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詠詩校長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在三十多年前已經認識並相信主耶

穌。因為祂的大愛，讓我學習愛人如己，深信「施比受更有

福」。我們只要易地而處，多為對方想一想，主動多走

一步，透過合宜的說話和實際的行動，就能使人感到溫

暖。我又要感謝神給我一位盡責任的媽媽，我從小就在

她身上學會了盡責，無論在什麼情況，面對多少困難，

她都會堅持把事情完成，這是我一生的榜樣。我期望于

小學生能夠實踐《學像恩主》的歌詞：關心身邊需要關愛

的人，凡事盡責，恪守本份……一心決意榮耀我父神。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Pentecostal Yu Leung Fat Primary School

為了培養同學良好的品格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在基督的真理中健康

成長，我們以「建立良好品格，做個基督小精兵。」為本校的其中一個發展關注

事項。

我們透過籌劃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情境中學習，建立「關愛」與「責

任」的良好品格。其中「生命教育」就是以生活經歷為本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們

透過親身體驗，學習易地而處，從而明白別人的困難和感受，並懂得關愛他人。

例如在上學期，我們為五、六年級同學設計了一次貧窮體驗活動，在校內設置了

多個貧窮體驗區，讓學生體驗貧窮兒童的生活，學習克服逆境，珍惜自己所擁有

的豐富資源，並學會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此外，我們又為三、四年級安排了

一個「愛校園．愛家人」活動，讓學生化身成為校長、老師、工友、校務處書

記、教學助理及小食部員工等，以體驗校內的不同工作，明白到學校裏每一個崗

位的人就如我們的家人，每天都不辭勞苦地為我們付出，從而學懂感恩、盡責和

尊重。而一、二年級同學則以「愛的力量」為主題進行體驗活動，讓學生扮演媽

媽懷孕的過程，以體會父母親的愛，並用具體的行動來感

謝父母。

除了以上的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學校還安排了不同類

型的學習，例如早會分享、品格之星選舉、參觀活動、服

務學習等，期盼學生學會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引導他們

為自己的學業和人生負責任，成為基督的精兵，以迎接充

滿挑戰的未來。 體驗到偏遠地區取水

工友姨姨平日的工作多辛勞

活出主  —關愛與責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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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與緊張刺激的歷奇遊戲

體驗貧困人士的飲食

陳智健副校長做個基督小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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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燕華主任

小一學生加入「于小」大家庭是學校每年的盛事。今年，我們為隆重其

事，特意安排了「手牽手123」一連串的活動來迎接他們。「手牽手123」主

要由小四同學扮演大哥哥大姐姐，在開學第二天，代表全校師生歡迎小一生，牽着

他們的小手遊校園。小一生初次來到校園的不同角落參觀，感到非常新奇有趣。此外，小四同學會在

中秋佳節前送贈小一生一個花燈，與他們同慶中秋外，更會跟他們聊天，關心他們在校園的生活。還

有，在模擬測驗前，小四同學特別送贈小一生一張金句書籤，並與他們一起祈禱，帶領他們勇敢地迎

接學習上的各種挑戰。「手牽手123」活動已圓滿結束，有了小四同學的陪伴和關愛，小一生都能過着

快樂無比的校園生活；而小四學生也能夠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服務同學，真正學會關愛別人。

徐桂珠主任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十分重視學生的品格培育。透過訓輔早會及訓輔

主題禮，教導學生個人自理、清潔守規、待人有禮、用心服務，做個誠

實可靠的人。我們從10月開始定期進行「責任之星」表揚行動，此項活

動由校長、老師及特選學生擔任神秘專員，挑選出「守規有禮」、「盡

心服務」、「遵守社會規則」等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讓他們上台接受

表揚。我們盼望學生在這種優良環境的薰陶下，做個有責任感的人，將

來回饋社會。

「愛人man 」教導同學關愛他人

承諾做個有責任和關愛的孩子

訓輔主題禮話劇大合照

中秋送大禮 金句鼓勵你

遊校園—聖經花園 遊校園—圖書館

手牽手123

責任之星

做個百分百于良發好學生

 2



傑出成就 由盡責做起
本校同學做事盡責認真，因而獲取不少佳績。今期校訊邀請了8位同學跟大家分享，期望互相勉勵。 

榮獲2018-2019年度英文獨誦季軍、
2019-2020年度中文集誦冠軍—3C  庄芷晴
朗誦最首要的是口齒清楚、發音

準確，因此我會勤學苦練。其次，我
會多看優秀朗誦者的影片，觀察他們
的肢體語言，有助抒發情感；多聽他
們的發音，可以糾正自己。更不可少
的是多聽別人的建議，以改正錯處，
提高自己的朗誦水平。在練習時會碰
到咬字問題，我會在媽媽的幫助下不
停練習。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不重
要，我相信只要盡力而為，就會有回
報，因為「功夫不負有心人」。

