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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至2019年度，本校成功成為賽馬會運算思維教

育的「創新社群」成員之一，進一步加強學校推動運算思維

課程的決心。老師們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編程比賽或活

動，以增加學生對編程的興趣，因此，我們組成了「福馬創

科隊」參加《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福馬創科隊」亦不負眾望，以《Safe游

記》參賽，在超過170隊的參賽隊伍中突圍

而出，並勇奪兩大獎項―Scratch組別的

《冠軍》和《最佳功能及介面設計獎》。

為何設計《Safe游記》—防止兒童遇溺手帶？
    本校泳隊的表演出色，很多低年級同學都踴躍學習游泳，為了避免

初學的同學遇溺，「福馬創科隊」期望以科技方式解決此問題。經過搜

集資料和討論後，組員決定製作手帶探測心率和手部揮動動作，用作判

斷泳者是否溺水；再配合系統探測位置，迅速找到溺水者的位置。

福馬創科
勝出本年度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教育大學訪問得獎隊伍

參與《學與教博覽2019》
介紹得獎手帶

參與電視節目
《學是學非》
拍攝，介紹
得獎作品

接受香港電台
《普出校園精彩》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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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預備比賽過程中，同學們會遇到不少的

難題，如手帶的外貌較粗糙，都曾令我們的信

心動搖！幸好，同學們齊心，將各種問題的解

決方法在開會時提出，一起改善手帶的設計。

    隨着比賽結束，老師看着同學們的進步和

成長，內心深感欣慰，同學們對編程由初步的

認識，到現在可以自己主動發掘不同配件的特

性，例如：Micro:bit是有多少個pin供我們使

用和如何連結各硬件的技巧等。同學們更懂得

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懂得為自己編製各個有

關的學習步驟，更主動學習去發掘新知識。所

以參與比賽能激發起同學們的潛能，令同學們

學會學習。

張慧晶老師

    今次參加比賽的經歷真使我一生受
用、獲益良多！

    我學習編程只有短短三年，最初抱着學
習和實踐的心態與同學組隊參加比賽，並
以自己學習游泳的經驗來制定編程方案。雖
然我們只是比賽「初哥」，但我們在籌備的
過程中不斷努力嘗試，憑着堅毅不屈和團隊
精神，研製了參賽作品。當我們得悉獲選進
入決賽時，已興奮無比。到總決賽當日，我
們有幸從170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不僅
奪得最佳功能及界面設計獎，而且更勇奪冠
軍，成績實在令人鼓舞。
    透過參加這次比賽，我領悟了團體協
作、溝通技巧、突破思維及力臻完美的重
要性，亦明白「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的道理。在此我要再次多謝學校、校
長、老師及家長的鼎力支持和鼓勵，以及
兩位親密戰友―悟空和沙僧―與我風
雨同路。

6A 梁汝謙同學

    這次參加賽馬會主辦的CoolThink運算
思維比賽並獲得冠軍，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必須要感謝學校的培養和支持。學校
的電腦課使我學會了App  Inventor和Scratch等
編程語言，培養了我對電腦編程的興趣。學
校還允許我們在暑假及小息隨時使用電腦室
完成作品。

    另外，還要感謝賽馬會組織了CoolThink這
個比賽和一系列的培訓活動。通過參加這個比
賽，我學會了運算思維解難技巧。更明白到努
力付出，勇敢面對困難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我鼓勵同學們積極參與這些活動，努力
使自己成為真正的CoolThinker。

6A 高習之同學

    回想當初，當我知道要
代表學校參加編

程比賽時，心情真是既興奮又
緊張啊！

    自從2月報名後，我們便
開始着手準備，

大家開始構思題目，搜集資料
。

    暑假時，我們差不多每
個星期六或日都

會回校商討及製作作品，大
家有商有量，沒

有爭吵。過程中雖然也遇過
一些困難，幸好

得張老師和家長們的協助，
我們的問題得以

順利解決。

    比賽當天，雖然我們看
見各比賽隊伍都

各具實力，但我們對自己的
參賽作品也很有

信心。在台上，我們都努力
向評判及觀眾講

解作品，最後得到評判的讚
賞及認同，奪得

冠軍，真的很高興啊！

    在這次比賽中，除了學
到更多編程的知

識，亦令我明白到「有志
者事竟成」的道

理，更要感謝曹校長、張
老師及家長的支

持，令我們的作品在整個過程
中順利完成。

6A 張允軒同學

勇奪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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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馬創科隊」心聲

張慧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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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奧林匹克選拔賽2019
    6A班徐子豐同學，今年破格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批准，

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

港選拔賽初賽2019」，成

為今屆唯一一名獲得金獎的

小學生，撃敗中學高年級尖

子，獲入選成為「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2019」香港代表

隊候補隊員，實在令人振

奮、鼓舞！

~子豐心聲~
    學校眾多科目中，我最擅長數學科。我從小就

對數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在幼稚園時，我已經拿到

「多元智能盃」的冠軍。

    我學習數學已有多年光景。我認為解答數學題

目時，最重要的就是細心。閱讀時要細心，不要

放過每一個字或符號；解答時也要細心，邊寫邊覆

核，要確保寫下的每一個步驟都正確；複驗時要

細心，每次複驗時都當是做一道新題目，如果可

以的話，盡可能用第二種方法去複驗題目。一般

的數學考試題目是難不到我的，但我總是錯在粗

心大意。在計算過程中，只要有一點疏忽，就會

弄致整題錯誤。

    要學好數學，也要有堅毅不屈的意志。十八

世紀有一位名叫歐拉

的數學家，在快要

六十歲時患上眼疾，雙目近乎完全失明。但由於歐拉有着超群

的心算能力和記憶力，在驚人的毅力及書記員的幫助下，歐拉

在多個領域的研究都十分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都一帆風順，學習數學也是如此。在學習

數學時，我們難免會遇到挫折，此時，我們就要咬緊牙關，迎

刃而上，繼續前進。

    最後，我想感謝一直在我身邊支持和鼓勵我的老師和父

母。但願我能繼續前進，爭取佳績！

數學尖子 思維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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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芷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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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 革新求變
課程特色：
    本學年五年級中文科課程延續去年四年級

的到校支援服務，科任老師再次參與教育局開

展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計劃，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的同事亦到校參與第二年的共同備課，進一

步優化學與教。

校本課程發展計劃流程：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同事會到課室觀課，
    檢視教學設計的成效。

完成觀課後會立即進行修訂。

五年級中文科任老師與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的同事合作愉快。

每月兩次在校進行共同備課。
每次完成教學及課業設計後都會進行檢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同事 五年級中文科科任老師

共同備課

課程架構重整 課次編排 電子教學設計 單元課業及寫作設計

檢討

同儕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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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韻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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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With  the support of SCOLAR and  the  funding  from the Language Fund  in  the school year 

of 2019-2020, our school started to launch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for P.4 to P.6 

classes  in  respect of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Primary) under  ''Ongoing 

Renewal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 Focusing, Deepening and Sustaining''.

