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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校長的話
美國前教育部長Richard Riley表示：「2010年最迫切
需要的10種工作，在2004年還沒出現；我們必須教導現在
的學生，畢業後投入目前還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還未發
明的科技、解決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問題。」因此，創造力、
溝通力、合作力、適應力、思考力、應變力等，已被視為個
人與國家整體成功的重要因素。有鑑於此，不論教師的教學
方式或是學校的學習環境，均需作出適切的調整，才能有效
地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學生。本年度，本校亦在課程上作出
改革，期望能協助學生為將來作好準備。

以愛育人，建立正向思維
我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有其獨特性，每一位學生都需要
愛。學校是最能讓孩子感受愛的地方之一，所以我們致力營
造一個關愛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愉快地學習。在校內師生及
家長共同努力下，關愛已成為本校的「標誌」。本年度，本
校引入正向教育，除了培養學生建立正向的價值觀，以提升
抗逆能力外，同時幫助學生了解、發掘自己的強項和潛能，
以應用於學習及解決困難之上，使學生能夠在成長路上，盡
展所長。

社區

校友事 務組
及

零

一九

顧問 : 黃錦良校長
編委會成員 : 雷蔚琳主任、周可琳老師、羅瑜婷老師、曾淑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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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實創新，培育國際人才
奠定良好的語文基礎，有助提升學
生溝通能力，促進自主學習。本校今年額
外聘請一位外籍英語教師，為學生創設更
多接觸英語的機會，加強學生的閱讀和說話
能力。另一方面，為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和探究精神，本
校於三至六年級設立超學科課程。課程結合了數學科、常
識科、電腦科和視藝科，當中加入科學實驗、編程、3D打
印、電子積木等，並配合全方位學習及參觀活動，務求能
透過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和科探精神。

多元智能，發掘無限潛力
本校一直致力推動「一生一體藝」發展。在正規課
時內，本校開設了「多元智能課」及「智庫學堂」供學生
自由參加，期望學生能從中得到均衡的身心發展。透過參
與多元智能課，學生能汲取課本以外的知識和技能，啟發
潛能。本年度，本校開辦了更多的活動項目，除重點發展
的單輪車校隊外，還有中樂團、少林武術、英文話劇、
STEM小先鋒隊等，透過充份的機會，讓學生獨特的才能
在合適的活動中得到最佳的培養及發揮，獲到別人的肯定
和認同，從鼓舞中提升自信心。

中秋樂繽 FUN 嘉年華暨親子 STEAM 機械人及填色比賽頒獎禮

本校於9月15日舉辦「中秋樂繽FUN嘉年華暨親子STEAM機械人
及填色比賽頒獎禮」，當日，吸引了不少家庭參與，場面非常熱鬧！獲
獎作品充分體現了小朋友的無限創意。嘉年華主題圍繞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和數學元素，激發小朋友的邏輯思
維及解難能力，藉此培養他們對STEAM的
興趣。當天，大家都玩得十分開心和投入。
親子同樂猜猜謎

齊來動手整月餅

綠色音樂叮叮噹

啟發思考的ROBOT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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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上小學」跨學科學習
為照顧初入讀的小一學生認識小學生活，本校於9月舉辦了「齊來上小學」跨學
科學習，將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音樂、普通話及電腦科的教學加入了適
應小一生活的學習內容。此外，學習冊亦隨附家長篇，請家長配合，幫助孩子適應新
校園的生活。

課 程及教

同學們學習用粤語、英語和普通話互相問好，認識新朋友。

兄學姐的佳作啊！

數一數，數數小學

課室的設施。

看！這是老師的教員室！

視藝室裏有很多學

參觀「創科博覽 2018」
為使學生加深了解中國及香港的科技成就，認識科技創新的重
要性，並增加學生對科研的興趣，本校參加了「太空種子」種植計
劃，並安排了五、六年級學生參觀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辦的「創科博覽
2018」。
是次博覽會以「驅動創新‧繼往開來」為主題，展出近160項
展品。展覽現場分成多個展區，包括三大主題展區「工」、「農」、
「醫」，以及「VR專區」、「香港之光」展區和「改革開放四十年
主題紀念館」。學生可於會場內欣賞科學表演及參加導賞活
動，加深對科研的認識。

