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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望着鳳凰木一樹艷紅，就知道盛夏已臨，轉眼間又到

了同學們最期待的暑假了。家長們是否正為孩子準備暑期

活動呢？我們也在積極籌備下學年的工作了。

　　在 2017-2018 年度，為了培養學生的多元發展及創意

解難能力，學校作了很多新的嘗試，包括：編寫 STEM、

HALM 及古典文學與文化課程；我們更在境外考察活動中

加入了「電波少年」活動，讓學生在真情實境中解決生活

問題。我認為只要成年人多一點放手，孩子就會有多一點

的經歷和成長。

　　學習往往是在經歷和體驗中發生，才會比較深刻和到

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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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扼殺了他們天賦的好奇心和

求知慾，學習等同考試的錯誤觀念嚴重打擊了孩子的學習

動機和興趣，更遑論成為主動的學習者了。因此來年，我

們會嘗試加入探究和體驗的學習模式，藉以刺激孩子的學

習動機，提升其好奇心和主動性，並佈置問題，讓孩子在

學習過程中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香港人生活節奏緊張是世界聞名的，每天營營役役地

工作，有時會忘了欣賞世界的美好，以及忽略了對人的關

顧，尤其在現今小家庭的結構中，很多學生都是獨生子女，

自小已是家中的小太陽，習慣了成為世界的中心，難免變

得自我，甚至缺乏同理心。2017-2018 年度，我們以「一

切很美．只因有你」作為全年德育主題，希望培養學生懂

得欣賞自己、欣賞他人、欣賞世界的態度；2018-2019 年

度，我們將以「多想一步，世界更美好」為主題，除了舉

行不同形式的德育活動之外，更會推動服務學習活動，透

過校內及校外的服務，培養孩子多關顧他人的需要，學習

成為一個推己及人的人。

　　我相信家長和我們一樣，都希望孩子能夠健康快樂地

成長，但要活得健康快樂，實在需要悉心經營，故我期望

家長能夠與校同行，共同為孩子的成長而努力。

　　祝生活愉快！家庭幸福！

 沈耀光校長

  沈耀光校長

榮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表揚他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貢獻良多。鄭麗娟副校長榮

獲由香港教育行政學會主辦

的「第三屆卓越教育行政人

員獎」，表揚其卓越的行政

能力。兩位學校領導獲獎，

實在可喜可賀。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	1882	 傳真：2464	2977
電郵：mail@fdccys.edu.hk	 網址：www.fdccys.edu.hk

五邑鄒振猷學校

校長的話

 本校連續 8 年獲得由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的「關愛

校園榮譽」，以表揚學校積極推

動關愛校園文化。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

金撥款發展的 HALM 課

程已完成，並已出版為

《HALM教學資源冊》，

送給全港小學，以作課

程發展的參考。參與撰寫的老師

包括：鄭麗娟副校長、李幸玲主

任、許詠琴副主任、劉亦嘉老師、

何舒迪老師、章曉琳老師和呂雅

麗老師。HALM 課程是一套包含

藝術 (A)、文學 (L)、德育 (M) 的

人文學 (H) 課程，一至六年級均

會於知趣學堂時段進行。

校訊
（第40期）

關愛校園獎

  國家教育部於 2018-2019 年度舉辦首屆「國培

計劃：名師領航工程」，重點培訓各省市精英教師，

全國共有 129 位教師入選，香港有 4 位教師獲教育

局推薦參加，鄭麗娟副校長是香港四位代表之一（1

位中學、2 位小學、1 位特殊教育），未來三年將有

部份時間前往北京接受培訓。此乃本校的光榮，祝福

鄭副校長學習成果美滿！在業界繼續發光發熱！

喜訊
國培計劃：名師領航工程

HALM教學資源冊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卓越教育行政人員獎



朱星蓉副主任 P.1 古詩：古朗月行2

本年度，本校應邀主持的教育講座及分享會共 36 場，並接受雜誌專訪，講題包括：

1.學 與 教：閱讀策略、提問技巧、小班教學、戲劇教育、趣味語文校本課程、常識科課程新焦點、STEM 教育、           

               跨課程學習、促進學習的評估、自主學習

2.學校行政：教師專業發展、中層管理、教育行政

3.學生發展：關愛校園文化

本年度校外團體訪校活動包括：

日期              訪校團體                           主題

17/10/2017 香港大學                 中文科示範課

1/3/2018 讚好校園（訪問）             中文科課程與教學

9/5/2018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小幼校長 全人教育及校本課程發展

29/5/2018 瑞典教育交流團                          課堂學習研究

13/6/2018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STEM 及中文科校本課程

　　為了讓學生自小培養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時能

順利銜接中學課程，本校中文科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獲撥款＄411,500

編寫一至六年級古典文學與文化課程。課程現已完成，並於 16/5/2018 舉行

全港公開課暨分享會。當天有超過 100 位同工參加，鄭麗娟副校長、吳菁儀

副主任、朱星蓉副主任、呂雅麗老師、勞國軒老師及許家睿老師均有開放課

堂，供他校中文老師觀課，參加者對課程和教學均讚譽有加。這套課程將於

2018-2019 年度正式施行。

分享交流活動

校外團體訪校活動

古典文學與文化課程

鄭副校長接受讚好校園訪問，
分享中文科校本課程 優質教育基金分享會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育論壇

鄭副校長在全港官小
發展日進行中文科公開課

北京交流團合影

來自北京的嘉賓與校長切磋球技

瑞典交流團合照 鄭副校長分享學校推行
全人發展的情況

學生向瑞典老師分享校園生活

瑞典老師與學生一起用膳
瑞典老師對文化長廊很感興趣

瑞典老師觀課

參加者參
觀

校本課程
展覽

每個開放的課室都座無虛席

呂雅麗老師
P.5 古詩：山行

勞國軒老
師

P.4 古詩
：登樂遊

原

許家睿老師 P.3 古詩：遊子吟吳菁儀副主任 P.2 古詩：詠螢

鄭麗娟副校長 P.6 文言文：鄭人買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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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義教團
  本校鄭麗娟副校長、呂雅麗老師及謝迦南老師於 1-5/4/2018 參加了由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主辦的「2018

