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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工商總會首長於5月17日到本校巡視，與校長、老師及同學會面。本校同學亦為首長表演了三個節目，分別
是中國舞蹈組同學表演《帽子》、5A班的《真假美猴王》及中樂團送上的三首樂曲：《快樂的小姑娘》、《神州氣
象》及《醒獅》，首長們都看得眉開眼笑。

本校校監陳錦臺先生今年榮休了。他為五邑工商總會和香港教育界服務，至今已超過60年。他一直以來的無私奉
獻、默默耕耘的精神令我們非常敬佩。

7月6日是陳校監的榮休晚宴，本會首長、屬校校長及老師們聚首一堂，恭賀陳校監榮休之喜。為了感謝陳校監對
我們多年來的愛護和支持，鄭麗娟副校長特別選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這首歌譜上新詞，歌名叫《一生無愧》，寫出
了校監的無私和我們的感激；學生黃熙淵書寫的「一生無愧」的牌匾，送給校監，以表我們的敬意。本校學生又製作
了送一幅彩馬圖、畢業生甘嘉隆在晚宴上為陳校監拉奏一曲《賽馬》，祝福陳校監榮休生活美滿，多姿多彩，身體健
康，龍馬精神！

首 巡校長

首長參觀校園

中國團樂曲氣勢磅礴

首長對同學學習感興趣

美猴王功架十足

小司儀伶牙俐齒

陳校監致訓勉辭

中國舞舞姿優美

首長與表演生合照

首長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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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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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不經不覺，表

揚教師計劃已踏入第24屆，經

由校內教師推選，本年度獲表

揚的教師為劉慧蘭主任及黃景

潮副主任。

「家長也敬師」運動已踏入

第25屆，本校教師亦收到了不少家

長和學生送贈的敬師卡及網上敬師

卡，而當中所表達的敬意，實在令

老師們非常感動。

本年度獲得最

多敬師卡的分別是

李雪怡老師和吳菁

儀老師。劉慧蘭主任及黃景潮
副主任合照 吳菁儀老師和李雪怡老師合照

陳錦臺校監致歡迎辭 甄理事長進行校務報告 陳輔民先生致辭勉勵同學

中文科公開課—
許家睿老師

本 年 度 ， 本 校 應 邀 主 持

的教育分享會共23場，講題包

括：電子學習、戲劇教育、中層

管理、創意教學、未來教育、提

問技巧等。其中，鄭麗娟副校長

更應邀到河北及雲南主持戲劇教

育工作坊及交流課。

本 年 度 ， 本 校 應 邀 主 持

校外分享會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應邀接受

香港教育城電子報的專訪，分享在

中文科推廣戲劇教育的經驗。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應邀接受

香港教育城電子報訪問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廷佐小學於去年12月11日，以及浙江省教科院附屬小學於7月4日及5日到訪本校，與我們的學生一起上課和進行活動，互相交流，建立了一份難得的情誼。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廷佐

校外團體訪校

中文科於5月17日舉行了三
場戲劇教育公開課，分別由鄭麗
娟副校長、呂雅麗老師和許家睿
老師施教。當天有180位老師參
與觀課活動，大家都對戲劇課堂
給予高度的評價。

中文科於5月17日舉行了三

中文科公開課

文具銀行

本年3月29日五邑工商總會屬下小

學第十四屆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

主題是STEM教育。大會邀請到香港教育

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陳文豪博

士，以及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的老師

分享推行STEM教育的理念和實踐經驗。

本年3月29日五邑工商總會屬下小

聯校教師專業
發展日

專業發展活動

才德兼備理財計劃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廷佐
小學訪校活動

林柏和老師分享中文科
電子學習的經驗

本校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教育夥伴協作中心」於2018-2019之「才德兼備理財學校計劃」，計劃目的是提升學

生的理財素養和深化品德教育。今年在中、英、數、常課堂加入理財元素，效果良好。

中：透過戲劇活動，讓

學生明白金錢並非快樂的唯

一來源，從中學會感恩及珍

惜親情

中：透過戲劇活動，讓

雲南大學附屬小學的戲劇

教育工作坊

數：透過購物體驗
活動，讓學生感受如何做
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英：透過教授有關聖誕節禮

