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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道祖聖像】

【太上道祖頌】
惟我道祖    博大莫名    象啟元始    炁涵太清 

周室守藏    函谷傳經    觀妙觀徼    惟微惟精

知足不辱    知常則明    詮言玄奧    煦育群生 

東來紫氣    化被滄瀛    熙熙有眾    春臺同登

遵循景行    緬懷儀型    必恭必敬    頌祝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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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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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玉照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先生 SBS, PDSM, PMS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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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人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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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玉照   

葉國謙校監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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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賀匾

東莞市東華小學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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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		葉國謙先生
			大紫荊勳賢，GBS,JP

( 辦學團體校董 )

葉永成先生
			SBS,MH

( 辦學團體校董 )

余月蓉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

湯偉奇博士
SBS,BBS,MH

( 辦學團體校董 )

朱國雄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

法團校董會

葉滿棠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

王廣漢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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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朗恩主任
(替代教員校董 )

潘小屏女士
榮譽勳章

(辦學團體校董 )

朱國權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

葉嘉威博士
(獨立校董 )

梁美玲校長
(當然校董 )

林小娟副校長
(教員校董 )

劉志遠先生
(獨立校董 )

鄭廣鈿先生
(校友校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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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感言
回想二十多年前，香港道教聯合會向政府申請在馬鞍山興辦

一所小學，於 1995 年成功申請，並由純陽仙洞捐資主辦，故名為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本校創校之初，我有幸得到前校監朱柏全先生邀請加入法團

校董會，一同管理學校，成為學校的一份子。

成立一所學校是不少同路人的心血與成果，歷年來學校經歷

了不少挑戰，但同時亦是一個機遇，讓校內上下精誠團結，迎風

破浪，創造佳績，例如：手球隊曾勇奪全港比賽冠軍，棒球隊更

屢次奪得全港冠軍，又於第一屆港澳大灣區學生棒球邀請賽勇奪

小學組冠軍。

我們學校有一個由不同階層的精英人士組成的法團校董會領導學校，多年來邀請到不同

的專業人士加入，為學校出謀獻策，給予意見，把各困難一一迎刃而解；同時更有一群努力

不懈、委身盡責的老師團隊教導學生，處處以學生本，所以學校由創校時六班擴展至今天的

三十班以上具規模的學校，成為區內受歡迎的小學。

當中最令我引以為傲的，除了學校能本著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服務社會大眾的專業精

神外，就是學校的少年棒球運動。還記得學校成功向政府申請，校舍旁的一幅空地僻作棒球

場，從此少年棒球活動變成為學校的主要體育活動，更成為學界中的表表者。多年來棒球的

成績彪炳，屢獲殊榮，揚威海外，也為本港棒球運動培養不少傑出的棒球精英。

二十五年過去了，畢業的同學不計其數，相信很多已在社會上、不同崗位上，一同努力，

建設香港。其實小學在整個教育架構中尤為重要，是一個學生真正接受基礎教育，建立性格

品行的重要場所，學生在小學所學的就是為他們未來人生道路上確立方向，因此優質的小學

教育給與學生有莫大的影響。而純陽小學就是本著辦學團體「明道立德」宗旨辦學，學校除

了提供德智體群美五育外，近年更積極推廣靜觀教育，讓學生通過靜觀學習，自我調整，當

遇到困難時都能以正面思考方式面對挑戰，相信能大大提高他們的解難能力。這種隱蔽課程

的發展是老師們經過多番努力而得出的成果。

學校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努力，必須是群策群力的付出，無論是法團校董會，校長、老

師和職工，以至學校的家教會共同合作的成果。因此我盼望學校每一位持份者繼續堅守著過

去的守業精神，一如以往為學校打拼，讓學校繼續服務社會，發光發亮，成為國家、社會培

訓人材的搖籃。

葉國謙校監

 ( 大紫荊勳賢 ,G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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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感言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創校於 1995 年 9 月

1 日，本人有幸見證純陽小學新校舍落成，並參與

教育局簽收校舍儀式。一晃眼，純陽小學已走過 25

個年頭，迎接銀禧校慶。

25 周年銀禧校慶主題是「感恩與希望」，25

年來感恩辦學團體大力的支持，感恩法團校董會高

瞻遠矚的領導，感恩老師悉心的教導同學，感恩家

長們無私的奉獻，感恩同學們互助互愛。欣喜純陽

小學由開校六班的學校，發展成為 30 班或以上的

大校，承擔著任重道遠的教育使命，培養學生成為

德學兼備的人。

我們深信「知識改變命運」，25 年來學校積極

發展課程，參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教育

局校本支援計劃，又與科技公司合作，鼓勵學生學

習創新科技，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及終身閱讀的習

慣，讓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

於創新」。

「健康便是財富」，學校除了獲嘉許為「至營

校園」外，由 2000 年開始學校積極發展及推廣棒

球運動，培養學生強健的體魄、堅毅的意志，以及

團隊合作的精神。在此，特別鳴謝香港道教聯合會

會長兼本校校董湯偉奇博士贊助「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讓本校棒球隊與友校切

磋球技，以球會友。欣喜本校棒球隊歷年在全港小學棒球比賽獲取多次全港冠軍佳績，有幸

持香港區旗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事，擴濶視野。

「品格決定命運」，學校一向重視品德教育，近年校方積極推廣正向教育，為同學培養

六美德廿四個性格強項。此外，本校參與香港大學「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成為全港九

間種籽學校之一。透過推廣靜觀呼吸及練習，提升同學覺察力和專注力，同時，讓同學學習

與困難共處，保持穩定的情緒，駕馭逆境，對面對這兩年疫情來說尤其重要。

感謝各持份者的努力，純陽 25 載校園滿溢著活力、歡欣與夢想。近年，本校成功申請

戴麟趾基金改建棒球場人造草地工程、成功申請賽馬會基金新建靜觀室及成功申請 QEF 新

建 STEAM 創意中心、更新禮堂燈光及音響、更新全校中央廣播系統，亦將為自主學習圖書

館進行翻新工程，有關計劃定會讓學習環境更臻完善，讓同學更享受學習的樂趣。最後，我

為純陽的孩子送上一份無盡的祝福，盼望同學們在未來歲月裏，擁有無限的正能量，熱愛生

命、熱愛學習、熱愛科技創意，成為具承擔的小人類，將來為香港、為祖國、以至世界作出

貢獻，讓世界更美好，讓人類更幸福！

感恩 25 載歲月有你伴隨，學校定當繼續追求卓越，奮力前進，期盼未來的歲月大家繼

續支持，並見證純陽迎來更精彩、更輝煌的未來。

梁美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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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學校背景

純陽小學位於沙田馬鞍山，辦學團體為香港道教聯合會，捐資團體為道教純陽仙洞。本

校是香港道教聯合會屬下的一所政府津貼全日制小學，創立於 1995 年。校舍巍峨矗立於吐

露港之濱，馬鞍山之側。全校面積 12,000 平方米，樓高七層，有標準課室 32 間，標準籃球

場兩個，有蓋操場兩個，棒球場一個，靜觀室一個，另建有機農莊、魚池、魚菜共生系統，

讓學生認識生態環境；禮堂寬敞，內設羽毛球場兩個。新翼大樓總面積約有 2,000 平方米，

包括：STEAM創意中心、圖書館、電腦室、英文室、教員室、多元智能活動中心、音樂室、

室內體育館等，設備齊全。

本校秉承母會 - 香港道教聯合會「以道為宗，以德為化，以修為教，以仁為育」的辦學

宗旨，推行「道化教育」，並以「明道立德」為校訓，透過品德和學業兼備的全人教育，使

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得到全面發展。

本校於 2007 年 8 月 28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讓不同界別的校董共同管理學校，促進學

校的發展。

正向教育

本校重視學生的品德，遂參照美國正向心理學之父沙利文 (Martin	Seligman) 理論，銳

意發展學生的六大美德及二十四個性格強項，以「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和態度」為關注事

項，營造正向校園文化，並重整生命教育科課程架構，讓學生能有系統學習九個價值觀 ( 堅

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和同理心 ) 及態度。

校方設立「正向加油站」獎勵計劃，透過日常觀察，校長及老師會根據學生在校的良好表現

給予獎勵，以強化正向行為。

靜觀教育

本校有幸獲邀參與香港大學心理學系林瑞芳教授所統籌的「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

動，成為全港 9 間種籽學校的其中之一，推展 Paws	b	靜觀課程等。此外，本校全體同學每

天早上在開課前會進行 3 分鐘靜觀呼吸練習，提升專注力。隨著靜觀室的落成，同學可以在

這裏進行靜觀練習；校方更推行家長靜觀教育，讓家長們也可以從中領略靜觀的好處。

STEAM 教育

推動 STEAM	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

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本校以「發展 STEAM 教育，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及解難

能力」為關注事項，在校內推動不同的 STEAM 教學活動，協助學生在不同學科及跨學科上

建立穩固的 STEAM 知識基礎，例如舉辦「STEAM 讓世界更美好」學習活動及比賽，激發

學生的創造力，嘗試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棒壘球運動

為讓學生享受棒球運動帶來的樂趣，本校積極推動棒球運動，同時發展女子壘球運動。

歷年來，本校棒球隊共於本地比賽榮獲27個全港冠軍、20個全港亞軍、6個全港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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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於國際比賽榮獲 2 次亞太區第四名、1 次亞洲區第五名及台灣棒球比賽 3 場勝利，當中

國際比賽包括：

-	印尼雅加達女子壘球亞太盃 (U12 組別 )	亞太區第四名

-	日本東京第 4屆亞洲青少年棒球交流大會	亞太區第四名

-	台北小馬聯盟亞洲少棒錦標賽	亞洲第五名

-	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學生棒球邀請賽	小學組冠軍

此外，本校已成功獲批「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撥款約 $3,830,000 進行「棒球場仿真

草地」改善工程，以興建具國際標準之人造草青少年棒球場，並期望能夠於將來舉辦國際青

少年棒球賽事，讓更多球員能在更佳場地享受打棒球的樂趣，並提升運動風氣。

校外比賽成就

學校在各項校外比賽中均屢獲殊榮，當中包括：

-	歷年校際朗誦節中取得 21個冠軍、36 個亞軍及 47 個季軍

-	歷年棒球隊共於本地比賽榮獲 27個全港冠軍、20 個全港亞軍、6個全港季軍

-	校際音樂節古箏獨奏中級組冠軍

-	全港小學校際手球比賽	冠軍

-	全港小學校際棒球比賽	冠軍

-	全港小學舞蹈節	甲級獎

-	道德經朗誦比賽	全場總冠軍

-	數學「華夏盃」奧數一等獎

-	亞太兒童繪畫金像獎比賽	金獎

學生於各項比賽中均能獲取卓越成績，其他獎項未能一一臚列，成績斐然。

姊妹學校計劃

本校於 2008 年參加教育局姊妹學校計劃，與深圳外國語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亦於

2018 年與東莞市東華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擴大國內友好學校聯繫網絡，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認識祖國，認識中國文化，提升視野與見聞。無懼疫情影響，本校在年中與東莞市東華小

學進行《實時網上兩地棒球課》，活動透過兩校的遠端視像教室，讓兩地同學「以球會友」，

跨地域擴闊了兩地學校網路及學生視野，實屬難能可貴。

可持續發展

本校成功申請機電工程署「採電學社」計劃，在天台位置安裝總發電量約為 10 千瓦的

太陽能光伏系統，預料每年能產生約 7000-10000 度電，提供可持續及潔淨的再生能源。現

時太陽能發電系統已正式運作了!此外，校園更增設了小型魚菜共生系統，透過系統的運作，

讓同學能認識及了解自然生態間的微妙關係。年初，我們首次把寶石魚和生菜芽苗移放在魚

菜共生系統中，展開了純陽小學魚菜共生計劃的新里程。希望這些計劃能讓同學們學習善用

所有生態體系的自然資源為原則，共同協力，為人類和地球建造美好的將來。	

本校透過品德和學業兼備的全人教育，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得到全面

發展；又讓學生從體驗學習過程中獲得知識，掌握不同的技能及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有助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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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流聲
1995-1996

1996-1997

教育署移交學校校舍給本校，朱柏全校監

及校董們接收純陽小學新校舍。

朱柏全校監及朱寶重校董於肇慶懷集縣

商討興辦「下帥希望工程小學」。

屬校圓玄小學及馬鞍山綠茵幼稚園師生

到訪本校。

葉永成校董捐資玉成「通善壇葉漢生紀念

運動場」，揭幕日舉行嘉年華慶祝。

立法局議員葉國謙校董率領中西區坊眾

參觀本校。

朱柏全校監及朱寶重校董於第一屆結業禮

中頒發獎狀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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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
1998-1999

本校第一屆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
朱柏全校監率領老師們參加「順德教育訪

問團」，與國內老師交流教學經驗。

朱柏全校監率領老師們遠赴粵北懷集縣

進行中港教育交流活動。 本校老師參加屬校中、小學教師羽毛球及

乒乓球聯賽，喜獲不少獎項。

吳少強校董捐資興建「吳少強圖書館」，

本校師生得益不少。

本校舞蹈組獲邀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舞蹈精英大匯演」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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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999

1999-2000

1998 年 12 月 12 日，純陽小學開幕誌慶當天，

由時任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太平紳士、

朱柏全校監、葉國謙校董、湯偉奇校董、

謝英東校長及梁美玲副校長

為本校創校碑記揭幕。
「學生家長齊敬師活動」由時任家教會主席

吳張美英女士策劃並帶領同學及家長一起

進行敬師活動。

時任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太平紳士參觀

數學科超級市場買賣遊戲學校展覽。

朱柏全校監、梁美玲校長及校董們一同主持

「豐盛童年教育計劃」開展典禮。

時任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太平紳士及

葉國謙校董參觀學生玩電腦遊戲。

2000 年 7月 3日	豐盛童年教育計劃開展禮。為學

生提供八項多元潛能，以配合時代發展的需要。

歲月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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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1

本校獲地政署允許租用學校前空地興建

本港第一個屬於小學的棒球場。

棒球場正在鋪設草皮。

學生在「豐盛童年校園壁畫」上繪畫出

生動的校園生活。

2001-2002

本校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

推行「沙田棒球精英培訓計劃」。

本校參加中文大學「優質學校計劃」

推行「課程統整」活動日。

本校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成立

「家長教師會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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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

學校校舍改善工程計劃 (SIP)

朱柏全校監紀念大樓新翼大樓竣工。

朱柏全校監捐資興建魚池，讓學生認識

自然生態環境。

朱柏全校監有見 2003 年沙士病毒肆虐，

誠邀夏國璋師傅舉辦「親子早晨太極班」。

歲月流聲
2002-2003

校舍改善工程計劃(SIP)	正擴建新翼大樓。

本校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

「畫出親子牆計劃」。

梁美玲校長及一眾老師參加「會屬台灣

中小學教育交流團」。

38



2004-2005

本校獲教育統籌局撥款，以三年計劃

發展小班教學。

本校新翼大樓外牆砌上色彩繽紛的

「馬賽克壁畫」。

本校校舍擴建工程竣工，開始進行

新翼大樓內部裝修工程。

2005-2006

十周年校慶當天，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王䓪鳴博士

及校董們為新翼大樓主持揭幕禮。

十周年校慶當天，校董們為「純陽超級市場」及

「純陽餐廳」主持剪綵開幕禮。

2005 年 12 月 10 日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王䓪鳴博士蒞臨為本校十周年校慶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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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2008 年奧運在北京，本校師生到城門河

參加迎接奧運聖火傳遞儀式。

學校參加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計劃」，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黃綺玲女士與中文科老師共同備課。

本校師生參加「黃埔軍校體驗營」，認識軍旅

生活，鍛鍊克苦耐勞的精神，獲益良多。

歲月流聲
2006-2007

本校電腦機械人製作班成績卓越，榮獲「優質教育

基金」邀請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優質教育基

金展覽介紹電腦機械人製作課程。

本校參加香港幼兒教育服務聯會主辦之

「小學英語大圖書教學計劃」。

時任特首曾蔭權先生訪校，鼓勵本校棒球隊：

「打好每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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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本校首次舉辦學習交流團到北京認識祖國

歷史和文化，獲益良多。

本校參與教育局「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於 2008 年	11 月 28 日本校梁美玲校長與

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汪娛校長

進行兩校簽約儀式，兩校正式締結為姊妹學校。

簽約完畢後，汪娛校長及劉主任蒞臨本校參觀

並與本校老師交流。

2009-2010

2009 年 12 月 12 日十五周年校慶，

主禮嘉賓孫明揚局長與道聯會湯偉奇主席、

學務部湯修齊副主任、葉國謙校監、葉永成校董、

吳少強校董和梁美玲校長

在學校大門前拍照留念。

棒球隊遠赴台灣參加「諸羅山盃少年棒球

邀請賽」，本校是第一隊能在初賽中戰勝台灣隊

的香港代表隊伍，成績十分理想。

本校舉辦第六屆「湯偉奇主席盃」全港小學

棒球聯賽，本校獲得投打組全港冠軍、

興趣組 T座組全港冠軍，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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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2011 年	4 月 15 日	「DIY 自學小專家決賽暨頒獎

禮」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陳嘉齡先生到場

擔任評判並觀賞同學的精彩分享。

本校的優質教學在國內享負盛名，常有國內學校

慕名參觀。國內陽西實驗小學何丹校長率領

眾老師來校參觀交流，切磋教學心得。

歲月流聲

本校參加「駐校藝術家」計劃，作品在香港文化

中心“繽紛維港陶藝展”的聯校展覽會中展出，

朱國雄校監到場鼓勵。

2009 年 12 月 18 日安徽省教育團來校探訪，

與我們一起慶祝十五周年校慶。

本校棒球隊代表香港遠赴南韓參加「2009

（Bronco 組）小馬聯盟亞太錦標賽」

與中華台北、日本及南韓等國家爭奪獎牌。

2009-2010

本校英文話劇深受各界歡迎，而且屢獲殊榮，

何丹校長與老師欣賞本校英文話劇後，

盛讚小演員表演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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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學校開拓校舍旁的荒地地，建立有機農莊，

並邀請吳美添先生擔任導師。梁美玲校長

頒贈委任狀與吳先生。

此計劃在於支援弱勢社群的家庭，解決他們生活

上的困境，幫助學生重建自信，同時訓練他們

積極參與社會義務工作和幫助他人的活動。

梁麗玲副校長和老師出席沙田家庭支援計劃

啟動禮定，並接受大會頒贈的感謝狀。

社會媒體訪問參與護鯊行動的學生，

學生對答得體。

參賽同學在眾評判面前介紹自己設計的

水動能花灑計時器。

本校與時任沙田區議員葛珮帆女仕合作，帶領

學生參與護鯊行動，提高學生海洋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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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本校推行「小豆豆伴讀計劃」以家校合作進行，

邀請家長義工擔任故事姨姨，向低年級學生

說故事，同學聽得津津有味。

本校在農曆新年前舉行全校校園大掃除，

同學們一起清潔校舍。

2013 年 5月 10 日「小小心意頌親恩活動」同學

們在台上獻花給父母以表孝心場面十分溫馨。

歲月流聲
2011-2012

家長和同學一起翻土、澆水、平整耕地，

為播種作好準備，大家拿鋤頭，流着汗水，

盼望有豐碩的收成。

2012 年 2月 12 日「中國文化日」校長、老師、

同學及家長，一起穿著漂亮的華服並向大家拜年。

梁美玲校長、老師、同學及家長，一起烹調精美

的年糕供大家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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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後，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聖公會仁立紀念

小學、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與本校球員出

席頒獎典禮。

2013年4月30日「全港小學樂樂棒球邀請賽」(湯

偉奇盃 )，純陽小學與循道衛理小學對壘，比賽前

兩隊同學留心聽裁判的指示。

梁美玲校長、老師、同學及家長，在「小小心意

頌親恩活動」後	一起大合照，大家過了一個很有

意義及溫馨的下午。

2013-2014

本校經過多番努力終於成立了校園電視台，

梁美玲校長、老師與家長共同主持開幕首播儀式。

環保活動多姿多采，藉「漂書活動」推廣閱讀，

同學互相交換課外書，既環保，

又可多讀不同的課外書。

本校以課程統整方式推行環保日活動，

全校參與，與各學科合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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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二十周年校慶步行籌款前，大家在禮堂進行

大合照。

2015 年 1月 26 日，本校在馬鞍山運動場舉行

二十周年校慶啟動禮及步行籌款活動。

由葉國謙校監、朱國雄校董、梁美玲校長和

家教會主席共同為二十周年校慶步行籌款舉行

啟動儀式。

歲月流聲

攀石教練向同學講解攀石的方法，

同學們細心聆聽。

同學在小息時收看校園電視台播放的節目。

學生欣賞校園的活動時感到十分有趣欣賞。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興建運動攀石牆，

同學踴躍參加有關的課程和課餘興趣班。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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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3日「DIY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決賽」，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曾穎芝女士親臨本校當大會主

席評判及主禮嘉賓，並與得獎學生及家長合照。

	2014 仁川亞運會：香港代表鄧超萌 ( 左 )

在男子輕量級雙人雙槳艇奪得銀牌。	

( 港協暨奧委會圖片 )

校友鄧超萌勇奪亞運男子賽艇雙人賽

及四人賽兩面銀牌，為港爭光。

2015-2016

於 2015 年 12 月 12，20 周年校慶中，主禮嘉賓

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在湯偉奇會長、

葉國謙校監及梁美玲校長陪同下，

接受本校棒球隊致送的棒球紀念品。

本校棒球隊屢獲殊榮，在 20周年校慶中獲

主禮嘉賓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嘉許，

並與棒球隊拍照留念

典禮後、梁美玲校長陪同吳克儉局長參觀純陽

餐廳，並與純陽餐廳大使交流和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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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同學在「純陽超市」中學習數學的運算，