『貴』在同行．義教交流活動」，到貴州山區義教。三位老師把香港多元活潑的教學方法帶到貴州，與當地老師交流

不同的教學模式，更為貴州孩子安排攤位遊戲及進行家訪。貴州孩子雖然生活貧困艱苦，但他們那份積極好學、自強

不息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更值得香港的孩子學習。

  本校與江門市江海區銀泉學校、外海中心小學、江南小學、華興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我校老師於 26-27/3/2018

到江門進行交流活動。透過教學研討會、觀課、評課及課後交流，讓我們更了解兩地的教學文化，促進老師之間的交流，

從而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鄭麗娟副校長 P.6 文言文：鄭人買履

攤位遊戲

謝老師和呂老師的音樂課
參觀景色優美的長壩村

鄭副校長進行中文科公開課，供貴州老師觀課 家訪留影

沒有電腦也一樣可以教得有效，學得開心

老師，我捨不得你！

和學校的留宿生合照

天真純樸的孩子

78 人一班的大班教學



李雪怡副主任和吳菁儀副主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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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覺，表揚教師計劃已踏

入第 23 屆，經由校內教師推選，

本年度獲表揚的教

師為胡嘉蓮副校長

及陳寧欣副主任。

  「家長也敬師」運動已踏入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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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怡副主任和吳菁儀副主任。

  第 13 屆五邑工商總

會屬下小學聯校教師專業

發展日已於 30/4/2018 圓

滿結束，本屆的主題是：

「校園法律」，大會邀請

了莊耀洸律師主講「學校

法律責任與疏忽」，增加

教師對校園法律的認識。

  香港五邑工商總會屬下小學聯校畢業典禮於 29/6/2018 假五邑司徒浩中學舉行。那天，荷蒙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繆東昇先生蒞臨主禮、致訓詞及頒發畢業證書，使本會蓬蓽生輝。

聯校畢業典禮

.陳錦臺校監致歡迎辭 副理事長進行校務報告  繆東昇先生致辭勉勵同學

主禮人與畢業生合照

中樂團表演精彩

四位畢業生做小司儀，對白幽默
利芷螢同學獲頒傑出學生獎

法團校董會與嘉賓合照留念

第 13 屆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莊耀洸律師分享校園法律知識

表揚教師計劃 「家長也敬師」運動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陳寧欣副主任、胡嘉蓮副校長與沈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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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文學活動日 :

學習活動 :

英文科

英語日 :
本年度的英語日主題為 Future World（未來世界），活動內容包括戲劇比賽、攤位遊戲、影片欣賞及作文比賽。

數學科

六年級同學正在「中文科文化擂台」上互相比拼文化知識！

二年級同學津津有味地吃着
三文治，學習複句句式呢！

一年級同學正認真專注地
區分不同詞語的詞性呢！同學們專心致志地創作，務求在

「創意寫作比賽」中脫穎而出呢！

五年級同學正扮演《湯姆歷
險記》中的角色，實在是維
肖維妙啊！

四年級同
學到太平

山山頂利
用

平板電腦
進行實境

寫作呢！

青蛙們正在取笑醜小鴨呢！

看拳！在「文學作品演繹大賽」中，
花木蘭軍隊正在進行拳術訓練呢！

同學們在攤位遊戲中玩得不亦樂乎呢！

孫權和劉備在赤壁一戰中，

以火燒連環船之計大勝曹軍呢！ 三年級同學在寫作課上
利用 VR勇闖「侏羅紀世界」!

蝦哥、蝦嫂和十兄弟一家人感情深厚，大家都相親相愛，樂也融融呢！

瘋狂博士來了 !

 Ironman 也來了 !
雨傘和太陽眼鏡統統出動了 !

同學們參加在雨天操場進行的攤位遊戲，在此再次
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到場主持遊戲

利用平版電腦與同學一起
合照，再於網上寫文章 

同學們正在拍攝短片學習時式

同學利用平版電腦進行英語
自學時一臉認真呢 !

學生到公園量度不同設施的周界

學生先找出自己的永備尺長度，
然後進行估量活動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數學遊蹤活動

學生正在估計自助食物機的高度

學生在超級市場進行學習活動，應用課堂所學，
學習如何付款

電子學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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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視藝科

VR 虛擬實境課堂試驗計劃

  本年度視藝課堂加入電子學習的元
素，首次運用 VR 虛擬實境儀器，加強
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年度的校內藝術展覽已經圓滿結束。是次展覽展示了不少同學的成果，包括：

  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本年度視藝科參加了不少比賽，
學生們在比賽中均獲益良多！

  優質教育基金為慶祝成立 20 周年，特舉辦 20 周年海報設計比賽，

讓學生發揮創意及藝術潛能。本校學生 6C 利芷螢及 6B 姜尚余從全港

芸芸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其作品分別榮獲高小組的冠軍及亞軍，實在可

喜可賀！

高小組冠軍 6C 利芷螢

創作意念 :

教育是盞明燈，引領每人朝夢想進發。

希望更多學生藉優質教育基金獲得栽培，

啟發自己的小宇宙，實踐夢想。

高小組亞軍 6B 姜尚余

創作意念 :

我的設計加入了 STEM、藝術、運動

及戲劇等元素，並利用顏色對比來突

出圖案的個性和風格，藉此彰顯 QEF 

的多元化。

  本年度音樂科推行電子學習計劃，各級按單元教學重點，使

用不同電子學習資源，提升學生對學習音樂的興趣及參與度。

  此外，為增加學生的音樂體驗及營造校園的音樂氛圍，本年

度舉辦「街頭藝坊」，邀請學生於午息時段到不同樓層表演，展

示才華，互相欣賞。

《當代水墨藝術
試驗計劃》作品《STEAM試驗計劃》作品

音樂科

常規課程作品
謝謝到場參觀的家長和同學們
留言支持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_
繪畫寫生比賽2018 香港花卉展覽比賽