物的故事書，以及為爸爸選購父親

節禮物的活動，讓學生明白「需

要」和「想要」兩個概念

常：透過在學校進行清潔

的體驗活動，之後以賺取的金錢

購買生日會物品，讓學生親身體

驗工作的辛勞，明白金錢得來不

易，從中學會感恩及珍惜

英：透過教授有關聖誕節禮
常：透過在學校進行清潔

雲南大學附屬小學的戲劇
中文科公開課—
鄭麗娟副校長

鄭副校長應邀到河北省邢台市主持戲劇教育工作坊

陳邦彥老師分享中文科
電子學習的經驗

同學們檢視自己的
文具數量。

同學們親自為自己的文具
貼上名貼，以資識別。

為了培養學生愛惜財物的態度，本校於3月開始，推

行「文具銀行計劃」，P1和P2學生參與，效果良佳。

每人一個

文具存款箱

存放多帶回校

的文具，作為

儲備，有需要

時可提款

文具孤兒院

存放在課室拾獲

而無人認領的文

具，當學生有需

要而銀行沒有存

款時，可在此認

領孤兒。
放滿多帶文具的銀行及無人

認領的文具孤兒。

同學們把多帶的文具，暫時
存放到每班的「文具銀行」

內，作為自己的儲備。

中樂團表演精彩

各位代表致送「最佳無糧義工」獎杯及一盆松柏盆景送給陳校監

林景佳同學獲頒傑出學生獎

各嘉賓與陳校監拍照留念，
記念這個重要的時刻

四位伶牙俐齒的小司儀，
對白幽默風趣

聯校畢業典禮

表揚教師計劃 「家長也敬師」
運動

香港五邑工商總會小學聯校畢業典禮於28/6/2019假五邑司徒

浩中學舉行。那天，荷蒙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港島及九龍)陳輔民

先生蒞臨主禮、致訓詞及頒發畢業證書，令典禮生色不少。當天亦

是陳錦臺校監榮休大日子，本會屬下三間小學特別預備了一個「最

佳無糧義工」獎杯及一盆松柏盆景送給陳校監，以感謝他多年來鞠

躬盡瘁的無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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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學日邀請生命鬥士―摩菲
亞親臨，並分享他的勵志故事。

同學們都全程投入寫作活動，
值得嘉許！

有趣得造型，贏得不少笑聲！

英語歌唱比賽，

同學們全情投入！

操場設有遊戲攤位，同學們從
遊戲中學習，不亦樂乎！

誇張的肢體動作，
讓演出更具感染力！

英語朗誦比賽，體驗團隊

合作精神！

免費贈閱圖書，
推動閱讀風氣。

緊張的情節，
把氣氛推至高峰！

英語戲劇比賽，精彩！

齊齊欣賞影片，聽聽故事！

遊蹤活動，很具挑戰性！

一同閱讀圖書，樂在其中！

讓我們一同完成任務吧！

英語日多元學習活動

英語話劇巡演

中文科

英文科

鄭副校長應邀到河北省邢台市主持戲劇教育工作坊

同學們都十分投入聆
聽摩菲亞的分享，

而且踴躍提出問題呢！

同學正以拓印方法，製作
珍貴的詩詞「墨寶」啊！

你能像他們一樣，運用毛筆

寫出一手秀麗的書法嗎？
同學利用iPad搜尋資料，
他們能答對「文學遊蹤的

挑戰題嗎？！

同學閱讀過不少中外古今
經典名著，一定能找到

答案的！

閱讀過摩菲亞的繪本故事後，
同學都在為故事續寫新的

結局呢！

運用iPad學習筆順，

有趣而實用！

同學興致勃勃地參加語文
攤位遊戲，寓學習於

遊戲之中。

二年級同學正演出
《灰姑娘》，沒想到灰姑娘

是由男同學飾演呢！

《三隻小豬》
中的大灰狼看來無法吹倒

背後的磚屋啊！

《牛郎織女》的故事淒美動
人，三年級同學都在歌頌這個

民間故事。

同學把《聶小倩》

中的村民亦演得七情上臉，

難怪最後奪得比賽冠軍！

威風凜凜的「孫悟空」屹
立於台上，使得同學都

甘拜下風！

兩軍交戰，
不知道鹿死誰手？

同學也走到台上參與演出。 演員們走到同學當中，
與同學們互動。

同學們積極參與互動環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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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常識科

音樂科

圖書科

小一的學生也在課室裏開
小商店進行購物活動

學生製作一立方米的模型，
看看有多大！

名人成長故事分享會
由藝人狄以達先生分享他追尋跳
舞夢的歷程及如何突破困難。 「繽紛閱讀旅程」閱讀獎勵計劃

集齊10款閱讀卡，換領神祕禮物

學習活動

「五邑好聲音」歌唱比賽

音樂科校隊近況

一年一度的校內歌唱比賽吸引了共48隊同學參加，透過演繹及觀賞有關欣

賞、感激或關愛的歌曲宣揚正向信息，為同學提供發揮歌藝的平台，以提升他

們的自信心。

本校中樂團獲邀參加由香港中樂團舉辦的兩場公

開演出，分別為23/3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中樂快

遞」及於20/4於葵青劇院舉行的「中樂嘉年華」。本

校中樂團能與香港中樂團的專業樂手及不同學校的中

樂團同台演出，得到了很寶貴的演出經驗。

本校合唱團(P4-6)經過多個月的認真練習，很開

心能在聯校音樂大賽2019合唱組賽事中以90分成績獲

得金獎，努力的成果實在令人鼓舞。

你看!禮堂變成購物天堂，六年級的同學應用課堂所學的知識，
做一個精明消費者!