同學們在「太空種子種植計劃」中所栽種的植物
既茁壯又美麗，獲公眾人士讚賞。

同學們用心聆聽講解及觀賞科技展品

此外，本校還安排了派發有關門票，鼓勵家長帶領其
子女出席博覽會，作為有意義的親子活動。

「共融文化教育」學生講座

「學校文化週」跨學科學習活動
11月12日至16日為「學校文化週」，
本校藉此弘揚中華優良傳統文化，安排了不同
形式的學習活動，亦邀請了文化藝術人士到
校，分享中國文化。學生們在歡樂聲中增進
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學習內容如下：
1. 認識中國傳統戲曲藝術 皮影戲、提線木偶劇及掌中木偶劇
2. 自製皮影戲活動
中國傳統戲曲藝術表演 — 皮影
3. 「看動畫學歷史」，認識中國的歷史偉人 戲、提線木偶劇及掌中木偶劇。
4. 中國文化節日與節令展覽
5. 中國文化攤位遊戲
6. 中國文化問答比賽
「看動畫學歷史」，
認識中國的歷史偉人。
中國文化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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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中國文化攤位遊

中國文化節日與節令展覽

製作皮影戲活動

為了讓不同國
籍、不同學習需要
的學生在校園內和
睦相處，一同學習和
成長，本校特意邀請
民政事務總署職員於
9月24日到
校為學生進
行「共融文
化」教育講
座。在講座
中，同學們
認識不同國
籍的生活和
文化，也明白不同能力的學生需要，培養了
互相尊重、彼此接納的重要態度。

師

發展組

自學平台計劃介紹
為了讓一、二年級學生善用課
餘時間，培養上網學習的習慣，並提
升中文及數學科的學習水平，本校繼
續採用Smart Education的自學平台
作學生的網上學習計劃。

「提升記憶力全攻略」學生講座
記憶是人類大腦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所有學習與創造的基
礎。在強調終身學習的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需要快速記憶及吸收
大量資訊。故此，本校於10月舉辦了「提升記憶力全攻略」學生
講座，從腦科學的角度以及大腦吸收資訊的方式，深入淺出地說
明大腦有效記憶的原理，並介紹簡單入門的記憶技巧，為學生提
升記憶力打好基礎，並建立個人學習的自信心。

STAR 網上評估學習計劃
為了更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回饋教師和學生，作
為改善學習與教學的基礎，本年度小三至小六中文科及數學科
採用香港考試局研發的「STAR網上學習平台」作學生的網上評
估學習計劃。中文科及數學科老師會適時為學生安排配合教學
內容的練習，評估他們的學習表現，並作出教學跟進。

「學生獎勵計劃 1819」介紹
本年度學校為加強鼓勵學生善用餘暇，培
養自主學習的習慣，特別安排全校學生參加由
香港教育城主辦的「學生獎勵計劃1819」，
目的讓學生寓學習於遊戲，在輕鬆的環境下增
進學科內外知識，充實自己。
小一至小三學生的獎勵計劃涵蓋中文、
英文、創作及閱讀等範疇，包括：「創作天

地」、「閱讀挑戰計劃」及「閱讀約章獎勵計
劃」。
小四至小六學生的各獎勵計劃則涵蓋中
文、英文、數理常識、創作及閱讀等範疇，包
括：「中文狀元挑戰計劃」、「創作天地」、
「十分科學」、「閱讀挑戰計劃」及「閱讀約
章獎勵計劃」。

求實盃友校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頒獎典禮暨曾鈺成大紫荊勳賢講座
為表彰及鼓勵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得獎者，促進各友校德
育和班主任工作及課堂教學的發展，本校老師出席了「求實盃友
校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頒獎典禮」。頒獎前，原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大紫荊勳賢以「如何應對香港的新情況」為題，為老師們進
行了精彩的講座，讓大家獲益匪淺。

