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靜雯校長及全體教職員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辦

學願景，也是本人以及全體教職員的教育使命。我們重視家庭、學校、教會攜
手合作。透過五十五年來大家的並肩同行，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成長土壤，使
他們結出各式各樣佳美的果子，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

我們相信每位學生都有他的潛能與價值，獨特而唯一。他們就像一棵棵
小樹苗，需要溫暖的陽光、愛心的澆灌、知識的養份才能茁壯成長。

學校於2012年獲國際啟發潛能大獎，老師們的努力除了獲國際教育機構
的表揚與肯定，亦確立了我們會將繼續發揚「愛的教室‧樂的校園」的教學
使命，並以延續「全人教育」為己任，接納、關懷、啟發不同能力、性格及
背景的孩子。我們設計課程多元化，學術、體藝、靈育發展並重，透過活動
教學、戶外考察、體藝訓練、生命教育等，培育積極學習、充滿自信、愛主愛人的好學生。

我們相信個人的力量有限，需要整個教職員團隊充分合作，家校齊心，並依靠上帝帶領，才能給予孩子最好的
教育。如經上所說：「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 6:8下) 願上帝祝福你的孩
子，讓他們在學校、家庭、教會的愛中成長！享受快樂的童年！

感恩有您同行  

Inviting School Award CCC 
Kei Chun Primary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榮獲

國 際 啟 發
  潛 能 大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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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歲月，活得更好」

鄧達榮牧師

聖經中以弗所書5章15-17節這樣提醒我們：「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無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

握時機，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時光歲月是上帝賜給人類最珍貴的禮

物，你和我又當如何好好去掌握或善用呢？中國人也這樣充滿智慧的提及：「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

陰。」，因此，你如何珍惜你的生命歲月，也就反映你的智慧如何，我嘗試從三方面和大家去數算自己的日子，

並藉此大家一同共勉，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一. 我們實際歲數的年日：

古語有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以今天進步的衛生環境和醫療水平，人能活到八十也是十分平常（女性的平均

壽命比男性更高），這麼，我們便可以擁有八個「十年」，然而神人摩西卻告訴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如去」（詩90：10），那麼怎樣

的生活才有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呢？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去深思和反省的。

二. 我們可用歲數的年日：

我們都明白一個事實，我們都是需要休息和睡眠的人，我們不是機器可以24小時不停地運作，假若機器是

這樣無休止運作下去，也是十分容易「down機」和「game over」。因此上帝給予我們的生活設計是我們需要

停止一切活動而去睡眠，有人需要睡多些，又有些人精力旺盛可以睡少些，以平均每天睡八小時來計算，即佔三

分一的時間，那麼我們一生便花掉約26年至27年在睡床中渡過，因此睡得好簡直是一份恩典厚禮和人生福氣，

因為你和我若有80歲命的話，原來必須耗掉20多年的歲月在睡床中渡過，而我們實際可用的只有五個「十年」

而已。

鄧牧師及一眾校董參與基真五十五周年校慶聚餐，與教職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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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 蘇文盈

最近學校的感恩瓶活動，喚醒我們活在當下，常懷感

恩的心。感恩我們生活在這裏，感恩每天食物不缺，感恩

能享用乾淨的水，感恩不受戰爭危害，感恩每天能不斷學

習，只要我們有目標，有夢想，平淡的生活也充滿挑戰，

雖然過程中難免有壓力和遇到困難，只要不放棄，只要我們

努力，亦能逆境向前，幸福不是垂手可得，需要好好努力經

營。

我很高興一直以來能參與學校和家教會的活動，並得到

學校和各位家長一直支持，大家的目標是家校合一，感謝大

家的鼓勵和關懷，能在基真裏有珍貴的回憶，希望基真繼續

邁步向前，繼續培育全人發展的學生。

  祝基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祝各位幸福快樂，身體健

康，珍惜身邊人和事。

家教會主席的話

三. 我們真正發揮的年日：

若我們再仔細算一算我們通常要有20年的日

子準備自己踏足入社會去幹一番事業，而現代人

更不斷追求高學歷，完成碩士後才投身工作，那

麼便要花多幾年的準備時間，又假設正常65歲

是退休的年齡，完成我們事業發揮的階段，那

麼剩下來真是只有二至三個「十年」是給我們

好好發揮的日子，因此正如一句流行話：「人

生仲有幾多個十年」又確實一點兒沒有錯呢！

以上七除八扣後，再加上我們投閒置散，和

無聊地去「hea」的日子，又花費了我們一大

筆寶貴的時光，因此，我們必須認真聆聽神人摩西的智慧之言：「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