學生正在利用永備尺，量度不同物件的長度

一年級同學正觀摩自

製滑梯作品

二年級同學研究
植物的生長

五年級同學正收集道
路分貝數據

三年級同學利用ipad搜尋
及比較資料

四年級同學探究神經系統

與反應的關係
六年級同學正找出物體

重心及平衡的關係

1A李衍妤、1D李紫瑜及

2B林泳芯領取沈校長頒發的

初小獨唱獎狀

1D黃樂浠、葉子萄、蔡恩悅
用心地演唱參賽歌曲

《世上只有》

深情的演繹使5E陳浩熹獲得高

小組獨唱亞軍及最佳台風獎

胡副校長於集會頒發獎狀予
高小組比賽中獲獎的同學

4A李樂遙、4B許梓苗豐
富的表情和動作，為歌曲

加添不少色彩

4C何翹汝、洪樂怡合拍的

演繹獲得了高小合唱亞軍

中樂快遞

中樂嘉年華

聯校音樂大賽2019

由藝人狄以達先生分享他追尋跳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新書發佈會 暨 悅讀嘉年華
齊齊聽故事

閱讀在屯門：
最佳閱讀風氣學校

「書伴我行」-贈書儀式及故事義工到校為同學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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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長和老師合照留念

本校於14/6/2019行了奇妙之夜，當
晚老師在學校不同的地點設下了難關，
每班學生均化身為逃生者奇兵隊，勇闖難
關，破解密碼，完成任務，逃離險境。

領袖訓練課程

奇妙 之夜

軍 訓

本校希望同學透過「摘星計劃」，培養自訂

目標，努力實踐的態度和正向的校園文化。學生在

努力達成目標後可獲「星星獎印」以換領心儀的

禮物。禮品包括文具、玩具、精品和老師送出的

禮物。學生更可與校長共進早餐、和老師或校長自

拍、穿便服回校一天及乘搭升降機等特別獎！ 

摘 計星 劃

與校長共進早餐 可穿便服回校上課

校長及老師送出的禮物，
多吸引啊！

本年的領袖訓練課程主題為「和諧大使」工作

坊。透過是次工作坊，學生認識了欺凌的種類、成

因、傷害及影響。此外，學生亦學習到衝突發生的

原因及處理的技巧—復和策略六步式。透過角色扮

演，學生嘗試運用復和技巧去處理同學間的衝突。

溝通訓練

利用小組比賽培養合作精神

討論如何應用復和技巧
角色扮演：處理同學間糾紛

本校於14-17/4/2019由老師帶

領35名學生到深圳黃埔軍校參加軍

事歷奇訓練活動。透過四日三夜的

訓練活動，學生們提升了自律性、

自信心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步操訓練

參觀軍事設備 水彈大戰

學習軍體拳
投擲手榴彈

我們畢業了！

箱內究竟是甚麼物品呢？ 追蹤逃生者線索！組員，是你嗎？

尋找監管者拼圖 原來你在此！
我們終於成功逃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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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六年級畢業營已於6月

20及21日順利完成，學生與

老師在烏溪沙青年新村一起

度過了兩日一夜，為同學們

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畢業 營

乒乓球友誼賽

天才表演花絮 惜別晚會

營地桌上遊戲 足球大賽

開餐啦！

本年度入選「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的學生共有90位，出發前一晚仍然雷電交加，到第二天竟然放晴，讓師生們都度過

了一天開心又愉快的學習活動。最奇妙的是坐車回程一刻，竟然開始下起傾盆大雨，實在令入選的同學更喜出望外！

本校在6月19日至6月25日舉行了主題學習活動，並於6月26日舉行了成果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加深了對科學主題的

認識，培養了學生的溝通、協作、創意及自學能力。

主題學習活動及成果展
入場前先來張開心大合照！

能與老師和同學享用豐富的午餐，

大滿足！
巴斯光年，一飛沖天！

齊齊預備出發到
「迷離莊園」探險！

學生在操場進行空氣的實驗，在成果
展時展示自製的吸塵機的用法

學生在課室進行聲音的實驗，在成果
展時認真地用水杯及匙子演奏樂曲

學生仔細地測試溫度，在成果展時
向嘉賓介紹自製的冷氣機

學生在課室進行有關氣流的實驗，在
成果展時向同學介紹自製的空氣砲

P.1
驚奇的空氣實驗

P.2
神奇的聲音實驗

P.3
改變溫度的奧妙

P.4
氣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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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考察
江南
體驗之

