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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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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官小邁進 60 周年，學校早已準備了一系列的活動迎接鑽禧紀念。其中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柴灣青年廣場綜藝館舉行的校慶匯演，就是希望讓所有學生、家長、校友、嘉賓一起為筲小

慶祝，透過匯演這個平台讓我們展現對學校感恩、慶賀的心。

今次的匯演非常有意義，大家參與其中，年長的校友和嘉賓一起排練歌曲；就讀中學的校友就

為我們創作校慶歌詞，而在學的同學亦決心排練一套很有教育意義的話劇——《星之燈塔》。在籌

備匯演的過程中，有很多同學參與拍攝祝賀短片，有校友、家長、同學以不同形式，如對聯、口號

等來祝賀母校，還有同學設計吉祥物，大家一起積極參與，透過校慶匯演，把歷代的校友和學生牽

在一起，協力把匯演做好。筲小在區內屹立多年，社會人士對學校讚譽有加，故特別舉行了上、下

午兩場，並邀請了區內幼稚園的師生和家長一同蒞臨欣賞，讓大家都能夠一睹校慶盛事。 

校慶匯演內容豐富，邀請了多位歷任校長、校友為典禮揭幕。典禮儀式由主禮嘉賓教育局副秘

書長胡振聲先生主持，並由第一屆畢業生陳作耘醫生把「船舵」移交給本人，象徵筲小精神一代傳

一代。同學們引頸以待的校慶話劇《星之燈塔》終於掀起序幕，他們手上的「星星棒」可大派用場了。

大家還記得最後一幕，天神說：「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份和能力，有的讀書叻，有的運動強，
最重要的就是長大之後，要好好發揮自己的長處，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這正是筲小的教育

信念。小演員精湛、投入的演出獲觀眾一致讚好。此外，我們更邀請到姊妹學校——東莞市長安中心

小學的學生為校慶演出助慶。三十多位學生當天一早從東莞市乘車出發，趕抵會場後匆匆吃過餐盒

便登上舞台，為大家演出美文誦讀《如畫四季》。誦讀配以優美的舞蹈動作，如詩的畫面，聲情並

茂，水準之高令人讚歎。其後，由本校的藝術體操隊員以一系列充滿動感及活力的體操為校慶獻藝。

中國民族舞表演傳統舞蹈《簸箕布依》，低年級同學以可愛的笑臉誦讀《河邊的楊柳》，合唱團亦

送上《60 周年校慶歌》，代表每顆赤子心的希望，六十載風雨浪也不變。除了學生表演外，我們還

邀請了校友和前任校長黃玉貞女士一同壓軸演出，大家高歌一曲《親情》，好比老師們為同學獻種

種關懷，親情無處不現，這份師生的情歷久不變。數十名校友聚首一堂，見證校慶一刻，相信是近

年本校的盛事。

今次校慶匯演得以圓滿成功，實非一人之力，全賴家長、校友的鼎力支持。感謝家教會家長義工

的幫忙，在會場協助照顧學生，體現家校合作；感謝校友會踴躍號召校友支持；感謝各嘉賓、歷任

校長蒞臨，支持及鼓勵學生。最後要感謝教師團隊、導師們為校慶匯演悉力以赴，上下齊心，讓 60

周年校慶大放異彩。

我們已把學校六十多年的盛事結集成書，把學校生活點滴、校友心聲、賀辭等印製成校慶特刊

跟大家分享。我們會繼續秉持教育理想，為學生締造更多的平台，讓學生展示成果，盡展所長。

梁靜宜校長

60 周年校慶匯演紀要



我們亦為教師們安排不同的培訓，讓教師團隊掌握

最新的教育趨勢，從而優化學與教，與時並進。

 總括而言，我們認為唯有在關愛的校園文化、

愉快的學習氣氛及豐富多元的學習機會下，才能讓

我們的孩子樂於學習，自主學習。我們矢志為學生

締造更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學習的效能得以提升。

為幫助同學培養良好的自主學習態度和習慣，

我們因應不同科目的特色，在課業中加入自主學習

策略及元素，讓同學能從中掌握相關的技巧及養成

自學的習慣。

我們相信，孩子若能領會學科或活動當中的樂

趣，便可輕鬆愉快地學習。在這種氛圍下，自我主

導的學習便隨之而誕生，繼而，有效能的學習亦隨

之而來。

在本學年，我們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希望在

課堂內外，均能提升同學對學習的興趣。 

齊齊誦唐詩，古典文學你要知 「小足跡大腳印」遍遊筲箕灣，從而認識筲箕灣的歷史及透視中國文化
「睇波不賭波」笑談運動樂趣多

數學科筆記簿，鼓勵同學記錄及反思所學

中文科利用 QR Code 讓
同學延伸閱讀

常識科自學冊，鼓勵同
學反思及訂定目標

STEM Education 工作坊

參觀位於深圳的騰訊總部

「中西區歷史之旅」遍遊維多利亞城區，
認識香港戰前戰後歷史及生活文化

「數學化教學」講座

數學科電子延伸學習課業
英文科 Book Report，透過趣味
閱讀，同學自主拓闊詞彙庫

學 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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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
愉快

自主
效能



中 樂文 趣科 多
中國語文教育是學習各門學問的基礎。為配合課程發展的方向，豐富學生的語文學習經歷，本科特意

為學生舉辦「責任與承擔」親子標語創作比賽及「齊齊誦唐詩」活動，同學踴躍參與，樂在其中。

「責任與承擔」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齊齊誦唐詩」活動

上學期舉行的「責任與承擔」親子標語創作比賽旨在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提升學生的責任感，並鼓勵學生多閱

讀、多寫作，讓學生發揮創意思維，認識標語創作的寫作方法。

各年級均積極參與是次比賽，優秀作品不少。得獎作品已製作成海報，於校園展示，以下為優勝作品舉隅 :

下學期舉行的「齊齊誦

唐詩」活動旨在配合課程發

展趨勢，提升同學重視經典

閱讀的風氣，安排同學多閱

讀教科書以外的經典作品。

透過誦讀經典唐詩，培養

學生的藝術感悟能力，陶

冶學生性情。

本科分別為高、中、低年級挑選經典唐詩三首，編印「齊

齊誦唐詩」小冊子，由科任老師先於課堂作解釋指導，後安

排各級學生於小息時段向中文科大使背誦唐詩。是次活動

反應熱烈，學生表現相當積極。

為加強校內閱讀古詩的風氣，圖書館於一至三月設

有「古詩借閱專區」，讓同學多借閱，增加古詩的閱

讀量。

儘管責任重如山，
學懂責任跨困難。
一年級冠軍作品（1C 蘇凱琳）

毅者勤勇於承責，
仁者懇擔帶己任。
四年級冠軍作品（4A 吳雪嫝）

小小年紀負責任，
長大成人勇承擔。
二年級冠軍作品（2B 區說球）

樂勇博學毋忘承擔，
仁德愛群皆為己職。

五年級冠軍作品（5A 劉芷恩）

慎思篤行明是非，
承擔責任要牢記。
三年級冠軍作品（3C 石希樂）

推卸責任要不得，
承擔責任是美德。
六年級冠軍作品（6A 李家融）

中文大使熟背各級唐詩，熱心為同學服務。

看我們取得了多少個蓋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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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聲聲入耳，同學樂在其中。