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0：12）。在此我們有否願意認真去想一想，我們的一生仲有幾多個「十年」可以按

著主的旨意而活出精彩的人生呢？祝福每一位在一個學年的結束，邁向一個新學年的開始，大家可以「珍惜歲

月，活得更好」！

蘇主席與家人旅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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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家長教師會都會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

活動，希望透過不同的親子活動、講座、家長

義工隊等促進家庭與學校的緊密聯繫，建立家

長與教師良好合作關係。

每年的家校聚餐、親子旅行和親子運動

同樂日更是家校共聚的好時光。家校聚餐於

每年的12月在校內舉行盆菜宴，當天除了一

起吃盆菜外，還有抽獎、表演等節目，十分

熱鬧。至於本年的親子旅行，我們到了大棠

有機生態園遊玩，家長、教師和同學也能樂在其中。

另外，5月還會舉行親子運動同樂日，讓家長和同學一起進行有益身心的運動。

此外，本年參與生活教育活動計劃的「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家長教育課程，希望透過此課程協助家

長提升管教子女的能力、掌握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強化親子關係、裝備正確的藥物知識和辨識子女濫用藥

物的徵狀等。

家校和樂同聚

小六同學一起共聚盆菜宴

小六同學與校友一起表演

家校茶聚(主題-天賦角色難自棄)

家校茶聚(主題-和子女有個「藥」會 )

親子旅行-風味餐
親子旅行-騎馬樂

親子旅行-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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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課程提升學教效能

在引領教學專業團隊邁進二十一世紀的路途上，本校不斷優化學與教，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讓學生在

德、智、體、羣、美、靈六方面，均衡發展，盡展潛能。

為照顧學生成長及學業上不同的需要，學校安排星期五下午作為教師專業發展時段，舉行每月的校務及

各科務會議，並進行多項不同類型的校本教師專業培訓，讓老師在學與教、輔導技巧、自評及運用資訊科技

於教學等各方面有一定掌握。為關顧學生的身心健康，亦安排了老師進行危機處理培訓、急救證書課程及精

神健康急救課程。

藉着Wifi900計劃，校內已設置無線網絡基建及購置電子流動裝置，配

合師生於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平板電腦和電子學習資源，提供合適的

學習環境，以推動電子學習，啓發創新的學習模式。

本校於去年與佛山實驗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雙方互有交流探訪，促

進了兩地姊妹學校之間的經驗分享，其他如同根同心、澳洲、新

加坡及台灣等境外交流活動，同時亦讓學生體驗不同文化背景的民

生面貌及學教模式，拓寬視野。

為培養學生自主和終身學習的能力，鼓勵學生平日善用自學策

略，利用網上資源延展學習；此外，又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和興

趣班，藉此擴闊學習經歷。體藝

課的安排是相信學生各有所長，透過持續及有系統的音樂、體育及視覺藝

術的專項訓練，讓學生精益求精，盡展潛能，培養堅毅不屈的精神。

除了啟發學生的多元潛能外，學校十分注重

學生的身、心、靈的健康，藉不同計劃以配合生

命成長課程，如護蛋行動、感恩瓶、Easy Easy

好小事、活著真好、貧富一餐等，幫助學生建立

健康的生活習慣，培養良好品德和正確價值觀。

小六同學與校友一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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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本校積極
參與教育局舉辦的計劃及爭取校外支
援，提升教師專業，優化教學效能，
本學年參與的計劃包括：

學校課程簡介

範疇 協作機構 項目 內容 

課程 教育局 
小學課程發展組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透過學習社群促進學校間的交流
與分享 

中文 前小學校本課程
發展組 高級學
校課程發展主任

縱向課程工作坊 以語文能力為主線，規劃單元組
織重心，重新規劃縱向課程架構

英文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
展支援服務

回饋促進學習講座 透過教師課堂經驗分享，讓老師
了解如何利用回饋促進學習

數學 區會 區會屬下中小學(荃葵
青區)中小銜接活動計
劃

延展科本的探索及課研活動

常識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
展支援服務

小 五 常 識 課 程 發 展
(2015/16-2016/17)