旅

第
一 天

6A 黃曼祺

第一天，我的心情既緊張又興

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沒有父母陪

同的情況下到中國內地，我十分擔心

自己會不會發生甚麼意外。

那天，登機手續和安檢的整個過

程也比原定的時間久，令我們差點就

趕不上飛機，幸好最後還是登上了。

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沒有父母陪

同的情況下到中國內地，我十分擔心

那天，登機手續和安檢的整個過

程也比原定的時間久，令我們差點就

趕不上飛機，幸好最後還是登上了。

6D 黎彥亨

我們到了寧波後，便前往寧波著名的地標——天一廣場進行第一項任務，我們要找一位當地人和我們踢毽子，進行任務時我們遇到不少困難，而令我最深刻的是有一位當地人原本是不願意參與我們的活動，但是我們的組長向他說：「求求你！幫幫我們吧！如果完成不到任務，我們就不能吃寧波湯圓了。」最後，這位當地人被她感動了，協助我們完成任務。那是我們組的第一次合作，但是我們也表現得非常合拍，令老師讚不絕口。

與寧波市民合作完成踢毽任務

吃了寧波黑芝麻湯圓，千萬不要露齒笑

大家帶著興奮的心情由學校出發

5D 蔡敏莉

第二天，也是我最難忘的一天，我們到了

舟山市定海區廷佐小學交流，我和廷佐小學的

同學結為夥伴一起活動。我們第一節上了書法

課，第二節上剪紙課，當地的老師很熱情的教

導我們剪窗花。我們還參觀了廷佐小學的博物

館，裏面記錄了廷佐小學的歷史。我們還在學

校的教師飯堂吃了午飯，那些老師、同學和家

長都很熱情。我們在今天體會到內地學生的學

習方式和習慣。

6B 劉曦萄 

第三天，我們到了西湖。西湖十景中，

我認為「花港觀魚」是最壯觀的，因為那些紅

紅的鯉魚在遠處看就好像把全個湖染成紅色一

樣。正當我們乘船遊覽西湖時，還看見一艘龐

大的龍船呢！ 

遊覽西湖後，我們到了岳王廟。岳王墓

前，我發現了秦檜和王氏的雕像，上面寫着

「文明文化，請勿吐痰」，但仍然有人在雕像

身上吐痰，難道遊人們真的對秦檜夫婦如此生

氣，要向他們吐痰洩憤？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語文課期間，同學們進行討論

我們不是上體育課呢！我們在
書法課與同學合作模仿字型

邊唱歌，邊揮動國旗

看看我們的剪紙作品

臨別前交換禮物
到達後，先拍一張大合照

6C梁穎詩 

我覺得飛來峰是最特別的，因那
裏的不同雕像和岩石都很精緻，這也是
我第一次進入山洞裏面探險呢！

於「花港觀魚」必做的事，

當然是要觀魚

終於找到一處可同時拍下桃花及

柳樹的地方，任務順利完成

同學們講解為何有兩個銅像跪於岳飛墓前

老師向同學們講解任務注意事項

漫步蘇堤後，快來大合照

飛來峰石雕造型照，看得出我們在模仿
那些石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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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陳加瑤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四天進行的電

波少年任務，因為我們的一組在後期的時候落

後於其他組，而我們在進行其中一個任務的時

候，花了很多時間也找不到相關景點，很想放

棄，但在我們的組員互相鼓勵下，繼續堅持下

去，最終我們還是完成了所有任務，到達了終

點。雖然，我們是最後的一組完成，但是，我

覺得我們學到永不言敗的精神。所以，今次的

境外考察活動真是令我獲益良多。

5D盧煦欣  

第四天的任務令我十分難忘，各組員被分配
完成不同任務，而我所負責的任務，是要到上海
城隍廟的其中一間很出名的小籠包店購買午餐，
雖然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到這間店，但拍攝片
短片時，我們很快便能完成，因為在拍攝前我已
經想好了台詞，節省了不少時間。但我們在其後
的其中一個任務，因找不到景點而令部份組員想
放棄。當時，我鼓勵大家不要放棄，因為我覺得
花了這麼多時間，放棄的話實在太可惜，我們不
可以功虧一簣，所以我鼓勵大家努力，最後我們
都能夠順利完成所有任務。

6A 伍樂恩  

第五天，我們一早起程到

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參觀

了電子版的《清明上河圖》。

圖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十分生

動有趣，而且它還有日夜之分

呢! 參觀後，我們吃過午飯，便

乘磁浮列車起程到上海浦東國

際機場，準備回港。原來車程

只需十三分鐘而已！我們渡過

了充實的五日四夜呢！

6A 張善瑜  

第四天，我們到了上海，開始神秘
任務，而我隊亦遇到了很多困難。不過，
還是有好事發生的，在乘坐980巴士的時
候，票價是一位2元，我們一共16人X2元
=32元，但我們沒有1元的零錢，只有10元
紙幣。於是，我就問司機:「我們16個人，
付30元可以嗎﹖」司機說﹕「可以，可
以，放進去吧﹗」我們開心極了，終於順
利地搭上指定路線的巴士。雖然任務非常
困難，但是，我們都能克服。

6B莊秋兒  

 第四天完成神秘任務回到酒店後，我們進行了神秘任務活動的反思。反思會後，老師們為我們舉行了神秘派對，原來有兩位老師和一位同學在這星期內生日，我們為他們唱生日歌，切蛋糕，大家都為他們送上祝福，把這天的疲累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5A劉俊希  

