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華中 督 元會教 朗 小光真 學
一校創 百 周十一 年

樂器演奏

校監蘇成溢牧師

耶穌基督

我們的學校元朗真光，快要慶祝一百一十歲生日了。在歡欣慶祝之餘，我們更應數

算主恩。元朗真光小學的創立，全因有耶穌基督所選召的忠心僕人們。 為了使人聽聞

福音，生命得到啟蒙，他們不辭勞苦，當見到缺乏基礎教育的鄉村兒童，他們毫不猶

豫，興辦學校以進行普及教育工作，為元朗地區的傳道服務開創先河。

元朗真光小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由耶穌基督的忠心僕人創辦，直屬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因此，她必須有基督在其中，才配得其名。有耶穌基督的元朗真光小學，應該有

耶穌基督的特質：柔和謙卑(太11：29)、愛人如己(可12：31)、甘心服務(可10：45)。我盼望本校每一

位，無論校董、校長、師生、家長和校友，無論在校內校外，都能發揮元朗真光所栽種的基督氣質。

中華教會

二百多年前，倫敦傳道會差派馬禮遜牧師來華傳道，為中華大地的基督教揭開了新的一頁。倫敦傳道

會是本會的創會成員，由該會在新界區全力推動建立的各間教會和學校，大家既然一脈相承，就成為了中

華基督教會的一份子。

本校作為中華基督教會數十間學校之一，應當一方面秉承創校以來的辦學宗旨，發揚基督精神，另一

方面又能與其他區會學校並肩攜手，為學生培育豐盛生命，在社群見證基督大愛。

元朗真光

本校的校訓是研求真理止於至善。我特勉勵全校教職同工要持守此校訓，培養所有進入元朗真光就讀

的學生，能努力不懈探索真理，鍥而不捨建立至善至美的人生目標；更期望本校所有持份者能支持校訓而

出的校政和發展方向，同心合意推動我們的元朗真光，繼續成為香港教育界中一座發光發熱的燈台。

2015年11月11日 寫於區會總幹事室 

1 1898年，由倫敦傳道會、愉寧堂(今佑寧堂)和道濟會堂(今本會合一堂)組織之新界傳道會，差派

原任職倫敦會灣仔福音堂(今本會灣仔堂)的黃述芳宣教師，到元朗傳揚福音、建立教會，並因

應鄉村兒童的教育需求，於1906年在元朗東門口元朗福音堂堂址前段，興建一間兩層青磚

屋，作聚會和學校之用，命名真光書室，為元朗真光小學的開始。參黃玉梅：

《川流不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9)，15-27。

1915年，教會認定女子教育的需要，擴建地方開辦真光女校，

聘張淑明、張瑞明兩位女教師主持校務。參《中華基督教會元

朗真光小學百周年校慶紀念特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元朗

真光小學，2006) ，18。

2 教會包括元朗堂、全完堂 (荃灣)、屯門堂、大埔堂、長洲

堂、雅各堂(大澳)、林馬堂(南丫島)、上水堂、梅窩堂等；

學校包括全完第一小學、本校、拔臣小學、大澳小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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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育教 校 核評外
何妙玲校長

學校於上學年2015年4月27日、29日、30日及5月7日，接受教育局校外評核。教育局校外評核隊

伍透過觀課、觀察學生的校園生活及與校董會、家長代表、學生代表、老師等會晤，以及檢視學校文件，

了解學校的運作。學校於2015年8月20日收到教育局校外評核報告，前任校監許俊炎先生及本校學校發

展組已經詳細審閱及檢視報告的內容，並落實從本學年起，由相關的科組就報告的建議作出跟進。

【整體表現 - 學生淳樸‧教師盡責】

外評隊認為本校學生普遍品性淳樸，守規受教；校長和老師均關心學生，學生喜愛校園生活，校園

氣氛和諧；老師工作勤懇，能配合學校推展各項計劃〈外評報告 第9頁〉。

【管理與組織 -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工作效能】

外評隊讚賞學校於本發展周期，善用資訊科技支援老師，促進溝通和

文件傳遞，不但減輕老師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空間，而且令學校的日常事

務運作暢順，行政效率明顯改善〈外評報告 第3頁〉;老師對自評的態度

正面，能認真進行自評，且重視檢討及跟進；學校有清晰的工作指引和妥

善的紀錄，能適切支援老師的工作〈外評報告 第4頁〉。

【學與教 - 課程全面規劃‧培育學生成長】

讚賞學校透過生活教育課、宗教科及各科校本課程，滲入品德元素，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靈