榮獲第54及55屆學校舞蹈節優等
獎—4B 石芷淇

為了在舞蹈節比賽中爭取勝利，我
提

醒自己不可輕易缺席舞蹈課，並要在
上課時

認真學習舞蹈技巧，和同學互相合作
。在家

裏，還要勤加練習，虛心接受家人的
意見，

以求不斷進步。在每次超過一小時的
高強度

練習中，我常感到無比的疲累，雙腿
不停的

顫抖，但我會憑着永不放棄的精神，
咬着牙

關堅持下去。經過刻苦的練習，我深
深地體

會到若要成功，便要努力付出。我常
常鼓勵

自己在學業上也當如此。

榮獲2019 Rod Laver Lead in presented by 

Tennis Gear, Australia（12 歲或以下）單打冠軍

及雙打亞軍、日本第38屆Kids Tennis Cup 

International亞洲∕大洋洲區外圍賽（香港代表）

冠軍—6A  馮得心

為了預備比賽，我會盡力完成所有訓練。

當我到不同國家比賽時，都要早起到球場熱身

和練習，雖然十分辛苦，但也會刻苦地完成練

習，以便在比賽中發揮所長。有一段日子，我

在澳洲要每天比賽，以致手臂肌肉疼痛，但我

會祈禱，求上帝給予我力量去越過痛楚，並堅

持把比賽完成。我抱着「我不怕千萬人阻擋，

只怕自己投降。」的信念，在遇到任何困難

時，都提醒自己不可放棄，要堅持越過難關。

榮獲2018-2019英文生字王比賽冠軍、
20周年校慶徵文比賽冠軍—6A  楊灝照

課餘時我會閱讀各類課外書，以提
升自己對字詞的認知和寫作的能力。我
亦會預備一本筆記簿來記錄新詞語及好
句子，以方便自己日後參考。當遇到不
明白的字詞，我會查字典來尋找箇中的
意思，並把它牢記於心。俗語說：「有
恆為成功之本」。我相信只要盡學生的
責任，努力不懈地學習，就一定會取得
成功。

榮獲19-20年度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女子甲組）個人季軍
及團體冠軍、

19-20年度北區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100米）第二名—6B 梁雅琳

我認為無論在課堂或球場上也應盡本份，態度要認真，牢記師長的教導，
並努力練習。幾乎每

天課餘，我也會趕到球場接受三小時的網球訓練，以裝備自己。因此，我
很晚才能休息，而功課大

多只可在小息和來往球場中完成，但我也會堅持到底。因為我相信「羅馬
不是一天建成的」，這句

話提醒我任何驚人的成果，都要經過長期的努力和付出，而不是一瞬間得
到的。我會以此隨時勉勵

自己，以取得更大的成功。

榮獲2018-2019年度 ICAS數學科卓越獎、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北區）
優異獎

—6D  邱日熙
每天我都會提醒自己要專心上課，細心

聆聽老師的教導，多思考每一個問題，想一

想辦法怎樣解決，並以正面的態度面對難

題。此外，我也會努力溫習，多看課外書。

我喜愛數學，所以特別愛看關於數學的圖

書，這樣能讓我增加不少數學的知識。「辦

法總比問題多」這是我的座右銘，如大家遇

到問題，不妨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多向人請

教，用輕鬆的心情去面對。

榮獲2017徐悲鴻盃國

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冠軍、數學智能之全港

數學挑戰賽2019（小

學六年級組）冠軍—

6E 呂思廷

成功的前提就是要有目標，有了目標
就要努力。平日我

會多看課外書，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
，還要不恥下問，虛心

向老師和同學請教。我相信「只要功
夫深，鐵杵磨成針」。

每逢週日，我都會到畫室練習畫畫，
向爸爸請教畫畫的技

巧。當我沒有靈感，或者畫不出自己
想表達的意念時，我會

外出散步，回來重新構思。我相信成
功在於堅持不懈，不要

輕易半途而廢。

榮獲2017-2018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小學組初小級別：多元智能）
團體獎及優異獎、2018-2019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小學組高小級別：多元智能）團體獎—5C  曾奕誠
平日我會留心聆聽老師的教導和聖經的提醒。每天上課，我會寫筆記，回家後溫故

