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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訊

上 水 宣 道 小 學

共嚐盆菜

四年級參觀崇謙堂村

六年級參觀粉嶺圍

遊走聯和墟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加強課程知識
與生活的連繫，本校於上學期考試後安排了主
題學習活動。本年度，學生在「探索聯和墟」
的主題中，進行了課堂學習、參觀及體驗等活
動。在最後一天的「遊走聯和墟」問答比賽
中，學生表現投入，也反映學生對聯和墟的認
識增加了。更欣喜的是，學生期望更認識自己
的社區，更關心自己的社區。

二年級參觀環境資源中心

「                     」主題學習周

五年級參觀龍躍頭文物徑

「                     」「                     」「                     」「                     」「                     」「                     」「                     」墟和聯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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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參觀圖書館

三年級參觀環境資源中心



蘇詠思校長

感謝神！本年度是上水宣道小學５５週年校慶的大日子，為了隆重其事，我們懷著感恩的心，進行了一連串
的慶祝和籌款活動，一同數算恩典、榮耀上帝。除了發售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校慶紀念品外，還有九月份的開放日，
十二月舉行的校慶感恩崇拜，二月進行的便服日和一人一利是，三月份的校慶運動會，以及四月份舉行一展學生和
校友潛能的綜藝匯演等等，當然不少得七月份的畢業典禮，和記錄學生校園點滴的感恩集！如此豐富的項目，多得
老師們積極籌備，也感謝家長和同學們踴躍支持和參與，讓我們來重溫這些活動的精彩片段吧！

當晚高朋滿座，不少校友回來支持

當天一眾嘉賓出席崇拜，分享喜悅

邱藹權校長為我們訓勉，細說從前點滴

感謝神！本年度是上水宣道小學５５週年校慶的大日子，為了隆重其事，我們懷著感恩的心，進行了一連串感謝神！本年度是上水宣道小學５５週年校慶的大日子，為了隆重其事，我們懷著感恩的心，進行了一連串
的慶祝和籌款活動，一同數算恩典、榮耀上帝。除了發售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校慶紀念品外，還有九月份的開放日，的慶祝和籌款活動，一同數算恩典、榮耀上帝。除了發售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校慶紀念品外，還有九月份的開放日，
十二月舉行的校慶感恩崇拜，二月進行的便服日和一人一利是，三月份的校慶運動會，以及四月份舉行一展學生和十二月舉行的校慶感恩崇拜，二月進行的便服日和一人一利是，三月份的校慶運動會，以及四月份舉行一展學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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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詩班合唱「宣小校慶感恩頌」
體現宣小上下一心，同心敬拜的精神



看！同學們穿上美麗的華服，十分醒目呢！

感謝友校參與校慶
盃比賽，健兒們都

有很好的表現
校友和同學在綜藝晚會上一同發揮恩賜，與眾同樂

同學們捐獻利是
，為善最樂

校慶開放日

55  年年年 校校校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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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校慶紀念品，印上同學及校友
創作的口號和徽號，更有意義



成長的天空結業禮

「足福你」活動

開心笑口組

宣小自由講

逆境小勇士

齊齊學觀星

基督少年軍遠足訓練

探索神所創的美麗星空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基督少年軍

認識鳳園蝴蝶保育區
及進行生態護理實務

探訪長者

 四社運動員代表 同學在雨中仍努力作賽

社際運動會

感恩祭

「包容」周會

低小早會齊跳讚美操

SHOW 1 SHOW

英文科感恩周會
小六到機場訪問外國遊客宗教雙周周會  分享感恩

事

APSSS Theatre (宣小舞台) 風紀培訓

一年一度宣小大掃除

小一社際簡易接力賽

學 生 活 動

星空行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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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社際擲豆袋比賽



家長老師同遊樂駕駛樂！

樂而忘返

抽中獎，多幸運
！

親子活動多開心
好朋友，遊古蹟

發現古井！驚喜！

師生及各屆校友聚首一堂

校友會理事們愛校之情溢於言表

齊寫心意卡,表達對
母校的感謝與祝福

感激師長的恩情

大家都投入於遊戲之中

打手印活動，齊賀宣小55周年

逾百人參與聚餐活動，氣氛熱鬧

家 教 會旅 行及 活 動

校友 會活 動校校校
假嶺南大學享受

美味午餐

蔡建祥校友真誠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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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遊綠田園，身心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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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黃頌怡 6B 陳君瑶 6B 張肇晉

