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Vanessa 5A
  I am ver y happy that 
I can go to New Zealand. 
New Z ealand has  many 
beautiful v iews and the 
air is fresh. I have learnt 
ab o u t  t h e  l a n d s c a p e, 
a g r i c u l t u r e  a n d  t h e 
c u l t u r e  o f  N e w 
Z e a l a n d  f r o m  t h i s 
trip. I hope I can go 
there again. 

6. Suki 6C
  I was very happy in this trip. That was a 

wonderful trip. I wanted to thank my tour 
guide. He planned all the things for us. I 

learned lots of things in NZ and bought 
some pretty souvenirs.  I  was ver y 

enjoyed thi s  t r ip  ver y  much,  I 
hope I can go ther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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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nson 5D
  In the trip, I learnt many 
things. The Maori dance is 
so amazing. There are many 
b e a u t i f u l  v i e w s  i n  N e w 
Zealand such as volcanoes, 
green mountains. The views 
are wonderful. I enjoyed the 
trip so much and I have learnt 
many new things during the 
trip. I miss New Zealand very 
much.

1. Duncan 6A
  T h i s  i s  a  v e r y  v a l u a b l e 
experience that v isit  New Zealand. 
A f ter  thi s  tr ip,  I  have learnt  to  be 
responsible and l  also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 ith others.  Moreover,  I 
enjoy the time in New Zealand very 
much.

2. Celia 6A
  It is a great time to learn 
the culture of New Zealand. 
In  t h i s  s t u d y  t o u r,  I  h av e 
l e a r n t  t o  b e  i n d e p e n d e n t 
s i n c e  I  n e e d  t o  d o  a l l  t h e 
t h i ng s  b y  my s e l f .  B e s i d e s , 
the things I like the most was 
the scener y in New Zealand 
because it is so beautiful. 

4. Yoyo 5B
  This week I was very happy to learn many 
things in NZ. I also bought many tasty food and some 
beautiful souvenirs. My teachers took us to the mountain 
and we saw many beautiful v iews. I  want to thank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took me to many places and prepared the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for us everyday. I hope I can go to NZ again.

5. Samantha 6C
  I am happy that I can go to 
NZ. NZ is a pretty plac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 t 
see  in  H K .  It  has  many green 
grass  ever y w here.  Al so,  i t  ha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My favourite animal is kiwi bird 
because  i t  i s  ver y  spec ia l .  We 
cannot see the kiwi birds at their 
house. I was sad however. But I 
still enjoyed this trip. 

7. Dave 6D 
  I n  t h i s  t r i p ,  I 

have learnt many things 
about New Zealand such 

a s  t h e i r  c u l t u re  a n d  t h e i r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  I  s a w  m a n y 

b e a u t i f u l  s c e n e s  t h e r e  l i k e 
v o l c a n o e s  a n d  m o u n t a i n s .  T h i s 

was a memorable tr ip. I  hope I can 
go back there again. 

  

  PLK Joint School New Zealand study 
tour was held from 1st May to 8th May. 

  Students had an unforgettable ex perience in 
New Zealand and explored this eco-friendl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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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旅
  本 學 年 於 三 月
二十八日至四月一日
舉辦了台灣交流團，
同學們能認識及體驗
台北當地文化。

1. 5C 雷宛螢
  我覺得台灣人好
熱情和好友善，他們
對外人像家人一樣，
友善對待。

2.5C 朱晨南
  這次活動，不僅令我瞭解了臺
灣當地的風俗人情，還瞭解了台灣
的教育現狀，包括學校規模、環
境、學生的質素等。經過這次5天的
旅行，我變得更獨立了，我希望有
更多的機會可以參與類似的遊學活
動，以瞭解全世界的文化。

