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內與境外交流及考察 :

本年度學校參與由教育局資助的「同根同心」高小學生內地交流活
動計劃，參與活動名稱為「深圳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探索之旅」，學生
透過參觀大鵬半島國家地質公園博物館，讓學生認識古火山地貌、各地
的岩石和礦物晶石，以及了解地球生物的進化歷程和自然環境的保育工
作。另外，透過參觀大鵬古城及大鵬古城博物館，認識「中國歷史文化
名村」的歷史，了解文物保育對當地經濟和民生的影響，並思考延續國
家文化遺產的方式。總括而言，師生對行程都相當滿意，特別是有機會
能到訪香港以外的地方，擴闊視野;除此以外，學生更能認識國家悠久
的歷史文化，是一個寶貴的體驗。

去年12月23日至27日，本校足球隊一行20人 與姊妹學校--南京鼓樓區第一中心小學進行足球
交流活動，除此之外，我校學生也能透過參與當地課堂，與姊妹學校學生一同學習，交換校園生
活心得；在透過參觀南京的景點，讓學生們認識當地歷史和文化。

同根同心小四深圳之旅

足球隊南京考察團 

2

黃淑玲主任

任伊婷老師

在大鵬古城前留影

完成美滿旅程

考察訪問團

努力進行體能訓練 彼此交換禮物

我們出發了

歡樂時光

與交流學校互贈紀念品與交流學校的足球球員合照

聆聽導遊深入的講解賴恩爵將軍的住處



境內與境外交流及考察 : 二十位來自南澳小學的尖子學生，在港參與「寫作小能手」決賽後，由本校學生作為接待家庭，讓他們在其家中留宿並體驗一
下香港的生活。此外，尖子學生亦會與本校學生進入課室，參與學習。透過是次活動，令學生對兩地生活的異同有所認識，促進兩
地文化交流，也能擴闊學生視野，提升關愛文化。

去年12月5日，深圳市海濱實驗小學師生一行70人到校作交流。透過是此交流活動，加强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促進文化交
流、擴大學校網絡、提升教師專業水平，以及擴闊學生視野。

南澳小學探訪本校

深圳市海濱實驗小學探訪本校
去年12月5日，深圳市海濱實驗小學師生一行70人到校作交流。透過是此交流活動，加强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促進文化交

流、擴大學校網絡、提升教師專業水平，以及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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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玲主任

任伊婷老師

一同感謝天父賜予飲食

交流生的精彩表演

全體大合照

在圖書館一同閱讀 本校表演生一同合照

等待着交流生的到來 體驗不同的課堂

與交流生認真上課

交換禮物和聯絡方法留住美好的瞬間

走到校園每一角花式跳繩多樂趣



感謝天父的帶領，為期五天的韓國科技及文化五天交流團
已完滿結束。這五天的旅程可說是十分充實。透過參觀韓國知
名的科技企業及體驗活動，學生明白到科技發展與社會經濟發
展的關係。透過學校交流體驗活動，學生們能與當地學生進行
交流，認識不同國家的學校設施及活動。透過在市民安全體驗
館的活動中，同學們能提高對所有安全事故發生時的現場應變
能力。最後，透過學習長鼓、製作泡菜、試穿韓服及觀賞韓國
表演的活動，讓學生能從各項體驗中，了解當地的傳統文化。
在這五天的旅程中，學生不但能親身接觸外地文化，擴闊視
野，也能學習獨立，與別人相處的溝通能力，相信這個旅程在
他們的心中絕對是一個難忘又美好的回憶。

韓國科技及文化五天交流團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五望 畢綽珈

這次的交流團行程十分豐富，所以我有很多得著。

首先，我了解到韓國的傳統文化，舉例說：長鼓的歷史和特色、泡菜的製
作方法等。

其次，在人際關係方面，我學習到和諧地與人相處。例如:在遇到不同的意
見時，我和同學不會爭吵，而是和平地解決問題。

另外，我也學習了團結一致的重要，例如我的組別迷路時，只要我們同心
努力地向同一個方向走，就會找到出路。

最後，這個旅程訓練了我的自理能力。即使父母不在身邊，我也能照顧自
己。

總而言之，這次的韓國之旅真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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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玲主任

任伊婷老師

出發啦

品嘗韓國燒烤

參觀KBS電視台

參觀LG科技館

初嘗穿韓服

參觀韓國基督教教會

與長鼓老師合照

遊覽東大門設計廣場

觀賞亂打秀

參觀Samsung D'Light

學習地震時應變措施

與韓國學生進行交流

參觀現代車廠

製作泡菜

拌飯體驗

第五天



為提升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簡稱STEM)範疇的學習興
趣，並培養學生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本校於試後
舉辦一連三天的「STEM智趣童樂日」。