Enhance Reading ability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eading texts 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From Reading 
to Learn

From Reading 
to Learn

Expose students to a wide 
variety of Reading text 
types

Develop Reading 
strategies and broaden 
knowledge

Facilitate peer and 
self-assessment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Miss Leung Wai M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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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操
    本年度，體育科特別加設體育舞蹈
課—「活力操」。本校特意聘請富經驗的

舞蹈教練為我們編舞，並於體育課教導學生

跳舞的技巧。為了學生能投入參與，體育科

老師挑選了一首節奏清晰，拍子強勁的歌曲 

''Can't  Stop  The  Feeling'' ，此乃《Trolls魔

髮精靈》主題曲，作為「活力操」的舞曲。

全校30班按編定的體育課時間表進行體育舞

蹈課，全年共1小時（即2教

節），舞蹈教練和體育老師

一起於禮堂跟學生進行體育

舞蹈課，讓同學在輕鬆愉快

的氣氛下進行運動，享受舞

蹈的樂趣，藉此增加同學的

韻律感，提升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興趣，及養成日後多做運動的生活習慣。

閃避球
    閃避球於台灣稱為「躲避球」，
起源於英國，後來盛行於美國及日本，

由於運動價值深受肯定，更被列為日本

學校的體育教材。

    本年度，本校特意聘請2位教練，

在星期六課新開辦閃避球班，這是一項

有益身心、過程緊湊、器材簡便、規

則簡明的運動，藉着這個免費推廣活動，期望讓更多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運動，增加

學生運動的機會。閃避球班共20節，參與者為三及四年級學生，總共36人。每節課堂，教練

不但教導學生接球技巧，而且透過遊戲教導學生如何閃避，並以小型比賽讓學生理解比賽規

則。學生每節課堂

都積極投入，充滿

歡樂氣氛，每次均

帶着熱切的心情期

待下一課節。

舞動全城 樂在閃避
朱靈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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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人生 樂在感恩

本校於學期初舉行了敬師日，當天由學生代表致送心意卡給校長及全校老師，並由家長教師會榮譽顧問梁榮彥先生
代表家長致送生果給各位老師。

在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中，P.1學生以感恩的心來答謝照顧自己的P.6師兄師姐。

學生透過參加「源」來自有「恩」體驗之旅，
認識珍惜食物的重要性，從而對享有豐足的生活學會感恩。

在上學期清潔比賽中獲獎的班別。
清潔比賽讓學生注意個人及課室衞生外，更喚醒學生感謝身邊為我們服務的人。

    在學生成長方面，學校於2018-2021年度學校三年發展計劃中把建立正面價值觀訂為該周

期的其中一項關注事項，並以感恩作為本學年的關注重點，整學年以配合「樂在感恩」為主

題，透過校本訓育及輔導工作，以及各科組的活動，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邁向積極人

生，並培養學生學會凡事感恩。

由德公小主播於課外活動時拍攝配
合德育課主題的宣傳片，於德公課

時段播放。

王偉傑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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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P.6 《感恩這一課－
快樂積極人生》講座

感恩處處 事事珍惜
校本輔導計劃「心存感恩．共建美好人生」

學生於成長課學習如何感恩及一同完成班本的感恩瓶子。

    透過一系列的校本輔導活動，並以

「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訓輔工作，協助

孩子充分發揮潛能，培養他們積極進取

的精神、互助關愛的態度。本年度藉着

以下活動，建立學生凡事「感恩」的正

向品格。活動包括：

學生於《我的感恩寶庫》紀錄與反思參與過的感恩
活動及回顧感恩的事。

感
恩
主
題
計
劃 

校
本
輔
導

1. 「我的感恩寶庫」
＊ 為加深學生於一系列感恩活動的體驗與學

習，及方便學生重溫與回顧，轉導組設計

《我的感恩寶庫》，讓學生紀錄與反思本

年度所參與的感恩活動。

2. 「感恩心聲分享」廣播站
＊ 透過收集參加者的分享紙，並在校園進行

午間廣播，讓學生在自身、他人、校園及

環境層面中散播正向及感恩的文化。

3. 「感恩瓶子．收藏快樂」
＊ 為培養學生將感恩的事與人分享的習慣，

透過「感恩瓶子」活動，學生於成長課中

把感恩的事情寫在便條紙，輪流分享，並  

把感恩便條放到瓶子裡，將感恩化為實際

行動，在生活中常存感謝。

4. 學生感恩講座
＊ 配合本年度發展主題—感恩，輔導組為學

生舉辦主題講座，從而培養感恩的習慣。

張瀞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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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長假，都是學校進行翻新工程的好日子。暑假期間，學校就進行了一連串的翻新工程。

 課室翻新工程
    翻新三十個課室，在課室裏增設學生儲物櫃，讓

同學可把如視藝用品等非經常使用的物品存放於儲物

櫃中，減輕書包的重量；也更換了課室後面的儲物

櫃，以及課室大門。聖誕期間，建築署更為我們把老

舊的課室窗戶更換成與課室大門同一色系的新窗戶，

既美觀又實用。另外，本校正陸續為各級同學更換護

脊椅，期望能使同學們坐得更健康。 課室的新貌

陸續更換中的護脊椅 讓學生存放物品的儲物櫃 把老舊的班房窗戶更換成與課室大門同一色系的新窗

 視藝室翻新工程
    視覺藝術室也是一個重點翻新的項目，我們更

於2019年11月28日邀得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陳吳

婷婷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林欣恒女士及各位成

員為視覺藝術室揭幕。翻新後的視覺藝術室，布局

煥然一新，更適合視覺藝術科教與學的需要。

井然有序的桌椅，方便學生分組學習。

完善設施 

2019年11月28日，邀得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陳吳婷婷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林欣恒女士及各位成員為視覺藝術室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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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一個具校本特色的

「校園電視台」及有豐富錄像的資料庫已順利

完成，並於下學期正式投入服務。新的「Apps

數碼校園電視台」可讓學生在製作節目的過程

中加強共通能力的發展，發揮學生的各種才能

和潛能，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從而提高學與

教的素質，讓學生能在

更優質的環境下學習。

活動室更換了音響設施，讓講座、活動有更精彩的表現。

在各樓層加設飲水機，方便學生補充飲用水。

專業的電視台設備

製造3D立體效果的U型屏幕 高清K4器材

    禮堂的照明系統也在暑假

期間得到更換，使整個禮堂的

亮度大大提高。
增加照明系統後，彷彿為漆黑的宇宙注入了和煦的陽光。

煥發新姿
禮堂照明系統改善工程

活動室音響系統更換工程
    聖誕期間，我們更換了

活動室的音響系統，讓在活

動室進行的講座及活動有更

精彩的表現。

飲水機增設工程
    此外，在建築署及水務署的

協助下，我們成功在各樓層加設

飲水機，方便學生補充飲用水，

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

Apps數碼校園
電視台建置工程

黃德柟主任、周天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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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們養成以閱讀成為滋養生命的土壤，

伴隨他們茁壯成長，本校在多方面推廣閱讀文化。

自小閱讀 書海尋樂

1. 每天早讀：
早上七時三十五分至

七時五十五分，學生

以閱讀作為他們的

精神早餐。

3. 圖書捐贈活動：
共收集了646本圖書，擴闊了學生閱讀層面。

5. 感恩圖書系列展覽：
配合學校年度主題，展出「感恩」為主題的

校內館藏。

4. 參觀九龍公共圖書館：
帶領三年級同學參觀培正道九龍公共

圖書館，讓他們認識「悅讀綠洲」。

6. 學校圖書館舉行多項
比賽，鼓勵學生多閱讀。

2. 家長義工說故事工作坊：
由家長義工把喜愛閱讀的種子帶到家庭

與學校。

曾翠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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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素與南京、西安、洛陽並稱我國「四大古

都」。自明成祖遷都順天府後，北京至今仍是我國的

首都。作為我國歷史悠久的古都，北京有着大量文物

古跡，讓我們可以從中窺探歷史長河中的點點滴滴。

鳥巢前的體操選手。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前合照。

同學們留心聆聽關於「北
京人」的講解。

躍上龍門前的「鯉魚們」
。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躍龍門便化龍！ 同學們努力準備
分享會。

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

由我校6位老師帶領42位4至6

年級的同學，參加了由教育局

資助的「北京歷史文化及自然

科學探索之旅」。我們參觀了

水立方及鳥巢、前門大街、居

庸關長城、孔廟和國子監博物

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周口店

遺址博館及北京自然博物館。

    是次旅程不但讓我們認識

了人類的起源、孔子的生平、

古代的大學、北京人民的生

活，更讓我們認識了我國近代

的發展，擴闊了我們的視野。

探索北京 認識歷史

我們今天終於當了一回「好漢」！

勇征長城的我們。

黃德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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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團包括5位老師和32位學生。

