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參加年級 相關科目 活動簡介

1.	班際歡心指數
	 大比拼 P.1-P.6

中文、英文、圖書、
視藝、資訊科技、
德公

以「特魯克王國——帕拉姆國王生病了」為切入點，鼓
勵同學以歡心卡作班際比拼。
同學自行創作歡心卡，用中文或英文寫上祝福字句，投
入澤芸的郵筒內，送給特魯克國王。

2.「特魯克王國」
	 護照 P.1-P.6

中文、英文、圖書、
視藝、資訊科技、
生活教育、德公、
體育

同學可在網上選取適當的工作紙，完成後在網上遞交。
內容包括：關注個人健康、了解飲食陷阱、分析及設計
餐單、選擇合適的運動，期望學生及家人養成健康生活
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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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近日閱畢一則港聞，頓覺感慨良多。一名17
歲少女在兩年前(當時只是15歲)為了15000元
報酬，竟受人唆使由深圳灣偷運逾16公斤可卡
因來港，事敗被捕，涉案毒品市值超過二千萬
元。少女之後向警方披露曾多次以相同手法運毒

來港賺取外快，最終被法庭判囚17年6個月，扣減
了假期，少女從監獄出來，已是一名三十歲的婦人了。為了區
區萬多元而摧毀了大好前途及青春年華，實在教人惋惜。
  每個人犯錯後總會有解釋的原因，但若然解釋只是在說服
別人：我犯錯是有原因的，然後便故態復萌，沒有任何改善，
或從來沒有盡力避免犯錯，只是說犯錯是逼不得已的，那便是
問題的癥結。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生必須遵守校規，即使偶
爾犯錯，校方定會給予教育及改善的機會，因為學生若能在學
校裡犯錯後汲取教訓，不會再在社會上犯錯，便是學校教育最
難能可貴的地方。所以，學生要勇敢，但不可愚勇；學生要聰
明，更要有智慧，正如聖經箴言22章6節所說：「敬畏耶和華

1.	承接第一次跨學科專題研習活動主題——「山竹」來
「習」的目的：
-	 為學生提供跨學科主題學習的機會，從中學習與主題有

關的知識及技能。
-	 透過選用貼近學生生活經驗或具趣味性的話題作活動的

切入點，持續提升學習的動機。
-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	 深化校園的閱讀文化。
-	 為學生提供展現才華的機會，讓他們認識及欣賞自己，

提升自信。
2.	為學生提供能加強學生與家人溝通、協作、創作的機會。
3.	關愛他人，也關注個人的健康。

2A陳子朗同學
設計了多款

漂亮的歡心卡，
這是其中一個

充滿心思
的設計。

2E林譽康同學及
2A林鍩澄同學

利用顏色豐富的
畫作鼓勵國王重

新振作。

5E陳子樂同學
畫了哈哈笑臉

相信必定可以使
國王重拾歡顏！

 4C鄧卓婷同學及
6C王家柱同學
給國王的信件

充滿藝術氣息，
十分漂亮。

第二次跨學科專題研習活動主題：「胖國王」 陳淑慈主任

1C楊子澄同學
為了令國王
重拾歡笑，
願意彈結他
給他聽呢！

  校方推行「Do	Your	Best」計劃的目的是要讓學生積極發掘自己的潛能。過程中，學生的展示
會經過老師及家長的指導而進行修訂，最後能於眾人前精彩演繹出來。計劃的最終目標，是讓學生
的才能獲得高度的展示及表揚。
  今年已是第二年推行「Do	Your	Best」計劃，本年度新增設了小組表演形式，讓表演項目變得
更多元化。學生可選擇現場表演，又或透過拍片形式播放自訂的表演項目。
  經過兩年的推行，校方發現了何澤芸的學生的確是一群才華洋溢的小精英。他們有的表演剪
紙、書法、故事演講或樂器演奏等靜態項目；有的則充滿動感，以拉丁舞、芭蕾舞、籃球跳射或花
式跳繩展示活力的一面。
  同學們經過一番努力後，最終有機會在成果展示日展現了個人的無限潛能，獲得老師及家長們
的熱烈讚賞。同學們繼續努力，為目標而多下苦工，將來必成大器。

「Do	Your	Best」計劃		
伍麗心主任

靜態的剪紙表演也很精
彩。你看，6B班王家柱
的剪紙很不錯呢！

4B梁嘉敏同學
經過長時間的
練習，縱使是

高難度動作
都能輕鬆駕馭！

1B黃晉晞同學
年紀輕輕已經會彈
結他，真有型啊！

張昌明校長
校長的話

1B黃晉晞同學
透過英文書信
及特別的畫作
為國王加油！

目的：

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智慧比聰明的層次更
高，因為聰明人未必一定有智慧，但有智慧一定是聰明人，因
為智慧是經驗累積的豐碩成果啊！
  作為孩子的守護者及同行者，我們絕不可將自己放到高高
在上的位置，應該在近距離、以同理心跟他們溝通，積極聆聽
他們的心底話，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少不更事而忽略了他們的建
議。或許他們的想法或做法未必是我們所能理解，甚或是我們
所不能容下的，但尚且了解一下他們的觀點與角度吧!	當大家
以為甲原因是導致問題出現的原因時，原來真正的原因是乙原
因，或甚至是丙原因。有些時候，孩子也會感到迷惘，甚至連
自己也不清楚想要甚麼。因此，我們要住進孩子的心窩裡，無
時無刻給予他們無言的鼓勵及支持，儘管外面風大雨大，孩子
仍會相信，家是他們最後的屏障及避難所；無論遇到甚麼引誘
或挑戰，仍會潔身自愛，奮力向前，不辜負背後一班支持他們
的有心人。
  新學年，新景象，願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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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Wong Lok Ching
Six years ago, I started the journey at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It was a beautiful day on my first day at school and I was very 

excited. However, the unfamiliar environment made me feel nervous. 
Fortunately, this uncomfortable feeling gently disappeared because our 
principal and teachers are nice and they take care of us very well.

There are so many good teachers and supportive staff in our 
school. They are kind, selfless, caring and patient. I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my principal Mr. Cheung, my English teacher Mr. Kwan and 
my class teacher Mr. Sze. They have offered m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competitions and activities to broaden my 
horizons.

My classmates are very friendly and cheerful. Whenever we 
have difficulties in our studies, we help each other. This sort of warm 
atmosphere has helped build up our motivation to work hard and 
strengthened the bond among us.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s full of joyful 
and enjoyable memories with my classmates, my teachers and my 
principal throughout these six years.

Although the journey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I have to face another 
challenge of studying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I will keep working hard 
and I hope my knowledge can help the needy in the future, and I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just like the motto of our alma mater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6B劉煒婷

  別了，我最愛的母校，我永遠敬愛的母校。光陰似
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快要畢業，離開親愛的母校
了。我們在這段時間裏遭遇過開心的、失意的經歷，也
發生很多難忘的事情，幸得老師們一步一步的帶領和悉
心的教導，讓我們茁壯成長，走正當的路！老師們無微
不至的關懷、無私的愛，都令我們難以忘懷……
  我倚著窗，看著校園內那幾棵被颱風吹襲的鳳凰
木，它們彷彿向我點頭微笑，說捨不得我的離去。校長
依然風雨不改地在早上向同學們說早安，繼續守護學
校！老師看著同學排列整齊的隊伍，準備上體育課。霎
眼望去，同學們玩的玩、笑的笑、上課的上課；隔壁音
樂室裏還不時傳來一陣陣清脆悅耳的歌聲，歡樂的音符
正在跳動著，植物發出沙沙的聲音說著悄悄話，誇獎同
學的歌聲很動聽！這一幕幕的畫面	，令我感到十分溫
馨，可惜時光不復再。
  每當我感到傷心或遇到困難時，我都會前去學校的
得人魚池，看著那活潑的魚兒開心、自由地游動，彷彿
聽到牠們對我說：「加油！不要放棄！」於是，我就會
充滿正能量，勇敢地突破難關	。
  即將要升上中學了，我心中有著千言萬語	！我將
要面對新的學校、新的同學、新的老師、新的校長，心
中不禁有點驚惶，但我愛我的母校，我會帶著這份愛繼
續向前！別了，我親愛的母校！

再見了， 我的母校

陳妙琼老師

  時光飛逝，六年小學生活匆匆過去，為感謝天父六年來的帶
領，以及讓畢業同學在離開母校前有機會向師長們表達深恩厚
愛，本校校友會協助同學於本年7月2日（星期二）舉辦謝師茶
會，為同學安排一個向老師們表達謝意的寶貴機會。
  當天，各班的畢業生以各種形式表達這六年小學生活的感受，
有的以歌聲頌揚老師的教導、有的以話劇表達上課時的趣事、有的
製作影片來表達他們對老師的敬意，他們還送上不同的禮
物	:	有鮮花、有自製的心意卡、也有令人甜入心脾的巧克
力，收到禮物的老師們都感到十分感動和窩心。
  隨後便是各班家長、學生、任教老師的合照時間，
大家都十分感動和興奮。合照過後，大家便共進午餐，
進食期間，學生們紛紛邀請老師們合照，用相片留下這
天美好的回憶。