小班教學介紹

親子閲讀獎勵計劃 — 我的閲讀之旅

本校在一至三年級推行小班教學，每班大約
20至25人。在課程設計及環境佈置上也跟以往的
大班課堂不同。課程上，我們依「小班教學的六個
核心原則」來設計課堂教學，還加入自主學習、照
顧學習差異以優化教學措施，提升教學質素。環境
佈置方面，學生以四人一組，每組包括強、中、弱
的學生，以異質分組模式，進行合作學習。老師又
會教授學生分組技能、活動時的用語及程序，並在
課室張貼常規標語及統一一套獎賞計劃。

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
網上閱讀獎勵計劃
為了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本校參與了香港教育城「e悦讀學校計劃」，希望
透過此計劃協助學校推行校本電子書閱讀計劃，推動
校內閲讀風氣，從而促進學生建立自主閲讀的習慣。
學生只需以教育城學生帳戶閲讀任何種類的電子
圖書，系統便會自動記錄閲讀數據。學校鼓勵學生積
極參與計劃，競逐個人獎項及學校獎項。

為了發揮學生的創意、啟發藝術潛能及推廣閲讀風
氣，本校圖書館與視覺藝術科繼續於本學期初進行跨
科協作活動，為本校的校本閲讀計劃舉辦了「閲讀檔
案封面設計比賽」，藉此為本學年校本閲讀計劃打開
序幕。計劃鼓勵同學在任何圖書館借閱圖書，在閱畢
後填寫閲讀紀錄表及完成檔案內的閲讀任務。家長需
在小冊子內簽署以核實有關資料，並以示鼓勵及支持學
生的參與。家長和孩子們分享閱讀的樂趣，能建立良好
的親子關係及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我們一起悦讀的日子」書展閲讀活動
為了提升學生的閲讀興趣及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老師及
一班熱心的家長們帶領十多位小四及小五學生參與「我們一起悦
讀的日子」活動。是次一整天的閲活動，在主辦單位悉心的安排
下，學生不但有機會參與名作家分享，與她們近距離作交流，同
學並可即場接受作家指導，進行寫作比賽。
比賽完畢後，學生還可逛一年一度盛大的書
展，購買和閲讀他們心愛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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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動 及 體 藝發展 組

9月10日為敬師日，當日
全校師生聚首一堂，由學生代表
獻花給校長及老師以答謝老師們
的悉心教導與栽培，並祝賀學校
桃李滿門，場面温馨。

多元智能課
學校訂於星期三下午進行「多元智能課」，
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柳琴班
中國笛子班

小提琴班

小小實驗室課程

鼓樂興趣班
單輪車班

中國畫班

少林武術班

學校旅行
乒乓球興趣班

古箏班

足球校隊預備班

快樂小農夫

琵琶班

花式跳繩班

創科模型製作班

本校為了讓同學能親近大自然，並在户外進
行學習、參與群體活動、學習與人相處，本年度
學校旅行定於11月30日舉行。一至六年級一同
前往蝴蝶灣公園進行戶外學習活動。當日學校安
排了健康午餐、堆沙比賽、集體遊戲及燒烤等活
動，師生們都樂在其中。

珠心算班

「小一迎新活動 —
暢遊迪士尼樂園」

動感WONDERLAND

本校於9月28日為小一學生
舉辦「小一迎新活動-暢遊迪士
尼樂園」。

健康午餐比賽優勝作品

3B文思穎

1C張雁涵

惠州交流團

1C黃梓琪

本校於11月23日舉辦了「同根同心-惠州自然保育及科技探索之旅」，
交流內容圍繞科技及環保，學生從中得到寶貴的經驗，增廣見聞，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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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詹楚涵

3E梁泰瑋

3A于童輝

3A施諾妍

傳 訊 及家 校 事 務 組

家庭探訪活動
9月14日，我校全體教師到
學生家中進行家庭探訪活動，希
望藉此加深對學生的認識及了解
其學習需要，同時傳達老師對學
生的關愛。

家長講座 ( 一 )

親子農田樂
親 子 綠田園已順利於11月9日舉行開田
活動，場面十分熱鬧！感謝各位家長鼎力支
持這項有意義的親子活動，一起美化校園。
同時，通過對幼苗的栽培，讓孩子深刻體會到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而且，可以
提高小朋友的手腳協調性呢！