    教育局推動的STEM教育，主要目的是促進學童的創

新思維、開拓與創新的精神。耳聞不如目睹，所以本校

特別在11月6日至9日舉辦了一個四日三夜的韓國STEM

遊學團，讓學生可以親身體驗如何把科學、科技和工程

等知識應用在不同的範疇。在四天的行程中，學生參觀

了九個景點，而每個參觀地點除了有專人講解之外，亦

提供了各類的體驗活動。參觀的地點，可以分成五個類

別：

（1）探索科技在未來生活的應用（L.G和Samsung公司的

展覽館） 

（2）科技在傳播媒體的應用（KBS電視台）

（3）能源生產及再生能源（瓦斯科學館和能源夢想中心）

（4）科技在保護環境方面的應用（安山市政廳廢物處理中心、

      清溪川文化館）

（5）科技在其他範疇的應用：弘大藝術館（利用視覺錯置的3D

      互動美術館）和市民安全體驗館（認識天然災害及災難應變）

    總結首爾之旅，開闊了學生的眼界，為他們將來的學習，啟發良多。

參觀者可以將個人頭像上載至大堂的

巨型屏幕（Samsung展覽館）
兩位小小攝影師（參觀KBS電視台） 單車發電機（能源夢想中心）

Gas Science Museum展示生產、儲存和運送
煤氣的最先進方法。

疑幻疑真（弘大藝術館）

探知韓國 想像未來
邱國偉老師

13

境
外
交
流



    2019年12月12日，我們師生一行40人

由陳慧玲副校長帶領，再次到江門探訪姊妹

學校―江華小學。

過關後，我們參觀了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

認識了當年華工到海外艱辛創業以及回報家

鄉的感人事迹；更參觀了開平自力村，認識

了融會中西建築風格，集防洪、防盜及居住

於一身的碉樓。

兩校師生大合照。

學生認識昔日華工到海外工作的辛酸。

從地上的小洞，可清
楚看到訪客的容貌。

我的雕塑真漂亮！球在我手，看你們如何閃避！ 看我的「直角假身」！

開平碉樓外合照。

    充分休息了一晚後，我

們第二天探訪了江華小學，

同學們除了親身參與了立體

人物雕塑課外，還與江華小

學的同學們一起進行了兩校

混合的閃避球友誼賽，當中

互有勝負，通過互相合作，

增進彼此的友誼。

勝負只是其次，
友誼才是最緊要。

再訪江華 友誼昇華
黃德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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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透過星期三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提升

學生的潛能，發揮他們德、智、體、群、美的

全人教育。

    一、二年級主要屬固定組別，其中二年級

部份學生被選入初級合唱團，其餘的學生在

課室進行活動。除了老師或家長義務導師給全

班學生講解有關德育的故事外，一年級學生還

會學習書法，而二年級學生就會學習粵曲和圍

棋，藉此認識中國的文化及藝術。三至六年級

的學生可參與固定組作特別的學習，或以循環

形式參與不同的循環組別。

一年級書法班 二年級圍棋班 二年級粵曲班

小小科學家

環保教育

一、二年級組別

本學年三至六年級 新增的固定組

課外活動         樂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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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廚師

機械人編程

無人機

編程小組

繽紛多媒體（有關「虛擬實境
(VR+AR) 」的課程）

閃避球

新增的循環組別

韻律舞

課外活動         樂趣無窮 歐鳳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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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1月16日、17日及20日三天，把各學科作有意義

的融合，讓學生全方位發展，舉行了跨科學習活動。是次活

動以「家」為主題，並以STEM的元素，配合各科進行一連串

的科技探究的學習活動。透過活動，希望讓學生把各科的知

識融合，活用於生活，並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學習拓寬學生的

學習的經歷，激發學生創意及訓練其解難能力。

    在活動開始之先，老師初步介紹是次跨科學習活動的科探

活動，並配合常識科的學習範疇解說製作理念。之後，學生便

動手設計作品草圖，然後由老師帶領，以小組形式製作作品。

活動期間，學生需要進行不同的測試及改良，當中涉及數學學

習範疇，學生需要量度、計算……他們會把測試的過程記錄在活動冊上，把學習成果有條理地整合。

當完成作品時，老師指導學生裝飾作品，以美觀的一面展現人前。

    中文科及圖書科亦配合活動進行，各級學生均學習匯報技巧，於作品完成後，各組學生整理資

料及回顧學習歷程，再進行匯報，與同學一起分享成果。另外，三至六年級的同學更就會為作品製作

一份簡單的說明書，介紹其作品的功能或特性。而圖書科分別圍繞主題「家」舉辦六場的圖書分享講

座，讓學生對主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而我們更與英文科合作，三年級的活動過程主要以英語進行，其他各科作出配合，學生亦能十分

投入學習。而其他級別亦設計與主題或作品相關的閱讀學習活動，讓學生能運用英語結合主題學習。

    數學科亦設計了「數學遊蹤」，讓學生從生活中運用數學。

    是次跨科學習週，我校透過STEM及不同的跨科協作活動，提升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使他們能應用所學，用於生活。

6E 林子煥
    今次的活動令我學會

了互相合作和各種科學原

理，所以我十分感謝我的

隊友可以和我好好合作。

6B 麥穎桐
    在這次的活動中，我學會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在製作拖鞋的過程中，大家都需要分工

合作，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一件事情。在活動中，我們還學會了要集合所有組員的意見，才

能減少分歧，並把事情做得更好。

5E 梁以臻
    經過這次迷你吸塵機的製作，我明白到分工合作的重要，還要

聆聽別人的意見和不要依賴別人。我們在製作過程中雖然遇上一些

困難，但是我們沒有放棄，繼續嘗試，最後還是成功了。我十分高

興可以參與這次活動，希望下次的跨科學習周有更有趣的活動吧！

1B 郭澄亮
    這三天，我覺得十分開心，因為我和

同學合作製作了一個美麗的畫架。

年級 題目

一年級 座檯畫架

二年級 太陽能小夜燈 

三年級 家務助理機械人

四年級 滅蚊行動

五年級 迷你吸塵機

六年級 防滑拖鞋

各級均以不同題目進行科技
探究學習活動，列表如下︰

學生心聲

跨科學習         活用生活

3A 林沛彤
    這三天的跨科學習活動，我學會了更多的英文字

𢑥和知識。當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雪條棒的形狀不
同，就影響掃地機器人的快慢。最實用的是這件物品

可以讓我們減輕不少家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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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用心製作說明書。同學們都投入製作作品。 大家都努力地進行活動記錄。

小五︰迷你吸塵機 小六︰防滑拖鞋小四︰滅蚊行動

圖書科曾老師分享的故事很有趣味！
我們正進行摩擦力

的測試。

看看我們的成果！ 看！我們的太陽能小夜燈成功亮着了！ 這是我們製作的防滑拖鞋。

小一︰座檯畫架 小二︰太陽能小夜燈 小三︰家務助理機械人

跨科學習         活用生活 招雅賢主任

各級不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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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教育性參觀及學校文化日活動，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擴展到其他環境中，從而擴闊學生視

野，並讓學生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豐富經驗，發展他們的多元智能。

教育性參觀
三年級 益力多工廠 9、10 月 四年級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10月

五年級 三棟屋博物館 11月 六年級 終審法院 12月

學校文化日活動
二年級 「用眼睛看音樂」弦樂音樂會 12月

三年級 「夢想展覽『管』」管樂音樂會 12月

在環境資源中心齊來一張大合照。

Visiti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6B Tai Ting Lok)

    This is a meaningful
 trip.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 to me 

is the statue of Themis, t
he goddess of justice. She

 blindfolds 

her eyes  to  represent  trea
ting people equally. The 

scale  in her 

right hand  represents  jus
tice,  and  the  sword  in h

er  left hand 

represents right and wrong
. This trip made me learn 

what justice 

is and to be aware of ne
ver disobeying the law.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the teachers. Witho

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this 

chance  to have  such a 

wonderful visit.