一年級同學正測試自製滑梯

五年級同學正測試電動車的效能
六年級同學利用 VR觀測行星的運行

四年級同學探究
空氣與燃燒的關係

三年級同學匯報保温盒的制作

二年級同學使用電子應用程式
Tune Train 來創作旋律

6A李穎欣、張晞嵐於「街頭藝坊」表演
杯子歌 (Cup Song)，吸引了不少同學圍觀

同學們邊吃水果邊欣賞 4A馮詩喬、
勞綺敏和 4E 勞綺伶夏威夷小結他
合奏，真悅耳

三年級同學使用電子應用程式
Dust Buster 2 加強認音的能力及速度

二年級同學研究植物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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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配合學校本年度的

主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透過演繹有關欣賞、感激或關愛

的歌曲向學生宣揚同行與利他的信

息，亦希望提供發揮歌藝的平

台，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德公科

  為了培養學生「施比受更有福」的情操及貢獻社會的服務精

神，本校分別為一年級和六年級安排了一次義工服務。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歌唱比賽 圖書科——閱讀樂

  為了培養學生欣賞及關愛家人的態度，學習感恩

惜福，本校分別舉辦了母親節及父親節活動。

齊齊聽故事

閱讀在屯門：本校榮獲最佳閱讀風氣學校

蝸牛媽媽：愛聽愛講過來坐

4.23 閱讀日

 3C 黃海情和洪樂怡
演唱投入，以一曲《生
命有價》獲得初小合
唱組冠軍

2A莫煒瑤和2C吳心柔用心演繹

《世上只有》，獲得初小合唱組

最佳合作獎

4D朱慧雅和廖芷晴憑
一曲《媽媽寶貝》，
獲得高小合唱組亞軍
及最佳合作獎

4B周靖欣演唱難
度極高的英文歌
《Flashlight》，獲得
高小獨唱組的亞軍

4C陳浩熹熱愛表
演，感情十足，
獲得高小獨唱組的
冠軍及最佳台風獎

6A麥愷恩、6C嚴鎧澄和
6D梁芷榛合唱《畢業之後》，
獲得高小合唱組的冠軍

母親節
同學們切洋蔥，體驗家人
為自己付出的辛勞。

父親節
送給家人的禮物，向自己的「超人」
／「教練」／「守護神」表達謝意！

一年級：親子賣旗籌款

六年級：寮屋生活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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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希望學生透過「摘星計劃」，培養學生訂立目標，並努力實踐的態度，建立正面的校園文化。學生在努力達

成目標後，可獲「星星獎印」以換領心儀的禮物，包括文具、玩具、精品和老師送出的禮物等。此外，學生更可選擇

換領與校長共進早餐、和校長或老師合照、穿便服回校一天及乘搭電梯等「特別獎」。

　　本年度的領袖訓練課程主題為「非常領袖」歷奇工作坊。在活動的過程中，學生透過體驗不同的歷奇活動，

不但加強了領導能力，提升了自信心及團隊精神，還學會了如何與他人相處。

  本校於 26-29/3/2018 由老師

帶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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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破解這道難題

摘星計劃

領袖訓練課程

軍訓

水彈大戰學習軍體拳

步操訓練

我們畢業了
乘坐裝甲車

投擲手榴彈

溝通原來是要用心聆聽的 鼓起勇氣，挑戰空中飛人

充滿信心地去突破難關，
挑戰自己

與校長共進早餐

與老師合照留念

換到心愛的禮物了！
老師們送出的禮
物，多精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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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15/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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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學生均化身為精靈

奇兵，勇闖難關，對付火箭兵團。

  六年級畢業營已於 21-22/6/2018 順利完成，學生與老師在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一起度過了兩日一夜，為小

學生涯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能拿到勤學獎需於每學段持續交齊功課、準時上學及出席率高，拿到三次的更是難能可貴，為鼓勵這一批盡責的

好榜樣，學校特別為他們舉行「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以示獎勵。

奇妙之夜

畢業營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水彈大戰

惜別晚會

天才表演花絮

箭藝大挑戰
踏單車遊營地

小型世界盃

籃球友誼賽

危險，要伏下爬行！

 尋找精靈拼圖

追蹤精靈到處找！

齊齊收集精靈蛋！
獨眼穿針無難度

機關重重要小心！

天公造美，天雨過後來張合照！

「沖天遙控車」真係會沖上天架！

齊來欣賞「米奇幻想曲」！

齊闖「反斗奇兵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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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 19-21/6/2018 舉行了主題學習活動，並於 28/6/2018 舉行了成果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加深了

對主題「健康生活」的認識，並且從中培養學生的溝通、協作、創意及自學能力。各級的主題及學習花絮如下：

學術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2017/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文戲劇

傑出整體
演出獎

5B 黃萬崇 5B温芯言
6A 關諾瑤 6B 陳淑賢
6B 姜尚余 6C 陳穎芝
6C 樊星宇 6C 林凱瑩
6C 利芷螢 6C 唐國鳳
6D 陳洛然 6D 馮家寶
6D 練文軒 6D 蔡雯希
6D 吳景彬 6D 曾逸然

傑出舞台
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6B 陳淑賢 6D 陳洛然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一、二年級組

亞軍 2A 陳紫嫣

季軍 2B 李心瑜

中文獨誦 
四年級組

季軍 4C 周雅文

HKYPAF 第 5 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英文朗誦 ( 自選 ) 
P1-2 組

亞軍 2A 陳采盈

普通話朗誦 ( 自選 ) 
P3-4 組

亞軍 3D 陳柏浩

第 12 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看圖說故事 ( 粵語 ) 決賽

高小組 季軍 5D 馮博思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梁植偉中學辯論比賽

小學英文辯論
季軍

5D 梁珮筠 5D 紀天恩
6B 李愷晴 6B 莫潤朗
6C 陳問之 6D 蔡雯希

最佳辯論員 6D 蔡雯希

2017 全港兒童普通話
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 銀獎 3D 陳柏浩

第 12 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5A 伍樂恩

二等獎
3C 曾尚正 4B 鄧梓聰
4C 張恩翠 6D 張鎮雯

三等獎
3A 黃熙淵 3D 楊翱謙
4A 勞綺敏 6A 麥煒虹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

