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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5月10日舉行三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慶劇表演，典禮
邀得陳謳明主教蒞臨主禮，郭志丕主教講道。整個襄禮團共十七人，
其中陳陳榮君校長以學校贊助人代表身份出席，歷任校監及校長均能
撥冗光臨，令典禮饒具意義。崇拜由郭志丕主教分享信息，主教勉勵
我們凡事要感恩，除了感謝滿有恩典、慈愛和能力的上帝外，更要教
導孩童以「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為學習的方向和目標。之後由合唱
團歡欣地唱出《Come, Now, Almighty King》及《Give Thanks》，同
心向天父獻上讚美。

 感恩崇拜結束後，便是校慶劇表演。全劇以「情」為主調。首先
由一群可愛的低年級同學歡欣地喊着「廿五銀禧 夢想騰飛 三十珍
珠 榮歸上主」，然後以「沙畫」勾劃出榮真三十年的歷史。整個校慶
劇的高潮是榮真三十合唱團。我們邀請了整全三十屆的學生及校友代
表回校，唱出本校原創曲《感激恩師獻愛心》，表達歷屆畢業校友和
同學對榮真的「情」。部份同學在演唱的時候已熱淚盈眶，台下嘉賓
也被感動得流下淚來。

 最後，第一屆畢業生代表陳迪峯把榮真火炬交給校友會主席譚靜
雯，再由她把火炬傳交至一年級學生代表林元心，元心同學再將火炬
傳交羅春鳳校長及陳陳榮君校長，充分展現了薪火相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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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具心思的禮物送給陳謳明主教

郭志丕主教講道

陳陳榮君校長(後右)



嚴校監、校董們及羅校長在聚餐中與大家祝酒

沙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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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水運會已於2019年4月4日假荃灣城門谷泳池圓滿結束。
當天的開幕禮先由班代表浩浩蕩蕩進場，再由羅春鳳校長祈禱及鳴銨，
第一場賽事--男甲50公尺自由泳隨即展開。本屆水運會共有97名學生角逐
22項賽事。比賽期間，三至六年級的同學喊口號助威，氣勢十足；家長義
工小丑水戰表演，令場面更熱鬧。各運動員傾盡全力，努力拼搏，爭取
佳績。期間，參賽者更刷新了大會紀錄，分別有：5B李安傑男乙50公尺胸
泳、3B鄭蕊晴女子新秀組25公尺浮板捷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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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多場個人比賽，接著是友校
接力賽、親子接力賽。親子接力賽
父親組共有19隊參賽，由6D吳泳彤
和吳爸爸奪得冠軍；母親組亦有6隊
參賽，由4B江琛怡和江媽媽獲勝，
並刷新大會紀錄。最後一項「重頭
戲」--師生友接力賽更掀起了整個
水運會的高潮，本屆的師生友接力
賽共有六隊，各隊參賽者均全力以
赴，體驗上下一心的精神。最後由
李俊謙老師、黃焯希校友、6B曾敏
華同學和6C簡辰熹同學一隊奪魁。

    各場賽事結束後，隨即進行頒獎禮。在頒獎
禮中，嚴志成校監為大會致開會辭，介紹主禮嘉
賓李嘉俊先生（本校第十三屆畢業生，職業治療
師。大學時期，曾遠赴波蘭義教兩個月。2017年
花了8個月從香港踏單車到歐洲的克羅地亞遊歷，
途經14個國家，看盡無數山水，體驗各地風土民
情）。嘉俊哥哥在致訓辭中勉勵同學要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勇於嘗試，發展自己的潛能，為自己
的目標不斷努力；遇上困難，不要輕言放棄，要
堅持不懈，尋求解決方法，那麼夢想便能一步一
步實現。繼主禮嘉賓為水運會頒發各級大獎後，
全校師生高唱水運會歌Swimming Gala，為本屆水
運會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英國遊學團

Buckingham Palace

China Town6

觀賞音樂劇-Lion King

Maritime Museum

出發~	 為讓同學走出校園，親身感受英國厚重文化，學校
於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舉辦「倫敦九天學習團」，帶領
35位同學前往倫敦。此次學習團更配合STEAM的發展，讓同
學在科探中心進行科探實驗，並藉著與Christ	 Chruch	 CE	
Primary	 School同學交流及參觀聖保羅座堂，了解當地文
化歷史從而親身體驗全方位學習的好處。

Parade

St. Paul’s Cathedral

學生代表由在Google工作的李俊言校友帶領參觀,學
兄還跟同學一起晚膳

Greenwich Royal Observatory

Legoland

Sherlock Holmes Museum

Windsor Castle



英國遊學團

回香港去

British Museum

Cambridge

London Ey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ower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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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 你收到我
的名信片嗎?

