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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一月二日舉辦「赤門景區、有機農莊一日遊」
活動。當天，老師、家長及學生共 397 人。首先大家一起前往香港地質
公園赤門景區馬屎洲，觀賞本港最古老的沉積岩，接着參觀富琴大自然
有機農莊，了解及體驗農家生活的樂趣，又參與茶粿製作坊，親手製作
獨一無二的茶粿，親親小動物，盡情享受親子郊遊之樂。

追夢少年開幕禮
十一月九日，兒童發展基金「追夢少年計劃啟動禮暨科創長者
學苑開學禮」順利於本校禮堂舉行。當天，本校有幸邀請到社會福
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朱詠賢女士、易路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袁智
傑博士、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陳孝慈苑長 MH、宣道會天頌
堂陸正雄牧師及梁兆棠校監擔任主禮嘉賓，亦感謝各位校董及嘉賓
撥冗蒞臨主禮。學校安排了追夢短劇、簡單的宣誓儀式及獻唱後，
學生們正式展開追夢之旅。典禮完結後，大家在雨天操場享用美
食，長者們可以參與香薰油體驗課，了解香薰油的用途，紓緩壓
力，消除疲勞。

親子齊齊讀
本校於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二十一及二十二日分別舉辦了「親子
齊齊讀」活動。家長進入教室與子女一起上課，協助老師進行教學活動，
擔任課堂分組導師及協助學生完成課堂習作。活動增進了家長與學校之間
的溝通，也加強了家長對學生課堂活動之了解。學校十分感謝家長們積極
參與課堂活動，並給予學校寶貴的意見，亦感謝老師們努力的付出。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就職禮
原定於十一月十六日舉行之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就職禮，因教育
局宣布停課關係，改於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舉行。各會員在禮堂進行周
年會員大會及就職禮，共61人出席，會中致送感謝狀予卸任主席梁智昭
先生及委員，並由新任主席張美怡女士帶領新任委員宣誓就職。

家長培訓工作坊
本校成功申請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主辦的「小紅帽．
閱讀工作坊」，十二月六日工作坊於本校順利進行，藉此培訓一至
三年級的家長講故事的技巧，以協助加強家長與孩子的溝通及建立
親子關係。另外，十二月十三日舉行「同心同行家長 CAFE」講座，
由校長主持，主題為「至 NET 父母」，校長與家長們分享應如何指
導孩子活用網上資訊。

家長義工聚餐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二月十一日舉行家長義工聚餐，學
校藉此感謝家長義工為學校之付出，並加強家長義工間之聯
繫，提升家長與教師的凝聚力。當天，校長、家長教師會委
員、老師及 60 多名家長義工在禮堂進行聚餐，再加上有校
長、副校長們及主任們贊助的抽獎禮物，氣氛是非常熱鬧。

升中適應家長講座
十二月十二日，元朗信義中學尹校長到本校舉行升中講
座，讓小六學生了解升中面試技巧及中學課程；十八日本校
則與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區伙伴計劃合辦「與孩
子同行」升中適應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及適應子女步入青
春期身心上的轉變，輔助家長處理學生的壓力難題，為學生
預備升中做好準備。

聯校家長講座
本校與翰林幼稚園(天水圍)合辦了一連四次的聯校家長講座，讓家長
從中學習正向管教方法，提供管教子女及親子溝通技巧上的支援，並探討
建立孩子品德和價值觀的要訣，從而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

元朗區優質教育展及 STEM@元
朗 2019 啟動禮暨繽紛嘉年華
十二月八日，本校參加了由元朗區小學校長會舉辦之
「元朗優質教育展嘉年華 2019 暨『升小睇真 D』」。學校於
元朗商會中學設置攤位遊戲及展覽，藉此向區內家長們介紹
本校之辦學理念。同日，學校也參加了 STEM@元朗 2019 啟動
禮暨繽紛嘉年華，學校亦擺設攤位，展示校內 STEM 的學習成
果，現場更有機會與友校互相學習，從而提升本校 STEM 的發
展。

親子觀鳥活動
本校於十二月十四日舉辦「親子觀鳥活動」，
以配合本校持續推廣生態校園及可持續生態環境之
研習活動。當天共有二十個家庭到南生圍進行戶外
考察，提升大家對觀鳥的興趣。在此，特別感謝綠
色力量義務安排了兩位導師，為參與活動的家庭進
行講座及帶領學生及家庭進行觀鳥活動。