3.5D 李凱澄
  這次活動中，我學了自己獨
立、照顧自己，不讓父母擔心。另
外也感受到台灣人的人情味、熱情
等，香港人要學習 。

4.5D 江祉瑩
  在台灣交流團中，我學會了自己照顧自己，
和同學相處。在台灣的地方，可以感受到台灣的
風格呢！

5.5B 萬子聆
  我在這五天的遊學團學到了自
立、同學互相幫助等。我覺得台灣
人很熱情，環境也很乾淨、自律地
去環保。而我最喜歡的地方是野柳
地質公園，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不
同形狀的天然石頭。同時，我也瞭
解了台灣人的生活和文化，希望下
次可以再去。

6.5B 羅茵藍
  我覺得這次的台北五天交流
之旅很特別，當中最特別的是到
台北的學校參觀，在那間小學裡
面，我認識到關於台北的歷史和
大型建設項目，這次交流之旅真
令我獲益良多！

7.5B 吳尚恩
  我對這次台北考察之旅很滿意，因為我去了不
同的著名景點。我最喜歡的活動是在十份老街和十
份車站放天燈，因為在香港不能放天燈，所以這五
天我很開心。

8.5B 陳柏斯
  可以去台北，我很開心，可以
學到很多有關台北的知識，認識台
灣的風土人情，也感受到台灣人的
熱情。

9.5B 符學正　　
  這次交流團非常好玩，如放天
燈，打陀螺，搓湯丸等。這次交流
團令到我學會很多知識，如故宮國
立博物院、野柳地質公園和地道美
味小食等，都令我大開眼界。

10.5B 陳易瑜
  這次台灣五天之旅是最有趣的體驗， 離鄉背井，和同學到外地去。父母不在身
邊，自己的事全由自己打理。  可能未嘗試，定以為是很簡單的事。但是，當你親
身經歷後，你又會知道是什麼滋味。簡單如整理行李，便令人忙不過來。這五天之
行，又令我感到當地人的熱情，在到訪的福營國中，哥哥姐姐們非常友善，還教我
製作鳳梨酥，我非常有幸能參加這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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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齣是普通話話劇   《我們這一班》，一
齣話劇中，什麼最重要？佈景？道具？演員？音
響？透過這劇，觀眾親自找出答案。該劇榮獲2014
／15香港學校戲劇節的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劇本
獎、傑出合作獎及六位傑出演員獎。
  當晚各學生演技精湛，深深感動所有觀眾。

  四月十三至十五日是我校一年
一度專題研習週。一至六年級同學
各按著自己級別的主題，透過個參
觀、講座、資料蒐集、親身體驗等
各式各樣嘅學習，發揮他們的探究
研習精神。

PLKSHS‘s Got Talent 

專題研習 

一年級︰植物

收成喇

二年級︰至『營』
小先鋒

五年級︰港澳多面體

六年級︰綠色新人類

四年級︰香港旅遊好去處
（赤柱篇）

自製有營餐盒YUMMY 看看海中有什麼生物

  一年一度的「才情熱滿今晚
夜」於2015年5月29日晚上在沙田大
會堂文娛廳舉行。除了廣東話及普
通話的話劇表演外，今次更加入同
學們演奏樂器。
  第一齣是廣東話話劇   《阿
福過年》，「人人為我，我為人
人」，「助人為快樂之本」是阿福
和阿吉的座右銘。年三十晚，阿福
遺失錢袋，原來是他的好朋友阿吉
取去助人⋯⋯

三年級︰香港鐵路縱橫遊

環保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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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聯校粵劇匯演於

愛，能使人堅強胆壯；愛，能帶來暖流；愛，能拉
近彼此的距離。

  “這是愛Perhaps Love”是我校2014-2015結業禮
暨頒獎禮的主題。因著這份愛我們很榮幸，邀請到著
名紅星陳寶珠小姐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同學們在老
師家長朋友們的愛擁抱下茁壯成長，每個人在舞台上
也獨當一面。同學們落力的演出，叫台下來賓回應熱
烈的掌聲。六年級的畢業同學在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
書，正式邁進另一個階段。靠住愛這份力量，無論同
學們分隔多遠，仍會心連心手拉手，一齊面對各樣的
挑戰，活出自己的夢想。

