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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活動，與內地學生交流

校內活動，高低年級共融

澳洲柏斯學習交流團，與澳洲學生共融



每 位 「 晴 兒 」 都 擁 有 獨 特 天
賦，彼此信任及合作，貢獻自
己的力量，向共同目標邁進。
「活力」、「動力」、「凝聚
力」和「給力」就是他們發光
發熱的元素。

樂社 信社

禮社 智社

成立典禮

「社」「社」
的成立的成立

理念

四社成立

四社聚會 : 共創口號和手號



家長的支持心聲
      學校為學生建立了一個平台，在

連串的學習活動中，學生可以互相

認識，了解個人的能力，學習互相

幫助，有助自信心的提升，對未來

個人的美好發展添加了推動力量。

馮善欣家長

升旗禮大合照 第二學段樂社勝出，社員
可得小食部現金券。

陸運會社際比賽，最後是信社勝。

家長義工大合照



本人為第二屆畢業生， 現職醫療用品公司。離開母校
十五年，非常榮幸得到校長及多位老師邀請協助母校籌組
校友會。半年前開始，多位陪伴我成長的同學一起加入籌
備委員會，與陳副校和梁副主任積極籌辦。經多次會議，
校友會終於２０１６年４月３０日成立。

我非常開心當選第一屆校友會主席，未來兩年可以與
一眾幹事帶領校友建立一個讓校友連繫及聯誼的平台。過
去十五年，雖然各人有着不同的發展，但我與當年的同學
一直保持緊密聯繫。回想２０００年畢業時，全班約三十
位同學，時至今日，我仍與其中二十多位定期聚會，更有
幾位逢週末一起踢足球，小學同學已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部份。

至於校友會的未來發展方向，本人希望舉辦不同類型
動靜兼備的聯誼活動，讓不同年齡不同興趣的校友都可以
參與，如盆菜宴及燒烤。此外，成立球隊、舉辦運動會如
閃避球比賽及聖誕大型晚會等，希望會成為馮晴校友會活
動的傳統。

歡迎校友隨時透過社交網站與我們聯絡，對我們未來
的發展及舉辦的活動提出寶貴意見！                                                                            

                                                                                                
第一屆理事會主席   梁皓翔

14-15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情況

本校於14-15年度中學學位分配成績理想，獲派
第一志願中學的百份率高於全港水平。學生獲派中學如下:

皇仁書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喇沙書院 張祝珊英文中學 英華女學校

協恩中學
保良局第一
張永慶中學

聖血會
上智英文書院

聖馬可中學 嘉諾撒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九龍真光中學 聖言中學

觀塘官立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
蒙民偉書院

迦密主恩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

宣基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保良局羅氏
基金中學

景嶺書院

仁濟醫院
王華湘中學

東華三院
呂潤財紀念中學

保良局甲子
何玉清中學

第一屆主席心聲

第一屆主席從校長手中接過委任狀 第一屆校友會理事及主禮嘉賓 校友會會徽設計得獎者第一屆主席從校長手中接過委任狀 第一屆校友會理事及主禮嘉賓 校友會會徽設計得獎者

校友回家了校友回家了

成立典禮花絮



一年一度陸運會，

         看我們有多投入。
一年一度陸運會，

         看我們有多投入。

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看見巨型鬥獸棋，
很有趣婀！

戶外學習日當天，我們運用平板電腦紀錄及
整理資料，既方便，又有效率！

第一次接觸消防工具。
看我多神氣！

享受學校旅行。我們預備好了！

你看我們的「甜蜜泡泡」
多有趣! 科學周真好玩!

我們是“面具雙妹嘜＂！

我們跟隨大師兄練功夫 我們在校長帶領下，邁步向前跑！

衝呀! 跳呀! 接著! 贏了!衝呀! 跳呀! 接著! 贏了!



乘風航活動，同學
多勇敢!

第十九屆「常識百
搭」創新科學與環
境探究比賽，本校
獲得傑出獎。學生
們向評審講解實驗
項目。

獲18區數學比賽全場亞軍 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
比賽季軍

榮獲「2015向老師致敬」
繪畫比賽冠軍。

2015年西貢區分齡田徑賽4X400米接力賽

2015年西貢區分齡田徑賽擲壘球

2015年西貢區分齡田徑賽4X400米接力賽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擲壘球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4x100米接力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單打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4X50米接力賽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4X50米接力賽

西貢小學校際羽毛球賽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 小學友校乒乓球
邀請賽女子單打

動、樂活生命運動嘉年華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4X50米接力賽

香港南區游泳分齡賽50米蝶泳

大埔區游泳分齡賽200米自由泳

第十二屆保良局聯合運動會200米短跑

第十二屆保良局聯合運動會擲壘球

Samsung第五十九屆體育節-2016
陸地冰球錦標賽初階少年組(隊際)

Samsung第五十九屆體育節-2016
陸地冰球錦標賽校際團體-小學組

Samsung第五十九屆體育節-2016
陸地冰球錦標賽新秀少年組(男)

Samsung第五十九屆體育節-2016
陸地冰球錦標賽新秀少年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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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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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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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軍

殿軍

殿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成績體育科 校際朗誦節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一、二年級粵語散文集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一、二年級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五年級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成績

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作文比賽 成績

「感動敢動」小記者比賽

「感動敢動」小記者比賽

「孝道相傳」徵文比賽

「孝道相傳三格漫畫展才情」情景對話創作比賽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iLearner英文網上閱讀計劃第一階段

iLearner英文網上閱讀計劃第一階段

2015-2016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決賽）

2015-2016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金獎

金獎

白金獎

特級獎

特級獎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成績其他校外比賽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小學高年級組)

敬師運動二十載，潤物無聲情常在繪畫比賽

第十三屆電腦中文輸入評級及比賽分組賽

第十三屆電腦中文輸入評級及比賽分組賽

第十三屆電腦中文輸入評級及比賽個人賽

第十三屆電腦中文輸入評級及比賽分組賽

第十三屆電腦中文輸入評級及比賽個人賽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第四屆明愛中學聯校創藝展暨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第四屆明愛中學聯校創藝展暨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優等獎

傑出獎

最具創意獎

季軍

境外交流，增廣見聞

獲獎項目

學校舞蹈組榮獲優等獎 ，
看他們的颯颯英姿

不同學習經歷不同學習經歷

小五領袖紀律訓練
生活營，看我們有
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