十分有趣。

本校在學與教上常有創新思維，

特設情景教室「純陽餐廳」及「純陽超市」，

學生在模擬環境中學習。

同學在「純陽餐廳」中愉快地學習兩文三語。

歲月流聲

本校棒球隊在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

湯偉奇盃中奪取多個獎項。

同學們英姿颯颯，在棒球場上盡顯實力。

本校主辦的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歷年

得到各校的支持派隊參加，場面浩大。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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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棒球隊出戰在台灣嘉義市舉行的

《諸羅山盃》棒球邀請賽。

本校棒球隊在各項比賽中屢創佳績，

獲葉滿棠校董讚賞，特意在蓬瀛仙觀擺設

齋宴獎勵老師和隊員。

本校學生獲道教聯會在道化日活動中展出佳作。

2017-2018

本校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興建「校園電視台」，

製作影音教材，並由香港道教聯合會湯會長、

各嘉賓和校董主持剪綵儀式。

本校棒球隊屢創佳績，深受社會關注，

傳媒來校訪問。

本校參加海洋公園主辦的圖書閱讀活動，

並由講故事專家蔡姨姨來校，向學生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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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本校女子壘球隊代表香港出席在 2019 印尼舉行

之女子壘球亞太盃邀請賽，並由梁美玲校長

及陳朗恩主任親自領隊，最終取得亞太區

第四名佳績！

純陽棒球隊於 2019 年共取得六冠四亞成績，

其中包括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學生棒球邀請賽

小學組冠軍！

本校與東莞市東華小學於 2018 年

12 月 7日結成姊妹學校，萬學軍校長帶領老師

到來訪問，接受紀念品，並合照留念。

歲月流聲

本校六樓增設「圖書角」，讓高年級學生在

課餘時可借閱圖書。有幸邀請余詠宇校董、

學校顧問梁詠儀女士主持剪綵儀式。

2018 年本校與深圳外國語小學締結 10周年，

余詠宇校董率領兩校遠赴北京攀長城

及進行交流活動。

本校與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小學同學在北京交流

團中，觀看升旗禮後，在天安門廣場大合照。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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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山竹襲港，把一棵在校內矗立多年的大樹

吹倒，葉校監前來關切慰問。梁美玲校長

把大樹倒下的事改編成生命教育，

讓學生學習生命的意義。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JP親臨本校為小六畢業典

禮作主禮嘉賓、並與葉國謙校監、道聯會梁德華

主席、梁美玲校長及棒球員及眾嘉賓大合照。

本校與深圳外語學校附屬小學結成姊妹學校多

年，汪娛校長常帶領老師和學生來校學習交流，

切磋觀摩，談笑歡欣。

2019-2020

2020 年停課期間，本校老師創作抗疫歌曲

「與你同行」，本校學生和家長更製作

打氣卡為醫護及各界人士打氣。

抗疫期間，校方為了讓學生能夠繼續學習，

積極推行網上授課，讓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

繼續在家中學習。

2019 年 12 月 12 日本校舉行銀禧校慶啟動禮，

由葉國謙校監率領校董、梁美玲校長及

創校老師一起見証歷史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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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本校新設魚菜共生系統，同學在此種植蔬菜，

學習生態環境的知識。

感恩節，校長帶領老師在校園電視台進行感恩節

活動直播。全校師生一起慶祝感恩節。

在英文課堂上，同學分享

“Thankgiving	Day”故事。

歲月流聲

「靜觀室」讓學生在寧靜的環境下進行靜觀學習，

洗滌心靈。

2020 年春天、本校獲贈「太空種子」，

梁美玲校長與家長、學生一同把種子栽種在

有機農莊中。

本校參加「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

並獲香港賽馬會撥款資助興建「靜觀室」，

成為種籽學校。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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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小小奧運會於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本校操場舉

行。同學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體現了奧運精神。

梁美玲校長與一眾老師參加有意義的食物銀行

活動，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中秋嘉年華暨賣物會場面熱鬧，學生滿載而歸。

本校在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板，讓同學學習

再新能源。

校長、家長義工和同學們一起參與

銀禧校慶洛神花收成禮。

英文科舉行Kahoot	比賽，讓同學利用

資訊科技進行有趣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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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今昔

棒球場今昔

1995 年校舍圖片

棒球場正進行鋪草皮工程 全港首個兒童棒球場於 2000 年在本校建成

新翼大樓朱柏全校監紀念大樓於 2005 年竣工

2021 年校舍圖片

校園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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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新貌

靜觀室

STEAM 創意中心

天台太陽能板
3D 立體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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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

新校務處相思樹長櫈

有機農莊

禮堂翻新 全新禮堂燈光、音響

校舍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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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盡顯才華
25 周年銀禧校慶啟動禮

2019 年 12 月 12 日是校慶 25 週年校慶倒數的大日子，為此本校舉辦了 25 週年校慶

啟動禮，為未來的慶祝活動揭開序幕。當天葉國謙校監及梁美玲校長致辭祝賀校慶。學校

亦邀請了同一天生日的同學及老師一起上台慶祝，為他們致送生日禮物，並與大家一同頌

唱生日歌。在各嘉賓、開校老師及十二月份生日的老師職工見證下，校監聯同校長及同學

一起切蛋糕，台上台下各人齊祝賀純陽小學生日快樂。於最後的環節，校監為 25 周年倒數

板揭開序幕，表示純陽小學正式邁向 25週年校慶之年。

切蛋糕儀式 25周年倒數板開幕儀式

2021 年 11 月 24 日，葉國謙校監及葉嘉威校董為 2021-2022 年度小小奧運會暨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步

行籌款主持開步禮。

小小奧運會暨 25 周年銀禧校慶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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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攝影比賽 (2019-2020 年度）

馬鞍山位於新界東面，地勢高聳而平地少，不但地理條件與香港整體情況相似，其源

遠流長的歷史更是香港的縮影，現已發展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現代化市鎮。

而純陽小學座落於馬鞍山，擁有環境優美的海濱長廊、鳥語花香的馬鞍山公園等，設

施一應俱全。為了分享純陽小學 2020 年 25 周年銀禧校慶的喜悅，我們誠邀家長和學生利

用悠長的聖誕節假期，探訪馬鞍山不同的角落，拍下區內特色景點的照片，參與「25 周年

銀禧校慶攝影比賽」。比賽分為低年級組 (P.1-3)、高年級組 (P.4-6)，各組分別設冠、亞、

季軍及優異獎各五名，所有得獎作品將會於校內張貼，以示表揚。

高級組冠軍：5E 董巧晴

相片主題 : 環保的馬鞍山

為了推廣環保，馬鞍山長廊設有三支可為部分地燈供應

電力的風力發電機，以及兩盞太陽及風能燈。

高級組季軍：4A 廖嘉灝

相片主題：純陽小學棒球場

這裏是純陽小學的棒球

場，純陽小學是全港唯

一一間擁有棒球場的小

學，我十分感激能就讀

這間小學。在今年，我

十分榮幸能加入棒球校

隊，因此令我更加喜愛

棒球，所以我便選擇這

張相片。

高級組亞軍：4A 黃俊杰

相片主題：美麗的馬鞍山—乘風破浪，揚帆起航

這張相片是在馬鞍山公園的海洋廣場內拍攝的仿船桅，它

臨近風景優美，吐露港的海濱屹立在寧靜雅致的馬鞍山公

園，寓意着美麗的馬鞍山的發展大膽創新，積極實踐。乘

風破浪潮

頭立，揚

帆起航正

當時。

初級組冠軍：3D 常皓月

相片主題：馬鞍山的日出

這張照片是我的媽媽在馬鞍山日出的時候在我家窗前拍

的。我想也想不到原來馬鞍山的日出是那麼美麗的！所

以我想給大家看

一看。對了，大

家看到了我們的

學校嗎 ?

初級組季軍：3D 李梓匡

相片主題：馬鞍山礦石場

這張照片在馬鞍山公園礦石場拍的，那裏的礦石的形狀

有五邊形，有的是星形。在那裏也能認識一些用來找礦

石的工具。

我選擇這張

照片是因為

我很少來到

這裡，所以

想在那裡拍

照。

初級組亞軍：2B 林子君

相片主題：我愛馬鞍山

下午五時三十分，我和爸爸去海濱長廊拍照，我用雙手

比了個愛心，我愛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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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親子心靈瓶設計比賽 (2019-2020 年度）

冠軍

5B 鄧浩言 

作品設計的意念︰

當我創作這個心靈瓶的時候，我希望有舒適、平靜、感恩的元

素，於是我在瓶內放了二十五顆圓圓的珍珠，衷心慶賀純陽小

學銀禧校慶二十五周年。同時，祝福純陽小學繼往開來。另外，

我加入了金色幼細的閃粉，在夕陽的照射下，景色份外柔和而

平靜，配合靜觀細察的感覺。每個人都應該有正能量，所以在

瓶蓋上自製了黏土公仔，鳥語花香代表人生充滿朝氣，在花的

不同角度察看心靈瓶，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啊 !

亞軍

1C 黃俊皓	

作品設計的意念︰

我創作這個心靈瓶，希望靜觀能使人心靈變得安靜、平和，猶如

心靈瓶裏那隻活潑的小熊，在無數的星光伴隨下慢慢沉澱、洗滌

心靈，隨之變得乖巧、溫馴。因為我每天面對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內心時刻都充滿躍動、激情。如能在煩囂的生活中，騰出適量時

間進行靜觀，靜心學習，細味身邊的一切，對身心靈都有益處和

幫助。

季軍

4C 袁知行

作品設計的意念︰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我創作這個心靈瓶，它

有一種優哉悠哉、閒適的感覺。這個心靈瓶，我特意選了「海洋」

作主題，讓人置身無邊無際的海洋，份外平靜、自在。瓶的顏色

以淺藍色調為主，滋養眼睛，提升身心狀態。可愛的海洋生物、

柔軟的毛球時而浮起、時而下沉，伴隨無數閃閃發亮、幼滑的閃

粉，格外美麗 ! 在此，希望每人都可靜心體會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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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徽章 (logo) 親子設計比賽 (2019-2020 年度）

25 周年銀禧校慶標語親子創作比賽 (2019-2020 年度）

亞 軍  5D 陳埈賢

冠 軍  4E 孔梓軒

季 軍  1C 陳柏衡

冠 軍：1C 黃俊皓

純陽廿五銀禧慶，

明道立德教以誠。

師生導學同相長，

薪火延傳棟樑成。

亞 軍：4E 孔梓軒

作育英才廿五載

純心互勵顯關懷

陽光燦爛展未來

明道立德心滿載

優異獎：6B 譚穎軒

純陽銀禧廿五載，

栽培學生展八德，

作育英才從此起，

精英輩出創未來。

季 軍：2E 謝朗熙

純陽溢彩廿五載，

共築希望創未來，

循循善誘在我心，

誨人不倦謝師恩。

優異獎：3C 黎浩霆

道教純陽廿五載，

春風化雨百花開。

德智體美同發展，

爭作棟樑小英才。

優異獎：1C 陳柏衡

純陽小學廿五載，

感恩歡樂天天在，

希望未來變精彩，

銀禧金禧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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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軍  6D 陳埈賢

亞 軍  5C 袁知行 季 軍  5C 劉梓軒

優異獎  2B 徐綽顈

優異獎  3AB 林凱晴

優異獎  3C 孔梓朗 優異獎 4C 梁凱儀優異獎  5D 孔梓軒

蛋糕主要材料採用輕黏土製

作，感覺如同翻糖蛋糕一樣。

全個蛋糕主打紫色及棒球為

主，配搭馬卡龍、棉花糖及

珍珠糖粒等為主要裝飾。

淺紫色和棒球代表著純

陽，銀色星星和氣球代

表著純陽 25 週年的歡

樂。

棒球是學校代表之一，適逢

學校 25 週年生日，特意選

用棒球作為蛋糕形狀，配上

簡單的裝飾，就已經展現了

簡單就是美的感覺。

25 周年銀禧校慶蛋糕設計比賽 (2020-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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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
「我喜愛 STEM 玩具」親子設計比賽 (2020-2021 年度）

棒球大擊鬥 魔術滾珠石

空氣砲迫擊棉花糖電動滑翔機

冠 軍  6D 陳埈賢

冠 軍  5D 孔梓軒

亞 軍  5C 袁知行

季 軍  2A 孔梓朗 優異獎 5C 劉梓軒

25 周年銀禧校慶立體書創作比賽 (2020-2021 年度）

亞 軍  3C 孔梓朗

季 軍  4A 黃蘊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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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校慶親子環保玩具創作比賽 (2020-2021 年度）

冠 軍  3C 孔梓朗

亞 軍  2C 林賢坤

優異獎  3E 周梓量

優異獎  3D 洪旭琛

優異獎  3A 李佳輝

優異獎  3D 趙紋媗

優異獎  3B 何凱柔

優異獎  3A 朱嘉盈

優異獎  3C 鍾昕妤

季 軍  3B 李韶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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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中文科寫作比賽 (2020-2021 年度）

	 	 	 《感恩與希望》	 6B 趙芷瑩

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必須學會感恩。我感恩父母，老師，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和我

所擁有的一切。

感恩父母，父母給予我生命，撫育我成長，給我生活在一個溫馨快樂的家庭裏，

讓我在一個開心，溫暖的環境裏長大，讓我去上學，認識更多新朋友。

感恩老師，當我踏進校園的那一刻，老師就已經在影響和改變我。是您們，讓

我從一個無法無天、懵懂、調皮的「小屁孩」，變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安分

守己、自律聰明的青少年。您們在精神上支持我，帶領我向正確的人生道路上走着。

感恩我能生長在一個高度發達，中西合璧的城市裏。在香港，我可以享受到最

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療服務，和最便捷的交通。尤其是在這一場世紀疫情來臨之際，

身在香港，令我感到有安全感和保障。

我即將畢業，踏入中學的校園，我希望能在中學生活得開開心心，生活一切美

好。

我希望我的父母能身體健康，活得好好的，等我長大了，我就可以照顧他們，

令他們有幸福美滿的生活。

我希望同學們學業進步，早日成為社會的棟樑，更希望我熱愛的母校能夠蒸蒸

日上，蓬勃發展。

我希望我生活的香港這一顆「東方之珠」能安定繁榮，再創輝煌。我也希望世

界可以沒有戰爭，沒有硝煙，沒有紛爭，只有歡笑，和諧。

我們要感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深懷希望，因為希望，人

的一生才能更加輝煌。

冠軍作品

六年級組六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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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組五年級組

	 	 	 《感恩與希望》	 5A 劉澤斌

「母校」──一個温馨又甜蜜的稱呼。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在純陽小學這個大家庭已經整整生活了五年。

回想起五年前開學的第一天，我懷着對母校的憧憬，對知識的渴望走進了母校的大門。

當時的我還是一個靦腆、膽小如鼠的小男孩。經過老師們的細心呵護、循循善誘，現在

的我儼然已成為了一個充滿陽光、朝氣蓬勃、好學、有禮貌的好少年。

感恩母校，您是我第二個家，您給我遮風擋雨，美麗的校園、舒適的學習環境，使

我獲得很多知識。您是我成長的搖籃，使我在温暖的搖籃裏得到健康，快樂地茁壯成長。

感恩老師，您是我第二個母親，您不僅教會了我知識，還教會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您是一根蠟燭，燃燒自己，照亮着我的前方。在我遇到困難，缺乏信心的時候，是您激

勵着我，教我吸取教訓、克服困難，勇往直前。感恩母校，感恩校長，感恩所有老師對

我的教導之恩，我永遠銘記於心。

今年適逢母校二十五周年校慶，在此我給母校送上最真摯的祝福，祝願母校，桃李

滿天下，越辦越輝煌！祝願老師身體健康，幸福永遠！

冠軍作品

	 	 	 《感恩與希望》	 4A 趙紋溪

二零二零年是不尋常的一年，疫情的到來影響了全球七十多億人。新冠肺炎的傳播

速度十分驚人。政府為了保障學生安全，便宣佈全港停課。這一來，寒假反而比暑假還

長，我心裏十分焦慮。再加上後來香港本地學生又開學了，而我們跨境學生卻依然無法

到校上課，我擔心自己跟不上進度，心情更加緊張。幸好，我有好校長、好老師和好同學，

在將近七個月裏，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們對我們的愛。

疫情期間，學校為了鼓勵我們，還親自編寫了「打氣歌」，並請所有老師一起獻唱，

為我們加油打氣。另外，我們落在學校的書本，學校也幫我們寄回來了，以方便我們溫

習功課和跟上課程進度。此外，學校還錄製了防疫影片，教我們一些防疫知識，讓我們

認識病毒，學習如何防護，從而減少恐慌。

我們的班主任何老師還會每周召開視訊班會，了解我們各位同學，尤其是跨境學生

的狀況和情緒，讓我們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趣事，教給我們如何愛家人愛鄰里，鼓勵我們

盡自己的一分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疫情給我們的生活和學習帶來了很多不便，同時也是對我們的一次考驗。感謝學校、

校長及老師對我們的幫助和關愛，讓我們學到了甚麼是共度難關，甚麼是團結互助，讓

我們感受到所有老師都和我們手拉手站在一起。我們接受愛也給予愛，未來一定充滿愛

充滿希望。

冠軍作品
四年級組四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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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藝墟舞台
《賀校慶 展才華》才藝比賽 (2020-2021 年度）

3D	洪旭琛表演跆拳道及朗誦校慶詩篇

4D	龔芷澄表演作曲及演奏歌曲
《A	beautiful	planet	Earth》

藝墟舞台由 2018 年起於校內開放平台，讓學生展現才能。2020-2021 年度因疫情關係

改變活動形式，在網上收集學生影片進行是次比賽。此活動收集了 41 段參賽短片。透過不

同形式的藝術表演，為本校二十五週年銀禧校慶送上祝福。

藝墟舞台最具創意獎及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及藝墟舞台金獎

5F	羅栩妍表演古箏歌曲《豐收鑼鼓》

1D	俞泳佟表演繪畫 - 純陽小學生日蛋糕

1E方昶傑 ,	方昶雅表演彈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4C	張瑾萱表演長笛演奏 -	Happy	Birthday	to	you

6B	郭詩涵表演鋼琴演奏 -	Sonata	in	Eb

4B	余芷蘊表演舞蹈 -	Friend	like	me

2C	范諄雅表演花式單車

藝墟舞台最佳表現獎及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最受歡迎獎及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金獎

藝墟舞台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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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填色比賽 (2021-2022 年度）

冠 軍  1D 李承弢

亞 軍  1B 朱婧 季 軍  1A 林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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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教職員

葉國謙校監與教職員合照

梁美玲校長 黃華清副校長 林小娟副校長 蔡華媚助理校長 呂偉成主任 文玉明主任

王保懿主任 胡天德主任 陳朗恩主任 陳嘉莉主任 盧啟賢主任 黃榮生主任

黃碧芝主任 羅頌敏主任 鄺淑禎主任 區鑽玲主任 譚麗珠主任 李頌茵主任

區志遠主任 伍明慧主任 鄒娉婷老師 洪慧穎老師 梁杏英老師 梁頌怡老師

李文家老師 吳慧軒老師 韓家怡老師 何嘉莉老師 鄧芷晴老師 蘇卓妍老師

陳姿君老師 王學文老師 黎雅頴老師 曾睿嘉老師 尤曉思老師 張麗紅老師

蘇小紅老師 梁雋老師 吳鳳嬋老師 石卓雯老師 黃健雄老師 李明麗老師

伍麗冰老師 談苓君老師 黃慧怡老師 溫烺婷老師 陳芷婷老師 陳曉螢老師

鄭彥南老師 胡玉樺老師 李珈媛老師 盧詠欣老師 何嘉琪老師 吳美群老師

陳玉雙老師 唐詠欣老師 李慕勤老師 吳昀陵老師 周忠霆老師 李曉旻老師

廖玲玲老師 彭智朗老師 周珮珊老師 李露霏老師 葉蔚山老師 梁明珠老師

Mr. Brian Michael  Brousseau       Ms. Zhul Tara R. Banda 賴雅媛姑娘 伍珮璇姑娘

關 愛 校 園 ， 歡 欣 滿 載關 愛 校 園 ， 歡 欣 滿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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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組 中文科老師

外籍老師

英文科老師 數學科老師

常識科老師

輔導姑娘 校務處職員、教學助理及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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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各班大合照

1A

班主任：韓家怡老師                          

副班主任：周珮珊老師                          

陳紫希

鄭汶澤

戚若藍

賀瀚詩

賀瀚濤

馮建朗

洪梓航

葉浩鈞

郭紫晴

郭沛妤

林日朗

劉巧晴

李梓彤

李溢

梁鈞浩

胡永恆

蘇芊如

尹康睿

邱洛玟

余駿宏

鄭怡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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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班主任：葉蔚山老師                                                    

副班主任：彭智朗老師                          

齊森菱

陳昊澤

張晉浩

錢樂軒

朱婧

徐雅芙

傅泓程

何卓霖

何豐樂

林以翹

李芷晴

梁暠迅

陸晴

馬珈銘

吳芷妍

何健峰

曾熙妍

王鋕信

姚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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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班主任：梁明珠老師                                                    

副班主任：周忠霆老師                          

陳梓熙

陳晴晴

蔡一樂

徐雅琳

賀正曦

顧啟曦

郭俊熙

黎浩駿

林心穎

劉柏睿

梁柏瑜

梁淽晴

李佳恒

廖殷紫

呂哲熙

文渝芯

吳爾朗

黃希兒

余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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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班主任：尤曉思老師                                    

副班主任：廖玲玲老師

鄭祉瑜

張志遠

鄒奕檺

何曉霖

何凱悅

何茗熙

郭舜如

黎蔚然

林芷欣

李智華

梁言懿

李承弢

湯柏梁

陶影姿

黃迪燊

王啟鎬

王梓同

陳瀠兆

葉昊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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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班主任：鄧芷晴老師                          