結業禮

     6月30日假九龍油麻地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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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聯校粵劇匯演於   這次是屬校首次聯 演 ， 本 校 同 學 演《還琴記》及折子戲《香夭》，大家演出十分精彩。

6B 尹亮賢家長
  六年的一個結業禮，謝
師宴，令人又高興又傷感，
亦掀起兒子中學生活的新一
頁。在「蕭小」的歲月中，
編織了我與亮賢不少值得細
味回甘的回憶，遺留下很多
可堪回味咀嚼的話題。亮賢
在「蕭小」球場上真的流
過不少汗水，訓練中得到老

師啟蒙，讓他書桌上點綴着很多奪目耀眼的金銀銅
牌，豐盛了莘莘學子的校園生活。樂隊亦是令孩子
學會努力不懈，追求卓越的舞台，樂韻響起，又是
令家長感到興奮的一幕。
  我在六年家長義工行列的服務中，認識了一班
資深義工家長，透過磨合、跌碰、爭論，難得變成
知心朋友。今天我倆像是一起畢業了，孩子性格害
羞，但他心裏非常熱愛在「蕭小」的日子，回家總
是喋喋不休告訴我各樣活動的情節。感謝校長、六
年裏各老師的悉心教導，亦給予他當不同的服務崗
位，成就了他今天的責任感和服務精神。
  寫着畢業感言，心裏很不是味兒，眼淚都要
掉下來了！不能讓人看見，只可以讓人知道一個
小秘密   離開一處二十多年，再重踏六年，又
要告別了   最美的是，此刻我和兒子最終一起
成為了校友。

  一年一度的畢業同學謝師宴，已於本年6月3 0日
（星期三）假百樂門囍宴舉行。
  各級畢業同學盡心盡力為大家預備了改自編了「相
逢何必曾相識」的「同是蕭小友情人」，歌詞道出了校
園生活的趣事點滴，之後再唱出「童年」，表達情誼。
當中有分組遊戲，校長、嘉賓及老師們為「VIP」組，
與四班同學比賽，在「友情歲月鬥食力」及「踏上青雲
展傲翔」中，大家施展渾身解數，「VIP」組大比數勝
出，大家開心得合不攏嘴。
  隨後，各班同學有分別與老師、同學拍照，留下
「那些年」當然不能少呢！大家依依不捨之情，與同學
喜、怒、哀、樂的情景，永遠留在腦海中。

同學們聚精會神參與遊戲

同學們興高采烈參與遊戲

家教會主席成學翔先生致詞

張炳堅校長致詞

每位老師都獲贈刻有自己
英文名的紀念品

畢業感言

一年一度的
畢業同學謝師宴

同學們合力夾爆氣球

畢業生代表致詞

     6月30日假九龍油麻地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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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一年一度的旅行日於五月二十二日進行，當天的安排如以往一樣
分高低年級及去不同的旅行地點。旅行篇

 
  一至三年級的同

學到達保良局北潭涌渡
假營後，由社工陳佩恩姑
娘及四位一年級班主任為一
年級同學預備了一連串的集
體遊戲，同學們都玩得非常
投入，享受一段快樂的
時光。

  四、五年級的同學是去鯉魚門渡假村，同學們都十分
踴躍參與康樂中心的遊玩設施，大家玩得樂而忘返。

   而六年級同學則往海洋公園，大家懷着興奮的心情到
達目的地。一進場，同學們已急不及待去玩幾款新穎刺激的
機動遊戲，很多同學亦為可愛的動物拍下不少照片呢！回程
時，大家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