Kings College

與Christ	Chruch	CE	Primary	School學校交流

Stamford Bridge Stadium

Science Centre



愛神 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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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

利是封設計比賽頒獎

聖經班



愛神 愛地球

參觀中大氣候變化博物館

綠啲車

環保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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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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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花卉義賣

公益金慈善行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優秀風紀選舉



愛人
五年級教育營

懇親敬師會

聯校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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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寫意日

Gigo繽紛樂

中西區考察

中文科

常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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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PEAKING WEEK

小型網球

跳繩同樂日

田家炳伴讀活動

英文科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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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舞體驗

香港創意戲劇節

班際普通話問答

圖書爸媽話劇

音樂科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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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家長義工

家教會旅行



李倩瑩
1995年畢業
現職中學老師

我的校歌

美哉我聖公會學校
林立港九  遠近蜚聲

本主基督博愛精神樂聚群英
格我以誠  導我以正
仁義為準  道德為繩

良師益友  切磋砥礪  培育心靈
節儉習慣養成  刻苦精神充盈

德  智  體  群  美  應與日俱增
乃役於人  仰我校訓
學子自當拳拳服膺

努力前程  修身立行
榮耀我主名

  回首影響我至深的是一首曉有意義的校歌，至今我依然琅琅上口，未敢忘懷。

    「努力前程，修身立行」。我，讀書以來從不名列前茅，但我的確「努力前程」
；今天的我，自覺仍在「修身立行」之中，然已是一名帶領莘莘學子「修身立行」的
中學老師。榮真讓我順利入讀校風良好的中學，求學過程「努力前程」，成為今天指
引學生的例子。「修身立行」，談何容易？想起老師從小一開始選我為風紀，教我明
白「修身」，教我實踐「立行」，時刻放在心，今天得以傳道、授業、解惑。

    「格我以誠，道德為繩」。想起學校如何建立我品格的根本，做人要誠實，待人
要真誠，這是我一直持守的品格。小一的時候，第一次上課默書，班主任溫馨提醒我
們誠實的重要，我知道忠於自己所知所懂是誠實的第一步。榮真老師身教言教，教人
真誠不如待人真誠，誠意誠懇令我在小學的日子感到溫暖。「道德為繩」一句小時候
不懂內涵是甚麼，但今天的我秉持「道德」一詞，深刻明白到那條「繩」在小學時已
偷偷繫上。

    「博愛精神，培育心靈」。「博愛精神」，可體驗於「有教無類」之中，受博愛
精神影響之下，本著「培育心靈」的理想，我一步一步迎接每一個學生的挑戰，每一
個學生的特殊情況。今天的我，仍能迎難而上，靠著榮真教我「博愛」，啟蒙我從事
「培育心靈」的工作。
  
    最後，「仰我校訓」，「學子自當拳拳服膺」，盼望榮真繼續「遠近蜚聲」、
「樂聚群英」。

校友嘉年華攤位--校友愛回家

三十屆的校友代表一同在感恩崇拜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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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成績 

學
 

術 

2018-2019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
識大賽 

五至六年級組團體 總冠軍 
菁英之星 菁英銅獎 6A 李樂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4A 鄭思韵 4A 鍾柏謙 5A 盧俊霖 5A 鍾倩悠 
二等獎 4A 朱宥蕎 4A 林俊曦 4A 鄧卓傑 5A 林頌欣 5A 許敏晴  

5A 葉慧欣 5A 趙家慧 6A 莊凱荍 6A 陳梓烔 6A 馮卓琳  
6A 顏駿宇 6A 羅家洋 6C 余天祺 

三等獎 4A 陳穎琛 4A 陳贊希 4A 劉枳煣 5A 張紀彥 5C 何皓婷  
5A 莫昊霖 5A 許肇哲 5C 陳佩倪 5D 陳曉盈  
5A 劉枳潁 6A 甘  鐥 6A 朱綽蕎 6A 吳鎮聰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4A 鄧卓傑 4A 鍾柏謙 5D 陳曉盈 5A 葉慧欣 
二等獎 4A 林俊曦 5A 林頌欣 5A 張紀彥 5A 許敏晴 5A 趙家慧      

5A 盧俊霖 5A 鍾倩悠 5C 何皓婷 6A 甘  鐥 6A 吳鎮聰 
6A 莊凱荍 6A 陳梓烔  

三等獎 4A 朱宥蕎 4A 陳穎琛 4A 陳贊希 4A 鄭思韵  
6A 顏駿宇 6A 羅家洋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一等獎 4A 朱宥蕎 5A 葉慧欣 5A 林頌欣  
二等獎 5A 盧俊霖 5D 陳曉盈 6A 甘鐥 
三等獎 4A 鄧卓傑 4A 陳贊希 4A 鍾柏謙 4A 鄭思韵 5A 許敏晴 