6B 錢茵彤 6B 鄺樂怡 6B 梁倩珩

6B 梁詠嘉 6B 曾海桐 6B 黃曦瑤

6C 關毅俊 6C 陳詩潓 6C 蔡欣琳

6C 林婉晴 6C 駱浩洋 6C 文正豐

6C 黃晞彤

英語獨誦

1C 鄧家晴     亞軍
1C 余澔峯     亞軍
2B 何永礽     亞軍
3B 潘建霖     亞軍
1C 蔡凱婷     季軍
1C 吳恩欣     季軍
1C 余嘉欣     季軍
3A 陳雪瑩     季軍
3C 梁灝汛     季軍
5C 何芷橋     季軍

普通話朗誦比賽
普通話獨誦

1C 蔡凱婷     冠軍
4B 廖珈惠     冠軍
2C 丁思雅     亞軍
4C 黃皓政     季軍

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5C 林上曦 高小組 亞軍

6C 蔡欣琳 高小組 亞軍

6C 周映君 高小組 亞軍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2016

2C 丁思雅 初小組 全港總冠軍

5C 林上曦 高小組 優異星

6C 周映君 高小組 優異星

6C 蔡欣琳 高小組 優異星

1C 余嘉欣 初小組 優異

1A 黃繹軒 初小組 良好

1B 陳良澤 初小組 良好

3C 周俊希 中小組 良好

4B 吳景琛 中小組 良好

「第二十七屆閱讀嘉年華」
遊戲攤位設計比賽小學組
華僑永亨盃全情投入大獎

3A 林菀蔚  3A 李汶錡  3B 林子希

3B 楊曼翎    4A 高  涵 4A 李善恩

4A 呂樂瑤    4B 李文綺 4B 廖珈惠

4C 陳卓駧    5C 陳文婕 5C 何芷橋

5C 江一龍    6A 陳凱晴 6A 陳靉唯

6A 李洛茵    6A 余曉澄 6B 吳日羲

6C 陳詩潓    6C 蔡欣琳 6C 洪廷欣

6C 黃晞彤  6C 黃悅寧

第三屆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

5B 錢嘉禾  小學組  優勝獎

大埔及北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季軍

5A 李東翰 5B 錢嘉禾 5B 萬子杰

第六屆「智趣無限--智力玩具嘉年華」
暨「全港小學『T字之謎』大賽」

5A 李東翰   三等獎

6C 周浩天   三等獎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北區)
優異獎

5A 李東翰 5A 黃芓善 5B 萬子杰

5B 錢嘉禾 5C 趙恩詠 5C 曾傲頤

5C 嚴栢希 6A 魏俊軒 6B 陳君瑶

6C 周浩天 6C 張顯揚 6C 文正豐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6
(香港賽區)初賽

1C 蘇翊僖 小一組 三等獎

2A 陳頌謙 小二組 一等獎

2B 鄭焌杰 小二組 二等獎

2C 商富嵐 小二組 二等獎

2C 陳諾軒 小二組 二等獎

2C 陳兆澧 小二組 三等獎

2B 林芷晴 小二組 三等獎

2B 曾若晞 小二組 三等獎

(截至31/ 5/2016)

願榮耀頌 讚歸與 神！願榮耀頌 讚歸與 神！
6A 黃頌怡 6B 陳君瑶 6B 張肇晉

6B 錢茵彤 6B 鄺樂怡 6B 梁倩珩

6B 梁詠嘉 6B 曾海桐 6B 黃曦瑤

6C 關毅俊 6C 陳詩潓

6C 林婉晴 6C 駱浩洋

6C 黃晞彤

英語獨誦

1C 鄧家晴     
1C 余澔峯     
2B 何永礽     
3B 潘建霖     
1C 蔡凱婷     
1C 吳恩欣     
1C 余嘉欣     
3A 陳雪瑩     

