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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同學：

時間如風，轉瞬即逝，彈指間又到了蟬鳴
荔熟的季節。在艷陽高掛的日子，相信大家都
在期待暑假的來臨，期望同學們都能擁有一個
既愉快又充實的假期。

暑假，除了是休整的日子之外，亦是我們停下來好好策劃未來的
機會。來年，我們將朝着「自主」和「正向」的方向前行。

現時，世界高速發展，今天學到的知識，霎眼間已
經過時，這一代的孩子必須掌握自主探究、創意解難、求
新應變的能力和態度，才能迎接未來的挑戰。要孩子自主
自發地學習，燃點他們的好奇心和動機是重中之重，來
年，我們會發展探究式學習策略，提升興趣，提高效能。
而在探究學習之中，電子學習和 STEM 教育都是重點發
展項目。

本校一向重視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我們深信經歷可
以令學習更深刻，來年，我們會進一步加強體驗活動，
除了增加真情實景的經歷之外，更會借助電子工具進行
虛擬情境的學習活動，讓孩子從體驗中享受學習的樂趣。

現代的孩子一般比較自我，慣於接受，不懂感恩，對生活及身邊
的人諸多埋怨，卻不懂欣賞，自我膨脹而忽略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有
見及此，我們將透過不同類型的培育活動，培養學生欣賞、感恩和利
他的態度。

近年，學校收生情況十分理想，受歡迎程度正與日俱
增，在此，我衷心感激一群優秀而專業的教師團隊，同時，
亦感謝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和支持。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為孩子提供更適切更優質的教育。

祝生活愉快！家庭幸福！

沈耀光校長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
姚偉梅教授頒獎予本校老師

陳錦臺校監、朱錫林校董、甄文輝校董、

伍鴻深校董、趙寧波校董、何美好校董、

梁鳳儀校董和沈耀光校長也來支持獲獎老師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劉慧蘭主任、謝天賜主任、朱偉
恒副主任及林倩怡副主任積極推動關愛校園文化，努力獲
得肯定，本年度獲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頒發第十三屆優秀
教師獎（關愛組），可喜可賀，殊堪嘉許。

本年度，本校連續 7 年榮獲「關愛校園」榮譽。計劃是由教育局、香
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目的是表揚掦積極推廣及實踐關
愛文化的學校。

本校獲此殊榮，實有賴全校教職員的努力及家長的支持。謹與各位分
享這份喜悦。

喜訊 (二 )：優秀教師獎喜訊 (一 )：
關愛校園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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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沈耀光校長
及鄭麗娟副校長應香
港電台邀請，接受《我
們不是怪獸》節目屈
穎妍女士的專訪，暢
談中文科校本課程及
語文教學心得。有關
節目之錄音已連結本
校網頁，歡迎重溫。