畢業生謝師茶會   

參加畢業生謝師茶會的老師、
家長和學生來個大合照。

畢業同學高興地
和老師合照。 畢業同學一起合照，藉相片

留住美好的小學生活片段。

畢業同學在台上表演杯子舞，
表達對老師的敬意。

詩班為畢業同學獻唱，獻上誠心的祝福。

周牧師為畢業生祝福。

傳光禮是將燭光由畢業同學
的手中一個接一個傳給在校
同學，象徵着畢業同學雖然
離校在即，但他們的光會一
代接一代承傳下來，永永遠
遠在母校中發光。

周牧師勸勉同學要
努力上進，為他人
服務，宏揚主愛。

My Primary School Life

尤敏儀老師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第二十六屆畢業生感恩崇拜於
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一時三十分假香港聖公
會荊冕堂順利舉行。
  蒙主恩典以及周偉文牧師的厚愛，讓本屆畢業生
及其家長能踏足教堂參與畢業生感恩崇拜。當天感謝
天父美好的看顧，令陰晴不定的天氣在出發及回程
時段都散發出燦爛的陽光。畢業生在老師的帶領下
浩浩蕩蕩、秩序井然地進入教堂。大家都十分投入和
專心地參與崇拜。最令人感動的時刻，就是高年級歌
詠組的同學及負責小提琴伴奏的同學共同演繹《良師
頌》。最後，大家同領聖餐，或接受上主的祝福，最
後在周牧師主持的差遣禮後，崇拜圓滿結束。

畢業生感恩崇拜  

學生代表致送
紀念品給

林美霞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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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胡雁婷

  我們參加了「同根同心上海交流之旅」，一連三天的活動
真的令我獲益良多，還盛載了很多難忘的回憶。
  這次交流活動，我們走訪了不少名勝，其中令我印象較深的
地方是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和上海科技館。當我們登上明珠塔最
頂層，眼底下滿是上海浦東醉人的景緻，盡顯都會繁華。離開明
珠塔前，我們還買了很多具特色的手信送給親朋好友呢！
  上海科技館裏陳列着不少有趣的展品，當中最吸引參觀者
的，就是「機械人世界」的館藏。這些機械人不但造型有趣，還
懂得彈鋼琴，甚至在一分鐘內能還原扭計骰，它們真聰明呢！
  這三天上海交流之旅，令我感到十分難忘，因為這是我第一
次和同學到境外學習，從中我還學懂獨立和好好照顧自己呢！

6E譚銘楠

  這次上海之旅真是一次學習的好體驗啊！我在整個旅程中學
會了很多知識，真是獲益良多。
  常言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以往，我未能領悟當
中的道理，但經過這次旅程後，我對這句話有了深刻的體會。
從前我在書中學不到的知識，卻通過這次旅程學會了。這次旅程
除了讓我首次踏足上海，更能深入地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及發
展，例如：我能在上海科技館了解到現今最先進的科技，見識到
各種各樣的機械人；在上海博物館認識了上海悠久的歷史，以及
未來的發展；在朝春中心小學的交流中，我可以了解到不同學校
的學習方式，與當地的學生交朋結友，真是令我獲益良多。
  總括而言，這次旅程真的十分精彩。我從中學會了很多有趣
的知識。我一定會牢記這次難忘的經歷呢！

6E 馬鈞儀

  「同根同心上海交流之旅」一連三天的活動，真的令我獲益良
多啊！
  在4月1日至4月3日期間，我和全體六年級學生一起來到上海
參加交流活動。在整個旅程中，我參觀了很多地方，包括田子坊、
上海外灘、上海朝春中心小學等，令我學習到很多有用的知識，例
如認識上海的發展、歷史、文化、科技等。此外，通過一連串的小
組學習活動，還令我明白到要有團體精神才能做好任何事情呢！
  在這幾天裏，我過得十分有意義，這個交流活動確實豐富了我
的人生經驗。

學生們在田子坊認識
上海舊城區的建築風
格及購買紀念品。

學生們透過參觀上海不同
的展示館、博物館、藝術
館及景點，加深對上海歷
史文化的認識。

師生一行141人參加本年度六年級同根
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大家在上海科技
館前拍照留念。學生們到了當地一所學校參觀和交流，

除了見識到內地小學的規模外，還在當
地學生的帶領下，從多方面體驗不同的
中國文化。

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有助同學
了解上海的城鄉建設、經濟發展、
創新科技等。

清早六時便回校集合出
發，師生們浩浩蕩蕩地
遠赴上海，進行一次課
本以外的學習經歷。

同學們跟老師一起品嚐上
海美食，在緊密的學習行
程中稍作休息。

著名的景點——上海東方明珠塔，
風景多美啊！

同根同心上海交流之旅

聯校畢業禮
  2018-2019年度聯校畢業典禮於6月17日（星期一）假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當天，畢業同學與家長一早到場，
不少嘉賓撥冗蒞臨，令場面生色不少。
  本屆畢業典禮有幸邀得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太平
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她以「非同凡響」為題，向畢業同學致
訓，令他們獲益良多，羅乃萱太平紳士更為各校畢業生頒授
畢業文憑。其後嘉賓們頒發學業獎、操行獎給各校獲獎同學
代表，其中本校6E班蕭正文同學得到本校傑出學生獎，在
此恭賀各得獎同學。

  典禮程序完畢，餘興節目接著開始，第一個表演節目是本校學生表演的中國舞《辣妹子》，她
們的舞姿優美，表現突出，其後有各校的表演，每項表演都別具特色，深得在場人士熱烈讚賞！
  在此恭賀各位畢業同學，希望同學繼續努力不斷學習，將來為社會作鹽作光，榮神益人。

本校舞蹈組表演的《辣妹子》是一
支漢族舞，內容是講述孩子在辣椒
豐收的時候，見到辣椒通紅可愛的
模樣，便與辣椒玩樂嬉戲。

祝願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
在未來的日子要繼續從容面對
挑戰，活出豐盛人生。

畢業典禮中也向本校的教職員頒發
了長期服務獎，感謝老師、職工們
對學校的貢獻。

劉楚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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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atrick Wong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we have organised two new 
English activities – English Chatting Zone and English Form 
Activity.

English Chatting Zone is held during the after-lunch 
recess.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upper 
levels, and they received training on how to chat with students 
in English. We hope to boost our students’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ng with one another in English through this 
activity.

English Form Activity is in the form of an inter-class competition. 
It is held during the Multi-modal Learning Session. There are two 
sections in this competition: Quiz and Spellathon. Our English 
teachers designed questions about topics that had been covered 
in their English lessons. On one hand, it encouraged students 
to do revis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challenged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The Spellathon section was very 
exciting as class representatives were picked on the spot. It 
was also really competitive as students were awarded points 
for each vocabulary item that could be spelt correctly and there 
was no upper limit! The class 
representatives all showed great 
enthusiasm and tried really hard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for their class!

We truly believe learning English 
should be fun. There will be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to come next 
year. Stay tuned!

薛紫韻老師

  為了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本年度每位數學科老師
均親自選購一本有關數學的圖書，並撰寫簡介，向同學
推介該圖書。簡介張貼於學校樓層的數學壁報板和圖書
館內，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閱。另外，圖書館於一月份
亦特設數學圖書專區展覽。圖書封面貼上推介老師的姓
名，放在專架上供學生借閱，希望藉此鼓勵學生多閱讀
有關數學的書籍。
  此外，本年度每班均設有一套數學自主閱讀系列圖
書。老師將全班分為若干小組，根據教學進度安排每組
閱讀不同的圖書。學生閱讀後需向同學匯報書本內容，
並完成一張工作紙，工作紙有兩道關於書本內容的問
題，再提供空格讓學生寫下或畫圖表達閱書後的感想，
以鞏固學生的閱讀成效。

Students tried really hard in the 
Spellathon section.

Student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s.

數學科自主閱讀系列。

英文 English  Activities

數學科閱讀計劃 

數學科老師推介的數學圖書。

劉悅芬老師

  甚麼是「繪本」?	「繪本」又稱
為圖畫故事書（picture	books），是
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有
些只以圖畫呈現故事內容。繪本強調
視覺傳達效果，插圖不僅具有輔助文
字傳達功能，更能強調主題內容，

讓孩子投入書中世界，饒富趣味。由於繪本給予孩子無限想像空
間，有助培養他們說話的流暢力、創造力以及想像力，激發孩子
潛能。
  自2017-2018學年起，本校透過共同備課
形式，讓中文科科組長跟一、二年級科任一同
設計課堂，並按校本需要編擬校本小冊子。課
程旨在讓學生學習相關的閱讀策略，提升閱讀
興趣及促進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為配合教育
局所提倡「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
讀深度」，故在繪本教學完結時，教師會向學
生介紹一些延伸閱讀書目，包括實體書及網上
讀物。中文科與圖書館合作，在圖書館展示延
伸書籍，讓學生可到本校圖書館閱讀，亦鼓勵
他們到公共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
  本校藉以有趣而富創意的繪本教學學習活
動，讓學生養成以書為友的習慣，達致「喜
『閱』一生」的目標。

一年級上學期繪本
教學書籍。

二年級上學期繪
本教學書籍。

看！同學上課時多專心啊！

江志成主任

  本校資優教育抽離式課程是讓校內能力
較高的學生得到專科或跨學科的抽離式培育。
因應教育趨勢改變，本校資優教育抽離式課程
同時加入相關的元素，讓學生得到更多元化的
發展。
  為協助資優生於情意上有更好的發展，
二年級課程中加入電影欣賞及加強故事創作
及角色扮演，讓資優生更能認識及處理不同
的負面情緒。三年級課程加入奧數元素及
T-puzzle，	以加強發展資優生數理邏輯的能
力。四年級及五年級課程加
入microbit編程初階及深
造課程，培育及加強資優生
的科技知識，以切合社會對

科學和科技發展的需求。五年級通識篇課程緊貼
時事發展，透過討論或角色扮演活動以發展資優
生的創造力、獨立思考及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六
年級天文篇課程加入更多STEM	元素，透過製作
多個與天文有關的模型及實驗活動，增加學生於

科學、科技及天文科技
的知識及應用機會。
  以上課程設計主要目的是透過有系
統、有方向地發掘和培育天賦優異的學
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使他們
能夠在富彈性的教學方法和環境下，充分
發揮潛能，以應對社會和世界各地的轉變
和挑戰。