副班主任：李露霏老師

蔡瀚鋒

卓宛珊

張曉桐

蔡茜而

朱昱辰

韓日舜

林司宇

林泳晴

李施朗

李俊熙

勞美尤

羅宇謙

蕭亦駿

謝峻熙

温澤宇

姚澄晞

楊炎杰

余懿軒

袁烯瑜

張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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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班主任：洪慧穎老師                          

陳海欣

陳彥鋆

張熙琳

張景然

樊浠睿

黃秋瑩

洪菲華

關文皓

李栢軒

梁倚齊

盧思穎

彭薪宇

紀邐贏

沙卓柔

石焯嵐

蘇玟翰

吳梓豪

姚斯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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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班主任：温烺婷老師                          

陳可言

陳栢翹

陳梓軒

朱姵慈

江芷玥

林淽霖

羅乙創

馬政謙

祁雨宸

石月棠

蕭思齊

譚澔謙

王晞兒

王子君

丘雅澄

葉宸銘

余卓峰

張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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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班主任：李珈媛老師                          

陳凱琳

陳尹雋

秦穎怡

洪正浩

黎寶誠

劉森瑩

劉梓晴

盧愉程

呂泯希

倫健揚

伍裔衡

譚鑒城

杜庭宇

蔡恩而

謝耀民

黃佳怡

丘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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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班主任：李慕勤老師                          

陳芷嫣

張允文

黃家迅

劉念鸉

李采萱

李展灝

梅好

吳雋熙

彭羽悠

尹寶毅

黃智霖

黃裕灝

吳靜雯

楊鎧謙

俞泳佟

鮑明康

鄭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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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班主任：陳曉螢老師                          

陳智琛

陳日希

鄭皓軒

莊穎思

鄧銘濤

方昶傑

方昶雅

何偉霆

羅霆恩

李芷瑩

羅家琪

莫梓榆

韋崇然

楊珀言

姚伽頤

袁一樹

周恩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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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班主任：胡玉樺老師                          

陳柏衡

陳啟賢

張芊慧

林宇略

林柏曦

劉梓謙

梁開紀

梁嘉欣

林褀淇

陸玥

麥紫筠

石悅嵐

許俊鋒

蔡文嫣

謝皓匡

黃安豪

黃心柔

黃子諄

黃裕鏵

伍矜潓

向晴

嚴志遠

銀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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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班主任：黃慧怡老師                          

陳仲妤

陳栩然

張鎧彤

蔡禧桐

徐綽顈

丁國豪

高文曦

高柏霖

關丞睎

郭駿軒

林韓悅

林子喬

林宜蓁

李城灃

梁芷琳

梁恩希

麥稀童

丘洋帆

黃卓盛

黃俊皓

黃子峰

姚澄欣

曾俊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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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班主任：伍麗冰老師                          

陳奕恆

陳睿

張愛琳

張庭銨

周泇妍

蔡沛珊

范諄雅

何宏謙

鄺非帆

黎梓軒

林浚曦

林棋煜

林昱璁

林珮瑜

林偉曄

文月怡

梅天

顏志康

湯嘉朗

謝沛珈

余詩雅

姚亦嘉

廖一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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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班主任：吳昀陵老師                          

卜榮權

鄭卓賢

蔡巧怡

蔡雨潼

方裕晴

傅智謙

何麗瑩

何埈熠

葉在晞

林毅朗

劉俊源

李卓嵐

李浚生

梁紋婕

李浩然

陸亭翰

吳晞嘉

沈晏錫

蘇晞庭

湯立榮

王鋕揚

温駿輝

黃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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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班主任：談苓君老師                          

陳梓澄

張潁妤

蔡子朗

崔紫晴

何卓洛

黎柏樂

林芷桐

林賢坤

李淵

梁珈瑜

梁承宥

廖峻逸

呂家琦

馬光政

邱濤瑞

蕭政劭

蘇千皓

鄧楚琳

湯嘉樂

謝東昇

顏熙兒

邱浩言

余荻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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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班主任：黃健雄老師                          

容樂行

吳旭妍

陳梓浩

周梓量

邢維恩

孔梓朗

林浚霆

李城歷

李霆謙

梁晞弘

廖逸朗

盧思悅

馬卓麒

石焯琳

譚浩泓

譚梓軒

陸詩晴

曾柏樺

黃略旻

黃梓淇

胡嘉慧

吳佩螢

冼楚瑜

余明軒

余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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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班主任：吳慧軒老師                          

蔡卓霖

陳嘉鏗

鄭加爽

張熙桐

張茵

丁卓然

顧文麒

林倬謙

林可棟

林浩宇

林柏睿

梁日謙

李韶翀

林麗欣

駱巧賢

毛勺郢

彭洛賢

彭羽喬

邱麒旗

蕭凱情

黃靖翹

王晞彤

張俊堅

趙紋媗

鍾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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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班主任：梁雋老師                          

陳芷恩

陳本熙

陳梓楷

朱嘉盈

何晉希

何凱柔

江柏羲

林可楠

李卓朗

李芷瑤

梁珈盈

廖震皓

馬文晉

伍華駒

彭城輝

陶影彤

王瑜悦

王畯賢

黃鈞皓

王朗斯

黃懿雅

徐麗涵

余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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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班主任：陳芷婷老師                          

卞子希

陳健立

陳力信

陳鯢晴

周殷彤

鄧健烽

何俊軒

黎俊升

林凱晴

林子君

劉俊銘

李嘉偉

李健銘

勞茜筠

馬啟霖

文渝舒

曾寶怡

謝耀生

王卓峯

黃嘉慧

黃睿祺

胡雅洛

丘聖諾

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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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班主任：梁杏英老師                          

陳海琳

陳彥鋒

周殷樂

陳昊岷

張力允

張梓胤

鄒梓妍

洪旭琛

柯佳欣

李俊亨

李詩雅

梁卓棟

梁可兒

林峻澤

付少龍

奕蘊嘉

譚敬樂

鄧博曦

湯子瑩

曾毅

王若雯

王俊龍

楊芷喬

余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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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班主任：梁頌怡老師                           

陳曉琪

陳穎恩

陳臨墨

朱文信

徐展澄

刁秉舜

何卓殷

胡敏怡

高子城

李彥樺

李尉琛

李彥彤

練楚淇

陸冠延

吳珮珈

敖志誠

彭康潤

潘俊宇

蔡雅妍

黃䕒儀

王浩軒

王敏曦

黃蘊蓓

徐亦廷

楊駿騁

楊承蔚

曾穎詩

鄭芷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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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班主任：鄒娉婷老師                          

張芯婧

朱懷諾

鍾霈恒

高沁炎

何哲呈

何芷葵

黃兆華

李希彤

李梓匡

梁凱儀

梁蓁蓁

林熙晉

林汶靜

呂家悅

馬樂晴

潘家齊

蘇珮然

曾泓智

謝承珈

黃珞瑜

王南蘭

余芷蘊

曾穎童

張瑾萱

朱南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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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班主任：王學文老師                          

蔡怡玲

程書佑

鄧思穎

傅智彥

許穎欣

龔芷澄

劉孝謙

羅家嘉

梁嘉祺

廖桐

羅煒鈞

王愛優曦

魏芷晴

邱思平

蘇鶴軒

蘇峻毅

王凱楠

黃梓滔

吳映鋒

袁安彤

鍾曼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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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班主任：鄭彥南老師                          

陳俊熹

陳連鎧

鞏穎橋

侯楚涵

葉淳華

黎浩霆

劉紫穎

黎南妤

梁芷欣

林峻鴻

羅芷盈

關卓邦

彭子萱

宋曉漫

曾雅琳

黃哲灝

黃昶瑋

熊思源

許瀚軒

楊芯榆

張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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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班主任：石卓雯老師                          

陳家樂

陳樂遙

張浩哲

蔡正

鍾旻浩

洪卓桐

顏志浩

黎殷林

林晞瑤

林芷瑩

李俊熙

李妍嵐

林顯純

林佩翹

鄧希信

王翎珊

聞晟賀

黃雪嬅

蕭仲昕

楊焯媛

莊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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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班主任：蘇卓妍老師                          

陳俊鈴

陳日朗

陳潤楷

卓泇喬

方善

何悅朗

黎昱希

林熙晴

林雍傑

羅子皓

明悅芊

彭立研

沈婧媛

鄧楚渝

黃嘉怡

溫顯為

楊靜怡

喻慧珊

張晉豪

周逸

黃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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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班主任：張麗紅老師                          

陳泓杰

陳悅

陳嵐

趙潔盈

鄧善雯

何鈺宁

何宗倫

何泊斳

林子瑤

雷鈞涵

梁景銓

李明鑫

羅曼之

文凱嵐

彭嘉潤

孫萌

蔡其期

蔡泓熙

王俐嫚

吳文晰

謝煜杰

熊浩然

葉益威

楊政浩

袁朗

張馨予

鄭寒非

庄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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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班主任：何嘉莉老師                         

卞子俞

陳力軒

張彥杰

陳博熙

陳泓潤

陳泳琦

董佳毅

韓學智

黃子希

賈子湟

甘丞晉

賴鈺琳

劉仲元

李卓穎

李銘鴻

廖嘉灝

劉若初

劉芷妡

羅琬婷

伍靖妍

黃俊杰

王巧靖

黃凱晴

黃彥惠

胡心悅

邱卓瑶

趙紋溪

鄭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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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班主任：吳鳳嬋老師                          

歐陽博彥

巢馨元

陳佩楨

張皓雲

鍾金佑

黃熒熒

鄺子謙

劉梓軒

李智榮

梁洪偉

李錦灃

凌婭瑋

麥芯蕾

麥庭凱

王繹禕

黃曉嵐

謝靈兒

袁知行

原卓琳

朱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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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班主任：蘇小紅老師                          

歐陽博謙

陳百恩

陳彥齊

張嘉浩

方冠

何景軒

孔梓軒

郭君儀

黎子鋒

李鑫宇

羅琬嵐

盧雯琪

羅仲熙

吳貝珈

伍庭毅

吳芷晴

彭美想

曾嘉兒

曾兆傑

王樂兒

余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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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班主任：陳姿君老師                          

陳卓恩

陳卓瑤

陳映言

趙朗傑

周卓立

周曦淳

何芷澄

何宇洋

林愛凌

馬一騫

麥楊淇鈞

湯昊龍

曾寶琪

王悅寧

屈塏峻

黃靖惠

黃梓晉

徐珩瑞

楊子楓

葉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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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

班主任：黎雅頴老師                          

陳晞進

陳加奈

陳柏橋

陳智諾

張芷諺

鄧凱忻

洪國軒

柯雅晴

關學明

羅栩妍

李俊傑

李子蕙

梁卓軒

李采司

廖詩敏

廖苡晴

羅紫瑜

楊穎涵

余仁澤

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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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心聲
 

黃華清副校長

不經不覺在純陽小學工作超過了五年時光。回望這五

年的歲月，讓我體驗到學校的「真」，學校的「善」，學

校的「美」。

校長真勤力，學校的大小事情都關顧妥當；純陽的老

師很真，老師們認真工作，積極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

經歷，又關心同學們的成長。在繁忙的工作當中，感謝身

邊的同事常常無私地出手相助，助我解決不少的難題，完

成了不少具挑戰的項目，實現了不少沒有可能的夢想。感

恩遇上純陽團結相顧的團隊，學校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純陽的學生很善良。近幾年，我帶領學生參與不同團

體的活動，當中接觸到有住在老人院的長者、有聽障學生、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等，同

學們都能學習與他們相處，包容他們的不是，以愛相待，看見他們內心的美善，老師們也

很感動。

純陽雖然創校超過 25 年，但校園仍然保持得很美，充滿動感的棒球場、恬靜安舒的

靜觀室、綠油油的青草地，還有我在五、六樓上課時，最愛駐足遠眺那一望無際的海景，

相信同學在這設備完善的地方學習，一定能感受到當中的美。

衷心祝福純陽小學邁向更「真」、更「善」、更「美」的將來！

林小娟副校長

「偌大的棒球場，充滿生氣的有機農

莊」這就是純陽小學給我的第一印象。

轉眼間，加入純陽的大家庭已踏入第

四年，猶記得當天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

重執教鞭，既驚且喜。驚—是未知自己能

否應付未來的挑戰 ; 喜—是能夠與一群充滿

朝氣的孩子共同成長。幸好在純陽這個大

家庭裏，無論是校長、老師及學生都是充

滿活力和生氣，使我很快便適應下來。

看着孩子們一天一天的進步和成長，

縱使教學工作十分忙碌，也是值得的。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純陽小學

慶祝二十五周年校慶的大日子，謹祝純陽

小學繼續作育英才，發展學生的潛能，培

育更多未來社會楝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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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華媚助理校長

最近接獲一位舊生結婚的喜訊，他是我第一年在純陽小

學當班主任時的學生，我對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他當

時只是一個小一學生，也是我的得力助手—小班長。原來，

轉眼間，我在純陽小學任教已有廿多載，對這裏，我有說不

出的歸屬感。

回想剛踏入純陽小學時，電腦還沒有普及，所有工作

紙，甚至是考試卷也是手寫的。當年校舍新翼尚未建成，棒

球場仍未成形，有機農莊還是一片荒地。經過多年的蛻變，

現在的純陽小學已經成了一隻色彩斑斕的蝴蝶。感謝校長及

同事多年的勉勵和幫忙，他們總是給我很多的啟發。往後的

日子，我定會繼續裝備自己，讓莘莘學子得到更優質的教

育—「純承傳達銀禧，陽光栽植育樹人。」

                                                          呂偉成主任

一九九五年仲夏某天，朱老校監、謝校長帶領我第一次踏足純陽小學。			

那時候學校仍是工地，四處狼藉，我們走進大堂時，只見工人還在鋪砌地磚。我

們跨過地上的小木橋，走上校舍，眺望四周，操場盡是泥濘一片，遠處是波光潾潾的

吐露港，老校監輕歎地說：「這裏環境多美麗、多清幽！」我們信步而行，看着已竣

工的課室，推門而進，細看一會，老校監驀然回首說：「這所學校就交給你們。」

這是何等沉重的擔子……一扛二十六年。

晨曦晚霞，春花秋葉，北雁南飛，逝水東流，往事如絮，片片斷斷、縈迴新舊。

猶記創校之初，「純陽小學」只是紙上的名字，百事待興。在盛夏的日子，我們

老遠跑到屯門友校，討論創校事宜。由一份簡單的通告，以至招生雜務、訂購文儀器材，

都是繁重的工作。八月中旬要舉行接收學校儀式，那時學校甚麼也沒有，前一天才從友校借來幾張陳舊的桌

椅充當會議桌，後來才發現尚欠一幅桌布，於是我在家中翻箱倒筐找來了一幅，連夜洗熨，第二天覆蓋在桌

上，才算有一個得體的局面舉行儀式。八月下旬，傢俬桌椅才到校，開學將至，我們無分你我，一同安排搬運，

佈置校舍課室，經一番努力下終於完成第一年的開學準備。

那時我們是區內少數的全日制小學，所以深受家長歡迎。在首四年，學校班數逐年增加，初見規模。

一九九八年，由時任教育署長羅范椒芬女士為學校揭幕，從此開始了學校的黃金十年。

擴建新翼大樓，興建棒球場，加添資訊科技設備……都在那時一一實現。棒球運動更成為學校的標誌，

屢獲殊榮，而英文科推行的大圖書閱讀計劃及電腦機械人更獲當局邀請，屢次在公開場合分享教學心得；普

通話朗誦、田徑、球類等各項比賽均有理想的成績，在學界享負盛名，學與教的成就之強，可窺知一二。

往後隨着社會環境的變化，全港學校共同面對收生人數下降的困局，我們也不例外。恰巧內地學生對本

港需求學位甚殷，在梁美玲校長領導下，我們突破傳統思維，決定招收跨境學生。往內地招生是我們從沒有

過的經驗，我們憑着不斷探索，集思廣益，去蕪存菁的努力下，便展開了難忘的招生工作。「天降大任必勞

其筋骨」，烈日下擺設展覽攤擋，寒雨中解答家長查詢，辦英文班、派宣傳單……最後成功招收了第一批跨

境學生。老師對學生的細心照料，早晚接送學生往來關口，循循善誘，一切的愛與關懷，深深感動了國內的

家長，也明白到我們辦學的熱誠，加上學校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現，浴火涅槃，學校終能回復昔日的輝煌。

在我三十六年的教學生涯中，令我緊緊牢記的就是這跨境招生的事，當中同工的共同奮鬥，各人在崗位

上竭盡所能，為學校發光發熱，血汗淚水，從不氣餒，因為大家深信光明在前，只要齊心必能創造奇蹟；柳

暗花明，我們的付出的終換來了豐碩的成果，班數由最少時的六班，擴展至現在的三十二班。這個「奇蹟，」

至今仍是教育界的佳話。

今天，學校邁進另一個紀元，又加入了年青的同工，青春少艾，有創新思維，有拼勁活力，相信一定能

為學校拓展新機。如梁美玲校長說：「我們都是同舟人，要一同划船。」盼望諸位能千槳齊發，破浪前進。

我輩同工已是灞陵相別，蘭舟催發，彼岸將至，幽都在望。

「這所學校就交給你們。」願後來者慎記先賢之遺訓，無忘創校之艱辛，共負一軛，常懷感恩。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秉持初心，愛培青苗，珍之重之。

道祖祝福，天佑我校，重聚金禧。 103



教職員心聲
文玉明主任

在純陽小學的教育生涯裏，最叫我感欣慰的，要算是能幫助學

生，令他們在生命中得到支持及鼓勵，繼續前行。

記得在幾年前，我需要在手機上安裝 wechat。當日一開通，

WeChat 就聯繫了很多身邊的人。突然有一個人主動聯絡我，她說

是本校的舊生，她感到很高興能再次找到我，現在她已長大成人，

也有家庭，正在某航空公司裏任職空中小姐。她說很感激我當年曾

幫助她，所以在 wechat 上一見到我，就立即和我相認。她還說如

有空，她的媽媽也很想和我會面，表示謝意。此刻，我感到十分興

奮，一則我能重遇一位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學生，二則喜見她能捱

過當年困難的時刻。我記得當年她的父母出現了婚姻問題，她感到

很沮喪、失落。我當時知道她有困難，我安慰她及嘗試鼓勵她振作，

努力面對當前的困難。當時我並沒有做甚麼的事情，只是盡我師長

的本分去開解她，但想不到這對她的人生起了很大的鼓舞及幫助。

又記得有一位學生，他的母親患了精神病，不讓他回校上課。我當時去探訪他及了解事件，

可是那位家長非但不與我們合作，還很仇視我。經過多番努力，終於在其他家人的配合下，把那

位家長送往醫院診治，該學生也得以回復正常的上學生活。事件完結後半年，在學生的結業禮上，

該家長突然走到我跟前，向我握手，更向我道謝，表示感激。原來他經過診治後，他的精神與健

康已回復正常，他亦由起初仇視我、拒絕我	，變得開心及明白事理，他的人生及家庭也重回正軌，

我也感到十分欣慰。

人生總有不如意的事，在純陽的大家庭裏，有時候，我們以為在學生或家長的身上只是盡了

本份，做了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殊不知，原來在他們的人生路上，卻起了有很大的影響及改變。

王保懿主任

光陰荏苒，教我更懂得何謂珍惜─珍惜人事，珍惜初

心。

時光匆匆，今年正是純陽小學25周年校慶的大日子，

首先，我祝賀學校桃李滿門，英才輩出。回望這十八年，

我有幸能在純陽這個大家庭裏和校長、同事和學生一起努

力和經歷純陽的點滴，實在是感恩與鼓舞。

慶幸我的教學生涯多姿多采，感恩校長及許多前輩一

路上的扶助，讓我教學相長。我熱愛教學與藝術，更熱愛

我的學生。祝純陽小學的同學都具備頑強的毅力與靜觀的

智慧，能克服任何障礙與挑戰。

今年，燃起我教育熱誠與初心的，是一位曾被我任教

的學生─梁明珠老師。我曾是她的班主任，現在她也加入

了純陽這個大家庭，與我們一起肩負教學的工作，這個感

覺十分奇妙和感動。她的加入教我認識到作為一位老師，

育人的工作是充滿意義的，我希望我能一直堅守這份愛與

熱誠，生命影響生命，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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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莉主任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在純陽小學已經歷了

五個春秋。

「Miss	Chan 早晨！」學生們精神奕奕的聲

音是我每天的動力。純陽小學的學生臉上總是掛

著陽光般燦爛的笑容。他們上課時專注的眼神，

虛心的學習態度，都是老師和你們一起奮鬥的動

力。

我最快樂的，是在純陽小學這個大家庭工

作，每天得到校長和同工的鼓勵和關懷。

我最感動的，是看到學生們努力學習，當他

們接過成績表後，臉上流露出愉悅的笑容。

我最自豪的，是看到學生在比賽獲獎後，跑

到教員室告訴我喜訊的快樂模樣。

我最期待的，是學生畢業後，謹遵老師的教

誨，回饋社會。

純陽的孩子總是給了我滿足感和成就感，也給了我努力工作的動力。每天一句「Miss	

Chan 早晨！」，勝過千言萬語。

陳朗恩主任

「要做好一件事情，你必先對它產生興趣」這是我當初

加入純陽小學的原因。純陽小學擁有全港唯一的小學棒球

場，提供機會給我發展所長，同時學校亦大力支持我去發展

這項運動，令我能放心去做好教師兼教練的角色。

本人畢業後已加入純陽的大家庭，至今已經有五年多

了，現時主要負責學校課外活動及棒球隊的訓練。這五年間，

我曾帶領棒球、壘球隊多次外出比賽及交流，包括參與印尼、

日本、台灣、深圳等地舉行之大型賽事，令同學們有機會放

眼世界，了解不同地方之棒壘球文化，不要成為井底之蛙。

「教棒球不只教技術，而是教做人」亦是我在純陽的教

育理念。

只要對待學生如朋友，學生自然會肯與你分享開心與失

落。而且我希望透過棒球活動，培養學生良好品行，我經常

跟學生說：「在球隊中，最重要是態度和紀律，球技是其次。」

我期望純陽小朋友在棒球運動上得到的不只是獎項，而

是從小培養待人處事態度，並且終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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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rian Michael Brousseau 

When	I	 first	moved	to	Hong	Kong	11	years	ago,	 I	wasn't	sure	

how	long	I	would	live	here.	In	2012,	I	was	offered	the	job	as	the	NET	

teacher	at	HKTA	Shun	Yeung	Primary	School	and	since	then,	I	knew	

that	I	had	found	a	good	a	school	and	a	home	in	Hong	Kong.	9	years	

ago	when	I	 first	started,	Shun	Yeung	Primary	School	was	a	small	

school	with	a	very	close	knit	community	of	teachers.	Today	we	have	

grown	leaps	and	bounds	and	I	am	delighted	to	have	experienced	

that	growth.	Although	we	have	grown	so	much,	we	still	have	a	

vibrant	 teaching	staff	and	a	wonderful	school	atmosphere.	Over	 the	past	25	years,	

Shun	Yeung	Primary	School	has	modernized	its	campus,	 investing	i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o	help	all	of	our	teachers	provide	a	solid	education	to	all	of	our	students.	I	

am	very	happy	to	be	at	a	school	with	such	resources.	I	am	also	extremely	lucky	to	work	

with	such	a	wonderful,	supportive	staff	and	leadership.	Shun	Yeung	Primary	School	has	

had	a	successful	25	year	and	I	hope	to	be	a	part	of	another	25	years.