遊戲日玩      普通話轉
在 1 月 16 日本校舉行了普通話遊戲日，普通話大使主持攤位遊戲，讓全校同學

參加。同學們既可以選擇有趣的抽卡配對遊戲，也可以選擇拼音小遊戲及 iPad 自學

園地，提升自己的聽說及拼寫普通話的能力。同學們拿著「輔導小冊子」安靜地排隊

等候，玩遊戲後，可獲得蓋印。集好蓋印後，更可獲得一份禮品作為獎勵。當天，同

學們踴躍地參與活動，氣氛熱烈，大家開心地過了一天。

學 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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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盲棋來認讀韻母

同學以最快的時間獲取印章！

粵普對譯活動

成功完成任務後，普通話大使跟老師來張大合照！

普通話大使講解要求。 

大家表示遊戲很有
趣味性，很生活化！

挑戰高難度的拼音遊戲

大家都能有秩序地參與活動。



數學學習

本校數學校本課程縱貫「數、圖形與空間、度量、數據處理和代數」的學習範疇，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明白到「數學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從而誘發他們的解難、分析及判斷等能力。教師幫助學生有效地運用數學的學科知識，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有效的探究式教學策略，如﹕小組討論、實作模擬等方法，讓學生親身參與討論及分析過程，從中建構及加強學生對數學概念的理解，協助他們從小培養自主學習的學習模式。 

 本校數學科持續推展電子

學習，讓全校學生運用多媒體

進行互動性及啓發性的教學，

加強課堂互動，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以提高學習效能。

為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及責任感，

老師邀請高年級同學出任數學大使，並擔任

「數學小老師」一職。他們在小息時利用平

板電腦，為一至三年級同學進行數學問答活

動。學生們反應熱烈，主動參與活動。

為加強學生對數理科的熱愛，老師適時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數學活動，以擴闊眼界及增加學習經歷。本學年，數學老師安排學生參與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及第五屆魔力橋(Rummikub) 小學邀請賽，同學們踴躍參與及享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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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趣味   



Halloween Fun Activities
This year, we celebrated Halloween on 24th and 25th 

October, 2018. During the Campus TV time of 24th October, 

2018, our Chatting Angels introduced the traditions and safety tips 

of Halloween to the students so that they could know more about 

Halloween. 

During the first and third recess of 25th October, 2018, English 

teachers introduced some vocabularies related to Halloween to 

the students of three class levels and asked them some questions 

about Halloween in the activity room.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Halloween parade for the res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s. 

The Chatting Angels dressed up as wizards and witches and gave 

sweets to those who said the “Trick or Treat” rhyme.  All of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Halloween activities very much.

The Chatting Angels were doing “Trick or Treat”.

 
The activity room was decorated 
with Halloween displays.

Students worked hard to 
get the 10-point coupon.

The shooting game was exciting. 
Students liked it very much.

學 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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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Ng introduced the 
vocabularies of Halloween 
to the students. 

Christmas Activities
English Christmas activitie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from 17th December, 2018 to 19th December, 2018. During recess on these three days,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the school hall and played different language games. Four games were designed and separate game booths were set up and run by English helpers. In Game 1, students were asked to randomly pick a card from a golden sack and match the words on the cards to the pictures on the table. Game 2 was a shooting game. Students had to draw a card with a word and use the toy gun to shoot the plastic bottle with a corresponding picture on it. In Game 3, they could touch some Christmas ornaments without looking at them and guess what they were. Finally, students had to solve interesting jigsaw puzzles on iPads in Game 4. After finishing a game, students received a 10-point coupon as reward. Students from all class level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and enjoyed the games very much. 

On 19th December, 2018, the English Stars introduced ‘A Lego Christmas Story’ to the school through the campus TV in the morning. It was a story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Christmas and the birth of Jesus. In the end, the English Stars sang ‘Jingle Bells’ together. Students in our school enjoyed the story and the song. 

Students solved the jigsaw 
puzzles on iPads.

Students helped one another 
to get the correct answers.



This year,  our school succeeded in launching our PEEGS 
grant scheme and the school-based measures to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under the scheme have been conducted in P.4 and P.5 in 
2018/19, and will be carried out in P.6 in 2019/20.

A key component of the programm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school-based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that promot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covers a variety 
of text types, reading strategies and self-
learning skill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reading programme i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autonomous learners as they 
progress and gain content knowledge.

In addition to the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extended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complement our reading curriculum in order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School-based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Extended Reading Modules to Promote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RaC)

Students have interactive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to do.

The exercises cover different topics 
and text types.

Primary 4 Activity: Hong Kong Now and Then -  
A Visit to the City Gallery

Primary 5 Activity: Caring for Others -  
My Secret Angel

Primary 4 Activity: Travelling around 
Hong Kong - Hong Kong VR Trip

Individual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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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Activities



「創意源於生活」，日常生活中，水是最常見的物質，水有很多特性，這些特性

可以令水產生有趣的現象。水雖然普通卻很奇妙，當中蘊藏很多實驗元素。本校在 2

月 1 日為全校學生舉行了「奇妙水動力」STEM 活動，讓學生動腦筋做科學探究實驗。

一、二年級學生探究紙做的花朵能夠在水中開花的原因，讓學生認識「毛細現象」。

三、四年級學生利用水的「表面張力」，進行一些有趣的實驗。五、六年級學生藉着

水火箭實驗活動，體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瞭解火箭的飛行原理。

學生的創意可以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希望透過 STEM 實驗活動，建構學生的科

學知識及概念，加強他們的解難、協作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誘發學生好奇心，成為他

們學習的推動力，繼續於課堂，甚至課外探索科學的世界，啟發學生潛能。

經過測試後，我們發現原來是水的「毛細現象」
令到彎折的紙花呈現打開的現象。

我們認真製作尾翼，用以維持
水火箭前進的方向。

學生量度水火箭飛行的距離，
融合數學概念於探究當中。

學生利用清潔劑破壞小船船尾的
「表面張力」，小船便可以向前移動了。

科 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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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活動奇妙水動力