活動內容豐富，邀請了TVB兒童節目《Think Big天地》嘉
賓主持STEM Sir進行講座。另外，還有綠D班、
Mbot學習活動、科學遊戲攤位及主
題式探究活動等等。得蒙天父保
守、教師們用心的預備及家長
義工們鼎力協助，學生們都表
現投入，在各項富趣味的探究
活動中積極學習。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智趣童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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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慧老師

同學們認真地為mbot編程

完成了環保動力船

登上綠D班的車學習更多環保知識

運用測光儀測試環保建築的採光度磁浮列車順利起動

迷你吸塵機吸了很多紙屑

 VR360真有趣

在分區靶進行測試，看看誰的家
務助理機械人厲害

合力製作了太陽能車

我們可以玩不同的攤位遊戲，真開心

STEM Sir來到我校進行講座

誰的小船行得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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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主持STEM Sir進行講座。另外，還有綠D班、
Mbot學習活動、科學遊戲攤位及主
題式探究活動等等。得蒙天父保
守、教師們用心的預備及家長
義工們鼎力協助，學生們都表
現投入，在各項富趣味的探究

Mbot學習活動、科學遊戲攤位及主
題式探究活動等等。得蒙天父保

P.1 橡皮圈動力船

P.2 家務助理機械人

P.3 磁浮列車

P.4 迷你吸塵機

P.6 迷你太陽能車

P.5 採光環保建築



學
習
日

學
習
日

學
習
日

學
習
日

學
習
日

學
習
日

一年一度的全方位學習日又到了，小一的同學興奮地走進香港
動植物公園或九龍公園，同學們可以近距離觀察各種動物或進行種
植活動。小二的同學的目的地是香港文化博物館，他們除了參觀兒
童探知館，還看了不同的展館。小三同學分別參與了香港海洋公園
學院的「南極高峰會」、「海獅游泳秘笈」、「動物成長過三關」
或「海豚搜證三曲步」等課程，同學透過觀察海洋生物，加深了對
牠們的認識。而小五同學就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認識一下香港
的自然生態、民間風俗及歷史發展。而小六的同學就在香港科學館
內不同的展品中穿梭，嘗試認識更多科學的原理，他們還參觀了
「匠心獨運—鐘錶珍寶展」。透過全方位學習，學生可以跑出教
室，進行多元化的學習，大大增加學習的樂趣呢！ 

胡佩麗主任

一年級

二年級

六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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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尋找「目標」動物

參觀樂趣多

大家齊來認識小熊貓

同學在老師帶領下一起參觀歷史博物館

同學一起參與科學實驗

小一的同學在九龍公園進行種植活動

我們和一代武術巨星李小龍合照吧

同學可親手摸摸海豚

參觀完大熊貓後，同學們認真
地進行活動

同學在自製紀念幣

同學用心了解當中的原理 這是甚麼？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



Ms BinnieMs Binnie

Language Arts approach creates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a purpose. Completing the second year, the 
NET lessons have enabled the students to boldly perform 
each term for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Besides the student 
bought reader, the NET lessons continue the reading 
experience with an additional reader to create continuity 
and / or exposure to another text type. 

The stories are chosen for their readability, cultural 
connection; scope to generate high level of interest and 
adaptability of text to skits, plays, songs and pantomimes. 
On the one hand, rhythm, rhyme, gestures and patterns 
create synergy while reading the book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freedom of opinion,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and recommended possible endings ascertain 
amalgamation of world knowledge and story. Using heavy 
vocabulary in songs and dialogues, we make it easy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them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Familiarity with a reader, allows our students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opening the door to high order thinking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life-long values that we want them to inculcate. 

Reading skill is indisputably an integral part of life. 
Once reading is mastered, reading to learn begins, which 
initiates the learner into the world of knowledge.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hub where we can meet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ry year,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keen to our yearly outing activity which they have a chance to practice thei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foreigners 
in Hong Kong. Through interviews, our pupils get to know the other side of our own city from a visitor’s point of view. Here are 
some of the reflections from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Ms Binnie

Reading With Fun

A  Trip to Lamma Island: Interviewing Foreigners

Tse Chung Ming          5 Hope

We met a man called Kelvin. 

He comes from Scotland. He 

has stayed in Hong Kong for 

10 years. He thinks the best 

thing about Hong Kong is the 

weather. He says Hong Kong is 

an adventurous place!

Chan Wai Yee            6 Hope
We first met a woman called 

Sarah. She comes from England. 
She has stayed in Hong Kong 
for 4 days. Her favourite place in 
Hong Kong is Lamma Island. She 
thinks Hong Kong is amazing!