6



2014-15年度獲獎課外活動資料

視藝科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保良局2014國際“家庭農業年”
美術設計

世界賽一等獎  
 6A 李穎潼 6B 陳兆瑩 董南寧 6D 甘翊嵐
世界賽二等獎   
4B 鄭晞雅 林婉翹 羅灝 王焌洛
世界賽三等獎   
3C 劉璦賢
香港賽一等獎   
6A 李穎潼 6B 陳兆瑩 董南寧 6D 甘翊嵐
香港賽二等獎   
4B 鄭晞雅 林婉翹 羅 灝 王焌洛
香港賽三等獎   3C 劉璦賢

新渡輪15周年郵票設計比賽 優勝者  6A 李穎潼

沙田節2014沙中綫
沙田區圍板美化繪畫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獎學金 2名 6B 馬梓恆   6C 余芷儀

環保促進會
「惜食咪嘥野環保填色比賽」

優異獎 4名 
1C 吳芷攸 2A 詹昕穎 2C張浩俊 2C郭安桐

表演藝術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2014-15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  張寶雯老師
傑出演員獎  2A 陳殷熹 4B 羅 灝 5C 梁詠嵐 6D 王卓嵐
  6D 齊穎瑤 6D 廖希宜
參賽同學：
2A 陳殷熹 2A 羅琬珊 2D 鄧靄錡 3B 梁翹因 3C 陳俊亨 
3C 區詠霖 4A 黃希怡 4A 陸焯茵 4B 羅 灝 4C 何汶穎
5A 朱素君 5C 梁詠嵐 6A 劉海澄 6A 劉海瑤 6D 廖希宜
6D 齊穎瑤 6D 王卓嵐

2014-15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初級組 優等獎 
1A 張栩怡 1A 楊芷桐 1C 吳芷攸 1C 杜珈瑩 1D 劉苡均  
1D 李慧俞 2B 陳怡恩 2B 鍾沛殷 2B 羅穎琳 2B 羅穎璇  
2B 葉靖淇 2C 黃麒旗 2D 林梓晴 2D 文思懿 3A 劉思貝  
3B 曾思雅 3D 陳芷呈 3D 董楚瑤 3D 黃頌婷 3D 張詩怡

體育科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2014-2015年度沙田區
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丙 50米蛙泳 亞軍 4B 鄭昊延 

2014-2015年度區域
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丙 4 X 50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3C 劉璦賢 
女甲 4 X 50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6C 余芷儀 

2014-2015年度沙田區
小學校際羽毛球錦標賽

女單季軍 6A 魏知彤 第五名 4B 韋芷晴

保良局屬下小學
第十三屆聯校水運會

男丙 50米背泳 殿軍 4B 鄭昊延  
女丙 50米蛙泳 季軍 3C 劉璦賢  
女甲 50米蛙泳 季軍 6B 陳兆瑩  
 100米蛙泳 殿軍 
女甲 50米自由式 季軍 6C 余芷儀  
 50米蝶泳 亞軍
女甲 4 X 50米自由式接力 亞軍 6A 李穎潼 6A 魏知彤
   6A 李詩晴 6B 陳兆瑩
   6C 余芷儀
女甲團體季軍

2014-15保良局屬下
小學非撞式欖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冠軍 男子初級組亞軍
女子高級組冠軍 女子初級組冠軍

和富女子足球挑戰盃
盃賽冠軍
2D 巫欣希 4A 勞嘉琪 4D 翁曉柔 5A 朱素君 5A 伍慧琳  
6A 曾柏同 6B 董南寧 6C 林君妍

2014-15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女甲盃賽冠軍 女甲最佳運動員：5A 伍慧琳
女乙盃賽亞軍
女丙盃賽冠軍
男甲盃賽亞軍
男乙盃賽亞軍 男乙最佳運動員：3A 韋梓雋
男乙盃賽亞軍

2014-15全港小學
學界閃避球錦標賽（新界東組）

男子組殿軍 女子組季軍 混合組殿軍

2014-15全港小學
校際閃避球錦標賽（小學組）

男子組碟賽亞軍 女子組盃賽亞軍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賽季軍 6A 魏知彤
保良局足球發展基金小學5人足球錦標賽 亞軍 5B 李承謙 5D 朱晨南

