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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Lok Wah Est.,Ngau Tau Kok,Kowloon   

傳真：2750 8790  

學校網頁：http://www.skhklps.edu.hk      基樂 Facebook專頁 

積極服務 三學生獲優秀義工獎 

【本報訊】6A 蕭曉悠同學、6D 謝振曦

同學、6D 翟芯瑩同學在「2019 優秀義工獎

勵計劃」中獲優秀義工獎，希望他們繼續秉

承「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校訓，繼續服

務他人。 

 

   

 
恭賀李卿瑜同學三奪優秀學生獎 

 

 

     

 

 

 

 

 

 

 

 

 

 

 

喜獲全港 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亞軍 

 

【本報訊】6D許廸軒同學(圖右二)榮獲「全港 Rummikub聯

校小學邀請賽」初賽（分區γ）個人賽亞軍，特此恭賀。 

 

  

 

 

 

A1 教育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地址：九龍牛頭角樂華邨     

電話：2755 5611          

電郵：info@skhklps.edu.hk   

2019年 12月 

第三期 

基樂   動向 

基樂學生人才輩出  屢獲優秀學生獎 

《基樂號外》 (第三期) 

恭賀周清宜同學獲頒優秀學生獎 

【本報訊】5D周清宜同學參加「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優秀小學生獎

勵計劃」亦獲優秀學生獎。 

 

【本報訊】熱烈祝賀 6D李卿瑜同學於「第

14 屆觀塘區傑出學生選舉」、「觀塘區優秀學

生獎勵計劃 2018-2019」及「青少年領袖獎勵

計劃 2019」中，均獲選為「優秀學生」，希望

她繼續努力，為校爭光。 

http://www.skhklps.edu.hk/
mailto:info@skhkl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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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奪步操獎 

 

 

 

 

 

 

 

 

 

2019-20年度班徽設計比賽 

「最優秀作品獎」得獎名單 

低年級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鄭志樂 2A 許卓彤 3A 許卓彤 

1B 陳港龍 2B 何心悠 3B 何心悠 

1C 劉峻誠 2C 黃梓晴 3C 黃梓晴 

1D 李祉樑 2D 彭芷悠 3D 彭芷悠 

 

高年級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4A 吳璐珈 5A 袁志恩 6A 曾家圓 

4B 麥詠琳 5B 曾承俊 6B 曾學謙 

4C 彭志滔 5C 葉籽希 6C 王慧儀 

4D 廖苒君 5D 陳穎雯 6D 余玉婷 

 

 

A2 教育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A2 教育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基樂榮譽榜 

 

《基樂號外》 (第三期) 

3D譚伊婷作品 

2C黃梓晴作品 1B 陳港龍作品 

4A吳璐珈作品 

5C葉籽希作品 6A曾家圓作品 

  【本報訊】本校紅十字會隊員參加了香

港紅十字會總辦事處舉辦之「七項紅人競技

日」活動，5D胡昌楷獲得個人全場總亞軍。 

此外，5C葉籽希、5C周清宜亦獲得優異獎。 

 

 

4B麥詠琳作品 4D廖苒君作品 5D陳穎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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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學生議會學生代表 

 

      

 

 

 

  

 

 

 

 

 

 

 

 

 

 

 

家校同心 獲關愛校園獎 

本校教師團隊及家長參加了「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9」，並榮獲多項關愛校園獎，可見

家校同心，一同為建立正向校園而努力。 

 

 
  

獎項 獲獎者 

關愛團隊 訓輔組 

全方位關愛老師 單寶玲老師 

關愛老師 陳麗姬副校長 

關愛家長 陳曼怡女士(3C馮梓珊家長) 

關愛校董 劉佩雯女士(6D吳希汶家長) 

A3 教育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本報訊】本校早前舉行了學生代表選舉，同學們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班代表，

成立了「第一屆學生議會」，並於 12月 6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討論「建議小食部售賣的健康

