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六月

校長的話
學校是為學生提供教育的場所，不但協助學生增進知
識、技能和發展專長，還要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和態度，令
他們將來成為負責任、有貢獻的公民。隨着科技的進步，整
個世界變化更加迅速，學校的教學方式也需要作出適切的調
整，才能有效地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材。本年度，學校在
課程上作出改革，成效不俗，為學生帶來豐盛的一年。
在培養學生正向思維方面，本校開展了一連串「樂．
追尋」活動，協助學生建立目標，尋找生命意義，建立成
就感，從而增加正面情緒。學校亦透過不同活動如「好人好
事」，鼓勵同學互相欣賞，互相幫助，建立正面的人際關
係。
在培育國際人才方面，學校加強創設英語學習環境，聘
請兩名外籍英語老師，並逢星期三定為「英文日」，鼓勵學
生多說英語。為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探究精神和創意，本
年度在三至六年級增設「超學科」課程，透過不同活動，如
製作火星探測車、智能家居、機械人等，提升學生的共通能
力和創科精神。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亦是裝備學生，迎接未來
挑戰所需的。本年度的農曆新年假期及復活節假期，本校作

社區

訊

二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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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期

出新嘗試，不設恒
常的長假期功課，
而以「自主學習
計劃」取代。學
生可以自訂學習
目標，然後記錄
學習過程。回校
後與同學和老師
一起分享學習成
果，一起分享喜悅，提升他們的自學
能力和學習信心，同學們都雀躍不已。
本校一向注重發掘學生潛能，除以往多姿 多 彩 的 活 動
外，本年度增添更多活動項目，如中文辯論隊、英文話劇
隊、STEM小先鋒隊等。學生在體藝和學術方面都勇奪不少
獎項，如中文辯論隊在第三屆《辯論公堂》小學辯論比賽奪
得專業評審獎及演繹風格兩大獎項、英文話劇隊在學校戲劇
節取得劇本獎及最佳演員奬、單輪車隊參加高雄單輪車邀
請賽2019獲得團體花式亞軍等。學生在不同範疇都取得佳
績，奪得的獎項，不勝枚舉，成績令人鼓舞。

校友事 務組
及

中華文化日暨學校開放日

期望將來，全校各持份者一起繼續努力，共創佳績!

校友活動

校友們攜手演出

為了聯繫各位校友，校友
會每年舉辦不同的活動，包括歌
唱比賽、燒烤晚會和校友學堂， 參賽的校友們與老師評判合影
讓校友回味當年在母校的時光。

學校舉行「中華文化日暨學校開放
日」，讓區內家長了解本校的課程發展及
教學方法。當天各學科特設不同攤位，介
紹課程特色；亦藉臨近春節之際，以極具
特色的新春攤位活動，弘揚中華文化。
兩位聰明伶俐的格格

校友與老師一起燒烤，
回想當年的美好時光。

用英文介紹中國
賀年食品

同學們正在專注
地寫中國書法

齊來剪出新氣象

老師和家長義工負責的新春攤位

校友學堂

恭喜校友們抽到由
校長送出的紅包

校友與學弟妹分享當年
往事和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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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金豬賀新春」跨學科學
為了提高學生對中華傳統優良文化的認識，提升國民
身分認同，本校藉農曆新年，舉辦「金豬賀歲2018-19」
學習活動，讓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中，認識更多農曆新年的節
日文化。學習活動包括：「說說新春話」、「舞獅舞龍知多
點」、「農曆新年習俗文化問答比賽」、「賀年服飾Show
一Show」、「齊合唱頌新年」及「齊齊洗邋遢」。學生在
熱鬧的氣氛中歡度了一個愉快而富有教育意義的早上。