MS Zhui Tara R, Banda

I	 have	 been	with	 Shun	 Yeung	 since	 2016,	 I	

have	and	still	enjoy	a	very	 friendly,	supportive	and	

welcoming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well-behaved	

students.	The	very	supportive	and	friendly	colleague	

makes	working	with	Shun	Yeung	a	very	 joyful	one.	

Each	end	of	school	year	 I	have	nothing	but	positive	

and	happy	memories	with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alike	which	makes	 the	new	school	 year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I	enjoy	working	here	as	well	as	

teaching	our	students.	

Every	 time	students	expresses	 their	appreciation	and	acknowledges	 the	efforts	

we	put	into	our	lessons	gives	me	immense	pride	and	happiness	specially	seeing	them	

graduate,	 ready	 to	 take	on	 the	next	 level	with	something	we	have	 taught	 them.	This	

gives	me	a	sense	of	purpose	as	their	teacher	and	as	a	person.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Shun	Yeung	for	allowing	me	to	grow	as	a	teacher	and	for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tinuous	support	and	training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am	grateful	to	Shun	Yeung	for	the	opportunity	that	

allows	me	to	mold	and	shape	our	future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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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玲副校長

時間匆匆，晃眼間，在純陽小學這個大家庭工作了廿

多個寒暑，十年人事幾番新，學校開校初期，設備及資源

上都有進步的空間，在梁美玲校長的帶領及團隊老師的努

力下，大家奮力從不同途徑爭取資源、讓學生們有更優質

的校園環境去學習及活動。老師們付出無比的愛心去孕育

一棵棵小樹苗，讓他們茁壯成長。

純陽小學給我有一個家的感覺 ( 愛回家 )	，回顧在純

陽過去的日子裏，曾經擔任過許多不同崗位：有班主任、

訓導主任、家教會統籌、學習支援組統籌、副校長……工

作繁重但意義重大。在教學的歲月裏教育了許多學生，有

些學生畢業後回到純陽教學，與我們亦師亦友，感覺親

切；也有些畢業生踏進社會工作，偶有回校探望校長及老

師們，看著一屆一屆的孩子們長大成人，工作給予我無窮的挑戰及滿足感。

這一刻縱然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但人生總有停下來踏進另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往後

有甚麼退休大計？我會學習不同的活動，例如：健康舞、水墨畫、烹飪……從前沒有足夠

時間上一些興趣班，現有可慢慢挑選適合自己的興趣去學習。疫情過後，希望能旅到世界

各國旅遊，欣賞不同的風土人情；亦會參與一些義工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士；還會回校

探望校長、同事們和我疼愛的孩子們，希望他們能用功讀書，樂於助人，做一個盡責任的

好學生。

純陽小學踏過二十五個年頭，在這衷心祝願純陽小學校務昌隆、校長老師身心安康、

學生成績斐然、學校得到大家的愛戴和支持，邁向優質新紀元。

李頌茵主任

轉眼間，純陽小學已開校 25 周年，而我對於純陽小學

更是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純陽小學是我第一間正式開始教學工作的學校，透過

不斷進修及實戰的課堂，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教學工作。

在純小工作期間，我也曾離開，在外面嘗試不同的教育工

作崗位。但是，在離開了之後，我不但時常想起在純小工

作的情境，更十分掛念與學生及同事們渡過很多愉快難忘

的時刻。五年前，我再一次回到純小，擔任前線的教學工

作。隨着時代不斷進步，純陽小學在這 25 年間也有很大的

轉變，在教與學上力求進步，令學生的校園生活更加多姿

多彩，真正做到了學習與活動並行。

踏入校慶 25 周年，我期望純陽小學在未來日子有更大

的發展，在培育學生的工作上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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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心聲

伍潔玉主任

25 年前，純陽小學是一幅怎樣的風景呢 ?	

校舍建在新填海的土地上，旁邊只有福安花

園，沒有其他建築物了，有點荒涼。但抬頭遠

望吐露港及對岸的八仙嶺，藍天白雲，遠山綠

水，一幅好美的畫面呈現在眼前，準能吸引我

停下腳步，靜觀一會，過濾一下課後的疲累。

25 年期間，學校經歷過縮班及擴班，由

最初的 6 班擴展到現在的 32 班。除了因為適

齡學童人口回升這個最關鍵的因素外，亦有賴

學校不斷優化課程，提升教學質素，例如	:	發

展棒球、靜觀課程、引入 STEAM 教學等，這

些都啟發了學生的思維。當然，最重要是各老師都認真投入地教學，令學生得益不少。

25 年了，純陽小學不但是學生學習、解惑及成長的好地方，也是身為老師的我要留

守的堡壘。每天看著我們的學生不斷成長及進步，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願純陽小學的學

與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黎文熾副校長

1996 年，我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以學生身份，

到純陽小學實習。兩年後，我入職純陽，正式成為

老師，轉瞬間，我在純陽任教 22 年了，雖不是開校

一輩的老臣子，但也伴隨着純陽的成長。

當中的點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棒球場的變

遷：最初是雜草叢生的爛地，經過翻土清理，鋪砌

一塊一塊的草地，平整內野沙地，加裝擋網、圍欄

等工程，發展成為具規模的棒球場，至今仍是香港

唯一標準的少年棒球場。

純陽小學學生有機會參與棒球活動，真是要感

謝前校監朱栢全先生，他獨具慧眼，向地政總署申

請用地，改建為棒球場，發展棒球運動，希望大家

好好珍惜，享受棒球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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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娉婷主任

光蔭荏苒，轉眼創校已廿五年，純陽小學本着校訓「明道立德」的精神，循循善誘，

教導學生建立積極且正確的人生觀。回想起來，當初教導過的小個子，現在都長大了，在

各領域上展現成就，成為社會的棟樑。

風月陰晴，純陽小學在時間的巨輪下，無論環境如何變遷，都在茁壯成長，學校的一

草一木都使我感覺特別親切。春風化雨廿多年，我與純陽小學、學生共同成長。而我能與

畢業同學一同建立校友會，更是莫大的鼓舞。

從前與學生的關係，多是單向式的教授。現在已大家亦師

亦友，情誼深厚。每一年，我總是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送別畢

業的同學。所以，每當畢業生回校探望老師時，我更是珍惜每

一刻與他們相聚的時間。

祝願純陽小學能繼續秉承教養孩童的大使命，以愛心栽種

更多幼苗，最後，我以一首詩敬賀純陽小學廿五周年生日。

純真孩童活潑心

陽光友愛箇中尋

校園青春展活力

慶賀銀禧樂繽紛

黃燕環主任

在純陽小學開校的第二年，我便加入了

這個大家庭，轉眼二十多個寒暑了。感恩自

己能成為一位教師，教學相長，除了可以將

所學所得傳承下去外，自己也從中得到了很

多寶貴的經驗。而這些年來，看着學生們一

個一個的成長和取得成就，也讓我感到無比

安慰與驕傲。										

除了大家在成長外，其實純陽小學也一

樣，從新校舍的落成，棒球場的增建，靜觀

室的設立……學校一直精益求精，我想這也

是我們要堅持的一個信念，大家都要努力地

做到最好！

正值純陽小學二十五周年校慶，在此祝

賀純陽小學年年桃李、歲歲芬芳，邁向更輝

煌的三十年、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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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夷群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夷群老師。來到純陽小學只是短短兩

年光景，卻感觸良多。曾幾何時，我路過此地，目光被偌

大的棒球場所吸引。從不遠處看，門外掛着同學們英姿颯

颯、威風凜凜的照片，倍感親切，心想：會否有幸來此校

任教呢 ?幸好，最後我都如願以償地加入這大家庭。

去年學期末時，自己不幸患病，這次可算是「天有不

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患病是「禍」，但期間得到梁

美玲校長、黎文熾副校、黃華清副校、其他同事和家長以

不同的方式對我表達關懷、鼓勵及支持，都令我深深體會

到我們這所學校的關愛文化和濃濃的人情味，這對我來說

是「福」，也印證了老子在《道德經》第58章中提及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其後，全球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全港停課，校長及各位老師亦無時無刻地心繫着同學

們，分別以陽光電話聯絡家長以了解疫情期間同學們的生活狀況、更開創性地以網上實時

面談的形式與同學們傾談、進行實時教學，以及為同學們張羅復課後的各類抗疫物品等

等，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25章中提及：「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足見我校契合中華文化中重「人」的傳統，證明了同學們在我們心中佔

據最重要的地位。

由此種種，來到這所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學校，我深感榮幸，亦祈願

能繼續對同學付出關懷和愛護，用心培育、扶掖幼苗，幫助他們茁壯成長。

鄧芷晴老師

純陽小學建校二十五年，春風化雨，多年

來培育莘莘學子，更是栽培未來社會棟樑的搖

籃。純陽銀禧校慶紀念，值得慶賀。「為人師

者，用一顆愛學生的心來栽種生命的種子。」

這是我在大學畢業時收到的臨別贈言。我

一直相信，教育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

愛、一份使命及一份承擔。在純陽校園裏，感

恩遇見一群溫暖、貼心和有禮貌的小寶貝，以

及樂於溝通、互相信任和關心的家長，他們營

造了充滿愛與關懷的班級。我最感動的，就是

親眼目睹學生的進步和轉變，見證他們的成

長，這些都成為了我繼續前進的最大動力。感謝梁校長及純陽小學的教學團隊，帶領著我

們全體師生並肩前進，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每一位純陽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星星」，就讓我們繼續播下愛心種子，以生命影響

生命。祝願純陽小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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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雋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雋老師，今年有幸在學校

25 週年的時候加入純陽這個大家庭。雖然我在

校的日子尚短，對學校的認識並不夠深，但在

這幾個月中，在同學們率直純真的性情、老師

們熱心教學和互相幫助的精神下，讓我感覺到

無比温暖和感動。在此祝賀學校 25 週年生日

快樂，並繼續嘉惠更多莘莘學子。

葉蔚山老師

我校純陽小學，秉

教育之理念，闡中西

之文化，英才作育，揚

華夏之博大，宣科教於

八方。面臨藍天海濱，

樹銀杏之壇 ;	背靠馬鞍

山，培一代人才，廿五

載於斯，開來繼往。

祝我校於無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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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張淑虹女士  (6F 余仁澤家長 )

12 年前，牽着我女兒的小手走進了純陽的大門。看着女兒步入校

舍的背影，心中惴惴不安，直到放學那一刻，看見她帶着歡愉的笑容，

迫不及待向我講述學校的點滴，我的心終於輕鬆了。接下來幾年，兩

個弟弟也毫不猶豫選擇了進入純陽。感謝學校的包容與接納、悉心的

教誨與照顧，使孩子一天天進步、成長，更有信心面對未來。

過去多年投入在家長教師會的事務中，我明白到小學階段的孩子

相當渴望家長的陪伴，因此有幸參與家長教師會，能夠為學生、家長

安排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希望為大家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

最後，祝福純陽 25周年生日快樂，期待宏圖更展，再譜華章！

家長心聲

6B 班廖嘉灝家長

轉眼間，嘉灝已加入純陽小學這個溫暖的大家庭有五年多了，很欣慰嘉灝在這裏過著

快樂的校園生活，我們十分感恩當初選擇純陽這所充滿愛的小學是正確的。

學校擁有全港首個標準兒童棒球場，並積極推動棒球運動，令嘉灝有機會接觸棒球之

餘，更可加入校隊，成為其中一份子。

除了棒球，嘉灝還參加了學校的醒獅隊，在教練的領導下，隊員們齊心協力，屢獲佳

績，更有機會代表純陽小學到深圳比賽，醒獅隊在 2019 年更為學校奪得首個全港學界醒

獅比賽的冠軍。

學校每年都會舉辦 STEAM 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激發了嘉灝的求知欲，每次都會

積極參與，並奪得一次冠軍兩次亞軍的好成績。

感謝學校推薦嘉灝參加不同的朗誦比賽，講故事比賽，培養了他的自信心和膽識。

嘉灝還有機會跟隨學校歌詠隊到香港迪士尼樂園為遊客表演，讓他興奮不已。

多謝校長和老師的提攜，令嘉灝可以在學校參與表演之餘，更有機會一嘗做小司儀的

滋味。

另外，我們亦參加學校有機農莊親子班，讓我們有機會體

驗農耕工作，真正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意義。

而最令嘉灝印象深刻的是有機會參加澳門學習交流團，他

能和其他小學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參觀了當地的名勝，了解了

當地的歷史文化，更提高了自理能力，豐富了自己的學習經歷。

如此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令他能保持對學習的熱愛，發掘

到他的潛能，更找到自己的不足。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不辭

勞苦地工作，默默耕耘。適逢今年是純陽小學創校 25 週年，

在這個大日子裏，我祝願學校更上一層樓，培育出更多優秀師

生。

生日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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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班袁知行家長

敬愛的校長及各位老師：

時光飛逝，轉瞬間，難捨難離的小學校

園生活即將完滿結束，衷心感謝各位校長和

老師在這六年的辛勤付出，悉心教導，讓小

兒在這純陽大家庭裏擁有一個開心學習環境

和愉快的童年。純陽小學給予小兒很多豐富

的學習和活動體驗，同時也獲得許多鍛煉機

會，讓小兒在成長路上能自信地面對生活的

點滴。我也很榮幸能夠參與學校的活動及擔

任家長義工的角色，使我對學校有更深入的

了解，獲益良多。

	衷心感謝校長、各老師、輔導姑娘和校工的悉心教導、照顧和幫助。

祝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6B 班陳力軒、4D 班陳力信家長

非常感恩我的兩個兒子能在純陽

這個有愛的大家庭愉快地學習。在這

裏，我要對校長、各位主任、老師說

聲：謝謝！感恩您們除了授予他們豐

富的知識，更讓他們學會感恩，學會

互助互愛的精神。我相信良好的品德

必須從小培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學校舉辦的「小一百日宴暨感恩奉茶

禮」，當仔仔奉上那杯感恩茶時，我

已經感動到淚流滿臉。品德教育課程

不只是老師嘴上講講、書上看看，而

是讓孩子去實踐，去感受。我相信在

純陽這個充滿關愛的氛圍下，孩子必

然會愉快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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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班歐陽博彥 /6D 班歐陽博謙家長

隨著兩年前哥哥博文從純陽小學畢業升中、兩位

弟弟博彥和博謙在這年升至六年班的時候，也代表我

們一家人在純陽小學大家庭的八年時光快將結束了，

現在已有點不捨的感覺。

不捨的是學校上下對學生的熱誠、校長對我們的

親切、老師對孩子的循循善誘、職工們的照顧和友

善，不僅是孩子們的親身感受，也是我加入家教會八

年、和純陽小學所有成員和家長一同合作、一同努

力，為學生提供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的更深刻的體

會。

純陽小學廿五週年了，我在此祝願學校繼續作育

英才，桃李滿門。

家長心聲

6C 班劉梓軒家長

時光飛逝，梓軒在純陽小學的生活已踏入第六年，

真的有點不捨。

	希望藉此機會，感謝純陽小學對梓軒的照顧及關

愛，令梓軒更加容易適應課堂生活和增加學習信心，從

而喜歡上學。

	在梓軒進入純陽小學生活的同時，我亦加入了純陽

家教會這個大家庭，我認識了很多家長，大家相處融

合，每次會議都在歡笑聲渡過。加入家教會，除了加深

對學校的了解與運作，更在校長的帶領下，與副校長和

各位老師一起舉辦了大大小小的活動，增添了小朋友在

小學生活的樂趣。

	踏入純陽小學廿五週年銀禧校慶，全校師生籌備了

不同活動、表演及比賽，讓大家一同參與這個慶典。在

此，祝賀純陽小學生日快樂，桃李滿天下，燦爛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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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班鄺子謙家長

不知不覺囝囝今年六年級，回想過去，

這些年我們這一家充分感受到學校對我們

的關懷、耐性和愛心。學校裏，無論是校

工姨姨、叔叔、書記和老師等等，個個都

愛心爆棚。最重要的是，當老師們遇到情

況，均會先詢問其他同學，先了解件事，

才作出適當的罰或獎。

最後，我們十分高興可以成為純陽一

份子，囝囝在無壓力、愉快和開懷的學習

環境中成長。

5B 班謝承珈家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承珈今年已經五年級。

回想起一年級時，第一天開學日，他高興地跟著哥

哥上學的情況，好像是剛剛發生的事。

純陽是一所多元化的小學，可讓承珈參與英語

話劇組、足球班、單簧管等課外活動。承蒙老師的

厚愛，讓他在小一時當小司儀。在老師的悉心教導

下，剛六歲的他可以自信地站在台上說話，實在

難得。同時老師又選他為班長、圖書館管理員和

風紀，這能訓練他的責任心、自理和與人溝通的能

力，亦使他在家主動幫我做家務，還做得十分妥

當。多謝學校給予我兩個兒子有個舒適、開心的環

境學習。

今年是純陽小學廿五年校慶，在此衷心感謝梁

校長、黎副校及各位老師對學生的愛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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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班劉孝謙家長

記得我初次認識純陽小學，是由純陽的

棒球場開始，也是由棒球了解這所學校。

	在這五年裏，我非常感謝學校的老師和

社工們不時與我溝通，一直幫助孝謙提升他

的學習能力及自信心，讓我看着他一年比一

年進步。

	純陽小學為同學們舉辦了很多校內和校

外活動，接觸不同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學習

如何溝通；同時他在參加比賽的過程，學習

不放棄。我很感恩純陽的老師堅持，能按小

朋友的能力因材施教，讓孩子們在快樂中學

習。再次感謝各位老師對孩子們給予的愛心

及耐心！

家長心聲

4A 班孔梓朗 /6D 班孔梓軒家長

回想起大兒子梓軒，收到純陽取錄的那

天，心情又焦急又驚喜，這就是我們和純陽

緣份的開始。接着小兒子梓朗也加入這個大

家庭，順勢我也加入家教會當家長常委，為

學校出一分力。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大兒子也踏入小

學階段最後的一年，過去五年的點點滴滴，

現在想起來驚喜交集。

純陽是一所多元化的小學，有一個設施完善的校舍，令兩個兒子很投入並享受校園生

活。在老師悉心教導、鼓勵下，他們都有很大的進步。他們還積極參與校內比賽而獲得不

少獎項，令他們有很多創作空間發揮。身為家長，我可以享受不同的親子活動，好讓我們

能拉近與校長、老師們之間的連繫和距離，也好讓我可以享受與孩子一起歡聚的時光。希

望小兒子也能好好享受餘下三年的小學生活。

	最後我非常榮幸能見證純陽小學 25 週年校慶。在校長的帶領下，學校的發展和教育

方面不斷改善和提升，好讓小朋友有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很幸運兩個兒子能入讀這所優

秀的學校，感謝學校的教導，好讓孩子遵循校訓「明道立德」，以這種精神去做人。很感

激校長、老師們、工友等，你們把學校管理得很好，在循循善誘的教導下令學生快樂成長。

最後謹祝學校桃李滿天下，英才遍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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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班駱巧賢家長

我記得當年剛剛搬到馬鞍山時，第一

次經過純陽小學時印象十分深刻。香港

這個人多擠迫的地方，為什麼會有一所

學校擁有如此廣闊的棒球場，又有農莊

和種滿果樹的園林？除此之外，我看見

一群小朋友在打棒球，我即時一問：這

是一所國際學校嗎？後來得知原來是一

間本地主流小學，我心想太好了！如果

小朋友能在這校就讀，小朋友必然得到

一個愉快健康的學習環境。最終，小朋友被派到純陽小學，開始她的小學人生階段。在家

教會工作期間，我接觸了很多老師和小朋友，令我感到老師和同學，都是十分純真。學校

內，每一位小朋友的臉上都充滿童真純潔的笑臉，就是這些笑臉，同學才有一個健康成長

的環境。我沒有追求什麼名校的意欲，我只珍惜陽光純真的小學環境，純陽絕對是最好的

選擇。

4C 班彭城輝家長

記得 2018 年 8 月初次來到純陽小學便喜歡上這裡面

朝大海，春暖花開，當時我就想：「如果我的孩子在這樣

的環境下學習該多幸運、多快樂！」

如今他在純陽四年了，每天早晨都是帶着熱情洋溢的

笑臉進入學校。放學後，他會主動和家人分享在學校的充

實學習生活。

謝謝純陽老師們的悉心教導，讓他懂得包容與讚揚；

謝謝老師們的關心鼓勵，讓他學會了愛與堅持。

純陽，祝您廿五週年銀禧校慶快樂，希望您充滿自信

與實力，蕩起勤奮多思的小舟，揚起理想的風帆前行，直

掛雲帆濟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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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4D 班李嘉偉家長