知新。在家裏注意分配好學習和休息的時間。當我遇到挫折時，會提醒自己不要放棄，
明白「失敗乃成功之母」，學習從失敗中爬起來，繼續努力向前。我的座右銘是「凡你
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如果我下定決心要做好一件事，無論成功與否，只要盡
力去做，就不會留下任何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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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推鉛球奮力向前衝刺

看我跳得多
遠

"Book papa"為你介紹好書

一二三，跳！

我們都喜愛堆沙！

攀高滑下樂透了
玩足球機射門大比拼！

親子比賽緊張又刺
激！ 齊來滾軸溜冰，大顯身手

開幕禮話劇：閱讀心連心

陸運會

旅行日

你也可以跟圖書做朋友

加油！快到終點了

活動校園

熱鬧的親子嘉年華

重拾閱讀初心同學無限read，日日更健康

跟幼稚園生分享自製的繪本

幼稚園服務學習圖書閱讀
獎勵計劃開幕禮

祝各位同學「越讀越多分」

幼稚園生聽得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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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Fashion Show全體表演者演出成功

我們帶領環保服飾潮流

學生用環保物料設計服飾

衣飾表達了設計者
對大自然的熱愛

期望將來的世界綠
樹成蔭

環保Fashion Show

Yummy,yummy,一起分享食物 齊聲高唱一Hallelujah

同學仔，Cheers 小一同學接受「朱記者」訪問

我們加入于小大家庭一百天啦！

唱詩讚美神「學習愛」

學生們誠心禱告

宗教周攤位遊戲

師生一同實踐以愛還愛

花絮

在台上分享見証，榮耀上帝

宗教周

家長合唱團獻唱聖誕歌李牧師分享聖誕真義

聖誕聯歡會及聖誕崇拜

電子樂團譜出創新樂章

我是環保勇士

小一百日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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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獲得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視藝

第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國畫高小組 優異獎 5E 廖敏淇

第 10 屆無冷氣夜 2019—「涼浸浸紙扇繪畫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E 呂思廷

星島雜誌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賽 西洋畫（第八組） 冠軍 6E 呂思廷

香港培道中學 X Barbie 第四屆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請賽
表現優異
嘉許獎

6E 呂思廷

蘇伊士新創建—無塑北區小學繪畫比賽 2019 高小組 亞軍 4E 黃迦諾

蘇伊士新創建—無塑北區小學繪畫比賽 2019 初小組 季軍 2C 呂伊善

音樂

第十二屆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2019 （P2) 2 級 B 組鋼琴考試曲目 冠軍 3B 伍玄哲

香港國際音樂節 鋼琴獨奏 銀獎 3A 劉家碩

第二十四屆聖西西利武國際音樂大賽 2019 2 級鋼琴獨奏 亞軍 6E 曾凱怡

第二十四屆聖西西利武國際音樂大賽 2019 3 級鋼琴獨奏 亞軍 4D 莫凱晴

2019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 鋼琴自選曲組（兒童 B 組） 季軍 2C 李方晴

體育

檳城第 5 屆 ASIAN TENNIS FEDERATION 14U 巡迴賽 2019 女子雙打 亞軍 6A 馮得心

2019 ROD LAVER LEAD IN PRESENTED BY TENNIS GEAR, 
AUSTRALIA

U12 女子雙打 亞軍 6A 馮得心

2019 ROD LAVER LEAD IN PRESENTED BY TENNIS GEAR, 
AUSTRALIA

U12 女子單打 冠軍 6A 馮得心

日清合味道—全港青少年網球巡迴賽—賽站 3 女子 14 歲或以下（雙打）、（單打） 冠軍 6A 馮得心

日清合味道—全港青少年網球巡迴賽—賽站 4 女子 14 歲或以下（雙打）、（單打） 冠軍 6A 馮得心

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甲組單打 冠軍 6A 馮得心

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6A 馮得心

6A 勞穎妍

6B 梁雅琳

6E 袁子婷

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甲組單打 季軍 6B 梁雅琳

大埔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 混合雙打（青少年組—N 組） 冠軍 6A 馮得心

大埔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 女子雙打青少年組（L 組） 冠軍 6B 梁雅琳

大埔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 女子雙打青少年組（L 組） 冠軍 6A 勞穎妍

大埔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 男子雙打青少年組（L 組） 冠軍 6C 張嘉朗

大埔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I 組） 亞軍 6A 勞穎妍

大埔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I 組） 亞軍 6D 黃戩晞

HOMESPORTER 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19—賽站二 男子綠球組單打（12 歲或以下） 季軍 6D 黃戩晞