常識科
專題研習

整理搜集得來的資料

在班上匯報專題研習的內容

各組的專題研習成果。

透過互聯網搜集資料

向其他班的學生派發問卷

向大家展示自己
小組的專題研習 討論專題研習各部分的內容

常識科着重培養學生的探究及研習精神，透過專題研習，發展

學生的共通能力。通過研習不同的課題，讓學生掌握專題研習的基

本方法和技巧，從而培養他們的溝通、協作及自主探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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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活動



電腦科
為了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科學、科技及數

學範疇的知識基礎，並強化學生在綜合和應

用方面的能力，學校於四年級的電腦科教授

ScratchJr，而五、六年級的電腦課則教授

BBC micro:bit。

Micro:bit 可以用於各種創

作，無論是機器人還是樂器，都

可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創意。

同學高興地展示他們的作品。

同學在電腦室內測試
溫度計的反應。

一個簡單的溫度計
便完成了。

同學們先將 micro:bit 接駁電池。

然後在網上編寫程式
並下載到micro:bit內。

科 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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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思維

透過學習 ScratchJr，同學可以在設計過程中，發

揮他們的創意，同時提升解難能力。

除了個人創作外，同
學亦可以互相合作，
一起編寫程式。

透過串連不同程式指令的方
塊，同學便能輕鬆編程。

 同學認真地設計自己的程式。



筲小校園電視台自上學年啟用以來，製作了很多不同

類型的節目，包括老師寄語、學科節目、活動的宣傳節目

等。老師和同學都會善用這個平台向全校同學發佈資訊。

每逢星期三，同學都會專注地欣賞大家用心製作的節目。

校園電視台

筲小校園電視台 節目錄製

老師寄語

宣傳世界閱讀日

中文科齊來學正字節目

社工信箱

清潔比賽宣傳片

宣傳聖誕節英語活動 11



視 科藝
覺 術

視覺藝術科旨在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力及評賞藝術的能力，並

發展藝術創作的技能。透過課堂教學及課餘藝術學習、創

作及參觀等活動，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

趣，並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

小二小一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冠軍 1B 郭子涵 冠軍 2A 褚曉敏 冠軍 3C 宋栢瑋 冠軍 4B 蔡碧琪 冠軍 5D 羅梓尹 冠軍 6A 陳佳心

亞軍 1C 蘇凱琳 亞軍 2A 鍾嘉兒 亞軍 3B 吳長穎 亞軍 4C 黃曼綺 亞軍 5B 吳明鈺 亞軍 6A 金　妍

季軍 1A 黃亦醇 季軍 2B 凌子晴 季軍 3D 林柏希 季軍 4A 羅予彤 季軍 5B 鄧希汶 季軍 6A 司徒一心

二零一九年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本校十一位同學參與由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所舉辦的「二零一九年香港花卉

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藉此提

高同學對愛護植物和自然環境的意識。　　

同學們在老師悉心的指導下，各自施展

繪畫的專長，透過不同的技巧和媒介，即

場繪畫會場內別出心裁的園林美景及花藝擺設的美態，在

作品中展現大會的主題──「大紅花說願」。

「自律守規美化校園」海報設計比賽

藝 術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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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活動
欣賞同學的作品

參觀視覺藝術展覽
課堂上合作學習



音樂科
音樂教育對人類的美感、智能

和德育發展有重大的貢獻，而本校

也十分重視音樂教育，為培養學生的創

造力、演奏技巧和聆聽能力，本校音樂科舉辦

了不同類型的活動，以豐富學生的音樂學習經歷，發展其音樂潛能。此外， 

本校亦會發掘具潛質的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音樂比賽，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擴闊視野。

《神功粵劇在香港 2016-2018》展板展覽

13

合唱團於「60 周年校慶匯演」中獻唱

同學多才多藝，於天才表演中展現其音樂才華，個個都信心滿滿。



筲箕灣
官立小學服

務筲箕灣超過半個世紀，留下多不勝數的學生成長印記。

第四屆中國文化日

我校創建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前身為筲箕灣官立上午小學及筲箕灣官立下午小
學。自二零零七年九月開始，成為全日制小學並易名為筲
箕灣官立小學，在筲箕灣服務坊眾，堅守有教無類的精神，培
育下一代。學校一直把學生的學習放在第一位，多年來致力建立關愛
的校園文化，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學生達到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
的品格，學生在充滿愛與關懷的學習環境盡展潛能，成為社會上有責任感
和對社會有貢獻的良好公民。1962-1963 年度師生合照

1964-1965 年度舞蹈表演

同學一起揮動手上的星星棒，
學生表現得相當高興。

欣苗幼稚園 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

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

2004-2005 年度小六畢業禮暨惜別宴

1980-1981 年度視藝作品展

60 周年校慶匯演於十二月十三日假柴灣青年廣場 Y 綜藝館圓滿舉行。校慶匯演分為上、

下午兩場。除了本校學生外，歷屆校友、友校校長、同區幼稚園學生及家長亦有出席祝賀，

場面十分熱鬧。

上午場的匯演除了有本校小一至小三的同學到場欣賞外，本校更邀請到區內友好幼稚園：

欣苗幼稚園、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及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出席。友好幼稚園校長更率領老

師、家長及同學一同出席，場面熱鬧非常。幼稚園同學及本校學生於觀賞演出時秩序井然，

表現投入雀躍，現場氣氛熱烈高漲。上午場匯演既能慶祝筲箕灣官立小學鑽禧生日，又能提

供表演的機會讓學生展示自己的才能，更能與區內幼稚園相互交流。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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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
官立小學服

務筲箕灣超過半個世紀，留下多不勝數的學生成長印記。

主禮嘉賓胡振聲先生致賀辭。
陳作耘醫生把船舵交予梁校長。 教職員長期服務獎 典禮大使送上紀念品。

1980-1981 年度視藝作品展

校慶話劇《星之燈塔》 大家一起唱生日歌。

姊妹學校同學
表演的《如畫四季》

校友嘉賓在典禮上獻唱。

藝術體操隊以絲帶 
拼砌出「60」的字樣。

中國民族舞蹈組以中國布依族

的傳統舞蹈來為學校祝賀。

合唱團為大家獻唱歌曲。

低年級集誦隊朗誦《河邊的楊柳》。

下午場的典禮儀式先由梁靜宜校長致歡迎辭，並由教育局副秘書長暨學校管理委員

會主席胡振聲先生致賀辭。亮燈儀式別出心裁，主題為「明燈耀筲小 ‧ 千帆創未來」，

兩位學生代表將船舵交予第一屆畢業生──陳作耘醫生，並由梁校長接

過船舵，寓意校長就是掌舵者，帶領全

校師生邁向光輝的一頁，與一眾老師乘

風破浪。接着，梁校長與一眾主禮嘉賓

將星星亮着，在璀璨閃耀的夜空中，校慶

吉祥物 SMART 寶寶的燈飾同時亮起，

頓添歡樂氣氛。

筲小精英放異彩，《星之燈塔》頌揚愛，
薪火相傳育英才，携手共創六十載。

15

校長帶領眾嘉賓主持亮燈儀式。



第一天

同 同根 心

本校於本年度繼續參與由教育局舉辦之「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由黃副校長及一眾老師