終審法院是一所古式古鄉
的英式建築物。

學生心聲

參觀完畢，大家一起暢飲益力多！

校內校外         活動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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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學校每年配合
常識科及學校發展
目標，為各級安排
教育性講座，以豐
富他們的知識。

同學們很留心地聆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講者的介紹。

同學們的反應多熱烈！

同學們踴躍地參加答問環節。

學校社工為五年級同學主講青春期的成長。

「夢想展覽《管》管樂」音樂會
（3A班 張載欣）

    「猶如在夢幻國」—這場音樂表演，以

「多啦A夢」動畫主題曲結束
，正好總結了我

的感受。不同的管樂器像不同
的法寶，一同奏

出美妙的樂聲，有時如大江大
海，有時如小鳥

呢喃，有時如萬馬奔騰……使
我們都沉醉在這

動聽的音樂聲中，感受到光陰
的美好！

在三棟屋博物館的懷舊冰室裏，品嘗一杯咖啡。

大家都很期待入
場觀看弦樂音樂

會。
看看這頂特製的帽子多有趣！

教育性講座

校內校外         活動豐富 譚愛兒老師、李潔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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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聖誕聯歡會於十二月二十日舉行，共有

兩場表演。透過多元化表演活動，讓同學感

受普天同慶的節日歡樂氣氛，並且提供平台

給體藝班學員，一展所長及互相觀摩，家長

亦會到校欣賞子女學習成果，與子女同樂。

弦樂團

管樂團 結他
花式跳繩

合唱團

中國舞跆拳道
藝術體操

孫靜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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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課室裏仍有學習活動的，
整天的學習活動真的多采多姿。

中華文化日

同學們藉着機會，與好朋友一起留下倩影。

台下的同學也情不自禁地打起拳呢！同學上台跟隨着師傅學打詠春拳。

穿上華服的學生特別可愛。

謝謝各位老師、家長、校友及學生的共同努力，讓同學們能享受到愉快的一天。

攤位遊戲極富有中國色彩，
同學們要動動腦筋才能贏取

精美的禮物。

  一年一度的中華文化日是同學最熱

切期待的學校活動之一。同學在文化日

中不但可以玩十多個別具特色的攤位遊

戲，更能欣賞精彩的中國武術表演，從

而認識到多方面的中國文化。這一天，

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楊彩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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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小先鋒
20位四、五年級同學擔任「IT小先

鋒」，協助其他同學在小息時間使

用電腦或平板電腦。

環保大使
環保大使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推動環保活

動，宣揚環保訊息。主要負責宣傳校內及

校外環保活動，亦會巡查各課室節能狀況

及洗手間用水情況。他們也會參加不同的

環保活動及講座，以增加環保知識。

救傷隊
救傷隊是由五、六年級同學擔任，成

立主要目的是協助身體不適或輕微受

傷的同學提供適時救援。他們也有參

加急救講座，以增加急救知識。

盡忠職守         服務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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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
98位領袖生分別在不同崗位當

值，協助老師維持秩序，讓學生在

融洽的氣氛下享受學校生活。

校巴及保姆車車長
    校巴及保姆車車長負責協助照顧

乘車的同學，讓同學們在安全及愉快

的情況下乘車往返學校。

陽光笑容大使
學校重視孩子學業及品格的培養之外，

同時亦十分關注他們的健康。因為我們

能擁有健康的體魄才能迎難而上，對抗

逆境，所以「陽光笑容大使」也不遺餘

力，承諾為守護同學的健康而努力。

盡忠職守         服務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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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服務生
午膳服務生協助同學進行

午膳，讓同學們在愉快及

安全的環境下用餐。

體育室服務生
協助老師收拾及整理體育室內

的體育用品。

普通話宣傳大使
不遺餘力地在校園裹推廣和宣傳

普通話，積極營造聽說普通話的

語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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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助理
25位圖書館助理是同學與

書本之間的橋樑。

女童軍
我們希望透過小女童軍活動，讓學生學習到

遵守紀律及藉此擴闊自己的學習視野。本校

小女童軍西九龍119隊在每次集會中，也會

學習不同的技能，例如：繩結、步操……

幼童軍
全體130多位幼童軍積極

參與社區服務，

盡顯日行一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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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Primary 1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1D YEUNG TSZ CHING AUDREY

1A NG HOI CHING

1C TSUI TSZ WING KAILEY

1E CHAN YU CHING

Primary 2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2A MOK HOI TING

2B WONG YUI KAY

2E YIEP WING MAN KRISTY

Primary 3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3A WONG HEI LAM

3C LEE MAN HIN

3B ZHONG CHING CLARICE

Primary 4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4A YIP WAN EPANGELIE

4E KAN HIU TO

4A CHAN HO LAM

Primary 5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5A MA SUM YUET

5B SIU TSZ NING

5B LAU TUNG HON EMILIO

Primary 6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6E TSANG TSIT

6C CHOW TSZ YU

6B CHAN LOK YIN

英 

文

獲
獎
資
訊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同學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同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一年級 四年級

冠  軍  1A 蔣欣曈

亞  軍  1E  陸苡婷

季  軍  1D 楊梓晴

冠  軍  4A 葉  允

亞  軍  4A 李琛怡

季  軍  4C 張子澄

二年級 五年級

冠  軍  2B  梁晞玥

亞  軍  2A 李晉灝

季  軍  2E  侯穎君

冠  軍  5C 張綾珈

亞  軍  5B  劉東瀚

季  軍  5B  蕭紫寧

三年級 六年級

冠  軍  3D 何俐安

亞  軍  3A 黃希霖

季  軍  3A 林昭彥

冠  軍  6B  張載陽

亞  軍  6B  簡昕陶

季  軍  6A 鍾珮筠

中央圖書館「感恩」小書設計比賽

六年級 冠  軍  6B  陳宛琳

亞  軍  6A 黃暉喬

季  軍  6E  林煦穎

優異獎  6A 鍾澤豪  6C 楊諾遙

中央圖書館書籤設計比賽

五年級 冠  軍  5B  劉睿敏

亞  軍  5A 梁雅頌

季  軍  5D 阮栢瑜

優異獎  5A 黃薇甄  5D 梁詩晴

中央圖書館吉祥物設計比賽

四年級 冠  軍  4A 葉  允

亞  軍  4B  柯敏怡

季  軍  4E  黃泓澔

優異獎  4B 張耀程  4E 陳頌仁

新雅文化2019年小學生創意閱讀及寫作大賽

專題閱讀報告組

（初小文字組）
季  軍 2B  黃焯彤

新春書法比賽2019

初小組 優異獎 3B  鐘  澄

第13屆孝情「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

小學初級組 真情流露獎 3E  吳怡萱

二零一九台灣文化交流寫作大賽

小學三至四年級組 銅  獎 4E  張屬靈

2019台灣彰師大育成杯中文能力檢測活動

銀質獎 4E  張屬靈

「母親頌」第37屆全國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特等獎 5B  劉家鎧

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冠  軍 6A  高習之

第六屆「妙筆盃」全港書法比賽

兒童組 優異獎 1B  羅上朗

中 

文



第 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  文

亞  軍 1B 樊康妤  5A 黃  藍  5B 陳晞童

季  軍 1A 張綽瀠 

優良獎 1A  陳靖峯  1A 陳昊昕  1A 劉泇縉  1A 李匡霖  1C  花國熙  1D 鄭楷瀚  1D 施予斯 

1D  譚唐鳳德  1D 楊梓晴 1E 林梓盛  1E  陸苡婷  2B  黃巧庭  2B  楊子熹  2C  吳康睿 

2D  曾  約  2D 鄺靖淇  2E 呂柏賢  2E  魏令聞  3A  林熹妤  3B  鍾  澄  3C  黃  唯 

3C  黄令恩  3D 鍾幸兒  3D 施書愷  3E  何祖安  3E  郭家悅  4B  郭縉謙  4B  曾卓霆 
4B  曾苡晴  4C  張毓晉  4C 勞彥晴  4D 曾喜儀  4E  張屬靈  4E  蕭詠思  5A 陳采南 