5A 張紀彥 5A 鍾倩悠 5A 趙家慧 6A 莊凱荍 6A 吳鎮聰 

2018-19 北區小學數學挑戰賽 團體優異獎 6A 胡智博 6A 賴宇軒 6A 彭樂瑤 6A 李  樂 
團體優異獎 6A 肖植軒 6A 江嶼粦 6A 曾冠華 6C 潘鎬正  
個人優異獎 6A 賴宇軒 6A 曾冠華 

第十三屆小學生 
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 

中文科 特級優異獎 5A 陳蒨翹 5A 莫昊霖 5D 呂君頤 

第九屆全港中小學「T 字之迷」大
賽(小學組) 

二等獎 5A 莫昊霖  
三等獎 5A 陳帕言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硬筆書法校內比賽 

小學初級組 冠軍 2A 伍品霖 亞軍 1B 葉文巧 季軍 2A 黃恩霖  
小學中級組 冠軍 4A 張子越 亞軍 4B 黎柯蘭 季軍 3B 張瀟冉 
小學高級組 冠軍 6A 李  樂 亞軍 6C 黃琛蔚 季軍 6C 楊思晴 

第六屆全港 Rummikub 
小學組比賽 

第 6 名 5A 黎正行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2018 專題研習報告比賽 

優異  5A 廖啟程 6A 羅家洋 6A 胡智博   
6A 馮雅兒 6A 賴宇軒 6A 趙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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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校外比賽成績(部份)



視
藝 

2019 香港青少年視藝大賽 二年級西洋畫組 季軍 2D 曾尚嵐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八屆國際巡迴賽(日本站) 

兒童組 亞軍 5B 陳旨路 

「始於基本·家國同心」  
基本法及國情推廣計劃  
認識國情及基本法嘉年華暨 
問答比賽決賽 月曆插畫比賽 

季軍 5A 張紀彥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北區青年活動節  
潮藝無限祭填色比賽 

小學初級組 優異 2D 曾尚嵐  
小學高級組 優異 5B 陳旨路 

新雅文化 2018 年 
小學生創意閱讀及寫作大賽 

香港原創組 高小圖畫組 優異獎 5A 張紀彥 

消防安全創作比賽 高級組亞軍 5A 吳之韜 

音 
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銅獎 手鐘 A 組 
2A 吳政衡 3A 汪效安 3A 譚穎瑜 3B 林晞堯 3B 林東毅 3C 白一洋  
3C 石翹彰 3C 林晞而 4B 袁杏林 4D 邱巧林 6D 吳泳彤  
銀獎 手鐘校隊 
4A 劉枳煣 4A 鄒恩澤 4A 廖壹鑫 4A 何嘉翹 4B 廖芷萱  
5A 劉枳潁 5A 譚芷瑶 5A 許肇哲 5B 陳旨路 6A 羅家洋  
6A 曾冠華 6A 賴卓灝 6A 李  樂 6B 何中瑜 6D 吳泳彤 
銅獎 手鈴校隊 
3A 文雪柔 3B 楊語謠 3C 石翹彰 4A 朱宥蕎 4C 朱穎姿 4D 張梓穎  
5A 黎正行 5C 楊曉筠 5C 鄧康荍 6A 馮諾恩 6C 鍾旻浩 6D 區卓妍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
節 2018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自選組小學 P5-P6 組 
冠軍 5A 陳蒨翹 

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8 兒童鋼琴組 金獎 5A 莫昊霖 
兒童小提琴組銅獎及一等獎 5A 黃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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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閱
讀 

東亞銀行繪本故事演繹比賽 初小組 冠軍 2A 黃恩琳 2A 吳煒潼 
入圍獎  3C 劉潔婷 3C 張紫晴 3C 劉鴻瑜 3C 李芷烔  

3C 林治矣 3C 劉健聰 3C 林晞而 3C 石翹彰 

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比賽 高小組 季軍 6A 陳湘樺 

第十六屆書叢悅讀俱樂部  
小學生書叢榜(教協主辦) 

書叢閱讀報告 高級組 亞軍 5A 張紀彥 
書叢想一相   高級組 優異 5B 詹皓琳 

暑期閱讀約章 優異學生獎 
2A 許迦盈 2B 鍾穎森 2B 陳芷瀅 2B 鄭昊明 3A 曾浩廷  
3A 卓以津 3B 廖家玟 3D 李詠欣 4A 吳佩玟 4A 林俊曦  
4B 廖芷萱 4D 劉美琪 5A 鍾倩悠 5A 吳之韜 5A 李若琳  
5B 詹皓琳 6A 陳梓烔 6A 沈樂童 6B 聶樂晴 6D 劉喜盈 