六 年 級 學 生 正 製
作 星 座 投 影 儀 天
文望遠鏡。

六年級學生正試用
天文望遠鏡。

中文 一、二年級繪本教學

資優教育 

五年級學生以KITTEN 
BOT控制LED 顏色。

四 年 級 學 生 以 編 程 完
成LED圖案。

本學年科組重點發展項目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inning class received their 
prize with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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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於7月13日（星期六）舉行了本學年校友會周年大會暨第四屆「澤芸好
聲音」歌唱比賽。
  自法團校董會成立以來，已有家長校董參與校政，本學年，校友會亦首次進行
了校友校董選舉，由於截止提名期完結只有一名候選人張鴻斌先生參選，根據選舉
章程規定，這名唯一候選人已自動當選，校友會將向法團校董會提名張鴻斌先生成
為校友校董，待法團校董會確認後，校友會將稍後於學校網頁公告提名結果。
  校友會周年大會過後，隨即舉行「澤芸
好聲音」歌唱比賽。本屆有七隊校友參加比
賽，比賽日設有觀眾投票，選出最佳台風
獎、最佳人氣獎、最佳演繹獎。最後奪得第
四屆歌唱比賽冠軍為蔡樂兒校友。
  比賽完畢，校友們和師長進行茶敘，暢
談昔日在校園的生活點滴，本年度的校友會
周年大會亦隨着歡愉的氣氛結束。

目標：培養出正向的人生觀，使能綻放出人生多姿的色彩，邁向豐盛的人生。
活動：
1.	 透過「時時刻刻欣賞你」活動建立校園欣賞文化；並以心意卡的送贈活動

增強自信及發掘自我潛能的機會。											
2.	 透過「時時刻刻記念你」活動以建立凡事交托，天天禱告的屬靈操練，以

及關顧他人需要的行動，用意在培養學生堅毅的精神。
3.	 校本價值教育課程，讓學生學懂愛與關懷。本年度引入《活出彩虹》課

程、UpPotential無限潛能課程(三年級)、《doremifa歷險記》兒童心理健
康多元學習課程(四年級)、《讓我閃耀》小組(五年級)，以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歷及愛己愛人的情操。							

4.	 舉辦由樂施會主領的講座，讓學生認識貧窮國家兒童在學習及生活上的困
苦，建立同理心和正確價值觀，並提升他們的世界公民意識，主題包括(一)
飢餓大作戰及(二)消失的教室。

5.	 透過「蒙眼午餐」體驗課，讓學生了解視障人士的不便，從而學懂體諒及
感恩珍惜的道理。

6.	 參觀「黑暗中的對話」體驗館，加深學生對生命的體驗，讓他們學懂珍惜
生命，體察殘障人士的需要。

 學生參觀「黑暗中的對話」
體驗館，獲益良多。

三年級的蒙眼午餐活動：同學
輪流扮演視力健康及視障人士。

UpPotential 無限潛能講座。 同學們參加清晨讀經祈禱會。

劉寶珊老師

  為了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以及
増強共通能力的培養，本年度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初次為四至六年級同學舉
辦「德育棋盤設計比賽」，亦向一至
三年級同學推廣「德育棋盤遊戲」。
  同學們在是次比賽中，發揮無限
創意，一方面能夠自行設計出色彩繽
紛的棋盤，另一方面又能配合德育
及公民教育的主題，設計出不同的情
境，增添遊戲的趣味。
  同學們踴躍參與是次比賽，本校
收集到不少同學精心設計的佳作。為
鼓勵同學創作，老師們甄選出各級的
冠、亞、季軍後，把作品列印出來，
讓一至三年級同學在多元學習課進行
遊戲。低年級同學一方面能夠學習遵
守棋盤的遊戲規則，另一方面能透過
遊戲的預設情境，強化作為良好公民
的意識及正向價值觀。

同學們協力設計棋盤 。

我們完成設計了。

江志成主任

  本學年學校參與了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舉辦之「綠
優校園認證計劃」，目標是讓全校學生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
性，培養環保意識，並鼓勵家人及朋友一起體驗綠色生活。
  在此計劃中，本校向學生派發「環保實踐手冊」及開放
「綠戰士」網站，鼓勵學生實踐綠色生活。此外，同學參加
了「塑膠之城」及「蝴蝶保育」講座，並參觀了全港首個以
環保節能為主題之流動教室，以提升對環保及生態保育之關
注。「紅封包回收運動」更是深得同學支持的活動，以致紅
封包回收數量比預期多。
  相信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生對節約能源及環保的意識已
大大提高，將會盡本份保護地球。

同學們踴躍參與活動。 同學們參觀以環保節能為
主題之流動教室，實在是
一個難得的學習經驗。

棋盤設計比賽及棋盤遊戲 綠優校園認證計劃

梁婉麗主任

低年級同學從遊戲中找到樂趣。

陳妙琼老師

生活教育組的情意教育	

各得獎者與校長、副校長、校友會委員、
大會司儀一起合照。

壓軸表演嘉賓——
張昌明校長唱了
一首自己改編歌詞
的歌曲，張校長唱得
多麼投入啊！

以上是《活出彩虹》課程的課本。

校友會周年大會暨「澤芸好聲音」歌唱比賽

劉寶珊老師為
歌唱比賽擔任
表演嘉賓，
唱了一曲
《終身美麗》。

張鴻斌校友女兒
張恩悅小妹妹
獻唱一首
《世上只有》，
別看妹妹年紀小小，
站在台上毫不怯場呢！

大會結束後，大家來個大合照。你看！
支持校友會活動的校友真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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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認真和有耐性地聆聽導師的講解。

一、二年級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這隊同學經過努力練習，終於
來到比賽的一刻！

大家看看，這些都是同學們栽種的花，
很美麗呢！ 「一人一花」活動結束後，

得獎同學來張大合照吧！

三、四年級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同學們互相配合，很有默契！

同學們踴躍地借書和參與活動。 多謝黃虹堅女士到校分享閱讀心得。

在午間閱讀分享會中，
同學認真地分享英文圖書。

同學們留心地聆聽其他同學的分享，
希望能學習到實用的閱讀技巧。

在午間音樂會中，
同學表演牧童笛二重奏。

中樂班組員正為同學們
用笛子演奏一曲。 同學們在午間音樂會中表演吹奏口風琴。

同學積極投入角色扮演呢！

校園 萬花筒

獲Super Rainbow獎的同學
參觀益力多廠房。

午間音樂會

戲劇教學

午間閱讀分享會

故事演講比賽

一人一花活動

Super	Rainbow

獲Super Rainbow獎的同學
參觀嘉頓有限公司。

世界閱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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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果展示日中，一年級全級同學一起表演，陣容真鼎盛啊！

在五年級福音營中，老師和學生
開心地享用晚餐。 同學正參加福音晚會。

濟濟一堂吃盆菜，真熱鬧。
各嘉賓與校長及兩位副校長為新春
步行籌款活動主持開步禮儀式。

同學們積極參加公益金慈善年花義賣活動。 在年花義賣活動中，很多同學都慷慨地掏出自己的利是錢來做善事。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參加宗教周攤位遊戲。

Yeah!我已完成宗教周
的課堂工作卡。

在復活節感恩崇拜中，
大家都專心地敬拜上帝。

四年級同學在成果展示日中，
表演他們學到的中國武術。

校園 萬花筒

學生在頒奬禮中上台接受
嘉許，感到非常開心。 我們努力練習，終於獲得回報。

周偉文牧師主持
復活節感恩崇拜。 下學期頒獎禮

福音營

宗教周

成果展

復活節感恩崇拜 新春步行籌款

公益金慈善年花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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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日」。秉承
多年來的傳統，上午的精彩節目包括由同學們傾力演出的開幕
禮、十多個有趣的攤位遊戲、多年來「人氣高企」的年宵市
場、讓同學發揮無限創意的賀年飾物製作、風靡全校同學的派
發紅包活動……一整個上午，澤芸校園一片喜氣洋洋。午膳
後，一個個穿上色彩鮮豔華服的同學齊集禮堂跟張校長、兩位
副校長及老師們一起拍攝大合照，每個人的臉上都綻放燦爛的
笑容，儼如春日裏讓人喜悅的陽光。
  「各位觀眾，萬眾矚目的『奇人奇技賀新春』現在開始……」
  當站在禮堂台上的主持向全體師生宣佈時，在座的同學無不屏息以
待，等候「奇人」的登場。隨着極富中國色彩的音樂響徹禮堂，一位
以臉譜遮面、身穿玄黑大袍的「變臉大師」隆重登場。鄺祖賢師傅表
演變臉，同學們近距離欣賞大師變臉，無不嘖嘖稱奇，眉宇間顯露出
讚歎之情。接着，兩位身穿中國華服的表演者手持雜耍道具矚目登場，
在悠揚的音樂陪襯下，一幕幕高難度的雜耍表演無間斷地在眾人眼前展
現，如拋球、扯鈴、拋擲雜耍樽，以及拋玩晶瑩剔透的水晶玻璃球。表演
者神情輕鬆自若，像施展魔法一樣，讓玻璃球在雙手和身體之間來回移動，
在座觀眾無不目不轉睛地欣賞表演，從眼波中流露萬分驚訝之情。
  一連串精彩絕倫的表演結束了，台上的帷幕緩緩落下來了，本年度的
「中國文化日」亦在一片如雷掌聲中畫上圓滿的句號。

同學們在運動會中進行
採訪和拍攝的情況。

第十四屆影藝新秀金葵獎」手機短片
創作比賽頒獎典禮中，本校榮獲小學
組「最佳影片」獎項。

李嘉浩老師

  學校致力讓同學有多元化的發
展，而透過學習樂器，期望學生能
發揮他們在音樂方面的潛能。學校
的小提琴興趣班每年都會吸引不少
學生參加，參加者除了能學習拉奏
小提琴的技巧外，在學習過程中亦
能培養他們欣賞音樂的素養。此
外，學生亦有機會在校內表演，今
年有8位學生獲甄選在畢業生感恩
崇拜中與高年級歌詠團一同演出。

