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家長： 

 

 本年度仁心快訊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向各位家長介紹學校最新動向以及

分享學生獲獎消息，希望能夠與每一個家庭保持緊密的聯繫。九月份，學校舉行

了兩場家長會，有接近八百位家長出席。學校與各位家長分享了新的發展方向及

策略，並感恩得到家長的廣泛支持和鼓勵，使我們老師及職工團隊，都十分鼓

舞。較早前舉辦的創科教室籌款活動，更加得到各位家長大力支持，籌得超過十

萬元，裝修及為創科教室添置必要設備。我校中高年級學生，已經開始使用創科

教室上課及進行活動訓練，師生都樂在其中！ 

 

 今年學校以「望主感恩 樂學自信」為目標，希望師生都能夠學懂以感恩的心，感謝上帝賜予我

們豐盛的學習環境與資源，樂於學習建立自信。 

 

 本年度是學校十五周年校慶年，學校會進行小型慶祝活動及表演，邀請家長及同學參加，同樣

希望得到家長的支持。希望「仁紀」的每一個家庭成員，都能夠感受到這份生日的祝福及喜悅！ 

 

 主恩常偕！ 

 

  余茵茵校長 

校長的話 

Hello, I am Aimee, a new CNET this year 
from England. I am 22 years old and have 
recently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 love 
playing sports and travelling. The students 
at YLMPS are polite and enthusiastic about 
learning. I love teaching them English and 
spending time with them at my recess 
clubs. I am excited for the year ahead 
both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and 
exploring Hong Kong! 

Aimee 

仁紀歡迎你 

Caroline 

My name is Caroline Lengyel and I’m from 
Boston, Massachusetts in the US. Boston is 
famous for its lobsters and for being very 
cold. I’m very excited to be at Yan Laap! I 
teach the P3s and the P5s, and I also help 
run English activities every week, including 
EAT team and the English newsletter. 

Thank you to everyone at Yan Laap who has 
welcomed me. I’m so happy to be in Hong 
Kong and can’t wait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班別 中文姓名 

1 6B 高家謙 

2 6B 黃鍵樂 

3 6C 彭志霖 

4 6D 劉曉彬 

5 6D 麥城彬 

6 6E 歐子綽 

7 5B 陳灝霆 

8 5B 高子謙 

9 5C 李國延 

10 5C 李汶其 

校外獎項 

2017-2018 葵涌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甲組) 

4×100 米接力 

6A 唐兆賢  殿軍 

6C 彭志霖  殿軍 

6C 莫朗言  殿軍 

6D 孔繁謙  殿軍 

6D 麥城彬  殿軍 

6E 崔文耀  殿軍 

60 米個人 

6D 麥城彬 冠軍 

2017-2018 葵涌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乙組) 

4×100 米接力 團體 

5A 鄧昊俊  亞軍 5A 鄧昊俊  亞軍 

5A 劉禮嶢  亞軍 5A 劉禮嶢  亞軍 

5A 張梓皓  亞軍 5A 張梓皓  亞軍 

5B 李承哲  亞軍 5B 李承哲  亞軍 

5D 杜澋滔  亞軍 5B 徐宇略  亞軍 

5E 李祖賢  亞軍 5D 鍾曉楠  亞軍 

5A 文芷儀  亞軍 5D 杜澋滔  亞軍 

5A 張瑞晞  亞軍 5E 李祖賢  亞軍 

5B 余智雅  亞軍 5E 雷皓然  亞軍 

5B 郭穎潼  亞軍 5A 文芷儀  冠軍 

5E 廖卓希  亞軍 5A 張瑞晞  冠軍 

5E 梁宇晴  亞軍 5A 黎思妍  冠軍 

200 米個人 5B 古樂妍  冠軍 

5B 郭穎潼 殿軍 5B 余智雅  冠軍 

100 米個人 5B 郭穎潼  冠軍 

5A 鄧昊俊 季軍 5C 邱卓詩  冠軍 

5A 張瑞晞 亞軍 5E 廖卓希  冠軍 

5E 梁宇晴 冠軍 5E 梁宇晴  冠軍 

60 米個人 擲壘球個人 

5E 李祖賢 季軍 5A 劉禮嶢 冠軍 

跳遠個人 

5A 鄧昊俊 季軍 5A 張瑞晞 亞軍 

2017-2018 葵涌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丙組) 