帶領八十多位五年級學生於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16 日前往東莞市及中山市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學生透過實地考察，

深入認識當地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此外，我們到訪姊妹學校──東莞市長安中心小學，兩地師生進行學習交

流活動，學生從中了解到兩地的學習及生活方式之異同。

活動的首天，學生先往東莞市參觀林則徐紀念館及銷煙池，認識林則徐先生的事蹟，明白相關的歷史與鴉片的

禍害。學生透過參觀威遠炮台，認識前人英勇奮戰、為國犧牲的情操，了解愛國為民的精神和保家衞國的重要性。

之後，師生轉往中山市，參觀孫中山故居及孫文紀念公園，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及相關的歷史與其貢獻。參

觀完結後，師生下榻於當地酒店，進行分組分享會，學生進行反思及與其他同學分享所見所聞。活動的第二天，一

眾師生於上午前往東莞市長安中心小學，進行文化學術交流，加深彼此的認識，各人樂在其中。

為了豐富學生不同的學習經歷，本校於 5 月 7 至 9 日安排高小學生參加由

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藉着交流活動，讓學

生認識上海的科技發展，了解科技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外，更認識上海的歷史、

文化和古今中外的建築，以及了解上海的變遷。

三天的交流活動行程緊湊，內容十分豐富。學生除了參觀上海的名勝古蹟，

如：上海科技館、上海外灘、上海博物館、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田子坊、中

華藝術宮 ( 前世博中國館 ) 外，同學們更有機會乘坐磁浮列車，親身體驗這當

今世上最快的陸上交通工具呢！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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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及中山
  歷史人物及事件

乘飛機往上海

上海科技館

參訪永清路小學

上海博物館

上海外灘

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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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及中山
  歷史人物及事件

於孫文紀念公園內合照

透過互送禮物及進行學習，兩校同學彼此認識。

參訪永清路小學

上海博物館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第三天

田子坊 乘坐磁浮列車

中華藝術宮

同學們細心聆聽導遊的講解。

第二天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



活動多元化，令校外生活更添姿彩！

師生歡度佳節，倍添節日氣氛 !

學

聖

校

誕

旅

聯 會

行

歡

本年度筲小的秋季旅行於 10 月 19 日舉行，全校一至六年級一同前往烏溪沙青年

新村。當日秋高氣爽，陽光普照，是最適合旅行的日子。營地裏有一個標準的大球場及

跑道，讓同學們盡情地跑跑跳跳，盡展他們的足球技術。另外，場地亦提供了乒乓球、

籃球、排球、網球、羽毛球及兒童遊樂場等設施。同學們除了參與各項豐富的活動外，

更享受三五成羣地聚在一起野餐的歡樂時光。

這一天，學生既可以舒展筋骨、親親大自然，更可以欣賞自然景色，放鬆平日緊張

的學習情緒，令身心也舒暢起來呢 ! 

本校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舉行聖誕

聯歡會。當日節目內容豐富，同學於禮堂欣

賞老師精心安排的聖誕嘉年華表演及聯歡節

目。高年級合唱團獻唱充滿歡樂的聖誕歌，

動聽的歌聲帶動全場觀眾投入熱鬧的節日氣

氛。校內課餘興趣班魔術班導師聯同多位

學員化身魔術師，為大家表演魔術。表演期

間魔術師更邀請觀眾席的同學參與，進行新

奇有趣的互動魔術表演，與台下觀眾打成一

片。隨後為幸運大抽獎環節，中獎的幸運兒

臉上不禁流露欣喜的笑容。此外，各班老師

和同學在課室進行聖誕大食會，與同班同學

玩集體遊戲、分享食物，全校洋溢着濃厚的

聖誕歡樂氣氛。

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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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校生 園在活
本校於 2018 年 10 月，分別邀請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及午

膳商營養師到校舉行健康講座，講解健

康生活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

學生在參加聖誕聯歡會時也不忘

帶備水果與同學分享，一同響應健康

生活。

開心果月
同學在開心果月收看有關吃水果的好處短片，明白健

康生活的重要。

分級 談家 會座長
本學年舉行多場分級家長座談會，向家長講

解學校關注事項及有關評估事宜，再進行分班面

談，交流培育子女的經驗，同時也讓家長了解學

生開課的表現，以加強家長與老師的溝通及聯繫。

19

健 康 篇



運動會 本校的運動會於 2019 年 2 月 15 日假座香港仔運動場順利進行。今年很榮幸邀請了

本校前任校長、現任香港南區官立小學余志賢校長擔任主禮嘉賓。當天早上，嘉賓、校

長和全校師生一同在跑道上進行熱身操。梁校長鳴槍一聲，運動會正式開始。

各班的啦啦隊為爭奪啦啦隊總冠軍落力地打

氣。最後由 5B 班及 1C 班分別獲得高年級及低年

級「啦啦隊班際比賽」冠軍獎項。

一至六年級的健兒們竭盡所能爭取佳績，在

運動場上盡展英姿。

「2018-2019 六年級校友盾比賽」由 6B 班同學奪魁。 今年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梁校長與嘉賓們為「親子慢步跑」鳴槍。

「班際接力比賽」分別由 4A 班及 5A 班取得冠軍。

家長義工響應支持

健 康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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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響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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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歷奇」
    生命教育訓練活動乘風航