Ng Yan Yiu                 5 Courtesy

I like this trip because I can 

learn more English. Interviewing 

foreigners is interesting! I hope 

I can be an English Ambassador 

next year. Then I can visit 

Lamma Islan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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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odile inspired art

Our story our dialogues our 
performance

Sort and win

Time to play

We redefine a princess

Wow words

Miss Ho Ka Lai



今年5月17日(星期五)心弦音樂會參加
表演人數共205人，其中 一年級表演的同學
佔整表演人數 16% 。當天節目十分精彩，
表演項目多達28項。無論是初次搭枱板的年
幼同學， 及至經驗豐富的高年級同學，各人
都十分認真和盡心表演。 觀眾反應熱烈，家
長們於音樂會開始前20分鐘，已經排長龍等
候，全場座無虛席！ 家長們對同學們的愛護
和支持， 實在給表演的同學很大的鼓勵和肯
定。

大家好！我是曾凱欣。今年有幸在體育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績：學界沙田區運動會200米冠軍、
學界全港運動會200米季軍以及4X100米殿軍。要
取得這樣的成績，是需要付出努力，並且熱愛運動。

去年，我參加了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開辦的青苗拔尖
班。在那裏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還遇上一位很好
的教練。這個拔尖班主要是訓練短跑的。經過艱苦的訓
練，我的體能大大提升，而我也漸漸愛上運動，經過一次
又一次的比賽中，我明白到「勝不驕，敗不餒」的道理。

我十分享受超越別人的感覺，每當超越一個人，就會
有更大的動力向另一個目標進發，使我繼續努力奮鬥、向
前！

最後，感謝主的恩典，幫助我堅持地奮鬥到現在。

在四年級的時候，何副主任提拔我到學校的手球隊訓
練。在何副主任悉心教導下，我不僅能夠代表學校參加全
港小學校際比賽，還在去年香港U12女子手球隊的選拔中
成功入選，有機會出國比賽。

      手球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所以我會堅持繼續參
與這項運動。此外，學習手球還讓我明白到－手

球是需要團隊精神，而團隊是「TEAM」，當中
並沒有「I」，因此我們不能單按着自己的想

法去打球，要從多角度去思考，才能成為一
個技術全面的球員。

 最後，希望所有熱愛運動的同學，
都要堅持自己的夢想，勿忘初衷 ! 加油 !

張少賢副主任

6望 馮天恩

5望曾凱欣

運動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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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個大合奏

我們來過陶笛合奏

我們是低年級合唱團，我們出場表演啦

曾凱欣(中) 奪取沙田區女乙200米冠軍

馮天恩(右四)在全港賽奪取傑出運動員奬

我們很珍惜這次表演的機會

我們來個長笛二重奏吧

我的第一次表演

張少賢副主任

心弦音
樂會



經過去年九月颱風「山竹」的吹襲，大家對氣候變化及生態危機都提高警覺。學
校特意安排GREEN KIDS參觀中文大學氣候變化博物館，讓同學們進一步認識氣候變
化對全球生態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本校一直致力發展STEM教育，在三年前成立機械人校隊，每
個星期都會有恆常的訓練，如組裝、編程及經驗分享，以及額外
時間的學習，例如周三的「LEGO機械人」興趣班小組，讓學生有
更多的時間接觸科學，學習解難。而校隊亦不時參與本港大小不
同的LEGO機械人比賽，吸收更多的經驗學習，互相砥礪。來年，
為配合更多元化STEM發展，亦打算引入mbot及其他機械人作教
學之用，務求讓學生對編程、機械原理有更多元化之認識。

環保     縱橫遊
             同心救地球

鍾詠珊副主任

梁偉文老師

WORD SEARCH
GREEN KIDS

惜FOOD零廚餘‧咪做大嘥鬼  星級認證計劃

於環保雙周期間……
上學期

26/9-10/10

下學期

18/2-1/3

做到七天或以上零廚餘 170人 156人

獲零廚餘星級認證的班別
   一愛、二愛、三望、 

四禮、五望、六望  
一禮、一信、一望、二禮、
三愛、四禮、五愛、六望

主辦 比賽 獎狀

迦密梁省德學校
四十周年校慶STEAM嘉年
華會奪寶兢速機械人校賽

冠軍

福建中學
第十四屆科技創意比賽全港
小學機械人比賽︰清理海洋

本校一直致力發展STEM教育，在三年前成立機械人校隊，每

迦密機械人
校隊

迦密梁省德學校

福建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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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包括回收玩具、舊書、碳粉
盒等的小屋