小食」之議題，學生代表透過向全校同學收集意見及統計數據，得出不少建議，稍後將由學生

議會主席 6D林曉靖同學代表向小食部食品供應商—美利飲食服務有限公司遞交建議書，希望

能為改善校園環境，增加學生的歸屬感。學生代表名單如下： 

基樂榮譽榜 

 

《基樂號外》 (第三期) 

低年級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謝睿軒 2A 謝卓妍 3A 胡諾詒 

1B 林彥希 2B 劉俊彤 3B 梁晞彤 

1C 周子琪 2C 歐陽喜盈 3C 黃晞兒 

1D 
韓棹朗 

徐嘉麗 
2D 區雅倩 3D 庄艾莉 

 

高年級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4A 楊溢灝 5A 周耿鋅 6A 張瀚文 

4B 麥詠琳 5B 李旭深 6B 林芍瑜 

4C 楊珊 5C 周清宜 6C 陳俊銨 

4D 陳慶斌 5D 陳泓銜 6D 林曉靖 

 

學生委員名單 

主席 6D林曉靖 副主席 6C陳俊銨 

秘書 6B林芍瑜 常務 6A張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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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教育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本報訊】本校於 2019-2020年度九龍東區小學遊戲比賽中，在團體獎中獲得男子高級組冠軍、

女子初級組冠軍、女子高級組冠軍及男子初級組殿軍，而在分項比賽中，共獲 5項冠軍、5項亞軍、

2項季軍及 2項殿軍。再次恭賀獲獎同學，亦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以下是各組學生的參賽名單： 

編輯委員會顧問：温志揚校長 編輯委員：施德銀主任、吳婉鈴老師 

聖公會基樂小學 2019©版權所有 

基樂榮譽榜 

 

《基樂號外》 (第三期) 

恭賀 
奪九東遊戲比賽團體獎 3冠 1殿 

 

 
男高-雙人跳繩 女高-雙人跳繩 男初-單人跳繩 女初-單人跳繩 

4B 郭守軒 4A 林紫晴 2B 馬信行 2A 謝卓妍 
4A 楊溢灝 3C 湯曉晴 2C 陳均灝 2C 歐陽喜盈 
/ / 3D 邱凱渟 / / 2D 莫紫彤 

成績 冠軍 成績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亞軍 
 

男高-持棒穿圈 女高-持棒穿圈 男初-持棒穿圈 女初-持棒穿圈 
4C 庄永發 4D 吳玥瞳 2B 黎駿綽 2B 劉  星 
4C 洪瑋成 4C 黃彩恩 2C 何嘉榮 2C 馮詩淇 
3B 黎亦昇 3D 林曉均 2A 黃浩褘 2D 袁穎欣 

成績 冠軍 成績 冠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冠軍 
 

男高-擲接豆袋 女高-擲接豆袋 男初-擲接豆袋 女初-擲接豆袋 
4A 邱嘉鈞 4C 鄭怡玫 2B 范翊喬 2B 何心悠 
4C 陳梓鴻 4D 張靄琪 2B 曾皓森 2C 何芷晴 
3A 黃子軒 3A 何梓祺 2D 陳翌暢 2C 歐陽鍾鈺 
3B 楊應恩 3D 庄艾莉 1D 韓棹朗 2D 蘇嘉欣 

成績 亞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殿軍 
 

男高-障礙賽 女高-障礙賽 男初-障礙賽 女初-障礙賽 
4A 雷煒鋒 4A 黎梓喬 2B 吳柏唯 2C 陳善汶 
4D 陳慶斌 4A 伍玥怡 2D 陳思瑋 2C 鍾泳欣 
3A 鍾國烽 4B 蘇希晴 2D 張子謙 2C 吳冠曉 
3C 李愷正 4C 楊天怡 1A 謝睿軒 2D 郭子柔 
3C 郭浩峰 3B 梁晞彤 1A  陳顥銳 1B 呂苡心 
3D 林景嵐 3C 陳湘琴 1B 陳迦榆 1C 林貝淇 
3C 黃梓泳 3C 李卓妍 1B 黃立邦 1C 周子琪 

成績 / 成績 殿軍 成績 / 成績 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