優化校本課程，透過課研優化課
堂教學，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 

常識 香港教育大學 電子學習教學研究(六
年級)

下學期於六年級進行電子學習教
學研究

生命教育 教育局
訓育及輔導組

「愈感恩、愈寬恕、愈
快樂」計劃

計劃以正向心理學為藍本，藉著 
多元的全校及課堂活動(高小及 
以上班級)，協助學生掌握「感
恩」 及「寬恕」的知識、技巧與
態度， 讓學生以「感恩」回應恩
惠；以「寬恕」面對傷害，從而
提升快樂指數

學生支援 賽馬會 喜伴同行計劃
(2015-2018)

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小組訓練

學生支援 賽馬會 心晴賽馬會喜動校園計
劃

推廣情緒健康

資訊科技 教育局 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
礎建設Wifi 900意向書
2016-17

增進教師協助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的知識及技巧，及掌握如何使用
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

資訊科技教育 香港教育大學 跨學科及服務式學習-
編程教育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派出學生到校進行
編程教育計劃的活動

音樂 區會 聯校創意音樂學習圈
(2015-2017)

發展學校音樂文化，為學生提供
不同的學習經驗

三個小一生，勝過
一個諸葛亮

以優化課程提升學教效能   從電子學習邁向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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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想要」與「需要」，
精明理財新一代

模擬面試 - 機會是
留給有準備的人!

以優化課程提升學教效能   從電子學習邁向自主學習

優異生培訓及資優課程推行

為讓學生擴闊視野及與配合教育政策發展，

本學年進行全校清潔日，一年級至三年級跨科電

子學習活動，另外四至五年級進行境外交流活動

及高年級理財教育與面試技巧訓練，透過全方位

的學習活動，令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

習。

學校開辦不同形式的資優課程供學生選

擇，包括中、英、數、科技和科學題目，教

導學生跨學科的高階思維和解難方法。三至

六年級中、英、數、常拔尖課程由本校教師

擔任，另以外購服務方式，開辦多元化的課

程，藉以擴大資優庫。

校本資優課程內容豐富，能發掘學生潛

能。中文有詩韻頌、創意寫作、古典文學和

小說創作﹔英文有Radio drama, Reader’s 

theatre, Poem writing和 Drama ﹔數學與常

識分別是數學奧林匹克與科學探究、科技活

動、時事議題及資訊科技。

跨科學習及境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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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子學習邁向自主學習

本校著重推行STEM教育及電子

學習，期望讓學生能融合和應用跨範

疇的知識基礎，如：數學科─(估計與

量度 及 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常識科

─(科技發展及日常生活的應用)、電

腦科─(編程教學)、視藝科─(視覺元

素、創作、製作)等，來培養學生各種

共通及高階能力，以及提升學生對科

學、科技及數學的學習興趣。故此，

本校藉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加強學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又

稱WiFi900)計劃，在校內設置無線網

絡基建及購置電子流動裝置(iPad) ，

從而配合師生於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為配合在本年度WiFi900計劃中開展的科目和級

別能有效運用資訊科技進行電子學習，故在時間表上編排特定課堂，以妥善分配電子教學資源，如iPad、

Apple TV等電子流動裝置來支援學生在課堂中應用不同的e-Learning的學習資源。

全校師生利用Google Classroom帳戶進行e-Learning電子學習

應用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於e-Learning
電子學習及學校行政管理

近來，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的教學模式備受重視，更被中西學者所推崇。

本校在推動電子學習時，尤以加入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的教學元素，特別為

全校近千名師生開立Google帳號，方便師生

們應用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內，如：

Google Classroom、Youtube、Gmail、

Google Drive、Google Docs等等的免費資

源。在這種新的教學模式下，教師能看到學生

能力的成長，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變得更獨

立，也能增強學習動機，對自己的學習更負責

任，成為更主動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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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校不但積極推動STEM(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更把STEM與藝術融

合，發展成STEAM(即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Mathematics的縮寫)。當中本