日期 訪校團體 主題

1 15/9/2016 台灣圖書教師 閱讀推廣

2
12-13 及

27-28/10/2016
瑞典教師團 專業發展及課研文化

3 17/10/2016 香港教育大學 中文科交流課

4 18/10/2016 香港大學 中文科交流課

5 19/10/2016 香港教育大學 常識科交流課

6 8/12/2016 荷蘭大學教授 課研文化

7 9/12/2016 上海幼稚園老師 課程規劃及家校合作

8 16/2/2017 香港教育大學 自主學習

9 27/4/2017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中文科校本課程

團體到訪

日期 觀課人數 科目 年級 施教

12/10/2016 180 中文科

P.2 張遠玲

P.3 陳邦彥

P.5 鄭麗娟

15/2/2017 200 中文科
P.1 朱星蓉

P.5 鄭麗娟

5/7/2017 190 中文科 P.6 鄭麗娟

公
開
課

校外分享會

電台訪問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講者

18/8/2016 閱讀策略 香港教師中心 鄭麗娟

14/9/2016 及 21/9/2016 自主與差異 香港中文大學 鄭麗娟

27/9/2016 提問技巧工作坊 慈幼小學 鄭麗娟

28/9/2016 教學的推進與扣連
優質教育基金

主題網絡計劃
鄭麗娟

5/10/2016 戲劇教育工作坊
優質教育基金

主題網絡計劃
鄭麗娟

6/10/2016 主題網絡學校計劃分享 優質教育基金 鄭麗娟

8/11/2016 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局 沈耀光

12/11/2016
工欲善其事──

學會閱讀從策略開始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鄭麗娟

16/11/2016 不同支援模式簡介會 教育局 沈耀光

1/12/2016 國情教育：微軟．情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鄭麗娟、陳敬文

李幸玲、林倩怡

3/12/2016 閱讀策略 澳門中文老師 鄭麗娟

22/12/2016 照顧學習多樣性 衛理中學 鄭麗娟

7/1/2017、

10/1/2017 及 13/1/2017
小班教學（中文科） 香港大學 鄭麗娟

8/2/2017 閱讀策略工作坊
優質教育基金

主題網絡計劃
鄭麗娟

23/2/2017、

25/2/2017 及 10/5/2017
中層管理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鄭麗娟

16/3/2017 全方位學習經歷 教育局 鄭麗娟

25/3/2017 健康，就是平衡與均衡 教育局 鄭麗娟、本校學生

16/5/2017 及 5/6/2017
學會學習 2.0：

照顧學習多樣性
香港中文大學 鄭麗娟

31/5/2017 變易理論
優質教育基金

主題網絡計劃
鄭麗娟

2/6/2017 課程銜接 教育局 鄭麗娟

16/6/2017 中文科校本課程 德信學校 鄭麗娟、李幸玲

17/6/2017

促進學習社群以優化

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總結分享會

香港中文大學
陳寧欣、黃昭芸

陳惠蘭

19/6/2017 戲劇工作坊 堅樂小學 鄭麗娟

23/6/2017 戲劇工作坊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鄭麗娟

分享交流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
照顧學習多樣性分享會

沈校長及鄭副校長接受香港電台
《我們不是怪獸》節目的專訪

本校學生接受教育局同工訪問，
分享健康均衡的校園生活。

陳寧欣老師、黃昭芸
老師和陳惠蘭老師到
香港中文大學分享
小班教學的經驗

香港教育大學複修課程
學員到校參觀及觀課

朱星蓉老師進行一年級公開課

鄭副校長進行五年級公開課

本年度，本校與江門市江海區銀
泉小學結為姊妹學校，加強中港兩地師
生的交流。沈耀光校長和鄭麗娟副校長
帶領中英數常視音的正副科主任，於
22-23/12/2016 到訪銀泉小學，參觀校
園設施、觀課及交流分科發展，增加了
對內地小學教育的了解，獲益良多。

沈校長致
送紀念品
予銀泉小
學陳校長兩校老師合照

鄭副校長分享本校
學與教的特色

校園一角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校前留影

中小銜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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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表揚團

長沙交流團

鄭麗娟副校長於 28/2-4/3/2017
獲邀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T 表揚
──青島交流團」，是次交流活動是
教育局為表揚樂於分享及對教育界有
貢獻的教師而設，教師與教育局同工
一起到青島與當地教育領導及老師們
進行交流，參訪不同的學校及企業，
了解國家的經濟及教育發展。

到小學觀課

到中學觀課

文化考察：奧帆中心

參訪電子企業

參訪青島大學

瑞典交流團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章 月 鳳 博 士、 鄭

麗娟副校長、李幸玲主任和陳寧欣副
主任應瑞典課堂學習研究教師組織邀
請，於 3-12/4/2017 到瑞典交流，期間
參觀了 3 間小學，和瑞典老師一起觀
課及進行課後交流，分享香港推動課
研的經驗。同時，她們亦參觀了瑞典
的校園，親身體驗北歐的校園文化，
眼界大開，獲益良多，而是次跨國交
流活動更獲瑞典報章的報導。

文化考察：道教聖地──嶗山

劉亦嘉老師於 18-22/4/2017 參加了由教
育局舉辦的「教師專業考察交流 ( 長沙 )」，
與33位小學教師及教育局同工一起到長沙，
與當地教育領導及老師們進行交流，參訪不
同的學校及企業，了解國家的經濟及教育發

