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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一月四日舉辦大嶼山親子一日遊
活動。當天，老師、家長及學生共 296 人一起前往大嶼
山，參觀青銅大佛、寶蓮寺、萬佛殿，並一同品嚐寶蓮
禪寺珍味素菜宴，下午再領略大澳漁村風情，享受親子
之樂。

親子齊齊讀

本校於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十二日期間
舉辦了「親子齊齊讀」活動。家長進入課室與子女一起上
課，亦協助老師籌備教學活動、擔任課堂分組導師及指導學
生完成課堂作業等。活動增進了家長與學校之溝通，也加強
了家長對課堂活動之了解。家長表現十分積極，校方感謝家
長們對課堂給予寶貴意見及欣賞十分感謝老師們的努力付
出。

杭州嘉興小學骨幹老師訪校
杭州嘉興小學 16 位骨幹老師於十一月十四日
到訪本校。由校長、副校長及主任們先進行
簡單的歡迎儀式，接著分享家長溝通策略及
簡介學校，再讓兩地老師互動交流，獲益良
多。

升中講座及參觀學校

本校於十一月十四日邀請了
元朗信義中學的尹校長為六年級家長及學生主持升中講座，讓家長
及學生更了解升中的要求。本校亦安排了六年級學生參觀香港管理
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並派發不同
中學的學校簡介，供家長及學生掌握更多升中資訊。

家長日

本校於十一月十七日舉行家長日，家長於上午

時段到校與老師傾談子女的學習及行為表現。同時，學校亦特
別安排了書展及電子教材展，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及
善於使用電子教育軟件進行學習。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就職及
盆菜宴 家長教師會於十一月十七日下午舉行周年
會員大會及周年聚餐盆菜宴。各會員先在禮堂進行周年
會員大會，隨後在雨天操場進行周年聚餐。盆菜宴共有
17 席，各會員濟濟一堂，更設有抽獎環節，氣氛熱鬧融洽。
在此感謝梁校監及家聯會主席林佩珍女士撥冗出席，另感謝
多位前家長教師會主席帶同賀禮出席支持及施杰柎先生捐贈
禮物作抽獎之用。

跨境家校聯誼

十一月十七日盆菜宴後，下午即舉行跨境學生家長

聯誼，以加強跨境生家長與學校間之聯繫。聯誼活動先透過遊戲增加彼此認
識，然後透過講座讓家長了解如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又安排家長與一年級
中、英、數科任老師會面，讓家長了解學生在校學習情況，也讓教師了解學生
在家中的表現。活動十分成功，家長對學校的要求增加了解，有效達致家校合

惠州遊學團 本校於十一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為四年
級學生舉辦「惠州遊學團」，由四位老師帶領四十位四年級
學生一起前往惠州進行參觀學習。師生一行參觀了大鵬古
城、惠州大亞灣石化工業區、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惠州西
湖及惠州科技館等地方，認識惠州的環保設施，了解設立自然保護
區對當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學生回校後亦與全級四年級同學一同
分享交流團所得。

親子農莊團

本校於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與佛

教慈光幼稚園舉辦「親子中國文化學習及綠色農莊體驗活
動」。本校共有師生及家長共 33 人參與，先後參觀五邑華僑
華人博物館、國恩寺、報恩塔、里洞樹賢綠色農莊，又參加農
務體驗活動，享用農莊有機田園農家菜。是次交流有助加深參與者認
識廣東省歷史文化、風俗特色和生態農莊，豐富學生之生活經驗。

家長義工聚餐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二月三日
舉行家長義工聚餐，藉此感謝家長義工為學校之付出及加強
家長義工間之聯繫，凝聚彼此力量。當天校長、新舊家長教
師會委員老師及家長義工在禮堂進行聚餐，又有家教會前主
席胡豔梅女士、陶校長、郭副校長、郭楚群主任及陳鳳儀主
任贊助的抽獎環節，氣氛融洽。

貴陽市實驗小學訪校

十二月四日及五日，姊
妹學校貴陽市實驗小學到訪本校，當中包括貴州省 7 位校長、
10 位老師及 50 位學生。貴州省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程燕女士
及 2 位委員亦到校一起參與交流活動。本校進行了熱烈的歡迎
儀式後，兩地學生進行了表演、遊戲和交換禮物等活動，兩地
老師也進行了觀課及評課，加深彼此的認識。其後，學校又先
後安排了貴州師生參觀濕地公園、屏山文物徑等，又享用西餐
和新界傳統圍村盆菜宴，讓他們認識香港文化，豐富的交流活
動也加深了兩地師生的情誼。