兒童講故事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3A 黃菲 

乒
乓
球 

學界體育聯會北區小學分會 
2018-19 周年頒獎典禮 

女子單打 冠軍 6A 方諾陶 
女子團體 亞軍 5C 吳巧巧 6A 方諾陶  
傑出運動員 5A 陳蒨翹 6A 方諾陶  

灣仔區分齡乒乓球賽 女子青少年組 單打 季軍 6A 方諾陶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女子單打
青少年 F1 組 

冠軍 6A 方諾陶 

北區乒乓球團體賽 2018 少年混
合組 

亞軍 6A 方諾陶 

第五屆香港工商總會盃全港青少
年乒乓球公開賽 

季軍 6A 方諾陶 

足
球 

學界體育聯會北區小學分會 
2018-19 周年頒獎典禮 

團體殿軍 5A 徐瑋澤 5A 許肇哲 6A 江嶼粦 
傑出運動員 6D 鄭柏喬 

游
泳 

學界體育聯會北區小學分會 
2018-19 周年頒獎典禮 

男丙 團體殿軍 3B 吳晉銘 3B 簡宇辛 3C 劉興旺 4C 錢衍儒  
男乙 4x50 米自由接力冠軍  4B 樊灝賢 5A 莫昊霖 5B 李安傑  

5D 劉曉杰 5D 鄭力中 
男乙 團體季軍  
男甲 4x50 米自由接力亞軍  6A 梁銘峰 6A 敖柏熙  

6D 林重耀 6D 廖霆鋒 
女丙 4x50 米自由接力殿軍  3A 吳卓蕎 3B 鄭蕊晴  

4A 張文菲 4B 江琛怡 
女乙 4x50 米自由接力殿軍  2A 黃恩琳 2C 黃諾晴 4D 陳羨娗  

5A 鄧蔚淇 5C 莫芯瑜 5D 呂君頤 
女甲 4x50 米自由接力殿軍  6A 黃詩詠 6B 曾敏華 6C 簡辰熹 

6D 錢衍彤 6D 吳泳彤 
女甲 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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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2019 榮譽獎  4A 林明心 4C 鄭紫喬 5B 王智恒 5B 陳穎嘉  
5B 蘇俊希 5C 梁翔喻 6A 李欣庭 6A 馮卓琳   

傑出獎 小學團體組 冠軍  3A 黃  菲 5A 王安兒   
5C 貝泰然 6A 賴卓灝   

韓國首爾科技大學機機械人比賽 最佳團隊獎 5D 區珈諾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2017-2018 年度優異團隊 
連續五年獲選為優異團隊(2014-2018) 
主辦機構表揚銀狀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2017-18) 至 fit 校園推動獎 銀獎  
至 fit 校園 銅獎 

精英盃中小學生暨 
幼兒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軍 1A 黃以勒 

香港胡氏跆拳道會品勢精英比賽
暨精英比賽 2018 

品勢 2 人組 冠軍 1A 黃以勒 

香港小學跆拳道際賽  
「Primary School Taekwondo 
Competition 2018」 

男童色帶組 11-12 歲 亞軍 6D 楊渝恆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8 

品勢團體 冠軍 1A 黃以勒 
品勢組 亞軍 1A 黃以勒 
7-9 歲男子太極 亞軍 1A 黃以勒 

樂華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7 歲男子個人色帶太極三章 B 組 亞軍 1A 黃以勒 
6-7 歲男女混合三人團體色帶太極三章 亞軍 1A 黃以勒 
6-7 歲男女混合雙色帶太極三章 亞軍 1A 黃以勒 

屯門區青少年隊際跆拳道賽  品勢組 冠軍 1A 黃以勒 

第 12 屆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邀請賽 2018 

品勢組 季軍 1A 黃以勒 
搏擊組 亞軍 4A 陳贊希  優異獎 1A 黃以勒 

苗圃 12 小時慈善馬拉松 2018 完成 12 km 賴卓灝 

2018 週年芭蕾舞大匯演暨 
頒獎典禮 

傑出表現獎 4A 鍾曉君 

第一屆將軍澳及西貢區「小棋王」
中國及國際象棋大賽中國象棋 U9 

個人優異獎 4A 鍾柏謙 

第四屆中大盃中國象棋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4A 鍾柏謙 

 香港國際朗誦交流大賽朗誦比賽 小學五六年級普通話組 冠軍 5B 羅縉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