展， 並 向 內 地
同工分享香港
的發展情況。

向瑞典學生介紹
香港小學的校園生活

和一群專業的瑞典老師
合照留念

這艘船是一位瑞典老師
的家，十分特別！小息情況和瑞典學生一起午膳

致送紀念品給瑞典小學的校長

到長沙麓山國際實驗小學觀中文課
參訪企業的交流會

到長沙市實驗小學觀音樂課

到橘子洲頭進行文化考察

到訪長沙市濱江文化園

參訪瑞典大學，了解師資培訓課程的內容。 和瑞典老師一起觀課

參訪長沙麓山國際實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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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獲
獎老師正分
享他們寶貴
的教學經驗

表揚教師計劃

不 經 不 覺， 表

揚教師計劃已踏入第

二十二屆，經由校內

教師推選，本年度獲

表揚的教師為鄭麗娟

副校長及劉慧蘭主任。

鄭麗娟副校長及劉慧蘭主任合照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聯校畢業典禮

「家長也敬師」運動

第十二屆五邑工商總會屬下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 3/4/2017 圓
滿結束，本屆的主題是：「卓越教學實踐」，大會邀請了教育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容寶樹先生主講「追求卓越──由芬蘭的教育實踐說起」，以及
邀請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獲獎老師分別分享中英數常各科寶貴的教學經
驗，最後還邀請了物理治療師溫愷詠女士主講「預防教師職業病──踢走
肩頸腰背痛」。

香港五邑工商總會小學聯校畢業典禮於
30/6/2017 在五邑司徒浩中學舉行。那天，承蒙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沙崙先生蒞臨主禮、致訓辭
及頒發畢業證書，使本會蓬蓽生輝。

「家長也敬師」運
動已踏入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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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卡的分別是吳菁儀老
師和陳惠蘭老師。

吳菁儀老師和陳惠蘭老師合照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也來支持老師學習

物理治療師示範健體運動，
教導老師們預防職業病的方法

容寶樹先生向老師們
分享「何謂卓越」及
「芬蘭教育如何在
各方面精益求精」

恭喜 6C 班
彭敬謙同學獲頒
傑出學生獎！

主禮人與畢業生合照
主禮人頒發長期服務獎予
尹麗儀主任及關子筠老師

全體嘉賓合照

陳錦臺校監為典禮致歡迎辭
甄文輝副理事長
 進行校務報告

李沙崙先生致訓辭勉勵同學

同學們表演音樂劇《紫荊花下》，相當精彩！

四位小生做司儀，
對白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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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台上興致勃勃地載歌載舞，
十分享受呢！

四年級同學到
太平山山頂利用
平板電腦進行
實境寫作呢！

五年級同學正討論如何設計擁有嶄新功能的紙張呢！

二年級同學自信滿滿地向大家
介紹親手設計的入場券呢！

三年級同學在

中文課上集體朗讀，

聲音十分響亮！

一年級同學津津有味地
吃果凍，學習形容詞和

名詞呢！

看啊！英俊的王子正邀請漂亮的灰姑娘跳舞呢！

女同學們穿上漂亮的彩衣，

化身成聶小倩的朋友。

中文科

文學活動日

學習活動

恭賀 6C 班同學奪得
「中文問答比賽」

的冠軍！

在「文學作品演繹大賽」中，同學們正扮演孫悟空和猴子猴孫呢！

同學們在攤位遊戲中
玩得不亦樂乎呢！

同學們專心致志地創作，務求在

「創意寫作比賽」中脫穎而出。

各科學習活動

數學科
度量的探究：

數學課堂好好玩！

五年級同學正在估量
1立方米有多大？

四年級同學正在估量
1平方米有多大？

三年級同學正在估量
1本書有多重？

二年級同學正在估量
1公升水有多少？

學習活動

初小英文話劇小組

高小英文話劇小組

英文科

每組同學到不同
樓層找尋所需小
精靈並掃描 QR
碼，然後察看圖
片甚至觀看影
片，再回答各項
英語相關題目。
同學們都玩得
興高采烈 !

同學們經悉心打扮後
在台上落力地演出。

本年度的英語日主
題為 Monsters( 怪獸 )，
活 動 內 容 包 括 話 劇 比
賽、攤位遊戲以及 iPad
遊踪 CCYMon Go!