初賽

一等獎
2C 曾溢嵐 3A 黃熙淵
5B 蔡汶曉 5C 陳晉禮

二等獎

1A 林澄鎧 2B 李心瑜
3B 鍾藝曦 3B 陳俊華
3D 鄭丞佑 4B 鄧梓聰
4D 林啟山 4E 勞綺伶
5A 張宏智 5B 黃栢濤
5C 李詩盈 5C 張曉楠
6B 莫潤朗 6C 黎卓賢
6C 譚錦渝 6D 李澤泓
6D 吳景彬 6D 林顥倬

三等獎

1C 曾俊熹 2A 何柏希
2A 張樂希 2A 林珀宇
2C 李溢浚 2C 盧靖橋
2D 徐栢希 3A温綽然
3A 何柏滔 3A 石澧皓
3B 洪梓榕 3B 顏靖宜
3C 曾尚正 3C 李樂希
3D 鍾卓霖 3D 龍文宇
3D 楊翱謙 3D 黎子謙
4A 陳穩謙 4A 勞綺敏
4A 陳芷瑤 4B 陶錦泓
4C 莊啟樂 4D 鄭竣騫
4E 梁思朗 5A 林穎涵
5B 葉博熙 5C 陳心琪
5C 嚴蔚妍 6A 梁逸晴
6A 洪靖鈞 6A 蕭樂瑤
6A 鍾卓翹 6B 翁止為

6C 林凱瑩

主 題 學 習 活 動 及 成 果 展

P1 衞生常識知多 D

學生在課室進行清潔大行動，在成果展時投入地表演清潔歌

P2 活力健體 Go Go Go

P3 作息有序

學生設計了不同的攤位遊戲，向嘉賓介紹情緒健康的重要及處理情緒的正確方法

P5 情緒小主人

學生用心地製作康樂棋，在成果展時認真地向嘉賓介紹作息有序的重要
學生設計了不同的攤位及健康小食，在成果展時向嘉賓介紹健康飲食的重要及請嘉賓
品嚐自製的小食

學生在操場進行班際小型運動會，在成果展時投入地表演健體操

P4 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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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一等獎 3A 黃熙淵 5B 蔡汶曉

二等獎

1A 林澄鎧 2B 李心瑜
5C 陳晉禮 6B 翁止為
6C 黎卓賢 6D 林顥倬

6D 吳景彬

三等獎

1C 曾俊熹 2C 盧靖橋
2D 徐栢希 3A 何柏滔
3B 鍾藝曦 4C 莊啟樂
4D 林啟山 4E 梁思朗
5A 林穎涵 5B 黃栢濤
5C 陳心琪 5C 張曉楠
6A 蕭樂瑤 6C 譚錦渝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總決賽

一等獎 1A 林澄鎧

二等獎
3A 黃熙淵 3B 鍾藝曦
6D 林顥倬 6D 吳景彬

三等獎
1C 曾俊熹 3A 何柏滔
5C 陳心琪 6C 黎卓賢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金獎
1B 何蘊軒 5B 蔡汶曉

5C 陳晉禮

銀獎

2A 張樂希 2B 李心瑜
2C 曾溢嵐 3A 何柏滔
3A 凌啟珀 3A 黃熙淵
3B 鍾藝曦 3B 顏靖宜
3B 譚曦來 4A 陳穩謙
4A 勞綺敏 4C 莊啟樂
4C 鍾智健 4D 林啟山
5A 張宏智 5B 黃栢濤
5C 李詩盈 6A 梁逸晴
6C 林凱瑩 6D 吳景彬
6D 李澤泓 6D 林顥倬

銅獎

1B 許煒樂 1B 黃竣烯
1C 曾俊熹 2A 何柏希
2C 李溢浚 3A 石澧皓
3A 湯安芝 3B 洪梓榕
3B 陳俊華 3C 李樂希
3C 曾尚正 3D 楊翱謙
3D 鄭丞佑 3D 黎子謙
4A 陳芷瑤 4B 陶錦泓
4C 梁柏軒 4D 朱慧雅
4D 鄭鈞保 4E 李咏珊
4E 梁思朗 4E 勞綺伶
5A 林穎涵 5B 莫凱竣
5B 葉博熙 5C 官芯怡
5C 陳心琪 5C 嚴蔚妍
6A 洪靖鈞 6B 馮婧姼
6C 黎卓賢 6D 曾逸然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金獎 5C 陳晉禮

銀獎
5B 蔡汶曉 6D 林顥倬

6D 吳景彬

銅獎
3B 譚曦來 4C 梁柏軒
4C 鍾智健 5A 張宏智

6B 馮婧姼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學一及二年級
決賽

銀獎 1B 何蘊軒

銅獎
1B 許煒樂 1B 黃竣烯

1C 曾俊熹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

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初賽 三等獎 4C 莊啟樂 6D 林顥倬

全港 18 區小學數學比賽
( 屯門區 )

數學智多星 亞軍 6D 林顥倬

2018 中華盃學界珠心算數學比賽

四年級組珠算 季軍

4C 梁梓諾
四年級組數學 季軍

四年級組心算 金獎

2018《多元智能盃》 心算高級組 銅獎

第 8 屆《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小二組 銅獎 2D 徐栢希

第 12 屆香港盃全港心算比賽 中年級組 殿軍 2A 黎家希

五邑鄒振猷學校

2017-2018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 7 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90 項，亞軍 169 項，季軍 227 項，

殿軍 22 項，優異 134 項，合共 642 項，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各獲獎學生的喜悅跟各家長及同學分享。

（篇幅所限，只列冠、亞、季、殿及團體優異獎）

學術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2017/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文戲劇

傑出整體
演出獎

5B 黃萬崇 5B温芯言
6A 關諾瑤 6B 陳淑賢
6B 姜尚余 6C 陳穎芝
6C 樊星宇 6C 林凱瑩
6C 利芷螢 6C 唐國鳳
6D 陳洛然 6D 馮家寶
6D 練文軒 6D 蔡雯希
6D 吳景彬 6D 曾逸然

傑出舞台
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6B 陳淑賢 6D 陳洛然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一、二年級組