轉眼間孩子上四年級了，他從一個天真、

調皮的小男孩蛻變成一個誠實、懂得感恩和

有責任心的孩子，這都離不開純陽小學給予

孩子的引導和教育。

	學校良好的教學理念、豐富的多元智能

課、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以及家校共育的發

展形式等，讓我體會到純陽小學的教育是在

真正培育孩子，重視學習，讓孩子在快樂中

學習和成長。

	我很欣慰孩子不僅在學業成績上穩步提

升，品行方面亦有進步，孩子在家經常主動

幫助我做家務，又懂得感恩，是個孝順的孩子。他能訂下明確的目標，運用正確的方法學

習和態度，這也是老師們言傳身教的結果。

	感恩學校全方位的培育，感謝老師們默默付出。希望純陽小學越來越好，成就明日精

英，培育世界人才。

3C 班范諄雅家長

升小學前，想為諄雅選一所開心快樂的學校。

開學後，每天上學放學，都見到校長和副校長親

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老師溫暖的微笑，還有同學

們天真的笑容，整所純陽小學都彌漫着溫馨的感

覺。兩年來，諄雅都哼着歌兒愉快地上學。疫情

停課期間，老師不但關心同學的學業，還擔心他

們的身心發展，更加照顧到家長的各種需求！這

份愛延續至諄雅妹妹，她嚷着要到純陽上學呢！

祝願純陽能培育出更多純真快樂的小孩，將來能

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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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班林芷桐 /3B 林子喬家長

相信每位家長都曾為子女安排入讀哪所小學而苦惱吧？

我也不例外。所以每逢我家附近有小學舉辦開放日或簡介會

時，我都盡量參加，了解一下。

純陽小學最吸引我的地方有三大點 :1. 校舍大	2. 離家近	

3. 親切的校長及老師。

學校的棒球場對我兩位好動的孩子有超強的吸引力。每

次經過見到棒球隊的哥哥姐姐們在練習時都無比羨慕，開放

日試玩過棒球後，她們已表示要入讀純陽。

純陽離我們家很近，約十分鐘步程的距離，很合我的心

意。因為我小時候花很長時間坐巴士跨區上學，所以我很喜

歡離家較近的學校，節省不少交通的時間，讓小朋友可參與更多不同的課外活動，對她們

的成長也有幫助。

當初出席，選校時當我向梁校長查詢時，梁校長詳細地解答我的問題，還向我介紹不

同的主任老師，令我問學校種種的一切選讀純陽打了一支強心針。

入讀純陽後更加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老師們都很有愛心，也很有耐性，支援也很

到位。很喜歡學校有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更喜歡課前的晨操 ( 遺憾因疫情暫時取消了 )

真的很貼心。

這兩年因為疫情，回校上課變得不容易，2020 年基本上都是在家網課，對老師們、

家長們以及學生們都是挑戰。尤其初小的同學未領會到實體課的常規，就要專注學習上網

課，不論學習、考試和交功課都是挑戰，但是我相信這樣的經歷也促進了學校與家長們的

連繫。

欣賞學校迅速的課堂調整和安排，感激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和付出，不惜犧牲私人時

間為孩子們補課，不只是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很感動，這更加証明了為孩子們選了純陽是

正確的決定。

P.S.	特別鳴謝曾經教過芷桐、子喬的各位老師，就算升級了，換了班主任，也還在關

心他們，衷心感謝！

2C 班黃佳怡家長

我在這裏衷心感謝學校校長、老師悉心的教導，每位職員態度親切，盡責照顧每一位

學生，讓他們在歡樂的學習環境下成長。很欣賞學校對學生的培育，除了提供多元化的活

動，也對學生學業上有要求，會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老師們熱心

教育，不但對學生包容，亦很關心家長的需求。我很感謝學校對我的子女的悉心栽培，謝

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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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1A 班鄭汶澤家長

尊敬的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老師們：

	經過了一段時間，我兒鄭汶澤入讀		貴校後，有出色的表現，在此我深深感謝 1A 班

班主任韓老師及各科老師細心、耐心的教導。

心中有很多感謝的話不知從何說起，千言萬語化做一句：祝學校越辦越好，更上一層

樓。

	衷心的謝謝老師，您們辛苦了！

1A 班林日朗家長

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首先，非常感謝純陽這大家庭，在短短一個

多月的校園生活，小兒過得非常快樂和投入。小兒每天都會跟爸媽分享在校的經歷，亦非

常主動學習。看着他從幼稚園升上小一，慢慢摸索，由被動、內斂的小男孩，到今天主動

舉手回答老師提問、與同學互動，這一點點簡單的舉動和改變，已令爸媽很放心！感謝學

校眾老師的付出和教導，讓小兒很快適應小一生活！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可以看到孩子

有更大的進步和享受校園生活！謝謝！

2B 班王子君家長

非常榮幸能夠陪伴學校一起渡過廿五週年銀禧校慶，希望

學校帶領學生走向更好的未來，令學生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希望學校能舉辦更多不同活動，讓學生或親子參與。由於

疫情關係，小朋友已經一段時間未能參與課外活動，希望未來

透過不同活動，增進師生及親子關係。

	最後，祝校長、各位老師、各位校工姨姨、叔叔身心安康、

工作愉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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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陳梓澄家長

我大兒子陳浩賢在 2011 年小學派

位中獲派第一志願純陽小學。往後的六

年裏，在各科老師的教導下，無論在學

科上或在棒球方面也得到很滿意的成

績，他亦連續 4年得到飛躍進步獎，令

他往後做任何事像打了強心針一樣，都

充滿了自信心！如今他在棒球港隊中獲

取得佳績，全因在純陽棒球課時遇到一

位好教練 - 吳 sir，能幫助他衝出香港，

繼續發展棒球運動。

而我次囡陳梓澄現在校升小六了，

雖然她的學科成績平平，但純陽小學有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學校聘請到來的課外活動的導

師都是星級教練），她在小二時已加入醒獅隊，每年在全港學界舞獅比賽中亦得到好成績，

最近一年還得到小學組冠軍添呢！此外跟隨純陽教練參加校外舞獅分齡公開賽，同樣也得

到冠軍。在小學生活中的多姿多彩學習，學校讓她選擇到合適的課外活動，找到人生另一

個目標，所以非常感謝梁校長、黎副校、陳 sir、香港仔棒球會總教練（吳 sir）及夏國璋

龍獅團（歐陽師父）！

學生家長

廖女士

畢業生陳埈賢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兩個小朋友已經畢業了，不經不

覺認識純陽九年了，很感激亦很慶幸遇上一間很好的

學校，很好的校長，很多很好的老師，令兩個小朋友

在六年的小學生活中，過得多姿多采，能夠愉快地成

長。雖然不捨兩位小朋友小學畢業，但很慶幸多年來

一直可以參與學校義工服務，希望可以為學校及老師

出點力量，以答謝各位老師及校長，他們付出的無私

愛來教導小朋友。在此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的努力付

出及熱誠，可以令小朋友獲益良多，真是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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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本屆校友會主席

林施恩（2001 年畢業生，現職語言治療師）

純陽小學校友會自2015年 12月 12日成立以來，

一直秉承團結校友的信念，並得到歷屆校友的鼎力支

持，更承蒙過去兩屆校友會幹事的付出，不斷舉辦各

類型的活動，藉以凝聚一群熱愛母校的校友聚首一

堂。

我成為校友會幹事已經六年了，感恩自校友會成

立以來，參與的校友人數一直每年上升。來到第三屆，

我有幸成為校友會主席，定必貫徹成立宗旨，團結校

友，回饋母校，發揚學校的文化和理念，貢獻社會。

為了迎接母校邁向廿六周年，我們將會舉辦一系

列活動，希望從中讓校友們回顧更多母校廿六年來的

發展和改變。未來，校友會仍需要繼續得到大家的支

持，讓我們一起互相扶持，一起成長，一起宣揚「明

道立德」的精神！

第二屆校友會主席

廖藝婕（2007 年畢業生，現職教育心理學家）

我是二零零七年畢業的廖藝婕，現職教育

心理學家。在純陽學習的六年時光，是我最珍

貴的回憶。老師的循循善誘，助我打好學習基

礎；即使畢業多年，他們依舊關心我們的近況，

令我更感溫暖。在小學裏認識的好友亦是純陽

給予我的珍貴禮物，我們至今仍會保持聯絡，

互相陪伴著對方成長。母校為我打開知識的大

門，亦讓我明瞭人情的可貴。轉眼間已畢業

十四年了，而母校亦已創立二十五周年，僅希

望藉著這次機會，向母校致以最衷心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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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明因（2008 年畢業生，現職小學老師）

大家好！我是魯明因，純陽小學 2008 年畢業的畢業生，現於小學

任職中文及音樂科教師。

時光荏苒，今年已是母校25	周年校慶了，當年在禮堂擔任小司儀、

表演粵劇、活動巡遊等等的經歷仍歷歷在目，亦成了我珍藏至今的寶

貴經驗。當時有哪所學校能有棒球、粵劇、智能機械人等活動？在純

陽小學就讀的六年間，母校及老師們從不間斷地培育我們、竭力創造

不同的學習機會，讓我從小便能接觸不同的活動，培養各種興趣，發

展個人潛能。不只在學科知識，母校對於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亦非常

重視，從未忽視學生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延至今天，母校更早已前瞻

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到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回來探望學弟學妹時，他們自信的笑容，高舉的雙手，仍似

當初的我們，無需言語，我已能感受到他們的活力和朝氣。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一雙雙

發亮的小眼睛將會造福社區，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創新的思維和能量。

純陽小學，生日快樂！

感謝您成就了今天的我！

黃榮生 (2007 年畢業生，現職本校老師）

再次踏進純陽小學校園的感覺是既熟悉又新鮮。一張一張

熟悉的面孔，由以往師生的關係變成今天的同事關係，最初真

的有點不習慣。感恩的是他們對我仍然關懷備至，令我很快便

再次投入純陽小學的大家庭。

作為教師，見證小孩子成長、進步及改變是一件很愉快的

事情。短短兩年多的工作時間，我已經歷了很多事情，特別是

這兩年，我初嘗訓導主任一職，令我有更多機會與學生接觸，了解他們的背景和需要。小

孩就如一張白紙，想法既單純和天真，很多事情也要靠老師的教導和提醒。希望我的經驗

和分享能對純陽小學的師弟師妹有幫助，讓他們茁壯成長。

吳昀陵（2009 年畢業生，現職本校老師）

我猶記得初踏入純陽小學時，棒球場、操場上那些雀躍的身影，

讓我十分憧憬。感謝校長讓我入讀學校的機會，讓我可以快樂及健康

地成長。如今的我，以人師的身份，終於重回這片栽培我的土地；還

有幸參予音樂劇《拯救火星大行動》中負責佈景的工作，令我獲益良

多。作為純陽孩子，我衷心祝願這位「母親」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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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5B 班學生  梁凱儀

我很慶幸我加入了純陽這個大家庭。校長、老師們都悉心地教導我們。適逢二十五週

年銀禧校慶，學校舉辦了很多活動讓我們參加。我慶幸被老師挑選參加校慶的舞蹈表演，

我很開心能成為表演的一份子。另外，我也參加了二十五周年銀禧蛋糕設計比賽，我和媽

媽用了幾天的時間設計一個精美的蛋糕，我還奪得了優異獎。我希望把這份心意送給學

校，希望純陽小學一直傳承下去。

5D 班學生  黎浩霆

在純陽小學五年了，我每天都認真上課，開心玩耍。校長的慈祥，老師們的關愛，同

學們的互愛互助，一切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裏。適逢今年是純陽小學廿五週年校慶，

我們都很期待，很雀躍。祝願純陽小學越辦越好，培育更多小幼苗。最後，我亦感謝學校

五年來的照料和付出，令我成為純陽一分子，真是我的光榮。我亦希望日後能成為出色的

人，不負純陽所望。

5F 班學生  卓泇喬

我很開心在純陽這個大家庭成長，在老師悉心教導下，令我獲益良多。老師對我們無

微不至的關懷，令我感到溫暖。我真的很感恩學校給我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

6A 班學生：何泊斳

恭喜純陽小學二十五週年生日快樂！眨眼間，我已經升上六年級，我十分榮幸能夠成

為純陽小學的一份子，在純陽小學這個大家庭的最後一年，能陪着她度過廿五週年校慶，

真是十分幸運！我愛純陽小學，在這裏，我慶幸認識了不少老師和朋友，他們都很照顧我。

最後，再次祝純陽小學廿五週年生日快樂！

6B 班學生：黃俊杰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的六年小學生活快要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而母校也將迎接

二十五週年銀禧校慶，我謹向母校致以最摯誠的祝福和衷心的感謝。

	老師，謝謝您！是您不辭勞苦、耐心地教導我們。

	母校，謝謝您！是您孕育我們成長，使我們有勇氣面對前路的險阻。

	祝福純陽小學桃李天下，芬芳滿園！

6D 班學生  吳貝珈

我還記得不久前，媽媽和我在台下欣賞哥哥表演話劇，大家一同歡呼叫喊「純陽生日

快樂」的快樂情景。原來不經不覺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今年十二月，我們將迎來純陽小學廿五週年銀禧校慶，為慶祝校慶這大日子，老師們

不辭勞苦地設計了很多慶祝活動，其中一項是音樂劇，我很開心能成為這表演的其中一份

子，為表心意，我承諾會認真、努力練習作出好表現。隨著日子一直在倒數，真是既興奮

又期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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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班學生  陳奕恆

今年是學校 25 週年銀禧校慶，我感到十分開心。學校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其中

三年級的學生在視藝科設計生日帽，我有幸參與，真的很開心 !

3D 班學生  王鋕揚

今年是我在純陽小學的第三年，很榮幸見證學校的廿五週年銀禧校慶。我衷心感謝老

師們一直對我的教導。

3E 班學生  陳梓澄

我祝學校二十五週年生日快樂！謝謝學校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給我學習，也謝謝老師

和校長的教導。

4B 班學生  黃靖翹

我今年在純陽小學已踏入第四年了，在這四年裏，我認識了很多老師和同學，還學懂

很多書本上的知識，和待人接物的技巧，例如：待人有禮、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和愛護弟

妹。我真的十分高興可以在純陽小學讀書。

4C 班學生  梁珈盈

我喜歡純陽小學、同學和老師，他們是唯一見到我們從不懂事到成熟處事的人。老師，

可教導我知識；同學，可讓我向他傾訴；純陽小學，可守護我們。

我喜歡純陽小學！

廿五週年快樂！

4D 班學生  李嘉偉

純陽小學陪伴我快四年了，我覺得學校環境優美，設施齊全。老師知識淵博，認真負

責；同學友善親人，樂於助人，讓我每天沉浸在快樂之中。希望純陽小學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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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1A 班學生  李梓彤

今年是我第一年入讀純陽小學，我很高興學校二十五歲生日了，祝學校生日快樂。我

希望在這裏可以學到更多知識，和同學開心地上學。

1B 班學生 吳芷妍

祝純陽小學越來越好，您是一朵微笑的花，在四季裏開放，永不凋謝，廿五週年快快

樂樂。

1E 班學生  蕭亦駿

今年是我第一年入讀純陽小學，我很愛學校，因為校舍既大又舒適，老師很友善和關

愛我們，令我愉快地學習。另外，學校的課外活動多元化，我會踴躍參加，這真是一所理

想的學校。

2A 班學生  彭薪宇

我很高興與大家一起見證純陽小學廿五週年銀禧校慶。多謝老師、校長及所有付出的

人，願我們一起健康、快樂地成長。

2D 班學生  劉念鸉

純陽小學是學習的好地方，我能成為純陽一份子真令我感到光榮，祝純陽小學未來更

成功、生日快樂 ! 老師們身體健康 !

2E 班學生  楊珀言

我在純陽小學已經踏入第二年，真的很開心在這裏上學。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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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跨學科學習——境外交流
為拓寬學生視野，豐富學習經歷，學校每年都會舉辦交流團，讓同學認識不同地方的

文化。部分交流團更進行了探訪當地小學活動，讓同學參與課堂活動，與當地同學們互相

切磋及交流，氣氛相當融洽。純小的同學在活動中，更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呢！

07-08 年度北京歷史文化交流團

12-13 年度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團

08-09 年度廈門歷史文化交流團

13-14 年度台灣環保交流團

11-12 年度新加坡文化交流團

14-15 年度韓國科技及環保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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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年度台中文化生態交流團 16-17 年度沖繩文化生態交流團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境外交流

17-18 年度韓國首爾科技交流團

18-19 年度上海文化交流團 19-20 年度澳門文化交流團

17-18 年度姊妹學校

締結十周年北京首都歡樂遊18-19 年度澳洲悉尼文化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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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製作感謝卡
學生給父母送上愛的鼓勵

學生感謝老師的教導

感謝媽媽陪伴我成長 !	

媽媽，我愛您 !

送給爸媽一張感恩卡，多謝你們的照顧！

父母欣賞同學們感恩的心為答謝父母，我們一起誦讀《弟子規——入則孝》。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小一百日宴
小一學生順利完成小一階段的學習歷程，他們從中學會努力學習，投入校園生活，孝

順父母。為感謝父母，校方每年都會舉行「小一百日宴」，讓同學奉茶給家長，並誦讀《弟

子規》、獻唱感恩歌曲、送上感恩卡等，以答謝父母的劬勞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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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跨學科學習——小農夫計劃
每一個學年，學校都會為一年級同學舉行跨科小農夫活動，透過農莊義工姨姨的介紹，

學生不但能欣賞到有機農莊內不同的植物，更學習翻土、播種、澆水，作一個真實的小農夫。

課後，學生更可品嚐從田裏拔出來的蘿蔔，大家都稱讚蘿蔔又香又甜呢！此外，校方每年

也會招待不同的幼稚園學生來學習做小農夫，小朋友都樂在其中。

我們嗅到葉子的香味了。

原來有些肥料是

用花生製造出來。
農莊的公公為我們示範如何使用鋤頭。

我們小心翼翼地澆水，

希望植物快高長大。

梁美玲校長跟我們一起分享

又香又甜的蘿蔔。	

你看 ! 這是我們拔出來的蘿蔔多大啊！	

校方每年都會招待不同的幼稚園學生到校參與小農夫活動。

義工姨姨正細心地教導幼稚園同學做

個小農夫。

義工姨姨說這種植物叫「羽

衣甘蘭」，是十分有益的。

我們認識了很多植物，真有趣 !

130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關愛社區 (2018-2019 年度）

學校經常安排同學進行不同的「服務學習」，以「關愛社群」為主題，將中文、英文、

常識、音樂、體育、視藝、資訊科技等學科知識連繫，同學藉探訪聽障學校、特殊學校、

老人中心等，籌劃不同的表演，結合各科學習領域，提昇彼此合作、互相溝通及解決困難

等能力。同學均認真參與各活動，把愛心及關懷分享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是十分難得的

經驗。

1) 共融社區，和諧共處

學校參與「樂施會童創 100 公平

社區考察活動」，同學透過探訪

北角、天水圍社區，認識香港貧

窮情況，思考個人如何回應香港

貧窮問題。此外，學生到訪元朗

區，認識香港少數族裔的貧窮問

題，了解他們在港的生活情況。

2) 關心長者，送贈溫暖

同學在區內探訪長者，為他們

送上賀年禮物包及掛飾，把滿

滿的祝福送與長者

3) 學習包容，探訪聽障學校

4) 無分你我，與特殊學校同學齊學習

同學在天水圍的天光墟市集內，

了解基層居民的生活狀況。

同學在農曆年前探訪本區

長者，並送上暖暖的祝福。

同學為「老友記」送上自製賀年掛飾，

逗得他們甜絲絲的。

同學努力用 30元為獨居長者

購買一天的餸菜，真有難度 !

大家手牽手，無分彼此。	同學表演手語歌《明日恩典》，也學懂了以手語跟聽障同學溝通。

特殊學校同學到訪，與本校同學一起打棒球。探訪特殊學校學生，一同上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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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 3 月 20 日香港教育大

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專

業顧問團帶領我們走訪礦村、

宗教建築及礦場遺址，了解歷

史，尋找鐵礦石。我們在海拔

240ML 的礦洞前留影。

2)	2019 年 9 月 20 日舉行「校本生命教育啟動禮暨礦

山主題講座」。鞍山探索館館長陳子恆先生、何榮

漢博士與梁校長、家教會及

師生代表一同主持「我愛馬

鞍山」啟動禮亮燈儀式。

3)	學生學習 STEM 課程 -「以磁

力選礦」。

4)	2019 年 10 月

28 日舉行全

體教師專業發

展日，參觀鞍

山探索館及進

行戶外考察。

5)	2020 年 1 月 13-14 日全方位戶外學習周，五年級學生到鞍

山探索館進行礦工學堂體驗日營。學生完成坑道員工作崗位

名牌，做個堅毅的小礦工。學生親歷體驗採鐵步驟、過程及

方法，全程十分認真啊 !