性的發展；學校著力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幫助老師逐步掌握校本及科本的課程發展重點〈外評報告 第5

頁〉;老師能有條理地組織課堂，教學重點明確，且教學態度認真，講解清晰流暢，對學生親切友善。

〈外評報告 第6頁〉。

【校風及學生支援 - 學生自律守規‧發展不同潛能】

讚賞學校的獎懲制度清晰，著意採用多讚賞、少懲罰的

原則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積極運用「班級經營」等策略，培

養學生自律守規的態度及對班級的歸屬感；學校除了銳意發

展學生的潛能，還積極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外評報

告 第8頁〉;學校重視與家長的聯繫，善用校友資源及校外專

業支援，如經常邀請堂會的「宣教師」與學生分享宗教訊息，

促進學生的靈育發展〈外評報告 第9頁〉。

老師到佛教筏可紀念中學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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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老 介紹新

2016年1月23日

•「尋根之旅」步行籌款

2016年4月30日

•「110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英語音樂劇」

•「110周年校慶聚餐」

【外評建議】

學校宜加強整體規劃，針對關注事項目標而非每項工作進行評鑑，以改善自評效能；老師宜多靈活運用

追問、引導和不同層次的問題，幫助學生理解學習內容，並刺激思考；學校在推行「合作學習」的分組活動

效能尚待提升〈外評報告 第10頁〉。

學校的回應

學校會積極跟進外評報告的建議，持續提升自評效能和教學成效，力求進步。學校分別在2015年10月

9日的全校家長晚會及11月10日的法團校董會上匯報了是次外評結果，並於10月9日發通告通知家長外評報

告已上載學校網頁，以供參閱。

大家好，我是黃美琪老師，
本學年剛到元朗真光小學任教，是2B班

的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及常識科。

不經不覺，我加入真光這個大家庭已經有兩個
月了。期間，我感受到校內各位老師對我這個新成員的

照顧和幫助，更體會到他們對學生無條件的付出。在學校
裏，我很欣賞同學們待人有禮及樂於服務的態度；在課堂

上，同學們認真學習也讓我印象深刻。然而，知識的領域
是無邊際的，期望同學們能夠多閱讀，在書中尋找屬於自己
的「黃金屋」。

最後，盼望同學們在這個學年都抱有積極的學習態度，讓
自己在品學上都有所得着。

你們好！我是新加入元朗
真光小學的陳伯民老師，主要任

教中文和普通話科，並負責帶領
幼童軍及校園小記者活動。元朗真
光小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能
夠在這裏工作是我的榮耀。在校數

個月，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班親切友
善、委身於教育事業的老師，在校長

的領導和家長們的支持下，一起推動學校
的發展，為學生締造了良好、愉快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
發掘不同的潛能，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而這裏的同學
活潑可愛，樂於學習。希望大家能在優良的校園氛圍下，
追求卓越，今日以元朗真光為榮，他日元朗真光會以你為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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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日

小一新生適應週

八月下旬，學校為小一新生及其家長舉辦迎新日，目的是幫助新生儘快適應學校生活。在迎新日，學生和家長

分別參與不同的活動：學生在課室和班主任及新同學見面，互相認識；家長則到禮堂參加學校簡介會，以掌握

學校的各項重要資訊，如訂購學生午膳的安排、繳交費用的方法等。

新一小 生 應適

小一新生適應週為期四天，課程內容包括(1)常規訓練：學生

學習排隊、上洗手間、抄寫家課冊及交功課等，從而養成自

律守規的態度及掌握自理的能力。(2)學習適應：中文科配合

學校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教授普通話基本語音知識；英文科重視培養學

習能力，教授英文拼音；數學科重温及鞏固幼稚園的「數數」學習

內容，幫助學生銜接小一課程；常識科透過參觀校舍，

讓學生認識校園設施。(3)身心發展：加入學科以外的元

素，培養學生健康飲食和鍛煉身體的好習慣，使他們重

視身心的均衡發展。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在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中，每位小一學生在開學初期均由一位大哥哥或大姐姐負責照顧及指導，