創意獅頭大比拼

學生學習以粤語及普通話向
老師拜年，說說新春話。

課 程及教
中文FUN FUN 學習活動
本校逢星期五放學
後，特別為不同國籍的學生
開辦了「中文FUN FUN 學
習活動」。本年度學習內容
包括：中國文化故事分享
班、中文口語訓練班、中國
綜合藝術文化班，並於5、
6月進行戶外參觀學習，以
提升不同國籍的學生對中文
學習的興趣、提高中文口語
的表達能力及認識中國與本
地文化。

中國文化故事分享班

學生與老師一起創作，將中國新
年傳統的吉祥物「金龍」製作成
更美麗的「彩龍」。

校長和「賀年服飾Show一
Show」同學跟大家拜年

中國綜合藝術文化班

學生作品 1A李沛穎

學習計劃
農曆年假無功課──自主
為了創造學習空間，培育學生的自
主學習效能，並讓家長趁着長假期的機
會，爭取和子女有更多共聚的空間，進
行家庭活動，享受家庭樂，本校於本年
度農曆新年不設恆常的長假期功課，而
是以「自主學習計劃」取代。學生可按
個人的性格、需要及興趣，自訂假期的
學習目標，並在假期中記錄學習過程，
嘗試完成目標，以助他們提升自主學習
的能力及建立學習的自信。

農曆新年假期後，小小年紀的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回校向
老師和同學分享他們自訂目標的學習過程和成果。

「心態致勝」學生講座
為幫助學生克服在學習上及
人生各個方面的自我局限，啟動成
長心態，更懂得真正釋放個人潛
能，本校於2月邀請了馬彥文先生
為小四至小六
學生舉辦「心
態致勝」學生
講座。

摺疊書DIY學習活動
本校舉辦「摺疊書DIY學習
活動」，以鼓勵非華語學生透過
有趣的方式製作中文閱讀報告及
匯報，提升中文學習的興趣。
學生利用閱讀中文課外書的
內容，學習製作摺疊書。

學生為中文閱讀
報告匯報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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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學生展示以摺疊書
告
報
讀
閱
文
製作中

師

發展組

概覽
全學年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小班教學介紹

學校在一至三年級推行小班教學，善用小班環境，提升
學與教效能。以下是我們採用的一些措施﹕
1.課堂開始時，先向學生闡明該課節的學習目標，並於課堂
完結前作總結，以評估學生是否能夠達成目標。
2.進行全班討論時運用適切的提問技巧。
3.透過不同的分組模式，促進學生的互相協作。
4.教師協助學生訂立合作的常規與尋求共識，並在活動完結
後，與他們一起評估合作的成效。
5.給予學生回饋，幫助學生反思他們的
學習效能，找出錯誤並加以糾正，以
及提升解難技能，促進自主學習。
6.設計多元化及促進學習的評估。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名稱
1. 資訊科技組新入職教師培訓
2. 新入職教師支援工作坊
3. 友校班主任工作坊：專題講座及分享
如何建設學習型組織文化─培僑小學的故事
4. 中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5. 現代電子教學平台培訓
6. 中文科進修教學分享
7. 正向教育教師培訓(1)
8. 曾鈺成大紫荊勳賢之
「如何應對香港的新情況」教師講座
9. 正向教育教師培訓(2)
10. 電子積木介紹
11. 數學科新課程新書介紹
12. 常識科新課程新書介紹
13. 自主學習的理念與實踐
14. 教師專業發展日─ 南通交流之旅
15. 教育心理學家工作坊
16. 校本課程發展及幼小銜接借調工作分享
17. 學生支援組教師工作坊

