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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混亂的世代，人普遍都不知所措，心感不安，擔心明天為何。

    能夠在某次「催吉避凶」的，慣常性說聲「好彩」；有些信徒又

或會習慣地把「感恩」掛在嘴邊。但是他們知道為何要感恩，又向誰

謝恩嗎？

    使徒保羅在聖經(帖前5:18)提醒我們「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的旨意」。如果我們承認神是我們的主，那麼我們所有的經歷，無論

大小事情，都有神的保守和帶領。這樣，我們便應放膽「凡事謝恩」，

叫我們按神的心意經歷人生的點滴。

    「凡事靠主」、「隨遇而安」、「凡事謝恩」，便是我在混亂中尋找

平安的方法。

徐文輝主任

    『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帖

前5:16-18）神賜給了我們一切，應當心存感恩。當

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發生時，我們總是會

感覺到痛苦難受，很容易忽視了自己所擁有的，而

只看我們所失去的。若要擁有感恩的心，我們要學

會用心去觀察，用心去領悟我們是神所祝福的。感

恩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我們要懷著一顆感恩的

心去生活，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王霄韻主任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衪本為善；衪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136:1)

	 王彩娣校長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伯一:21）

    今天所擁有的一切都值得我們感恩，感謝別人

的付出和幫助、珍惜擁有的機會和事物、感激每段

讓我們成長的經歷等。當知道一切都不是必然，一

切都是賞賜而來，就當好好感受恩典，凡事謝恩。

學校社工　鄭Sir

    「快樂五指法」中教導我們要多感恩，為什麼我們要多感恩

呢﹖常感恩可以提升我們的幸福感，有助消除負面情緒，將精神聚

焦到積極心境。懂得感恩的人，也會更容易欣賞身邊的人與事，有

助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感恩有如此神奇效用，「你今日感恩

咗未呀？」

學校社工　蘇姑娘

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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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陳諾添    我很感恩有爸爸媽媽陪我一起玩、吃東西和做功課，也感恩有老師安排的網上學習，天父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希伯來書10:25)。我更加感恩教會導師舉辦視像兒童崇拜，讓我可以繼續聽神的說話。

2A	陳子烽

    停課期間，我們沒有停止學習，每天都在電腦

看視頻，聽老師們的指導，並完成功課。我感恩得

到老師們的教導和父母每日的陪伴。我希望疫情早

日結束，重拾開心的日子。

2D	禤迪浩    記得停課初期，我每天都要留在家，足不出戶，不能上學，也不能見同學，更不能到戶外玩耍，當時我很不開心，甚至曾經向媽媽發脾氣。那天，媽媽彎下腰，嚴肅地對我說：「浩浩，面對疫情，你只是不能外出玩耍和不能上學，其實已經很幸福了。你試想想，有些人因為疫情失去工作，有些人失去親人，更有些醫護人員日以繼夜地去醫治病人，相對你所失的算什麼？」

    我聽完媽媽的話後馬上感到內疚，知道自己錯了，並向媽媽道歉呢！希望疫情快過，大家都能過正常生活，感恩疫情下我有家人愛錫，有健康的身體，大家加油！

2E	劉長雯

    新型冠狀
病毒個案不斷

增加，我很不
愉

快。我與家人
不斷祈禱，希

望疫情快點過

去。可幸的是
我感恩有努力

工作的醫護們
，

他們是上帝派
來的天使；感

恩我的家人們
健

健康康；感恩
老師們不斷教

導我。

疫情下的感恩事情

2C 蘇俊僖

1C 吳卓穎

2C 鄭芊曈

4F 鄭怡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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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陳諾潼    新聞報導說：因疫情下人們減少活動及工廠停工，延緩了全球暖化。多年來，全球暖化問題也很嚴重，各國一直想盡辦法延緩這情況。病毒固然可怕，但感謝神奇妙的安排，大自然竟然因禍得福，我們應當親近神。

4A	黃政軒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感恩的事非常多。我十分感恩有好老師的教導，他們都十分努力地為我們製作網上影片，為我們準備各樣的功課。我也十分感恩盡責的醫護人員，他們都冒着受感染的風險去治療患病的人。

4F	張天心

    我感恩老
師們用心為我

們製作不同科
目的

學習內容，使
我們可以如常

學習。在家裏
，媽

媽教我製作不
同的美食，也

和我一起做運
動，

我覺得很開心
。主的看顧守

護，相信疫情
終有

一天會減退。

5A	王奕蓓

    在這疫
情期間，我

留在家中看
看書、彈鋼

琴、畫畫和
砌模型。我

很感恩的是
老師們的努

力，每逢星期
一及星期四，

各科的老師都
會上載

他們悉心製作
的短片，讓我

們能夠在停課
期間繼

續學習。

1B 何昇祐

3A 周岱泓 3E 朱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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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李伊晴    在疫情期間，大家要停課停工或留在家中工作，目的是想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其實，疫情嚴峻，醫護人員努力治療病人，我們應感謝他們的辛勞。我們應儘量減少出外、戴口罩和常注意衛生，保持個人健康，以免加重醫護人員的負擔。