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第四天的神秘任務。完成上海博物館任務後，我們被安排乘145巴士路線到下一個目的地。找到車站後，我們發現另外一組(甲組)也到來，但他們被安排乘980巴士路線的，故他們的老師著令甲組再去找980車站，那一刻我們心中有一絲絲的喜悅；過了半個小時後，145路線巴士還沒有來到，我們覺得奇怪，一問之下才知這段時間根本沒有車，報應吧！我們氣急敗壞趕去980車站。當甲組正看見我們到來980車站，他們心一沉，而我們的喜悅又來了。我們兩隊都紛紛上車，而我們決定好在下一個車站時，甲組組員微笑地說：「再見！」我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果然，我們下錯車、更迷失方向……我們唯有收拾失落心情，重新上路，互相鼓勵，分工合作。走了很久很久，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們走到城隍廟，這一刻我們的鬥志重臨。最令人驚訝的竟發現甲組才剛到城隍廟。為何我們走路會快過他們乘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第
四

天

第
五 天

6D李詩盈 回程  

今次是我第二次坐飛機外遊，卻為

我帶來了難忘的經歷。因為在回程時飛

機遇上了雷雨，我坐在不斷搖晃的機艙

中，看着閃電不停在窗外閃過，真是畢

生難忘啊！我很喜歡這次境外考察，既

可以增廣見聞，亦可以增強了我的溝通

能力，如果再有機會，我一定會繼續參

加境外考察活動。

雖然找到巴士站，但大家都不知道
在那裡下車

終於上了車，不過其中一組早了

一個站下車

拍完照快快趕去吃小籠包
匯豐銀行找不到，

不如大家來東方明珠拍照

開派對時間特別興奮

我們進入中華藝術宮後，第一時間
參觀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原本需要1小時的車程，
乘搭磁浮列車十多分鐘

便到達機場

中華藝術宮是上海地標之一，
快來張大合照！ 5日4夜精彩的旅程就此結束

原來有同學及老師生日，
Happy Birthday！猜皇帝是難不到我的

終於找到這對獅子，

獅子張大口照順利完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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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四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中文組 特級優異獎 5A 張恩翠

英文組 特級優異獎 5B 周柏喬

第十三屆滬粵瓊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 初賽 )

一等獎 5A 張恩翠

二等獎 5A 鄧梓聰

三等獎 3A 李心瑜 3D 莫煒瑤 4C 曾尚正

「菁英盃」現場作文公開賽初賽

小學五年級 特等獎 5D 蔡敏莉

小學二年級
一等獎

2A 陳子寧

小學六年級 6C 陳心琪

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

2B 何啟匡 2D 黎珀瑋

小學五年級 5A 張恩翠 5D 蕭樂瑤

小學六年級 三等獎 6C 陳晉禮

全港「誦藝盃」朗誦音樂大賽 普通話朗誦初小組 亞軍 1D 黃芍瑜

第五屆馬振玉文藝菁英賽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組 銅獎 5A 勞綺敏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3D 曾溢嵐 4A 黃熙淵 4B 鍾藝曦
6B 蔡汶曉 6B 黃栢濤 6C 陳晉禮
6C 李詩盈

二等獎

1A 冼婷臻 1D 葉子萄 1D 麥皓舜
2A 何蘊軒 2B 何啟匡 2B 林澄鎧
2D 曾俊熹 3A 李心瑜 3D 張樂希
4A 洪梓榕 4B 鄭丞佑 4B 龍文宇
5A 劉俊希 5A 陶錦泓 6A 伍樂恩

三等獎

1A 江曉晴 1B 勞駿滔 1B 姚暟晴
1C 鄒璥匡 1C 吳鈺柔 1D 李晉匡
1D 林穎悅 2A 許煒樂 2B 關影彤
2B 林泳芯 2C 薛兆鴻 2C 黃竣烯
2D 江爾樂 3B 郭琛怡 3C 徐栢希
3C 吳可馨 3D 伍樂禮 2D 陳俊華
4A 顏靖宜 4B 譚曦來 4C 鍾卓霖
4D 何柏滔 4D 石澧皓 4D 温綽然
4D 楊翱謙 5A 李咏珊 5A 林啟山
5A 勞綺敏 5B 莊啟樂 5B 鍾智健
5B 梁靜儀 5B 梁思朗 5B 蘇振烽
5D 鄭鈞保 6A 張宏智 6A 梁梓鋒
6A 林穎涵 6B 莫凱竣 6B 葉博熙
6C 陳心琪 6C 官芯怡 6C 李浚邦
6D 紀天恩 6D 黎彥亨 6D 謝栢賢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2B 何啟匡 2B 林澄鎧 4A 黃熙淵
5B 莊啟樂 6B 黃栢濤 6C 李詩盈