亞軍 2A 陳紫嫣

季軍 2B 李心瑜

中文獨誦 
四年級組

季軍 4C 周雅文

HKYPAF 第 5 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英文朗誦 ( 自選 ) 
P1-2 組

亞軍 2A 陳采盈

普通話朗誦 ( 自選 ) 
P3-4 組

亞軍 3D 陳柏浩

第 12 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看圖說故事 ( 粵語 ) 決賽

高小組 季軍 5D 馮博思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梁植偉中學辯論比賽

小學英文辯論
季軍

5D 梁珮筠 5D 紀天恩
6B 李愷晴 6B 莫潤朗
6C 陳問之 6D 蔡雯希

最佳辯論員 6D 蔡雯希

2017 全港兒童普通話
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 銀獎 3D 陳柏浩

第 12 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5A 伍樂恩

二等獎
3C 曾尚正 4B 鄧梓聰
4C 張恩翠 6D 張鎮雯

三等獎
3A 黃熙淵 3D 楊翱謙
4A 勞綺敏 6A 麥煒虹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

初賽

一等獎
2C 曾溢嵐 3A 黃熙淵
5B 蔡汶曉 5C 陳晉禮

二等獎

1A 林澄鎧 2B 李心瑜
3B 鍾藝曦 3B 陳俊華
3D 鄭丞佑 4B 鄧梓聰
4D 林啟山 4E 勞綺伶
5A 張宏智 5B 黃栢濤
5C 李詩盈 5C 張曉楠
6B 莫潤朗 6C 黎卓賢
6C 譚錦渝 6D 李澤泓
6D 吳景彬 6D 林顥倬

三等獎

1C 曾俊熹 2A 何柏希
2A 張樂希 2A 林珀宇
2C 李溢浚 2C 盧靖橋
2D 徐栢希 3A温綽然
3A 何柏滔 3A 石澧皓
3B 洪梓榕 3B 顏靖宜
3C 曾尚正 3C 李樂希
3D 鍾卓霖 3D 龍文宇
3D 楊翱謙 3D 黎子謙
4A 陳穩謙 4A 勞綺敏
4A 陳芷瑤 4B 陶錦泓
4C 莊啟樂 4D 鄭竣騫
4E 梁思朗 5A 林穎涵
5B 葉博熙 5C 陳心琪
5C 嚴蔚妍 6A 梁逸晴
6A 洪靖鈞 6A 蕭樂瑤
6A 鍾卓翹 6B 翁止為

6C 林凱瑩

學生設計了不同的攤位及健康小食，在成果展時向嘉賓介紹健康飲食的重要及請嘉賓
品嚐自製的小食



2017-2018 年度屯門區
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團體賽 優異獎 男子乒乓球校隊

鍾榮光中學 2017 乒乓球挑戰賽 女子組 殿軍 3A溫綽然

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3D 龍文宇

二胡獨奏初級組 季軍 4C 張儷瓊

HKYPAF 第 5 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中樂組別笛子獨奏
中級組

冠軍 6C 陳晴朗

鋼琴組別三級組 亞軍
3D 龍文宇

鋼琴公開分齡組 金獎

鋼琴考級組四級組 金獎 6B 黎毅正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
( 自選 )P3-4 組

銀獎 3D 陳柏浩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
( 自選 )P5-6 組

銀獎 6B 陳柏希

中樂組別笛子獨奏
初級組

銅獎 6A 麥愷恩

HKYPAF 第 5 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 2017 國際總決賽

鋼琴考級組四級組 金獎 6B 黎毅正

第 8 屆小小慈善音樂家 2018
Piano OJ 冠軍

3D 龍文宇
Piano H3 季軍

Piano H4 Distinction 6B 黎毅正

第 16 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第 2 級 冠軍 5B 鍾健朗

第 4 級 亞軍 3D 陳柏浩

The 3rd Interna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Competition 琵琶 CR05 冠軍

6B 何思程
第 2 屆青少兒中樂香港公開賽 琵琶五級 亞軍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2018 初級組合奏 ( 小學 ) 季軍
中樂團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中樂合奏組 金獎

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 3D 陳柏浩

銀獎
3D 龍文宇 4A 陳穩謙
5B 黃穎妮 6B 黎毅正

鋼琴獨奏高級組 銅獎 6B 陳柏希

鋼琴獨奏初級組 銅獎 1D 湯雨衡 2D 文晞悅

吹管樂獨奏
金獎 5B 堵嘉怡 6C 陳晴朗

銀獎
4C 梁梓諾 5B 葉博熙
5D 梁珮筠 5D 黎彥亨

彈撥樂獨奏
銀獎 6C 施靖嵐 6C 譚錦渝

銅獎 2D 文晞悅 6B 何思程

拉弦樂獨奏
銀獎 4A 陳穩謙 4C 張儷瓊

銅獎 6C 陳問之

中樂合奏組 銅獎
6B 何思程 6C 施靖嵐

6D 岑茵鏵

2018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金獎 3D 龍文宇

銀獎 3D 陳柏浩 4A 陳穩謙

銅獎
2D 文晞悅 3B 許梓苗
3C 李樂希 4E 錢樂栭

中童組
銀獎 6B 黎毅正 6B 陳柏希

銅獎 5B 鍾健朗

幼童組 銅獎 1C 陳子寧

2017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 3D 陳柏浩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自選初小組 銀獎 1C 陳子寧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獨奏 – 體驗組 銀獎 6B 陳柏希 3D 陳柏浩

小學合唱團
( 高級組 )

銅獎 合唱團

第 22 屆日本濱松 PIARA 鋼琴大賽 少兒組 二等獎 6B 陳柏希

全港 18 區音樂大賽 2018 – 藝進盃 小四至小六組 銅獎 5B 鍾健朗

視藝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優質教育基金 20 周年海報
設計比賽

高小組
冠軍 6C 利芷螢

亞軍 6B 姜尚余

藍天親子填色比賽 2017 小學組 冠軍 2D 徐栢希

2018 復活節 –
填色 / 繪畫 / 書法 / 攝影比賽

兒童組 – 繪畫 冠軍 5B 堵嘉怡

全港學童繪畫創作大賽 2018 小童組 金獎 2B 蔡芊瀅

樂在「家」中親子環保遊戲
設計比賽

低小組 金獎 3D 周樂晴

至醒輕鬆生活填色創作比賽 幼兒組 亞軍 1D 賴學而

2018 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 二等獎 5B 堵嘉怡

兒童組 三等獎
1B 布  翹 1D 冼樂桐

1D 黎珀瑋

RUMMIKUB–
魔力橋數字邀請賽 2018 個人賽 銀獎 6C 嚴鎧澄

2018 屯門元朗區小學
「奧數」‧「魔力橋」大賽

奧數 ( 個人 ) 銅獎 6D 吳景彬

第 8 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比賽 團體賽 優異獎
6B 莫潤朗 6C 林凱瑩