社區才藝表演
為了讓學生發揮潛能，展現才華，本校特意安排
學生參與社區表演，十二月十四日由老師分別帶領學
生出席了「和諧共融樂天北嘉年華」，學生現場表演
現代舞及扯鈴；同日於屯門黃金海岸廣場之社區才
藝 表 演，本 校 學 生 表 演 了 中 國 武 術、拉 丁 舞 及
Saxophone 演奏，讓同學在表演過程中展現才華，提
升自信。

午間活動
為豐富學生之校園生活，讓學生展示個人的專長，本
校於十一月進行了「科小才藝 SHOW」的樂器表演。本校參
加才藝表演的學生非常踴躍，甚至捧場的同學觀眾亦把
G02 室擠得座無虛席，全場洋溢着歡樂的氣氛。這個活動
讓學生有機會在校內向同學展現才藝，增強自信，讓他們
有精彩難忘的經歷，有助培養參與者對學校的歸屬感。

聖誕聯歡日
十二月十九日為本校之聖誕聯歡日，當日全校師生輕輕鬆鬆
地穿著便服回校，高、低年級輪流到禮堂參與聯歡活動。禮堂活
動的節目豐富多采，首先是「猜猜老師」遊戲，學生們熱烈地舉
手競猜;接着是基督徒老師為學生獻唱聖誕歌，分享聖誕節的佳
音;然後是歌唱比賽及科小之星歌唱大賽，學生在台上載歌載舞，
活力十足，盡顯光芒，在此特別感謝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作評
判。最後當然有壓軸的大抽獎，聖誕老人把各式各樣的禮物送給
學生，令他們雀躍不已。在教室裏，學生彼此分享食物、玩集體
遊戲、抽獎及拍照，亦充滿歡樂的氣氛。

教師發展日
十二月二十日是教師發展日，學校十分重視教師的身心健康，特此舉
行教師飲食健康講座，由本校校友香港營養師學會認可之營養師黃鶯女士
擔任主講嘉賓。第二項活動是教師瑜伽班，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動感
校園」導師到校教授瑜伽，讓教師們明白健康飲食及運動的重要，從而提
升個人體質，達致身心平衡。當天下午，學校安排香薰油按摩工作坊，讓
教師認識到香薰油的應用，親身體驗香薰油紓緩壓力、消除疲勞的好處，
亦學會各種按摩的技巧，這些經驗確是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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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音樂學院

比賽項目
2019 年度第三級琵琶專業等級考試

得獎學生

6B 何梓盈

獎項
合格證書
銅獎

2B 張懿淳

銅獎

GNET STAR&GNET GROUP LIMITED

第八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9(背包設計)小童組

2B 張懿淳

金獎

GMC Music

GMC Music Fesival 2019(Etudes-intermediate Gd4-6)

5D 陳秋羽

銀獎

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小學 A 組

本校中樂團隊

2019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3D 屈頌謙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C 何宜樺

優秀小學生獎

6C 馬宇萌

季軍

2A 黃昭怡

亞軍

2D 張婧潔

1 亞 1 季軍

3B 鄧智銘

季軍

3D 張家瑩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島教育機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3D 李芮
4C 黃子桐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銅獎

季軍

本校中文集誦隊 優良
6C 呂其諾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9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D 許詠棋

進步嘉許獎

6D 梁凱桐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及屯門青年協會 2019-2020 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初小組

3C 吳嘉琪

優異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晴會所

4A 劉志軒

冠軍

小兵乓大比拼

4A 劉志軒
5A 朱家進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第十六屆馬振玉體藝乒乓球邀請賽

5B 梁澤

盃賽季軍

5C 吳宇軒
5D 鄧浚熹
4C 黃子桐
6C 羅荻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第二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19

6C 張愷琦

銀獎

5D 陳秋羽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6C 呂其諾
ADSF 亞洲青年體育舞蹈專項錦標賽香港 2019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公
開賽華爾茲、探戈、快步舞、維也納華爾茲、狐步舞
6D 黎頴蓉
ADSF 亞洲青年體育舞蹈專項錦標賽香港 2019 11 歲單人組公開賽查
查查及倫巴舞分組賽 B
6D 伍智沛
友校接力賽

中華基督教方潤華中學

1 冠 1 亞軍
第二名及第三名

6D 劉學謙
6D 蔡庚威

亞軍

6D 何梓顥
香港童軍總會元朗東區

2019-2020 年度小童軍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高級組)

3B 黃嘉軒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