同學們參加在雨天
操場進行的攤位
遊戲，也有很多
家長義工到場主持

遊戲。

英語日

考試前的
溫習攤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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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同學進行
水火箭測試

一年級同學正測試自製滑梯

四年級同學在測試不同物料的過濾功能

為培養及提昇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故本校於本年度
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以豐富學生的藝術創作經歷。

本校於本年度獲香港中樂團遴
選為「賽馬會中國音樂教育及推廣計
劃」中的五間種籽學校之一。計劃目
的是協助提升學校中樂團的水平，及
設計多元化的教育推廣音樂會，以加
深師生及家長對中國傳統音樂與現代
化的認識，更可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
及加強藝術學習領域上的評賞能力。

同學們參觀
《勞力是……
「窮得只剩分
工」》視覺藝
術展，擴闊
藝術視野。

視覺藝術科

音樂科

五年級同學進行時事論壇活動

二年級同學在觀察
植物的生長

常識科

輪到笛子組同學接受中樂團
導師的指導，練習再練習！

香港首個專業無伴奏合唱劇團
「一舖清唱」與香港中樂團

攜手到校表演。

敲擊組同學得到中樂團

導師的指點，大顯身手！

同學們參加「同心創世界紀錄－－最大
規模的雕塑課」，一同破世界紀錄！

三年級同學正觀察
保溫盒的效能

視藝學會 (初級組 )

視藝學會 (高級組 )

同學們參加
「屯門盆
景蘭花展覽
繪畫寫生比
賽」，增加
學習經歷。

校外活動

及比賽

校內活動

多元視藝課

樂團演奏《送我一枝玫瑰花》，學生
也收到一枝玫瑰花，多興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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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勵志歌曲歌唱比賽

德公科：
我的驕傲

本校舉辦「勵志歌曲歌唱比賽」，目的
是希望向同學宣揚積極正面人生的訊息，同

時亦希望提供發揮歌藝的平台，以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為了讓學生明白自己的價值，提升其自信，
本校為六年級學生舉辦了「我的驕傲」個人成
就展覽。當天有不少老師及家長到場支持，並
於學生記錄冊上留下鼓勵字句，以示欣賞。

高級組的得獎同學有高水準的表現！
大家來，1、2、3，拍張大合照。

2A 班五位小女生年紀小小，
已台風十足！

創意工作坊──詩人作家教寫詩
「閱讀在屯門」頒獎禮

「屯門閱讀節」開幕禮

5D 班練文軒和陳洛然愛好表演，
感情十足，唱得起勁！

3B 班朱慧雅和
陳加瑤同學合
作無間，
勇奪亞軍！

「本地漫畫創作 X廣東點心文化」
巡迴小學探訪活動

故事工作坊

圖書科：閱讀多姿彩

出版社到校推廣
《老鼠記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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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計劃

領袖訓練課程

本校希望同學透過「摘星計劃」，養成訂立目標
及持之以恆的好習慣。經過一番努力後，同學們都能以
「星星獎印」換領心儀的禮物，包括文具、玩具、精品、
老師送出的禮物和三款特別獎：和老師或校長自拍、
穿便服回校一天及乘搭電梯呢！快來看看花絮吧！

每年的「領導小精英」
課程，都為同學提供一次
提升領導才能的機會，在
自信心、抗逆能力、自豪
感及歸屬感各方面都有所
加強，令同學得到個人全
面的發展及成長。

本 校 於 8-11/4/2017
由老師帶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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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級課室

「五星級課室」的設
立，是為了鼓勵同學培養
有禮、友愛、整潔、團結
及自律的品格，故於指定
時段內評分達標的班別，
便可於課室門外貼上對應
的星星。

和老師合照

互相扶持，跨越難關！

不同兵團的成員通力合作，
完成任務！

「想贏我？無咁易！」

彩彈大戰

我們畢業了！

步操訓練

換領文具、
玩具和精品

學習軍體拳

參觀軍事設施乘坐坦克車

這些都是
老師的禮物，
是否很精美呢！

五星級課室

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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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之夜
本校於 16/6/2017 舉行了奇妙之夜，