6C 嚴鎧澄

STEAM BOAT 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團體賽 一等獎

6B 翁止為 6C 黎卓賢
6D 李澤泓 6D 吳景彬

新界西校際機械人比賽 即時程式編寫賽 亞軍
5A 張宏智 5A 梁梓鋒
5A 王子明 6B 翁止為

2017 健康生活樂繽紛 水動火箭比賽 亞軍 6B 翁止為

屯門區小學智能機械車大賽 2018
速度賽 亞軍

5A 黃成真 5B 高  翔
5B 黃萬崇 5B温芯言

任務賽 季軍
6A 李健維 6B 莫潤朗
6B 翁止為 6C 陳問之

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 金獎

中國舞校隊

東方舞少年組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
中國舞

優等獎

小學低年級組
中國舞

優等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 舞蹈比賽

/
甲級榮譽獎

街舞校隊
最佳演繹獎

完美盃舞蹈大賽

單人分齡花步組
ChaChaCha 冠軍

1B 翟芷潼
單人分齡花步組 

Rumba 冠軍

全港十八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Jive 季軍 5A 黃學盈

第五屆世界舞蹈家錦標賽 團體舞 殿軍 5A 黃曼祺 5D 鍾  懿
海外桃李杯 2017-2018 年度

總決賽亞洲區選拔賽
少兒群舞 二等獎 1D 張可馨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8

女子初級組三人
大繩

冠軍
3A 秦晞兒 3A 湯安芝

3B 陳佳妮

女子 09 初級組
交叉開跳

冠軍
3A 湯安芝

女子 09 初級組
後交叉開跳

季軍

女子 09 初級組
後單車步

亞軍
3B 陳佳妮

女子 2009 初級組
單車步

殿軍

30 秒單車步
男子組

亞軍 3D 陳柏浩

女子 07 高級組
交叉開跳

亞軍 4C 李恩愛

女子 08 高級組
後交叉開跳

亞軍 4E 勞綺伶

女子 08 高級組
交叉開跳

季軍 4C 陳加瑤

男子 08 高級組
交叉開跳

季軍 4D 李煒釗

男子 09 初級組側
擺交叉跳 ( 左右 )

殿軍 3A 卓節樂

男子 09 初級組
後交叉開跳

殿軍 3D 楊翱謙

女子 08 高級組
後單車步

殿軍 4A 勞綺敏

女子 08 高級組後
側擺開跳 ( 左右 )

殿軍 4A 葉采蓁

女子 08 高級組側
擺交叉跳 ( 左右 )

殿軍 4B 梁靜儀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女子籃球隊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盃賽 亞軍 女子籃球隊

男子組碟賽 亞軍 男子籃球隊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 E 組 60 米 亞軍

2B 陳沚欣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 E 組 100 米 亞軍

飛達四十週年田徑嘉年華
女子 2010 年組

100 米
亞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 季軍 巧固球校隊

2017-2018 年度屯門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 100 米蛙泳 季軍
5A 林詠彤

女乙 50 米蛙泳 殿軍

女甲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6B 鍾曦曈

女甲 50 米自由泳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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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
第一天

第二天

Digital Pavilion

數碼媒體坊

KBS電視台

韓式食物



2017-2018 年度屯門區
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團體賽 優異獎 男子乒乓球校隊

鍾榮光中學 2017 乒乓球挑戰賽 女子組 殿軍 3A溫綽然

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3D 龍文宇

二胡獨奏初級組 季軍 4C 張儷瓊

HKYPAF 第 5 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中樂組別笛子獨奏
中級組

冠軍 6C 陳晴朗

鋼琴組別三級組 亞軍
3D 龍文宇

鋼琴公開分齡組 金獎

鋼琴考級組四級組 金獎 6B 黎毅正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
( 自選 )P3-4 組

銀獎 3D 陳柏浩

香港學校鋼琴學年
( 自選 )P5-6 組

銀獎 6B 陳柏希

中樂組別笛子獨奏
初級組

銅獎 6A 麥愷恩

HKYPAF 第 5 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 2017 國際總決賽

鋼琴考級組四級組 金獎 6B 黎毅正

第 8 屆小小慈善音樂家 2018
Piano OJ 冠軍

3D 龍文宇
Piano H3 季軍

Piano H4 Distinction 6B 黎毅正

第 16 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第 2 級 冠軍 5B 鍾健朗

第 4 級 亞軍 3D 陳柏浩

The 3rd Interna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Competition 琵琶 CR05 冠軍

6B 何思程
第 2 屆青少兒中樂香港公開賽 琵琶五級 亞軍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2018 初級組合奏 ( 小學 ) 季軍
中樂團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中樂合奏組 金獎

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 3D 陳柏浩

銀獎
3D 龍文宇 4A 陳穩謙
5B 黃穎妮 6B 黎毅正

鋼琴獨奏高級組 銅獎 6B 陳柏希

鋼琴獨奏初級組 銅獎 1D 湯雨衡 2D 文晞悅

吹管樂獨奏
金獎 5B 堵嘉怡 6C 陳晴朗

銀獎
4C 梁梓諾 5B 葉博熙
5D 梁珮筠 5D 黎彥亨

彈撥樂獨奏
銀獎 6C 施靖嵐 6C 譚錦渝

銅獎 2D 文晞悅 6B 何思程

拉弦樂獨奏
銀獎 4A 陳穩謙 4C 張儷瓊

銅獎 6C 陳問之

中樂合奏組 銅獎
6B 何思程 6C 施靖嵐

6D 岑茵鏵

2018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金獎 3D 龍文宇

銀獎 3D 陳柏浩 4A 陳穩謙

銅獎
2D 文晞悅 3B 許梓苗
3C 李樂希 4E 錢樂栭

中童組
銀獎 6B 黎毅正 6B 陳柏希

銅獎 5B 鍾健朗

幼童組 銅獎 1C 陳子寧

2017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 3D 陳柏浩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自選初小組 銀獎 1C 陳子寧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獨奏 – 體驗組 銀獎 6B 陳柏希 3D 陳柏浩