校以五年級的電腦科與視藝科為起步點，跨學科協

作指導學生利用學校新購置的3D Printer，進行電

腦繪圖、物料選材、力學分析、外觀設計、後期加

工、藝術創作等涉及多範疇的學習元素。學生透過

立體繪圖和3D實體打印，可將創意實體化，製成

屬於個人的作品，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獲取滿足感

和成就感，增強學生面對及解決困難的自信心。另

外，透過多元化的小組項目，促進學生進行跨學科

的互動交流，合作學習。從而強化學生對科學、科

技和數學教育的需要和興趣。

有見及此，本校積極推行STEM教

育及電子學習，藉以增加學生主動學習的

機會，促進學生學習和成就，增進學生在

學習上的專注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也可

改進學習態度。與此同時，翻轉教室中的

課前學習模式有助於學生在上課中的互動

表現，對管理個人內在認知負荷和促進學

習，有莫大的裨益。此外，學生有效利用

課前時間理解和記憶教學內容，亦有助於

增加同儕在上課時的互動、應用、分析、

評鑑和創造等高層次認知能力的機會，使

學生對自主學習顯得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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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參與培養學生自律守則

本學年訓輔組推行一連串與「全校

參與培養學生自律守規」有關活動，透

過「反思與我」、「彩虹計劃」、「秩

序清潔比賽」、「班際集隊我至醒」、

「心靈雞湯」這些活動，讓學生明白自

律守規的重要，做個服從守紀好學生，

生活輕鬆添歡欣。

「反思與我」：學生有違規行為，

先填寫反思表，然後由當事老師根據反

思表與學生面談，了解、教導、與學生

訂定解決方法，幫助學生辨清自己的問

題，真心真誠改善行為偏差。

「彩虹計劃」

學校重視訓輔合一，將有需要

的學生由訓導組同工深入跟進，訓導

組同工全年3-5次與學生進行個別面

談，面談時段分學期初、考一前、考

二前、考三前、學期終。學期初面

談，訓導組同工與學生make friend 

make plan，學生為自己學習、行

為、與人相處等訂下短期或長期目

標。接著每次面談內容就是檢討目標

進展，訓導組同工多給予學生鼓勵。

學期終面談是訓導組同工與學生全年

檢討，送小禮物。

彩虹計劃

填寫反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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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真沒有隱形的學生，只有要雕塑的學生。
每位學生都是天父的寶貝，願家長和老師們同心

携手孕育孩子的生命，使他們振翅高飛，活出美麗的人生。 

 「心靈雞湯」

每星期結算學生過去一星期在校

表現。若學生表現未如理想，老師於

星期五午膳前填寫表格，這些學生於

星期五午膳時收到「黃咭」，於體藝

課時段到圖書館進行心靈雞湯。負責老師會預

備一些勵志文章、名人雋語、聖經金句等給學

生閱讀，反思自己過去一星期表現，並承諾下

周或往後日子要有好表現。

「班際集隊我至醒」

「秩序清潔比賽」

小息動息集隊「快靜齊」班別可獲蓋印乙個

每月計算最多印仔班別，分數1至5分，1分最低，5分最高。最後將分數

加進全校班際比賽。

 全學年分3期進行，每課節完了，科任老師在課室門外秩序清

潔板上給予該班秩序和清潔分。每天班長於放學前班主任課結算，

放學時，班長到有蓋操場填上秩序和清潔分數，小一各班由高年級

服務生協助填寫。

班際集隊比賽

秩序清潔比賽第二期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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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藝術全面培育

本校致力培養體育、藝術方面全面發

展，我們為學生提供超過五十多項不同類型

的興趣小組或校隊訓練，並與專業團體合辦

包括體育、音樂與藝術方面的課餘興趣班，

又舉辦運動會及水運會，啓發學生不同範疇

的潛能，使他們得到均衡的全人發展。

齊來參與快樂傘

家長教師齊競賽
高級組全場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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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隊勇奪55周年挑戰盃

初級組全場冠軍

親子競技多開心

學生學習木笛
時十分專注

攀石顯本領，堅毅顯本色

我校學生於體藝課
中學習豎琴的情況

我校學生於體藝課中
學習籃球的情況

家長教師齊競賽

陶藝顯創意，
開心展成果

小小巧手，弄出
精美的小手工

小小學生們用心
學習小提琴

學生於繪畫課中
開心留影 學生畫出美麗的水

墨畫後開心大合照12 13



專題研習是對某一個題材作深入的探討，其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情境，進行探究式的學習，把知識、技