6)	學生嘗試拿鐵礦石對比

一般石頭，原來鐵礦

石重很多呢 !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堅毅 (2019-2020 年度）

純陽小學座落於馬鞍山，為加強學生更深入認識馬鞍山，因此我們以「探索鞍山•搭

建生命」為主題，讓學生積極參加鞍山礦工學堂體驗日營、小小導賞員培訓課程、學習

STEM課程-「以磁力選礦的應用技巧」，從中學習礦工堅毅的精神，將來長大後回饋社會。

探索鞍山•搭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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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頭村實地考察，親身體會大自然。

於課室分組製作濕地生態模型。

於禮堂進行濕地生態專題匯報。

校方為學生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堅毅的精神。於 2020 年 1月 13-14 日，

六年級同學由教授、老師帶領下，到馬鞍山井頭村進行濕地考察，讓同學親身觸摸濕地的

動植物，如 : 水筆仔、彈塗魚等，深入認識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教授及老師的教

學下，同學能說出人類活動對濕地的影響及原因。最後，同學能列舉致力保護生態濕地的

方法，並能養成愛護生態環境的態度。

「探索鞍山•搭建生命」井頭村濕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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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跨學科學習——感恩 (2020-2021 年度）

在2020-2021的學年，純陽小學的正向主題為感恩，因此學校分別舉辦了感恩周活動、

母親節感恩活動和父親節感恩活動，希望同學們能感謝父母、老師和身邊的人。在課程上，

各科亦有配合感恩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感恩周跨學科活動

母親節跨學科活動—感恩

父親節跨學科活動—感恩

頒發感恩之星 ( 德育組 )

學生以英文詩歌製作感恩樹

Thankful	Tree	( 英文科 )

學生製作精美心意卡

( 視藝科 )

齊唱感恩歌 ( 音樂科 )

學生贈送感恩卡予校長和老師

( 生命教育科 )

中文寫作《給媽媽的信》

( 中文科 )

P.1 心情相框 P.2 花手環 P.3 相架 P.4 泡泡膠燈

學生製作裇衫造型的心意卡 ( 生命教育課 ) 學生專心觀看《父親節的起源》短片

P.5 小夜燈 P.6 皮革 DIY

齊唱感恩歌

( 音樂科 )

學生製作精美心意卡 ( 視藝科 )

學生贈送感恩卡予工友叔叔

母親節whatsapp	sticker

設計比賽 ( 電腦科 )

( 視覺藝術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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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跨學科學習——仁愛滿純陽 (2021-2022 年度）

本年度正向教育主題是「仁愛」，本校特別在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定為「仁愛週」，

期望學生能夠透過參與不同的主題活動培養一顆同理心、寬宏待人及關心身邊一切人和

事。

過去兩年的疫情導致很多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為了讓學生學習關懷社會有需要的人

士。本校在仁愛週舉辦了「食物銀行捐贈活動」，發動全校師生及家長收集糧食(如：白米、

罐頭、粉麵及麥片 ) 和食物券，捐贈給社區食物銀行。

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是一所智障人士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由於山莊院友部分是

嚴重肢體殘障人士，終日臥床，皮膚容易出現敏感情況，需要大量凡士林幫助護理敏感部

份及傷口。因此，本校在食物銀行捐贈活動時亦收集凡士林以捐贈予怡欣山莊院友。此外，

一至三年級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禪繞畫填色活動，作品製作成一幅大畫作，送贈給「怡欣山

莊」全體職員，感謝他們每天辛勞地照顧宿舍內的智障人士。

講員柳冕先生正在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學生在欣賞《媽媽的神奇小子》電影後，

與分享嘉賓合照

本校亦把 11 月 16 日定為「仁愛日」，當天學生參與了一個名為「與輪同行」的生命

教育講座，講座邀請了一位肢體殘障人士到校分享他積極樂觀的奮鬥故事。除此之外，學

生也有機會到奧海城嘉禾 The	Sky 影院欣賞《媽媽的神奇小子》，一部講述香港殘奧徑賽

金牌得主蘇樺偉和媽媽倆母子奮鬥的事蹟。期望學生能透過以上活動認識和了解肢體殘障

人士的困難，培養他們一份尊重、包容和服侍他人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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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愛周，各學科亦配會「仁愛」主題舉辦了不少活動，以英文科為例，學生以

Compassion 和 Kindness 創作詩歌 (Acrostic	Poem)	。

欣賞電影後感想 (6B 趙紋溪 )

6A	Horriz	Ho 	6A	Minnie	Man

欣賞電影後感想 (6B 廖嘉灝 )

為響應支持改善地中海貧血病患者的健康與生活質素，及引發大眾了解及關注地中海

貧血症，本校在本年 11月 19 日參與全港「地貧基因紅衣日」。是次籌得的善款將用於資

助「地貧」病人購買除鐵機及除鐵針、資助有關「地貧」病人就業培訓項目。

本校是次籌款活動獲得超過 200 名師生支持，合共籌得 22	600 元港幣。

身處逆境，是否就要沮喪、

氣餒？香港人蘇樺偉一出生因黃

疸上腦而引致痙攣，但他的媽媽

沒有因此而拋棄他。一次在運動

場上，蘇樺偉被發掘出跑步的天

賦，成為了一名殘障運動員。在

一九九六年首次參加傷殘人士奧

運會，直至二零零四年，連續三

屆奪冠而回。雖然訓練過程十分

刻苦，但他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

面對，結果屢創佳績。這種積極

做人的態度以及對社會的貢獻，

足以使每一個健全的失敗者汗

顏！

欣賞電影後心聲 (6A	何泊斳 )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仁愛滿純陽 (2021-2022 年度）

136



本校中文科除了提高學生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外	，同時希

望透過不同活動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認識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另

外，教師善用電子資源，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練習，更不時在課堂加入遊戲元素，創造輕鬆、

愉快的學習氣氛。

同學看見肥大的白蘿蔔，真開心 !

同學用心聆聽家長義工講解種植時注意事項。

同學用心猜燈謎。

利用 Pickers 上課，增加中文課堂學習氣氛。看看我用心寫書法。

猜燈謎真有趣 !

教師利用 Pickers 設計問題，提升學習趣味。

同學參與道聯會書法比賽，大家認真地寫書法。

中文科
學 習 多 樂 趣學 習 多 樂 趣

( 一 ) 小農夫活動

小一同學到有機農莊參與種植活動，並利

用五感 ( 視聽嗅味觸 ) 進行寫作活動。

( 二 ) 中秋節猜燈謎活動

同學透過猜燈謎活動，認識中秋節的起源

及活動。

( 三 ) 道聯會書法比賽

每年參與道聯會舉辦的書法比賽，以弘揚

中國文化。

( 四 ) 電子學習活動

中文科與時並進，利用不同的軟件程式進

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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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Drama Club

Our	Drama	Club	has	honoured	many	awards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includ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s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P.2 Buddy Reading Scheme

P.4 Mini Drama

Drama:	The	Wizard	of	Oz

In	this	P.2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Mr.	

Brousseau	is	conducting	a	whole-class	reading	

for	students.

In	this	P.4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students	are	performing	the	

story	'The	Three	Billy	Goats	Gruff'.

We	want	to	go	home	back	to	Kansas.

Students	are	having	time	for	shared	

reading	in	class.

Students	make	their	masks	and	props	

by	themselves.	How	creative	they	are!

Morning	Storytelling	Time

Morning	Assembly

Parents'	Day The	School	Picnic

Tin	Man:	I	want	a	heart!

P.2	students	are	acting	as	

reading	buddies	to	P.1	students.

Students	have	a	fun	time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ini	dramas.	They	definitely	enjoy	it!

Our NET and ELTA
Mr.	Brousseau	(NET)	and	Ms.	Tara	(ELTA)	always	play	games	and	tell	stories	 in	special	occasions.	

Students	love	the	games	and	enjoy	the	fun	time	spend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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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Sign Tour

P.2	students	enjoy	the	sign	

tour	very	much.

P.3 Making Banana Lollies

P.4 Shun Yeung SupermarketP.3 Shun Yeung Restaurant

This	lovely	student	gets	a	game	ticket	

by	talking	to	a	teacher	in	English.

In	English	lessons,	all	P.3	students	learn	what	recipes	are.	They	make	banana	lollies	by	

following	the	recipe	steps	from	the	storybook	'Kids'	Kitchen’!	

In	our	school,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English	activity	

called	'Shun	Yeung	Supermarket'.	P.4	students	can	

do	role	plays	and	apply	their	knowledge	learnt	during	

lessons	into	daily	lives.	

Our	school	has	another	fun	English	activity	called	'Shun	

Yeung	Restaurant'	for	the	P.3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y	

can	order	food	in	the	restaurant	using	'May	I	have…?'.	

While	walking	around	the	park,	they	read	the	signs	with	Principal	Leung,	Mr.	

Brousseau	and	the	English	teachers.	They	definitely	enjoy	the	day!

Wow!	Mr.	Brousseau	takes	the	students	

to	Mining	History	Display	Area.	He	tells	

them	Ma	On	Shan	has	the	biggest	iron	

mine	in	Hong	Kong!	Amazing!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join	and	

help	in	the	group	games.	

Students	all	enjoy	the	fun	games	with	

Mr.	Brousseau,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schoolmates!	

Recess Activities – Mr. Brousseau and Ms. Tara's Corner
By	talking	to	Principal	Leung	and	teachers	 in	English,	students	can	get	a	game	ticket	to	play	 in	the	

English	Room	at	recess!	

P.2 A Visit to Ma On Shan Park
After	learning	about	signs	in	English	lessons,	P.2	students	visit	Ma	On	Shan	Park.	They	read	the	signs	

and	follow	the	rules	in	the	park.	They	ar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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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IT

Kahoot! Kings & Queens

Come	and	play	Kahoot!.	Students	have	to	answer	MC	questions	in	real	time	and	as	fast	as	they	can	with	iPads.	How	exciting!	

They	all	love	this	famous	e-learning	platform.	Can	you	be	the	winner?

‘Kahoot!	Kings	&	Queens’	is	a	post-

exam	activity	for	primary	3	students	

revising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a	fun	

and	motivating	way	with	the	well-known	

e-learning	platform,	‘Kahoot!’

Creating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English Showtime' of Campus TV

To	share	more	fun	ideas	with	all	the	schoolmates,	our	school	has	launched	a	very	special	platform,	English	Showtime.	Our	

students	can	have	more	English	performances	on	Campus	TV	during	the	lunchtime	broadcasts	every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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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數學科一向舉辦多元化活動，藉以提升同學學習的興趣和能力。

數學科善用校園環境，營造全校自主學習的氣氛。例如：估量活動─數橙子、數芒果、

量大冬瓜等，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樂趣，學懂感恩及分享成果。運用 iPad 進行各類活動，

例如：學習方向，數學遊踪等。此外，為加強培養學生的心算能力，數學科在聯課活動時

間舉辦「數學急口令比賽」，讓學生在限時內比拼急口令，比賽過程緊張刺激。每月的「級

級升比賽」和年終「級級升狀元賽」培養學生積極、勇敢地面對困難及嘗試接受挑戰。

「數學急口令比賽」

五年級同學使用 iPad 指

南針找出尋寶的路線。 量距離 ( 使用滾輪 )

同學利用捲尺量度棒球場本疊的周界

計算容量 ( 使用量杯 )

同學估量棒球的重量

量距離 ( 使用捲尺 )

估量大冬瓜重量

估算橙子數量「級級升狀元賽」

( 一 ) 校內比賽

加強培養學生的心算能力

( 三 ) 量度活動

( 二 ) 自主學習

善用校園良好環境，營造數學自主學習，提升學

生學習數學的樂趣，學懂感恩及分享成果。

培養學生積極、勇敢地面對困難及嘗試

接受挑戰。

遊踪活動的學習範疇包括：數量、距離、重量、容量、

時間、周界、面積、體積及容積，並實踐學習使用合

適的量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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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同學到大埔海濱公園認識公園設施、動物

及植物，同學在研習任務中設計理想公園。

三年級同學參觀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源中心後，分組

計算食物卡路里，設計健康飲食餐單。

五年級同學參觀鞍山探索館，認識昔日礦石場的運

作，在延伸任務中，同學製作一輛行駛順暢的迷你

電動礦斗車。

二年級同學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認識香港昔日

玩具及兒童遊戲，同學分組自創玩具，發揮創意

及合作精神。

四年級同學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認識氣侯暖化問

題，同學及後製作天台屋模型並進行隔熱效能測試。

六年級同學參觀井頭村濕地，認識濕地的環

境特徵及各種濕地動植物後，學生動手製作

濕地立體模型作品。

常識科

常識科於一至六年級進行專題研習，通過研習工作坊、戶外考察等，同學親身體驗，

搜集資料，匯報成果等，培養學生共通能力。以探究模式學習，建立學生自我建構知識的

習慣。

1. 參觀大埔海濱公園 -- 設計理想公園

3. 參觀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 設計健康飲食餐單

5. 參觀鞍山探索館 -- 製作電動礦斗車

2.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 設計玩具

4. 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 製作隔熱裝置

6. 參觀井頭村濕地 / 濕地公園
    -- 製作濕地立體模型

專題研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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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6 STEAM 科技模型製作活動
本校積極發展 STEAM 教育，小一至小六同學在試後活動時間進行 STEAM 科技模型製

作活動，藉著手腦並用的探究活動，培養同學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透過改良製成品，提

升同學的創造力及解難能力。

一年級主題：自製結他

透過設計及製作結他，體驗結他發聲的原理，

並發揮創意，自製小型樂器。

三年級主題：家務助理機械人

利用能量轉換的原理，設計和製作一個可自動

行走的家務助理機械人。

五年級主題：立體影像投射器

運用光的特性，以簡單的物料製作一個能把平

面影像變成立體影像的投射器。

二年級主題：衣夾籃球發射器

利用能量轉換的原理，設計和製作一個考驗力

度和眼界的衣夾籃球發射器。

四年級主題：降落傘

應用空氣阻力的科學原理，利用線、紙杯和正

方形膠枱布，設計一個有效的降落傘。

六年級主題：自製太陽能車

利用老師提供的組件，接駁閉合電路，並組裝

一輛用太陽能推動的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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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課
本校在一至四年級特設生活技能課，讓學生學會基本的生活技能，加強學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同時讓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小一摺衣服

小三摺雨傘

小三生活自理營

小二綁鞋帶

小四縫鈕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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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後感

可持續發展 - 魚菜共生系統

2021 年 3 月份本校增設

了小型魚菜共生系統，藉著透

過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讓同

學認識及了解魚類和植物之間

有著相互關係，明白資源永續

利用的理念。

2021 年 4 月至 5 月，四年級同學參與「魚菜共生」工作坊，導師為同學講解基本魚菜

共生理論及介紹水耕種植，課堂中也加入小實驗，培養同學的探究能力。

同學把種子放在土壤裏，另一邊箱把種子放在棉花內，測試哪種

發芽的方法較佳。

工作坊中包括蔬菜收成及魚類餵養

教學，同學樂在共中。

生菜長得非常茂盛，同學們細心

觀察白菜生長情況。

校長和同學們分享收成的喜悅。 老師們一同收割，收獲豐富 !

4E	朱文信：我學會了如何用水耕

種植的方法種出通菜。在種植過

程中，我知道種植植物要有耐性

和要珍惜食物，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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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裝置

2020 年 3月，本校成功申請機電工

程署「採電學社」計劃，在天台位置安

裝總發電量約為 10 千瓦的太陽能光伏

系統，提供可持續及潔淨的再生能源。

為讓同學了解本校太陽能板的運作，在

課程方面，滲入太陽能教學於高年級常

識科增潤課程中。

地下大堂的電視屏幕顯示太陽能系統發電資訊。太

陽能發電系統在 2021 年 4 月 9 日正式運作，截至

2021 年 10 月份上網電價收入為三萬六千多元。

同學們專心聆聽老師介紹

太陽能板的運作原理

同學利用 I-pad 觀看本校

太陽能板發電量

小四 STEAM拔尖課堂，同學學會太陽能發電原理

並自製太陽能風扇

小六同學製作太陽能車，別出心裁，

想法子令自己的太陽能車行駛得最快

可持續發展 - 太陽能發電裝置
在 2020-2021 年度，學校增設了兩項環保設施，分別是在七樓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

裝置及在地下添置魚菜共生系統，藉著推展可持續發展的校園環境，喚起同學對環保的關

注，也讓同學體驗環保科技，培養同學創新思維及學會愛護自然環境，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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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本校一至六年級每週有 1.5 節普通話課，學生從小一開始學習漢語拼音，在各級螺旋

複習，循序漸進地掌握整套拼音系統。課堂以生活化的活動教學為主導，培養學生有基本

運用普通話與人溝通的能力，並加插歌曲、詩歌及話劇等教材，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經過老師悉心訓練，本校的普通話集誦隊於第 69屆校際朗誦節取得季軍的佳績。

老師、同學們粉墨登

場，善用校園電視台

拍攝普通話短片，推

廣普通話。 同學們走出課室，利用「自學牆」

進行電子學習。

同學們踴躍參與推普活動，正確唸出工作紙上的詞語，還能獲得獎印一個，同學們都笑得合不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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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課程加入社區元素，利用社區資源，到馬鞍山公園進行戶外寫生，使學生

體驗寫生樂趣。在校本電子視藝課堂，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創作和學習攝影操作，也會

用 iPad 程式欣賞畫家的作品。學生每年於藝術家課程中，欣賞不同藝術家的作品和他們

的故事。除了基本課堂的學習，我們還會配合其他的活動 ( 參觀展覽、比賽 )、服務 ( 視

藝大使，藝術之星)等，豐富學生對視覺藝術科的經驗。視藝課堂設有「小小陶藝家」活動，

每年上 4節陶藝課，培養學生製作陶藝的興趣。

一至六年級學生享受寫生的樂趣。

冠軍 6C劉梓軒 亞軍 1A林日朗 季軍 3D吳晞嘉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學習

放射線條及圖案設計。

戶外寫生 電子視藝課堂

校園視藝大使和藝術之星

親子花燈設計比賽

< 青花瓷碟 > 作品於

恆安港鐵站社區畫廊展出

賽馬會 同心創世界紀錄

最大規模的摺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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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王天仁先生到訪校園，進行課室學習活動，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

六年級學生為母校送上這份非常有心意的禮物並慶賀學校銀禧校慶。

繪畫禪繞畫令學生放鬆而又專注。

「M+ 敢探號 2021」藝術家課室學習活動

六年級同學製作 3D 立體壁畫

禪繞畫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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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音樂科致力推動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並欣賞音樂世界。音樂科過

往的活動分別有粵劇藝術教育工作坊、香港聯校音樂大賽、全校詠唱抗疫歌曲《與你同

行》、班際音樂會暨頌親恩、頌師恩及感恩MV拍攝活動。

近年，本校參與由香港八和會館舉行的「粵劇藝術及品德情意教育工作坊」。工作坊

內容包括粵劇基本知識講解及示範、邀請同學上台試演粵劇、欣賞面譜化妝及折子戲演出，

以及參與粵曲齊齊唱等有趣互動環節，讓同學們對粵劇藝術有另一番體驗。

在 20-21 年度香港聯校音樂大賽中，純陽小學共有 9 位三至六年級聲樂組學生參加小

學聲樂獨唱初級組，榮獲 4 金 5 銀佳績。另有 4 位木笛組同學參加小學木笛個人比賽，榮

獲 1金 2銀 1銅的獎項。

學生欣賞折子戲表演

5A陳樂遙 - 金獎 ( 曲目：友誼萬歲 )

校長和一眾老師用心錄製音樂

學生於台上參與有趣的互動環節

老師們合力創作抗疫歌曲

停課期間，純陽小學校長、副校、一眾老師、家長和學生合力唱出學校自創歌曲《與

你同行》，希望透過歌聲感謝醫護人員無私的付出，亦欣喜各界人士守望相助，你我齊心

抗疫，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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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音樂會暨頌親恩、頌師恩 (20-21)
每年一度的班際音樂會暨頌親恩活動每年會在母親節前舉行，各班經過數月的排練，

同學在表現都顯得十分投入。校內多元化的音樂校隊亦有參與演出 ,	如歌詠組、聲樂組、

中國鼓、小提琴等，展現學生多姿多彩的音樂校園生活。

感恩 MV《芬芳滿路》
為慶祝純陽小學 25 週年校慶，鄺淑禎主任及區志遠主任特意創作感恩歌曲《芬芳滿

路》，並邀請校友陳詠豪創立的美斯音樂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拍攝歌曲 MV。內容為透過學生

美妙的歌聲，感謝純陽小學校長、老師一直以來的愛護和栽培，使他們茁壯成長。老師細

心的教導，讓學生獲得豐富知識及認識做人處世的道理。最後，師生們祝願學校蓬勃發展，

邁向更美好的 26週年。

中國鼓隊合奏《吐氣揚眉》表演氣勢十足

校長和老師進行感恩歌曲詠唱練習

同學們在校園電視台準備錄製感恩歌曲

校長與學生進行感恩MV拍攝活動

校長、老師和美斯音樂集團有限公司團隊大合照

各班施展渾身解數，分享美妙的音樂

校長、老師和小四學生於禮堂進行 SYPS 砌字活動及

錄製感恩MV《芬芳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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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科 
資訊科技科除了教授學生基本的電腦知識和操作外，隨著社會瞬息萬變，已經發展一

套靈活的校本課程，因應未來的需要而更新教學內容。

近年配合學校推行 STEAM 教學計劃，本科加入了編程課程，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計算

思維，讓他們能應付未來的新挑戰。為了讓學生能夠掌握抽象的編程概念，本科從初小開

始就教授學生較簡單的Bee-Bot 及 Scratch	Jr.，內容由淺入深，同時透過micro:bit、mBot

及 Dash	&	Dot 等課程，使學生循序漸進地掌握編程技巧。

除了正規課程外，學校亦特設興趣班，讓有興趣在編程方面繼續發展的學生參加，在

編程方面具潛質的學生，更會被挑選參加老師特別設計的資優活動。

課後興趣班及拔尖課程，讓學生能夠獲得更多不同程式的知識和技能

透過micro:bit、mBot 及 Dash	&	Dot，學生能更容易掌握編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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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本資訊科技科課本