HOMESPORTER 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19—賽站二 女子綠球組單打（12 歲或以下） 冠軍 6B 梁雅琳

HOMESPORTER 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19—賽站三 男子綠球組單打（12 歲或以下） 亞軍 6D 黃戩晞

HOMESPORTER 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19—賽站四 男子綠球組單打（12 歲或以下） 冠軍 6D 黃戩晞

HOMESPORTER 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19—賽站四 女子黃球組單打（16 歲或以下） 冠軍 6B 梁雅琳

社區少年網球比賽—賽站四 女子 12 歲或以下單打 冠軍 6B 梁雅琳

南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 男子青少年組雙打（18 歲或以下） 亞軍 6C 張家朗

葵青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 男子雙打青少年 ML 組 季軍 6C 張嘉朗

深水埗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11 歲或以下） 亞軍 6B 梁雅琳

黃大仙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組 亞軍 6B 梁雅琳

灣仔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9 女子單打青少年 FI 組 冠軍 6A 梁恩喬

2019 年嗚羽體育青少年羽毛球
積分排位城市巡迴賽—廣東深圳站

B 組女單 亞軍 6A 梁恩喬

中西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10 歲或以下） 冠軍 6A 梁恩喬

港青羽毛球單打分齡賽 2019 女子 C 組 亞軍 6A 梁恩喬

深水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FI 組單打 季軍 6A 梁恩喬

深水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FL 組雙打 亞軍 6A 梁恩喬

2019 年東莞 ‧ 虎門“敬發杯”青少年羽毛球邀請賽 C 組女單 冠軍 2A 李語菲

2019 年東莞 ‧ 虎門“敬發杯”青少年羽毛球邀請賽 D 組女單 季軍 2A 李語菲

2019 年東莞 ‧ 虎門“敬發杯”青少年羽毛球邀請賽 F 組男單、G 組男單 季軍 5D 李炫彬

香港第十五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團體 季軍 5D 李炫彬

香港第十五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C 女單 B（7 歲） 冠軍 2A 李語菲

香港第十五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E 男單 C（9 歲） 季軍 5D 李炫彬

香港第十五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F 女單 C（10 歲） 冠軍 6A 梁恩喬

羽毛球團體比賽 2019 男子小學組 季軍 5D 李炫彬

校外成績龍虎榜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

 6



體育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蝶泳（男子 D 組） 亞軍 3B 伍玄哲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蝶泳（男子 D 組） 季軍 3C 曾智恒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背泳（男子 H 組） 亞軍 3A 林逸軒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50 米蛙泳（男子 D 組） 冠軍 3C 曾智恒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自由泳（男子 H 組） 冠軍 3A 林逸軒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50 米自由泳（男子 D 組） 季軍 3B 鄭至翊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浮板賽（男子 D 組） 冠軍 3B 鄭至翊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浮板賽（男子 H 組） 冠軍 3A 林逸軒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25 米浮板賽（女子 K 組） 季軍 3B 朱栩欣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2019/2020 青年會游泳隊短池賽 女子 8 歲及以下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3C 梁倩寧

YMCA CHILDREN &YOUTH SPEED SKATING SUMMER 
INVITATION TOURNAMENT 2019

CHILDREN GIRL' S (8 YEARS OLD) 亞軍 3A 樊洛而

YMCA CHILDREN &YOUTH SPEED SKATING SUMMER 
INVITATION TOURNAMENT 2019

CHILDREN GIRL' S (8 YEARS OLD) 季軍 3D 羅羽蕎

YMCA CHILDREN &YOUTH SPEED SKATING SUMMER 
INVITATION TOURNAMENT 2019

CHILDREN GIRL' S 第四名 4B 黃亦彤

跆拳道 64 周年大賽 綜合初級技術 亞軍 5C 胡恩祈

跆拳道 64 周年大賽 綜合中級技術 季軍 5C 胡恩祈

跆拳道 64 周年大賽 綜合初級技術、綜合中級技術、綜合高級技術 季軍 5E 胡逸晞

跆拳道 64 周年大賽
綜合高級技術、套拳分級賽、二人隊際套拳賽、
三人隊際套拳賽、博擊分齡賽、
小學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冠軍 5C 胡恩祈