能、價值觀和態度連繫起來，既能擴闊視野，又可讓學生主動建構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本校的專題研習以「全方位學習」的形式，讓各級的學生前往不同的地方進行專題考察，發揮學生自主

學習精神。學生透過處理一二手資料，以提升他們多元探究能力和培養良好的待人接物態度。

為配合常識科各級的研習題目，本組在各年級安排以下之活動：

一年級：參觀嶺南之風

二年級：參觀學校附近設施

三年級：參觀荔枝角公園 

四年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 昔日香港

五年級：參觀香港科學館 — 磁電廊及鏡子世界

六年級：參觀美孚新邨第2期及萬事達廣場

二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專題學習活動

一年級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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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的進步，課室的學習已不能滿足時代的變遷，所以基真

每年都為高年級同學舉辦境外交流學習團，除了讓同學放眼世界，擴

闊視野之餘，藉此機會提供全方位學習的機會，還可以培養學生的責

任感，提升自理能力，學習與人為善的相處之道。

四年級:「同根同心」-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 

讓學生認識惠州在保護自然物種的措施，了解設立自然保護區對

當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比較粵港兩地所面對的水質問題及所採取的

措施與及認識科技發展對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所帶來的影響等。

五年級: 台灣生命教育及藝術學習交流團

讓學生體驗台灣生命教育及藝術環境的獨特

文化之餘，經由參觀活動，體驗台灣人的人文生

活文化。透過反思問題及分組，深入探討生命的

議題，啟發思考。藉着認識藝術家的作品，豐富

同學的藝術領域，並且在完成實地考察後，與同

學分享考察遊學經驗及成果。

六年級: 澳洲大堡礁開恩茲英語學習之旅

讓學生走出香港，認識澳洲環保生態與當地文

化，透過參觀活動，了解澳洲土著文化、生活智慧

及與大自然互惠互利的共存方式。難得的是能與當地學生交流，提升

學生英語水平。

境外交流
到達深圳口岸灣

科技館之奇妙的錯覺

惠州西湖-欣賞花燈

惠州西湖-璀璨燈飾多迷人!

參觀台灣國小天台種植

誠品購書，滿載而歸!

分享會，頒獎禮

四信師生攝於科技館

和澳洲學生一同上課

欣賞土著人的文化 保護熱帶雨林中的鱷魚

參觀牧場，學習奶酪的製作過程
與袋鼠親密互動

導賞員講解乳酪的製作過程
14 15



藉生命教育培育健康人生

本校推展生命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協助學生探索生命的意

義和價值，提昇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培養自律、堅毅、感恩

和承擔的價值觀，建立積極的健康人生，滲入基督教生命教育

元素，培育基督生命的素質，並透過家校合作，並肩培育孩子

良好的品格。

本年度生命教育之主題為「感恩有您同行」，以「感恩」

之價值觀貫穿全年活動，透過多元化的模式推行，包括早會、週會、體驗活動、生命教育課、全校性活動

等，並以「感恩瓶」為全年活動之高潮，將感恩化為實際行動，於生活中實踐。

三年級學長摺了一
隻恐龍送給學弟

去年學長將棒移交
三年級同學，承擔
照顧學弟妹的責任

台灣交流師生一起製作
藍染，圖案各有特色

每天要與蛋蛋進行一項活動，
例如看電視、講故事、唱歌
等，並寫在紀錄冊內

為蛋蛋畫上漂亮的樣子，
他們都是獨一無異的

香港話劇團與同學一同演出《活著真好》

她是我的學妹，
我會好好照顧她

年級 主要價值觀 主題體驗活動
P1 關懷/關愛 護蛋行動

P2 自律 校本自理課程

P3 承擔/責任 「基真情」學長計劃

P4 堅毅 生死教育「活著真好！」

P5 尊重 台灣境外交流

P6 感恩 貧富一餐

各級生命教育課主題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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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您同行」壁報

師生「大掃除」全校清潔日

班級巡禮

Watoto音樂會──同學一起學習非洲舞蹈

我們把地方都掃
乾淨了！

我們抽中吃富餐，
美味！

我們帶了盒和保護
物迎接蛋蛋回家假如生命只剩下......