最強戰車準備就緒

比賽過程很開心

大家都很認真地比賽

以慢打快贏冠軍、
獲得大盃真開心

4Rs: Reduce, Reuse, Recycle, Replace

兩學期均取得零廚餘星級認證的班別: 
四禮、六望

咪做大嘥鬼

GREEN KIDS 同心救地球

認識校園內不同植物的品種

小學機械人比賽︰清理海洋



生活營是六年級的同學
在三日兩夜的營地裏，透過
小組分享、遊戲、比賽、角
色扮演、燒烤等活動，學習
與人相處、互相合作、團結
合一的精神。而打掃地方、
洗碗、整理床鋪，就讓同學
培養自律和自理能力。除此
以外，他們還有機會參加佈
道會，更深入認識主耶穌，
在主裏扎根成長。

本年度學校順利舉行家長教育課程，共五場的晚間家長講座、
本年度主題為「正向成長 建立和諧家庭」為主，感謝以下講員分
別為－笑容教室總監張笑容女士及Make Positive機構蔡舒琪女
士及香港家庭福利會黃詠樟姑娘等攜手合作，與家長分享正向思
維，如何培育孩子，幫助孩子建立生命。本年度超過510人次家長

出席講座，其中，
有64名家長修畢
課 程 達 8 0 % 或 以
上，從問卷調查顯
示，超過95%以上
家長們滿意每場講
座的題目、內容及
表示講座對他們有
正面的幫助。

家長教育課程

運動會鍾愛如副主任

鄧可慧姑娘

鍾愛如副主任

生
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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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信仰

烤雞翼，真美味

開飯了，好好味

蔡舒琪女士

張笑容女士

家長學生真情表達親子投入參與　

黃詠樟姑娘

親職教育課程大合照　　

友誼永固

繩網陣，很刺激

齊心合力，拋彩虹球



在第十五屆的運動會中，感
謝天父給予我們盡心協助的家長
義工及畢業生，所以各項田徑及
親子競技比賽皆能順利進行，同
學們都能發揮應有水平，並且共
有七項紀錄被打破。此外，大家
共同見證天父給了我們良好的天
氣，令同學與家長共享了一個美
好難忘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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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勇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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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左)頒獎予家長接力冠軍隊

四年級級冠軍 (四信)

啦啦隊表演 喜步同行

主禮嘉賓馮志德校長

五年級級冠軍(五望)

友誼第一

三年級級冠軍(三禮)

迦密飛人

主禮嘉賓陳婉貞校長

親子競技隊伍 衝前去

我是跳遠皇后

我是跳高王子

六年級級冠軍及全場總冠軍(六望)

主禮嘉賓謝敏儀校長

主禮嘉賓馬家香校長



2019年2月19日為本校校慶崇拜。承蒙梁誌邦校監勉勵學
生。各班學生代表亦於獻心禮中讀出禱文，表達感恩的心。

2019年4月18日為本校
復活節崇拜。今年佈道

會 的 主 題 是 「 耶 穌 愛
你」。當天先由高年

級合唱團於崇拜獻
唱《戰爭完畢》。

承蒙霍婉儀姑娘
親 臨 本 校 ， 並

在佈道會中擔
任講員，向本校學生 傳揚福音。

今年度福音雙日的主題是：「耶穌愛
你」。透過多類型的活動，例如：遊戲、詩
歌分享、手工及見證等，讓本校學生了解，
主耶穌不但深愛他們，更能帶領他們前路，
讓他們經歷到主耶穌所賜的平安！感謝主！
經過在佈道會中，講員將主耶穌在十架的大
愛，清楚地表達出來後，感動了多位同學願
意決志信主！

校慶崇拜 容潔雯副主任

黃冠源主任

復活節
崇拜 

2019年4月18日為本校2019年4月18日為本校
復活節崇拜。今年佈道復活節崇拜。今年佈道

會 的 主 題 是 「 耶 穌 愛會 的 主 題 是 「 耶 穌 愛
你」。當天先由高年你」。當天先由高年

級合唱團於崇拜獻級合唱團於崇拜獻
唱《戰爭完畢》。唱《戰爭完畢》。

承蒙霍婉儀姑娘承蒙霍婉儀姑娘
親 臨 本 校 ， 並親 臨 本 校 ， 並

在佈道會中擔在佈道會中擔
任講員，向本校學生 傳揚福音。任講員，向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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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代表貼出禱文