本校訓育組老師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帶領小四至小六風紀參加由乘風航主辦的「海

上歷奇」生命教育訓練活動。當天不時下着雨，

但不減同學的熱誠。師生一行 60 人，先到達

碼頭，乘坐接駁艇，登上南區水域的賽馬會歡

號，參與一天奇妙的海上學習之旅。

眾人置身「海上教室」後，船上

導師首先向他們介紹船上的基本設

備，再透過「揚帆啟航」活動，

學生親身接觸船上簡單的設備，

從而瞭解基本的航海知識，認

識海上安全的措施，為海上歷

奇活動作好準備。學生接着分

組，參與「空中飛人」及「棄船

逃生演習」的指令活動。活動期間，

每位學生努力嘗試克服恐懼，挑戰自我。

有些隊員未敢嘗試，但在其他組員不時互勵互

勉下，最終成功踏出第一步，克服困難，完成

各項訓練，讓他們體會「齊心便事成」的道理。

最後，學生乘坐快艇，觀賞香港自然海岸景觀

之美，因而令他們更懂得愛護環境。 

經過整天海上歷奇活動後，學生雖然嚷着

說感到疲累，但紛紛表示這次的學習經歷既新

鮮又具意義，認為能突破自我而感到自豪，同

學盼望日後能再有機會登上「海上教室」，接

受其他挑戰。

師生一起浩浩蕩蕩出發，登上「海上教室」。

眾人齊心協力，揚帆啟航。

「巾幗不讓鬚眉」，女子組

合力舉起鐵梯。
同學獲得寶貴的學習經歷，滿載而歸。

同學一個個登上小艇前往賽馬會歡號。



五
、
六
年
級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西灣河消防局

科學園

中西區歷史之旅

參觀海軍“171”海口號導彈
驅逐艦護航編隊 

同學們與海軍合照

立法會綜合大樓

健 康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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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教育性參觀
我們的戶外課室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常識科每年都會配合各級

的學習範疇，編排不同類型的教育性參觀活動，讓學生走出校園，參觀不同的

場地及場館，以充實學科知識。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護苗教育巡迴車

稻鄉飲食
文化博物館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展城館

科學館

香港動植物公園

太空館



學校於 2019 年 1 月 22 日安排了少年警訊會員參加了兩個由

香港海洋公園主辦的保育課程，獲益良多。

本校第 1762 旅幼童軍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舉行了宣誓儀式，當中有

11 位成員正式加入了世界童軍的行列。本年度的成員參加了遠足活動，除了

學習到使用指南針的技巧外，還能更深入地認識香港，另外亦有成員考獲語

言章和世界童軍環境章，這讓他們增進知識之餘，也確切地肩負起地球公民

的責任。在未來，我們還會進行更多元化的活動以配合成員全方位的發展。

本校公益少年團今年的活動包括「環保為公益─慈善遠

足」 、「周年大會操」嘉許典禮  、《我的破嗝 Miss》電影欣

賞及「2018/19 年度健康生活教育日營」 等。透過這些活動，同

學能加強環保及健康生活意識，並貢獻社會。

少年警訊

幼童軍

公益少年團

23

服 務 篇

展城館

太空館



小四

夥 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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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

本 校 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 舉 行

了 2018-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大

會。除了會務及財政報告、頒發義工獎

狀及宣布「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

選舉結果等項目外，會員更可一邊享用

茶點，一邊輕鬆愉快地暢談。

2019 年 2 月 22 日為本校一年一

度的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旅行前後兩

天都天陰有雨，但旅行當日陽光普照，

為我們帶來開心愉快的一天。在屯門巿

鎮公園拍過大合照後，大家便到爬蟲館

參觀。館內有不同品種的爬蟲類動物，

令人大開眼界。參觀後，小朋友開心地

在公園內遊玩。中午，大家在酒店享用

豐富美味的自助餐後，便到錦田鄉村俱

樂部自由活動，有些小孩子踏單車、玩

卡通單車或碰踫車，有些做塑膠畫或沙

樽等小手工，有些在草莓園摘草莓，有

些在菜園選購新鮮的有機蔬菜……當天

的活動多姿多采，大家盡興而返。 

 家教會在本年度舉辦了兩個家長烹

飪班-「香脆鮮竹卷」及「自家製

健康果醬」。大家分工合作，一起準備

食材，開開心心地學習捲鮮竹卷或煮果

醬。活動室裏瀰漫食物的香氣，滿載大

家的歡聲笑語。短短的一小時很快就過

去了，大家都滿載而歸，回味無窮。

美味茶點招待會員

齊齊採摘鮮紅美味的士多啤梨

餵飼小山羊

校長頒發獎狀予家長義工。

參觀爬蟲館

親子同樂

在酒店享用豐富的自助餐

大家一齊品嘗香甜美味的自家製果醬

家長烹飪班

香脆鮮竹卷烹飪班

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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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在日營中參與不同的挑戰。

組員參與長者義工服務，與長者們一同做手工及
玩遊戲。

本校推行「親子開心學習天」的目的在於為家長提供最新的教育資訊，協助家長培育子女健康成長。因此，

本校致力舉辦多元化的家長及親子活動，讓家長不但可自我增值，更能與其他家長交流育兒心得，強化家長在

家庭中的支援角色，為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

親子開心學習天

親子
賣旗活動

家長與子女合作完成畫作，有效促進親子關係。

25

成長的天空 (小學 )
本計劃的課程設計是依據教育改革的目標，透過三年的訓練，培養學生的生活技能，如情緒管理、社交、

解決問題和訂定目標，增強師生、家校、朋輩的正面連繫，灌輸正確的價值觀，鼓勵積極樂觀的態度，從而提

升學生的抗逆力，以面對社會的變遷和成長的挑戰。 小五

在家長工作坊，家長認識情緒管理、
解決問題及訂定目標等管教技巧。

親
子
參
觀

 –
香

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
地

「家長學」小組

「
如
何

提升
學生詞彙技巧」家長

講
座

「家庭樂 Fun Fun」親子
遊
戲
活
動

組員於西貢進行集體
遊戲及城市遊蹤。



女

校友會周年大會暨

校友會燒烤活動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
本年度校友會周年大會暨學校管理委員

會校友成員選舉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星

期五）下午六時半至八時於本校活動室順利

舉行。當晚大家共聚一堂，近百名歷屆畢業

生回校與老師暢談昔日趣事。校友亦參加了

閃避球比賽和各種球類活動，場面溫馨熱鬧。

校友會燒烤活動已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 ( 星期五 ) 舉行，地點為鯉魚門

公園度假村，同窗好友一邊燒烤，一邊緬懷小學的校園生活，饒有樂趣。

年度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代表名單

2018-2020 校友會副主席 — 李子樹先生
校友會司庫 — 王孝成先生

竹蜻蜓，真好玩。  校友踴躍支持燒烤活動

 校友會幹事同心合力

夥 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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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幹事大合照 

 校友重逢，特別興奮。 

校友共聚一堂，合照留念。

 看誰能入樽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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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 廣東話獨誦 )