施子南老師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由2018年起成立了醒獅隊。醒獅是
融合武術、舞蹈、音樂為一體的傳統民俗文化，學生參與
醒獅班除了可以強身健體外，亦能透過互相配合，學會團
隊合作精神，提升自信心。
  本校醒獅隊員是一群技藝精
湛的醒獅傳承人，他們更為本校
中國文化日的開幕禮及新春步行
籌款活動日進行表演。醒獅隊隊
員似模似樣地隨著鑼鼓聲舞起雄
獅，為文化日活動打響了精彩的
頭炮，功勞不小呢！

雄獅威武，
祝願校譽日隆！

在新春步行籌款開步禮前，
校監、校董們跟醒獅隊合照。

兩頭雄獅動作靈巧，
十分神氣！      

看！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練習，
悠揚的琴聲響徹雲霄！

學員們專心一致地聆聽
小提琴班老師的講解。

別看同學們年紀小小，
拉起小提琴時絕不遜色。

小提琴要拉得好，手眼協調
與專注力都是不可缺少的。

 中國文化日

校園電視台 

興趣班介紹

中國文化日是學校一年一度
的盛事，師生們喜氣洋洋地
參加，好不熱鬧。

文 化 日 的 活 動 真 令 人
興 奮 ， 大 家 可 以 一 嘗
玩雜耍的滋味呢！

嘉年華活動包羅萬有，
包括攤位遊戲、猜燈謎、
製作新年掛飾等， 
同學們都玩得不亦樂乎！我校的醒獅隊敲響鑼鈸， 

精彩的中國文化日開始了！

劉悅芬老師

列信熙老師

小提琴班
醒獅班

  在過去的三年，本校校園電視台「澤芸e台CWtv」一直致力培養學生的創意、演技、採訪技
巧及使用各種拍攝器材的方法。本年度，校園電視台更加入了製作動畫及為動畫配音的課程。由
構思分鏡劇本、繪畫角色和場景、製作、配音及配樂，到最後進行剪接，讓學生參與整個動畫製
作流程。為了令學生能學以致用及培養自信，校園電視台的同學亦參加了各類型的微電影及動畫

製作比賽，當中包括須透過結合定格動畫及微電影拍攝手法來參
加的2018/19年度葵青區「第十四屆影藝新秀金葵獎」手機短片
創作比賽，本校榮獲小學組的「最佳影片」獎項。另外，校園電
視台同學的動畫作品亦在「建造業職安健動畫創作比賽」中獲得
亞軍。在未來，校園電視台亦會引進更多不同類型的課程，讓學
生對不同類型的新媒體藝術有更多的接觸和認識。「建造業職安健動畫

創作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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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Look	inside	Sports
Author	 :	 Rob	Lloyd	Jones
Call	NO	 :	 796	Jon
Publisher	 :	 Usborne
Reviewer	 :	 6E	Wu	Wai	Yin	Uidy
Book	Review	:

Today I want to share a book with you. This book is called ‘Look inside Sports’. It is 
about sports. This book is diffcult so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primary 5 to 6 students.

This book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It introduces different sports in details. One 
of the chapters is ‘Snow and ice’. It tells us there are ski jumping, snowboard, bobsled 
ride, ice hockey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has over 100 flaps to lift and 
you can play the game which is in the book. It is interesting and I can learn many 
sports which I didn’t know before. So, I Ilike this book very much. Also, the pictures are 
very beautiful. 

If you want to read this interesting book you can borrow it from the library.

  18-19年度跨學科主題教學在4月1日至4月3日（星期一至三）舉行。各級的主題如下：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主題名稱 澤芸小羊．獨特的我 有心人 青衣知多少 中國文化的探索

  四年級的主題「中國文化的探索」是本年度全新設計的項目。
  中華文化多姿多采，而獨有的和傳統的為數不少，例如武術、戲曲、醫藥等都充分反映
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校方期望同學通過對以上項目的探討，對中華文化能有深入的了解，
並能向外國的朋友宣揚我國傳統文化，令更多人對我國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全級同學分別加入三大組別：武術、戲曲、醫藥，透過多元學習策略及活動，如「腦震
盪」、「KWL」、高階思維學習活動、「角色扮演」、模仿、講座、親身體驗等，選定自己
有興趣的範疇，進行自主學習。

書	 	 名：《敵人派》
作	 	 者：Derek	Munson
索 書 號：371	MUN
出 版 社：道聲出版社
推介學生：5E	楊寳盈
讀 後 感：

  這本書是講述主角原本住在一個寧靜
的地方，但在暑假時搬來了小傑，就變成
了主角的頭號大敵人，幸好主角爸爸有消
滅敵人的必勝絕招——「敵人派」。但是
製造這個派其中一個祕方，竟是必須和敵
人相處一整天	 ! 	不過	，主角在那天和小
傑玩得很開心，漸漸地竟然變成了一對好
朋友。最後，大家都吃下那「敵人派」，
「敵人派」真好吃，現在，主角的頭號敵
人不見了。
  我看完這本書後，覺得書中故事富趣
味性，作者藉着幽默風趣的插畫，將結交
新朋友的困難和收穫，栩栩如生地表露無
遺。這本書也教會我如何處理和朋友的關
係，我覺得十分適合大家看，快來圖書館
借閱吧！

書	 	 名：《獨角獸》
作	 	 者：Bob	Shea
索 書 號：371	SHE
出 版 社：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推介學生：6A	顏卓淇	
讀 後 感：

  《獨角獸》這本書是講述一隻一直自以為很棒的山羊遇到一隻獨角獸，牠做任何
事都比山羊好，山羊十分嫉妒獨角獸，嫉妒獨角獸做甚麼事也那麼受歡迎。山羊嘗試
變成獨角獸的模樣，但還是起不到甚麼作用，可憐的山羊從此墮入嫉妒的深淵。
  幸好，獨角獸一點也不驕傲，牠卻有雙「看別人比自己強」的聰明眼睛。當牠發
現山羊會做起司，牠不會嫉妒山羊，而是表現得非常羨慕。由於獨角獸除了能看見自
己獨特之處外，還能處處欣賞山羊的優點，最後，山羊和獨角獸成為了好朋友。
  看完這本書後，我覺得故事十分生動有趣，用字淺白、插圖精美。它讓我們明
白「嫉妒」和「被嫉妒」者的感受，家長可以陪伴子女一起閱讀這本書，引導孩子
除了能看見自己獨特之處外，也能欣賞別人的長處。

中國戲曲的做手真有趣。

四年級同學正在學習戲曲的表演技巧。

中國的武術真是博大精深。

一年級同學繪畫出
「我的志願」。

二年級同學親手
製作毛巾蛋糕，

送給中心的長者。

三年級同學在青衣觀景台開心地拍照留念。

好書推介

跨學科主題學習活動日
陳淑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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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朗
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
二年級 女子組亞軍 2E陳倩婷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冠軍 4C洪芷晴

詩詞獨誦—英語小學
四年級 男子組亞軍 4C鄭禮言

散文獨誦—粵語小學
五、六年級 女子組冠軍 6D蔡樂兒

詩詞獨誦—英語小學
五年級 男子組季軍 5A黃泓熹

散文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季軍 6B胡樂怡

詩詞集誦—普誦話小
學三、四年級 男女集誦冠軍

3B何慕詩	 3B何子睿	 3B余聖傑	
3B葉萃稀	 3B黃敬謙	 3B黎曉恩
3B李樂瑤	 3B李佩詩	 4A陳家佑	
4A周楚霖	 4A朱雯泓	 4A劉進燊
4A謝曉璇	 4A陳曉彤	 4A謝竣宇	
4B吳祉瑤	 4B梁希桐	 4B梁雅晽
4B楊芷欣	 4B趙敏琪	 4B陳世淼	
4C胡鈺恒	 4C陳芷筠	 4C李毅誠
4C馬鈞晴	 4C陳浩深	 4C李卓軒	
4C洪芷晴	 4C曾楚萌	 4D許曉隽
4D陳熙兒	 4D王毓捷	 4D梁琬琳	
4D蘇綽琳	 4D鄧漢琛	 4D陳凱晴
4D郭肇庭	 4D楊守正	 4E傅紹立	
4E楊凱鈴	 4E楊雪誼	 4E鄭晞童
4E李子銘	 4E劉家駿	 4E馬凱璇	
4E趙敏瑤	 4E來其賢	 4E蔡詠珊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嶺南文化匯西九暨全
港學界朗誦節2018

小一/小二粵語組優異獎 2E陳倩婷
小三/小四普通話組亞軍 4C李凱嵐
小三/小四普通話組優異獎 4C鄭詠鍶	 4C劉俐彤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
國寶中學全港小學校
際英文演講比賽

冠		軍 4C廖希悠

優異獎 5E趙恩昊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8年第十三屆第五
輪初賽之英語朗誦

少兒B組銀獎 5E趙恩昊

博藝盃賽事籌委會
第十三屆【博藝盃】
全港朗誦比賽

高小組獨誦普通話散文銀獎 6B劉煒婷

初小組獨誦英語新詩銀獎 2A何瑋玥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
念中學第十四屆葵青
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

普通話組優異獎 6E劉斯俊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十二屆全港學界朗
誦比賽				

小學六年級
廣東話詩歌冠軍 6D蔡樂兒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8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小五、六組英文獨誦
第一名 6B劉煒婷

GAPSK博士教室
第三十三屆GAPSK全
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學組	(P5-P6)
自選誦材卓越 6B劉煒婷

漢語聖經協會2019第
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小六組獨誦	(廣東語)	季軍 6B劉煒婷
小二組獨誦	(廣東語)	優異獎 2A劉浚鏗