校監梁誌邦醫生高年級合唱團獻詩

同學們都陶醉唱詩歌

多謝老師悉心講解神的道

多謝老師用心的預備和分享

小一同學讀經很清楚

感謝老師常為我們禱告

照一照，看看獨特的我們

與老師分享我們的信仰情況

講員的見證很感動和精彩

這個手工教我們彼此相愛

遊戲多好玩又緊張

高年級學生與老師讀經

霍姑娘以遊戲帶出信息

黃冠源主任

福音雙日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終於在六月二十九日完滿結束。感謝香港恒生大學資訊科
技總監黃寶財教授蒞臨訓勉，為同學們作出訓勉和鼓勵。也感謝每一個愛孩子的老
師和家長，給予同學們悉心的栽培，讓他們能好好裝備，面對未來的挑戰。願天父
的厚愛常與同學們同在，更願他們珍惜與學校師長、同學相處的時光，為小學的學
習留下美好的回憶。

6愛班同學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
匆流逝，再過幾星期，我們
就要離開母校了。很高興在
這六年裏可以認識到不少的
良師和友伴。感謝老師們多
年來的教導、照顧和栽培，
使我們獲益良多。除了老師
外 ， 同 學 們 也 幫 了 我 們 不
少，每當我們感到失意時，
他們都會上前慰問。祝願同
學 們 升 上 中 學 後 要 努 力 讀
書，不要辜負老師的期望。

6禮  陳海盈

回想六年的時光，就好像發
了一場大夢，看似漫長，但其
實又很短暫。

以前每天都有同學說很想畢
業，但到了畢業的一天大家都
感到不捨。老師，多謝您們在
六年來的培育和愛護，沒有您
們的栽培，我們一定沒有今天
的收穫。

我也很感謝同學伴我成長，
令我知道友情的可貴，我必定
會繼續努力上進，不辜負老師
對我的期望。

6信   陳韋靜

時間過得飛快，這個多姿多彩
的小學生活差不多要完結了。

在這六年裏，我們感謝老師們
用心教導，您們認真教導我們的樣
子，我到現在都極為深刻。

我也感謝一直陪伴我的同學，
我們一起克服困難，一起互相鼓
勵，現在我們要離別了，實在讓我
非常難過。

最後，我希望同學能繼續努力
學習，實踐老師教導的知識，也希
望老師們幸福快樂。

6望  王詩媛

從無知的小孩，到成熟的少
年，相信就是小學六年的成長。
十分感恩有很多老師照顧和教導
我 ， 讓 我 成 為 一 個 有 責 任 感 的
人。

畢業意味着要和好同學及老
師 分 別 。 我 從 前 不 太 愛 上 學 ，
甚至不喜歡一些同學。可是，現
在回望過去，我們一起笑過、哭
過，或許再也不會遇上那麼愛我
的一班同學和老師了。

今天當我學會珍惜時，光陰
卻悄悄地走了。六年走過的路，
有歡笑、有淚水，卻都留下主恩
典的記號。

六望  陳恩陶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恩陶快將小學畢業了！

我們慶幸能為恩陶揀選迦密愛禮信小學，我們確信
這是神的帶領，才能使恩陶進入迦密這個大家庭。

還記得恩陶小一放暑假前，突然因患病要送往醫院
深切治療部，使我們夫妻二人很擔憂，後來幸得校長及
向老師關懷，以及學校全體老師為恩陶的需要恆切地禱
告，最終恩陶才能平安回家。

往後日子經老師多番鼓勵及書記們幫助恩陶用藥護
眼，使她能再次如常上課學習。在尹老師及張老師引導
下，恩陶自信心得到建立，潛能亦得到啟廸；信仰方
面，能夠從小認識到真理，暸解作為一個學生，要將所
學服侍他人，貢獻社會，而不是單看成績優劣去評價他
人，才是意義所在。

在此我們要再一次多謝校長及學校全體老師們和教
職員悉心教導。祝願迦密愛禮信小學，往後每年都培育
更多榮神益人的學生，彰顯主愛，並高舉主名。

胡金鳳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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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
匆流逝，再過幾星期，我們
就要離開母校了。很高興在
這六年裏可以認識到不少的
良師和友伴。感謝老師們多

六愛班畢業生

黃寶財教授為畢業生致訓勉及授憑

獻給我親愛的班主任

老師，捨不得你

老師，我們不會辜負你的期望

校董會成員與到場嘉賓合照

老師，你辛苦了

六禮班畢業生

六信班畢業生

六望班畢業生

崔校長也來祝賀畢業同學

昔日的學生再
回來見老師

陳恩陶與家人

畢業禮
+

畢業生及家長感言



家長教師會感言 

	 	 	 因祂有
說不盡的恩賜	

何素蓮副校長

陳靜琼主任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的任期快將圓滿結束，回
望這一年間，家長們積極地協助我們，又提供寶貴
的意見，實在難得，家校合作委實充滿感恩和喜
樂！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很多活動，計有「親
子賣旗」、「家長拉筋班」、「親子大旅行」、
「港鐵小站長計劃」、「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親子手工藝班」和「綜藝晚會」等。委員們精心
地策劃活動，家長義工協助各項活動的進行，如作
領隊等。幾乎每天都會見到家長們到學校協助我
們，施予援手。家長委員和義工們無私的奉獻和支
持，令我們十分感動。「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有部分家長委員即將離任，我們會保持聯絡，相信
在不久的將來，定能在學校各項的盛事與各位再次
聚首，互相分享喜悅！