體驗台灣文化，
吃盡地道美食

全校體驗活動

「用心欣賞你」

我們學會綁鞋帶了！

月份 活動 內容
9月 「感恩有您同行」壁報 介紹校內與每個同學一起同行的老師和

職工們，讓同學對他們有更深的認識

9-11月 「用心欣賞你」 家長用心欣賞孩子的優點，並寫下來，
由班主任在課堂讀出，提升孩子的自我
形象

9月 班級巡禮──「我們這一班」 介紹班級特色、班口號和班徽

1月 Watoto音樂會 邀請非洲兒童合唱團來校，讓同學拓寬
視野，關懷其他地區兒童的需要

1月 師生「大掃除」全校清潔日 培養保持環境衛生的習慣，體驗校工及
清潔工人的辛勞，學會感恩

3-5月 「感恩瓶」 每星期寫下三件感恩的事，放入「感恩
瓶」，學習將感恩的事與人分享

6月 自理王挑戰賽 透過比賽，提升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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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小學聯合陸運會

女甲 100米       冠軍 六信 馮采兒

女甲4X100米接力  亞軍 六信 馮采怡  六信 梁晴恩 六信 陳詠炘 六智 馬依淇
六誠 馬鳳琦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女乙 100米      亞軍 五愛 馬詠恩

女乙 60米       殿軍 五智 周紀澄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女丙 60米 冠軍 四智 周紀澄

女乙4X100米接力   季軍 五愛 馬詠恩  五智 吳海藍 五信 鄺俐俐 五智 周紀澄 
四愛 李曉彤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女丙 100米       季軍 四愛 梁穎茵

女丙 擲木球       殿軍 四智 林子淇

男乙 60米        亞軍 五智 郭肇浠

男丙 100米       殿軍 四智 保凌杰

男丙 跳遠        殿軍 四誠 黃發康

男丙4X100米接力  季軍 四智 保凌杰  四信 庾震峯 四愛 李顯信 四誠 陳韜丞
四誠 黃梓博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
2016-2017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 100米       季軍 六信 馮采兒

男乙 60米        殿軍 五智 郭肇浠

女乙 60米        亞軍 五智 周紀澄

女乙 100米       殿軍 五愛	馬詠恩

女乙 跳遠         殿軍 五智 周紀澄

男丙 100米       殿軍 四智 保凌杰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6

男子小童組長器械    一等獎 五信 左文日

男子小童組長器械   一等獎 五信 左文日

男子小童B組套拳    二等獎 三望 周熙朗

女子小童組長器械   一等獎 五愛 莊善堯

女子小童組套拳      一等獎 五愛 莊善堯

團體組器械 優等獎

Panasonic飛達春季兒童田
徑錦標賽

男子06年組擲壘球  季軍    五信 左文日

2016-2017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小學聯合水運會

男高50米胸泳    季軍 六智 王海儀

男高100米胸泳   殿軍 六智 鄭源鈞

女高50米蝶泳    亞軍 六誠 羅芷韻

男初50米胸泳    季軍 四誠	李清朗

女高4X50米接力  殿軍 六愛 黃希瑤   六智 馬依淇 六誠 羅芷韻  六愛 鄭巧文
六誠 李旭晴

男初4X50米接力  殿軍 四誠 李清朗   四誠 吳宇軒 四誠 黃發康  四望 葉卓彬
四望 何天祐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組西方舞

甲級獎 四望 符凝姿   四愛 黃琝倩 五智 曾沛甄    五信 源淑蔚

第三十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

銅獎 五望 李欣遙   四望 譚晞童 四誠 甄家惠    三望 吳倩誼
三愛 鄧浠遙  三誠 巫芯諭 二信 鄭紫彤   二智 石蕊慈

2016第六屆無界限運動同樂
日-小學籃球馬拉松邀請賽   

殿軍 六信 聶展揚   六信 袁卓羲 六信 崔桌熙    六望 方展謙
六愛 李文騫   六智 王海儀 六智 陳柏然    六智 鄭源鈞
六誠 彭智麟   五智 郭肇浠 四信 關研渤    四信 關研浩