5A  馬琛悅  5B  李栩晴  5B 莫雅婷  5B  梅可瑩  5D  張至亨  5D 胡筠鷺  5E  卡卓紘 

5E  梁以臻  6A 陳煥謙  6A 陳奕瑋  6B  文瑋進  6B  戴廷諾  6C  梁皓程  6E  馮子龍 

6E  黃天瑜

粵  語

冠  軍 5A  馬琛悅

亞  軍 1E  洪璟炘

季  軍 4E  黃泓澔

優良獎 1A  吳忻潼  1B  謝卓謙  1C 顧滿婷  1E  鄭芮珈  2A  許文博  2A 董思加  2B  徐考霖 

2B  楊子熹  2B  容靖朗  3B 王柏森  3C  陳煒樂  3D  麥靖希  4A 鍾懌琛  4A 伍煜熙 

4B  林煜皓  4B  李浩銘  4B 柯敏怡  4C  張雅妍  4D  張天佑  4E  張屬靈  5A 陳逸希 

5B  趙熹緹  5D 林靖文  5D 梁詩晴  5E  黃熙桓  5E  曾熙穎  6A 陳東霈  6A 張梓朗 

6A  賴一怡  6A 曾梓瑩  6C 區銘希  6D 潘梓莉

良好獎 1C  王柏喬  1E  陸苡婷  1E 何鈞彥  2A 許琬琪  2A  鄧卓靈  2A 曾日朗  2C  張蕊琪 

2E  劉珈瑩  3D 張信妍  3E 陳泯羲  3E  周浩楠  4B  郭縉謙  4B  梁晞珞  4C  李雋皓 

5B  曾蔚喬

普通話

亞  軍 6D  馮凱翹

優良獎 1A  羅梓玲  1A 吳海晴  1A 胡心睿  1B  樊康妤  1B  羅上朗  1E  林梓盛  2A 柳穎炘 

2B  楊  朗  2C  吳佩玲  2E 張珈瑜  2E  呂柏賢  4A  陳咏心  4A 黃韻瑤  4A 伍煜熙 

4A  葉  允  4B  陳苡琳  4B 施凱文  4C  許梓瀅  4C  勞彥晴  4D 胡  迪  5A 馬琛悅 

5B  馮思漫  5B  蕭紫寧  5C 利彥兒  5E  曾熙穎  5E  鍾  暘  6A 王昭丹  6A 黃曼睿 

6B  陳樂妍  6C  區銘希  6D 馮凱翹  6D 馮凱翹  6E  施靜儀

良好獎 1C  潘婧汶  1E  翟上賜  2B 夏浩然  6C  許曉瑜「領展盃」朗誦比賽

P1-P2 普通話組  冠軍  1D 黃俊皓  1E 林梓盛

第十一屆「普藝盃」2019 朗誦才藝大賽

P1-P2 普通話古詩組  冠軍  2D 陳英智

第十九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小六普通話詩歌  冠軍  6B 張詩浧

第十一屆香港國學藝術節普通話朗誦比賽

高小組詩詞  金獎  6B 張詩浧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

亞軍  6B 張詩浧

朗 

誦

2D 陳英智

人材濟濟     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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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丁頌華4E 林昊然

4E 張屬靈 
3E 吳怡萱



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小學初級組銀獎

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2019

Brass Children Class 2nd Prize with 2D  梁宇翹
2nd Class Honour 2D  梁宇翹

John Thompson Class(Piano)  2nd Class Honour 2D  梁宇翹

The 24th St. Cecili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19

Grade 3 Own Choices Piano Solo Champion 4B  柯敏怡

Grade 2 Piano Solo 2nd Runner-up 4E  蔡家熙

Grade 4 Own Choices Piano Solo 1st Runner-up 6A  柯嘉怡

12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19

Piano-Preliminary C 
Repertoire Group

Merit 3C  陳心瑩

2019 年第十三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初級組獨奏指定曲組 銅獎 2D  魏梓桓

IYACC 第八屆國際音樂大賽

鋼琴獨奏 金獎 3B  張宓宜

第十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木管青年組 季軍 5A  黃薇甄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13歲或以下

季軍 6B  麥穎桐

小號獨奏—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6B  黃國陞

第九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2019

兒童初級組 優異獎 3D  張信妍

鋼琴六級 優異獎 6E  陳穎欣

音 

樂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香港賽區）

小二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2A  陳晉駒  2E  吳希翔

2A  李晉灝  2C  刁善行  2D 陳心瑜

2E  陳俊錡  2B  余渭聰  2C 鄧宇舜  2D 鄺靖淇

小三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3A  黃希霖  3D 郭家叡

3E  周浩楠  3E  左禮賢

3A  蔡溍熙  3A 勞俊文  3D 張信妍  3E 郭家悅

小四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4B  林煜皓

4A  陳皓琳  4A 鄭梓晴  4A 林日朗  4A 葉  允

4D  方冠逸

4A  葉頴霖  4A 姚深鈊  4B 陳苡琳

小五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5A  馬琛悅  5A 吳天溢

5A  馮思鎬  5A 黃薇甄  5B 陳璟樂  5B  蕭紫寧

5B  楊宏廸

5A  高培之  5B  鄭雋騫  5B 馬晞悅  5B  楊宗樺

小六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6A  張允軒  6A 徐子豐  6A 商晉瑋  6B  曾鑫錇

6A  高習之  6A 劉進榮  6A 林思朗

6A  張梓朗  6A 鍾澤豪  6A 黃暉喬  6B  黃國陞

6B  余俊穎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預選賽）

三年級 銀獎

銅獎

3D  郭家叡  3E 周浩楠 

3E  左禮賢

四年級 銀獎 4B  林煜皓

五年級 銅獎 5A 馮柏喬

六年級 銅獎 6B  曾鑫錇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一年級 金獎 2E  吳希翔

數 

學

3B 張宓宜

5A 黃薇甄

2D 魏梓桓

6B 黃國陞

數學校隊得獎同學

29

獲
獎
資
訊



30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9 

小三組 銀獎

銅獎

2E  吳希翔

4B  張耀程

小四組 銅獎 5B  陳璟樂

小五組 金獎

銀獎

銅獎

6A  徐子豐  6A 梁汝謙

6A  張梓朗  6A 張允軒

6A  林栩穎

中五、中六組 金獎

冠軍

高斯獎

費馬獎

歐幾里德獎

6A  徐子豐

6A  徐子豐

6A  徐子豐

6A  徐子豐

6A  徐子豐

2020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年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2A  許文博           

2A  陳晉駒  2A 李晉灝 

2E  陳俊錡  2E  劉珈瑩 

2C  鄧宇舜  2D 鄺靖淇

三年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2E  吳希翔  3A 黃希霖 

3E  左禮賢           

3D  彭裕融           

3C  劉子揚

四年級 一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4B  林煜皓           

4A  鄭梓晴  4A 鍾懌琛 

4A  林日朗  4A 伍煜熙 

4A  陳皓琳  4A 葉  允 

4C  陳建基

五年級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5B  區天麒           

5B  陳璟樂  5B  蕭紫寧 

5A  馬琛悅  5A 吳天溢 

5B  馬晞悅  5D 陳建朗

六年級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6A  徐子豐           

6A  張梓朗  6A 張允軒 

6A  商晉瑋  6B  曾鑫錇 
6B  林思朗           

6A  高習之  6A 劉進榮 

6A  潘澤瑋

2019 澳門「金蓮花」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銅獎 2A 李晉灝

香港數學挑戰賽 2019

三等獎 2C  刁善行  2D 黃梓皓

數學智能之全港數學挑戰賽 2019

二年級組 卓越獎 2D 黃梓皓

四年級組 卓越獎 4A 葉  允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中級組 優異獎 4A 張嘉樂

2019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四奧數組     
小四數學組

傑出獎

卓越獎

4A 葉  允

4A 葉  允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19-2020（香港賽區）

二年級 銀獎

銅獎

2A  陳晉駒  2A 李晉灝 

2E  陳俊錡         

2B  余渭聰  2C  刁善行

三年級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3A  黃希霖           

3D  郭家叡           

3D  張信妍           

3E  郭家悅  3A 勞俊文
四年級 金獎

銅獎

優異獎

4B  林煜皓           

4A  葉  允           

4D  方冠逸

五年級 銀獎

銅獎

5B  陳璟樂           

5A  馮思鎬  5A 吳天溢

六年級 銀獎 6B  曾鑫錇

2019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初小組 團體賽亞軍

個人賽優異獎 

                     

