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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HK Lutheran School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June, 2019.

  本校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開辦之基督教私立（非牟利）英文小學，2019年9月開辦小一至小四年級，每
班學生人數約25人。

E L C H K
Lutheran School

(A Christian English School)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啟信學校

  ELCHK Lutheran School is sponsored by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Hong Kong. It 
aims to nurture Christian character in our students through whole-person education by instilling 
biblical values and a healthy lifestyle. We strive to provide a ric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and an all-encompassing curriculum so that our students can acquire a high proficiency to master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We also aim to develop thei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high-order 
thinking ability through both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curricula. As a provider of quality educ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preparing our students to become global citizens who are happy to learn, 
skillful in communication, eager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and  courageous in innovation. 

School Mission

校訓
School Motto

「信望愛」
Faith, Hope and Love

「上帝就是愛」

（約翰一書四章十六節上）
God is love.

(1 John 4:16)

經訓
Bible Scripture

Library Reading Platform

Computer Room

Sportsground

Our School 

Badminton Courts

Multi-purpose room

    課 室 1 8 個 、 全 校 有 線 及 無 線 寬
頻 上 網 、 全 校 使 用 L E D 光 管 、 禮 堂 、
電 腦 室 、 實 驗 室 、 音 樂 室 暨 多 功 能 用

途 室 、 圖 書 館 、 醫 療 室 、 籃 球 場 、 排 球
場 、 羽 毛 球 場 、 5 條 跑 道 、 跳 飛 機 及

跳 遠 區 ； 每 間 課 室 均 設 各 科 學 習
及 資 源 角 ， 誘 發 學 生 自

主學習。

學校設施

  報讀2020年小一收表日期：由2019年9月9日(星期一) 至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止（星期六、星
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上午9:00至12:00及下午2:00至4:00。2019年9月28日開始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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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100%

Putonghua teachers fulfilling Putonghua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100%

(including Principal and 4 NETs)
Teachers’  qualif ications 

生命教育（教授價值教育、綠色生活、社交、團隊協作、解難、溝通及理財技巧）、
聖經及時事

以普通話教授   中文及普通話

主要以英語教授 音樂

以普通話或英語教授 體育

以英語教授 英文、 戲劇、數學、科學、常識、視覺藝術及電腦 l o v e  I     D r a m a .

開設科目

以粵語教授

1. To spread the Gospel, and to live out the faith. 

2. To  prov ide  an  a l l - round educat ion ,  and  to  emphas ize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in daily life. 

3. To foster a rich language-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promote multi-
way communication in school.

4. To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and to nurture them to solve 
problems positively.  

5.  To uphold love as the mainspring of education, and to inspire students 
to serve the society as caring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 with God’s love.

傳揚基督，踐信於行；

六育並重，連結生活；

營造語境，多向溝通；

啟發潛能，正向解難；

以愛為本，服務社群。

The Core Elements of our Education Philosophy 

Our students in 
summer uniform

English teachers fulfilling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100%

University graduates 100%

Postgraduates holding Master Degrees 50%

Our students in 
sports uniform

Our students in 
winter 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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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校 是 基 督 教 私 立 （ 非 牟 利 ）
英 文 小 學 ， 2 0 1 9 - 2 0 2 0 年 度 全 年 學
費 $ 5 6 , 0 0 0 ， 分 1 0 期 繳 交 ， 每 月 學 費

$5,600。公務員可以為子女申請本地教育津
貼。每學年設學業獎獎學金、全人發展
獎 獎 學 金 及 宗 教 教 育 獎 獎 學 金 ， 數

額由一千元至萬餘元不等。

學費

王雲珠校長簡介

Ø  曾擔任小學校長多年，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學校協作
及體驗事務處學校協作顧問及嶺南大學校長顧問。

Ø  王校長亦曾擔任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高級計
劃主任、教育局校外評核組校外評核員、香港浸會
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擬任校長班及中層教師培訓班
導師及講師多年。

 

 採用活動、小班教學，透過
合作學習及跨學科主題學習，發展

學生探究及課間延伸學習的能力，培養高階
思維、批判性思考、解難及兩文三語的能力。

  本校英文語境豐富，英文科採用內容多元、
生動及具啟發的課本，小一至小三每週有兩教節

教授牛津RWI英語課程，以原音拼合法(Synthetic 
phonics)及圖書教學培養學生英語聽說讀寫的技
能 ； 科 學 科 、 常 識 科 及 數 學 科 配 合 ST E M 教