三等獎

1A 江曉晴 1D 麥皓舜 2A 何蘊軒
2B 關影彤 2C 黃竣烯 2D 曾俊熹
3C 徐栢希 4D 何柏滔 5A 林啟山
5B 梁思朗 5B 梁靜儀 5B 鍾智健
5B 蘇振烽 6A 林穎涵 6C 李浚邦
6C 陳心琪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2B 林澄鎧

三等獎 1A 江曉晴 6C 李浚邦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4A 黃熙淵 6B 蔡汶曉

銀獎

1D 洪海雲 1D 麥皓舜 2B 林澄鎧
3D 曾溢嵐 4B 鍾藝曦 4C 李樂希
4C 凌啟珀 5A 勞綺敏 5A 劉俊希
5B 鍾智健 6C 陳晉禮 6D 馮博思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銅獎

1B 姚暟晴 2B 何啟匡 2B 湯雨衡
2C 黃竣烯 2D 曾俊熹 2D 陳俊華
3A 何柏希 3A 李心瑜 3B 文晞悅
3B 林珀宇 3C 徐栢希 3D 伍樂禮
3D 張樂希 4A 黎子謙 4B 郭栢誠
4C 湯安芝 4C 鍾卓霖 4D 李浚安
4D 楊翱謙 5A 李咏珊 5A 張恩翠
5A 梁柏軒 5A 陳芷瑤 5A 陳穩謙
5A 鄧梓聰 5B 朱慧雅 5B 梁思朗
5B 梁靜儀 5B 莊啟樂 5B 陳頌恆
5B 勞綺伶 5B 蘇振烽 5D 蔡敏莉
6A 伍樂恩 6A 張宏智 6A 梁梓鋒
6B 黃栢濤 6B 葉博熙 6C 官芯怡

2018-2019
本校學生本年度至6月為止，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

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141 項，亞軍 184 項，季軍 

226 項，殿軍 22 項，優異 187 項，合共 760 項，

成績驕人，可喜可賀。

( 篇幅所限，只列個人冠、亞、季、殿及團體獎項 ) 年年度校校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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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晉級賽
銀獎 4A 黃熙淵

銅獎
1D 麥皓舜 2C 黃竣烯
2D 曾俊熹 5B 莊啟樂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2019 /
銀獎 4B 鍾藝曦

銅獎 4A 黃熙淵 4B 鄭丞佑 4D 楊翱謙

第九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比賽 團體賽 優異獎 5A 司徒朗彤 6C 張曉楠 6D 宋梓榮

2018 超人盃珠心算數學比賽

五年級組數學 冠軍

5E 梁梓諾五年級組珠算 亞軍

五年級組心算 亞軍

2019 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初賽 銅獎 3A 何柏希

屯元區小學智能機械車大賽 2019 速度賽
冠軍

5C 郭海鋒 5D 何禮呈
6A 張城銘 6A 梁梓鋒

優異獎
5B 鄭竣騫 6B 黃萬崇
6B 温芯言 6B 黃栢濤

第 21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界區高小組複賽 金獎 4A 黃熙淵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 銀獎 4A 黃熙淵 4A 隆景宇

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優等獎

中國舞校隊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 優等獎

兒童組中國舞 優等獎

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東方舞少年組 (1)
東方舞少年組 (2)