2A  李晉灝

多元智能盃 2019 數學組

二年級 二等獎

優異獎

2E  吳希翔

3E  周浩楠

三年級 三等獎

優異獎

4B  林煜皓

4A  張嘉樂

四年級 優異獎 5B  楊宏廸

五年級 三等獎

優異獎

6A  張允軒

6A  潘澤瑋

中一年級 總冠軍 6A  徐子豐

多元智能盃 2019 心算組

中級組 銅獎 4A  張嘉樂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小一年級 銀獎

銅獎

2C  刁善行

2C  刁善行
小二年級 金獎

銅獎

3A  黃希霖

3E  左禮賢

小三年級 金獎 4B  林煜皓

香港數獨王爭霸戰 2019

小學初年級組 銅獎 2D  鄺靖淇  2E  俞俊熙

小學中年級組 優異獎 4A  葉  允

小學高年級組 優異獎 6B  陳思穎

香港學界數學排名冠軍賽 2020 秋季初賽

小二組 銅獎 2A  李晉灝

小三組 銀獎 2E  吳希翔

小四組 銅獎 4A  葉  允

小五組 銅獎

銅獎

5A  吳天溢           

5B  陳璟樂

小六組 銅獎 6A  張允軒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2019

初賽 金獎

銅獎

6A  徐子豐           

5C  唐子朗

半決賽 銅獎 5C  唐子朗

澳洲數學比賽

中學高級組 傑出獎 6A  徐子豐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三等獎 6B  黃國陞
華南賽區 三等獎 6B  黃國陞

數 

學

數 

學

獲
獎
資
訊

2A 李晉灝 6A 商晉瑋 6A 曾鑫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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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馬小游泳邀請賽

持板踢腳 25米 冠軍 2D  吳旻熹

持板資優 25米 季軍 2D  吳旻熹

自由式 25米 冠軍 2D  吳旻熹

25 米蛙泳 冠軍 4D  郭晉宏

25 米蝶泳 冠軍 4D  郭晉宏

冠軍 5E  吳弦臻

25 米背泳 亞軍 4D  郭晉宏

蛙泳 冠軍 4E  張屬靈

自由式 亞軍 4E  張屬靈

50 米自由式 冠軍 5B  趙熹緹

季軍 5E  吳弦臻

50 米蛙式 冠軍 5E  吳弦臻

優異 5B  趙熹緹

2019 港青水運會

6-7 歲女子 25 米蛙泳 冠軍 2E  張珈瑜

6-7 歲女子 25 米自由泳 季軍 2E  張珈瑜

2019 年「龍城康體杯」國慶游泳賽

女子 10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A  黃  藍

男子 8歲或以下 50米蛙泳 亞軍 3C  黃  唯

男子 8歲或以下 50米背泳 季軍 3C  黃  唯

海藝第四屆聯區水運會 2019

女子七歲組 25米持板自由泳 殿軍 3D  彭裕融

海天體育會水運會 2019

女子泳隊 9歲 50 米蛙泳 殿軍 5D  胡筠鷺

女子泳隊 9歲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D  胡筠鷺

女子泳隊 11-12 歲 50 米背泳 冠軍 6B  陳思穎

2019 屬會新秀游泳比賽

女乙 100 米背泳 冠軍 6B  陳思穎

女乙 50米背泳 冠軍 6B  陳思穎

女子 12歲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6B  陳思穎

小鐵人游泳賽獎勵比賽計劃

20米自由泳 亞軍 6B  李昕橋

20 米蛙泳 亞軍 6B  李昕橋

香港游泳協會比賽

女子 11歲 50 米蝶泳 亞軍 6D  霍思齊

9-11 歲 4x50 米自由泳 殿軍 6D  霍思齊

女子 11歲自由泳 殿軍 6D  霍思齊

第三屆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18-2019

女乙 50 米背泳 第三名 6E  陳穎欣

女乙 10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6E  陳穎欣

2019 年（長池）游泳團體錦標賽

女乙 50米背泳 第三名 6E  陳穎欣

周年 ( 短池 ) 游泳團體錦標賽 2019

女乙 100 米背泳 季軍 6B  陳思穎

女乙 50米背泳 季軍 6B  陳思穎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6B  陳思穎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6B  陳思穎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9-20

女子 11-12 歲組 100 米背泳 第七名 6E  陳穎欣

女子 11-12 歲組 50 米背泳 第九名 6E  陳穎欣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H組 100 米背泳 亞軍 6B  陳思穎

女子青少年 H組 200 米背泳 冠軍  6B  陳思穎

女子青少年 H組 50 米背泳 冠軍 6B  陳思穎

女子青少年 H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6E  陳穎欣

女子青少年 H組 100 米背泳 冠軍 6E  陳穎欣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5D  胡筠鷺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冠軍 5D  胡筠鷺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蝶泳 亞軍 5D  胡筠鷺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季軍 6A  黃雋皓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背泳 殿軍 6A  黃雋皓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3E  陳泯羲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胸泳 季軍 5D  胡筠鷺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冠軍 5D  胡筠鷺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背泳 亞軍 5A  黃  藍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亞軍 5D  胡筠鷺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胸泳 季軍 5D  胡筠鷺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冠軍 6A  黃雋皓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賽

男子青少年M1組 100 米蝶泳 冠軍 6A  黃雋皓

荃灣區青少年及兒童短池游泳錦標賽 2019

7-8 歲男子組 50米蛙泳 冠軍 3C  黃  唯

7-8 歲男子組 50米背泳 冠軍 3C  黃  唯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2020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背泳 冠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2020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A  黃  藍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背泳 季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黃  藍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背泳  亞軍 5A  黃  藍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 冠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背泳 季軍 3C  黃  唯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A  黃  藍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冠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背泳 季軍 3C  黃  唯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2020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背泳 亞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 亞軍 3C  黃  唯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冠軍 3C  黃  唯

游 

泳

游 

泳

獲
獎
資
訊

4D 黃悅芯 4E 張屬靈 6B 陳思穎 4D 郭晉宏4D 黃悅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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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南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 100 米蛙泳 冠軍 5D  胡筠鷺

女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優異獎 5A  史沛恩  5A 黃  藍 

5B  趙熹緹  5B  莫睎傜 

5C  朱梓萁

女乙團體 優異獎 5D  胡筠鷺  5E  張沛霖

女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第三名 5B  莫雅婷  6A 黃曼睿 

6B  陳思穎  6D 張紫韻 

6D  霍思齊  6D 劉珈晴 

6E  陳穎欣  6E  劉珈晞 

6E  黃天瑜

女甲 100 米自油泳 殿軍 6E  陳穎欣

女甲 50米背泳 亞軍

季軍

6E  陳穎欣

6B  陳思穎

女甲 50米蝶泳 殿軍 6B  陳思穎

女甲團體 優異獎 5B  莫雅婷  6A 黃曼睿 

6B  陳思穎  6D 張紫韻 

6D  霍思齊  6D 劉珈晴 

6E  陳穎欣  6E  劉珈晞 

6E  黃天瑜

男丙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獎

優異獎 3C  黃  唯  3E  陳泯羲 

4A  鄭廷熙  4B  甘凱文

男丙團體 優異獎 4D  郭晉宏

男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優異獎 5E  陳梓楓  6A 鍾澤豪

6A  梅建滔  6A 黃雋皓 

6B  陳卓康  6B  曹世銘 

6C  陳文聰

男甲 100 米蛙泳 季軍 6B  陳卓康

男甲 50米蛙泳 季軍 6B  陳卓康

男甲團體 優異獎 5E  陳梓楓  6A 鍾澤豪

6A  梅建滔  6A 黃雋皓 

6B  陳卓康  6B  曹世銘 

6C  陳文聰

第 34 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女子 I 組 50 米背泳 季軍 6E  陳穎欣