當晚老師在學校不同的地點設下了不同的
難關，每班學生均化身為奪寶奇兵，勇闖
難關，解除魔咒，完成任務。

六年級畢業營已於 22-23/6/2017
順利完成，學生與老師在保良局北潭
涌渡假營一起度過了兩日一夜，為小
學生涯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本年度要入選「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的要求有所
提升，學生們除了要交齊功課，還要每天準時上學及出
席率達 90%，故能入選的都是極富責任感和能持之以恆
的同學。當天他們除
進行了「探索之旅」
活動外，還自由地享
用樂園的各項設施，
真是盡興的一天呢！

機關重重！

尋找藏寶地圖
快解密，否則「炸彈」會爆！

天才表演花絮

準備登船，到熱帶雨林探險！

齊闖「反斗奇兵大本營」！

「世界真細小小小……」

天朗氣清，入園前來張大合照！

球類活動

營地活動

齊來找不同 !

畢業營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天才表演花絮

開心共進晚餐

隔空取物無難度！ 有 iPad 在手，
一定能追蹤到寶物的蹤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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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學習活動及成果展

本校在 19-23/6/2017 舉行了主題學習活動，並於
4/7/2017 舉行了成果展。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但
加深了對主題的認識，更從中加強了溝通、協作、創意
及自學的能力。各級的主題及學習花絮如下：

歷史的足跡

同學們到江門及開平進行三天兩夜的文化
考察之旅。成果展時，每班設計了攤位向

嘉賓介紹他們的所見所聞呢！

同學們到澳門進行
歷史文化之旅。成
果展時，以海報形
式展示他們所學。

屯門的交通工具

同學們用心地製作健體地圖
及理想中的健體設施呢！

屯門健體好去處

屯門好去處

同學們開心地到交通安全
城參觀，在成果展時投入
地表演交通工具兒歌。

同學們進行角色扮演及分享學習活動，
明白到珍惜大自然的重要！

僑鄉情濃

同學們到黃金海岸參觀，
在成果展時分享參觀的得著。

屯門的青山綠水

P.1

P.2

P.3

P.4

P.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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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2016-2017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五邑鄒振猷學校
2016-2017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五邑鄒振猷學校
2016-2017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學術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 獎項 獲獎學生

鵬程盃第六屆現場作文大賽 小學 5-6 年級組 金獎 5B 陳柏希

TEEN 坊愛老 標語創作比賽 ／ 亞軍 5A 鍾卓翹

第 15 屆屯門區小學生徵文比賽 ／ 季軍 5B 鍾曦曈

第 12 屆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中文組 特級優異獎 5B 鍾曦曈

「京彤盃」普通話中文誦讀比賽 高小組 亞軍 5C 嚴鎧澄

 第十屆全港青少年朗誦交流大賽 普通話 銅獎 1A 文晞悅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初級組 銅獎 2D 陳柏浩

中級組 銅獎 3D 陳穩謙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小學組 Outstanding Performer 4C 馮博思 5A 關樂瑤 5B 何思程 5B 莫潤朗

Tune Mu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

　／ 2nd Runnup-up 5B 李愷晴 5C 陳問之 6B 楊睿騫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公開賽

金獎 3D 陳穩謙

銀獎
1D 曾溢嵐 2A 黃熙淵 2B 凌啟珀 2B 曾尚正 2D 石澧皓 3B 鄧梓聰 3D 張恩翠 3E 鄭鈞保 4B 陳晉禮  4C 陳心琪 4C 蔡汶曉 

4D 李詩盈 4D 張曉楠 5A 梁逸晴 5D 李澤泓 5D 林顥倬  6B 翁嘉權

銅獎

1A 文晞悅 1A 黃康淋 1B 李心瑜 2A 洪梓榕 2A 蘇子浩 2C 何柏滔 2C 張柏僖 2C 楊翱謙 2C 鍾藝曦 2D 陳俊華 
2D 鄭丞佑 3A 勞綺敏 3C 勞綺伶 3C 鄭竣騫 3E 李咏珊 3E 梁柏軒 3E 莊啟樂 3E 陳芷瑤 4A 伍樂恩 4A 黃栢濤 
4A 葉博熙 4B 李浚邦 4B 林穎涵 4B 梁梓鋒 4B 嚴蔚妍 4C 莫凱竣 4D 官芯怡 4D 林景佳 4D 紀天恩 5A 洪靖鈞 