在傑出學生感恩茶會中，大家無比歡欣快樂，我們看
見有學生被嘉許，得讚賞；又有學生獲獎學金，得表揚，
喜悅極了！他們手中所得的是他們整年付出百般的汗水和
千般的努力換來的，何等珍貴，能不叫人讚嘆年輕的小伙
子的毅力嗎？然而，在一切光輝燦爛的同時，毋忘上帝的
恩典，是祂看顧保守學校的運作，賜福學生健康歡愉的成
長，得享豐盛的祝福，願將榮耀頌讚歸給天上的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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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晚會醒獅表演

港鐵小站長計劃

三位取得歷屆品學兼優的學生，難能可貴
特別大獎—
九州日中文化 
協會賞

嘉許謙卑服務學校的學生

取得中英數科獎的小三優秀學生

取得品學兼優獎的小五學生

品學兼優第一名學生及
家長由衷的分享

親子賣旗活動
親子大旅行

感謝神！ 



「 耶 穌 愛 我 ， 我
知 道 ， 因 為 聖 經 告 訴
我。」這幾句歌詞我由
嬰兒的時候開始聽，從
小就開始唱。從前我不
明白歌詞的含意，當我
一天一天地長大，就越
來越了解當中的意思，
並在生活中體會到耶穌
的真實。

耶穌每一天看顧我！祂給我充足的食物、健康的身體、
家人的愛護和照顧、師長的教導，最重要的是主耶穌在十字
架上為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用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使我們
重生得救。

我從小就跟爸媽返教會和上主日學，加上我是讀基督教背
景的幼稚園和小學，所以我對基督教信仰並不陌生。其實有時
我都會覺得星期日要早起返教會實在太累，但爸媽說要不斷學
習天父的話語，才能更深認識祂，所以我堅持下去。

每晚睡前，我都會和
爸媽一同祈禱，將一切交
給 天 父 。 有 次 我 遇 到 困
難，爸媽安慰我說，可能
這是天父的安排，希望我
在當中有所學習，要相信
祂不會將我放在一個我無
法承受的困境中。結果，
我真的能跨過難關，並經
歷祂的恩典。

我會繼續努力，做個天父喜悅的孩子。

教會活動：

《為什麼我會信耶穌？》

我的信仰生活 

關喜鳳姑娘

五禮 蔡約翹

五禮 曾子睿 

大圍平安福音堂進駐迦密愛禮信小學不知不覺已經十五年
了。走過的日子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片段，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盡
錄。在莊嚴而歡欣的堂慶感恩崇拜中，小朋友自選獻唱一首「活
出愛」，以表達他們願意讓耶穌的愛激勵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
望著台上投入獻唱的小朋友，彷彿看著當年的黃毛小子，今天
有部份已成為導師，一起參與服侍迦密的學弟學妹，心中無限感
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

我的信仰生活我的信仰生活

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
大圍平安福音堂進駐迦密愛禮信小學不知不覺已經十五年

了。走過的日子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片段，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盡
錄。在莊嚴而歡欣的堂慶感恩崇拜中，小朋友自選獻唱一首「活
出愛」，以表達他們願意讓耶穌的愛激勵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
望著台上投入獻唱的小朋友，彷彿看著當年的黃毛小子，今天
有部份已成為導師，一起參與服侍迦密的學弟學妹，心中無限感
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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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周年堂慶

獻唱「活出愛」

家長加油站聯歡會 十五周年盤菜宴

彩虹親子日營

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

三小時毅行的考驗

粵曲班福音聚會

努力的成果-獲獎章

特別大獎—
九州日中文化 
協會賞

生活營齊來BBQ

樂於接受歷奇的挑戰

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

望著台上投入獻唱的小朋友，彷彿看著當年的黃毛小子，今天
有部份已成為導師，一起參與服侍迦密的學弟學妹，心中無限感
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恩。願意基督無私愛人的精神能一代一代的一直傳承下去! 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基督少年軍160分隊第十五屆立願禮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五人手球比賽

亞軍

5禮 黎梓源

5信 何美兒

5望 朱愷芊、郭淑賢

6禮 陳樂如、陳芷詠
熊婧瑜

6信 劉紫盈

6望 陳慧盈、馮天恩
駱灝欣、王詩媛

傑出運動員 6望 馮天恩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五人手球比賽

亞軍

傑出運動員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4X100米 殿軍 5望 曾芷淇

女子乙組4X100米 殿軍 5望 曾凱欣

女子乙組200米 季軍 5望 曾凱欣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少年傑出鋼琴獎 亞軍 6望 鄭詠瑜

