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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九月十二日與中華基督教會天愛堂合辦校園開放日。當

天，參觀者參觀學校的課室及特別室，每到訪一室均可獲蓋章，集

齊所有印章後，便可換領紀念品。學校本年度訓練了一班學生大使

帶領來賓參觀，他們以流利的普通話或英語介紹所屬特別室之設立

理念、功用、設備及運用情況，參觀者都大讚他們的表現。參觀完

畢後，參觀者可到禮堂欣賞學生表演，包括中樂獨奏、東方舞、花

式跳繩、弟子規朗誦等。此外，今年更新增了由中華基督教會天愛

堂提供的家長講座、吹氣彈床及攤位遊戲，非常熱鬧。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月四日舉辦

「元創方 PMQ+淺水灣超視覺 3D 藝術

館親子一日遊」。參加者參觀了香港三

級歷史建築、創意文化發展，也享受奇

妙的立體藝術體驗，欣賞共八十幅 3D

展品帶來的超視效果。當天除了享受親

子之樂外，參加者還可以認識其他家長，交換教養孩子的

心得。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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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上午，本校舉辦了家長教師交流會。家長們到課室與班主任會面，了解班內情況及學

校獎懲制度，並商討如何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另外，本校更特意為一年級家長於禮堂舉行「家校分

享會：評估卷模式」講座，讓家長更了解一年級各科評估卷之模式及內容，幫助學生溫習。

為推動公民教育，本校於十月八日響應教育局之呼籲，參加由香港公益金主辦之「公益金便服日」，

替公益金資助之「家庭與兒童福利服務」籌款。當天所有學生按了自己班所定的主題穿着便服上學，

學校亦鼓勵學生捐出零用錢，結果共籌得善款一萬二千多元幫助有需要人士。

從九月開始，本校為讓學生從不同形式學習知識，與各社會 

機構合辦了一系列的講座和劇場。9 月 21 日，新界北總區交通安 

全組到校為初小學生進行「道路安全講座」，以提升他們對道路安 

全的認識；10 月 5 日，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到校舉辦「學生實用 

急救講座」，讓學生了解急救學的基本概念及技巧；10 月 6 日，森 

林聯盟到校為高小學生舉辦「性騷擾‧咪忍劇場」，讓他們認識如 

何構成性騷擾和預防方法；10 月 8 日，元朗區警民關系組蔡警長 

到校進行「校園欺凌及網上罪行講座」，教導學生不要欺凌及不要不法使用電腦；10 月 15 日，香港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到校表演「無煙父子闖天關」，讓學生認識吸煙、二手煙、三手煙的禍害，並學習如何鼓勵

親友戒煙。這些活動有的嚴肅，有的生動，但都令學生們對相關課題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助他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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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每天放學後會否自動自覺去做功課？自行收拾自己的物品？孩子的

生活自理能力和其他方面能力一樣，是從小培養和訓練出來的。培養孩子「自律」，

能讓學生對自己有要求和做事有目標，朝著自己所定之目標前進，從而走向自己的成功

道路。本校本年度之推廣活動為「自我管理」，我們相信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可令他

們學會獨立；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可增強他們的自信；培養他們自律的習慣，可加強他們適應將來社

會的能力。所以孩子們能做的就讓孩子們自己做，應做的就鼓勵和訓練他們去做。家長們，讓我們一

起共同努力，培養未來的主人翁吧！

 

 

 

 

 

 

 

 

 

 

 

 

 

 

 

              ﹝因版位關係，本欄只節錄部分各類比賽獲得前三名的學生﹞ 

 項獎 名姓生學 目項賽比 稱名賽比 構機辦主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2014-2015 年度全年總冠軍頒獎禮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CRS 

2C 周悅祺

冠軍 

兒童/青少年組別 
全年總冠軍

模範學員 

I.C.B.D. 
23 屆會長盃 

 tsriF SRC oloS 年少青及童兒

 dloG 果蘋小體團-elytseerF

第一屆世界兒童及青少年大獎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單項 1 亞 2 季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CRS 冠軍 

影舞盃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拉丁舞 3E 洪偉琳 季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回歸杯 2015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單項 
5C 林嘉慧 2 冠 

3E 洪偉琳 2 冠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及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節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2015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單項 

5C 陳寶懿 2 亞 

2C 周悅祺 5 冠 1 亞 

2B 黎頴蓉 1 冠 1 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200 米蝶泳 

5D 吳穎詩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第三十三屆水運會 

 軍冠 泳蝶米05

 軍冠 泳蝶米001

季1亞2冠1 尺公04 會運水年週 部樂俱村鄉園花綉錦

海獅會 第廿四屆水運會 
 亞3冠1 尺公05

 軍亞2 尺公001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4 小學甲 2 組 本校跳繩隊 季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分齡賽 2015 

9-11 歲女子組-個人花式比賽 

6B 張婥琳

冠軍 

 軍冠 賽比跳力耐度速鐘分3

 軍季 績成總人個

香港跆拳誠武館 第七屆誠武盃 男子兒童色帶 個人比賽 2C 簡栢燊 1 冠 1 亞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小五組 6E 吳奇宇 銀獎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組委會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五年級 6E 吳奇宇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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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幼國際數學學會 
2015 年兩岸三地 

「優數盃」數學大賽(決賽) 

數學小一組 

2D 蔡庚威 特等獎 

2C 何宜樺 一等獎 

2C 古秦宇 二等獎 

數學小三組 
4D 陳麗華 特等獎 

4C 潘志健 一等獎 

數學小五組 
6C 危德聰 一等獎 

6C 程琬穎 三等獎 

心算高年級組 
5D 饒傲芳 第三名 

6C 謝嘉龍 第三名 

世界舞星聯合會 

世界舞星聯合會會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單項 

5D 黃月君 1 冠 1 亞 1 季

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 

暨藝術及文化表演交流舞會 

5C 陳寶懿 1 冠 2 季 

1C 梁樂善 1 亞 1 季 

5C 吳宇晴 2 冠 3 亞 1 季

荷花杯公開大獎賽 
2C 周悅祺 1 亞 1 季 

2B 黎頴蓉 2 季 

新加坡及亞洲學校 

奧林匹克籌委會 
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5 決賽 小五組 6E 吳奇宇 銅獎 

 劃計勵獎 劃計團旅異優 會總軍童港香

小童軍 A 團 嘉許銀獎 

小童軍 B 團
嘉許銀獎 

特別嘉許獎

幼童軍 A 團
嘉許銀獎 

特別嘉許獎

幼童軍 B 團 嘉許銀獎 

9-10 月參賽紀錄 
 別班及名姓生學 目項賽比 稱名賽比 構機辦主

I.C.B.D. 
第一屆世界兒童及青少年大

獎賽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Cha Cha Cha 
5D 黃月君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Jive 

可口可樂基金會 

活得至「繩」計劃 2015 
花式跳繩表演盃 2015 小學組 本校跳繩隊 

15周年校慶 logo設計比賽冠軍 

15 周年校慶標語創作比賽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