總

家長教師會與
「培正教育中心」
於11月14日合辦
家長講座，題目為
「放下藤條‧正面
管教」。透過此講
座，讓家長明白孩子的
基本需要和發展需要，從而掌握正
面及有效的管教方法，有助建立良
好的親子關係。

務 及綠 色 校園 組

校園齊惜福
本校參加了「校園齊惜福」計劃，透過
多元化的活動，讓同學了解香港廚餘問題，
從而提升珍惜食物的意識，並身體力行將廚
餘循環再造為肥料，用於校內有機種植，以
推動綠色校園文化。

小農夫們正在學習
種植有機沙律菜

小農夫認真聽取導師講解如何
用廚餘製造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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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及 學 生 支援 組

「樂‧追尋」計劃
我們相信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並具發展的潛能。我們亦相
信引入正向教育，對學生了解、發掘自己的性格強項有莫大的幫助。本年
度校本訓輔計劃正是在這理念之上建構而來。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無疑
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和挑戰，他們不僅需要教師及家長的正面支持和鼓勵，
更需要懷着肯定自我的信念，不斷努力，才能找到成功路徑。

學生佳作

小冊子內頁

「樂‧追尋」開幕禮

封面

班相作品

講座

校長主持開學禮

風紀

班班滿天星
第一期勤學守規大

激鬥獲獎班別

外籍老師
Miss Janna
作自我介紹

健康衞生講座
介紹校本訓輔計劃
樂於學習講座

風紀是學校重要的領袖生團隊，為隆重其事，
校長於開學禮為全體風紀進行授帶儀式。另外，本
校在11月4日進行了風紀培訓活動，風紀都非常投
入，把握機會裝備自己。
校長為風紀進行授帶儀式

風紀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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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日會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
日營活動

開幕禮

家長日及家長講座
學校一向重視家校合作，
在上學期分別舉辦了全校家長會
及家長日，讓家長更了解學校的
工作及學生在校的表現。
家長會

中

文科

文房瑰寶 — 書法自學

班主任會見家長

科任老師會見家長

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
第70屆
本年度中文科參加了「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
香港學校朗誦節
驗教學計劃，此計劃由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
（主辦單位）和國際經典文化協會（協辦單位）合
作，研究中華文化的入門典籍《三字經》與現代社
會的關係。透過提供多元化交流平台及教學工具，
加強學生語文積澱，進而提升人文素質。

為加強同學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每班設有一個「中文自學角」，並放
置了一套毛筆掛筆架、毛筆、免墨水
寫紙，讓同學於小息或午息時，自行
到自學角研習書法。

2C陳曉雯勇奪
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同學們對書法深感興趣，每逢小息，
都會輪流到自學角練習書法。

本校外籍英語教師
為學生創造更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
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英語，本校於本年
度特意增聘一位外籍英語教師。

Miss Jess

Hi! My name is Miss Jess. I have been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at HKFEW Wong
Cho Bau School for the last seven years. That means I have taught every student
in the school when they were in Primary 1. I am
from a small town called Fairbanks in the state
of Alaska in the USA. Alaska is a cold place very
far from Hong Kong. We have snow for more
than 7 months of the year. We also have many
wild animals and not so many people. I invite
you to look it up, or better yet, ask me about it!
Cheers!

同學們利用平板電腦於課室內自學《三字經》內容，
進一步發掘中華文化的精髓。

英

文科

Miss Janna
Hello, ever yone. My
name is Miss Janna.
I am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from South
Africa. I have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and
teaching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for eight years. I live
here with my husband and our lovely daughter who is
now in Primary 1. We like to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enjoy outdoor activities like swimming
and hiking. I am passionate about teaching and strive
to create a fun and interes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I believe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nurtured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我校學生參加了第70屆學校朗誦節四至六年級組英詩集誦
比賽，榮獲季軍，成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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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科學探究活動
本科一直以來着重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故每學年都會
舉辦「科探周」，在各級進行不同主題的科學探究活動，期望學生
在「動手做」及競賽過程中探究科學知識。
「竹蜻蜓」在空中
旋轉多漂亮！