香港學校朗誦節
全校總成績

冠軍 5   亞軍 8   季軍 11

優良獎狀105   良好獎狀12

粵語朗誦比賽
三至四年級男女集誦 冠軍

3A 朱浩恩 3A 林菀蔚 3A 廖嘉朗

3B 周聖恩 3B 江桂司 3B 梁錦茵

3B 蘇惠錡 3B 譚傑夫 3B 曾正源

3B 曾穎瑤 3B 王芷盈 3B 黃裕臻

3B 楊曼翎 3C 何珈汶 3C 何迎瑄

3C 林柏滔 3C 梁錦姸 3C 梁雅詠

3C 盧煒茵 3C 蒙  諾 3C 吳芷蕎

3C 余珏之 4A 陳婧萁 4B 陳穎晞

4B 方柏喬 4B 高肇聰 4B 李靜潼

4B 莫欣彤 4C 蔡欣悅 4C 林欣彤

4C 李俊廷 4C 劉忠晟 4C 鄧曉霖

4C 曾蔚嵐 4C 黃皓政 4C 王昕昫

粵語獨誦

4C 葉沛恩      冠軍
5A 李東翰     冠軍
5A 李穎彤     亞軍
6C 洪廷欣     亞軍
1A 林俊廷     季軍
1C 余澔峯     季軍
3B 蘇惠錡     季軍
3B 楊曼翎     季軍
4C 曾蔚嵐     季軍

英詩朗誦比賽
四至六年級男女集誦 亞軍

4A 陳曉晴 4A 鍾采螢 4A 馮政樂

4B 張迎恩 4B 李文綺 4B 廖珈惠

4C 張妙恩 4C 鍾世軒 4C 葉沛恩

5A 鍾旻錡 5A 黃芓善 5A 楊展峯

5B 錢嘉禾 5B 何芷彥 5B 李米茵

5B 李梓穎 5B 呂可欣 5B  萬子杰

5B 王綽蕎 5C 趙恩詠 5C 馮綽霖

5C 何芷橋 5C 林上曦 5C 劉嘉熹

5C 衛汶暄 5C 嚴栢希 6A 蔡雲妮

6A 賴姵伶 6A 馬穎昕 6A 魏俊軒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 六年度校外比賽成績二零一五至二零一 六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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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林頌珈 小二組 三等獎
2C 關嘉祺 小二組 三等獎
3B 江桂司 小三組 二等獎
3B 石昊正 小三組 二等獎
3C 盧煒茵 小三組 二等獎
3A 李汶錡 小三組 三等獎
3B 譚傑夫 小三組 三等獎
3B 曾穎瑤 小三組 三等獎
3C 連詠瑜 小三組 三等獎
3C 何珈汶 小三組 三等獎
4B 廖珈惠 小四組 一等獎
4A 莊瑋賢 小四組 二等獎
4A 馮政樂 小四組 二等獎
4B 蔡恩歷 小四組 二等獎
4C 張進晞 小四組 二等獎
4C 李其聰 小四組 二等獎
4C 蔡欣悅 小四組 二等獎
5A 李東翰 小五組 二等獎
5B 萬子杰 小五組 二等獎
5C 趙恩詠 小五組 二等獎
5A 黃芓善 小五組 三等獎
5B 錢嘉禾 小五組 三等獎
5C 張殷榣 小五組 三等獎
6C 周浩天 小六組 一等獎
6A 魏俊軒 小六組 二等獎
6C 文正豐 小六組 二等獎
6B 陳君瑶 小六組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6
(香港賽區)晉級賽　

2A 陳頌謙 小二組 一等獎

2B 鄭焌杰 小二組 二等獎

2B 曾若晞 小二組 二等獎

2C 陳諾軒 小二組 二等獎

2C 商富嵐 小二組 三等獎

2C 關嘉祺 小二組 三等獎

3B 江桂司 小三組 一等獎

3B 曾穎瑤 小三組 二等獎

3B 譚傑夫 小三組 三等獎

3C 盧煒茵 小三組 三等獎

4B 廖珈惠 小四組 二等獎

4A 馮政樂 小四組 三等獎

4C 張進晞 小四組 三等獎

(截至31/ 5/2016)

願榮耀頌 讚歸與 神！願榮耀頌 讚歸與 神！
6B 張肇晉   小六組   銀獎

6B 陳君瑤   小六組   銀獎

6C 周浩天   小六組   銀獎

6C 文正豐   小六組   銅獎

6C 張顯揚   小六組   銅獎

2016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
數學邀請賽暨

第43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3B 江桂司 小三組 二等獎

3C 盧煒茵 小三組 三等獎

2016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香港賽區)