校本閱讀月活動
為了配合世界
閲讀日，學校為學
生安排一系列的閲
讀活動，包括：
學生參加「我們一起『悦』讀的日子」
教城人員與本校學生上電
新書發佈會暨閲讀嘉年華活動，大家透
「我們一起『悦』
子閲讀課，教授學生閲讀
過遊戲互相分享閲讀心得及樂趣！
電子圖書的技巧。
讀的日子」新書發
佈會暨閲讀嘉年華 一連兩天的平價書展
，讓同學自由
及購買心愛圖
閲讀
書，大家都樂
活動、世界閱讀日
在其中！
活動、故事爸媽講
故事、書展、教城電子圖書課、「書」出愛2019
──「書」出快樂郵票創作比賽等等。透過各項活
動，提升學生的閲讀興趣，推動全校閲讀氣氛。
師生於世界閲讀日以不同的形式作閱讀分享

本校邀得1E陳穎芝、1B黃梓琪及3D陳祥濤的家長擔任故事
爸媽，分別為小一學生講故事，同學都聽得非常投入！

」教師講座
「自主學習的理念與實踐
為了讓全體教師對自主學習有更深入的認識，本校特意邀請教育界
著名學者葉祖賢先生及友校培僑小學何美瑩副校長於「自主學習的理念與
實踐」教師講座中作分享嘉賓，詳盡講解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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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訊 及家 校 事 務 組
「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
家長工作坊

家長興趣班

為期六節的工作坊為家長們提供教育子女的技巧、處理情緒的方法、正確的
藥物知識，並讓家長們了解兒童青春期的身、心變化及行為發展模式。
家長們認真地學習製作傳統糕點──馬蹄糕，
並學習「迷你福袋」摺紙，為親友送上祝福。

出席率達七成的家長可獲頒發證書

感謝廖海英女士擔當
興趣班導師

親子同樂日

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今年的中小學聯校「親子同樂日」特意
挑選於大嶼山進行，讓家長和同學們多了解本
區的文化及名勝。我們先到大澳欣賞獨有的棚
屋景致，感受水鄉風情；之後遊覽座落於大嶼
山的寶蓮寺、天壇大佛及心經簡林，並品嚐了
美味的寶蓮寺齋宴，大家都樂而忘返呢!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於12月17日順利舉
行，當天除了進行會務及財務報告外，亦進行了第十屆常務委
員會選舉，當選委員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職位

家長委員

主席

廖海英女士 (3A王晴怡、6A王婧怡家長)

副主席 陳嘉龍先生 (1E陳潁芝家長)
文書

周滿英女士 (2C黃凱俊家長)

司庫

梁小清女士 (3D陳祥濤家長)

康樂

黎慧珊女士 (3C王寶俊、4B王寶殷家長)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總務

章曉云女士 (1B姜宸宇家長)

陳翠娥女士作會務報告

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左起：周可琳老師、曾淑敏老師、梁小清女士、
章曉云女士、雷蔚琳主任、廖海英女士、
黃錦良校長、陳嘉龍先生、羅瑜婷老師、
陳麗霞助理校長、黎慧珊女士、周滿英女士

資

訊 科技 及 系統 組

網上資訊良莠不齊，家長應及
早關注子女上網的問題，為此，本校
與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合辦
「如何避免子女接觸網上不良資訊」
家長講座。當天有為數不少的家長參
加講座，足見家長對子女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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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及 體 藝發展 組

幼童軍、女童軍
本校幼童軍、女童軍逢星期五集隊，通過由領袖安排
的遊戲和小組活動，學習不同的禮儀和生活技能。

交通安全隊

升旗隊

本校交通安全隊隊員於「香港交通安全隊新
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中榮獲小學組冠軍！