5A 陳芊霖 5A 關諾瑤 5B 莫潤朗 5C 林凱瑩 5C 陳問之 5C 黎卓賢 5D 吳景彬 5D 曾逸然 6B 鄧晉雷 6B 鮑  曉  6C 彭敬謙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決賽
銀獎 4A 黃栢濤 4B 陳晋禮 4C 蔡汶曉 4D 李詩盈 5C 林凱瑩 5D 吳景彬 5D 林顥倬

銅獎 1A 文晞悅 1A 黃康淋 2C 何柏滔 3E 鄭鈞保 4B 林穎涵 4B 李浚邦 4C 陳心琪  4D 官芯怡  4D 張曉楠 5C 黎卓賢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

一等獎 1A 張樂希 2A 黃熙淵 4A 黃栢濤 4B 陳晉禮 5D 林顥倬

二等獎
1D 曾溢嵐 2A 洪梓榕 2B 凌啟珀 2C 楊翱謙 2D 陳俊華 2D 鄭丞佑 3C 鄭竣騫 3E 莊啟樂  4B 林穎涵 4C 蔡汶曉 5A 李健維 

5B 翁止為 5B 莫潤朗 5D 吳景彬 5D 曾逸然 6C 龍文軒

三等獎

1A 李溢浚 1B 李心瑜 1B 林珀宇 2B 曾尚正 2B 黎子謙 2C 何柏滔 2D 石澧皓 2D 李樂希 3A 勞綺敏 3C 梁思朗 
3C 勞綺伶 3D 張恩翠 3D 陳穩謙 3E 李咏珊 3E 梁柏軒 3E 陳芷瑤 3E 鄭鈞保 4A 伍樂恩 4A 葉博熙 4B 李浚邦 
4B 嚴蔚妍 4C 陳心琪 4D 官芯怡 4D 林景佳 4D 紀天恩 5A 梁逸晴 5A 陳芊霖 5A 蕭樂瑤 5B 馮婧姼 5C 林凱瑩 

5C 黎卓賢 5D 李澤泓 6A 周玟希 6B 翁嘉權 6B 鄧晉雷 6C 彭敬謙 6C 黃頌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晉級賽

二等獎 2A 黃熙淵  3E 莊啟樂 4B 陳晋禮  4B 林穎涵 4C 蔡汶曉 5B 翁止為 5D 林顥倬

三等獎
1B 李必瑜 2C 何柏滔 3C 梁思朗 3D 陳穩謙 3E 梁柏軒 4A 黃栢濤 4B 李浚邦 4C 陳心琪  5A 李健維 5A 陳芊霖  5A 蕭樂瑤 

5C 黎卓賢 5D 吳景彬 5D 曾逸然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總決賽
二等獎 2A 黃熙淵  5B 翁止為  5C 黎卓賢 5D 吳景彬

三等獎 2C 何柏滔  4B 李浚邦 4C 陳心琪 5A 李健維 5A 陳芊霖  5D 曾逸然 5D 林顥倬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　 三等獎 1B 林珀宇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銅獎 1D 曾溢嵐

第七屆屯門區數學串串橋比賽 團體賽 冠軍 5A 梁逸晴 5A 陳芊霖 6A 盧智強

「魔力橋」新界西小學比賽
個人賽 亞軍 6C 龍文軒

高小組團體 季軍 5A 梁逸晴 6C 彭敬謙 6C 龍文軒

第 28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7 　／ 三等獎 6B 鄧晉雷 6C 彭敬謙 6C 葉穎恩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

銀獎 5D 吳景彬

銅獎 5D 林顥倬

團體賽 優異獎 5B 莫潤朗 5C 黎卓賢 5D 吳景彬 5D 林顥倬

第七屆 RUMMIKUB- 魔力橋數字比賽 個人賽 銀獎 6C 彭敬謙

2017 中華協會盃 (心算 )
中級組

冠軍

3C 梁梓諾2017 中華協會盃 (珠算 ) 亞軍

多元智能盃 2017 心算中級組 銅獎

第七屆騰飛盃智力奧數比賽 四年級 銀獎
4B 陳晉禮

第十一屆速算合 24 數學比賽 新秀組 銀獎

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高級組 金獎 5C 陳問之

屯門區小學 STEM 比賽 電容模型車 團體賽 亞軍 5A 李健維 5B 莫潤朗 5C 陳問之 5C 馮俊斌 6A 謝浚傑

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定向賽事 銀獎 4B 梁梓鋒 4B 黃成真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團體賽 銀獎 5B 翁止為 5C 陳晴朗 6C 葉穎恩

