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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同學：
　　春寒料峭，轉瞬間，上學期又快要過去，新一年又來臨了。日出日
落，花開花榭，生命循環不息，時間不會停留，我們應該好好珍惜，善用
光陰。
　　近年，香港學生在不少國際評估中都取得非常美滿的成績，在閱讀、
數學、科學等不同範疇中都名列前茅，實在是令人欣喜的事。可是，在學

習動機、興趣、自信及投入方面，香港學生卻幾乎敬陪末席，原來成績好並不是因為對學習感興趣，這個結果實在令
人搖頭嘆息，作為教育工作者和家長，更需要深刻思考，究竟孩子出了甚麼問題。
　　本年度，學校開展一個新的三年發展周期，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是「探究與體驗—提升好奇心和求知慾，培養學生
成為主動學習者。」我們相信好奇心和求知慾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本能，但在考試主導的教育體制和「贏在起跑線」的
社會風氣之下，令孩子把學習視為沉重的負擔，更扼殺了天賦的本能，我們期望透過探究策略和體驗活動刺激孩子的
學習動機，提升好奇心和主動性，並佈置問題，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二個關注事項是「同行與利他—學會欣賞感恩、關顧仁愛，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正向思維的人。」現今世代價
值觀紛亂，社會撕裂，孩子心智未成熟，很容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以致價值觀扭曲，是非難辨；此外，現今的家庭
大多「少子化」，甚至「一孩化」，孩子變得自我中心，凡事以自己為出發點，未懂得設身處地，為人設想，甚至在
面對問題時，只懂責難，不會包容，以致衝突頻生，人與人的關係易生緊張，學校期望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製造合作
的機會，教導孩子多欣賞、多感恩的態度，並培養同理心，學會從他人角度思考，學會為人設想，繼而多作利他的行
為，做個推己及人的人。
　　本年度的德育主題是「一切很美，只因有你」，讓我們和孩子一起學習做一個懂得欣賞世界、欣賞他人，也欣賞
自己的人。

沈耀光校長

校
長

的

話

中華文化長廊揭幕典禮

　　為了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及中國發展的認識，本校自

2014年開展「中華文化長廊」建造工程。工程共分三期，

各期均以中國名勝古蹟及建設為題，詳情如下：

第一期：北京故宮及萬里長城

第二期：江南水鄉風貌

第三期：中國新建設及五邑名勝

　　今年，「中華文化長廊」的工程已完成，本校特別舉

行了「中華文化長廊揭幕典禮」，並由陳錦臺校監主禮，

朱錫林校董、鄒悅仁校董、伍鴻深校董、趙寧波校董、甄

文輝校董、家教會主席何美好女士及副主席張潔玉女士親

臨揭幕，見證「中華文化長廊」的落成。

陳錦臺校監致辭

「中華文化長廊」正式揭幕

北京故宮 萬里長城 江南水鄉及中國新建設 五邑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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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及交流課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講者

10/8/2017 閱讀策略 香港教師中心 鄭麗娟

14/9/2017 「愉快學習」研討交流會 香港集思會 沈耀光

20/9/2017 單元教學的推進與扣連 優質教育基金 鄭麗娟

22/9/2017 提問技巧 寶血會嘉靈學校
鄭麗娟
李幸玲

17/10/2017 中文科交流課 香港大學 鄭麗娟

23/10/2017 科組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 衛理中學 鄭麗娟

8/11/2017 提問技巧 優質教育基金 鄭麗娟

10-11/11/2017 借小班契機推動人本教育的發展
大中華地區小班化
教學研討會

鄭麗娟

11/11/2017 跨課程閱讀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鄭麗娟

25/11/2017
Leadership for promoting teacher 
collaboration in Learning Study

WALS 鄭麗娟

29/11/2017 常識科課程新焦點 培生出版有限公司 鄭麗娟

5/12/2017
戲劇教育工作坊 慈幼學校 鄭麗娟

12/12/2017

16/12/2017

小班教學(中文科) 香港大學 鄭麗娟10/1/2018

13/1/2018

19/1/2018 關愛校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鄭麗娟
劉慧蘭
謝天賜
朱偉恒
林倩怡