參觀171導彈驅逐護航編隊
適逢解放軍海軍成立70週年，本校有幸獲邀
參觀海軍171海口號導彈驅逐護航編隊，見證國家
軍事發展的成果。

升旗隊合照
軍艦上大合照

才藝大匯演
本校於5月8日舉行才藝大匯演，提供一個平
台讓學生表現在多元智能課的學習成果。

我校升旗隊於「香港升旗隊總會2019年周年
檢閱禮步操比賽」中勇奪小學組亞軍！

台南交流團
本年度遊學團的目的地為台南高
雄，四天的行程十分豐富，天公也造
美，讓學生到了很多地方參觀，有:安平
老街、安平陶藝(手繪吉祥物石獅子)、
台江濕地、瓜瓜園生態故事館(DIY地瓜
蛋糕)、台灣鹽博物館、七股鹽山、北門
井仔瓦盤鹽田、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
高雄中都濕地公園、紅毛港文化園區、
黃金波蘿城堡(DIY鳳梨酥)等。期間，學
生更到了台南的億載國小進行學術交流
活動，體驗了台灣原住民刺福球、分組
進行校園定向活動。兩校學生亦交換了
聯絡方式，以延續大家的友誼。學生不
但對台南高雄加深了認識，更深深感受
到當地人民的熱情和純樸。

下學期多元智能課及智庫學堂
中樂團
單輪車舞龍

鋼琴獨奏
1B陽梓玥

相聲表演

鋼琴獨奏
3E梁泰瑋

英文話劇

小提琴獨奏
1B梁錦詩

芭蕾舞
1D張瀟月

童聲合唱

本校逢星期三及星期五設有
多元智能課和智庫學堂課程，從
多方面發掘學生潛能。

爵士舞
3D庄雨靜
英文拼音班

聲藝小組

創科模型製作班

中樂班

單輪車興趣班

中國舞
跆拳道班

古箏班

中國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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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輔 及 學 生 支援 組
勤學守規大激鬥得獎班別

校本訓輔計劃
本年度校本訓輔計
劃主題為「樂‧追尋」，
為了配合主題，訓輔組舉
辦一系列的活動。

生活教育課程

與校長午膳

親子填色及設計比賽

月訓之星

講座
兩性相處

Cosplay唱遊影院

認識視障
克己謙遜

成長的天空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探訪長者活動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日營活動

生日會
本年度訓輔組安排
了四次生日會，為各班學
生送上生日禮物及祝福。
在生日會當天，班主任與
學生共度了愉快的時光。

好人好事

教育局和諧校園網絡計劃
校內服務活動

和諧大使

聯校分享會
與校內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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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辯論公堂》小學辯論比賽

文科

我校一向致力訓練學生的說
話及思辯能力，特設中文辯論隊
以作拔尖培訓。本年度中文辯論
隊參加了由Viu TV《快樂主樂童
盟》主辦第三屆《辯論公堂》小
學辯論比賽，同學們表現出色，
連奪「專業評審獎」及「演繹風
同學們於辯論比賽
格」兩大獎項。
中表

誦讀韻文活動──李白駕到
為加強同學對背誦韻
文的興趣，中文科老師會
定期安排同學喬裝古代詩
人李白，於午息時到班房
內邀請同學背誦韻文。成
功背誦的同學，可獲得禮
物以作獎勵。

現自信

同學們反應熱烈，齊齊朗讀古詩文。

安排同學喬裝古詩人李白與同學背誦韻文

獲獎連連

數

學科

二年級
在培訓尖子方面，本校致力提升奧數隊隊員的思維策略及解難能力。 「數學小擂台」比賽

專業奧數精英培訓課程

我們與專業機構協作，在校內開辦奧數精英培訓課程。除了奧數隊外，本
校亦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數學比賽，直至四月，全校已有超過150人
次參加比賽，超過100人次獲獎，當中有多名同學獲得卓越的成績。

學生正專注地解決難題

奧數精英培訓班學員
認真地聆聽導師講解

音

獲得一等獎或金
八位同學在奧數比賽中
在「華夏盃」
學更
寧同
獎，其中3E余麓
。
等獎
得一
賽取
全國總決

樂科

中華經典誦讀港澳展演交流會
本校中樂團獲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邀請，
參與「2019中華經典誦讀香港展演會」的演出。

同學與在場表演團體
合照

表演當天得到不少
家長
到場支持

同學與其他表演團體
進行交流
同學們提早到現場
進行綵排

為了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老師安排同學於小息時在雨天操場進
行班際「數學小擂台」比賽。學生積
極投入，比賽非常激烈。