2019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女子小學組 全場總
冠軍

1D  楊梓晴  4D 彭妙可 

5E  張沛霖  6A 黃曼睿 

6D  張紫韻  6E  陳穎欣

女子小學組 冠軍 6E  陳穎欣

男子小學組 第四名 6A  黃雋皓

馬頭涌官立小學 ( 紅磡灣 ) 男女混合友校接力賽

4X100 米 季軍 6A  黎星怡

6A  潘哲羲

6B  黃國陞

6C  盧卓翹

6D  劉珈晴

6E  劉珈晞

深水埗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 4x100 米接力 季軍 5A  黃  藍

6A  黎星怡

6D  劉珈晴

6E  劉珈晞

2019 (Race 3) Open Water Hong Kong Emerald Bay

Classic 1400M 19 & 
Under Female Group

First 

Runner-up  
6E  陳穎欣

Hong Kong Kids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2019

Girls 2010 200m Champion 4D  黃悅芯

Girls 2010 Group 100mH 1st Runner-up 4D  黃悅芯

Girls 2010 Group Long 
Jump 

1st Runner-up 4D  黃悅芯

Girls 2010 Group Softball 2nd Runner-up 4D  黃悅芯

第十一屆香港親子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女子 2008 年組 60 米 亞軍 6A  黎星怡

男子 2009 年組 100 米 優異獎 5E  吳弦臻

香港親子兒童田徑精英賽 2019

女子 2008 年組 60 米 殿軍 6A  黎星怡

女子 2008 年組 100 米 殿軍 6A  黎星怡

沙田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4D  郭晉宏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5A  黃  藍

荃灣區青少年及兒童短池游泳錦標賽 2019

女子 9-10 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5A  黃  藍

女子 9-10 歲組 50 米蛙泳 冠軍 5A  黃  藍

公開組 4x25 米階梯接力賽 冠軍 5A  黃  藍

9-10 歲女子組 全場總冠軍 5A  黃  藍

〈母親頌〉第 37屆全國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2019

金獎 3B  吳佩瑾  3B  鍾  澄  3E 左禮賢 

4A  丁頌華  4E  林昊然

銀獎 2C  曾紫嫣  3A 徐逸峰  3A 黃希霖 

4A  李沛珉  4D 丁語嫣  5C 李卓豐 

5C  唐子朗  5E  梁以臻

銅獎 5B  莫睎傜

優秀獎 2A  陳晉駒  2B  吳睿琪  2B 楊  朗 

2E  郭  彥  3A 梁慕澄  3B 唐子晉 

3C  陳詠斯  3D 曾穎而  3E 唐肇浠 

4C  勞彥晴
特等獎 5B  劉家鎧  5C  張綾珈  5E 舒梓晴 

5E  鍾  暘

游 

泳

田 

徑

獲
獎
資
訊

視 

藝

（左一）6E 陳穎欣（右一）6B 陳思穎跟曹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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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2019 幼兒及兒童繪畫比賽

2013 年組 銅獎 1B  彭傲晉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 2019

2013 年組 銅獎 1B  彭傲晉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香港龍舟賽）

幼童組 銀獎 1D  楊梓晴

2011 年組 優異獎 3B  翟泳嵐

《中國少兒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暨華夏兒藝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展

美術 一等獎 1D  楊梓晴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四組） 亞軍 2D  梁宇翹

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 三等獎 2D  梁宇翹

全港幼童繪畫挑戰賽 2019（牛奶之回憶）

2011 年組 金獎 3B  翟泳嵐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小童組西畫 銅獎 3B  翟泳嵐

「初夏」2019 幼兒及兒童繪畫比賽

2011 年組 金獎 3B  翟泳嵐

2019 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畫 季軍 3B  梁釋之

第三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P1-P2 組 一等獎 3B  伍愷翹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Award’s for Children & Teenagers 2019
P1-P3 First Prize 5D  余旨樂

P1-P3 Second Prize 2B  陳諾澄  3E 李汶熹

P4-P6 Creativity Award 5B  陳璟樂

2019 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 A組兒童畫 亞軍 4B  陳苡琳

Hip Hop Cap 帽設計比賽

兒童組 金獎 4D  孔繁棋

第 3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P3-P4 組 二等獎 4D  孔繁棋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9

兒童組 金獎 4D  梁詠希

第八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9（黏土創作）

中童組 銀獎 5B  關子健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8-2019

西洋畫 銀獎 5E  楊海立

嘉許獎 5D  黃巧晴

國際家庭日全港青少年繪畫及攝影比賽 2019

高級組 金獎 5D  胡筠鷺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9

高級組 優異獎 5D  胡筠鷺

「擁抱我夢想」全港繪畫比賽

高級組 銅獎 5D  胡筠鷺

香港佛光道場 2019 年全民閱讀博覽會

「人間有花香」中小學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 亞軍 6A  鍾澤豪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藝術體操比賽 2019
新秀乙組—球操 殿軍 3A  杜思澄
新秀甲組—帶操 殿軍

第五名

6E  曾  婕

6E  李穎桐
新秀甲組—圈操 殿軍 6E  李穎桐
新秀甲組—個人全能 第五名

第六名

6E  李穎桐

6E  曾  婕
第 62 屆體育節 2019 年全港十八區藝術體操

分齡賽（乙組）團體圈操 第五名 6E  曾  婕
2019 年廣東省大眾藝術體操聯賽

個人繩操 4C  王樂怡
個人球操 4C  王樂怡

2019 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
速度競技 季軍 5B  劉栢濂
個人品勢色帶組 季軍 5B  劉栢濂

兩岸四地慶祝國慶七十周年跆拳道錦標賽
品勢 冠軍 1A  吳海晴

2019 年香港城市公開賽
品勢三章 A組 冠軍 1C  黃浚樂
兒童色帶搏擊 A組 亞軍 1C  黃浚樂

國際芭蕾舞比賽暨展演 2019
芭蕾舞兒童組（群舞） 銀獎 2A  彭旨晴

3A  梁慕澄

5E  楊海立
小網紅大賽 2019

最 LIKE 小網紅 2C  李尹曦
最佳創意內容編導大獎 2C  李尹曦

第二十一屆舞動香江大賽
兒童組團體爵士舞 冠軍 3C  劉淑晴
香港舞林盛會暨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2019

現代爵士舞團體 7-9 歲組 銀獎 3C  劉淑晴
現代爵士舞個人 7-9 歲組 銅獎 3C  劉淑晴

樂華跆拳道會跆拳道搏擊比賽 2019
季軍 3D  鄭俊熹

第十屆香港公開劍道青少年賽
兒童組個人戰 敢闘賞 5C  盧信楠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挑戰賽）
女子 8歲組總成績 季軍 3D  彭裕融
女子 8歲組交叉跳 亞軍 3D  彭裕融
女子 8歲組提膝跳 季軍 3D  彭裕融
女子 8歲組單車步 殿軍 3D  彭裕融
女子 8歲組二重跳 殿軍 3D  彭裕融
女子 8歲組跨下二式跳  殿軍 3D  彭裕融

全港跳繩挑戰賽 2019
30 秒雙腳前跳 冠軍 3E  何祖安
45 秒朋友跳 冠軍 3E  何祖安

第十六屆全港幼兒圍棋大賽
公開組 第五名 3E  何祖安

2019 年傑出成員
幼童軍 6B  陳思穎

總監盾比賽（幼童軍組）
優異獎 6B  陳思穎

海濱體育會海濱少年足球邀請賽 2019
U8 組 亞軍 3C  黃  唯
「九龍城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二周年」

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U10  最佳球員 5E  吳弦臻
U10  回歸盃亞軍 5E  吳弦臻

灣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FI 組單打 殿  軍 5C  利彥兒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19

Scratch 組別 冠軍 6A  張允軒 高習之 梁汝謙

最佳功能及介面設計獎 6A  張允軒 高習之 梁汝謙

運算思維夏令營

最佳表現獎
6A  張允軒 高習之

視 

藝

S
T
E
M

體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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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童軍為九龍第1272旅，童軍活動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促進幼

童軍德、智、體、群、美的五育發展。本校共有幼童軍130人，隊員是三年級至六年級學

生，按年級分成四團；另外設有

童軍團和深資童軍團，隊員均為

本校畢業生。本旅由三十位家

長、校友和老師義務擔任領袖工

作。幼童軍定期在星期六下午在

學校集會，採用非正規的教育方

法，培養隊員成為一個有自立能

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

承擔的人。

大埔洞梓童軍中心露營活動。

營火晚會—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隊長隊副訓練日。領袖出席傑出旅團頒獎禮（本旅幼童軍A、B、C、D四團都獲得金獎，
而童軍團和深資童軍團各獲得銀獎，另有6位領袖獲得傑出領袖獎）。