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

　 　 本 校 鄭 麗 娟 副 校 長 及 林 倩 怡 老 師 於

9-11/11/2017參加了假澳門大學舉行的「2017大

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來自兩岸四地（中

國、香港、澳門、台灣）的學者、校長及老師聚首

一堂，分享各地推動小班教學的發展情況，互相交

流觀摩。會中，鄭副校長亦發表了一份論文，分享

本校推動小班教學的經驗。

課堂學習研究國際研討會

鄭麗娟副校長和林倩怡老師
參加在澳門大學舉行的
「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

鄭麗娟副校長作論文分享，
論文題目是「借小班契機推
動人本教育的發展」

內地老師的交流課

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來自兩岸四地（中

國、香港、澳門、台灣）的學者、校長及老師聚首

一堂，分享各地推動小班教學的發展情況，互相交

流觀摩。會中，鄭副校長亦發表了一份論文，分享

「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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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分享會
與澳門老師分享推行
跨課程閱讀的經驗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及陳寧欣老師於24-28/11/2017參加了假日本名古屋大學舉行

的「2017課堂學習研究國際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老師

共同參與，分享各地推動課堂學習研究的情況，更參訪日本的小學，與學生交流及

觀課。會中，鄭副校長亦和瑞典的老師合作分享在學校推動課研的經驗。

在名古屋
大學前留
影

和瑞典老師合作

鄭麗娟副校長分享

本地推動課堂學習研究的情況

參訪日本小學和日本小學生合照 和日本小學生一起午膳 日本小學生熱情地教我們摺紙鶴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講者

20/1/2018

中層管理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 鄭麗娟22/1/2018

24/1/2018

23/1/2018 中文科公開課 香港官立小學聯校 鄭麗娟

25/1/2018 戲劇教育工作坊 德信學校
鄭麗娟
李幸玲
陳邦彥

26/1/2018 自主學習 寶覺學校 鄭麗娟

27/1/2018 卓越教學論壇 香港教育大學 鄭麗娟

30/1/2018 評估素養 教育局
鄭麗娟
李幸玲

31/1/2018 古文教學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鄭麗娟

12/2/2018 戲劇教育工作坊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鄭麗娟

3/3/2018 擬任校長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 鄭麗娟

24/3/2018 教育行政 香港教師中心 鄭麗娟

5/5/2018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優質教育基金 鄭麗娟



開放日
　　為了增加幼稚園家長對本校的認識，我們在9-10/9/2017舉行

了兩天的「開放日」，參加人數踴躍，場面十分熱鬧。

「童」話故事 繽紛工藝坊

扭扭氣球攤位

學校簡介講座

中樂團表演

動感大挑戰(虛擬實景)

在成人禮活動上，學生進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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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分重視幼小銜接，深信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可讓

準小一學生更順利及愉快地融入小學生活。

本校「做個快樂小一生」的幼小銜接計劃，由7月中至10月

中，為期三個月，活動包括小一模擬課程、小一英文預備班、

迎新日、小一適應課程、小一成人禮及小一親子遊戲活動等，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能深入了解學生的需要，並提供適切的學習

支援，以讓學生能盡快適應小學的新生活。同時，本校於8月下

旬亦會安排家長工作坊，讓家長了解小一生之需要，並攜手協

助學生學習。

動感大挑戰(虛擬實景)動感大挑戰(虛擬實景)

家長義工聚會
　　為感謝家長義工們對學校的支持，我們於28/9/2017

上午舉辦自助早餐聚會，當天共有80多名家長義工出

席，場面熱鬧。

沈耀光校長感謝家長義工的無私付出

家長義工們互相交流
開餐啦！

家長義工大合照

在小一英文預備班中，
老師指導學生顏色字詞。

在小一適應課程中，老師
帶領學生一同進行活動。

學生與家長一同玩
親子遊戲，場面溫馨！

在小一模擬課程中，
老師正與學生進行評估。

本校十分重視幼小銜接，深信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可讓

家長義工大合照家長義工大合照家長義工大合照家長義工大合照

幼小銜接

沈耀光校長為
家長主持「升級
爸媽」工作坊



常識科

學生正尋找一公里的路程
學生利用七巧板
拼砌不同的平面圖形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說故事比賽