5E	劉長平

    幸福不是必
然，是前線的醫

護人員堅守崗

位換來的。在這
段期間，我非常

感恩我的家人

都安康，而且我
學懂應該珍惜學

習機會，以及

與家人相處的時
間。

5E	黃俊樺

       我感恩在
這期間我們一

家有健康的身
體；媽

媽也不用上班
，可以有多些

時間陪伴著我
。在停

課時，我可以
多些時間去做

自己想做的東
西，所

以我覺得十分
感恩和開心。

4D 何婉珊

2D 余逸朗

4F 劉恩翹

6B 任匡正

4E 黃柏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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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黃婧翹    在疫情下令我最感恩的是每個周末，爸爸媽媽會帶我到郊外呼吸新鮮空氣。每次一到星期天，我都會一大清早起床，然後出發到不同的郊外地方。令我感恩的另外一件事，是這段時間我可跟家人多建立關係，一起談天，共享天倫之樂。

6A	李卓禧    在疫情嚴峻的日子，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呢？我就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最令我覺得有意義的是我有關心我的家人、長輩和老師。

    在這段日子，因疫情影響而在家中工作的父母、長輩和老師都共同努力為我去選取一間優良的中學，父母廢寢忘餐地尋找適合我的中學。我真是感激不盡，我不會辜負他們的！我希望疫情盡早消失，接下來的日子能回復正常。

6E 吳樂瑤

6B 葉昭彤

4E 劉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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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全港學屆朗誦節2019

粵語低小組 冠軍 2B周樂筠
粵語中小組 亞軍 3E余紫瑩

粵語高小組 冠軍 5F周樂晴
亞軍 6B鄧雪晴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六年級女子粵語集誦 季軍 5、6年級女子粵語集誦隊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3E余紫瑩	 5F周樂晴
季軍 2C黃恩澍	 3A楊熠彤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6B葉昭彤
季軍 2B周樂筠

2020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六年級詩詞獨誦 亞軍 6E劉珮希
六年級散文獨誦 冠軍 6C黃婧翹	 6D莊晨希

第十五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組 特級優異獎及亞軍 6A劉海蕎
「階梯閱讀空間2020」比賽 / 最優秀學校獎

2019-2020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初賽 三等獎 6C鄭家旗

英文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英文獨誦 冠軍 6C黃婧翹
亞軍 5E金熙庭	 5F周樂晴	 6A劉海蕎	 6F李熙燕

男子英文獨誦 季軍 4B陳柏希	 5B鄒一凡	 6E林子喬

2019全港學界朗誦節

低小獨誦組 亞軍 2B周樂筠

中小獨誦組 冠軍 4D陳晞潼
季軍 4B尹子洛

高小獨誦組
冠軍 5F周樂晴
亞軍 5C鄭怡昕	 5F林惠橋
季軍 5D畢睿哲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小四獨誦組 冠軍 4A陳晞悠	 4D陳晞潼

小五獨誦組
冠軍 5C鄭怡昕
亞軍 5E林心悅
季軍 5B鄒一凡

小六獨誦組 冠軍 6C黃婧翹
季軍 6B葉昭彤

全港小學生網上英語講寓言故事比賽 中小組 傑出表演獎 4B劉鎧儀	 5F周樂晴	 5F林惠橋

數學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初賽） 團體及個人 金獎 6E林子喬

2020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三 二等獎 3B鄭心博	 3C蔡承志	 3F張晉丞
小四 一等獎 4A朱諾恩	 4A盧穎煜	 4D陳宇軒	 4E陳俊彥
小五 二等獎 5A黎健婷	 5A林曉男	 5D畢睿哲

小六 一等獎 6E林子喬
二等獎 6B林一麟	 6B黃曉晴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三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金獎 6D李梓希
銀獎 6C沈子樂	 6F李諾禧
銅獎 6B林一麟

常識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小學組
金獎 6B葉昭彤
銀獎 6F梁景昆
銅獎 6F李君悅

學術龍虎榜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五、六年級
女子粵語集誦季軍

聖公會小學
第二十三屆
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6



科創組
比賽名稱 成績 獲獎學生

「SJACS萬理通」電動紙飛機飛行比賽 殿軍 5D林烜斈	 5D畢睿哲	 5E黃俊樺	 5F張綺華

我想飛：滑翔機大賽
冠軍 5E黃俊樺	 5F張綺華
亞軍 5D林烜斈	 5D畢睿哲
季軍 6B嚴鎧熙	 6B任匡正

體藝活動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觀塘區第四十屆
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獨唱(初級組) 季軍 4B尹子洛

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個人 三等獎 3D梁天詠	 4C麥泳兒

《向老師致敬——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亞軍 6F黃子瑜

2019	-	2020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擲壘球季軍 6E劉靖陽
男子乙組 60米亞軍 5B吳卓謙

女子甲組

200米冠軍 6F楊芷蒑
跳高亞軍 6B黃曉晴
擲壘球亞軍 6A李珮珈
4×100米冠軍 6A陳慧端	 6B黃曉晴	 6B陳雨沁	 6E范倚瓊	 6E陳海琳	 6F楊芷蒑