本校學生在 2019 小學聯校 STEAM2.0

比賽中獲一等獎

本校學生在沙田區小學AR閱書報告比賽中得到

冠軍，同時兼得全場最受歡迎AR閱書報告獎

參加 AR閱書報告比賽的同學在分享

得獎作品及經驗

「母親節	WhatsApp	Sticker」親子設計比賽作品

學生走出課室，參觀

創科博覽，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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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本校圖書科以培養同學的閱讀興趣及自主學習作為發展項目。同學們於圖書課中學習

圖書科技能及知識、資訊素養及閱讀態度等範疇。圖書科科任亦會與同學共讀中、英文實

體圖書及電子圖書。此外，我們會舉辦各類型的校內校外的圖書活動，如「閱讀越開心獎

勵計劃」、「閱讀越開心小冊子封面及封底設計比賽」、「親子閱讀樂滿FUN嘉年華」、「海

洋公園閱讀嘉年華」、「班際故事聲演比賽」、「故事家長」、「親子繪本故事結局改寫比賽」

等。

	親子閱讀樂滿 FUN嘉年華

	海洋公園閱讀嘉年華

沙田閱讀嘉年華 - 活現書中人

班際故事聲演比賽

圖書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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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活動

親子繪本故事結局改編比賽

「小丑與科學，科學與閱讀」活動	 

資深閱讀專家菜姨姨講的故事活動

	故事家長計劃

	閱讀越開心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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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科 
本校著重推廣生命教育，除了配合成長列車的課程內容，亦自 2017-2018 年度開始參

加香港教育大學的「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派出本校老師進行培訓。2018-2019

年度，於二年級生命教育課推行「笑笑小世界」學習單元，期盼學生在當中學習認識情緒、

控制情緒，進而送給同學、老師、家人一個溫暖的微笑行動，給他人一點正能量，讓世界

每處都更快樂和開心。

2019-2020年度，本校試行教學單元主題《大自然之美-樹真好》，透過「觀察」、「發

現」、「探索」等主要的教學法，讓學生 :1) 透過觀察「生的奇妙 - 水筆仔」、「老 - 親近

百年堅毅的古樹」、「再生 - 再見相思樹」，引發學生對大自然的興趣，親自發現樹的獨

特之處，體悟自然界生、老、完成使命的成長歷程，進而尊重和珍惜生命。2) 認識在學校、

馬鞍山、社區附近的三種樹後，嘗試表達出自己對樹的感受/情懷。	3)透過《樹真好》繪本，

感受樹的可貴之處，學習人類與自然互相依存之美。藉著樹，強化學生孝順父母和關懷老

人家的心。

學生在便利貼上寫上舒緩心情的方法，

畫畫、踏單車、做運動等等。

就近取材，加強學生的感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顧問

與本校生命教育組教師團隊進行會議。

在生命教育課堂上教師分享《菲菲生氣了》繪本故事，

從中領悟孩子可以有很多正確的方法平靜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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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的全方位學習周時，生命教育科與常識科進行了跨學科學習，讓六年級學生

到井頭村的濕地考察，透過體驗式教學，讓他們親身接觸紅樹林，除了了解人類對濕地生

物的影響，亦明白生命的可貴之處。

本校生命教育科為二年級學生設計了一個名為「生命真奇妙」的主題單元，期望學生

透過閱讀繪本故事書及保護雞蛋活動認識生命的奇妙和珍貴，明白媽媽為了養育孩子的付

出和犧牲，同時感受到媽媽對自己的關愛，從而發展出一份感謝父母的愛心。

2020 年的校園生活受新冠肺炎影響而停課，直至

6 月才復課。為了歡迎本校的學生回到純陽這個大家

庭，本科特意與視藝科合辦「心靈美」自由畫創作活

動，讓學生透過繪畫表達自己的想法，了解學生停課

時及復課後的內心想法。

六年級學生表示很感恩能夠

來到濕地考察

學生以繪畫方式畫出疫情

期間的生活及復課後的心情

同學努力護蛋，經歷為人「父母」，保護「子女」的困難

同學、老師及校長投入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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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多元化的校本體育課程

本校的體育科課程既多元化，提供充足的機會讓學生體驗不同種類的運動。我們善用

本校廣闊的操場，並以全方位學習基金聘請專業教練教導學生。透過接觸不同類型的新興

運動，學生可學習多元化的運動技能，從而建立自信心，對其成長十分重要。

五人棒球課程
本年度體育科參加了香港棒球總會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合辦的五人棒球學校推

廣計劃，由香港棒球總會的專業教練來到本校上課，讓高年級學生體驗新興的五人棒球運

動。五人棒球比賽比一般棒球比賽所需的器具較少，比賽場區亦不用太大，十分適合小學

生參與，令整個五人棒球的賽事更加緊湊，同學們也樂在其中。

游泳課

練習投球的動作 同學們專注地聆聽教練講解規則

	划艇機體驗

躲避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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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電子教學的「新世代」體育課
體育老師把不同之電子教學元素融入課堂當中，如心跳帶、電子反應燈等等，務求引

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動機。同時間，利用電子教學器材，能更有效令小學生明白體育活動

的有關知識，例如運動強度、心跳負荷等。希望透過不同的電子教學策略，培養學生恆常

運動的好習慣。

競技疊杯課程
本校的體育課程多姿多彩，競技疊杯運動亦是本年度新增的課程之一。競技疊杯運動的

益處良多，既可改善同學們的手眼協調和反應速度，也可激活左右腦，從而提升同學們的專

注力及閱讀理解能力。而且競技疊杯的比賽模式包括個人及團隊賽，除了個人的技能發展，

同時促進團隊精神及提升合作技能。同學們都很熱烈地參與競技疊杯的課堂，為二十五周

年校慶競技疊杯比賽做好準備！

Blazepod	反應燈練習

競技疊杯課堂反應熱烈

在課堂中利用心跳監察系統及

心跳帶對同學的表現分析

同學們的專注力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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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課程發展
自 2017 年起，本校大力發展 STEAM 校本課程，在各科均融入不少 STEAM 的元素，

例如：常識科加入不少實驗課題、科技模型製作、專題研習及 VR 實地考察等；電腦科加

入大量編程課程如Scratch、mBot、Micro:bit、Dash	&	Dot等以加強學生的計算思維。另外，

本校每年亦設有「STEAM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讓同學能發揮創意，一展STEAM潛能。

VR虛擬實境製作

「STEAM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

編程課程：Dash	&	Dot

科技模型 -	hologram 製作 編程課程：Scratch

常識科：學生以 AR軟件

學習呼吸系統

立體打印機

雷射切割機

編程課程：Beebot
編程課程：mbot

學生立體打印製成品 學生雷射切割製成品160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

同學訓練了半年無人機編程技巧，最終於 21年

8月 22 日與全港各中小學於一小時內共同創下

成功創下「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

科普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同學結合運動與科技，與全港小學

競賽，取得了極佳的成績。	

世界工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同學努力奮鬥了半年，與全港小學生比拼，

成功通過初賽及複賽，最終於總決賽中

獲得金銀獎各一。

獅子會中學
《銀禧獅子盃

科學科技比賽 2021》

同學拍攝縮時影片，

以《家中生物的日常》為題

研習氧化的過程，參賽片段

最終榮獲銀獎。

EDB	優質教育基金

佛教何南金中學

機械人垂直爬梯比賽中

獲得亞軍

中國移動
《全港小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暨中
國移動香港 5G 同步課堂爭奪戰》           

成功入圍，取得優異成績。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無人機編程工作坊》           

參與校外的工作坊，學會更

多無人機的編程技巧。

蘇豪香港扶輪社
沙田區小學 AR
閱讀報告比賽

同學以AR	x	話劇的方式

介紹圖書，於 50位高小

學生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取得冠軍

為充分發揮同學的潛能，學校特設抽離式增潤培訓課程，讓同學可以自由選擇有興趣

的課餘興趣班及多元智能課。同時，本校亦會挑選同學參加全港性比賽，在過往日子亦獲

得不少佳績。

風力車直線行車比賽 冠軍

1/76 遙控模型車競速挑戰賽 亞軍

手擲紙飛機個人賽 一等獎

手擲紙飛機三人接力賽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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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組 
藝墟舞台

本校設立藝墟舞台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舉辦藝術表演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融合校

園生活，並發展藝術技能、建構知識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學生從參與藝術

活動中感到愉悅、享受和滿足，並培養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音樂表演

朗誦表演 武術表演舞蹈表演

梁校長致送感謝旗予音

樂事務處敲擊樂小組指

揮李先生。

敲擊樂小組導師使用不同

敲擊樂器進行演奏。

主角跟同學討論劇情	 同學大讚劇團演出精彩

敲擊樂音樂會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是

音樂事務處的定期活動，音樂

會目的是以娛樂與教育並重的

音樂節目向青少年推廣音樂。

敲擊樂小組導師表演樂曲期間

有木管樂器及銅管樂器介紹。

音樂劇《魔雪溫情》
2021 年 11 月 12 日， 本

校邀請了春天劇團到校演出音

樂劇《魔雪溫情》，學生既可

欣賞悅耳動聽的樂曲，更可學

習健康的信息。同學都承諾避

免接觸不良的資訊，做個健康

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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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教育 
靜觀是覺知，這覺知來自有意的、在當下的、不加批判的注意。靜觀最先由喬．卡巴

金於七十年代末引入主流醫學。靜觀可以讓人懷抱著開放、好奇和接納的態度去留心當下

發生的事，繼而轉化個人與當下經驗的關係，學會靈巧地與生活中的起伏苦樂相處，從而

提升身心健康。*

靜觀已被證實有助減低壓力及紓緩情緒困擾，包括焦慮和抑鬱。近年的研究還指出練

習靜觀能讓人更常感受正面情緒和提升抗逆力，並有助培養正面的人生態度。*

本校有幸獲邀參與香港大學心理學系林瑞芳教授所舉辦的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

園文化行動，成為全港 9間種籽學校的其中之一，在校內和校外推廣靜觀文化。

本校學生每天早上在上課前都會進行 3 分鐘靜觀呼吸練習。此外，在四年級推行有系

統的 Paws	b 靜觀課程。

*資料來源：『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網址 :	https://www.socsc.hku.hk/jcpanda

同學每天早上在上課前進行 3分鐘靜觀呼吸練習。

同學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習日常生活中可以實踐的靜觀

梁美玲校長、黃華清副校和林瑞芳教授團隊合照。

同學在靜觀室上 Paws	b 靜觀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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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鼓勵教師參與校內和校外的靜觀課程，同時也為友校提供靜觀工作坊，期望教師

們能從靜觀修習中學習到多一種舒緩壓力的方法。

在疫情期間，本校為家長提供網上實時靜觀工作坊期望能幫助家長舒緩生活上和家庭

上帶來的壓力。復課後，本校也曾為家長提供靜觀家長小組。

本校 6B 廖嘉灝同學接受新城電台訪

問，分享會在家與媽媽一起做手指呼吸法和

花瓣靜觀練習，做完了靜觀練習之後，他發

現自己緊張情緒減少了，心也能夠靜下來。

小三 陳柏衡同學   

靜觀了一陣子時間，

起初，感覺肚子又大又小

的動起來。在靜觀時，

腦子裏有不同的畫面浮

起來，我把這些畫面吹走

了！我再把呼吸練習心情

帶回現在那一刻。完成靜

觀之後，感覺腦子想東西

集中了一點呢！

小六 黃俊杰同學  

從前，每次吃飯會心

不在焉，根本沒有留意到

飯菜的香味。原來專注細

嚼慢嚥，能感覺到食物的

質感和味道。現在，我真

正感受到飯菜的味道，學

會用感恩的心來進食。同

時，也感受到媽媽無私的

愛！

校內教師靜觀工作坊

陳柏衡同學靜觀

修習情況

5B黃俊杰同學

進行靜觀進食

梁美玲校長和教師在教師發展日

到沙田道風山進行靜觀修習

本校老師到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

禮和紀念學校進行靜觀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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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
正向心理學提出六項美德，包括︰勇氣、仁愛、智慧與知識、靈性及超越、公義和節制，

並延伸出具體可測量的二十四個性格強項。擁有正向心態的人會以感恩的心面對過去生活

的順與逆，以寬恕的態度面對不愉快的經驗。他們會全心投入此時此刻，活在當下，以仁

愛和公義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並會以樂觀、堅毅、希望和具生命意義的方法迎接未來

的挑戰。

為達致正向教育的目標，本校積極培養及推動關愛校園文化，榮獲「關愛校園」榮譽

大獎。本校在學校、家庭及社會三個不同層面推行訓輔活動，包括︰關愛活動、愈感恩愈

寬恕愈快樂計劃、道化教育、領袖培育、好人好事、社區服務、成長的天空、家長大學等，

師生積極參與，樂在其中，共同創建關愛校園，實踐正向文化。

本校榮獲「關愛校園」榮譽大獎本校積極培養及推動關愛校園文化

全校師生於佳節一同賞花燈及品嚐月餅

敬師日活動，同學為梁校長送上玫瑰花筆，以表敬意；

而老師也在台上接受同學獻唱良師頌及玫瑰花筆

乾媽爹計劃，老師把佳節小禮物及祝福，

送給同學，讓同學感受佳節歡樂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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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育、樂於服務領袖培育、樂於服務

風紀宣誓禮 風紀進行團隊訓練活動

遊戲大使於小息帶領同學

玩遊戲，同學樂在其中

禮貌大使以身作則，

每天向師生打招呼

大哥哥大姐姐協助小一學生

進行午膳及檢查其手冊

感恩寬恕教育、道化教育感恩寬恕教育、道化教育

本校邀請明愛中心舉辦互動劇場

「發現生活中的感動」
透過互動劇場，學生學習

在生活中發掘美好的事物

學生明白道祖頌句子的涵義寬恕飛機行動，培養學生寬恕的心。 通善壇葉祟意道長及團隊到校

舉辦道化教育講座

遊戲大使隊長進行訓練中

教育局江小姐到校參與愈感恩愈

寬恕愈快樂計劃活動

正向教育

166



好人好事、社區服務好人好事、社區服務

好人好事大追擊，展示了同學樂

於助人及路不拾遺的好行為

親子賣旗活動

純陽小義工服務

好人好事計劃，同學把拾到的金

錢交還給失主，值得嘉許

學生及家長積極參與賣旗籌款活動

沙田學生大使參與小組訓練，用心籌備義工服務

清潔鐘活動，同學正在清理粉筆

槽上的粉末

純陽小義工定期進行訓練

本校榮獲沙田學生大使「最具創意獎-

冠軍」及「最開心互動獎 -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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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迎新啟動禮，老師、家長

與同學的大合照

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 團體合作活動

正向教育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

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何嘉莉老師主講 <如何培養主動好學的孩子 >家長講座，

當中何老師更帶領家長體驗放鬆練習

賴雅媛姑娘主講

<小一家長適應講座 >

伍珮璇姑娘主講

<如何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 >

李慕勤老師主講

<從繪本故事學習生命之道(感恩)>

解決困難活動

愛心之旅，學生於烏溪沙

石灘進行清潔服務
成長的天空活動戶外活動 成長的天空親子活動

家長體驗靜觀

提升樂觀感及效能感提升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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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童年
本校於 2000 年開始，配合美國哈佛大學迦納教授 (Howard	Gardner) 提出多元智能八

項潛能之理論，推行豐盛童年教育計劃，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渡過一個豐盛而又愉快之童

年。

英語話劇

少女童軍 管弦樂團

Micro:bit

 油畫班

 醒獅隊

沙田區傑出義工

親子有機農莊

169



本校一直積極推動棒球運動發展，多年來培育不少出色棒球運動員，代表香港參加各項大

型賽事，為港增光。曾任 / 現任香港棒球代表隊之校友如下：

棒球運動 - 香港代表隊

劉晞庭校友 

2007-2008 年 度 畢

業生，為香港女子

棒球代表隊成員，

亦曾於第一屆亞洲

中學生田徑錦標賽

獲標槍冠軍。

伍永森校友 

2011-2012 年 度 畢

業生，現為香港男

子壘球代表隊成員，

曾代表香港壘球代

表隊參加 U19 亞洲

青少年壘球錦標賽。

陳浩賢校友 

2016-2017 年 度 畢

業生，曾代表香港

參加於日本千葉縣

舉行之「第 25 回世

界少年野球大會 -千

葉會」及第二屆全

國青年運動會。

吳子霆校友 

2017-2018 年 度 畢

業生，曾代表香港

參加第二屆全國青

年運動會。

林澧謙校友 ( 左 )

溫爵鑫校友 ( 右 )

2 人為 2010-2011 年

度畢業生，曾代表香

港參加第十一屆亞洲

青棒錦標賽和十三屆

全國運動會。

沈鏊橪校友 

2015-2016 年度畢業

生，曾代表香港參加

PONY 小馬級世界青

少棒錦標賽。

陳暉暉校友 

2016-2017 年度畢業

生，現為香港 19 歲

以下男子棒球代表隊

成員。曾代表香港參

加第二屆全國青年運

動會。

吳慧欣校友 ( 左二 )

余潤琪校友 ( 左一 )

尤思明校友 ( 右二 )

三人為 2018-2019 年

度畢業生，曾代表香

港參加第二屆全國青

年運動會。

170



歷屆大型獎項
歷年來，本校棒球隊於本地比賽榮獲27個全港冠軍、20個全港亞軍、6個全港季軍；

同時於國際比賽榮獲 2 次亞太區第四名、1 次亞洲區第五名及台灣棒球比賽 3 場勝利，

當中包括：

年份 賽事名稱 獲得獎項

2021 年 全港六人棒球公開賽
全港五人棒球公開賽

( 校友隊 ) 全港冠軍	( 校隊 ) 全港亞軍
( 校友隊 ) 全港冠軍	( 校隊 ) 全港冠軍

2020 年 全港六人棒球公開賽
全港五人棒球公開賽

( 校友隊 ) 全港亞軍	( 校隊 ) 全港季軍
( 校友隊 ) 全港亞軍	( 校隊 ) 全港季軍

2019 年 全港六人棒球公開賽
印尼雅加達女子壘球U12 亞太盃

全港小學棒壘球邀請賽湯偉奇盃 2019
康文署簡易運動大賽

( 校友隊 ) 全港冠軍	( 校隊 ) 全港亞軍
亞太區第四名

初組 T座全港冠軍、女子壘球全港冠軍
小學棒球組全港冠軍

2018 年 廣州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學生棒球邀請賽
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 2018

小學組冠軍
初組 T座全港冠軍、高組 T座全港冠軍

女子壘球全港冠軍

2017 年 全港小學六人棒球賽
日本東京第 4屆亞洲青少年棒球交流大會

SAMSUNG全港小學棒球賽 2017
2017	年深圳市第四屆優萌杯棒壘球邀請賽

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 2017

全港冠軍
亞洲第 4名

小學棒球組全港冠軍
兒童組冠軍、少年組冠軍

初組 T座全港冠軍、高組 T座全港冠軍
投打組全港冠軍

2016 年 全港小學棒球聯賽「湯偉奇盃」 投打組全港冠軍

2014 年 全港小學樂樂棒球聯賽「湯偉奇盃」 初級組全港冠軍、高級組全港冠軍

2013 年 全港小學樂樂棒球聯賽「湯偉奇盃」 小學組全港冠軍

2012 年 全港小學樂樂棒球錦標賽 初級組全港冠軍

2010 年 美國小馬聯盟亞洲少棒錦標賽	( 台北 ) 亞洲第五名

2009 年 全港小學棒球聯賽「湯偉奇盃」 初級組全港冠軍、投打組全港冠軍

2005 年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簡易棒球比賽 小學組全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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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 p.3衝出香港，挑戰世界
本校鼓勵棒壘球隊積極參與國際比賽，以增加比賽經驗，同時為港增光！

印尼雅加達
女子壘球U12 亞太盃	

台灣嘉義市
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賽

中國深圳
第四屆優萌杯棒壘球邀請賽

日本東京
第 4屆亞洲青少年棒球交流大會

南韓
小馬聯盟 (BRONCO	組 ) 亞太區錦標賽

中國廣州
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學生棒球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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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陽光會客室】訪問	(2019 年 3 月 7日 )

UPOWER【每周一校】訪問	(2018 年 6 月 23 日 )

台灣 ETtoday 運動雲訪問		(2019 年 12 月 22 日 )

台灣 ETtoday 新聞雲訪問	(2018 年 12 月 24 日 )

台灣中時新聞訪問	(2016 年 12 月 20 日 )

Mamidaily【親子日常】訪問	(2020 年 8 月 5日 )

台灣 Yahoo! 運動訪問		(2019 年 12 月 22 日 )

台灣 ETtoday 新聞雲訪問	(2019 年 12 月 24 日 )

台灣三立新聞訪問	(2016 年 12 月 19 日 )

台灣東森新聞訪問	(2016 年 12 月 20 日 )

傳媒報道
本校多年來積極推動本地棒球運動發展，當中亦獲不少本地及海外傳媒報道，期望

能為本地棒球運動建立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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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
2018 年東莞市東華小學與本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為本校與祖國的第二所締結學校，