學習活動

四年級同學正在舉行「巨人國
記者招待會」，他們都很投入
以國民身份發問呢！

三年級同學正參與「愛麗絲劇
場」，用心地演繹故事情節。

五年級同學到嶺南之風
遊覽，然後回校寫作。

一年級同學正進行體驗式學習，齊齊
到公園玩耍，他們玩得很開心呢！

二年級同學正進行「趣味
語文大挑戰」，他們都積
極參與各個攤位遊戲。 六年級同學正在體驗

劏房居民的生活。

三年級同學把《熊皮人》

的故事娓娓道來！

五年級同學分享《阿波羅的太

陽車》的故事，生動有趣！

六年級同學表演《梁山伯與祝

英台》，真是七情上面呢！

二年級同學在校園
裏遊覽，認識相關
的英語詞彙。

一年級同學閱讀製
作美食的程序後，
便動手實踐呢！

六年級同學表演《梁山伯與祝
學生們

從體驗中

學生利用釘板製作包含
垂直線和平行線的文字

學生正在探究如何利用
量杯找出一粒波子的體積

學 生 利 用
平 板 電 腦
探 究 數 學
難題

常識科於上學期共舉辦了3次特別的參觀活動，以拓寬學生的視野，增進知識。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目的：讓學生認識尖端科技項目

創 科 博 覽1.

同學觀察「超級天眼」的運作

同學正欣賞「遼寧號」

同學觀察「水運
儀象台」的運作

地點：科學園 
目的：讓學生認識香港在創新及
         科技方面的成就和最新發展

創 新 科 技2. 嘉 年 華

地點：西貢世界地質公園
目的：認識地質公園內世界級
         六方柱岩

東 壩 半 日3. 遊

同學聆聽有關
地質公園的資料

同學操控機械車
進行任務

同學正參
與創意工
作坊

同學正進行
體驗活動

五年級同學親身乘搭公
共交通工具，為寫作活
動進行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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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科 學 習 活 動

各級於知趣學堂進
行問答比賽，競爭
相當激烈！

驗驗中

學習數學



視藝科

音樂科

圖書科
地點：西貢世界地質公園
目的：認識地質公園內世界級
         六方柱岩

東 壩 半 日3. 遊

同學聆聽有關
地質公園的資料

動畫體驗課堂

3D筆體驗課堂

本校透過不同的音樂活動，豐富

學生的音樂經驗及提升學習興趣，增

添趣味。

利用平板電腦
進行課堂創作活動 牧童笛合奏

學生的音樂經驗及提升學習興趣，增

午息活動「街頭藝坊」

學校文化日活動

合唱團(P1-3)

閱讀樂—有動有靜
我們十分享受閱讀的樂趣，當中有動有靜，你也來親身感受下吧 !

繽紛閱讀旅程2016-2017
「榮譽大獎」得主齊享早
餐、代表同學選購喜愛書
本、同遊公共圖書館，實踐
「愛閱讀」。

合唱團(P4-6)

難得一見的
六方柱岩

各 科 學 習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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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參與《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的作家講座、逛書展、