漢語聖經協會
2019第二十五屆聖經
朗誦節

學校組小三至小四組
集誦(廣東語)優異獎

4A周楚霖	 4A朱雯泓	 4A劉進燊	
4A盧泳心	 4A楊清瑜	 4B陳雋濠	
4B劉昭蕙	 4B梁嘉敏	 4B李景朗	
4B葉詠銓	 4C陳格琳	 4C洪芷晴	
4C黎小牽	 4C林敏晞	 4C廖希悠	
4C鄧卓婷	 4C王凱盈	 4D陳熙兒	
4D池傲彥	 4D鍾宇翹	 4D何嘉宜	
4D許曉隽	 4D李 銘	 4D梁琬琳	
4D陸柏熙	 4D倪綺彤	 4D蘇綽琳	
4D鄧漢琛	 4D曾凱祈	 4D黃靜宜	
4D黃諾晴	 4D王毓捷	 4D楊安泰	
4D葉梓灝	 4E朱紫妍	 4E彭子欣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
第十屆中華挑戰盃全
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三字經組亞軍 2A陳子朗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組亞軍 5E陳子樂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數
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小學五年級組銀獎 6E黎淦軒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四年級組銀獎 4C鄭禮言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組銅獎 6C葉巧敏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8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

小學五年級升六年
級組
三等獎

6C葉巧敏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葉紀南校慶盃2018-2019
數學競技邀請賽

一等獎 6E黎淦軒	 6E蕭正文
二等獎 6E馬鈞儀
三等獎 6E蔡皓霖	 6E李嘉薇

計算競賽團體季軍
6E陳仕桓	 6E程 朗
6E蔡皓霖	 6E蕭正文
6E黎淦軒	 6E馬鈞儀
6E容浩家	 6E李嘉薇

佛教大雄中學佛教大雄中學數學嘉年華

大雄數學邀請賽
小五級一等獎 5E陳子樂
小六級二等獎 6E黎善兒
小六級三等獎 6E黎淦軒

數字急轉彎紙牌大賽 小六級優異獎 6E黎淦軒

葵涌循道中學
2018-2019荃葵青區小學數理科技遊蹤邀
請賽

小學五年級組亞軍
5E陳佑維	
5E趙恩昊
5E黎諾恩	
5E蘇俊仁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2018-2019

小四組個人賽金獎 4C鄭禮言
小五組個人賽金獎 5E陳子樂
小六組個人賽銀獎 6E黎淦軒

小六組個人賽銅獎 6E陳仕桓	 6E程 朗
6E吳凱熹

小四組個人賽
優異獎

4C鄭詠鍶	 4C鄧卓婷
4C李凱嵐	 4C胡鈺恒
4D陳熙兒	 4D許曉隽

小五組個人賽
優異獎 5E蘇俊仁	 5E趙恩昊

小六組個人賽
優異獎

6D蔡樂兒	 6E李嘉薇
6E黎善兒	 6E容浩高

小四組團體賽
第九名

4C林書瑤	 4C鄭禮言
4C李毅誠	 4C胡鈺恒

小五組團體賽殿軍 5E陳子樂	 5E梁嘉熙
5E蔡柏昊	 5E黎諾恩

小六組團體優異獎 6E劉斯俊	 6E吳凱熹
6E黎淦軒	 6E黃仕名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2018-2019

小四組個人賽首
六十名 4C鄭禮言

小五組個人賽首
六十名 5E陳子樂

小四組團體賽首
六十名

4C林書瑤	 4C鄭禮言
4C李毅誠

小五組團體賽首
六十名

5E陳子樂	 5E梁嘉熙
5E蔡柏昊	 5E黎諾恩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8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P5小五數學組
傑出獎 5C向伽敏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會
2019年華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全國聯賽 小一組二等獎 1B黃晉晞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二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		獎 6E黎淦軒
銅		獎 6E陳仕桓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8(初賽) 小三組卓越獎 3B謝頌希

心算小博士全腦開發中心
第十三屆香港盃全港心算比賽 中年級組季軍 3B謝頌希

新亞洲‧名創教育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8/19

二等獎 6E楊澤鋒
6E黎淦軒

三等獎
6D朱宏盛	 6E胡慧賢
6E蔡皓霖	 6E黃仕名
6E陳仕桓

香港理工大學‧迦密愛禮信中學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葵青區)

銅		獎 6E李嘉薇	 6E蕭正文
6E黎淦軒

優異獎
6C葉巧敏	 6D鄺玟熹
6E程 朗	 6E蔡皓霖
6E李均昊	 6E梁瑋浩

優良獎 6E容浩家	 6E容浩高
6E陳仕桓

數學思維教室
數學思維大激鬥2019

冠		軍 5E陳子樂

銀		獎 2A黎淦培	 4C鄭禮言
6E黎淦軒

銅		獎
1A周晞銣	 1E黃頌喬
2A陳子朗	 2A李芯言
3B林浩峯	 3B謝頌希
4C鄭詠鍶	 5B區浩迅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8(初賽) 小二組卓越獎 2A王駿逸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8	(決賽) 小二組卓越獎 2A王卓恩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全港數學挑戰賽2019 卓越獎 3B吳樂晞	 5C何伽敏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四年級銅獎 4C鄭禮言

保良局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三等獎
計算競賽三等獎

6E黎淦軒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小學四年級組銀獎 4C鄭禮言
小學六年級組銅獎 6C葉巧敏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全國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一等獎
小學六年級二等獎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2A黎淦培
3B余聖傑
4D何嘉宜
4C鄭禮言
6E黎淦軒
6E楊澤鋒

2019(香港賽區)初賽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C葉巧敏
4C林書瑤
4C鍾文興
5C李 睿
6E馬鈞儀

2019(華南區)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E吳凱熹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

小學一年級心算組
第一名	
小學一年級數學組
特等獎

1B黃晉晞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全港數學挑戰賽2019

小學五年級組
卓越獎 5C向伽敏

HKIMO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Semi-Final	Round	2019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Primary	5

Gold	Award 5E陳子樂
Silver	Award 5E梁嘉熙
Bronze	Award 5E蔡柏昊
Merit	Award 5E司徒安橋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19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Primary	5

Gold	Award 5E梁嘉熙	 5E陳子樂
Silver	Award 5E蔡柏昊
Bronze	Award 5E司徒安橋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小五組比賽一等獎 5E陳子樂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

姓名

視
藝

南聯教育基金主辦
第十二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小一至小三)
冠軍 3D鄭洛蘊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2018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二年級冠軍 3D鄭洛蘊

公民教育委員會
「尊重與包容	畫出共融香港」兒童填色比賽

初小組亞軍
高小組優異獎

3D鄭洛蘊
5E李欣諾

賽馬會「愛牙潔齒」口腔健康推廣計劃
「愛牙潔齒」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銅獎 3D鄭洛蘊

香港品質保證局
理想家園第十一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
及海報設計比賽
香港區小學組初級繪畫比賽

入圍獎 3D鄭洛蘊

香港公共關係學會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2017-2018) 小學組冠軍 3D鄭洛蘊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2018 學校組(小學)冠軍 3D鄭洛蘊

2018環境運動委員會
港鐵公司學界環保獎勵計劃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小學組
傑出獎 5E李欣諾

香港聖經公會
和合本一百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3D鄭洛蘊

賽馬會毅智書院
全港小學「深度學習」創意填色比賽2018 初級組冠軍 3D鄭洛蘊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橙絲帶®行動2018	—	起動禮」親子填色比賽 小學組冠軍 3D鄭洛蘊

Gnet	Star「第七屆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
大賽2018」(環保袋設計) 小童組銅獎 1B黃晉晞

亞太兒童文化演藝協會
亞太兒童繪畫比賽2018(月圓‧人團圓) 兒童高級組亞軍 6D蘇采堯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大家Win	—	傳愛寄意郵票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5E李欣諾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第六屆葵青區繪畫比賽 小學西洋畫組冠軍 3D鄭洛蘊

土木工程拓展署
斜坡維修保養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初小組冠軍
初小組參與獎

3D鄭洛蘊	
4D彭海彤

福建淵華書法藝術院
第九屆蘭亭獎世界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銅		獎 1B黃晉晞

葵青區消防安全大使台譽會長會
防火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海報設計(小學組)
優異獎 3D鄭洛蘊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2018 初小組優異獎 2A王卓恩	

2A陳子朗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童」心展藝—「兒童權利公約」推廣計劃
2018創意填色比賽

初小組亞軍 3D鄭洛蘊

爭鮮(香港)食品有限公司
「珍惜資源		愛護地球」創意填色比賽 高級組亞軍 5E李欣諾

工業傷亡權益會
學生及青少年職業健康推廣計劃
職安摺疊扇設計比賽

小學組季軍 3D鄭洛蘊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職場熊貓		全城關注》系列活動
《無OT．開心D》親子填	大賽

小學組優異獎 3D鄭洛蘊

葵青民政事務處
2018四格漫畫比賽

小學組亞軍	
小學組季軍

5E李欣諾
4C鄧卓婷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 初小組季軍 3D鄭洛蘊

漁農自然護理署
「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8 小學親子組冠軍 3D鄭洛蘊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藝術眾樂樂全港繪畫比賽2018
「家校齊關愛		同心抗毒創未來」

初小組優異獎
高小組優異獎

2E林譽康
4D彭海彤

愉景新城
全港幼小學生咚咚仔揮春創作大賽2019 冠軍 3D鄭洛蘊

香港理工大學
愛護「理」眼睛—兒童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5E李欣諾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POWER全起動18/19職安健運動
毛巾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3D鄭洛蘊

香港樂活協會
樂活博覽2019慢食煮意填色比賽 冠軍 3D鄭洛蘊

賽馬會長亨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簡樸生活，減少浪費，珍惜資源，由我做
起」環保圖畫創作比賽