吹呀吹，吹出動聽的旋律！

為了令雞蛋降落傘能安全降落，
同學們正努力設計和製作。

走着走着，看哪輛走得快！
飛！

飛呀飛，振翅高

我們的風向儀終於成功轉動

，yeah！

「環保動力船」GO！GO！GO！

同學們正用心製作濾水器。

飛呀飛，「橡筋飛機」向前

飛！

「風力船」正努力向前衝！

「水火箭」準備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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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們介紹「水火箭」吧！

數

數學小擂台
為了讓學生應用所學的數學知識，提升校
園學習數學的氣氛，本科於小息時在雨天操場
進行班際「數學小擂台」。活動推出以來，一
直深受同學歡迎，本年更優化比賽形式，增設 四年級數學小擂台由
4C鄭聲植和陳堅軒
台下觀眾搶答環節，使現場氣氛更激烈。
同學獲得冠軍

比賽時，三年級參賽學生
聚精會神地計算題目。

學科

奧數隊
數學科一直致
力發掘具潛質的學
生，提升其數學的能
力。本年度更擴闊數
學拔尖的範圍，開辦
二至六年級的校隊奧 奧數老師正在指導學生
思考難題
數精英課程。

經過一番激烈比賽，由3E余麓寧和
梁泰瑋同學以大比數勝出。

六年級奧數隊學生積極發表意見
四年級參賽學生運用幾何條拼砌不同的四邊形

音

樂科

第十六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

第二十一屆中國器樂大賽
為了提供更多
平台讓學生互相交流
及觀摩，本校安排中
樂小組的學生於10
月14日到香港文化
中心參加由香港國際文藝交
流協會主辦的「第二十一屆中國器樂大
賽」。當天他們以樂曲《中國人》參賽。
每位組員都表現出色，具自信和默契，最
後榮獲「中國器樂大賽冠軍」和「傑出表
現獎」。學生們能在芸芸的參賽者中脱穎
而出，實在可喜可賀！

本校鼓樂隊於10月13日，在尖沙咀海旁參
加「第十六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能
夠參加此次盛會，與全港學校切磋、學習，隊員
們都表示獲益良多，並會在此後的訓練中更加努
力，爭取好成績。

教聯會合唱團五周年音樂會
本校中樂團有幸獲教聯會邀請，於10月15日參與在香港文化
中心舉行的「教聯會合唱團五周年音樂會」的演出。本校位於東涌
新市鎮，因此中樂團以「中華樂韻畫東涌」為題，將大嶼山的特色
景點融入中國傳統音樂，希望藉此向外界推廣本區。同學們透過公
開的演出活動，加強演奏的技巧，建立自信心，並提升對本區的歸
屬感。

普通話科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為了培養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並提升學生
的自信心，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普通話朗誦比賽，學
生表現亦非常出色，成績優異。本年的普通話集誦隊為
我校的一、二年級學生，他們年紀雖小，但每次練習都
相當積極投入，得到很多寶貴的演出經驗。

一、二年級普通話集誦隊陣容鼎盛，
每個隊員都精神奕奕。

2E段子迎勇奪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2C李祉熹勇奪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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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徐悲鴻與他的時代：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精品展」活動
為了提高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參
與社區活動，本校的視覺藝術科老師
帶領學生到一新美術館參觀「徐悲鴻
與他的時代：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
精品展」。是次展覽是為了慶祝中央
美術學院(中央美院)成立100週年，
中央美院首次在港展出徐悲鴻、齊白 一新美術館
石、張大千、李可染等大師的一系列
珍貴藏品。學生透過畫展近距離感受
20世紀初的中國文化氛圍及藝術大師
們的家國情懷，機會實屬難得。

「徐悲鴻與他的時代：
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
精品展」

老師與學生交流
對作品的看法

學生留心地聆聽
導賞員講解

學生認真地觀賞大師作品

超

學科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大賽
在暑假期間，李炎雄老師帶領6A班幾位同學參加
「2018 MakeX機械人挑戰大賽」。比賽考驗學生使用感
測器和編寫程式的能力，學生要令機
械人在自動程式下精準運行，完成獨
立任務及聯盟任務。本校學生在比賽
中表現出色，榮獲「聯盟冠軍」及
「隊際金獎」，而6A關蔚誼及胡于
森同學更獲「最具體育精神獎」。
這次比賽收穫甚豐，
得到多個大獎。