領袖與深資童軍團團員往美國出席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

齊來衝上雲霄—幼童軍航空日。

日行一善 童樂無窮

「小煮角」—原野烹飪是
露營活動重點訓練項目。

童
軍
團
隊

邱國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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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頭涌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家教會）自成立以

來已踏入第26個年頭，多年來家教會贊助學校購置資

訊科技器材、樂團樂器、課室圖書及津貼校園美化工

程等，使學生能在良好的環境中學習。

    本年度家教會已於2019年11月8日舉行了一年一

度的周年大會，當天在眾多家長

及老師的見證下，為第26屆家

教會選出12位新任委員，並於

當天向2018-2019年度小一至小

三義工家長頒發感謝狀，最後更

於大會中全體一致通過修訂家教

會會章的內容。

「小小盆栽」

「周年大會」

主席的話：
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及同學：

    大家好！本人加入家長教師會已經第五個年頭。這幾年

間，能夠參與各項家教會的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本年度承

蒙校長、各位老師及家教會委員的信任和支持，有幸當選為

本屆家教會主席，本人深感榮幸。我將竭盡所能與本屆的委

員攜手推動家校合作，讓孩子能夠在馬頭涌官立小學快樂地

學習和成長！本人更希望透過各項活動配合本年度學校的教

育主題「心存感恩 共建美好人生」，培養同學們常懷着感

恩的心，在他們學習及人生路上，能夠不斷地進步，成為真

正快樂、幸福的人！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全賴具教學熱誠的校長、老師以及熱心的義工家

長們鼎力支持！在此，本人特別鳴謝歷屆及現屆的家教會委員，全賴你們熱心及無私的精神，

本校的家教會才得以薪火相傳，不斷進步，發揮最強大的力量！ 

    最後，本人謹代表本屆家長教師會委員，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同學們學業進步！

  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李關詠芝 Shirley

1A 李卓穎、5A 李芷蕎家長

家校齊心  上下一心

    我們的家長教師會擁有一支龐大而

具規模的義工家長團隊，家長們無私的

奉獻為孩子謀福祉。本年度家教會已舉

辦的活動，包括「公益金慈善愛心小盆

栽」、「家長教育課程」及「中華文化

日攤位遊戲」等。
家長教育課程

黃慧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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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韻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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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情真  校友輩出
    校友會承傳母校「樂、善、勇、敢」的使命，致力維繫校友及

母校間之友誼，增進校友對母校發展的了解，並為在校學生爭取福

利。自從校友會在社交平台(Facebook)開立了專頁後，追蹤人數已超

過五百名，校友們可隨時關注母校的動向。本年度開始，校友會將

會用上全新會徽，敬請留意。

    為六年級同學舉辦「生涯規劃初體驗」

（左）及「我和學兄有個講座」（右）分享

會，邀請學兄學姐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裝

備自己的將來。

    六年級同學完成畢業試後，面對升

中的困惑便愈來愈大，校友會為他們舉

辦「我和師兄師姐有個約會」分享會，

邀請來自不同中學的師兄師姐分享他們

中學的校園生活。

    12月14日假白石燒烤場舉辦一年一度「黃

昏樂聚燒烤樂」活動，邀請各屆校友參加。

    1月21日的中華文化日，校友

會負責攤位名為「友鼠接福齊編

程」，設計遊戲及電腦程式撰寫的

任務是由三位獲得本年度「全港學

生運算思維比賽」冠軍得主負責。 

生涯規劃初體驗 我和師兄師姐有個約會

就讀不同中學的校友回到母校，
為學弟學妹分享中學的生活點滴。校友徐志偉現職香港消防處救護員。

校友袁錫鴻發明
全球首個柔性LED軟屏

(MagicFlex)
及獲得產品專利。

黃昏樂聚燒烤樂 校友會周年大會

「黃昏樂聚燒烤樂」活動得到不少
校友家長及老師支持。

校友兩代既是父子，
也是學兄學弟，一同
參加燒烤活動。

負責設計及撰寫攤位遊戲的
電腦遊戲程式者：(左3) 6A 高習之、

（左4）6A 張允軒、（右1）6A 梁汝謙。

「友鼠接福齊編程」中華文化日攤位遊戲

攤位遊戲玩法簡單，
獎品吸引，成為全日最受
同學們歡迎的攤位之一。

    第九屆會員周年大會於11月2日上午

舉行。畢業於不同年份的校友們都紛紛

回母校支持。

校友們回到母校跟老師舊友聚首，心情特別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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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玲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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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小的前任及現任老師聚首一堂，出席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為了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學校鼓勵教師不斷進修及參與各
項教師講座、工作坊及研討會等。教師亦會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

課及評課等，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本學年於2019年9月24日、10月

29日及11月26日為全校老師舉行了三

次「開心共聚教研間」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目的是透過分享、活動、工作坊等形式，把最新的教育動向

和資訊、教學方法等與同工交流、分享。此外，學校亦於2019年

8月29日由教育局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胡愷晞女士為老師主講「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培訓課

程―如何提升學生的執行功能？」

       本年度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已於2020年1月22日舉行，本

年度的主題是「燃亮身心、關愛同行、凝聚力量、專業精神」。

當天上午，教師分組到五間官立小學參

與了官立小學專題及課程分享，下午全

體老師到伊利沙伯體育館參加聯校教

師發展日專題講座。大會請來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大學經

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教授為大家主講「以經濟學原理促進社會和

諧」。同時，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前亞洲攀岩錦標賽冠軍黎志偉

先生主講「如何跨越逆境締造自強不息的生命力」。

陳副校於開心共聚教研間
作分享批改課業的方法。

梁主任於開心共聚教研間作分享
如何在課業中給予學生回饋。

招主任於開心共聚教研間
作分享如何促進學習的評估。

余老師於開心共聚教研間
作分享數學科的批改方法。

全體老師專心地聆聽胡姑娘的
分享。

全體老師出席官立小
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持續學習  提升效能

本校教育心理學家胡姑娘為老師主講。



同心抗疫 童心感恩
    由於疫症蔓延，致令孩子自農曆新年開始至今，停課已有數月之久，期間學校的老師及

員工已為復課作好準備，無論於採購防疫物資、全校清潔消毒及防疫程序安排，都以全校師

生、員工、出入校園的家長及訪客的健康為首要考慮，我們希望讓孩子在復課後能在一個安

全的環境下學習。

家校合作 同心抗疫
    我們在停課期間舉辦多元化的網上活動及比賽，主題圍繞健康生活及學生情緒支援等，期盼

家長予以支持及配合，發揮家校合作精神，攜手共同對抗逆境。

停課不停學資訊區
    為了讓孩子能在「停課不停學」期

間，仍能感受到上學時的氛圍，學校特別

拍攝了「停課不停學」系列，當中有關愛

篇、體藝篇、閱讀篇、課程篇與復課篇

等，老師及社工根據自己負責的範疇拍攝

短片，從不同的角度來關顧孩子的需要。

期盼令同學能繼續學習之餘，仍能與學校

保持聯繫。此外，我們亦鼓勵孩子踴躍把

健康生活的相片與感恩留言投寄到學校設

立的專屬電郵信箱，積極與同學分享他們

在停課期間的生活點滴。
校園消毒清潔 探熱

校園防疫措施

門口地氈消毒

停課不停學 關愛篇
3B 伍倬楠 3B 張宓宜 4A 梁凱信

近在咫尺 心存感恩

健康生活齊分享

黃慧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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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九龍土瓜灣福祥街1號 

校訓：樂、善、勇、敢

電話：2711 5548 

傳真：2714 4258

電郵：mtcgps@edb.gov.hk 

編輯顧問：曹小燕校長
編輯小組：黃家惠老師  李潔蓮老師  譚愛兒老師  余芷珊老師  張笑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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