購書 及即場寫作等活動。

綠色革命日

在世界地質
公園拍照留念

德公科

利用環保紙張創作圖畫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創作活動

視藝課多元而有趣，難怪同學們都樂在其中呢！

藝術家惠慧到校講解魚皮畫的製作

「一人一水果活動」於10

月完滿結束，本校學生積極參

與，捐贈新鮮水果予區內長

者，當中16位學生更代表全校

同學，到達仁濟醫院曾榮夫人

長者鄰舍中心進行探訪，同學

們深深體會到敬老及推己及人

的精神。

自2010年起，本

校開始參加由香港世界

宣明會舉辦的助養兒童

計劃，得家長及學生的

全力支持，本年度

「一人一蚊雞助養行

動」善款再創新高，

共籌得20090.9元，

繼續助養5位分別來

自中國、非洲及格魯

吉亞的兒童。



開學初期，同學們和班主任透過「同心協力奪錦標」

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凝聚班內共力，透過不同遊戲

活動，團結每班的師生，一同爭奪錦標。

跑快啲呀，張報紙
就快跌落地喇！

活動，團結每班的師生，一同爭奪錦標。

師生同心協力，
闖關無難度！

攬實啲，要全班
一齊完成任務！

任務達成，YEAH！

五邑兵團就職典禮，每年都向全校師生介紹各兵團

的職務，以肯定各兵團成員的貢獻，提升他們的形象。

兵團代表預備宣誓風紀隊長接受委任狀

17-18年度五邑兵團大合照

每年10月，學校都會舉行「五邑好友營」以培養學生的

團隊合作、自理、獨立、堅毅及解難的能力，令學生能裝備

好自己，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小心呀，唔好跌咗個乒乓球呀！

身手敏捷，輕鬆穿越彩虹傘！

下輯「我係小廚神」冠軍
仲唔係我？

同心合力，我
一定能攀越兩
米高牆！

本校於3/11/2017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學校旅行，同學於營

內進行各項活動，例如燒烤、營地活動及師生遊戲等，老師和學生都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老師和同學一起進行跳繩活動

為了增加節日氣氛，本校在22/12/2017舉行「聖誕聯歡」活動。同學們除

了在課室開派對外，還到禮堂參加天才表演。

為了增加節日氣氛，本校在22/12/2017舉行「聖誕聯歡」活動。同學們除

了在課室開派對外，還到禮堂參加天才表演。

聖誕聯歡會

一齊完成任務！一齊完成任務！一齊完成任務！

五邑兵團就職典禮，每年都向全校師生介紹各兵團

的職務，以肯定各兵團成員的貢獻，提升他們的形象。

五邑兵
團就職典禮

五、六年級同學一同燒烤 師生大合照老師和同學們玩拋手巾遊戲

開學初期，同學們和班主任透過「同心協力奪錦標」

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凝聚班內共力，透過不同遊戲

活動，團結每班的師生，一同爭奪錦標。

同心協力奪錦標

小心呀，唔好跌咗個乒乓球呀！小心呀，唔好跌咗個乒乓球呀！小心呀，唔好跌咗個乒乓球呀！小心呀，唔好跌咗個乒乓球呀！小心呀，唔好跌咗個乒乓球呀！
下輯「我係小廚神」冠軍下輯「我係小廚神」冠軍下輯「我係小廚神」冠軍下輯「我係小廚神」冠軍
仲唔係我？仲唔係我？

本校於3/11/2017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學校旅行，同學於營

內進行各項活動，例如燒烤、營地活動及師生遊戲等，老師和學生都度過了愉快的一天。學校旅行

跑快啲呀，張報紙跑快啲呀，張報紙跑快啲呀，張報紙
就快跌落地喇！就快跌落地喇！就快跌落地喇！

師生同心協力，師生同心協力，
闖關無難度！闖關無難度！闖關無難度！

每年10月，學校都會舉行「五邑好友營」以培養學生的

團隊合作、自理、獨立、堅毅及解難的能力，令學生能裝備

好自己，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的職務，以肯定各兵團成員的貢獻，提升他們的形象。

五五

五邑好友營

6
開心大合照！ 同學們在課室裏開派對 同學們的歌聲很動聽呢！ 同學們的舞蹈表演很精彩啊！

課室派對 天才表演花絮



任務達成，YEAH！

五邑兵
團就職典禮

7

2017-2018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七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四年級 冠軍 4A勞綺敏
四年級 季軍 4E勞綺伶
六年級 季軍 6B鍾曦曈

屯門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 初小硬筆組 冠軍 3A黃熙淵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亞軍 3C張柏僖
中文獨誦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4C陳浩熹
中文集誦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中文集誦隊

小學中文二人朗誦 季軍 6A梁逸晴6A麥煒虹
普通話獨誦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季軍 3A黃熙淵
普通話獨誦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E李咏珊