學 ， 由 小 一 開 始 ， 戲 劇 、 數 學 、 常 識 、 科
學、電腦、音樂及視覺藝術科均以全英語

教授；所有班別採用普通話教
授中文。 

教學特色

 領取獎狀學生與校董、校長、家長合照

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8：20 — 下午3：35
午 膳 時 間：下午12：45 — 1：30
星期一至四：下午3：45 — 4：45課餘興趣班
星  期   五 ：下午2:10 — 3:35課外活動

學校電話     傳真號碼
(O) 2479 1262     (F) 2470 2007

網址
http://elchkls.edu.hk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

學校地址
元朗安信街10 號
（鄰近豐年路輕鐵站、968、68M、64K、
54號巴士總站、西鐵線轉乘港鐵巴士K68、K73、K74及
611P綠色專線小巴站）

乘坐下列屋苑的穿梭巴士可直達本校
錦綉花園、御景園、蝶翠峰、朗怡居、
柏麗豪園、天巒、菁雅居、朗晴居及御豪山莊

同學在上學期頒獎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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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acular School Life

Arts Week

Exploring the World Week

Chinese Costume Day

STEM Exploration Week

Storytelling

Life Education Week

Maths Week

Girls' Guides

English Week

Religious Studie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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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s Week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hristmas Sermon & Celebration

Flute Class

Girls' Basketball Team

Latin Dance

Putonghua Choral Speaking Team

Rope Skipping

School Choir

Taekwando Team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Viol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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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hoir Performs in Yuen Long Theatre

Inquiry About Buoyancy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Staining Experiments in Science Room

Parent-child outing

Sports Day

Outdoor Learning 

76



School Choir Performs in Yuen Long Theatre

2018-2019年度上學期校外比賽獲獎記錄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E 陳元熙 小學1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E 賈景博 小學1、2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1E 莫焯鏗 小學1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L 陳瑋舜 小學1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L 聞凡兒 小學1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C 陳萱穎 小學1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C 劉康楠 小學1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C 李伯陽 小學1、2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1C 梁芷晴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1C 陸 瑤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1C 潘依然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1C 蘇翊桐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E 陳若楠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冠軍
 2E 陳奕翰 小學1、2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冠軍
 2E 陳奕睿 小學1、2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E 高洛菲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L 黃婉婷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L 黃婉婷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L 伍珈慧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L 毛與同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C 陳愷晴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C 滕佳彤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季軍
 2C 王殷澤 小學2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C 郭邾鎰 小學1、2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C 陳心渝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C 朱璽臻 小學1、2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H 林漫晴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H 鍾旻殷 小學2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H 林懿海 小學2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H 馬頌祈 小學2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2H 張舒雅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亞軍
 2E 曾娜娜 小學1、2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E 茹樂斯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季軍
 3E 茹樂斯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E 蔡雅同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E 聞心兒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季軍
 3E 劉怡婷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L 陳展妮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L 李子天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E 劉怡婷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L 劉淑琪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L 袁詩恩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L 張心柔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L 王浚霖 小學3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L 麥芷晴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L 劉淑琪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C 曹家寧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C 張子軒 小學3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C 胡曼琪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冠軍
 3C 胡曼琪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C 江飛燕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季軍
 3C 江飛燕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C 姜栢睿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C 高洛瑤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季軍
 3C 欒昕暢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亞軍
 3C 王悅怡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C 黃呈至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冠軍
 3C 熊昕濤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季軍
 3C 熊哲林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亞軍
 3C 張詩茵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C 黃呈至 小學3年級男生英文獨誦 冠軍
 3H  彭佩瑜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H  張可柔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K 劉懿琳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K 李汶珈 小學3年級女生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3K 瞿詩淇 小學3、4年級女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3K 劉錦林 小學3、4年級男生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
 1C  劉康楠  小學組 優異獎

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2E  陳若楠  小學一二年級組爵士舞、街舞、現代舞、  
   HIPPOP獨舞 優異獎

元朗體育節2018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SDM及現代農場杯
 1L  聞凡兒 JUVENILE&YOUTH SOLO CHA CHA CHA 和SAMBA 冠軍
 3E 聞心兒 兒童及青少年8vCHA CHA CHA  第三名
 3E 聞心兒 JUVENILE&YOUTH SOLO RUMBA 亞軍
 3E 聞心兒 JUVENILE&YOUTH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3E 聞心兒 JUVENILE&YOUTH SOLO JIVE 季軍