跆拳道 64 周年大賽 套拳分級賽 亞軍 5E 胡逸晞

跆拳道 64 周年大賽 二人隊際套拳賽、三人隊際套拳賽、博擊分齡賽 冠軍 5E 胡逸晞

2019 年“跆拳道雜誌杯”廣東省跆拳道聯賽
深圳站暨 2019“未來之星”跆拳道積分聯賽第三季

兒童女子 23-25KG 第一名 第一名 4D 宋可馨

新界鄉議局 ‧ 新界馬拉松 家庭 2 組（母親及一名 6-7 歲小童） 亞軍 2D 鍾卓霖

GARMIN 大埔半馬 2019 1 公里—親子 2 組（母親及一名 6-7 歲小童） 亞軍 2D 鍾卓霖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高 第二名 6E 張丞希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100 米 第三名 5A 江紫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60 米 第四名 5C 郭心然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100 米 第二名 6B 梁雅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100 米 第一名 6A 勞穎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200 米 第二名 6C 林小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60 米 第三名 6C 魏雨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鉛球 第一名 6A 勞穎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壘球 第三名 6A 馮得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

第四名

5E 蘇欣怡

5C 郭心然

5A 蔡子靖

5A 江紫穎

5C 文芷晴

5C 胡恩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 年度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4X100 米 第二名

6E 曾凱怡

6B 梁雅琳

6A 勞穎妍

6C 林小雲

6C 魏雨淇

6A 梁恩喬

學術

創作獎勵計劃 2018/19 第二期（小學組．主題寫作） 冠軍 6B 劉詩盈

台灣文化交流寫作大賽 小五至小六組 銅獎 6E 呂思廷

多元智能盃 數學比賽小五組 三等獎 6E 呂思廷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台灣總決賽 五年級奧數 銅獎 6E 呂思廷

亞洲國際數學與林匹克公開賽台灣總決賽 2019 年世界數學遊戲 銅獎 6E 呂思廷

2019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六奧數組 季軍 6E 呂思廷

2019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六數學組 卓越獎 6E 呂思廷

亞洲普英自然科學競賽（初賽） 五年級自然科學 銅獎 6E 呂思廷

亞洲普英自然科學競賽（決賽） 五年級自然科學 銀獎 6E 呂思廷

其他
i-Learner Top Reader Reading i-Learner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6E 呂思廷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傑出

小學生獎
6E 呂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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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珊牧師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暉明堂在今年上半年自立之外，下半年都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中渡過。每年聖誕節，暉明堂都會舉辦佈道會，藉此機會與眾學生及家長們，分享聖誕節的意義。今年，我們邀請中文大學生物醫學院教授徐國榮博士蒞臨分享見證，當日願意回應神呼召的人數眾多，真的感恩。最後，要感謝當日出席的薛校長、協助陪談和合唱團的老師們及「家教會」的各委員，也要感謝「家長合唱團」出色的演出，以及低年級同學組成的「小天使詩班」為我們獻唱動人的詩歌。在香港如此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帶給我們神同在的美好時光，鼓勵我們勇敢前行。「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8:12）

家長教師會主席  盧永嫦女士

今年的家長聖誕聯歡會，有接近100位家長參加，大

家一同唱詩、聆聽黃傳道的信息分享，了解聖誕慶祝救

主降生的喜訊。此外，更有遊戲及大抽獎的環節，各參

加者都很投入參與，大家都滿載而歸！

至於韓國親子交流團，雖然只有短短五天的行程，

但內容非常豐富。我們分別到了One Mount冰雪樂園、

首爾能源夢想中心、韓華AQAU PLANET水族館及MBC 

World電視台等地方參觀。該電視台更讓小朋友扮演主

播，充分發揮他們的演藝天份！

在平安夜裡，我們更有機會自製麵包，並即時品

嚐，質素很不錯呢！之後更在攝氏零度下夜遊漢江，欣

賞醉人的燈飾，大家都過了一個極難忘的平安夜！

感謝天父的保守，讓以上兩項活動都順利舉行。期

望各位家長日後繼續積極參與本會舉辦的不同活動。

祝大家

主恩常伴！

盧永嫦女士

我和兒子再晴一嘗做

麵包師傅的滋味！

韓國親子交流團攝於首爾夢想能源中心

家長教師會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
歡會，和各位家長一同

歡慶救主降生 麵包show大合照，大家都非常興奮

家長合唱團獻詩
暉明堂李燕珊牧師

小天使詩班（低年級合唱團）

暉明堂 

佈道會後暉明堂事奉人員大合照

薛校長、李牧師、見證嘉賓徐國榮博士伉儷

小朋友到MBC電視台參觀，

有機會嘗試做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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