浸大學附小六人足球邀請賽

男子組碗賽亞軍
2A 朱俊諾 3A 蔡逸朗 3B 葉柳俊 4A 謝志樂 5A 馮培卓 
5B 李承謙 5D 鄭名深 5D 朱晨南 5D 王子聰 6A 樊仲軒
女子組冠軍
2C 劉心愉 2D 巫欣希 4A 勞嘉琪 4B 韋芷晴 5A 朱素君 
5A 劉凱晴 5A 伍慧琳 5B 陳柏斯 6A 曾柏同 6B 董南寧 
6C 林君妍

第一屆心誠中學五人手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6A 朱晨燁 6A 蔡賜宏 6A 王子謙 6A 陳家浩 6A 樊仲軒 
6B 馬梓恆 5A 陳栩桓 5A 鍾景熙 5B 陳易榆 5D 朱晨南 
5D 鄭名琛

音樂科
第六十七屆學校音樂節 團體項目 合唱隊（初級組8歲或以下） 獲優良獎狀 個人項目

項目 所獲獎項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優良獎狀 4B 彭怡婷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優良獎狀 5B 符學正 
一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1B 岑卓庭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1B 張子悠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1C 吳芷攸
英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5-6歲） 優良獎狀 1D 鄭曉嵐
英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5-6歲） 良好獎狀 1D 楊焯謙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A 王學琦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7-8歲） 良好獎狀 2A 黎咏詩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A 陳殷熹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2A 陳殷熹
優良獎狀 2A 關楓毅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2A 黎咏詩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2B 陸祐唯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7-8歲） 優良獎狀 2B 鍾沛殷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2B 陳海盈
一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獎狀 2B 譚泓睿
二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獎狀 2B 黎子進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2B 蔡正謙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2C 林海澍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C 吳幸頤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2C 譚仲琳
良好獎狀 2D 葉慧淇
優良獎狀 2D 陳蒨婷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A 羅柏鴻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3A 張樂然
小號  小學  初級組 良好獎狀 3A 張樂然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許穎妍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C 趙蔚兒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C 周子茵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C 巫鋆澔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3C 周子茵
良好獎狀 3C 鄒伊晴
良好獎狀 3C 鄧苑珊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D 盧偉熙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D 張延溢
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3D 周栢浠
小號  小學  初級組 良好獎狀 3D 盧奕喬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石子倫
優良獎狀 4A 任明頎
優良獎狀 4A 黃柏儒

二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獎狀 4A 王景樂
二胡獨奏  初級組 優良獎狀 4A 黃希怡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C 陳文琪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D 文凱瑩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D 張芷瑩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4D 鄭樂行
木笛二重奏  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陳加晞／5B 施童靖
二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獎狀 5B 尹瑞鍾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5C 列國章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5C 李姵欣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D 李凱澄
小號  小學  初級組 良好獎狀 5D 江祉瑩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5D 林潔心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6A 潘曉朗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6A 李穎潼
笛獨奏  小學  初級組 良好獎狀 6A 朱晨燁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6B 黃蔚霖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6C 張樂培
單簧管獨奏  小學  初級組 優良獎狀

小號  小學  初級組 優良獎狀 6C 盧奕儒
圓號  小學  初級組 良好獎狀

長號  小學  高級組 優良獎狀 6C 史穎澄
粵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6C 麥斯琪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6D 翁慧鈺

英文科
2014-15   66th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2D 霍楚然 81 (Merit) 2D 楊詠如 81 (Merit) 3B 金瑯婕 82 (Merit) 3C 區詠霖 81 (Merit)

3C 許 穎 83 (Merit) 3C 吳 桐 83 (Merit) 4A 陸焯茵 85 (Merit) 
(Third Place) 4C 陳文琪 80 (Merit)