2018HONGKONG CHILDREN AND YOUTH ENGLISH SPEECH CONTEST
 2C 王殷澤  JONIOR PRIMARY GROUP BRONZE AWARD
 2H 林漫晴  JONIOR PRIMARY GROUP BRONZE AWARD

海藝第三屆聯區短池水運會
 2H 葉禕晴  優異獎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華夏盃
 3E 茹樂斯  總決賽 三等獎

2018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2H 劉悅暄 搏擊組 優勝獎

2018年度元朗區體育操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
 3L 蘇燕欣  藝術體操分齡賽-小學預備組B個人全能 冠軍
 3L 蘇燕欣  藝術體操分齡賽-小學預備組B徒手操 亞軍
 3L 蘇燕欣  藝術體操分齡賽-小學預備組B球操 冠軍

香港樂傑體藝會挑戰賽
 3L 馮詩淳  蛙泳22米 冠軍
 3L 馮詩淳  背泳22米 冠軍
 3L 馮詩淳  自由泳22米 冠軍

第二屆技術交流賽
 3L 馮詩淳  搏擊賽 第二名
 3L 馮詩淳  公開組獨舞RUMBA 冠軍
 3L 馮詩淳  公開組獨舞SAMBA 季軍

元朗區第三十六屆水運會

 3L 蘇燕欣  女子青少年J組100米自由泳 冠軍
 3L 蘇燕欣  女子青少年J組50米蝶泳 亞軍

元朗區第三十六屆水運會
 3E 蔡雅同  英文詩詞獨誦組 亞軍
 3E 蔡雅同  普通話二人朗誦組別（小學P3-4組） 冠軍
 3L 蔡雅如  英文詩詞獨誦組 亞軍
 3L 蔡雅如  普通話二人朗誦組別（小學P3-4組） 冠軍

2018全港學界兒童田徑超級杯（第二屆）
 2C 閆浩天  2007-20012年組別30米 第二名
 3K 賴高怡  2007-20012年組別60米

2018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3E 蔡雅同 小學中級組 銅獎 
 3L 蔡雅如 小學中級組 銅獎 

第41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2E 陳若楠 少年舞蹈組 銀獎 

2018仁愛堂體操比賽
 2H 郭 昍 大彈網小學女單A1組  冠軍
 2H 郭 昍 競技體操女單D1組 季軍

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

 3E 茹樂斯 GRADE1 DISTINCTION

2018星藝杯
 3E  蔡雅同  初小組單人爵士舞 銀獎
 3E  蔡雅同  高小組群舞爵士舞 金獎
 3E  蔡雅同  高小組群舞 最佳表現獎
 3L  蔡雅如  初小組單人爵士舞 銀獎
 3L  蔡雅如  高小組群舞爵士舞 金獎
 3L  蔡雅如  高小組群舞 最佳表現獎

第九屆善行盃全港才藝比賽
 3E  蔡雅同  初小組爵士舞單人舞 銀獎
 3E  蔡雅同  初小組爵士舞雙人舞 金獎
 3E  蔡雅同  小學組爵士群舞   金獎
 3L  蔡雅如  初小組爵士舞單人舞 銀獎
 3L  蔡雅如  初小組爵士舞雙人舞 金獎
 3L  蔡雅如  小學組爵士群舞   金獎

2018全港兒童中英文歌唱比賽
 2C 王殷澤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兒童水運會
 3L 馮詩淳  自由泳22米 冠軍
 3L 馮詩淳  蛙泳22米 亞軍

婷婷舞動迎聖誕2018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邀請大賽全港舞蹈藝術家大賽
 3L 馮詩淳 獨舞RUMBA 冠軍
 3L 馮詩淳 CHA CHA CHA  優等獎
 3L 馮詩淳 SAMBA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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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
 團體   小學英文組 傑出舞臺效果獎
 團體   小學英文組 傑出合作獎
 2H 馬頌祈 小學英文組 傑出演員獎