協助他們儘快融入學校生活。大哥哥大姐姐在上課前的時間、小息或導修課會主動與小一學生

接觸，了解他們的需要，協助他們解決適應小學生活的疑難，並幫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提高小一學生的自

我照顧能力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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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元多 讀 動活

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第一次書評投稿活動得獎學生名單

初級組：1A陳嘉諭  1B馮醴禾  2A馮芷澄  2A鄧詠茵  2B馮卓鋒

中級組：3A蘇祉元  3B吳卓翹  4A祖華欣  4B劉采瀅  4B楊嘉寶

高級組：5A樊綺琪  5B馮顯淋  5B郭柳宇  6A蘇靖喬  6B羅昊康

15/16年度 活動一覽表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普通話故事小組

書展

故事擂台

參觀公共圖書館

作家講座

樂閱讀書會

主題閱讀

班際比賽：親子圖書封面設計比賽 

圖書館規則海報設計比賽 

書籤設計比賽 

愛護圖書海報設計比賽 

給傳記人物的信寫作比賽 

故事創作比賽

菁英伴讀計劃

早讀課

伴讀大使計劃

閱讀分享

師長好書推介

閱讀獎勵計劃

真光多元閱讀計劃

家庭閱讀獎勵計劃(英文)

故事姨姨/叔叔

午間閱情

最喜愛閱讀班級選舉

閱讀王選舉

書評投稿活動

2A 葉子祈圖書館規則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4B 呂惠心 愛護圖書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3B 吳卓翹 書籤設計比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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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理念

外籍英語老師及英語大使定期製作英語

節目，題材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能引發

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學生既可在逢星期四

英語日的午膳時間觀賞有關節目，又可在家

中重温，藉此多接觸英語。

多語英 元校園電視台(英文台)

英文語境活動
逢星期四英語日的早上，外籍英語老師會利用大圖書向

一、二年級學生講故事。在第一個小息，外籍英語老師、英語

大使會和學生一起玩集體遊戲。在第二個小息，學生可到禮堂

觀賞有趣的英語動畫。在午息活動時段，學生有演出英語節目

的機會，他們有的唱英文歌，有的表演英語話劇，也有的玩英

語猜謎遊戲，此外，亦有英語iPad活動。英語日的各項活動深

受學生歡迎，學生能透過有趣的活動習英文。

Let's sing.

英語大使全情投入拍攝校園
電視台節目，為同學製作生
活化的學習內容。

為了增加同學們自學普通話的機會，我

們每月都會按主題，邀請普通話大使為同學

拍攝短片，讓同學在家中自學普通話。

普通話自學短片

Let's play!

Story Time
Ri…Ri…Riddles!

話通普 語 活境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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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動活
為了提升學生閱讀英文故事書的能力及興趣，老師會定期在

四至六年級的英文課堂內進行Guided Reading。在進行Guided 

Reading時，外籍英語老師、英文科科任老師及英文教學助理會分

組指導學生閱讀適合他們程度的英文故事書。課後學生需要把故事書帶

回家與家長一起閱讀，並填寫My English Reading Home Record及

Word Bank，與家長一起閱讀故事書，可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而多讀則有

助提高他們的閱讀能力。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每逢星期五都是「普通話日」，今年普通話日的

節目既精彩又豐富，包括小息時段的普通話動畫角、

ｉ普通話（平板電腦自學活動）、午息時段的集體遊戲

活動和普通話小舞台等，看到大部份同學都積極投入地參

與普通話活動，爭取於真光孩子學習冊中蓋上「普普樂」的印

章，老師們都感到很欣喜。希望同學們爭取更多學習的機會，說得一口

流利的普通話，加油！

普普樂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學會了新的英文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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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持續於課後開設多元化的資優班，

透過資優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發展多元潛

能，並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平台實踐所學。

本學年開設的資優班如下 : 