聖誕聯歡 本校於十二月二十日舉行聖誕聯歡會，全
校師生穿著輕鬆便服回校，高、低年級輪流於禮堂參與歌唱
比賽及聯歡會。學校安排了宣道會天頌堂的牧師和教友跟低
年級學生唱聖誕詩歌和講故事。四至六年級則表演了不同的
節目，包括話劇、舞蹈、魔術、唱歌等，盡顯學生創意及閃
耀的一面，跟着進行歌唱大賽和抽獎。聖誕老人亦到禮堂和
課室大派禮物，令氣氛更為熱鬧。整天的聯歡活動令學生們
感受到濃濃的節日氣氛。

生活教育 德育及生活教育組於上學期展開了「小勇士成長記」活動，很多
同學獲得了「勇士配件」，請家長鼓勵並協助學生完成更多自我挑戰，以期於下學期
完結時同學們能真正成為一位勇士。另外，十二月初本組舉行了「捐獻大行動」，鼓
勵學生學會分享、關心、捐助身邊的人。感謝家長和同學的踴躍參與。一月中，參加
「成長的天空」的同學會為社區中心的長者送出第一批物資，希望他們過一個溫暖、
溫馨的新年。下學期將會進行「小六服務學習課」培訓，屆時會邀請家長參與課堂及
探訪活動，請各位熱心的家長多加留意。希望到時見到你！

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主辦機構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比賽項目

參賽學生

獎項

26th IDTA Cup HK Open Championshiops Solo

6D 徐紫嫣

4 亞軍

26 屆 IDTA 盃國際舞蹈公開賽 Cha Cha Cha

3D 吳琋琳

2 季軍

Juvenile and Youth Solo Jive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香港區會）

3D 吳琋琳

五連冠

6E 陳卓盈

2 季軍

元朗區第 43 屆田徑運動大會女子 E 組 60 米

6E 黃嘉敏

亞軍

元朗區第 43 屆田徑運動大會女子 D 組 200 米

6E 鄧慧儀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特 200 米

6E 鄧慧儀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田徑隊

季軍

思研動力語言藝術

2018 香港閃耀之星朗誦比賽普通話獨誦初小組

2A 鄧智銘

亞軍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一年級組獨誦
元朗區體育節 2018 元朗區啦啦隊公開錦標賽

1D

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區議會/元朗區體育會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香港區會）Solo Rumba

6E 陳卓盈 1 亞 1 季

元朗區青年節 2018 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兒童及青少年組 Solo

陳睿

學校啦啦隊

冠軍

第三屆元朗區小學繪畫比賽初小組

2E 屈頌謙

季軍

第十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環保袋設計)小童組

1B 張懿淳

銀獎

第十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黏土創作)小童組

1B 張懿淳

銀獎

第四屆 ITF CHINA 跆拳道大賽 2018 團隊套拳

4B 戴翱風

亞軍

第四屆 ITF CHINA 跆拳道大賽 2018 個人套拳

4B 戴翱風

季軍

第四屆 ITF CHINA 跆拳道大賽 2018 摶擊

4B 戴翱風

季軍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一年級組獨誦

1D 黃煒芯

季軍

道教香港青松觀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8

3D 子雅婷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GNET STAR GNET GROUP LIMITED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Federation

元朗區議合及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香港駕駛學院盃競技啦啦隊小學女子組

元朗區體育節 2018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SDM 及現代農場盃-Juvenile and Youth

6E 陳卓盈 3 亞 2 季

劉金龍中學

第一屆音樂邀請賽(鋼琴)

6D 陳心怡

銀獎

劉金龍中學

第一屆音樂邀請賽(中樂組)

6C 朱政愷

銀獎

小學四人足球比賽

男子足球隊

亞軍

射球王挑戰賽

男子足球隊

亞軍

第十一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數學代表隊

伯特利中學

8個
二等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萬鈞教育機構、賽馬會毅智書院、
元朗大會堂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香港欖球總會及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

第四十一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東方舞隊

銀獎

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小六硬筆高級組

6D 江杞良

冠軍

6C 危德駿

三等獎

6D 尹梓祺

三等獎

6E 王康杰

三等獎

小學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男子田徑隊

季軍

小學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女子田徑隊

冠軍

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8 盃賽

男子欖球隊

第二名

第 46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爵士舞少年組(高小)

6C 鍾穎晴

銅獎

第 46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爵士舞公開組群舞

6C 鍾穎晴

銅獎

2018-2019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計算競賽」個人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籌備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