英文集誦小學一至三年級 優良 英文集誦隊
普通話集誦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普通話集誦隊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英文朗誦小學自選P1-P2組 亞軍 2A陳采盈
2017健康生活樂繽紛 水動火箭比賽 亞軍 6B翁止為

穗港澳無線電測向精英賽

團體 二等獎
6A蔡明軒6A周鉦智

6D鄭凱升

個人
二等獎

6B莫潤朗
6D李澤泓

三等獎 6C馮俊斌

屯門區小學STEM比賽 電容模型車 季軍
6A李健維6B莫潤朗
6B翁止為6C陳問之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 銅獎 4A陳穩謙
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 個人獎 殿軍 6C嚴鎧澄

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閃避盤比賽 閃避盤 冠軍
5A張宏智5B高   翔5C張曉楠
5C黃日朗5D鄧焯楷6A蔡明軒

6B韋樂濱

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五人足球 冠軍

4A簡鈞賢5B高   翔
6A蔡明軒6B布子龍
6B翁溢傑6C張家聰
6D陳洛然6D陳泳彥
6D李澤泓6D曾逸然

5-a-side Community Cup 2017 U11 冠軍 4A簡鈞賢
足球友誼邀請賽 U12 季軍 4A簡鈞賢

2017新界西區U8足球聯賽 U8 季軍 2A蕭樂文
SFIDA Futsal Cup U10 季軍 4A簡鈞賢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鐘聲慈善社
胡陳金枝中學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田徑隊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女子組 亞軍

男子組 亞軍
男子田徑隊

東華三院邱子田
紀念中學

男子組 殿軍

儷影盃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單人公開單項花步 Cha Cha Cha 冠軍
1B翟芷潼

單人公開單項花步 Rumba 冠軍
雙人同步舞 Rumba 冠軍

4A勞綺敏4E勞綺伶
雙人同步舞 Cha Cha Cha 冠軍

25th President Cup HK Open Championships Juvenile & Youth Freestyle Gold Star 5A黃曼祺6A施  潁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 群舞 銅獎 1C簡樂賢
第45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芭蕾舞兒童組 銅獎 4E錢樂栭

裘錦秋中學(屯門)校園定向挑戰賽 小學組
冠軍 5A張善瑜
亞軍 5A林詠彤
季軍 6B陳藹潼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蝶泳 冠軍

6B鍾曦曈女子青少年 I 組 50米蝶泳 亞軍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自由泳 季軍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自由泳 冠軍

6B鍾曦曈女子青少年 I 組 50米蝶泳 亞軍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蝶泳 季軍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蝶泳 冠軍

6B鍾曦曈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自由泳 季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自由泳 亞軍

6B鍾曦曈女子青少年 I 組 50米蝶泳 季軍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米蝶泳 季軍

2017友會游泳聯賽

女子10歲50米蛙泳 冠軍
5A林詠彤

女子10歲50米自由泳 冠軍
男子9歲50米自由泳 冠軍

5B黃栢濤男子9歲50米蛙泳 亞軍
男子9歲50米蝶泳 亞軍

男子10歲50米自由泳 季軍
5D鄧焯楷

男子10歲50米背泳 季軍
女子10歲100米蛙泳 季軍

5A林詠彤
小學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小學組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5B黃栢濤5D鄧焯楷

學術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12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35  項，亞軍  54  項，季軍  81  項，殿軍  

9  項，優異  38  項，合共  217  項，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各獲獎學生的喜悅跟各同學及家長分享。

(篇幅所限，只列冠、亞、季、殿及團體優異獎)



�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7

男子100米自由泳F組 冠軍 4E鄧梓滔

男女子4x50米混合接力賽 季軍
4E鄧梓滔5A林詠彤
5B黃栢濤5D鄧焯楷

女子100米蛙泳E組 殿軍 5A林詠彤

海藝第二屆聯區水運會
5歲女子25米穿手袖自由泳 冠軍

1C韓幸頤
5歲女子25米自由泳 季軍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兒童青少年邀請賽2017