團體冠軍 6A陳慧端	 6A李珮珈	 6B陳雨沁	 6B鄧雪晴
6B黃曉晴	 6E陳海琳	 6E范倚瓊	 6F楊芷蒑

女子丙組

60米冠軍 4D黃芷澄
100米亞軍 4E嚴心榆
4×100米冠軍 4A雷樂童	 4B吳逸詠	 4D黃芷澄	 4D丘穎桐	 4E嚴心榆	 4E吳心蕾

團體冠軍 4A雷樂童	 4B吳逸詠	 4D丘穎桐	
4D黃芷澄	 4E嚴心榆	 4E吳心蕾

2019	-	2020年度
九龍東區遊戲日比賽

女子初級組跳繩 冠軍 2C陳苡蕎	 2C陳伊琳	 2F黃梓欣
女子高級組跳繩 冠軍 3F鄭皓月	 4A戴熒慧	 4C林以安
男子高級組跳繩 冠軍 3A楊耀文	 3F麥繼恒	 4C潘欽霆

女子初級組持棒穿圈 殿軍 2A胡漫妮	 2E巫曉楠	 2E范日呈

女子高級組障礙賽 亞軍 3C馮善瑜	 3F余菁芯	 4B吳逸詠	 4D黃芷澄	
4D丘穎桐	 4E吳心蕾	 4E嚴心榆

男子高級組障礙賽 冠軍 3D袁裕烽	 3E馮智楠	 4C余潤泓	 4C陳泓靖	
4D陳宇軒	 4D鄧卓嶢	 4E袁嘉藝

女子初級組障礙賽 亞軍 2A易幸怡	 2B楊詠童	 2B楊繕祺	 2D覃煥素	
2E鄧浠俞	 2F陳樂晞	 2F梁凱晴

女子高級組擲接豆袋 殿軍 3D廖樂怡	 4C高梓萁	 4D彭梓晴	 4F周詠琳

2019	-	2020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50米蛙泳 殿軍 4B陳泓治
男子乙組50米自由泳 冠軍 5D劉天朗

男子乙組50米蝶泳 冠軍 5D劉天朗
男子丙組	4×50米接力 季軍 4B陳泓治	 4C陳泓靖	 4C何焯楠	 4F蔡浚然
男子乙組	4×50米接力 季軍 4D劉昱希	 5D陳卓機	 5D劉天朗	 5E王煥熙	 5E伍栢言	 5F崔普琛

男子乙組 團體季軍 男子乙組組員
男子丙組 團體優異 男子丙組組員

普通話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六年級女子散文獨誦 亞軍 5C	鄭怡昕
季軍 5E	劉長平

五、六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 6C	黃婧翹

圖書
比賽名稱 成績 獲獎學生

閱讀大挑戰Reading	Battle 完成閱讀100本圖書，拯救了閱讀大挑戰世界中的所有動物 6C劉晞瞳

活動龍虎榜

倫宗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26屆聖經朗誦節比賽

小二組獨誦 冠軍 2B周樂筠
小三組獨誦 冠軍 3E余紫瑩
小四組 優異獎 4B劉鎧儀
小五組 亞軍 5F周樂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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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男子組亞軍

其他活動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2019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優秀學生 6B	余靜琳

觀塘區傑出學生 小學組 6B葉昭彤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 6B余靜琳

資優英文寫作比賽 金獎 6A劉海蕎			6C劉晞瞳
資優中文寫作比賽 銀獎 6C劉晞瞳

體藝活動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2019	-	2020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

足球比賽
男子組 亞軍

3C黃泓杰	 3E謝翹朗	 3E譚凱程	 4C何焯楠	 4C招宇鴻	 4F李懿洛	
5A林曉男	 5B陳則衡	 5B鄒一凡	 5C彭智燊	 5E陳柏銘	 5F崔普琛
6A張栢榮	 6A佘羨睿	 6D簡孝諺	 6E張瑋霖	 6F馮景楠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2019第四站 10-11歲雙人組 亞軍

季軍

6B余靜琳	 6F朱晞怡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2019第五站

10-11歲雙人組 季軍

11歲以下雙人組 亞軍
冠軍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 五項全能
女子組11歲以上 冠軍

三武士年輕學員劍擊賽2019	 混合花劍
女子11歲或以下 最佳運動員 6C潘曉彤

第56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 甲級獎
4A翁家晴	 4F王倩悠	 5A黎健婷	 5B繆雅婷	 5B朱婧芸	 5B譚日晴	
5C關皓兒	 5E劉長平	 5F李珈韻	 6A盧穎芯	 6B符鎧晴	 6B潘欣喬	
6B黃譪欣	 6D陳信盈	 6D莊晨希	 6E鄧潔瑩	 6E梁雅然	 6E彭逸晴	
6F陳善彤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乙組團體季軍及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及丙組團體冠軍

九龍東區遊戲日比賽獲多個項目組別冠軍

第56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
甲級獎

由於獎項眾多，未能一一盡錄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