暨第四十三屆台灣數理競賽

5C 趙恩詠 小五組 金獎

3A 李汶錡 小三組 銀獎

4A 馮政樂 小四組 銀獎

4C 張進晞 小四組 銀獎

5B 錢嘉禾 小五組 銀獎

5B 萬子杰 小五組 銀獎

3B 江桂司 小三組 銅獎

3B 曾穎瑤 小三組 銅獎

4B 蔡恩歷 小四組 銅獎

5A 李東翰 小五組 銅獎

6A 魏俊軒 小六組 銅獎

6C 周浩天 小六組 銅獎

「電子學習及創意科技教育
供應鏈中心大埔及北區」
太陽能車工作坊  亞軍

5C 黎樂燊

水火箭工作坊  亞軍

5A 李東翰   5C 錢嘉禾

5C 劉嘉熹   5B 白文勵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A 李凱瑩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3B 黃子竣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4B 黃耀朗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4B 廖珈惠 七級鋼琴獨奏 季軍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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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張   喆   小一組   金獎
1A 黃繹軒   小一組   銀獎
1B 鄧   亮   小一組   銀獎
1B 李惠珊   小一組   銀獎
1B 蘇壹一   小一組   銀獎
1B 吳洋琦   小一組   銀獎
1C 鄧家晴   小一組   銅獎
1C 盧婷茵   小一組   銅獎
2A 陳頌謙   小二組   金獎
2B 鄭焌杰   小二組   銀獎
2B 曾若晞   小二組   銀獎
2C 陳諾軒   小二組   銀獎
2A 黃煒然   小二組   銅獎
2B 林芷晴   小二組   銅獎
2C 林頌珈   小二組   銅獎
2C 商富嵐   小二組   銅獎
3B 江桂司   小三組   金獎
3B 石昊正   小三組   銀獎
3C 盧煒茵   小三組   銀獎
3A 李汶錡   小三組   銅獎
3B 楊曼翎   小三組   銅獎
3B 蘇惠錡   小三組   銅獎
3B 譚傑夫   小三組   銅獎
3B 曾穎瑤   小三組   銅獎
4A 廖珈惠   小四組   銀獎
4B 莊瑋賢   小四組   銀獎
4C 李俊廷   小四組   銀獎
4C 蔡欣悅   小四組   銀獎
4C 張進晞   小四組   銀獎
4A 馮政樂   小四組   銅獎
4B 蔡恩歷   小四組   銅獎
4C 李其聰   小四組   銅獎
5A 李東翰   小五組   銅獎
5A 黃芓善   小五組   銅獎
5B 錢嘉禾   小五組   金獎
5B 萬子杰   小五組   銀獎
5C 嚴栢希   小五組   銀獎
5C 趙恩詠   小五組   銀獎
5C 曾傲頤   小五組   銅獎
6A 魏俊軒   小六組   銀獎

6A 蔡雲妮   小六組   銅獎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 六年度校外比賽成績二零一五至二零一 六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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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3B 廖荊薈   銀獎

3B 葉詠恩   銅獎

4C 陳詠怡   金獎

「Hello Kitty守護健康每一天
填色比賽」

6C 蔡欣琳 高小組 亞軍

第十八屆冰雪情國際
師生書畫攝影交流展

6C 楊雪兒 金獎
6A 何家誼 銀獎
1B 鄧穎煊 銅獎
4C 陳詠怡 銅獎
4C 邵彥文 銅獎
6A 何恭誼 銅獎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低小組兒童舞 乙等獎

1A 陳鈺錡 1A 繆希銘 1C 陳寶宜

1C 盧婷茵 1C 王以靈 2A 陳詠姿

2A 魏潔瑤 2A 邵慧喬 2A 黃穎彤

2B 駱  詠 2B 曾若晞 2C 黃芷伶

2C 黃子珊 3A 陳雪瑩 3A 陳鈺霖

3A 林菀蔚 3A 黃巧瑤 3B 張芷浠

3B 周聖恩 3B 何梓慧 3B 梁錦茵

3B 廖荊薈 3B 曾穎瑤 3C 黎曉穎

3C 盧煒茵

高小組現代舞  乙等獎

3B 王芷盈 4A 林竟瑤 4A 李善恩

4A 呂樂瑤 4A 戴慧雪 4A 謝幸芷

4B 何梓澄 4C 陳卓駧 4C 曾蔚嵐

4C 王昕昫 5A 黃思澄 5B 何芷彥

5B 李梓穎 5B 黃穎妍 5C 陳樂晴

5C 洪   盈 5C 曾傲頤 5C 翁芊慧

6A 蔡雲妮 6A 林柔霞 6B 温倩儀

6B 黃曦瑤 6C 林婉晴 6C 廖思思

兒童田徑超新星大賽

2B  駱  詠 女子08年組  60米亞軍
3B  蘇惠錡 女子07年組全場總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07年組100米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07年組 60米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07年組 
60米跨欄           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07年組跳遠  亞軍