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C 熊哲林 優良證書
 3E 程姵儒 優良證書
 2H 張珊姍 優良證書
 1E 莫海珊 優良證書
 2C 程奕儒 GRADE TWO PIANO SOLO  季軍
 3C 黃呈至 VOCAL SOLO -FOREIGN LANGUAGE  亞軍
 3L 鄭令孜 優良證書
 3E 馮柏翹 優良證書
 3C 姜栢睿 優良證書
 1E 梁愷烙 優良證書
 3H 沈柏弦 優良證書
 3C 戴 箏 優良證書
 3C 曹家寧 優良證書
 1L 曾柏揚 優良證書
 1C 梁芷晴 優良證書
 2C 陳愷晴 優良證書
 3C 王悅怡 優良證書
 3E 范美羚 優良證書
 3L 王浚霖 優良證書
 3C 楊 悠 優良證書
 3K 黎澔謙 優良證書
 3K 賴俊然 優良證書
 3C 高洛瑤 優良證書
 2E 高洛菲 優良證書
 1E 莫焯鏗 優良證書
 3C 鄧子遊 優良證書
 2H 劉悅暄 優良證書
 2H 郭 昍 優良證書
 2E 陳若楠 優良證書
 2H 陳展朗 優良證書
 2H 傅靖瑤 優良證書
 3L 陳展妮 優良證書
 3K 鄭恩諾 優良證書
 3C 胡曼琪 優良證書
 3E 茹樂斯 優良證書
 3E 陳灝森 優良證書
 3E 李謙遜 優良證書
 1E 黃彥皓 優良證書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3C 黃呈至 銀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香港賽區）
 2L 毛與同 晉級賽成績 一等獎
 3C 江飛燕 晉級賽成績 一等獎
 1C 劉康楠 晉級賽成績 二等獎
 2L 黃婉婷 晉級賽成績 二等獎
 2L 曾康睿 晉級賽成績 二等獎
 2C 伍康瑜 晉級賽成績 二等獎
 3C 熊昕濤 晉級賽成績 二等獎
 3C 胡曼琪 晉級賽成績 二等獎
 1E 黃彥皓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1E 張韞成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1C 潘依然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2L 羅 豪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2L 李中延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2L 麥軒寧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2C 閆浩天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3E' 茹樂斯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3C 曹家寧 晉級賽成績 三等獎
 2L 毛與同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一等獎
 2L 黃婉婷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一等獎
 1C 劉康楠 全國總決賽成績 二等獎
 2C 伍康瑜 全國總決賽成績 二等獎
 3C 熊昕濤 全國總決賽成績 二等獎
 3C 江飛燕 全國總決賽成績 二等獎
 1E 黃彥皓 全國總決賽成績 二等獎
 1C 潘依然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2L 羅 豪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2L 李中延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2L 麥軒寧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2C 閆浩天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3E' 茹樂斯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3C 曹家寧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3C 胡曼琪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3C 胡曼琪 全國總決賽成績 三等獎
 2L 毛與同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一等獎
 2L 曾康睿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一等獎
 3C 熊昕濤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一等獎
 1E 張韞成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1C 劉康楠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1C 潘依然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2C 閆浩天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2L 羅 豪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3C 江飛燕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3C 胡曼琪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3C 曹家寧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二等獎
 1E 黃彥皓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三等獎
 1E 莫焯鏗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三等獎
 2L 李中延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三等獎
 2L 麥軒寧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三等獎
 2C 伍康瑜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三等獎
 3E 茹樂斯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 三等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8-2019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3E 盧弘傑 男子丙組50米蛙泳 第六名
 3L 蘇燕欣 女子丙組50米蛙泳 第二名
 3L 蘇燕欣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 第二名

元朗體育節 2018
 2H 林漫晴 元朗體育節 2018 Cha Cha Cha 冠軍
 2H 林漫晴 元朗體育節 2018 Rumbom 亞軍
 2H 林漫晴 元朗體育節 2018 JIVA 季軍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亞洲公開賽
 3E 聞心兒  兒童及青少年solo Cha Cha Cha 冠軍
 3E 聞心兒  兒童及青少年solo Jive 冠軍
 3E 聞心兒  兒童及青少年solo Cha Cha Cha 冠軍

聯校音樂大賽
    合唱團  銅獎

“中順潔柔杯”2019深圳體育舞蹈（全國）公開賽
 2E 曾娜娜 等級L8 歲以下單人組C 一等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8-2019
 3L 蘇燕欣 榮獲2018新春繪畫比賽兒童A組中國畫亞軍

DECATHLON KIDS ATHLETIC CHAMPIONSHIPS 2019 60M HUDDLES
 3L 張證嵐  優異獎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亞洲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solo rumb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solo Jive 冠軍

3E 聞心兒

2018-2019年度下學期校外比賽獲獎記錄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2019 第一站

 1L 聞凡兒  單人八歲或以下拉丁舞雙項（查倫）分組賽C 第三名
 3E 聞心兒  cha cha cha 9歲（單人組）（分組賽A） 第一名
 3E 聞心兒  牛仔舞-9歲（單人組）（分組賽C） 第三名
 3E 聞心兒  單人10歲或以下拉丁舞雙項（查倫）分組賽B 第三名

P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