滑翔火箭比賽 團體賽 三等獎 6A 盧智強 6C 王贊筆 6C 丘倩兒

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 獎項 獲獎學生

佛教梁植偉中學 -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5B 翁溢傑  6A 張梏翔 6B 楊睿騫  6C 王惺禹

女子組 季軍 5C 利芷螢  6B 張景欣 6C 陳鈺婷  6C 盧芷祺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 冠軍
女子籃球校隊

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男子組 季軍 男子籃球校隊

北區少年 5人足球比賽 u9 盃賽 冠軍 3C 簡鈞賢

「超級盃」小學足球比賽 --　 亞軍
足球校隊

屯門區小學 4人足球比賽 --　 亞軍

迷你曲棍球比賽
Under 10 亞軍 4B 羅元昊 6B 曾礽曦

Under 10 最佳球員獎 6B 曾礽曦

第二十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女甲 100 米 自由泳 冠軍

6B 林雅汶女甲 50 米 蝶泳 冠軍

女甲 團體 優異

女乙 100 米 自由泳 亞軍

5B 鍾曦曈女乙 50 米 蝶泳 季軍

女乙 團體 優異

男丙 接力 亞軍
3A 鄧梓滔 3B 楊澤旭 3E 鍾日謙 4A 黃栢濤 4C 馮博思 4C 鄧焯楷

男丙 團體 殿軍

男丙 50 米 背泳 殿軍 4C 鄧焯楷

女丙 50 米 胸泳 殿軍 4D 林詠彤

新春游泳賽 (2017)

女子 11 歲 50 米背泳 冠軍

6B 林雅汶
女子 11 歲 50 米蝶泳 亞軍

女子 11 歲 50 米
自由泳

殿軍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 6 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
佳績，獲得冠軍 82 項，亞軍 145 項，季軍 205 項，殿軍 13
項，優異 163 項，合共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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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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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 獎項 獲獎學生
泳濤丁酉年新春盃團體錦標賽 2017 女子 12 歲 50 米蝶泳 亞軍 6B 林雅汶

南國水運會 女子 7-8 歲 25 米背泳 季軍 1C 陳琬兒

香港少年新星大賽體育

跳遠 冠軍 2D 陳柏浩

親子接力 亞軍 2D 陳柏浩

跳遠 亞軍 5B 陳柏希

200 米 季軍 5B 陳柏希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7

高級組側擺開跳 (左右 ) 冠軍 3C 李恩愛

初級組側擺交叉跳 (左右 ) 季軍 3C 梁靜儀

初級組交叉開跳 季軍 3C 梁靜儀

初級組側擺開跳 (左右 ) 季軍 3A 勞綺敏

初級組單車步 季軍 3A 勞綺敏

初級組後側擺開跳 (左右 ) 季軍 3C 勞綺伶

初級組後單車步 殿軍 3C 勞綺伶

高級組單車步 殿軍 3C 李恩愛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初級組 甲等獎 舞蹈校隊 (初級組 )

高級組 甲等獎 舞蹈校隊 (高級組 )

屯門區第三十一屆舞蹈大賽
初級組 銀獎 舞蹈校隊 (初級組 )

高級組 銀獎 舞蹈校隊 (高級組 )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排名計分賽 單人鬥牛 冠軍 4B 黃學盈

第五屆愛麗絲盃拉丁舞排名大賽 單人喳喳
亞軍 3C 勞綺伶

季軍 3A 勞綺敏

拉丁舞 level 3 銅獎 2A 何翹汝

武動人生仁愛金盃賽

兒童組速度賽 冠軍 2C 易穎賢

幼兒組速度賽 亞軍 1C 黃穎廉

兒童組速度賽 亞軍 2A 鍾卓霖

茂峰智道跆拳道品勢大賽

黃綠帶組 金獎 4C 黃日朗

黃帶組 銀獎 3A 鄧梓滔

黃帶組 銅獎 2C 黃日希

黃綠帶組 銅獎 4C 鄧焯楷

全港十八區武動人生慈善金盃賽 速度組 冠軍 1C 黃穎廉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搏擊組 亞軍 5C 黎澆如