2A和2B班取得二年級比賽冠軍

中樂嘉年華
由香港中樂團全力策
動，「賽馬會中國音樂教
育及推廣計劃」種籽學校隊伍擔綱演出的「中樂
嘉年華」，是以學生為主角，演奏中樂經典曲目
的嘉年華會。藉此次演出，本校希望為同學提供
演出的平台，豐富他們對中樂合奏的經驗，提升
個人演奏技巧及團隊合作性，同時奠定紮實的基
礎，從《將軍令》、
《秦·兵馬俑》、《駿
馬奔馳》等經典曲目
中，進一步認識博大精
深的中華文化。

表演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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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Easter Egg Hunt
復活節尋蛋活動

為豐富同學們對西方節慶的認知，讓他們在課堂以外接觸英文，本校舉行了復活節尋蛋活動，一方
面教授有關復活節的知識，另一方面讓同學鞏固所學，提高他們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同學們需在校園內
尋找不同的復活蛋，並回答復活蛋上的英文題目，答對的同學更可獲得美味的朱古力復活蛋呢﹗

同學們十分投入地參與活動!
完成工作紙，可以排隊換領復活蛋啦!

Life-wide learning 英文科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英語學習，除於課堂內為學生提供各種不同的學習活動，更特別配合各級不同
的學習主題，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之經驗。學生藉着參觀、訪問遊客等學習活動，將課堂所學的英文
知識運用於生活化的情景中，使學生在愉快的環境下鞏固所學。

P.4參觀嘉道理農場

P.3參觀濕地公園

四年級同學到嘉道理農場進行學習活動，
認識不同動物的特性及保育知識。

為配合三年級英文科學習單元‘Green Earth
Project Week’，本校安排了三年級學生到香港濕地公
園參觀，同學表現得十分雀躍及興奮呢!

同學們在嘉道理農場外拍攝
大合照
地記錄
同學們十分認真
文名稱
英
的
物
植
內
公園
及形態

同學們在濕地公園
門外拍攝大合照

同學們正在記錄展板
上的資料，以完成活
動小冊子。

P.6參觀歷史博物館
為配合六年級英文科教學內容‘My Memories’
及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我校安排六年級學生到香港
歷史博物館參觀，讓他們更具體地了解舊香港的事物
及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學生在參觀的同時，更需學
習閱讀博物館內的英文展版及完成有關的學習活動，
以鍛煉英語閱讀及寫作的能力。

同學們運用平板電腦
記錄資料

同學們在歷史博物館
外拍攝大合照

世界閱讀日英文活動
Miss Jess和Miss Janna
與同學分享英文故事

同學們投入地演出話劇

話劇演出完畢，一起拍張
大合照留念。

同學們利用平板電腦，回答與話劇內容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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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同學多閱讀英文圖書，
英文科老師於世界閱讀日進行了不同
的學習活動，包括由本校兩位外籍老
師進行故事分享、介紹兒童書作家
Roald Dahl的生平、作品和創作經
過，我們還邀請學生演出Enormous
Crocodile話劇。最後，同學用平板
電腦玩問答遊戲，大家投入參與，氣
氛熱烈。

常

全方位學習活動
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和為他們提供不同的學習
經驗，本科每年均為不同年級的學生安排各種全方
位學習活動。

識科

二年級遊馬鞍山郊野公園

一年級遊香港動植物公園

同學們騎木馬，
真快樂！
同學們看見可愛的
動物多興奮！
同學正細心地觀察樹葉

看，地上還有很多小昆蟲！

，
看見可愛的動物
。
躍
雀
分
十
們
同學

美麗的植物多吸引！

啊！大樹多壯啊！

三年級遊太平山山頂及赤柱
四年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同學在山頂廣場外訪問遊客

4A班與老師合照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令
同學們印象難忘！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做記錄