4C 吳祉一 80 (Merit) 5B 萬子聆 84 (Merit) 5B 施童靖 80 (Merit) 5B 姚 悅 80 (Merit)

5D 黃瑞葳 82 (Merit) 5D 黃瑞蕤 81 (Merit) 6D 陳詠怡 85 (Merit) 6C 梁慧姮 83 (Merit)

6B 袁靖喬 81 (Merit) 1C 朱傑誠 82 (Merit) 2B 章志睿 80 (Merit) 2C 林濬哲 82 (Merit)

3C 馬珈謙 78 (Proficiency) 4A 任明頎 81 (Merit) 4A 石子倫 82 (Merit) 4B 陳子軒 81 (Merit)

4C 駱彥丰 82 (Merit) 4C 吳嘉銘 85 (Merit) 5A 孟繁睿 82 (Merit) 5B 陳易瑜 84 (Merit)

5C 吳嘉寶 78 (Proficiency) 5C 蕭祖成 78 (Proficiency) 6B 馬梓恆 79 (Proficiency) 6D 徐于政 84 (Merit)

數學科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小學校際數學遊戲挑戰賽（第十一屆） 團體賽三等獎 5B 徐贊諾   5D 鄭樂陶   6A 李詩晴   6B 許旭寧
香港數學盃2015 優異獎  3C 鄒伊晴

2015年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 6B 許旭寧
計算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6C 張樂培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6A 駱海鉉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銀獎 3D 鄭曉洋 3D 周樂熙
銅獎 3C 鄒伊晴 3D 盧奕喬 5A 朱素君 5B 符學正
 5C 陳澤穎 6B 黎健熙 6D 徐于正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銅獎 3D 鄭曉洋 3C 鄒伊晴 3D 盧奕喬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2A 王學琦 3B 錢璟昊
二等獎 1C 吳芷攸 2B 莊栢熙 2D 曾瀚鋒 3D 周樂熙
 4C 吳嘉銘 4D 張皓明 5D 陳若熹 6A 駱海鉉
 6C 張樂培
三等獎 1B 黃樂熙 2A 朱俊諾 2A 葉家甄 3C 吳睿言   
 3C 周子茵 3C 鍾卓然 4A 黃樂謙 5A 容子晴
 5D 黃瑞蕤 5D 鄧嘉曦 6B 馬梓恆 6B 黎健熙
 6D 徐于正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華夏杯」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5（華南賽區）晉級賽

一等獎 2A 王學琦 3B 錢璟昊
二等獎 2A 葉家甄 2D 曾瀚鋒 6A 駱海鉉 6C 張樂培
三等獎 1C 吳芷攸 2B 莊栢熙 3C 吳睿言 3C 周子茵
 4C 吳嘉銘 5D 陳若熹 6B 黎健熙

「華夏杯」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5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2A 王學琦
三等獎 2B 莊栢熙 3C 周子茵 4C 吳嘉銘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2015香港賽區   

金獎 3D 周樂熙
銀獎 4D 張皓明 6D 徐于正
銅獎 3C 周子茵 3D 鄭曉洋 4A 黃樂謙 4C 駱彥丰 
 6B 馬梓恆 6C 張樂培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2A 朱俊諾
2015年<多元智能盃>大賽 優異獎 2B 莊栢熙 3C 鄒伊晴 6C 張樂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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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校園印花

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主題 家長如何處理管 教壓力及子女學習壓力

講者 彭智華先生 （註冊教育心理學家）

日期 2015年5月30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幼有所育，
少有所學，
壯有所為，
老有所依，

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願景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價值觀     成為最傑出、最具
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
心建善業，致力保赤安
良，護老扶弱，助貧健
診，培德育才，揚康樂
眾，實踐環保，承傳文
化，造福社群。

使命

環保義賣

編輯委員會
顧  問：張炳堅校長  總編輯：關惠文老師  編  輯：施美雲老師  呂思雅老師

保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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