科目 資優班
多元智能

(Howard 
Gardner)

中文科
辯論隊 內省、語言

校園小記者 語言

英文科
英文民歌班 語言、音樂

英語大使培訓班 語言、人際
數學科 奧數班 數理邏輯
視藝科 小小藝術家 視覺空間
音樂科 牧笛隊 音樂
體育科 田徑隊 肢體動覺
電腦科 IT達人 數理邏輯
宗教科 關愛大使 人際

幼童軍

女童軍資後課 優班

牧笛班 英文民歌班

關愛大使

辯論隊

小小藝術家

課

兒
童

畫
畫班

羽
毛球組

劍橋英語班

U
ke

lele夏威夷小結

他
班

跆拳道班

花式跳繩班

學生全神貫注地練習。 唱唱歌，學英文。Easy job！

完成培訓後，學員對同學表示關心，
同學便以感謝卡表達謝意。

獲得由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舉辦的第三屆「耀道
盃」小學校際辯論邀請賽全場總亞軍及小組冠軍。

同學參觀「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藉此互相觀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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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

女童軍

視

藝
天

地

活外課 動 、 趣興 小組

節奏樂班

兒
童

畫
畫班

NXT機械工程班
 

珠心算班

劍橋英語班

U

ke
lele夏威夷小結

他
班 乒乓球隊

跆拳道班

話劇組

花式跳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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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際校 公 開 賽比 得獎 單名 (14-15）

學術
2014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獎 6A陳姵而

「擂台盃」2015年全港珠心算邀請賽 珠心算一年級組第一名 1B劉恩彤

「奧海盃」數學競賽 優異獎 6A張柏皓	 6A胡翰臻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5	

1st	runner-up 6B吳卓怡

第二屆《耀道盃》暨十週年校慶辯論邀請賽 全場總季軍及小組亞軍 5A黎沛儀	 5A黎慧瑩	 5A蘇靖喬	
5A黃婉婷	 5B	羅昊康	 5B任穎怡
6A蔡文萱	 6B吳卓怡