4×100 米接力 團體 

2C 劉昊臨  殿軍 2C 劉昊臨  季軍 

4A 蔡溢朗  殿軍 4A 蔡溢朗  季軍 

4A 姜焯鈞 殿軍 4A 姜焯鈞 季軍 

4B 何允健  殿軍 4B 唐浩証  季軍 

4C 阮焯均  殿軍 4B 何允健  季軍 

4E 吳俊錡  殿軍 4C 阮焯均  季軍 

4A 林珈如  冠軍 4C 鄭樂恒  季軍 

4B 陳芯螢  冠軍 4C 黃柏毅  季軍 

4B 葉泯妡  冠軍 4D 黃文鍵  季軍 

4C 黃樂瑩  冠軍 4E 吳俊錡  季軍 

4E 呂姿瑩  冠軍 4A 林珈如  季軍 

4E 呂泳彤  冠軍 4B 陳芯螢  季軍 

100 米個人 4B 葉泯妡  季軍 

4A 蔡溢朗  亞軍 4C 黃樂瑩  季軍 

4A 林珈如 季軍 4D 何子欣  季軍 

60 米個人 4E 呂姿瑩  季軍 

2C 劉昊臨  亞軍 4E 呂泳彤  季軍 

4B 葉泯妡  冠軍    



 

第一學期：成績龍虎榜 

中文科 

1A 葉恩婷  鄭滙嵐  劉建朗  1B 何啓銳  關晞蕾  吳宇欣  1C 黃溢朗  冼宇航  吳芷嫣  1D 林宥珈  盧洛媱  江君臨  1E 周靖柔  凌舶喬  廖芷萱 

2A 王晞彤  吳穎琳  陳洛瑜  2B 郭禹霆  吳瑋棠  李彥臻  2C 陳肇庭  邱嘉懿  黃靖喬  2D 梁書瑋  葉伊晴  陳心欣  2E 張溍洺  潘葆樺  潘栢翹 

3A 陳恩霆  徐    愿  劉心弦  3B 陳彥媛  廖蔚祺  余諾謙  3C 余思喬  熊愷基  盧映霏  3D 譚雅馨  葉權豐  陳詠浠  3E 劉曜行  馬婧琳  賴芊羽 

4A 劉友謙  陳逸鉫  張晉圖  4B 陳諾瑤  黃瑋洛  阮昊彥  4C 馮嘉慧  陳籽譽  李諾仁  4D 曾子恩  何卓希  陳靖怡  4E 嚴錦濼  文天賜  蕭家程 

5A 張梓皓  林卓諺  江澤權  5B 周樂謙  鄧雋賢  陳瀛亮  5C 邱卓詩  雷憫婷  蔡子傑  5D 屠麗盈  姚梓軒  鍾曉琳  5E 劉澤浠  鄒    璐  黃子珊 

6A 庄詠欣  葉宏晉  唐兆賢  黃舜希  6B 呂可晶  吳思瑩  彭芷楠  6C 關芷晴  黃信軒  林心怡  6D 韓駿穎  余俊希  林澤如   

6E 黃濼曈  黃慧盈  何靜婷 

英文科 

1A 鄭滙嵐  曾    晰  簡浩一  1B 黃晴晞  關曉琳  葉澤霖  1C 王羽一  伍俊熹  冼宇航  1D 馬震曦  李澤勤  林晉晧  1E 施嘉杰  徐煥琋  張凱喬 

2A 王晞彤  蘇曦彥  鍾卓霖  2B 郭禹霆  曾建博  吳瑋棠  2C 邱嘉懿  何文君  黃心柔  2D 胡蔚翹  吳宇軒  陳柏言  2E 潘葆樺  梁智森  曾    媃 

3A 黃苡澄  陳晞程  劉心弦  3B 廖蔚祺  彭雋永  曾悅晴  3C 李靜萱  王浚楷  鄺逸晞  3D 林朔舜  譚雅馨  陳詠浠  3E 梁樂姸  林穎朗  梁溢心 

4A 張晉圖  紀臻翹  梁焯然  4B 彭萃心  林穎孜  楊華軒  4C 李嘉豪  陳柏澔  黃樂瑩  4D 黃文鍵  黃曉瑩  黎焯樺  4E 謝卓軒  彭俊僑  鄧富丰 

5A 麥珮嘉  盧柏睿  甘凱喬  5B 周樂謙  鄧雋賢  林頌庭  5C 邱卓詩  彭溢聰  雷憫婷  5D 謝卓衡  余家兒  朱靜琳  5E 雷皓然  麥凱盈  王雅涵 

6A 黃詠琳  龍芷淇  黃舜希  6B 彭芷楠  紀卓楠  屈穎桐  6C 林睿衡  關芷晴  麥楷進  6D 韓駿穎  賴冠軒  羅采凌  6E 黃慧盈  黃濼曈  姜孝琳 

數學科 

1A 鄭滙嵐  沈諾勤  簡浩一  1B 黃敬然  容    懿  葉澤霖  1C 張恩樂  冼宇航  黃溢朗  1D 陳梓琪  陳灝均  盧洛媱  巫    喆 