小學合唱團
( 高級組 )

銅獎 合唱團

第 22 屆日本濱松 PIARA 鋼琴大賽 少兒組 二等獎 6B 陳柏希

全港 18 區音樂大賽 2018 – 藝進盃 小四至小六組 銅獎 5B 鍾健朗

視藝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優質教育基金 20 周年海報
設計比賽

高小組
冠軍 6C 利芷螢

亞軍 6B 姜尚余

藍天親子填色比賽 2017 小學組 冠軍 2D 徐栢希

2018 復活節 –
填色 / 繪畫 / 書法 / 攝影比賽

兒童組 – 繪畫 冠軍 5B 堵嘉怡

全港學童繪畫創作大賽 2018 小童組 金獎 2B 蔡芊瀅

樂在「家」中親子環保遊戲
設計比賽

低小組 金獎 3D 周樂晴

至醒輕鬆生活填色創作比賽 幼兒組 亞軍 1D 賴學而

2018 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 二等獎 5B 堵嘉怡

兒童組 三等獎
1B 布  翹 1D 冼樂桐

1D 黎珀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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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考察
     韓潮體驗之旅

出發
第一天

用餐

6B 陳柏希 
  第一天便要乘坐四小時的航程，

在那四小時內，我暗想究竟 KPOP 
Dance 會跳甚麼舞呢？

6C 陳栩橦 
  我、老師和同學們經歷了有趣的

五日四夜境外考察之旅。這也是我在

五邑鄒振猷學校最後一次的考察之旅，

所以我十分珍惜這次機會去韓國學習。
第二天

Digital Pavilion

數碼媒體坊

吃韓燒，我們大快朵頤

MBC World

K POP Dance

6D 李澤泓 
  我們在第二天去了數碼媒體

坊，看到了不少關於未來科技的

產品，令我大開眼界。

5B 劉曦萄 
  第二天的行程對我來說是最

精彩的，因我最喜愛的活動就是

跳 K POP Dance。這次跳的是

“Likey ＂，我跳得十分投入。

第三天

KBS電視台

弘大商圈

新奇博物館	 國立果川科學館

韓式食物 韓服試穿

6B 姜尚余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電視台做主播，不要以
為做主播非常簡單，原來做起來十分困難，要咬字
清晰，目光要望向錄影機，又要一目十行，不可只
望着講稿。
6B 李愷晴 
  與溫芯言同房第三天了，她真是十分體貼，又為人
設想。在晚上關燈前她總是會問我：「我關燈了，會妨
礙到你嗎？」以及為自己倒水時會問：「你要不要水？
我來幫你吧！」這些小舉動，都令我內心很溫暖呢！ 

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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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車出發，看大家興奮的表情