第二十二屆日中青少年書畫音樂交流大會

特選佳作賞
5禮 鄭焯熙

九州日中文化協會賞

第二十二屆日中青少年書畫音樂交流大會

小學高年級西方舞

甲級獎

6愛 吳嘉琪

6禮 陳芷詠、陳海盈
熊婧瑜、黃紫欣

6信 陳曉嵐

5禮 吳惞瑶、楊海恩

5信 廖紫嫣

5望 傅潔穎

4禮 陳芓澄、袁羽芊

4信 洪曉怡

4望
陳靜、陳曉同 
吳漪檉

乙級獎

4禮 陳芓澄

4信 陸葭晞、梁銘恩
吳梓忻

4望 吳漪檉、麥穎彤

3愛 程熙桐

3禮 梁紫瞳

3信 廖穎妍、黎懿澄

3望
陳諾澄、范芷銣
駱凱盈、蕭佩芝
夏凡雲、尹希晴

迦密梁省德學校、四十周年校慶、STEAM嘉年華會、奪寶競速、機械人聯校賽

冠軍
5望 麥顥翹、王希祐

胡明恩

6禮 衞謙佑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系、小學校際數學遊戲(第
十五屆)及「STEM」常識問答挑戰賽決賽

團體賽二等獎 6望
李俊杰、王詩媛
劉芷雯、余俊羲

個人賽二等獎 6望 李俊杰

「數學8寶箱」計劃2018-2019

全港分區榮譽學校大獎(新界東)

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

四年級組 第一名 5望 畢綽珈

一年級組 第二名 2信 畢朗熙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8/19

個人賽二等獎 6望 黃梓昊

個人賽二等獎 6望 李俊杰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小一組 二等獎 1信 曾宇辰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五組 金獎 5望 王希祐

港澳埠際奧數委員會、港澳埠際奧數盃

初賽、小五組 金獎

5望 王希祐總決賽、小五組 金獎

總決賽、小五組 第一名

奧冠教育中心、粵港澳大灣區

數學選拔賽、小五組 二等獎
5望 王希祐

預選賽、小五組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2019港澳盃初賽

小五組 金獎 5望 王希祐

勵志研習中心、勵志數學盃全港小學比賽

小五組 冠軍 5望 王希祐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

小五組 特等獎 5望 王希祐

MathConcept Educa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2019

小五組 銀獎 5望 王希祐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港澳盃》

五年級組 銀獎 5望 王希祐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六年級組 銀獎 6望
黃梓昊、曾嘉傑 
李俊杰

《港澳盃》五年級組
金獎 5望 王希祐

銀獎 5禮 黃昊森

《港澳盃》四年級組
銀獎 4禮 馬耀星

銀獎 4望 羅淦聰

《港澳盃》二年級組 金獎 2愛 吳梓聰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數學學會、第廿七屆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估算獎 6望 黃梓昊

香港數學盃協會、香港數學盃2019、全港綜合數學能力競賽

個人賽小一組別 銀獎 1信 曾宇辰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全港數學挑戰賽2019

卓越獎 1愛 譚傲言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數學奧林匹克賽

二等獎 2信 曾熙雯

2019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六年級組

第一名 6禮 馮景悠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港澳盃》

四年級組 銀獎 4禮 李嘉希

四年級組 銀獎 4望 羅淦聰

二年級組 金獎 2愛 吳梓聰

2019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

高級榮譽證書 4禮 李嘉希

高級榮譽證書 6望 李俊杰

公益少年團(沙田區)、2018-2019年度

中國象棋比賽(小學組) 冠軍 5禮 古敬謙

中國象棋比賽(小學組) 亞軍 6望 尹希雋

波子棋比賽 冠軍 5望 陳彥至

第10屆小棋聖盃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中國象棋 一等獎 4信 蘇天楠

第六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小學生辯論賽外圍賽

最佳辯論員 4望 劉漪桐

「敢言有夢」拍住上辯論比賽2019

最佳合作獎 5禮 吳惞瑶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第二名 4禮 梁愷珉

10歲以下牧童笛獨奏 亞軍 5禮 吳沁諺

10歲以下牧童笛獨奏 亞軍 5禮 周鎧迪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亞軍 1愛 劉晉彧