優異作品 6D蔡樂兒	
6D施鑫鑫

社會福利署西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18-2019家添愛親子填色比賽 亞軍 4B馬學文

香港消防處
校際救護信息宣傳比賽
救護四格漫畫設計比賽2018

小學初級組別冠軍 3D鄭洛蘊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防癆慈善票設計比賽 第一組別︰6-13歲季軍 3D鄭洛蘊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春雨》編輯委
員會第10屆「春雨故事由我創」親子創作比賽 中級組亞軍 3D鄭洛蘊

職業安全健康局
化學品安全宣傳品平面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3D鄭洛蘊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第十屆ICEHK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三等獎
優異獎

2A王卓恩
4D麥子恩

當代藝術繪畫暨陶瓷協會角色設計比賽 小學A組銀獎 1B張翊謙
2A周倩均

香港青年藝術創作協會環保袋設計比賽
亞洲視藝智能大賽

C組亞軍
C組優異金獎 2A周倩均

GNET	STAR
第七屆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2018
(環保袋設計)

銅獎 2A何瑋玥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2019當代青少年級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兒童A組—兒童畫季軍
兒童A組—兒童畫優異

2A何瑋玥
5E何瑋晴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領展街巿‧SANRIO	CHARACTERS街巿同
『萌』之小學生填色設計比賽2019」

高級組亞軍 5E李欣諾

環保促進會
香港綠色日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3D鄭洛蘊

香港小童群益會快樂法寶填色創作比賽 初小組冠軍 3D鄭洛蘊
關懷愛滋「關滋愛之」全港小學生繪畫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3D鄭洛蘊
職業安全健康局
安全使用顯示屏幕職安健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3D鄭洛蘊

香港小童群益會
書出愛心2019「書」出快樂郵票創作比賽 初小組冠軍 3D鄭洛蘊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
(2018-2019)之「接納關懷愛同行」聯校親子
活動比賽—關懷的雨傘

三年級組季軍 3D鄭洛蘊

I	Can	Education	Centre
心動‧節慶全港文人繪畫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1B張翊謙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飲水思源—香、江情、真」繪畫比賽 優異獎 3D鄭洛蘊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9 小童組西畫銅獎 2D麥恩葵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其
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
「綠色‧有營」親子烹飪比賽2018 創意小廚神 4B馬學文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青衣區30週年紀念
攝影比賽 小、幼童軍組亞軍 6B伍心悅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第二十五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小學團體組季軍

4C胡鈺恒	 4C李卓軒	
4D楊守正	 4D楊安泰	
4D許曉隽	 6D葉祈佑	
6E黎善兒

葵青民政事務處
2018/19年度葵青區「第十四屆影藝新秀
金葵獎」手機短片創作比賽

小學組最佳影片
4D許曉隽	 5C楊泓禮	
5E鄭煥芊	 5E張樂盈	
5E趙恩昊	 5E黃穎瀅	
5E黃伊彤	 6E黃天諾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校際
網上問答比賽—知識產權大決鬥」 小學組個人優異獎 5E陳子樂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良好證書 5E李 想		 5E陳佑維

賽馬會長亨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簡樸
生活，減少浪費，珍惜資源，由我做
起」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優勝作品 6D施鑫鑫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智能家居解難挑戰賽 一等獎 5E黃伊彤	 5E陳柏青	
5E蘇俊仁			

公益少年團
「團員獎勵計劃」 中級獎章 6A李晨曦	 6D蔡樂兒
「赤子服務獻關懷、温馨和諧建社群」 優異獎 6D施鑫鑫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籌款 葵青區冠軍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小童軍地壺球挑戰賽 冠		軍
1A李毅奇
4B陳梓軒	 4B陳雋濠	
5A黃泓熹	 5A吳悅誠	
5E蔡柏昊	 6C陳汶頌

青衣區小學校長會2018-2019年度青衣
區小學公民小先鋒獎勵計劃 公民小先鋒 5E張樂盈	 5E陳子樂	

6D葉祈佑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第九屆嘉許禮之
「飛躍進步學生」 飛躍進步學生 6A謝耀鵬

職業安全健康局建造業職安健動畫創作
比賽 小學組亞軍 5C楊泓禮	 5E鄭煥芊	

5E黃穎瀅	 6E黃天諾
香港女童軍總會新界南區小女童軍挑戰
盾2019
全港優秀隊伍

家務至叻星亞軍
6B黃心盈	 6C王曉曦	
6C盧佳佳	 6D梁皓而	
6E陳映彤	 6E徐煒恩

2018-2019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於創意智能模型賽 一等獎

5E黃伊彤	 5E施穎琦
5E黎諾恩	 5E陳柏青
5E蔡柏昊

  社會福利署義工服務獎項
金狀2名
銀狀47名
銅狀129名
學校金狀

5C鄭梓瑩	 6D葉祈佑

2018-2019年度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10



下學期期考顯著進步名單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音
樂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第四級 季軍 4C鄭詠鍶
鋼琴獨奏—第六級 亞軍 5E蘇俊仁
粵曲對唱—小學初級組 季軍 3D鄭洛蘊
香港演奏家音樂協會
第九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五級鋼琴獨奏亞軍 5E何瑋晴

香港演藝精英協會
第三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18 四級鋼琴第五名 6D蔡樂兒

港青樂術協會
第八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2019

二級鋼琴優異獎
四級鋼琴冠軍

3B李菀庭
4C鄭詠鍶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第五名 4C洪芷晴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春雨》編輯委員會
第九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6E劉斯俊

殿軍

2A甄梓朗 4C鄭禮言 
4C林書瑤 4D陳熙兒
5D曾穎珊 6B胡樂怡 
6A趙敏希 6A吳佳穎
6A唐穎詩 6A胡雁婷 
6B劉煒婷 6B伍心悅
6B蕭文希 6B蔡鎵萍 
6C劉錦昌 6C黃堯霖
6E林玟稀 6E劉斯俊
6E李沅婷 6E謝鈺琳
6E林意靖 

IYACC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第七屆國際公開音樂大賽

上海音樂學院考試
五級至六級揚琴冠軍 5E陳佑維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2019第六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二級考試組一等獎
五級考試組一等獎

2A何瑋玥
5E何瑋晴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8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
自選組
小學P1-P2組銀獎

1B張翊謙

港青樂術協會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鋼琴三級考試組良好奬 5C鄭梓瑩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第十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賽 二級獨奏優良奬 2A王駿逸 

2A王卓恩

亞洲國際手鈴協會(香港)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9 銅獎

2A陳國益 3A何厚霖 
3B鄧芷蕾 3B曾寶鋋
3C羅鈞廷 4B趙敏琪 
4D郭肇庭 4E劉詠欣
5A陳愷澂 5C曾舜杰 
5D陳苑靖 5D曾穎珊
6C盧佳佳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體
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2018

女子青少年J組
50米自由泳亞軍 3E池靜葶

50米蝶泳季軍
100米自由泳季軍 3B胡慧心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第二屆跆拳
道品勢挑戰賽暨速度王爭霸戰 冠軍 4B馬學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區小
學分會
2018-2019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殿軍 6C周浚楠
男子甲組200米亞軍 6B邱澤豪
男子甲組跳遠季軍 6E梁瑋浩
男子甲組60米亞軍 6A謝耀鵬
男子甲組200米冠軍 6A謝耀鵬
男子甲組最佳運動員 6A謝耀鵬

男子甲組4×100米
接力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6A謝耀鵬 6B李柏翹
6B邱澤豪 6C周浚楠
6D王文諾 6E蕭正文
6E梁瑋浩 6E劉耀森

女子甲組擲壘球殿軍 6E李嘉薇
女子丙組擲壘球殿軍 4E朱紫妍

女子丙組4×100米接力殿軍
4B劉昭蕙 4C鄧卓婷
4C鄭詠鍶 4D麥子恩
4D王毓捷 4D石穎彤

葵青區體育會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E組
10至12歲
4×100米接力冠軍

6A謝耀鵬 6B邱澤豪
6C周浚楠 6B李柏翹
6E劉耀森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葉紀南校慶盃2018-2019

閃避球新秀碟賽 冠軍

4A陳施羽 5D吳晞瑜 
5D陳襄葵 6A謝耀鵬
6A周文傑 6D王文諾
6E黃敬為 6E程 朗 
6E蕭正文
6E楊澤鋒 6E梁瑋浩 
6E李嘉薇

三人籃球挑戰賽 盃賽亞軍
6A謝耀鵬 6B邱澤豪 
6B陳俊銘
6C陳汶頌 6C黃柏迪 
6D王文諾

香港網球總會
日清全港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2018 女子丙組亞軍

3B李樂瑤日清全港青少年網球新秀賽
2019 女子組九歲或以下準決賽選手

香港學界兒童體育會

第二屆學界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2007年男子60米冠軍
2007年男子100米季軍
2010年女子擲壘球冠軍
2008年男子100米亞軍
2008年男子擲壘球季軍
2008年男子跳遠優異獎
2008年女子60米季軍
2008年女子100米季軍
2008年女子擲壘球季軍

6C周浚楠
6C周浚楠
3B鄧芷蕾
5B鄧子瑨
5B鄧子瑨
5B鄧子瑨
5C向伽敏
5C向伽敏
5C向伽敏

第三屆學界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2010年女子擲壘球亞軍
2010年女子跳遠亞軍
2010年女子100米跨欄季軍
女子8歲組擲壘球新紀錄

3B鄧芷蕾

2008年男子全能冠軍
2008年男子擲壘球冠軍
2008年男子100米冠軍
2008年男子跳遠亞軍
2008年男子100米跨欄冠軍
男子11歲組100米跨欄新紀錄

5B鄧子瑨

恩格斯兒童體育會
第十一屆香港親子兒童田徑錦
標賽2019
暨新春盃

2010年女子擲壘球冠軍
2010年女子跳遠季軍 3B鄧芷蕾

2008年男子100米季軍
2008年男子擲壘球殿軍
2008年男子跳遠季軍
2008年男子100米跨欄亞軍

5B鄧子瑨

運動世家(香港)有限公司                                                                          
HOMESPORTER CUP 
MASTER 2018