同學們在電車前留影

在凌霄閣前拍照多威風！

五年級參觀有機農莊

合力栽種植物

翻鬆泥土

同學們過了難忘而充實的一天

帶着小盆栽回

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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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學校視藝隊介紹
為了培養視覺藝術科人材，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本校
成立視藝隊。隊員每星期進行訓練，積極參加校外比賽，如
「香港花卉展覽2019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包山嘉年華
2019」、大嶼山警區「同行抗毒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屯門盆景蘭花暨現代書
畫家作品展2019繪畫寫生比賽」等，而且取得優良的成績。

香港花卉展覽2019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初小組冠軍
3D陳祥濤

超

學

初小組亞軍 1D張瀟月

屯門盆景蘭花暨現代書畫家作品展
2019繪畫寫生比賽

學生作品

學生現場寫生
初小組冠軍
3D陳祥濤接受媒體訪問

我的遙控車——mBot

科

STEM活動花絮
本校一向積極推動STEM教育的發展，亦鼓
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汲取經驗。學生參加比賽
除了可以擴闊視野，亦讓學生的潛質和實力得到
肯定。本年度，6A朱筱融、6C葉智謙、5A薛文
熙及5B趙峻尉參加「2018海霸-迷霧之海」程式
比賽獲得優異獎；而6A陳曉嫈、關蔚誼及梁靜儀
則參加了「滾珠過山車現場協力挑戰賽2019」，
更榮獲金獎，為我校爭光。

5A薛文熙及5B趙
峻尉
獲得「2018海霸
6A朱筱融及
-迷
霧之海」程式比賽
6C葉智謙獲得優
優
異獎
異獎

6A梁靜儀、關蔚誼
及陳曉嫈在「滾珠過
山車現場協力挑戰賽
2019」榮獲金獎

逃出熱帶雨林
你有想過利用磁石
「同極相距」、「異極相
吸」的特性來製作玩具
嗎？同學們先繪畫出美麗
的熱帶雨林，再用磁石製
作昆蟲，協助牠們「逃出
熱帶雨林」。

高小組殿軍 6A關蔚誼

高小組頒獎典禮

初小組頒獎典禮

得獎者與老師合照

「包山嘉年華2019」繪畫比賽

相信機械人在不久將來，將會在生活中佔
有 更 重 要 的 位 置 。 因 此 ， 五 、 六 年 級 的 學 生 開 二人一組，互相協
作裝嵌遙控車。
始學習如何透過編寫程式，令遙控車行走、發
出閃光及播放樂曲。稍後，學生更會利用其他
配件，製作火星探測車及傳播花粉的裝置。
同學嘗試編寫程式，
令遙控車行走。

風輪製作

風輪是一種運用風力所產生的推力，使滾輪加速前進的
科學玩具。學生透過設計、測試及改良風輪，學習平衡對稱，
令風輪平穩前進。最後大家比拼一下，看誰的風輪跑得最快。

同學們認真地製作風輪

緊張刺激的風輪比賽

植物生長日誌
為了讓學生認識植物生長所需的條件，二、三年級的學
生進行了「植物生長日誌」種植活動。學生透過設計實驗方
案，嘗試證明植物發芽及生長所需的元素。

同學們正在繪畫出
美麗的熱帶雨林

同學們將實驗後發芽的
小豆放進盆內繼續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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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製作的昆蟲和遊戲道具

各班放置植物的位

置

體

育科

2018-19年度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本校男子籃球隊獲得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冠軍，而女子組則獲得亞軍，可喜可賀！