優良

1A	 李柏澔	 1B	曾繁康	 2A	張沛盈	 2A	褚曉敏	
2B	洪梓瑤	 2B	劉佩瑜	 2D	曹樂怡	 3B	吳嘉昇	
3D	湯穎榆	 4A	葉姵廷	 4B	梁芷悅	 4C	黃科盛	
5A	張殷殷	 5A	盧曉娜	 5B	吳佑璘	 5B	陳詩晶	
5B	黃彥婷	 5C	周卓琳	 5D	陳詩貝	 6A	楊啟桐	
6A	司徒一心	 6B	江詩婷	 6B	袁慧榆	 6C	蔡欣琦	
6D	葉承柏	 6D	王嘉銘	 6D	陳樂賢	 6D	黃琬宜

良好 1D	陳紫晴	 1D	冼靖嵐	 2A	何仲禮	 2D	林紫晴	
3A	劉卓言	 3D	鄭詠文	 4B	陳敏瑤	 4C	管日彤	
4D	張文楠	 5A	張卓琳	 5A	鄭喆丰	 5B	邱嘉偉	
5D	王燁華	

中文科創意寫作比賽 

一年級 冠軍	 1B	蘇韻懿	 亞軍	 1D	麥欣淇	 季軍	1D	陳紫晴

二年級 冠軍	 2B	陳猷騏	 亞軍	 2B	區說球	 季軍	2B	陳柏彥

三年級 冠軍	 3A	劉君嵐	 亞軍	 3C	丁勤鋒	 季軍	3B	蘇　晟

四年級 冠軍	 4A	葉佩廷	 亞軍	 4A	馮家嘉	 季軍	4B	王梓淇

五年級 冠軍	 5A	歐陽慧穎	 亞軍	 5B	葉銘豐	 季軍	5C	王新媛

六年級 冠軍	 6A	何梓軒	 亞軍	 6A	龍秋彤	 季軍	6A	吳嘉俊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內賽 ) 

低級組 冠軍	 1A	吳衍鋒	 亞軍	 2B	陳柏彥	 季軍	1A	趙震牽

中級組 冠軍	 4A	石鑫雅	 亞軍	 4A	洪澤鉅	 季軍	3C	宋栢瑋

高級組 冠軍	 6A	龍秋彤	 亞軍	 5B	吳明鈺	 季軍	5D	羅梓尹

「責任與承擔」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一年級 冠軍	 1C	蘇凱琳	 亞軍	 1D	鄧樂謙	 季軍	1A	冼駿澄

二年級 冠軍	 2B	區說球	 亞軍	 2B	朱梓銘	 季軍	2C	陳啟灝

三年級 冠軍	 3C	石希樂	 亞軍	 3D	劉志榮	 季軍	3B	施柏宇

四年級 冠軍	 4A	吳雪嫝	 亞軍	 4A	黃美瑤	 季軍	4B	梁芷悅

五年級 冠軍	 5A	劉芷恩	 亞軍	 5A	朱怡澄	 季軍	5B	潘兆祺

六年級 冠軍	 6A	李家融	 亞軍	 6C	蔡欣琦	 季軍	6A	魏子昀

英文科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1A	 Ng	Hin	Fung,	Anthony	吳衍鋒	
1A	 Wong	Yik	Shun,	Cynthia	黃亦醇
1B	 So	Wan	Yi	蘇韻懿
1C	 Ting	Wang	Lam	丁宏霖
1D	 Tse	Wai	To	謝煒陶
2A	 Chan	Ho	Him	陳鎬謙	
2B	 Au	Suet	Kau	區說球
2B	 Tam	Wan	Ching,	Jemma	覃韻澄
2C	 Chan	Kai	Ho	陳啟灝
2D	 Choy	Ming	Ting	蔡明廷	
2D	 Yip	Hiu	Fung,	Nick	葉曉烽	
3A	 Choi	Lok	Tung	蔡樂彤
3B	 Si	Tou	Yat	Nok	司徒一諾	
3C	 Yim	Lok	Ki	嚴樂錤
3D	 Fiza	Mehreen	菲莎瑪莉蓮
3D	 Yeung	Kai	Kin	楊啟堅
4A	 Ng	Suet	Hong,	Iris	吳雪嫝
4A	 Yu	Tsz	Ching	余芷晴
4D	 Yu	Tsz	Ki	余芷淇
5A	 Yeung	Ting	Hin	楊廷軒
5A	 Zhang	Candice	張殷殷
5B	 Pang	Tai	Chung,	Nalbandian	彭泰總
5C	 Chow	Cheuk	Lam	周卓琳
5D	 Lai	Chun	Yin	賴俊諺
5D	 Shi	Hiu	Ki	施曉棋
6A	 Ngai	Tsz	Wan	魏子昀
6B	 Leung	Chun	Hei	梁鎮浠
6B	 To	Hoi	Yiu	杜鎧堯
6C	 Hui	Yau	Shing,	Edwin	許友城
6D	 Tsoi	Man	Man	蔡旻妏

Proficiency 3A	 He	Mei	En	何美恩
3D	 Yau	Ka	Fai	邱嘉輝
4B	 Chan	Yin	Sing,	Jaemund	陳筵昇
4C	Wong	Tsz	Hin	黃子顯
5D	 Cheung	Sung	Ming	張崇銘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內賽 ) 

低級組 冠軍	 2C	邱浩軒	 亞軍	 2A	禇曉敏	 季軍	2D	張寶之

中級組 冠軍	 4A	黃美瑤	 亞軍	 3C	宋柏瑋	 季軍	4A	羅予彤

高級組 冠軍	 5A	林言糖	 亞軍	 6A	龍秋彤	 季軍	6A	金　妍

“STEM-in-Context” English Mini-Project Competition

P.1 1st	Place	 1A	 Ng	Hin	Fung	Anthony
2nd	Place	 1B	 Wang	Hailin
3rd	Place	 1A	 Lam	Sze	Ching

P.2 1st	Place	 2A	Chu	Hu	Xiao	Min
2nd	Place	 2C	Chen	Qile
3rd	Place	 2C	Ng	Ming	Yiu

P.3 1st	Place	 3A	 Zhu	Yikai
2nd	Place	 3B	Chu	Hu	Rosemary	
3rd	Place	 3A	Choi	Lok	Tung

P.4 1st	Place	 4A	 Shek	Yam	Nga
2nd	Place	 4B	Chan	Yin	Sing	Jaemund
3rd	Place	 4C	Wang	Chor	Kei

P.5 1st	Place	 5A	 Lee	Man	Yuk	
2nd	Place	 5B	Ng	Kit	Wong	
3rd	Place	 5C	Chow	Cheuk	Lam	

P.6 1st	Place	 6A	 Lung	Chau	Tung
2nd	Place	 6D	Tsoi	Man	Man
3rd	Place	 6C	Choi	Yan	Kei	