金獎
金獎

元朗區體育節 2018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SDM 及現代
農場盃 

Solo Paso Doble 冠軍 1C 黃丞沂

Solo Jive 冠軍

6A 黃學盈

Solo Paso Doble 冠軍

Solo Samba 冠軍

Solo Rumba 冠軍

Solo Cha Cha Cha 季軍

第十五屆麗豪盃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計分賽
2019

單人單項花步 Tango 冠軍
5A 勞綺敏

單人單項花步 Paso 冠軍

單人單項花步 Waltz 冠軍
5B 勞綺伶

單人單項基本步 JIVE 冠軍

單人單項花步 Rumba 冠軍
3B 蘇可澄

單人單項花步 Cha Cha 亞軍

全港十八區第三十二站公開賽

Solo Samba 冠軍
1C 黃丞沂

Solo Paso Doble 冠軍

Solo SCRPJ 冠軍

6A 黃學盈

Solo Jive 冠軍

Solo Cha Cha Cha 亞軍

Solo Paso Doble 亞軍

Solo Samba 季軍

 Solo Rumba 季軍

2019 年度藝林盃體育舞蹈邀請賽

10 歲以下組獨舞查查 冠軍

4C 何翹汝

10 歲以下組獨舞牛仔 冠軍

10 歲以下組獨舞倫巴 冠軍

10 歲以下組獨舞森巴 冠軍

16 歲以下組三項 C/R/J 季軍

12 歲以下組獨舞查查 季軍 5A 李思敏

2018 年度校際體育舞蹈邀請賽

12 歲以下組獨舞牛仔 冠軍

4C 何翹汝
影子舞單項森巴 冠軍

12 歲以下組獨舞查查 冠軍

影子舞單項查查 亞軍

第 17 屆姿彩盃
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鬥牛 冠軍
5B 勞綺伶

青少年單人探戈 亞軍

第三十一屆社交舞公開大賽 標準舞公開單人單項 Tango 冠軍 5A 勞綺敏

第五屆星舞杯舞星爭霸
國際標準舞 ( 體育舞蹈 ) 公開賽

10 歲以下單人單項 冠軍 5A 李咏珊

第十屆國際盃才藝大賽 2019 K-POP 金獎
6A 張善瑜 6A 林穎涵
6A 黃曼祺 6B 何庭櫻

6D 鍾潁

海外桃李杯第九屆國際
舞蹈區域選拔賽

兒童 A 組 金獎 2C 張可馨

香港 ( 亞洲 ) 舞蹈節 2018 芭蕾舞 銀獎 2A 鄭泳心

Proudance Dance Competition 2019
幼兒組 季軍 1B 陳迅謙

Hip Hop 季軍 1B 郭穎潼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 銅獎 1B 陳迅謙 1B 郭穎潼

第十一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2019 7-8 歲單人爵士舞 銅獎 2A 李   霏

屯門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單人喳喳喳組 殿軍 5A 勞綺敏

耀山學校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6A 張宏智 6B 高   翔
6B 蔡俊權 6D 彭皓豐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6A 林詠彤 6A 林穎涵
6A 黃學盈 6B 温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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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 飛達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 女子 2010 年組 200 米 亞軍

3A 陳沚欣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9( 第一站 ) 女子 2010 年組 60 米 亞軍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9( 第二站 )
女子 2010 年組 60 米 冠軍

女子 2010 年組 100 米 亞軍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女子 D 組 60 米 冠軍

女子 D 組 100 米 冠軍

女子 D 組 200 米 冠軍

第三屆學界兒童田徑超級盃 2019 女子 2008 年組跳遠 亞軍 5E 鄭芯懿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男子籃球校隊

季軍

2019 全港小學三人籃球挑戰賽 男子組盃賽 冠軍

馬振玉體藝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屯元天三人籃球賽 2019 男子組 季軍

2019 全港小學三人籃球挑戰賽 女子組盃賽 冠軍

女子籃球校隊

屯元天三人籃球賽 2019 女子組 冠軍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優異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馬振玉體藝三人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季軍

Super 盃小學足球比賽 / 殿軍
足球校隊

小學五人足球友誼賽 / 優異

北區少年五人足球比賽 11 歲組碗賽 冠軍

5B 簡鈞賢
香港足球會 Citi 青少年七人足球賽 U11 盃賽 亞軍

GADGET CUP U12 季軍

皇家馬德里基金會金豬賀歲盃 2019 U11 季軍

北區少年五人足球比賽 9 歲組盃賽 亞軍 2D 簡樂賢

屯門區小學排球邀請賽 2019
男子組碟賽 季軍 男子排球校隊

女子組碟賽 季軍 女子排球校隊

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團體 季軍 女子乒乓球校隊

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季軍 男子游泳校隊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男子 2009 高級組二重跳 冠軍
4A 陳柏浩

男子 2009 高級組單車步 亞軍

男子 2011 初級組二重跳 冠軍
2A 勞永逸

男子 2011 初級組側擺開跳 殿軍

女子 2009 高級組交叉開跳 冠軍
4C 湯安芝

女子 2009 高級組後交叉開跳 殿軍

女子 2009 高級組單車步 亞軍
4A 陳佳妮

女子 2009 高級組後單車步 亞軍

男子 2011 初級組後單車步 亞軍
2B 湯雨衡

男子 2011 初級組單車步 季軍

男子 2008 高級組單車步 亞軍
5A 李煒釗

男子 2008 高級組交叉開跳 殿軍

女子 2008 高級組後交叉開跳 殿軍
5B 梁靜儀

女子 2008 高級組交叉開跳 殿軍

女子 2008 高級組後側擺交叉跳 殿軍 5A 勞綺敏

女子 2008 高級組後側擺開跳 殿軍 5B 勞綺伶

男子 2008 高級組跨下二式 殿軍 4D 楊翱謙

男子 2009 高級組側擺開跳 殿軍 4A 卓節樂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賽 2019

男子二重跳 亞軍 4A 陳柏浩

親子朋友跳 季軍 6A 黃學盈

女子橫排跳 季軍 4C 湯安芝

女子橫排跳 季軍
4A 陳佳妮

女子單車步 殿軍

2019 全港小學校際飛盤挑戰賽 盾賽 亞軍 飛盤校隊

第三十八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9

女子小童組短器械 一等獎 3A 羅梓亭 4A 陳愷昕

女子小童組套拳 一等獎 3A 羅梓亭 4A 陳愷昕 4C 何倬瞳

男子小童組短器械 一等獎 3D 陳文俊 5A 林灝駿

男子小童組長器械 一等獎 5A 林灝駿 5C 羅梓亮

男子小童 A 組套拳 一等獎 5C 羅梓亮

第四屆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及品勢比賽暨
海外邀請賽 2019

搏擊組 亞軍 2A 許煒樂

全港十八區搏擊邀請賽 2019 搏擊組 亞軍 2D 曾俊熹

武動全城慈善金盃賽 2019 破板組 亞軍 3A 黃穎廉

第二十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3 年級正拳賽 亞軍

3B 文晞悅
女子小學初級帶 3 年級速度賽 季軍

精英盃中小學生暨幼兒跆拳道
品勢錦標賽

套拳小學色帶 D2 組 季軍 4C 曾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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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多元智能抗逆挑戰營