籃球隊大合照

女子籃球隊

男子籃球隊

2019單輪車競速挑戰賽
本校單輪車隊參加了2019單輪車競速挑戰賽，共獲得27個獎項。

在女子U13慢速前進賽中，6A關尚敏
及5B林偉儀分別獲得冠軍及殿軍。

IUF迴旋障礙賽

單輪車隊合照

靜止比賽

在男子U11單腳50米賽事中，
4C陳堅軒勇奪冠軍。

第十七屆
學校運動會

2018-19年度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本校游泳代表於5月8日參加大嶼
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各運動員都本
着「盡我所能，做到最好」的精神，在
比賽中全力以赴，努力爭取佳績。

黃錦良校長為運動會
主持鳴槍儀式
游泳代表大合照

比賽花絮

本校獲得女子甲組4x50
米自 在女子甲組賽事中，
在男子甲組賽事
由泳接力季軍，成員包
括： 6A陳婉容奪得100米
中，6A關英煒奪得 6A關尚敏、6A陳婉容、
自由泳亞軍。
50米蝶泳季軍。
6A朱筱融及6A陳曉嫈。

亞洲城市跆拳道
國際錦標賽2019
本校首次出戰亞洲城市跆拳道國際錦標賽，
其中2E曾子樂、2E葉昊朗和5B蔡招軍勇奪季
軍，成績令人振奮！

5B蔡招軍獲得季軍

本校於3月7日
舉行了第十七屆學校
運動會，可惜因天雨
關係，運動比賽轉移
陣地，於校內進行體
育及親子競賽遊戲。
在每項比賽中，師生
家長還是全情投入，
做到最好。期盼來年
的運動會，大家在運
動場上比拼一番！

高雄單輪車邀請賽2019
本校學生與舊生代表香港遠赴高雄參加單輪
車邀請賽，獲得團體花式賽事亞軍。

6A關尚敏、6A樊啟賢與本校舊生一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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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
中文科
全港小學生創意寫作比賽2019
季軍
6A關蔚誼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
冠軍
2C陳曉雯
優良
2A劉青智 2D黃筠婷 2D高溫
第35屆「武漢楚才國際作文競賽」
一等獎
5B趙峻尉 6A楊芷珊
二等獎
6A關尚敏
第13屆滬粵瓊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三等獎
4A林宗銘
學生才藝比賽（小學組）
亞軍
6B雯娜
英文科
2018/19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1C聶安洲 1C詹楚涵
傑出劇本獎
英文話劇隊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
季軍
英文集誦隊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
優良
1C龍思辰 1E陳柳彤 1E ABDUSSAMAD
2A刑文瑞 2B邵啟恒 2B劉通
2C李祉熹
2C李祉默 2E葉昊朗 2E蘇業珈 3A趙梓晨
3C舒孫語瞳
3B陳澤森 3C PUN ARPIT
3D張騰中 3E陶依哲 4B Muhammad Ayaan
6A莫凱琳
數學科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二等獎
3E梁泰瑋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3E余麓寧
二等獎
2A李濼璠 3D張榮塍 3C舒孫語瞳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華南賽區)晉級賽
一等獎
3E余麓寧
二等獎
1C聶安洲 2A張可涵 2A李濼璠 2C李祉默
3C舒孫語瞳 3D張榮塍 3E梁泰瑋 4A林宗銘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
1C聶安洲 2A李濼璠 3D張榮塍 3E余麓寧
銀獎
2A張可涵 2B唐維駿 3E梁泰瑋 5B趙峻尉
6A陳卓賢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離島)
創意解難亞軍
6A胡于森 6A姚心然
2019「中華盃」全國數學邀請賽(香港區)初賽
一等獎
3D張榮塍
二等獎
3E梁泰瑋 3E余麓寧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19(香港賽區)
金獎
1B鄭凱叡 1C王梓涵
銀獎
1B温惠鈞 2C夏廷臻 2C馬赫龍 4A林宗銘
6A黃國浩
STEM
2018海霸-迷霧之海程式比賽
優異獎
5A薛文熙 5B趙峻尉 6A朱筱融 6C葉智謙
滾珠過山車現場協力挑戰賽
金獎
6A粱靜儀 6A陳曉嫈 6A關蔚誼
普通話科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優良
普通話集誦隊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亞軍
2E段子迎
季軍
2C李祉熹
優良
1A李曼溪 1A王海鈺 1B梁錦詩 1B溫惠鈞
1D王駿喆 1D溫楊雅涵 1D王向南 1E黃厦桐
2A馮曉彤 2A陳思汝 2A嚴啓合 2A葉祉纖
2A梁育誠 2A王梓嫣 2B梁鈺茹 2B李澤淇
2B藍敏洛 2B林子森 2C馬赫龍 2C蕭善芝
2C唐嘉璇 2C唐嘉璇 2C夏廷臻 2C李祉默
2C李浩銳 2C張欣蕤 2D陳品霖 2D蔡芷琰
2D伍賢軒 2E林天宇 2E邱靖煊 2E許行遠
2E金宇恬 3A于童輝 3B彭曦穎 3B文思穎
3C許詩曼 3D陳祥濤 3D張遠玖 3D劉錦源
3E高婧
3E蘇劉子虞 3E余麓寧 4A談欣宜
5A郭潘琪 5A王梓恩 6A莫凱琳 6A陳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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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花卉展覽2019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初小組 冠軍
3D陳祥濤   
初小組 優異獎
3D張兆輝 3E裴婉寧
高小組 優異獎
5B趙俊尉 6A關尚敏 6A梁靜儀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屯門盆景蘭花暨現代書畫家作品展二零一九繪畫
寫生比賽
優異獎
6A梁靜儀 6A關尚敏
「包山嘉年華2019」繪畫比賽
初小組 亞軍
1D張瀟月
高小組 冠軍
6A關蔚誼
同行抗毒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 冠軍
1D張瀟月
小學組 優異獎
6A關蔚誼
音樂科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良