STEM 活動
閩僑中學 

氣球動力車比賽

二等獎 6A	吳嘉俊	 6A	姚樂軒	 6B	吳嘉瑋

最佳外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2019 氣墊船設計比賽

三等獎 5A	羅浩鵬	 5A	龍保錚	 5A	楊廷軒	 5A	朱怡澄

香港機械人學院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

二等獎 3A	朱怡愷	 5A	羅浩鵬	 5A	龍保錚	 5A	楊廷軒	
5A	朱怡澄	 6A	吳嘉俊	 6B	劉浩倫

學 生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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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校際網上問答比賽—知識產權大決鬥

個人優異獎 6A	余梓鵬	 6A	李家融	 6A	簡文亮	 6A	姚樂軒

第一屆歷史嘉年華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5A	區芍悠	 5B	吳明鈺	 5C	彭芊烔	 5D	羅梓尹

2018-2019 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

入圍 1A	 吳衍鋒	 3A	張東亮

2018-2019 年度時事問答比賽

10/2018

四年級 4A	麥楷葉	 4B	吳穎嵐	 4C	阮卓彥	 4D	霍綺俐

五年級 5A	張曉君	 5B	吳傑煌	 5C	林穎暄	 5D	許嘉豪

六年級 6A	魏子昀	 6B	梁鎮浠	 6C	吳智壟	 6D	葉駿耀

11/2018

四年級 4A	唐世章	 4B	黃卓言	 4C	李長彥	 4D	馮德儀

五年級 5A	朱怡澄	 5B	蔡垚峰	 5C	黃晶灡	 5D	許文聰

六年級 6A	姚樂軒	 6B	柯柏言	 6C	吳智壟	 6D	陳樂賢

3/2019

四年級 4A	吳雪嫝	 4B	陳敏瑤	 4C	李彥錦	 4D	柯卓言

五年級 5A	楊廷軒	 5B	蔡垚峰	 5C	林科勇	 5D	施曉琳

六年級 6A	何梓軒	 6B	袁慧榆	 6C	李妙蓮	 6D	陳昭妤

4/2019

四年級 4A	葉姵廷	 4B	蔡碧琪	 4C	黃科盛	 4D	張文楠

五年級 5A	羅浩鵬	 5B	蔡垚峰	 5C	黃晶灡	 5D	李　想

六年級 6A	莊兆鑫	 6B	鄭卓彥	 6C	容靜雯	 6D 王嘉銘

學 生 榮 譽 榜

體育科
香港足球總會

2018-2019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 - 足球挑戰日 ( 學校組 )

殿軍 3B	禇曉情	 3B	彭悅嘉	 4B	張春蕙	 4C	管日彤	
4D	馮德儀	 5A	區芍悠	 5C	許嘉儀	 6A	陳嘉桐	
6A	楊啟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8-2019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 100 米	第八名 5B葉銘豐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 6A	 陳嘉桐

香港神召會
2018 年度躲避盤團隊賽

冠軍 5B	陳詩晶	 5D	陳詩貝	 5D	王燁華

香港紅卍字會卍慈中學
第 11 屆卍慈盃五人足球賽

遺材賽	季軍 3B	趙馗棪	 3D	蔡煌彬	 4C	阮卓彥	 4D	黃愛家	
4D	王霆凱	 5A	李璟希	 5A	楊廷軒	 5D	譚浩賢	
6A	陳胤鈞

碗賽	殿軍 2D	馮德靜	 3B	褚曉情	 3B	彭悅嘉	 3B	蘇柏恩	
4B	張春蕙	 4C	管日彤	 4D	馮德儀	 6A	陳嘉桐	
6A	楊啟桐	 6D	馮德嫻	 	

香港仔工業學校
2018-2019 年度香工思高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亞軍 3B	趙馗棪	 3D	施鉑霖	 3D	蔡煌彬	 4A	蔡煜杭	
4C	阮卓彥	 4D	陳梓洛	 4D	黃嘉軒	 4D	王霆凱	
5A	羅浩鵬	 5A	李璟希	 5A	龍保錚	 5A	楊廷軒

2018-2019 年度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1D	鄧樂謙

亞軍 2C	余淑祈

季軍 2A	張沛盈

優異 2B	朱梓銘

中國民族舞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 A
( 小學組 )
乙等獎

1A	 林詩晴	 1A	邱芷瑩	 1B	蘇韻懿	 1B	戴月晴	
1C	洪瑞琳	 1C	李欣穎	 2A	鄧嘉怡	 2A	羅智雯	
2A	羅凱柔	 2A	吳美結	 2A	俞凱瀠	 2B	洪梓瑤	
2B	凌子晴	 2C	莊芷昕	 3A	凌芷晴	 3B	吳玥齡	
3B	蘇柏恩	 3C	丘梓晴	 3D	蔡瀅霓	 3D	王梓淇

中國舞 B
( 小學組 )
甲等獎

4B	許嘉敏	 4C	周　玥	 4C	洪子琪	 4C	麥泳游	
4C	王楚淇	 4C	楊心怡	 4D	柯卓言	 5A	張殷殷	
5B	陳詩晶	 5B	蔡泳榆	 5C	鄭雨桐	 5C	蔡慕雅	
6B	陳珮妍	 6B	江詩婷	 6C	錢雅汶	 6C	江烯兒	
6C	黎千慧	 	

電腦科
中文輸入法比賽

冠軍 5A蔡貝姿	 5B 馮靖琳	 5C王竣熙	 5D 羅梓尹	
6A 吳嘉俊	 6B 陳珮妍	 6C張小嵐	 6D 張凱浩

亞軍 5A歐陽慧穎	 5B 吳明鈺	 5C許嘉儀	 5D 王燁華	
6A 李家融	 6B 柳綺燁	 6C劉子昊	 6D 魏潤生

季軍 5A龍保錚	 5B 葉銘豐	 5C鄧偉富	 5D 羅健良	
6A 龍秋彤	 6B 王柔心	 6C李銘柔	 6D 陳錦聲

數學科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與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合辦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優異獎 6A	李俊煥	 6A	龍秋彤	 6A	吳嘉俊	 6A	魏子昀	
6B	柳綺燁	 6B	劉浩倫

文理書院（香港）
第五屆魔力橋（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出賽代表 5A	區芍悠	 5A	盧曉娜	 5A	張殷殷	 6A	魏子昀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 30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9

出賽代表 5A	翁海富	 5B	葉銘豐	 6B	陳珮妍	 6B	劉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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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季軍