最佳辯論員 6B吳卓怡

藝術
吉野家我Like牛填色比賽2014 亞軍 4A馮顯琳

2014全港兒童朗誦節 英語P5-6古詩獨誦冠軍 6A鄭重行

英語P5-6古詩獨誦亞軍 6B鄭重言

第六屆香江盃藝術節 小學五、六年級組金獎(歌唱大賽) 6A陳姵而

鋼琴組高級組榮譽金盃大獎 6A	陳姵而

2014第四屆(環球盃)	舞蹈公開賽 Cha	Cha、Samba獨舞、Cha	Cha	+	Jive冠軍 5A黎佩儀

PD獨舞、Cha	Cha、Solo	S+R+PD、Jive亞軍、Jive獨舞季軍 5A黎佩儀

中國舞聯亞洲公開賽 Cha	Cha、Jive冠軍、Cha	Cha	+Rumba、Solo	S+R+J冠軍、雙人查查
舞、雙人牛仔舞、雙人查查/倫巴/牛仔舞冠軍

5A黎佩儀

雙人查查/倫巴舞、雙人倫巴舞、Rumba亞軍 5A黎佩儀

十七週年校慶全港舞蹈公開賽 12歲以下拉丁舞三項冠軍、倫巴舞冠軍、查查舞冠軍、牛仔舞冠軍 5A黎佩儀

10歲以下獨舞牛仔舞冠軍、查查舞冠軍 5A黎佩儀

第十六屆中港盃 14歲三項C/R/J季軍 5A黎佩儀

2nd	Wing	Dancing	Cup	HK	Open	Dance	
Sport	Championships

Under	12	Latin	(C/R)	、Under	12	Latin	(C/J)冠軍 5A黎佩儀

全港校際舞蹈公開賽(第十三站) 兒童及青少年CRJ、Rumba、Solo	Jive、CJ、CR、Jive、Cha	Cha	Cha
金獎

5A黎佩儀

Solo	Paso	Doble銅獎、Solo	Cha	Cha優等獎 5A黎佩儀

2014香港環亞國際標準舞公開賽 Rumba冠軍、Jive冠軍、Cha	Cha冠軍、雙項CR第一名、Rumba冠軍 5A黎佩儀

雙人查查/倫巴舞、雙人倫巴舞、Rumba亞軍 5A黎佩儀

第十六屆中港盃舞蹈比賽暨週年餐舞會 16歲拉丁舞三項C/R/J亞軍、雙項C/J亞軍 5A黎沛儀

13th	President	Cup	Asian	Open	Dance	
Championships	2014

Under	12	Pair	Rumba	冠軍、Latin	Under	12	Pair	2	Dance	冠軍、Latin	
Under	12	Pair	3	Dance冠軍、Under	12	Pair	Cha	Cha冠軍

5A黎沛儀

2014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銅獎 2B李若琳

小學高級組銀獎 5A黎慧瑩

2014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銅獎 2B李若琳

小馬寶莉友情就是魔法填色比賽 高級組冠軍 4A馮顯淋

IDTA	Trophy暨會長盃舞蹈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組10-11歲拉丁獨舞金獎(查查)	、拉丁獨舞金獎(牛仔)、拉丁獨
舞亞軍(查查)、拉丁獨舞銀獎(牛仔)、12-15歲拉丁舞三項季軍

5A黎沛儀

任正珊博士杯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12歲以下拉丁舞單項Jive冠軍、12歲以下拉丁舞Cha	Cha冠軍、拉丁舞單項
Rumba冠軍、拉丁舞雙項亞軍、拉丁舞三項亞軍

5A黎沛儀

Yuen	Long	District	English	Speech	
Contest

中級組優良獎 3B張綽桐

高級組銀獎 5A黎慧瑩

第二屆香港國際第一盃體育舞蹈公開賽2014 12歲以下三項CRJ第一名、12歲以下查查舞第一名、10-14歲拉丁雙項CR	
第一名、12歲以下牛仔舞第一名

5A黎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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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優良獎 一、二年級學生

詩詞獨誦(普通話)優良獎 1B黃卓恩	 2B吳尚凝	 3A陳建而	
3B劉采瀅	 5A伍晞雯	 5A曾施惠
5A黃婉婷	 6A蔡文萱	 6B黃紫殷
6B陳佩瞳	 6B陳曉晴

詩詞獨誦(普通話)良好獎 2B李若琳	 3A黃起起	 3A陳江陵
3A吳嘉敏	 3A吳睿兒	 4A趙勵安
4B陳泳慇	 4B陳凱晴

散文獨誦(普通話)優良獎 3B胡舒媛

散文獨誦(粵語)冠軍 2A蔡汶蓁

散文獨誦(粵語)亞軍 6A周琝婧

散文獨誦(粵語)優良獎 2A陳施澄	 2A吳卓翹	 6B陳佩瞳

詩詞獨誦(粵語)季軍 5A黎慧瑩

詩詞獨誦(粵語)優良獎 1A鄭霈霏	 1A郭鎧菱	 3A吳睿兒
3B陳晞姸	 4B黃湣惠	 6B梁佩晴

詩詞獨誦(粵語)良好獎 4B陳珮珊	 6B周沚嵐

英詩獨誦優良獎 1A屈逴琳	 2A蔡汶蓁	 2B吳尚凝
3B張綽桐	 5B任穎怡	 6A陳姵而
6B溫皓晴	 6B梁焮茼	 6B陳曉晴

英詩獨誦良好獎 6A鄭重行	 6B鄭重言

I.C.B.D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District	Championships

Juvenile	&	Youth	CRJ三項第一名、CR第一名、CJ第一名、CS第一名 5A黎沛儀

第十一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
香港區賽

鋼琴獨奏優異獎 6A陳姵而

7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14

鋼琴六級獨奏優良獎、鋼琴四級兒童鋼琴曲目作品優良獎 6A陳姵而

第九屆喜洋洋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攝影作
品大賽

兒童組二等獎 6B梁焮茼

第37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自選舞蹈芭蕾舞少年組金獎 4A甘諾瑤

第35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自選舞蹈芭蕾舞少年組銀獎 4A甘諾瑤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金鑽杯系
列亞洲公開賽