相信能開拓更廣闊的視野，加強學與教的專業水平，推動兩地學校的專業交流。

2018 年 12 月 7 日東莞市東華小學萬學軍校長率

領李曉俊校長助理、張然主任和劉榮辦公室副主任

蒞臨純陽小學進行姊妹學校締結簽約典禮。本校

葉國謙校監、王廣漢校董、葉滿棠校董、余詠宇

校董、潘小屏校董、劉志遠校董、余張淑虹校董、

湛黃運琪校董一出席簽約儀式見證兩校締結。

2019 年 4 月 23 日，葉國謙校監率領葉

永成校董、劉志遠校董、鄭廣鈿校董、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太平紳

士、梁美玲校長及老師等一行十四人拜

訪姊妹學校東莞市東華小學，參觀校舍，

並進行觀課交流學習。

2021 年 5 月 11 日，本校與東莞

市東華小學進行《實時網上兩地

棒球課》。這次活動兩校「以球

會友」，透過兩校的遠端視像教

室，讓兩地教師作棒球教學交流，

跨地域建構兩地學生視像課程、

擴闊學校網路及兩地學生視野，

達到與時並進、教學相長。

4 月 23 日參觀學校後，兩校代表

到東莞茶山鎮的南社古村落感受

明清時期留下的歷史文化氣息。

沿途古色古香，綠樹成蔭，當中

的南社民居、祠堂也成為省級文

物保護單位，值得探古。

東莞市東華小學東莞市東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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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2008 年獲香港教育局及廣

東省教育廳邀請本校與深圳外國語小學

( 網址：www.sflsdhp.com) 締結交流，

至今已有 12年，當中許多難忘而美好的

時光，珍貴的情誼。

2017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一連五

天舉行《姊妹學校

締結十周年	北京首

都歡樂遊》活動

2008 年 12 月 11 日 本

校與深圳外國語小學於

香港教育局進行簽約儀

式，為兩地學校交流踏

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2010 年 5 月 13

日深圳外國語

小學到本校進

行參觀、觀課及

教學分享活動

2011 年 4 月 19 日

汪校長帶領五、六

年級學生到香港與

本校學生共同上

課，相互體驗學習

2014 年 12 月 10 日汪娛校長帶領 15 位教師

及 23 位深圳外國語小學學生到本校進行學習

交流活動

2016 年 11 月 23 日以「科學知識齊共享，牽

手邁步友誼情」為題到本校進行 STEM 科技探

究及到香港科學館參觀

2019 年 5 月 17

日邀請深圳外國

語小學到校參加

「棒球 STEAM

交流活動日」

2009 年 3 月 11 日 本

校到深圳外國語小學

進行「教師發展日」

活動

26/5/2010 純陽

學生到深圳外國

語小學進行學習

及生活體驗

2017 年 5 月 16 日

汪娛校長擔任本校

「DIY自學探究小專

家決賽」評審嘉賓

5 月 21 日本校與深圳外國語小學「2017 粵

港姊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深圳）」獲

得了二等獎，可喜可賀。

2017年 5月 25日深圳外國語小學邀請了五位同

學參與「深圳外國語小學 -藝術節」出席及表演

2018 年 4

月 27 日 參

觀深圳外國

語小學及深

圳博物館

深圳外國語小學深圳外國語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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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活動
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活動興趣班，藉以發展學生各項多元智能的潛能，包括語

言能力、數學邏輯、視覺空間、音樂旋律、自然環境、身體運動、人際溝通、個人內省及

數學邏輯智能。近年舉辦之課餘興趣班達四十多組，務求令所有學生都能培養個人興趣，

並持之以恆地發展，當中包括：

本校設有「純陽管弦樂團」，以發揮學生

於音樂方面之天份。

醒獅隊於學界比賽屢獲殊榮，同學亦能透過醒獅訓練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單車班培養學生平衡力及心肺功能，完成課程後，大部份學生都能考獲單車總會銅章。

語言能力智能 劍橋英語班、英語話劇、中文話劇

音樂旋律智能 校慶音樂劇班、管弦樂團、芭蕾舞班、小提琴班、大提琴班、色士風班、

長笛班、單簧管班、聲樂班、HIPHOP 舞班、中國舞班、芭蕾舞班、

中國鼓班、醒獅班

身體運動智能 棒球校隊、女子壘球校隊、男子籃球校隊、足球校隊、花式跳繩校隊、

游泳校隊、田徑校隊、羽毛球班、哥爾夫球班、單車班、武術班、

跆拳道班

數學邏輯智能 圍棋班、奧數拔尖班、Microbit 電子音樂班、Lego 機械興趣班、

Scratch 遊戲編程班

視覺空間智能 陶藝班、繪畫班、油畫班

人際溝通智能 升中面試班、魔術班、小女童軍

個人內省智能 成長的天空、沙田學生大使

自然環境智能 親子有機農莊、我是小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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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武術隊成員威風凜凜！

近年即使面對疫情挑戰，圍棋班仍然能夠

透過網上作學習訓練。

本校女子壘球隊屢獲殊榮，曾多次於湯偉奇盃中取得冠軍！

本校中文話劇組成員曾於校際話劇節榮獲多個獎項。

本校棒球隊比賽「認真、努力、好成績！」

本校足球隊由黃榮生主任帶領參與各項比賽，

黃榮生主任同時為東方龍獅足球會青年軍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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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活動
多元智能課多元智能課

本校每年亦會安排多元智能課時段，由本校老師免費教授，藉以發展學生各項多元智能的

潛能。近年開辦之多元智能課一共達四十多組，務求令所有學生都能作全方位之發展。

語言能力
智能

音樂旋律
智能

身體運動
智能

數學邏輯
智能

視覺
智

空間
能

人際溝通
智能

個人內省
智能

自然環境
智能

唱歌
學英文

歌詠組 運動遊戲 HOUR	
OF	CODE
編程班

創意
手工藝

環保
手工藝

遊戲
樂繽紛

純陽
小義工

園藝
小組

英文
拼音班

敲擊樂 男子
籃球

STEAM
小專家

摺紙 水墨
畫班

小女
童軍

純陽
遊戲
大使

純陽
環保
大使

英詩集誦
英語唱遊

夏威夷
小結他

男子
足球

可持續
發展
小先鋒

布偶
製作班

小廚師 男幼
童軍

繪本
讀書會

英語話劇 牧童笛 女子
排球

科學
模型

水彩
畫班

編織班 校園
電視台

普通
話集誦

女子
壘球隊

趣味
數學

3D	
PEN

皮革
DIY

日語 棋藝 桌上遊戲
小組

漫畫 視藝
創作

辯論小組

校園
小記者

編織班 小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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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漫畫班

創意手工藝

粉彩畫班

音樂劇組 音樂劇學生與校長及老師們大合照

純陽環保大使

小女童軍

棋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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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教師會已成立 23 年，家校合作相當有默契。家教會每年會舉行中國文化活

動、頌親恩暨頌師恩音樂會、周年大會及家長興趣班等，家長非常熱心及積極支持學校活

動，經常協助及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場面熱鬧。

1997 年 - 第一屆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

2009 年 - 家教會小小心意頌親恩活動

2013 年 - 第七屆家長校董選舉、
第十六屆周年大會及第十七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2002 年 - 家長教師會資源中心成立典禮

2010 年 - 白石角親子燒烤旅行

2015 年 - 親子山頂赤柱一日遊

2008 年 - 周年大會暨第 12 屆就職典禮

2012 年 - 親子旅行暨就職典禮

家長教師會
歷年活動歷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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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 家教會中國文化日暨賣物會活動2016 年 - 烏溪沙親子日營

2019 年 - 樹屋田莊親子歷奇活動日

2018 年 - 家教會小白免農莊親子旅行暨就職典禮

2020 年 - 親子地壼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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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曹焯焱校友在中國文化日

示範寫書法及講解中國文字起源

2021 年舉行親子和諧粉彩畫班

2021 年 7月，麥何小娟女士 ( 麥明詩媽媽 ) 到校分享培育子女心得，

以 <如何提升子女的上進心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為題分享。

2021 年中秋嘉年華暨賣物會活動中，

家長們落力為學校籌款
同學們在賣物會中滿載而歸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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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年度2021-2023 年度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職位 												委員姓名

主席 張淑虹女士（6F余仁澤）

副主席 梁美玲校長 勞春麗女士（4D勞茜筠）

秘書 黃華清副校長 房盈盈女士（5C劉孝謙）

司庫 吳慧軒老師 鍾和英女士（2B王子君）

總務 陳姿君老師 杜煥思女士（6C劉梓軒）

蕭淑燕女士（6C歐陽博彥/6D歐陽博謙）

康樂 陳朗恩主任 陳惠賢女士（2C黃佳怡）

陳慧珊女士（4A孔梓朗 /6D 孔梓軒）

吳麗章女士（6D吳貝珈）

聯絡 伍珮璇姑娘 駱英傑先生（4B駱巧賢）

會務資訊 							林小娟副校長

宣傳及會訊 賴雅媛姑娘 林明輝先生（3C林昱璁）

關愛大使 陳麗娟女士（6C鄺子謙）

列席委員 尹仲文女士（3E林芷桐 /3B 林子喬）

崔以澄女士（3C范諄雅）

周小燕女士（4D李嘉偉）

彭麗萍女士（4C彭城輝）

王			靜女士		(1A 鄭汶澤 )

蕭玲妹女士		(1A	林日朗 )

郭子軒先生		(1C 郭俊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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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畢業校友之間的聯繫及與母校保持聯絡，本校於 2015 年正式成立校友會，亦

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舉行二十周年校慶暨校友會成立典禮，當天有幸獲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先生親臨主禮。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SBS,JP 太平紳士在校友會成立典禮中

為第一屆校友會幹事就職監誓並頒發選任狀

第一屆校友校董林施恩同學

在梁校長手中接過委任狀

進行球類活動交流

燒烤

盆菜宴

與小六同學分享升中心得 在中國文化日中，讓學生學習書寫揮春

及認識中樂

校友會活動多姿多采，聯繫著畢業同學的友情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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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林施恩
 (2001 年畢業生 )

財政：鄭孝毅
 (2009 年畢業生 )

康樂：吳承恩
 (2011 年畢業生 )

總務：伍素儀
 (2009 年畢業生 )

副會長：曹焯焱
 (2009 年畢業生 )

秘書：廖藝婕
  (2007 年畢業生 )

康樂：譚文俊
 (2009 年畢業生 )

總務：陳詠豪
  (2003 年畢業生 ) 

聯絡：魯明因
  (2008 年畢業生 )

總務：林慧敏
(2009 年畢業生 )

總務：羅婉婷
 (2003 年畢業生 ) 

2021 至 2022 年度第三屆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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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年來，純陽小學學生於各個範疇比賽中均能獲取卓越成績，讓我們一起回顧本校

學生所獲取之獎項。

歷屆優異成績

本校榮獲全港五人棒球賽 ( 青少年組 ) 冠軍及 ( 公開組 ) 冠軍佳績186



歷年校際朗誦節中取得 21個冠軍、36 個亞軍及 47 個季軍

道聯會「道德經朗誦比賽」小學組全場總冠軍

歷年棒球隊共於本地比賽榮獲 27個全港冠軍、20 個全港亞軍、6個全港季軍

校際音樂節古箏獨奏中級組冠軍 鋼琴獨奏比賽冠軍
全港小學校際手球比賽	1999-2000 年度

及 2001-2002 年度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友校接力 4x100 米冠軍 沙田北區幼童軍主席盃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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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優異成績

學校舞蹈節中國舞、查查舞、牛仔舞甲等獎及優等獎

香港花卉展覽	–	學校園圃優勝盃 2000,2004,2007 三屆冠軍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17，2018，2019，2020 年度四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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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聯校 STEM比賽 2018	–	四項冠軍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	–	小學組冠軍

香港校際話劇節 ( 中文話劇 )	-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演員獎

香港校際話劇節 ( 英文話劇 )	-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演員獎

學生於各項比賽中均能獲取卓越成績，學生於各項比賽中均能獲取卓越成績，

其他獎項未能一一臚列其他獎項未能一一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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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二十五週年銀禧校慶

卓悅教育
致意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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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本校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荷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先生 SBS,PDSM,	

PMSM,JP 親臨主禮，並致訓辭，不勝感激。二十五周年校慶紀念特刊得蒙	主禮嘉賓、教

育局、辦學團體、社會賢達及教育先進惠賜題辭，以光篇幅；又蒙	各商號社團惠登廣告；

更蒙	各校董、道壇、家長、師生及各界友好捐款贊助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使本特刊得

以順利付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謹此致謝。

捐款一萬元或以上芳名：

通善壇	( 四萬元 )																							 純陽小學家長教師會 ( 三萬五千元 )

純陽仙洞董事朱余月蓉校董 ( 三萬元 )			 蓬瀛仙館副理事長葉滿棠校董 ( 二萬二千元 )							

雲泉仙館有限公司	( 一萬元 )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侯永昌先生 ( 一萬元 )

蓬瀛仙館	( 一萬元 )																				 Multisoft	Limited	( 一萬元 )		

竹林仙館	( 一萬元 )																		 香港儒釋道孝思壇祠堂有限公司	( 一萬元 )

捐款一千元或以上芳名：

道教清善壇有限公司葉崇意道長 翠柏仙洞湯覺嫦女士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王廣漢校董 慶雲道社社長潘小屏校董

香港道教聯合會會長湯偉奇校董 香港德教紫靖閣主席許瑞良先生

梁美玲校長 黃華清副校長

林小娟副校長 蔡華媚助理校長

陳朗恩主任 梁麗玲女士 ( 前副校長 )

1B	陳昊澤 4B	駱巧賢

1B	錢樂軒 4D	李嘉偉

1D葉昊軒 4E	陳昊岷

1E	張曉桐 4E	張力允

2A	梁倚齊 4E	洪旭琛

2A	吳梓豪 5B	梁蓁蓁

2C	伍裔衡 5B	謝承珈

2C	黃佳怡 5C	龔芷澄

2E	袁一樹 6B	廖嘉灝

4A	孔梓朗 6D	孔梓軒

4A	曾柏樺 6F	余仁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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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銀禧校慶紀念特刊編輯小組
顧問：葉國謙校監		大紫荊勳賢 ,	GBS,JP

	 梁美玲校長、林小娟副校長

總編輯：黃華清副校長、陳嘉莉主任、羅頌敏主任

編輯委員會：呂偉成主任、胡天德主任、吳鳳嬋老師、談苓君老師

捐款 100 元或以上芳名：

1A 陳紫希 1E 蔡瀚鋒 2D 吳靜雯 3C 林偉曄 4B 李韶翀 5A 徐亦廷 6A 文凱嵐

1A 鄭汶澤 1E 卓宛珊 2D 俞泳佟 3C 文月怡 4B 林麗欣 5B 張芯婧 6A 熊浩然

1A 戚若藍 1E 蔡茜而 2D 鮑明康 3C 梅天 4B 彭羽喬 5B 朱懷諾 6A 楊政浩

1A 賀瀚詩 1E 朱昱辰 2D 鄭寒怡 3C 顏志康 4B 黃靖翹 5B 鍾霈恒 6A 鄭寒非

1A 賀瀚濤 1E 韓日舜 2E 莊穎思 3C 湯嘉朗 4B 王晞彤 5B 何哲呈 6B 陳力軒

1A 馮建朗 1E 林司宇 2E 方昶傑 3C 謝沛珈 4B 張俊堅 5B 李希彤 6B 韓學智

1A 洪梓航 1E 李俊熙 2E 方昶雅 3D 卜榮權 4C 陳本熙 5B 李梓匡 6B 甘丞晉

1A 葉浩鈞 1E 勞美尤 2E 何偉霆 3D 蔡雨潼 4C 朱嘉盈 5B 梁凱儀 6B 劉仲元

1A 郭紫晴 1E 蕭亦駿 2E 羅霆恩 3D 何麗瑩 4C 何晉希 5B 林熙晉 6B 李卓穎

1A 郭沛妤 1E 温澤宇 2E 李芷瑩 3D 劉俊源 4C 江柏羲 5B 林汶靜 6B 伍靖妍

1A 林日朗 1E 姚澄晞 2E 莫梓榆 3D 李卓嵐 4C 李卓朗 5B 呂家悅 6B 王巧靖

1A 劉巧晴 1E 余懿軒 2E 韋崇然 3D 梁紋婕 4C 李芷瑤 5B 馬樂晴 6B 黃彥惠

1A 李梓彤 1E 袁烯瑜 2E 周恩𧙗 3D 陸亭翰 4C 廖震皓 5B 潘家齊 6B 胡心悅

1A 李溢 2A 陳海欣 3A 陳柏衡 3D 吳晞嘉 4C 馬文晉 5B 蘇珮然 6B 邱卓瑶

1A 胡永恆 2A 陳彥鋆 3A 張芊慧 3D 王鋕揚 4C 伍華駒 5B 曾泓智 6B 鄭翰洋

1A 邱洛玟 2A 張景然 3A 劉梓謙 3D 温駿輝 4C 彭城輝 5B 黃珞瑜 6C 張皓雲

1A 鄭怡杉 2A 樊浠睿 3A 梁開紀 3D 黃藹琳 4C 陶影彤 5B 王南蘭 6C 黃熒熒

1B 齊森菱 2A 黃秋瑩 3A 林褀淇 3E 陳梓澄 4C 王畯賢 5B 余芷蘊 6C 鄺子謙

1B 張晉浩 2A 洪菲華 3A 許俊鋒 3E 張潁妤 4C 黃懿雅 5B 朱南穎 6C 劉梓軒

1B 朱婧 2A 關文皓 3A 蔡文嫣 3E 蔡子朗 4C 余俊延 5C 劉孝謙 6C 李智榮

1B 何卓霖 2A 李栢軒 3A 謝皓匡 3E 黎柏樂 4D 陳健立 5C 羅家嘉 6C 梁洪偉

1B 何豐樂 2A 盧思穎 3A 黃安豪 3E 林芷桐 4D 陳力信 5C 羅煒鈞 6C 李錦灃

1B 馬珈銘 2A 彭薪宇 3A 黃心柔 3E 林賢坤 4D 陳鯢晴 5C 蘇鶴軒 6C 麥庭凱

1B 吳芷妍 2A 紀邐贏 3A 黃子諄 3E 李淵 4D 周殷彤 5C 蘇峻毅 6C 袁知行

1B 王鋕信 2A 沙卓柔 3A 黃裕鏵 3E 梁承宥 4D 何俊軒 5C 王凱楠 6C 原卓琳

1C 陳梓熙 2A 石焯嵐 3A 伍矜潓 3E 呂家琦 4D 林凱晴 5C 吳映鋒 6D 陳彥齊

1C 陳晴晴 2B 林淽霖 3A 嚴志遠 3E 馬光政 4D 林子君 5C 鍾曼筠 6D 何景軒

1C 蔡一樂 2B 羅乙創 3A 銀宸熙 3E 邱濤瑞 4D 勞茜筠 5D 陳俊熹 6D 吳貝珈

1C 顧啟曦 2B 馬政謙 3B 陳栩然 3E 鄧楚琳 4D 文渝舒 5D 葉淳華 6D 伍庭毅

1C 郭俊熙 2B 蕭思齊 3B 張鎧彤 3E 湯嘉樂 4D 王卓峯 5D 黎南妤 6E 陳卓瑤

1C 林心穎 2B 譚澔謙 3B 蔡禧桐 3E 邱浩言 4D 黃睿祺 5D 宋曉漫 6E 陳映言

1C 劉柏睿 2B 王晞兒 3B 高柏霖 3E 余荻煒 4D 胡雅洛 5D 黃哲灝 6E 周曦淳

1C 梁柏瑜 2B 王子君 3B 郭駿軒 4A 容樂行 4D 丘聖諾 5E 陳樂瑤 6E 馬一騫

1C 梁淽晴 2B 丘雅澄 3B 林韓悅 4A 陳梓浩 4E 陳海琳 5E 鍾旻浩 6E 屈塏峻

1C 李佳恒 2B 葉宸銘 3B 林子喬 4A 林浚霆 4E 陳彥鋒 5E 洪卓桐 6E 黃靖惠

1C 呂哲熙 2C 劉森瑩 3B 林宜蓁 4A 李霆謙 4E 梁可兒 5E 顏志浩 6E 徐珩瑞

1C 文渝芯 2C 劉梓晴 3B 梁恩希 4A 梁晞弘 4E 奕蘊嘉 5E 黎殷林 6E 楊子楓

1C 黃希兒 2C 盧愉程 3B 麥稀童 4A 盧思悅 4E 湯子瑩 5E 李妍嵐 6E 葉梓軒

1D 鄭祉瑜 2C 呂泯希 3B 黃卓盛 4A 石焯琳 4E 楊芷喬 5E 林顯純 6F 陳加奈

1D 張志遠 2C 倫健揚 3B 黃俊皓 4A 譚浩泓 4E 余雅晴 5E 鄧希信 6F 柯雅晴

1D 鄒奕檺 2C 杜庭宇 3B 黃子峰 4A 陸詩晴 5A 陳曉琪 5E 黃雪嬅 6F 李俊傑

1D 何曉霖 2C 丘澤 3B 姚澄欣 4A 黃略旻 5A 朱文信 5F 何悅朗 6F 李子蕙

1D 何茗熙 2D 陳芷嫣 3B 曾俊皓 4A 黃梓淇 5A 徐展澄 5F 彭立研 6F 李采司

1D 林芷欣 2D 黃家迅 3C 陳睿 4A 胡嘉慧 5A 刁秉舜 5F 鄧楚渝 6F 張冉

1D 李智華 2D 劉念鸉 3C 周泇妍 4A 余明軒 5A 李彥樺 5F 溫顯為

1D 李承弢 2D 梅好 3C 蔡沛珊 4B 蔡卓霖 5A 李彥彤 6A 陳泓杰

1D 陶影姿 2D 吳雋熙 3C 何宏謙 4B 鄭加爽 5A 吳珮珈 6A 何宗倫

1D 王啟鎬 2D 彭羽悠 3C 林浚曦 4B 張熙桐 5A 敖志誠 6A 何泊斳

1D 王梓同 2D 尹寶毅 3C 林棋煜 4B 張茵 5A 蔡雅妍 6A 雷鈞涵

1D 陳瀠兆 2D 黃裕灝 3C 林珮瑜 4B 顧文麒 5A 黃蘊蓓 6A 梁景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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