2D	馬百合	 4B	王梓淇	 5D	王燁華	 6A	金　妍

普通話獨誦
優良

1A	 黃亦醇	 1B	蘇紫琪	 1C	蘇凱琳	 2A	邝嘉琪	
2C	李梓鑫	 3A	朱怡愷	 5A	朱怡澄	 6C	張小嵐	
6C	容靜雯	 6D	張凱浩	 	

普通話獨誦
良好

3C	楊泳詩	 4A	石鑫雅	 5A	盧曉娜

普通話集誦
優良

1A	 陳詩琦	 1A	蘇宇航	 1B	李奕蔚	 1B	蘇韻懿	
1B	 戴月晴	 1C	陳熙悠	 1C	周洛彤	 1C	鄭卓恩	
1C	許卓元	 1C	何震霆	 1C	黃煒智	 1C	洪瑞琦	
1C	洪瑞琳	 1C	李欣穎	 1C	吳嘉龍	 1C	蘇凱琳	
1C	王煒煌	 1C	王煒然	 1C	邱樂賢	 1C	楊日希	
1C	姚沛盈	 1C	虞雅婷	 1D	賀文軒	 2C	陳子晴	
2C	陳政浩	 2C	陳啟灝	 2C	陈启乐	 2C	顧　衡	
2C	何詩妮	 2C	林希彤	 2C	李梓鑫	 2C	梁樂芯	
2C	林薏翾	 2C	吳嘉祺	 2C	吳洺堯	 2C	顏嘉媛	
2C	牛珮一	 2C	徐宪明	 2C	邱浩軒	 2C	嚴瑋進	
2C	葉柏源	 2C	余淑祈	 2C	余慧菁	 2C	莊芷昕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葵青獅子會
第 44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 公民教育 )(2018-19 年度 )

優良獎 2C	陳子晴	 2C	林薏翾	 2C	莊芷昕	 2D	馬百合	
4A	黃浩喬	 4A	吳雪嫝	 4D	梁倬婷	 5A	朱怡澄	
6A	何梓軒	 6C	韓玉婷	 	

東莞市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及東莞市教育局
2019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東莞賽區比賽 

銀獎 5A	盧曉娜	 5A	朱怡澄	 5D	羅梓尹	 6A	金		妍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執行委員會
第三十四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 小學組邀請賽 )

良好獎 6A	陳嘉桐	 6A	楊啟桐

視覺藝術科
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東區幼稚園及小學提防受騙親子填色比賽

小學組	高小組亞軍 5A	 區芍悠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小學組	校園藝術大使 5A	 區芍悠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一屆歷史嘉年華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A	 區芍悠	 5B	吳明鈺
5C	彭芊烔	 5D	羅梓尹

音樂科
第七十一屆校際音樂節

鋼琴獨奏	( 二級 )	 優良 3A	陳紫珊

鋼琴獨奏	( 一級 )	 優良 3B	張梓慧

鋼琴獨奏	( 五級 )	 優良 4A	葉姵廷

小提琴獨奏	( 四級 )	榮譽獎狀 ( 冠軍 ) 5A	馮俊傑

鋼琴獨奏	( 三級 )	 良好 6A	陳胤鈞

笛子獨奏	( 初級組 )	良好 6B	鄭卓彥

鋼琴獨奏	( 四級 )	 良好 6B	王柔心

箏獨奏	( 初級組 )	 良好 6B	柳綺燁

聖樂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9 歲或以下 )	優良

低年級合唱團

聖樂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13 歲或以下 )	優良

高年級合唱團

藝韻管弦樂協會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 藝韻盃

兒童小提琴組		 	 第二名 5A	馮俊傑

「讀拼音，猜謎語」活動

第一次 1A林詩晴	 1A 陳詩琦		 1A 吳衍鋒	 1B 王海琳	
1B 楊適嘉	 1C 陳熙悠	 1C 姚沛盈	 1D 陳偉鴻	
1D 黃霆威	 2A 張佳儀	 2A 褚曉敏	 2B 洪梓瑤	
2B 林藹彤	 2C吳洺堯	 2C莊芷昕	 2C牛珮一	
2D 蔡明廷	 2D 黎沛姸	 2D 壽寶健	 3A 陳柏灝	
3A 羅梓謙	 3A 楊璧靜	 3B 褚曉情	 3B 翁文琪	
3B 吳玥齡	 3C蔡曉萱	 3C李琦潤	 3D 何　晨	
3D 湯穎榆	 4A 葉姵廷	 4A 翁銘俊	 4B 張春蕙	
4B 許嘉敏	 4B 蔡碧琪	 4C黃武嬌	 4C李衍承	
4D 容瑞均	 4D 杜　妍	 5A 龍保錚	 5A 翁海富	
5A 鄒振邦	 5A 馮俊傑	 5B 吳明鈺	 5B 潘兆祺	
5B 董家欣	 5C鄭雨桐	 5C王竣熙	 5D 施妍妤	
5D 李　想	 5D 陈嘉欣	 5D 陳榮烽	 5D 朱子文	
5D 羅健良	 5D 陳銣湘	 5D 羅梓尹	 6A 陳胤鈞	
6A 陳嘉桐	 6A 郭　晴	 6B 何苑銘	 6B 袁慧榆	
6C蔡欣琦	 6C梁梓聰	 6C李妙蓮	 6D 魏潤生	
6D 温灝輝

第二次 1A林詩晴	 1A 余善婷	 1A 吳衍鋒	 1B 戴月晴	
1B 蘇韻懿	 1B 王海琳	 1C 王鴻祥	 1C 黃煒智	
1C 蘇凱琳	 1D 蔡梓琳	 1D 楊逴浠	 1D 林紫瞳	
2A 吳美結	 2A 羅智雯	 2A 羅凱柔	 2B 梁証桀	
2B 李芷瑜	 2B 陳猷騏	 2C顏嘉媛	 2C梁樂芯	
2C牛珮一	 2D 林紫晴	 2D 羅逸東	 2D 葉曉烽	
3A 李婉美	 3A 蔡樂彤	 3A 陳紫珊	 3B 褚曉情	
3B 蘇　晟	 3B 吳玥齡	 3C楊泳詩	 3C蔡曉萱	
3C曾繁泳	 3D 楊彥銘	 3D 林柏希	 3D 王瀚霖	
4A 羅予彤	 4A 黃美瑤	 4A 吳雪嫝	 4B 王梓淇	
4C黃子顯	 4D 柯卓言	 4D 余芷淇	 4D 鄭俊燁	
5A 朱怡澄	 5B 吳明鈺	 5B 陳皓權	 5B 邱嘉偉	
5D 張崇銘	 5D 羅健良	 6A 吳嘉俊	 6A 陳胤鈞	
6A 林嘉盛	 6B 陳珮妍	 6B 江詩婷	 6B 柳綺燁	
6B 黃嘉宏	 6C劉子昊	 6C李妙蓮	 6C梁梓聰	
6D 黃琬宜	 6D 魏潤生	 6D 溫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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