2019菁藝盃音樂大賽

約翰湯姆遜一級組別 冠軍 5望 蕭哲瑜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小小演奏家

亞軍 4禮 黃書濰

2019ISI歡天雪地公開花式及基本級別挑戰賽

Delta冠軍 2信 吳子謙

沙田節2019沙田武術錦標賽

M9男子扇組 第一名

1愛 譚傲言
M9男子拳術組(規定拳) 第二名

G9集體拳術組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小馬
精靈武術隊(拳術)

第二名

少林拳 第一名

4禮 黃書濰男子扇組 第一名

集體拳術組 第一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南方東江拳系、女子(新秀)小童組、手法拳術

冠軍 4禮 袁羽芊

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香港武術之星錦標賽、女子高小傳統拳術

二等獎 4禮 袁羽芊

大中華少林武學少林拳術套路學界邀請賽

少林連環拳、高小組 冠軍
5禮 吳沁諺

連環拳 全場總亞軍

香港國際武術節組委會、2019年"平凡杯"第十七屆香港國際武術節

國外男子M2少年規定拳 第二名
1愛 譚傲言

國外集體武術操第03組 一等獎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傳統武術個人賽、女子中童組

手法拳術 冠軍
5禮 黎梓源

短器械 冠軍

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武星國際文化傳媒、女子高小、武術之星錦標賽

傳統拳術 一等獎 5禮 黎梓源

香港武術聯會、武術錦標賽、青少年組、全港武術

金獎 5禮 黎梓源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邀請賽2018、品勢組

亞軍 2信 李晞穎

跆拳道體驗日暨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分區交流賽

品勢組 冠軍
2信 李晞穎

電子競技 亞軍

精英跆拳道會

2019搏擊品勢比賽 金牌 2愛 曾奕霖

精英區際盃、跆拳道搏擊比賽2019 冠軍 5愛 何廸希

第四屆精英跆拳道搏擊及品勢比賽暨海外邀請賽2019

搏擊組 冠軍 2望 鄭遠澄

香港單輪車協會、2019單輪車50米競速賽、U9男子組

冠軍 2禮 程永祈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2018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小學一/二年級組、芭蕾舞群舞 冠軍 2信 李晞穎

第三十九屆沙田區舞蹈比賽、少年組拉丁舞倫巴、少年組

銀獎 6望 梁皓然

萬能(國際)舞蹈聯會、第六屆香港國際(第一盃)體育舞蹈公開賽、雙人雙項C.R

第二名 1望 黃琬晶

香港標準舞總會、IDA香港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喳喳喳組 冠軍

6信 黃詠說華爾滋組 冠軍

倫巴組 冠軍

天藝舞蹈天地、第六屆天藝盃、單人拉丁舞喳喳

冠軍 6信 黃詠說

屯門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單人華爾滋 冠軍
6信 黃詠說

單人喳喳喳 亞軍

第十九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初級單人喳喳喳

亞軍 6信 黃詠說

元朗區體育節2018PASO、

青少年拉丁舞、鬥牛舞(單人) 冠軍 6信 黃詠說

2018全港傑出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術家

大獎 6信 黃詠說

「發現生活中的感動」

口號創作比賽(小學組) 冠軍 6望 蕭皓謙

沙田居民協會合辦、聖誕節填色比賽

小一至小三組 亞軍 2愛 梁欣珉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二等獎 2禮 吳卓諺

2018普世歡騰頌聖誕繪畫比賽

幼童組 冠軍 1禮 李洪霆

艾斯爾文化交流、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 一等獎 4禮 曾奕堯

GNET GROUP、錶面設計比賽2018

金獎 2禮 楊凱欣

銀獎 4愛 楊本正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2018聖誕手工創作比賽

冠軍 2禮 楊凱欣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二等獎 2禮 吳卓諺

"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攝影大賽

金獎 2望 廖小說

夏威夷文化節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視覺藝術獎高小組

最佳創意大獎 5望 曾芷淇

一等獎 5望 曾凱欣

一等獎 5禮 鄭焯熙

我的童話世界填色比賽小學組

季軍 4禮 關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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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球隊勇奪全港小學校際五人手球比賽亞軍

在數學老師帶領下，
同學在多項數學比賽
中均獲佳績

西方舞隊獲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西方
舞甲級獎

▼

機 械 人 隊 獲 迦 密 梁 省 德 學 校 四 十 周 年 校 慶
STEAM嘉年華會奪寶競速機械人聯校賽冠軍

6 望 鄭 詠 瑜 同
學 在 香 港 學 校
音 樂 節 榮 獲 鋼
琴 獨 奏 少 年 傑
出鋼琴獎亞軍

5望曾芷淇、曾
凱欣同學在全港
小學區際田徑比
賽中獲得驕人成
績。 ▼

顧問 : 林淑芬校長  張育華主任  編輯組 : 包玉芳副主任及宣傳組組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