女子綠波新秀組
(9-11歲單打)冠軍 3B李樂瑤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最佳學員 4B馬學文
聖公會基榮小學2018-2019年度
第十屆陸運會友校邀請賽 季軍 6A謝耀鵬 6A吳佳穎

6C周浚楠 6C林子惠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
中學40週年校慶「陳南昌盃」
小學躲避盤邀請賽

碟賽冠軍

3E鄭景輝 5D吳晞瑜 
5D陳襄葵 6D王文諾
6E黃敬為 6E程 朗 
6E李嘉薇 6E蕭正文
6E楊澤鋒 6E梁瑋浩

博愛醫院
博愛老夫子香港慈善跑2019

三公里個人賽
男子少年一組冠軍 4B馬學文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第二屆跆拳道品勢挑戰賽

品勢組冠軍
最具潛質學員表揚狀 4B馬學文

香港旋風球運動發展協會

全港旋風球學界賽2019

小學女子組單打賽冠軍 6C葉巧敏

小學組團體賽季軍
4C陳芷筠 5C曹曉楠 
5D李明軒 5E劉焯傑
5E陳柏青 5E司徒安橋

協會盃旋風球三人團體賽 少兒組混合團體賽季軍 4C陳芷筠 5E劉焯傑 
5E陳柏青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第十二屆校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殿軍 6B李柏翹 6B賴咏瑤

6B邱澤豪 6E陳映彤
聖公會仁立小學
2018-2019親子運動會暨五十
周年金禧校慶
啟動禮小學組接力邀請賽

優異獎 6C盧佳佳 6D王炘瑜
6E梁瑋浩 6E劉耀森

香港胡氏跆拳道會第一屆主席盃 亞軍 5C曾軼賢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

青年會水運會2018

男子10-11歲
25米背泳亞軍
50米背泳冠軍

5C曾軼賢
5C曾軼賢

女子6-7歲
50米自由泳冠軍 2C曾康兒

2018YM攀石比賽 女子A組季軍 2C曾康兒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節2019躲避盤
錦標賽

初級組碗賽冠軍

3C鄭景烽 3E鄭景輝 
4E鄭景熹 5D吳晞瑜
5D陳襄葵 6D王文諾 
6E黃敬為 6E程 朗
6E李嘉薇 6E蕭正文 
6E楊澤鋒 6E梁瑋浩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全港跳繩錦標賽2019

二人同步花式比賽 十歲或以下女子組季軍 3B蘇映澄 3D鄭洛蘊
十歲或以下混合組亞軍 5A凌曉鋒 5A蔡嘉旗

2×30秒二重速度跳接力比賽 十歲或以下男子組冠軍 3E周皓謙 5A凌曉鋒
十歲或以下混合組季軍 5A陳穎麒 5B許琬霖

四人同步花式比賽

十歲或以下女子組季軍 2E鍾曉莉 3B蘇映澄
3D鄭洛蘊 5B許琬霖

十歲或以下男子組亞軍 3E周皓謙 5A凌曉鋒 
5A陳穎麒 5A劉俊麟

十歲或以下男子組季軍 3B劉俊亨 4E劉家駿 
5B陳逸翹 5C陳穎鏗

十歲或以下混合組冠軍 5A蔡嘉旗

4×30秒單車速度跳接力比賽
十歲或以下女子組冠軍 5A蔡嘉旗

十歲或以下男子組冠軍 3B劉俊亨 3E周皓謙 
5A凌曉鋒 5A劉俊麟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學
術

裘錦秋中學
第二十三屆荃灣葵涌青衣區小學生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2E陳倩婷

中級組優異獎 4C洪芷晴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二十三屆散文寫作大賽 少年組英文冠軍 5E陳子樂

中小學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考試委員會
GAPSK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高小組考獲A等成績 5E陳子樂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體
育

3×40秒交互繩速度跳接力比賽 十二歲或以下公開組季軍 3E周皓謙 5A凌曉鋒 
5A陳穎麒

又一城歡天雪地
2019 ISI 歡天雪地公開花式及
基本級別滑冰挑戰賽

基本一級指定動作
(女子組)第一名
基本一級單人滑冰
(女子組)第二名

1A張樂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區小
學分會
2018-2019青衣區小學校際羽
毛球比賽

女子單打季軍 6C林子惠
女子單打殿軍 4C鄭詠鍶

女子團體季軍
4C鄭詠鍶 5B林紫渟 
6C林子惠 6E李嘉薇
6E簡岺津

男子團體殿軍
6A謝耀鵬
6B黃堯駿 6B陳俊銘
6C黃柏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青衣區小學分會
2018-2019青衣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50米蛙泳殿軍 5D吳卓彥
男子甲組50米背泳季軍 6E梁瑋浩
男子甲組50米蝶泳殿軍 6E梁瑋浩
男子乙組100米自由泳冠軍 4D高戩夆
男子乙組50米背泳冠軍 4D高戩夆
男子乙組傑出運動員 4D高戩夆
男子乙組4×50米自由泳
接力殿軍 4D高戩夆 4D池傲彥

男子乙組4×50米四式
接力殿軍 5E趙恩昊 5E蔡柏昊

男子乙組團體殿軍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季軍 6E胡慧賢
女子甲組50米蛙泳季軍 6E陳映彤
女子甲組50米背泳殿軍 6E陳映彤
女子乙組50米蛙泳殿軍 5C陳思彤
女子乙組100米蛙泳季軍 5C陳思彤

恒生乒乓球學院
章別獎勵計劃 考獲銀章資格 4B馬學文

香港小童群益會
課餘託管親子運動會

愛心全達800米賽跑
小一小二組季軍 1A李毅奇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本校於2018-2019年度全港
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小學女子丙組
跳馬第八名 3D陳希嵐

荃灣欖球會
2018-2019年度11歲以下組別 飛躍進步獎 5E劉焯傑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新界區小學男子八歲或以下30
秒前繩 季軍 3E周皓謙

新界區小學男子八歲或下二重
跳之王 冠軍 3E周皓謙

新界區小學男子九歲或以上30
秒前繩

亞軍 5A陳穎麒
季軍 5A凌曉鋒

新界區小學男子九歲或以上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冠軍 5A凌曉鋒 5A陳穎麒

3E周皓謙 5C陳穎鏗
新界區小學女子八歲或以下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季軍 2E鍾曉莉 3B曾寶鋋

新界區小學女子八歲或以下30
秒前繩

冠軍 2E鍾曉莉
亞軍 3B曾寶鋋

新界區小學女子九歲或以上30
秒前繩 亞軍 3D鄭洛蘊

新界區小學女子九歲或以上二
重跳之王 亞軍 3D鄭洛蘊

小學公開組 全港總季軍

3B蘇映澄 3D鄭洛蘊
3E周皓謙 5A陳穎麒
5A凌曉鋒 5A蔡嘉旗
5B陳逸翹 5C陳穎鏗
5E陳天嵐

新界區小學公開組4×30秒混
合速度接力賽 冠軍 3D鄭洛蘊 3E周皓謙

5A凌曉鋒 5A陳穎麒

新界區小學公開組兩分鐘大繩
八字走位速度賽 冠軍

3B蘇映澄 3E周皓謙
5A陳穎麒 5A凌曉鋒
5A蔡嘉旗 5B陳逸翹
5C陳穎鏗 5E陳天嵐

類
別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舞
蹈

起舞藝軒
第廿六屆起舞盃香港公開體育舞蹈
錦標賽

優異獎 3E林羿臻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認識葵青體驗計劃2018原創音樂劇

舞蹈工作坊
最具潛質獎 6E胡慧賢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小學高年級組) 甲級獎

4A盧泳心 4A謝曉璇 4B梁嘉敏 
4C劉俐彤 4D何嘉宜 4D倪綺彤 
4D黃諾晴 4E劉詠欣 5B鄭麗琪 
5C何厚如 6A吳佳穎 6B陳靖瑤
6B蕭文希 6B劉煒婷 6B黃心盈 
6D蔡樂兒 6E關凱蔚 6E胡慧賢

中國舞(小學低年級組) 甲級獎

1C張子晴 1E唐煦逸 2A李芯言 
2A謝逸琳 2A潘思妍 2A秦樂恩 
2A林鍩澄 2A梁奕霏 2B李欣倪 
2C梁 淼 2E黃嘉瀅 3B施學敏
3B黎曉恩 3D馮嘉盈 3D林子雯 
3E莊珮慈 3E羅 喬

現代舞(小學高年級組) 乙等獎

4A黃以斯 4A袁逸晴 4B劉昭蕙 
4B陳凱雯 4B梁嘉敏 5C陳曉語 
5D顧莞而 5E何瑋晴 5E施穎琦 
5E鄭煥芊 6A胡雁婷 6B胡樂怡
6E譚銘楠 6E胡慧賢

香港文化藝術協會香港芭蕾舞大賽
2019

個人芭蕾舞
小學組銅獎 2A周倩均

香港文化藝術協會香港芭蕾舞大賽
2019

群舞組小一
至小三金獎 2C岑婉翹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十四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芭蕾舞群舞
兒童A組季軍 1A鄧絺彝

香港兒童舞蹈教育推廣協會
第十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7-8歲爵士舞
小組群舞銅獎 2A陳媛雅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班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A 張樂晴 巫俊霖 劉柏寧 鄭熙蒨 吳朗駿
1B 鄭柏希 陳昱喬 曾穎南 周 銘 張子琦
1C 李素依 李素依 李素依 吳倩怡 鄭盈溢
1D 鄭毅堯 胡康俊 謝梓堯 鍾逸朗 陳卓楹
1E 詹孝賢 吳芷恩 陳 瀚 吳芷恩 陳彥就 詹孝賢
2A 甄梓朗 謝逸琳 楊睿哲 楊睿哲 鄺泓皜