2C陳天晴

良好

2A馮曉彤 2D蔡芷琰

2D湯雋然 3B文思穎

2019香港動感聲藝節－聲藝團比賽
聲藝小組

銅獎

體育科
2018-2019年度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跳遠-冠軍

5A王梓恩

女子乙組200米-冠軍

4C陳穎晴

男子乙組壘球-亞軍

4B HUSSAIN ALIYAN

男子特組鉛球-亞軍

5A吳澤坤

2018-2019年度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

男子籃球隊

男子籃球傑出運動員

6A劉戰

女子組-亞軍

女子籃球隊

女子籃球傑出運動員

6A梁靜儀 6A梁紫晴

6B汪瑋航

2018-2019年度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6A陳婉容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2019單輪車競速挑戰賽

女子U13組別-100米競速賽-冠軍 6A關尚敏
男子U11組別-單腳50米-冠軍

4C陳堅軒

女子U11組別-單腳50米-冠軍

4B陳若嫻

女子U13組別-撥輪30米-冠軍

6A關尚敏

女子U11組別-慢速前進-冠軍

4B陳若嫻

女子U11組別-靜止-冠軍

4B陳若嫻

女子U11組別-靜止-亞軍

3C張泳桐

女子U13組別-慢速前進賽-亞軍

6A關尚敏

男子U13組別-慢速前進賽-冠軍

6A陳卓賢

女子U11組別-800米競速賽-亞軍 4B陳若嫻
女子U13組別-800米競速賽-冠軍 6A關尚敏
男子U13組別-800米競速賽-冠軍 5B羅梓軒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4C陳自強 6A鄧樺棠
6A梁靜儀
閱讀

書出愛心2019書出快樂郵票創作比賽
高小組季軍

6A關蔚誼

初小組優異獎

1A王海鈺 1D王向南
舞蹈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

舞蹈隊
升旗及交安隊

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
小學組冠軍

交通安全隊

香港升旗隊總會2019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小學組亞軍

升旗隊

6A陳婉容 6A程嘉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