品勢組 冠軍 6D練文軒
品勢組 亞軍 3C曾尚正
品勢組 殿軍 3B顏靖宜
搏擊組 亞軍 6C黎堯如
搏擊組 季軍 4D林啟山
搏擊組 季軍 4E黎家然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錦標賽2017 小學色帶個人組 冠軍 2B曾獻霈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
男子兒童組長器械 一等獎

4A林灝駿
男子兒童組套拳 一等獎

2017(X分區)第一屆技術交流 男子高級組輕量級 亞軍 6B呂樂謙
2017仁愛堂空手道比賽 6-7歲男童次量級 季軍 2D陳承謙

浸信會永隆中學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男子籃球隊

無毒籃球錦標賽 女子組 亞軍 女子籃球隊
陳黃淑芳紀念盃

小學5人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季軍 女子籃球隊

第一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小學組 季軍 巧固球隊

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中西器樂比賽2017
小合奏小學生組 冠軍

中樂團
積極參與團體獎 銀獎

中樂(吹管)兒童組 季軍 5B堵嘉怡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吹管A初級組 冠軍 5B堵嘉怡
彈撥B中級組 季軍 6C譚錦渝

2017第五屆澳門亞太青少年
鋼琴公開比賽初賽

英皇考級組-第四級組 亞軍 6B黎毅正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Competiton 2017

Concert Repertoire古箏 亞軍 6C施靖嵐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2017 (DP)自我風格四手聯彈組 銀獎 5C陳晉禮5D紀天恩
第四屆〈紫荊杯〉華樂比賽

香港總決賽
兒童組 銀獎 6C張瀛嘉

2017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小學B組) 銅獎 中樂團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2017 Jazz 銅獎 6C施靖嵐

2017第五屆澳門亞太青少年
鋼琴公開比賽總決賽

第四級組 三等獎 6B黎毅正

7th Hong Kong Golden Bauhinia International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2017

P103-Graded Class G3 季軍 3D陳柏浩

全港兒童鋼琴、管弦樂及敲擊樂大賽 P1-P3鋼琴 季軍 3D陳柏浩
MF Music Competition 2017 Piano E4 Class 殿軍 6B黎毅正

視藝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2017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2D李沛潼3A黃熙淵3B黃子楓
3D周樂晴4A勞綺敏4B黃盈盈
4D王凱欣5B劉曦萄6B姜尚余

二等獎

2A莫煒瑤2A潘希朗2A黃皓塋
2C吳心柔2C呂曉潼2C黃穎廉
2D陳承謙3C何翹汝3D陳柏浩
3D陳惠琛3D劉祖威3D王綺菁
4A陳穩謙4B鄧梓聰4C黃廷軒
4E何曉嵐5A伍樂恩5A黃學盈
5B葉博熙5C梁家恩5D梁珮筠
5D戴馨瞳6A麥愷恩6C施靖嵐

6C唐國鳳

三等獎

2A陳采盈2A盧鈺文2A黃心研
2A易佩盈2B張穎藍2B何沂慧
2B麥廸文2C陳琬兒2C曾溢嵐
2D溫   俊3A張以正3A蔡澤良
3A何倬瞳3B陳佳妮3B洪梓榕
3B李卓曦3B黃耀銘3C郭栢誠
3D廖子鍵3D黃思瑋3D楊翱謙
4A郭泳彤4B卓恩琪4B蔡苡彤
4B郭豐誠4E熊思穎4E梁樂晴
4E柯卓謙5B温芯言5B黃穎妮
5C陳心琪5C李浚邦5C李詩盈
5C鄧泳楠5C黃日朗5D紀天恩
6A王梓丞6B李可欣6B莫潤朗
6D陳凱熙6D梁詠恩6D岑茵鏵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40周年慶祝活動T恤設計比賽
美術

冠軍 6C利芷螢
亞軍 5C黃日朗
季軍 6B姜尚余

2017「活現真我」繪畫比賽(亞太區) 兒童組 二等獎 2C布   晴
“My Dream Future”Asia Kids 

Drawing Competition 2017
Group B Silver 

Award 2D文晞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