三年級專題研習 — 食物色素
小朋友都喜歡吃零食，但這些零食或多或少含有
食物色素，這些食物色素是否對身體有益呢？為了加強
學生對食物色素的了解，本校設計了
一系列的科學探究活動，讓學生從實
驗中，探索如何從食物中提取天然色
素和人造色素的方法，以及認識人造
色素對身體的影響。活動後，同學們
更懂得如何選擇有益的食物。

同學嘗試在糖果中提取人造色素

同學嘗試在植物中提取天然色素

五年級專題研習 — 聲音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噪音。到底聲音是如何產
生、如何傳遞的？聲音是否可以量度？我們又如何減少噪音
對我們的影響？本校五年級學生在專題研習中，學習使用分
貝器量度聲音；研究哪種物料最具吸音、隔音效能，並利用
有關物料，製作護耳罩，以保護聽覺。

同學進行實驗，測試各種物料的
吸音及隔音效能。

同學進行實驗，測試聲音在不同媒介中的傳播速度。

10

體

育科
男子籃球隊合照

第十六屆廠商會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本校男、女子籃球隊獲邀參加「廠商會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跟來自全港不同區域的多間小學切磋交流。由預賽至決賽，經過多場
激烈賽事後，本校男子籃球隊闖進決賽，並獲得男子組銀碟賽冠軍。

女子籃球隊合照

男女子籃球隊大合照

綠色環保樂東涌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本校單輪車隊於11月25日
獲離島區婦聯邀請參與「綠色環
保樂東涌」的活動表演。

12月4至6日，本校參加了大嶼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同學們努力完成
賽事，獲得寶貴經驗。

6A關尚敏和陳曉𡠺

男子足球隊合照
女子足球隊合照

第十九屆世界單輪車比賽 UNICON 19
標小單輪車隊經過中國香港單輪車協會兩年多的栽培後，終於在2018年暑假期間衝出香港，參與韓國「第19
屆UNICON大賽」，隊員除了能夠提升單輪車技巧，還有機會與其他國家選手比拼，累積大賽經驗，實在非常難得。

比賽花絮

標小單輪車隊合照

「東天盃」足球比賽
本校參加由東涌天主教學校舉辦的「東天盃」足球比賽，同學們當天不畏懼寒風，在堅定的意志下，男子足球
隊獲得冠軍，而女子隊則獲得季軍。

女子足球隊合照

男子足球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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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
STEM
2018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創客挑戰賽
二等獎

6A關蔚誼

6A胡于森

5B趙峻尉

5A薛文熙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小學組
聯盟冠軍

6A關蔚誼

6A胡于森

隊際金獎

6A關蔚誼

6A胡于森

最具體育精神獎

6A關蔚誼

6A胡于森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小學組
一等獎

6A關蔚誼

5B趙峻尉

最佳作品展示

6A梁靜儀

5A薛文熙

音樂科
第二十一屆中國器樂大賽
冠軍

6A謝秀妍
5B羅梓軒

6A温淑儀
5B郭曉晴

6A王婧怡

6C葉智謙

5B吳浚彥

體育科
東天盃2018(足球)
女子組季軍

6A梁靜儀
5B馬慧宜

6A梁紫晴
6A温淑儀
5A杜曉莹
5B RAVNEET KAUR
4B BIBI-SARAH          4C陳穎晴
3E袁詠心

男子組冠軍

6A劉戰
5A陳建鋒

6A陳卓賢
5A加成

6A樊啟賢
6A關英煒
4B HUSSAIN ALIYAN

6B羅宇喆
4B李柏希

6A劉戰
6C葉智謙

6B姜冠康
5B趙峻尉

第十六屆廠商會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銀碟賽男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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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陳卓賢
6A關英煒
6B姚勤順
6B汪瑋航
4B HUSSAIN ALIYAN

6A黃國浩
5A温泓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