團隊競技 亞軍
4B 利芷芸 4B 吳芷翹
6A 鄧貝怡 6C 張倬洋
6C 李浚邦 6C 黃日朗

6D 劉晞汶低項歷奇 殿軍

夢想飛翔

冠軍 6A 鄧貝怡

亞軍 4B 吳芷翹

季軍 6D 劉晞汶

大埔平衡車比賽第一屆第三回合 6 歲女子組 冠軍

1B 姚暟晴

大埔平衡車比賽第一屆第四回合 6 歲女子組 冠軍

沙田區平衡車同樂日及比賽 6 歲女子組 冠軍

第七屆兒童平衡車錦標賽 ( 第三回 ) 6 歲女子組 冠軍

第六屆兒童平衡車錦標賽 ( 第四回 ) 6 歲女子組 亞軍

2019-2020 全港兒童平衡車錦標賽 7 歲女子組 亞軍

第二屆兩岸四地兒童平衡車聯誼賽
( 第二回 )

6 歲女子組 亞軍

香港跑步 x 平衡車挑戰賽 2019 2012 年女子組 亞軍

第七屆兒童平衡車錦標賽 ( 第二回 ) 6 歲女子組 季軍

2018 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新界區 MF 組 亞軍 1D 馮弈羲

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合唱團 金獎 合唱團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小合奏小學生組 亞軍

中樂團《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2019 初級組合奏 ( ⼩學 ) 亞軍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中樂合奏組 銀獎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4A 陳柏浩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2D 李迦南

笛子獨奏小學中級組 冠軍 6B 葉博熙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6B 莊秋兒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2A 陳子寧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4B 龍文宇 4C 湯安芝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4C 蘇子浩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2019 兒童鋼琴組 金獎
1B 郭穎潼 1B 勞駿滔

2A 陳玥如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拉弦樂獨奏 金獎 5A 陳穩謙

吹管樂獨奏 金獎 6B 堵嘉怡

吹管樂獨奏 銀獎 6B 葉博熙 6D 黎彥亨

拉弦樂獨奏 銅獎 5C 張儷瓊

吹管樂獨奏 銅獎 5E 梁梓諾

彈撥樂獨奏 銅獎 3B 文晞悅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彈撥 C( 揚琴 ) 新苗組 冠軍 3B 文晞悅

吹管 A( 笛子 ) 少年初級組 亞軍 6B 堵嘉怡

吹管 A( 笛子 ) 兒童組 亞軍 6D 梁珮筠

第九屆小小慈善音樂家 2019
鋼琴 O1 組 冠軍 4B 龍文宇

鋼琴 E5 組 亞軍 4A 陳柏浩

2019 國際藝穗大賽 鋼琴傑出幼童組 冠軍 4B 龍文宇

2019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冠軍 4B 龍文宇

2019 香港才藝精英大獎賽 高小組鋼琴 冠軍 4B 龍文宇

2019 考級大賽選拔音樂評分賽
鋼琴兒童 一等獎 4A 陳柏浩 4B 龍文宇

鋼琴幼童 三等獎 1B 郭穎潼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獨奏 - 體驗組 金獎 4A 陳柏浩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8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四級組
亞軍 4B 龍文宇

第三屆 ( 台灣 ) 亞洲 . 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香港
區選拔賽 2019

鋼琴四手聯彈 B 組 亞軍 4A 陳柏浩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鋼琴自選初小組 銀獎 2A 陳子寧

第五屆歐洲易北河谷音樂節邀請大賽 Age 7-8 Open Works Piano Solo 季軍 2D 李迦南

視藝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八屆國際巡迴賽 ( 日本站 ) - 繪畫 / 書法 / 攝影 /
中英文寫作比賽

兒童組繪畫 冠軍 2A 袁紫裴

IYACC 第九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8 歲自選主題 亞軍 2A 袁紫裴

Theme: Fairytale 亞軍

1C 王楚喬Theme: Merry Christmas 亞軍

Theme: Landscape 季軍

亞洲藝粹繪畫比賽童畫世界填色比賽 P4-P6 亞軍 5E 鄭芯懿

2018 全港兒童繪畫暨錢箱黏土
創作比賽

P1-P2 亞軍 1C 王楚喬

減廢由我做兒童及親子填色比賽 / 季軍 5D 馮詠喬

角色設計比賽 2018-2019 小學 A 組 銅獎 2D 陳天恩

2018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P1-P2 殿軍 1C 王楚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