穎珊 曾穎珊

2E 陳施羽 容梓寧 陳凱琳 陳凱琳

3A 羅康倩 陳智炫 黃熙晴 王家柱

3B 梁瑋浩 楊子晴 林玟稀 王凱澄

3C 胡家銘 胡家銘 胡雁婷 胡家銘

3D 林子惠 曾敬洛 孔子允 陳鎧澄 李芸蕾

3E 黃一言 吳心嵐 譚錦清 陳靖和

4A 關健弘 陳建霖 黃恩城 李子灝

4B 張國超 鄭鞍翹 施俊宏 鄭焯謙

4C 黃悠華 何東亮 朱俊 黃悠華

4D 黃建熹 袁藝心 陳澤銘 陳思宇

4E 何均庭 張安琪 伍思昕 廖明政

5A 鑑嘉浩 黃譽希 伍健富 梁法強 胡詠琳

5B 劉倬霖 何晉廣 周志翹 鍾兆軒

5C 陳琦達 林融 葉欣桐 林 融

5D 林敬彥 李慇桐 劉羽登 林琪穎

5E 余熙彤 鄭文軒 安家蔭 陳振揮

6A 蔡煜正 張卓淇 曾榆泰 李皆錫

6B 劉芷茵 葉家聰  ／ 陳子樂

6C 張凱嵐 今田光紀 盛煒晴 李英琪

6D 梁綺婷 黃 杰 王日朗 黃 杰

6E 黃友炯 鍾穎熙 葉梓浚 葉梓浚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團體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組 亞  軍 3B黃天諾

詩詞獨誦 — 英語組

亞  軍 3E劉煒婷

季  軍 2A劉俊麟

優良獎 56名

良好獎 5名

2016第二十二屆聖經朗誦節－集誦 優異獎 4D班

2016全港小學普通話才藝比賽

初級獨誦
銀  獎 1A蘇綽琳  2E郭  純

銅  獎 1A楊雪誼  2A施穎琦  2A李  想  2A梁曉晴

高級獨誦
銀  獎 5B吳婷婷  6A何雪琳

銅  獎 5B黃雅茵  6A李易恩  6A張卓淇

初級相聲 銅  獎 1A施灝楓  1A林俊皓

高級相聲 銅  獎
5B黃家浩  5E李灝龍  5E陳澤恩 
5E程  晴  5E余熙彤  5E李晏儀

朗  誦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得獎團體

第八屆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中級鋼琴比賽 優異獎 6C盛煒晴

2015第二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七級組 冠  軍 4D蘇芮儀

五級組 亞  軍 2A蘇俊仁

約翰‧湯姆遜B組 優異獎 3B簡苓津

第六屆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小奏鳴曲組 亞  軍 2A林柏言

第六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3E劉煒婷

高級組 5E李佩儀

2016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兒童組 金  獎 4D蘇芮儀

第六十八屆校際音樂節比賽

獨奏項目－鋼琴獨奏

亞  軍 4D蘇芮儀  4D林  曦

季  軍 1D鍾宇翹  2A蘇俊仁  4C董心玲

優良獎 11名

良好獎 7名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 冠  軍 2A蘇俊仁  4D蘇芮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組－13歲以下 季  軍 1隊

小學合唱組－ 9歲以下 良好獎 1隊

2016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幼童組） 金  獎 2A蘇俊仁

Tom Lee Music Academy 鋼琴比賽2016 優異獎 1B鄭詠鍶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15總決賽－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三級組） 冠  軍 4D林  曦

音  樂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香港經濟日報「我和書中主角有個約會」故事創作比賽
英文初級組

季軍
2A雷予苗

英文高級組 6A吳翰堯

2015正字大行動‧饒宗頤文化盃 最佳表現獎 6A李易恩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llenge by Hong Kong Crossword Club 最佳表現獎 6C李英琪

Fun and Friend 互動英語課程 最佳表現獎 1A池傲彥

2016梁植偉中學英文詩歌創作比賽

第一名 5E鄭雨婷

第二名 5E任珮恩

第三名 5D李慇桐  6C楊小冬

「童年同悅英文科最佳進步獎勵計畫2015/2016」 英文科最佳進步獎 6B賴新成

PLP-RW Good Reader Award

一年級 Best Reader 5名 1A廖希悠  1B鄧卓婷  1C曾凱祈  1D倪綺彤  1E林迪衡

二年級Most Improved Reader 5名 2A梁嘉熙  2B謝君銘  2C王靜雯  2D謝樂彤  2E鄭康婷

三年級Most Improved Reader 5名 3A張昳晞  3B馬鈞儀  3C周柏澄  3D蔡樂兒  3E劉煒婷

學  術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個人

中文大學主辦「綠色社群 / 賽馬會減碳伙伴計劃」保源密令網上環保平台 2016年度保源伙伴銀獎 4D鄺美婷

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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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會 行教 旅

編務委員會
顧問：張昌明校長、林美霞副校長、譚婉嫻副校長 

委員：湯靜琳老師（編務統籌）、於德智主任、梁婉麗主任、譚錦儀老師、沈佩芬老師

  多謝家教會在四月份舉辦這一次親子馬屎
洲、綠田園旅行，讓我們有機會在繁忙的生活

中走到大自然，享受片刻寧靜舒泰。

　　這次活動中，我認識到更多新朋友，一

起互相交流教養孩子

的心得，從中對了解

小朋友成長有更深入

的認識，亦能更了解

自己孩子與同學相處

之點滴。我真是很高

興能參加這次活動！

　　每一次參加家教會舉辦的旅行，心中都

有一定的期待，故此，每一年的活動，我們

都必定參與。

　　今年最令我們感到驚喜的是自助午餐環節，

雖然食物的款式不多，但是卻令每一個家庭都可

以停下來，享受當中的環境和美食。大家歇一

歇，再繼續下一個行程，樂在其中，舒適無比！

  這次旅行讓我們從繁囂的都市生
活，回歸到大自然的懷抱，每個參與

家庭都樂也融融，實在感謝學校每一

位教職員的付出！盼望我們每一年都

可以參與家教會舉辦的活動。

古詠茵女士（2B 鄧子瑨家長）蔡詩敏女士（4A 李明蔚家長）

在無際的海邊留影，實是賞心樂事。 在馬屎洲上留影，眺望無邊的大海。

大家玩水上電單車，玩得多麼暢快。 看！我們玩得多快樂。 泛舟湖上，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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