品勢大師盃及菁英賽 2017 　／ 季軍 2B 曾尚正

第三十六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女子幼童組套拳 二等獎 1B 羅梓亭 2B 陳愷昕

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 獎項 獲獎學生
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 (初級組 ) 銀獎 高級組合唱團

新聲盃 小學合奏初級組 優異 中樂團

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少年傑出鋼琴獎 冠軍 6C 龍文軒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冠軍 5B 黎毅正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季軍 5C 陳問之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季軍 6A 周玟希

笛子獨奏 - 初級組 季軍 4A 葉博熙

箏獨奏 - 初級組 季軍 5C 張瀛嘉

第九屆香江盃藝術節音樂大賽
鋼琴組 - 初級組 金獎 5C 陳問之

鋼琴組 - 中級組 金獎 4B 鍾健朗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中樂合奏組 金獎 中樂團

彈撥樂 獨奏 金獎 5B 何思程 5C 施靖嵐 6C 丘倩兒

鋼琴獨奏 中級組 金獎 2D 龍文宇

鋼琴獨奏 高級組 金獎 6C 龍文軒

中樂獨奏 (彈撥組 ) 銀獎 5C 張灜嘉

吹管樂 獨奏 銀獎 4B 梁珮筠 5B 袁沅琪

拉弦樂 獨奏 銀獎 3D 張儷瓊 6C 龍文軒

彈撥樂 獨奏 銀獎 5A 梁逸晴 5C 張灜嘉

鋼琴獨奏 中級組 銀獎 6A 周玟希

鋼琴獨奏 初級組 銀獎 5B 黎毅正

吹管樂 獨奏 銅獎 4D 堵嘉怡 5C 陳晴朗

鋼琴獨奏 中級組 銅獎 5B 陳柏希 6C 鄧晉雷

鋼琴獨奏 初級組 銅獎 2B 廖子鍵 2D 湯安芝 2D 蔡焯皓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7

少年組 金獎 6C 龍文軒

幼童組 金獎 2D 龍文宇

中童組 銀獎 5B 陳柏希 5B 黎毅正 6A 周玟希 6A 金翠嵐 6A 黎毅朗

兒童組 銀獎 3D 陳穩謙 4A 葛書婷 4B 鍾健朗

兒童組 銅獎 4C 蔡汶曉

幼童組 銀獎 2D 陳柏浩

幼童組 銅獎 1A 文晞悅 2A 何寶婷 2B 葉縵祈 2D 李樂希 2D 湯安芝 2D 蔡焯皓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鋼琴小學 P5-P6 組 冠軍 6C 龍文軒

鋼琴四級組 冠軍 5B 陳柏希

撥弦初級組 (琵琶 ) 冠軍 5B 何思程

鋼琴小學 P1-P2 組 亞軍 2D 龍文宇

鋼琴三級組 銀獎 2D 陳柏浩

普通話朗誦 銀獎 2D 陳柏浩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少年自選鋼琴曲組 冠軍 6C 龍文軒

學校音樂課本組 亞軍 5B 黎毅正

音樂小天才組 第四名 2D 龍文宇

英國皇家鋼琴三級組 第四名 6A 黎毅朗

學校音樂課本組 第四名 6A 黎毅朗

第 21 屆日本浜松 PIARA 鋼琴大賽

junior A 組 一等獎 2D 龍文宇

senior A 組 季軍 6C 龍文軒

三級組 亞軍 2D 陳柏浩

五級組 殿軍 5B 陳柏希

第四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E2 組 冠軍 5B 黎毅正

2017 全港青少年專業音樂大賽 Piano-ABRSM Grade 4-5 銀獎 5B 陳柏希

第 10 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中樂獨奏兒童 B組 亞軍 5C 施靖嵐 5C 張灜嘉

中西器樂比賽 2016 中樂 (拉弦 ) 新苗組 亞軍 3D 張儷瓊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銅獎 2D 陳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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