3B  蘇惠錡
女子07年組
擲壘球              亞軍

4B  林禧繻 女子06年組60米 季軍

4B  林禧繻 女子06年組100米亞軍

兒童田徑錦標賽

3B 蘇惠錡 女子60米           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跳遠           亞軍

3B 蘇惠錡 女子100米         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擲壘球        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60米跨欄     冠軍

4B 林禧繻 女子200米         冠軍

5C 嚴栢希 男子60米           亞軍

5C 嚴栢希 男子200米         冠軍

飛達春季兒童田徑賽

3B  蘇惠錡 女子         全場總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60米           冠軍

3B  蘇惠錡 女子100米         冠軍

4B  張迎恩 女子200米         季軍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季軍

5A 林超宇 5B 馬榮佑 5B 萬子杰
5B 譚浩文 5B 連文聰 5C 嚴栢希
5C 楊永熙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季軍

5A 林超宇 5B 譚浩文 5B 馬榮佑

5B 萬子杰 5B 連文聰 5C 嚴栢希

5C 嚴栢希 男子乙組 60米    亞軍

4C 李雋堯 男子丙組 100米  季軍

4C 李雋堯 男子丙組 跳遠    亞軍

5A 林超宇 男子乙組 100米  季軍

5A 林超宇 男子乙組 跳遠    季軍

6A 任柏行 男子甲組 擲壘球 亞軍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5

4C 李雋堯 男子F組 跳遠      季軍

中華秋季田徑競技大賽

5A 林超宇 100米            冠軍

5A 林超宇 跳遠 亞軍

5C 嚴栢希 60米 冠軍

5C 嚴栢希 100米跨欄        冠軍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  冠軍

3B 楊珮玟  4B 莫欣彤  5C 馮綽霖
6A 范凱澄  6A 黃頌怡

女子組單打  亞軍

6A 范凱澄

北區體育會就職乒乓球賽

3B 楊珮玟 女子B組            亞軍

6A 范凱澄 女子A組            冠軍

全港跳繩分齡賽12-14歲男子組

6C 文正豐 團體總成績        冠軍

6C 文正豐 三人交互繩花式  冠軍

6C 文正豐
四人單人繩
速度跳接力        冠軍

6C 王崇喆 團體總成績        冠軍
6C 王崇喆 二人單人繩花式  冠軍

6C 王崇喆
四人單人繩
速度跳接力        冠軍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2A 余政昊 8-10歲雛量級     季軍

4B 關雯善 8-10歲雛量級     亞軍

6C 駱浩洋 11-12歲鰭量級   冠軍

6C 彭凱亮 11-12歲鰭量級   亞軍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5

3C 鍾煒霖 男童色帶組        季軍

6C 駱浩洋 男童色帶組        季軍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2015

4B 關雯善 女童色帶組        季軍
脫維善紀念中學足球邀請賽

小學組 冠軍
2B 黃釬鋒 3C 張景棠 4C 李雋堯
5C 嚴栢希 6B 高明新 6B 郭縉諾
6B 譚焯橋 6B 鄧澤信 6C 蔡嘉煇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小學男子組 冠軍

4B 蔡恩歷 5B 趙朗希 6B 郭縉諾
6B 張肇晉 6C 文正豐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6A 范凱澄

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冠軍

2A 王詠琪    3C 梁雅詠
4B 張迎恩    4C 張妙恩

男乙團體 殿軍

5B 黃俊偉    5C 劉嘉熹

女丙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2A 王詠琪    3C 梁雅詠

4B 張迎恩    4C 張妙恩

4C 張妙恩 女丙50米自由泳  冠軍

5B 黃俊偉 男乙50米蛙泳     冠軍

5B 黃俊偉 男乙100米蛙泳   冠軍

4B 張迎恩 女丙50米背泳     季軍

5C 劉嘉熹 男乙50米背泳     季軍

6A 范凱澄 女甲50米蝶泳     殿軍

6A 范凱澄 女甲50米背泳     殿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