1E 凌舶喬  羅梓洛  施嘉杰 

2A 石嘉烯  鍾卓霖  鍾日朗  2B 郭禹霆  林紫嫣  朱樂瞳  2C 陳肇庭  邱嘉懿  楊官倫  2D 林恩灝  黃心柔  吳宇軒  2E 盧峻浩  張溍洺  黃羽澄 

3A 陳恩霆  陳岳駿  陳泓嶧  鍾杞浚  3B 唐敏懷  陳彥媛  周讚弦  呂    晴  3C 彭建樑  王浚楷  張浩然  3D 林華朗  譚雅馨  陳凱怡  葉權豐 

3E 孔繁進  謝凱羲  林穎朗 

4A 陳翠詩  莫芊陶  伍健熙  4B 謝天藍  陳諾瑤  陳子橋  張奕恩  4C 鄭樂恆  黃樂瑩  張景茜  馮嘉慧  

4D 黃文鍵  曾子恩  陳可兒  鍾境鋒  4E 蕭家程  謝卓軒  許晴晞 

5A 麥珮嘉  林卓諺  陳品源  吳卓謙  5B 陳灝霆  周樂謙  鄧雋賢  5C 黃梓峰  李旭鈞  莫梓晴  5D 鍾曉琳  姚梓軒  林中曦   

5E 林君寶  陳葆媛  林駿曦  麥紫僑  吳鎧軒 

6A 黃浩原  張銘泰  趙博文  馮在希  葉宏晉  唐兆賢  袁文偉  6B 梁爾淳  陳    榮  吳思瑩  6C 劉昫鋒  勞嘉强  黃信軒 

6D 鄧宇軒  簡穎曈  梁綽楨  6E 王煦如  韓澤霖  姜孝琳  羅雪楹  黃濼曈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聯誼活動 — 中秋園遊會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聯誼活動 — 中秋園遊會之「中

秋迎月聚仁紀」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圓滿結束。當晚參加

的家長和同學都去到各個攤位遊戲進行活動，亦有不少家

長都絞盡腦汁去拆解中秋燈謎，場面非常熱鬧。今年的中 

秋園遊會約有二百六十名學生及家屬參加，亦有畢業生回 

校共渡佳節。 

 希望今年度各位能繼續投入參與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

活動，因為有你們的參與，我們會繼續做得更好！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副主席  曾國權先生  黃碧清副校長   

司庫 鄧向明女士 李美珊副校長 

秘書 吳詠藍女士 高芳燕老師 

康樂及聯誼 陳宇豪先生 劉詠桃老師 

資源拓展 葉劍峰先生 朱雲興主任 

家長教育 李鳳英女士 黃燕蘭老師 

學術  

黃克勤先生 張秉妍主任 

凌茂思先生 郭美儀老師 

黃慧儀女士 鄭惠玲老師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 15屆常務委員會 為培養學生自律盡責、關愛服務的良好品格，並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心，本年度將繼續推行「仁紀心天使」校本輔導

獎勵計劃，並與 GRWTH 合作，於 9 月 13 日舉行「仁紀心

天使」校本輔導獎勵計劃暨 GRWTH 夢想啟動禮。 

    當天由余校長致歡迎詞，並邀請香港單車運動員郭灝霆

作主講嘉賓，與學生分享成就夢想的經過。隨後由歐陽姑

娘介紹獎勵計劃內容，最後由師生進行傳氣球儀式，氣球

隨着音樂飄揚，校長、嘉賓及同學將仁紀心天使貼於果樹

壁報上，獎勵計劃便正式啟動。  

  

  

    
 
 
 
 
 
 

 

 

 

 

   

 

 

  

     

仁紀心天使獎勵計劃及 GRWTH啟動禮  

不知大家在新學年有沒有發現學校有所不同呢？除了學校大堂用了簡
潔的設計放置同學們努力得來的獎盃及獎牌外，其實校內還有很多設
施也更新了。如英語活動室、STEM 教室及圖書館。學校處處煥然一
新的景象，令同學們對學校充滿新鮮感，在學習方面也有所得著。 

如家長想了解多些學校的發展，請密切留意學校十五周年的開放日。 

家長教師會已於十二月九日舉行常務委員會就職禮暨親子一日遊活
動。是次活動大家享受親子樂之餘，亦促進了家校的溝通。 

願天父的帶領，藉一切更新所帶來的變化，令每位仁紀的師生都有所
得益。阿們。 

家教會主席 

曾國權 

中秋園遊會 

同學回答 Marco 哥哥的提問  同學分享自己的夢想 

師生一起傳氣球，同學投入  同學與余校長及嘉賓合照  

輔導組與余校長及嘉賓合照 全校同學將目標卡貼在果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