2B 關志康 楊曉晴 梁凱欣 邵浚軒

鄭采嵐
何治廷
甘曉彤
梁栢熹
胡樂琳

2C 温家豪 潘思悅 方智傑 方智傑 劉鎧澄

2D 陳俊宇
黃梓駿 伍梓晉 王瑩蓁 黃梓駿 鄒美婷

2E 陳錦洋 林鎮沖 陸柏灝 陳錦洋 廖樂軒
3A 王漪琳 王漪琳 吳藹琳 冼卓賢 周文禧
3B 吳樂晞 黃敬謙 鄧芷蕾 劉家謙 李佩詩
3C 何心兒 楊浩霖 徐向熹 李婉晴 蘇映諭
3D 謝俊堯 王炘蔚 趙雪妍 梁展諾 馮嘉盈
3E 梁卓賢 莊珮慈 劉津彤 鄭景輝 謝恩頌
4A 李嘉煐 陳施羽 劉進燊 楊清瑜 巫俊亨
4B 李景朗 李景朗 李景朗 李景朗 竇逸朗
4C 黎小牽 羅祖諺 鍾文興 李凱嵐 陳浩深
4D 陳凱晴 彭海彤 黃諾晴 周莃峻 鍾逸軒

4E 郭懌安
彭子欣 賴凌傑 朱紫妍

李子銘 郭懌安 楊雪誼

5A 蔡嘉旗 郭 純 吳悅誠 蔡嘉旗 蔡嘉旗
5B 鄭麗琪 何凱琳 林智華 陳皓怡 黎紫琪
5C 李佩華 向伽敏 李洛潼 鄭康婷 王詩敏
5D 伍焯熙 蔡皓洭 方浩麟 詹承晉 黃子建
5E 盛梓僑 朱泳恩 蘇俊名 蔡睎渝 陳佑維
6A 鄭瑜珍 胡家銘 孔子允 梁棨皓 梁棨皓

6B 黃冰怡
蔡鎵萍 蔡皓穎 黃冰怡

蔡鎵萍 賴咏瑤 陳靜而

6C 許琬婷 何穎祺 李芸蕾 何穎祺 黃熙晴
6D 區凱琪 冼加諾 李曉晴 蘇采堯 王家柱
6E 王凱澄 李嘉薇 譚銘楠 李沅婷 程 朗 楊澤鋒

下學期期考龍虎榜名單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班別 姓名
1A 伍羡如 周晞銣 鄭以臻 周晞銣 涂依雯 周晞銣
1B 陳樂輊 黃晉晞 梁施樂 王梓森 蕭柏蕎 黃晉晞
1C 徐浩竣 黃浿研 蘇映葭 黃景浩 徐浩竣 葉善楠
1D 何羿南 何羿南 周彥朗 伍恩熹 呂煒俊
1E 鄭政揚 陳彥就 陳彥就 楊芷晴 黃頌喬 陳彥就

2A 李芯言 秦樂恩
王卓恩 王駿逸 李芯言 王駿逸 陳子朗 王卓恩

王駿逸
陳柏廷 李芯言
文以亮 王卓恩

2B 陳柏熙 鄭采嵐 李欣倪 梁凱欣 李欣倪 胡樂琳
2C 袁綽彤 潘思悅 劉鎧澄 袁綽彤 潘思悅
2D 黃栢謙 黃栢謙 黃栢謙 伍梓晉 黃栢謙
2E 陳以恒 陳仟洛 潘思齊 翁澤軒 黃潁蕎
3A 凌曉俊 陳梓謙 方依玟 陳梓謙 郭孜蓓

3B 郭子琳 劉家謙 曾寶鋋 郭子琳
何慕詩 何子睿
郭子琳 李樂瑤

袁芷言
3C 湯銘傑 鄭愉熹 陳梓亮 湯銘傑 吳雨蓓
3D 羅仲翹 馬梓棋 馬梓棋 羅仲翹 馬梓棋
3E 丘佩霖 勞新瑤 勞新瑤 王若晴 謝恩頌
4A 施泳潼 施泳潼 蘇德燊 陳曉彤 林嘉瑜
4B 張欥晞 張欥晞 張欥晞 張欥晞 梁嘉敏

4C 鄭詠鍶 劉俐彤
廖希悠 施灝楓

鄭禮言 洪芷晴
林敏晞 李卓軒

鄧卓婷
李卓軒

鄭詠鍶
洪芷晴
李凱嵐

4D 陳熙兒 黃靜宜 曾凱祈
陳熙兒 何嘉宜
高戩夆 蘇綽琳

黃靜宜
倪綺彤 黃靜宜 倪綺彤 黃靜宜

葉梓灝

4E 劉家駿 彭子欣 來其賢 游雅筠 朱紫妍 楊雪誼
5A 劉俊麟 林子朗 郭 純 何楚晞 周 懿
5B 陳皓怡 區浩迅 林紫渟 陳皓怡 林智華 何凱琳
5C 李洛潼 向伽敏 陳穎鏗 陳曉語 蘇綺盈
5D 吳卓彥 林偉鋒 黃子建 詹承晉 吳卓彥 關嘉茵
5E 張樂盈 陳佑維 陳子樂 李 想 黃伊彤 陳子樂 蘇俊名
6A 霍浩謙 張昳晞 張昳晞 唐穎詩 唐穎詩
6B 梁銘軒 李柏翹 李柏翹 梁銘軒 賴咏瑤 李柏翹
6C 何穎祺 何穎祺 黃巧婧 何穎祺 廖卓軒 黃巧婧
6D 蔡樂兒 冼加諾 劉崇熙 王家柱 施鑫鑫 王家柱 古可可
6E 劉斯俊 蕭正文 徐煒恩 蕭正文 蔡皓霖 劉斯俊 馬鈞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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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旅行

來到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當然要拍照留念。

出發前來張大合照吧！

去到大自然，大家都笑容滿臉。

一到集合的時間，人齊了便來張大合照吧！

大家懷著興奮的心情準備出發。

太陽伯伯又再出來照耀我們。

大家正準備吃午餐呢！ 有得玩，同學們
全都精神奕奕。

來到這麼美的海景，當然要拍照啦！
雖然下着微雨，但沒有
影響大家郊遊的心情呢！

1B班黃晉晞家長

  在3月30日，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參加由家長教師會
舉辦的親子旅行。我們在學校集合並準時乘坐旅遊巴出發
前往位於港島南區的大潭水塘，一起親親大自然，共聚天
倫，享受愉快的一天。
  到達了大潭水塘，這裏是一條很輕鬆的郊遊行山路
線，非常適合親子同遊，這裏除了有優美的自然景色外，
亦有頗具歷史的遺跡。沿路兩旁綠樹成蔭，予人遠離塵囂
的感覺。途經四座英式以花崗石建造的石橋，其宏偉的外
觀真令人讚嘆。雖然途中曾落下零散雨點，但沒有影響家
長、學生、老師的心情，在歡樂的氣氛下沿路折返，前
往品嚐美味午餐，繼而再漫遊赤柱海濱、美利樓、赤柱大
街，享受著赤柱悠閒的節拍。
  感謝校方聯同家長教師會舉辦這次親近大自然的活
動，藉此可以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幫助學生增廣
見聞及提升學生對主動探索知識的興趣。

3B班曾寶鋋家長

  期待已久的家教會旅行日終於到了！幸好天公造美，當天
天氣十分清爽。我們回到學校看見很多家長和同學已在禮堂等
候乘旅遊巴士準備出發，大家的心情都非常雀躍。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車程，終於到達第一站——大潭水塘，
這裏風景優美，而且空氣特別清新。我們從大潭文物徑開始起
步，沿途都能看到「雙潭石澗」和大潭水塘的風景，真讓人心
曠神怡！
  然後我們逛逛水塘，和小朋友們玩玩遊戲，家長亦一邊談
天一邊欣賞風景…很快便過了兩小時，我們便乘旅遊巴士出發
前往酒家享用豐富的「海鮮午餐」，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而最後一站就是赤柱廣場，大家除了參觀著名景點——美
利樓、赤柱八屋外，赤柱巿集還有很多特色的手工藝品呢！不
得不提的就是，當天市集正在舉辦寵物活動，讓我們看到很多
不同種類的動物，牠們真可愛！
  最後，我們在赤柱碼頭休息了一會，等候乘搭旅遊巴士回
學校解散。我們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的帶領，讓家長和小
朋友們玩得十分盡興，令我們過了精彩又充實的一天！十分期
待明年的家教會旅行日啊！

 4C班王凱盈家長

  家教會每年舉辦的親子旅行，都會到不同的地方遊覽，節目
豐富、多姿多彩，真是既期待又興奮！每一年，我們都會積極參
與，今年亦不例外。一大清早，我們一家都精神奕奕地出發，目
的地是大潭水塘和赤柱。
  天文台預計當天會下大雨，但幸運地那天天氣奇佳，不但沒
有猛烈的陽光，甚至有微風送爽，真是感恩。第一站我們先去
以英式建築風格為主的大潭水塘遊覽。車輛經過崎嶇的山路，終
於到達水塘，那裏空氣清新、環境優美、鳥語花香，令人十分寫
意！然後，我們到酒樓吃過豐富的海鮮大餐，大家都吃得津津有
味呢！接著，我們乘車到赤柱參觀美利樓、赤柱大街和列為二級
歷史建築物的赤柱八屋……行程十分緊湊而豐富！
  這次旅行不但令我們了解更多關於香港的歷史，更造就了與
家人、小朋友一起共同享受美好時光的機會！真是感激學校與家
教會為我們舉辦這一次旅行！希望將來有更多不同的親子活動讓
我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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