拉丁舞明日之星、兒童及青少年CRJ冠軍、兒童及青少年Cha	Cha	Cha冠
軍、兒童及青少年CR冠軍、兒童及青少年CJ冠軍、兒童及青少年Rumba冠
軍、兒童及青少年Solo	Jive優異、兒童及青少年Solo	Cha	Cha	Cha優異

5A黎沛儀

屯元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鋼琴項目三等獎 2B李若琳	 6A陳姵而

鋼琴項目優異獎 3B胡舒媛	 5A黎慧瑩	 5A蘇靖喬

小提琴項目優異獎 3A黃皓謙	 3B呂惠心	 4B陳凱晴
5A黃婉婷

長笛項目優異獎 6B呂詠心

HKYPAF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精英賽 五級鋼琴項目季軍 5A黎慧瑩

2015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銀獎 2B李若琳

幼童組銅獎 1A葉子祈

兒童組銀獎 3B胡舒媛

兒童組銅獎 3A梁樂晞	 3A周卓堯	 3B張綽桐
4B陳迦霖

中童組銀獎 5A黎慧瑩	 6A陳姵而	 6B周沚嵐

狀元盃第三屆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英文組亞軍、普通話組亞軍 2B吳尚凝

第七屆「香江盃」藝術大賽 歌唱銅獎、普通話獨誦銅獎 3A陳建而

鋼琴組表演金獎、歌唱銀獎 6A陳姵而

關愛社區之和諧共融填色比賽(2015) 高級組冠軍 4A馮顯淋

2015年屯門區第29屆舞蹈大賽現代舞 少年組金獎 6A陳姵而

The	Sixteenth	Annua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Yuen	Long	Primary	
Schools	2014-2015

良好獎 5A黎慧瑩	 6A鄭重行

墨彩杯第十一屆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電
視網絡展評美術作品

兒童組一等獎 3B張綽桐

第14屆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
影大賽美術作品

一等獎 3B張綽桐

「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攝影
大賽國畫作品

銅獎 3B張綽桐

ADSC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Cha	Cha	Cha冠軍、Solo	Jive亞軍、Solo	Rumba亞軍、Solo	Samba
亞軍

1A陳愉謠

小小慈善音樂家 鋼琴組冠軍 2B李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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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新界區
小組比賽

良好獎 3B何宛靜	 3B劉采瀅

優異獎 4B黃湣惠

「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社區特色繪畫比
賽

金獎 4A屈善思

銀獎 4B雷榮恩

優異獎 6A張柏皓

墨彩杯第十二屆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電視網
絡展評美術作品

優等獎 3B盛焌瑒

幼兒組一等獎 1A陳捷如	 2A馬慧芳	 2B庄冠鋒

兒童組一等獎 3A吳嘉敏	 3B陳穎姸	 4A陳有大

兒童組二等獎 4B伍詩恩

第51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優等獎 低年級組學生

中國舞乙等獎 高年級組學生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一級項目亞軍 2B李若琳

鋼琴一級項目優良獎 1A陳嘉澄	 2B文天恩	 3B張綽桐

鋼琴一級項目良好獎 1A葉子祈

鋼琴二級項目優良獎 3A梁樂晞	 4B曾　悅

鋼琴三級項目優良獎 4A文梓浚	 5A黎慧瑩	 6B鍾丞諭

鋼琴四級項目季軍 5B陳惠淋

鋼琴五級項目優良獎 5A蘇靖喬

高音木笛獨奏10歲以下項目亞軍 4B陳凱晴

高音木笛獨奏10歲以下項目優良獎 4A樊綺琪	 5B霍穎欣

高音木笛獨奏13歲以下項目優良獎 6A張柏皓	 6B陳曉晴	 6B溫皓晴

女聲獨唱13歲或以下項目優良獎 6A陳姵而

第9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童聲合唱一等獎 4B陳泳慇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鋼琴三級優異獎 4A文梓浚