「香港跆拳道會國際邀請賽
2016｣競技-Kyorugi

冠軍 三望 錢禮一

體育類別

2016-17年度課外活動成果

本年度，學生於不同的範疇中獲取理想的成績，學生得獎名單如下(由於學生獲獎項目
眾多，未能一一盡錄。學生得獎詳情請參閱本校網頁) ：

望著終點直游

親子接力笑呵呵

田徑健兒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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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亞軍

小學組直笛隊           優良

初級箏獨奏   季軍 四愛 戴熙榆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六愛 陳凱薏

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比賽

銀獎

音樂類別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二信 劉肇洋

英語詩詞朗誦  亞軍 六智 陳愷晴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三智 朱殷彤

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五愛 莊善堯

英語詩詞朗誦      季軍 六誠 李穎瑤

第九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普通話詩詞獨誦(中小)  金獎 三望 黎澔陽

英語詩詞朗誦 (高小)   金獎 六智 陳愷晴

普通話詩詞獨誦(高小)   銀獎 六智 陳愷晴

英語詩詞朗誦 (高小)  銀獎 六信 陳寶文

英語詩詞朗誦   銅獎 五愛 莊善堯 六智 陳愷晴
六智 余芷霖

2016-17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普通話朗誦初賽    三等獎 三望 黎澔陽

普通話朗誦決賽  一等獎 三望 黎澔陽

普通話朗誦決賽    狀元獎 三智 朱殷彤

2016全港小演講家朗誦大賽 英語詩詞朗誦  金獎 六信 陳寶文 六智 趙樂庭

普通話詩詞獨誦  銀獎 六智 范巧晴

英語詩詞朗誦    銀獎 六智 余芷霖

英語詩詞朗誦  銅獎 六信 陳寶文

全球青少年朗誦大賽 普通話朗誦  金獎 三望 黎澔陽

第八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
賽

普通話散文     優異 三智 朱殷彤

學術類別

「世界防癆日」 — 防癆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六信    陳映琪

「小校園 X 海洋公園藍戰士：冬日常
識挑戰」計劃

初級組優異獎 一愛    梁凱珵

香港金畫筆藝術賞2016藝術比賽 青少年組亞軍 五誠    曾潁忻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六誠    畢焯晞
六誠    李穎瑤

匯豐少年警訊獎勵計劃2016 最佳少訊小學學校支會優異獎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女童軍選舉2017隊伍優秀女童軍

六智    范巧晴

2016/2017年度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學校組盆栽種植/培植比賽
（非洲紫羅蘭 新界區）

冠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嘉許狀

其他類別

二信  劉肇洋於第68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

獲得  冠軍後與評判留影

五愛  莊善堯於第68屆香
港學校朗誦節-英語詩詞
獨誦獲得季軍後留影

我校的高級組歌詠隊表演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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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真堂會與學校活動

在有蓋操場設置感恩樹 背金句活動

小五福音營
復活節佈道會

“Amazing Power 大追蹤”2016

暑期聖經班暨親子露營

參加《愛．家庭》運動2016

親子福音晚會

兒童親子教育課程

一 . 聖經科本年度以「感恩」作為主題，鼓勵同學多感受天父及身邊的人對 
 自己付出的愛心與關懷，並能加以回報，把感恩化為行動。

二 . 學生福音工作

三 . 家長服待

有蓋操場及課室外的感恩樹上結滿感恩蘋
果及感恩葡萄，寫滿同學感恩的心聲。

多位家長義工及四十多位福音大使協
助背金句活動。同學們把有關感恩的
金句藏於心裏，終身受用。

同學在禮堂參與佈道會「空
墳奇案 ─ 最後十八小時」，
認識救恩及基督的大愛。

小五福音營藉講道、讀經、話劇、集體活動及
户外活動等讓同學認識基督信仰及救恩。

五天的校園學習，第六天外出參觀和舉
行結業禮，參加主日崇拜後，還一起前
往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心親子露營去
了，大人小孩齊齊追蹤上帝創造奇妙。

恭賀二誠班張穎芊同學家庭得《愛‧家庭》運
動2016感恩家庭獎。我們還一起經歷了原野煮
食，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製作感恩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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