體育
2014年第八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青少
年邀請賽

品勢組冠軍 2B鄧景浚

品勢組亞軍 2B黃珀彥	 6B黃紫殷

搏擊組冠軍 2B黃珀彥

搏擊組亞軍 2B鄧景浚	 3A唐琛喬

搏擊組季軍 5A黃婉婷	 6B黃紫殷

創新績PB跑第二回將軍澳 2005-2006年女子三公里亞軍 4A李琛蔚

水陸兩項鐵人賽 2005年女子組亞軍 4A李琛蔚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女子9歲組亞軍、05年女子組冠軍 4A李琛蔚

創新績PB跑第二回將軍澳 女子三公里亞軍 6A駱宣彤

海獅會第廿三屆水運會 50米胸泳殿軍 5A周卓楠

新秀組11-12歲50米自由蝶泳季軍 6B陳頌霖

第四十六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8至9歲男童組31至50公斤季軍 4A樊子謙

陽光小鐵人2014比賽 家庭組冠軍 2B蔡兆韋	 4B蔡兆衡

愉園體育會週年水運會 背泳50米冠軍 5A黃婉婷

Kinder	Sport童跑同樂馬拉松 2014女子9歲組亞軍 4A李琛蔚

2014香港三項鐵人亞洲盃 2005年女子組亞軍 4A李琛蔚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2014 雙人一米板冠軍、單人一米板亞軍 5B陳惠淋

兆康少年足球比賽 06-08組別冠軍 2B鄧景浚	 2B黃珀彥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4 色帶組冠軍 2B鄧景浚

色帶組季軍 3A唐琛喬

2014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品勢組冠軍 2B鄧景浚

品勢組亞軍 3A唐琛喬

品勢組季軍 2B黃珀彥	 6B黃紫殷

2015年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藝
術體操分齡賽

乙組個人全能亞軍 2A譚皓晴

陸上兩項挑戰賽 2005年女子組冠軍 4A李琛蔚

圓玄學院2015勞動節盃足球比賽 U8幼苗組亞軍 2B黃珀彥	 2B鄧景浚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2015 搏擊組冠軍 2B鄧景浚

搏擊組亞軍 5A黃婉婷

搏擊組季軍 6B黃紫殷

品勢組冠軍 2B鄧景浚

品勢組亞軍 6B黃紫殷

香港骨髓基金及新世界環保慈善三項鐵人賽 8-10歲女子組冠軍 4A李琛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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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待接 稚 動活園
為了讓區內幼稚園的家長更深入認識本校，學校於九月

上旬舉辦了一場「幼稚園家長及課堂體驗日」和兩場「學校

簡介講座」，接待了超過兩百個家庭。活動內容豐富，包括

中、英文課堂體驗、課程簡介、學生表演、校園生活影片分

享、校本課業展覽等。

參加活動的家長都很滿意學校的各項安排，覺得活動能

加深他們對本校的認識。家長尤其欣賞學校安排學生(真光大

使)、校友運用兩文三語介紹學校課程，以及安排學生擔任

校本課業展覽的導賞員，同時對於學生的才藝表演也表示讚

賞。他們贊同學校不放過每一個栽培學生的機會，時刻為學

生創設多元化的學習平台的做法。此外，課堂體驗也讓家長

留下深刻的印象，家長親身體會到自己的子女愉快地從遊戲

中學習。

表生學 現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真光幼
稚園正校及二校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朗屏邨
真光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愛幼兒園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新界神召會懷恩幼稚園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幼兒學校

校長留影

學校簡介

校本課業展覽

課堂體驗

學生表演

備註：畢業生人數共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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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中學名稱 入讀總人數

全英語授課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

趙聿修紀念中學 3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5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9

元朗商會中學 2

觀塘官立中學 1

部分英語授課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9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1



普通話集誦
舞蹈

唱歌

說故事

花式跳繩

匯藝才 演

樂器演奏

花式跳繩變化多端，精彩的表演讓人目不暇給。

學生全情投入地說故事，表情動作
趣怪，獲得觀眾的熱烈掌聲。

學生的歌聲悅耳動人，
台下的觀眾都聽得如癡如醉。

學生表演中國舞姿態優美，展現童趣；
表演拉丁舞則充滿動感，熱力四射。

學生演奏不同樂器，除了充分表現
個人的音樂造詣外，還表現出合作
精神。

集誦隊聲情並茂的演出，令人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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