乘飛機前留影

韓國電視台正拍攝我們品嚐韓國美食

與「巨人」合照

細心聆聽講解

我已化身為宇宙武士喇！
終於可以和韓星合照

回到「大長今」年代
穿上龍袍似太

子吧？

一起跳吧！

K POP Dance ？沒難度！

我們已學有所成
 觀賞街頭表演

街頭演唱夠投入

瞭解攝製電視節目過程我們體驗做主播

為卡通片配音

為何硬幣能穿
過膠瓶？

巨型滾珠音樂盒 大家與史前巨獸合照

正在瞭解翅膀與
飛機翼的關係

這一餐由同學們主理 沈校長及鄭副校長
也親自下廚

古代韓國少女服飾

我們像宮中的皇子及公主嗎？



神秘任務

早上老師向同學

介紹神秘任務

購買一件真正 Made in 

Korea 的物件送給班主任

於景福宮手持「Happy 

New Year」紙牌與穿着

傳統服裝的韓國人合照

於清溪川與遊客做

出一致的手勢

於東大門綜合市場購買最少 3種不

同的韓國特色食物作全組午膳，並

學會這 3種食物的韓文發音

於 DDP 設計廣場中

LED 玫瑰花海前以肢

體擺出心形圖案

與塗鴉秀表演者合照

表演令人嘆為觀止 會議上進行學習檢討

為鄭副校長及莫同學

舉行生日會

大海上海鷗任意飛
翔

塗鴉秀 會議及派對

14 15

6A 蕭樂瑤 
  經過五天韓國首爾的境外考察後，我獲益良多。

　　當初，我會參加首爾境外考察團，純粹因為我很喜歡韓國的明星團體和流行音樂，可是，當我看到老師用心為我們

設計的任務後，我暫時放下「追星」的心態，用認真學習的態度去完成任務。

　　這五天，我和同學們參觀了很多令韓國很特別的地方。首先，我們參觀了數碼媒體坊，我們在那裏體驗了最新科技

的產品。之後，我們參觀兩個電視台後明白到電視台如何運作。我們還去學跳舞，學完舞後，我明白到為何韓星那麼受

歡迎，他們在背後花上幾年去學唱歌、跳舞，一練便是十多小時。我們還參觀了國立果州科學館，那些科技展品令我大

開眼界，更能激發韓國人對科學技術的興趣。最後，我們去了更多不同的地方體驗新奇的小發明，看了精彩的「塗鴉秀」，

到訪弘大，看韓國人的街頭表演，穿了韓服，製作了韓式食物。而神秘任務更令我學會團隊合作。

　　考察後，我了解到韓國的文化，見識到韓國人的魅力，更加明白韓國先進的地方。而我更學會獨立、自理、負責任，

和同學合作。這一次的境外考察是我第一次參加，也是我獲得最豐富的知識的一次境外旅行。

第四天

6A 陳芊霖 
　　第四天了，今天是神秘任務的大日子，旅遊車在景福宮放下我們便離開了，我們第一站是清溪川，只需要走 5 分鐘就到，但另

一組竟然乘搭巴士！第二站是要乘地鐵到東大門找食肆，誰不知今天是元旦，所有店舖都關門，弄得我們找了 30 分鐘才找到一間食肆，

可是我們只剩下 30 分鐘，於是我們忍心交出第一顆「救命星星」（可向組導師尋求支援的星星），才找到去 DPP 廣場的方向。

6C 黎澆如 
  最難忘的就是電波少年活動，任務十分艱難，但是當中的過程我也挺享受，因為我認為電波少年除了是講求團隊精

神外，還考驗大家的意志力。

第五天

永宗島 ( 餵海鷗 )
回程

6A 張晞嵐 
　　第五天我們去了永宗島餵海鷗，最後我便依依不捨地離開韓

國。雖然我們沒有了假期，但是可以和老師、同學一起到韓國考察，

我感到十分滿足。

6A 劉穎妍 
  這次可以跟沈校長、鄭副校長、陳老師及尹老師一起去境外考

察，我感到十分開心。雖然這次已經不是第一次去韓國首爾，但這次

旅程去的景點我都沒去過，十分有新意。這五天的行程，我學到了很

多事情，包括要懂得自理，包容同學，團隊合作等。我也應該檢討自

己的不足之處，當下次還再有這些活動時，做好自己應有的本分。

  另外，我也希望學校多舉辦這些活動，讓同學不只學到書本內

的知識，還可以學到書本外的知識。

6A 施穎 
  媽媽每天都很擔心我能否早起，有沒有穿夠衣

服，是否吃得飽，無時無刻都傳短訊給我。但是我已

長大了，我在這五天把自己照顧得很好，每天都能準

時起床，又能做到老師給我們的每個任務。

　　我十分感激隨團的校長、副校長、老師及領隊，

為我們精心的安排。尤其是電波少年的活動，對我來

說真是個大挑戰。在香港每次外出爸媽都會開車接

送，從來都沒試過自己外出，想到這裏真的覺得自己

好像溫室的小花。但在「電波少年」中大家一起合力

去完成任務，我感到很有成功感。

大海上海鷗任意飛翔 大家忙着餵海鷗
擺個態勢，乘機回航 回程了，告別首爾！



家長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分享成果

  本會每年為家長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如講座、工作坊，讓
他們積極進修，自我增值。主題包括：

講座：　　　　　　　　　　　  工作坊／興趣班：

1. 健康小食及營養標籤講座 1. 農曆新年擺設及吊飾手工藝班

2. 電子課本介紹講座 2. 插花班

3.「性教育由家長開始」講座
3.「靜觀思考促進正向親子關係」

工作坊

4.「怎樣當個好玩爸媽」講座 4. 家長美食班

5.「纖體文化面面觀」講座 5. 英文拼音工作坊

家長興趣班 親子興趣班
  本會每年為家長及同學安排 4 個不同類型的
親子活動，我們希望透過活動，增進親子關係。

親子彩砂畫班

親子遊戲實踐活動

親子彩砂樽班

親子美食班

  
各位親愛的家長：

  不經不覺，本人已上任了九個月，感謝上屆主席何美好女士的指導，使會務得以順利交

接及推展。本會會秉承上屆的優良傳統，繼續致力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建立夥

伴合作關係；同時透過家校緊密合作，共同促進子女在學業和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長。

  家長處身於二十一世紀的洪流裏，面對日新月異的事物，瞬息萬變的時代步伐，有時會

感到迷惘，那究竟我們應如何培育孩子呢？

  為使家長更緊貼時代的步伐，本會經常舉辦家長教育，讓家長更明白子女的需要，關注他們身心的發展。本會

又會組織各類康樂性活動，如家長興趣班、親子班、親子一日遊等，藉此培養親子關係，使家庭更融洽、更和諧，

孩子才能愉快地成長。因此本會盼望家長在未來的日子，踴躍參與這類活動。

  我們一直十分重視與會員溝通的機會。除了透過本會網站，更新本會的消息外，本人及其他委員經常透過不同

的家校活動，接觸不同的家長，聆聽你們的意見，優化本會會務。本人盼望能凝聚會員的力量，協助學校推展各類
有益於學生，有益於家庭的活動，達致「家校合一、同心同德」。
  敬祝
家庭幸福，身體健康 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潔玉女士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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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家長及教師選舉 2018」是由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以表揚積極推動家校合作的家長或老師。我們在

此熱烈祝賀本校獲嘉許的家長及教師，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無私奉獻的精神、為本會作出的貢獻，福澤家庭及莘莘學子。

選舉 獲獎名單

優秀家長
張潔玉女士 郭麗琼女士 何美好女士 姚慕芝女士 劉嘉琪女士 
林樂怡女士 陳志剛先生 丁嘉玲女士 文杏茹女士 石惠娟女士

優秀教師 胡嘉蓮副校長 尹麗儀主任 許詠琴副主任 吳菁儀副主任 梁滿英老師

優秀家長及教師選舉

本校獲獎的家長及教師名單如下 :

你們獲獎，實至名歸 !

五 邑 鄒 振 猷 學 校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 1882  傳真：2464 2977  電郵：mail@fdccys.edu.hk  網址：www.fdccy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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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籌款活動 捐款者
籌款數目
（元）

7/12/2017 義賣迎春盆栽籌款活動 全校家長及師生 21,957.00

16/12/2017 家長日義賣籌款活動 全校家長及師生 13,380.00

21/1/2018 親子步行籌款活動
全校家長及師生、

前任教師、校友
80,682.39

13/4/2018 更換雨天操場冷氣機籌款通告 家長及學生捐款 53,275.00

共： 169,294.39

捐款者 / 機構 捐款數目

新興藥業有限公司許道成（國際）慈善基金 10,000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 60,000

歐陽永校董 50,000

五位教師 3600

其他捐款 900

124,500

    綜合各籌款活動及各方的捐款，學校於「更換雨天操場冷氣
機」的籌款活動中，共籌得 294,000元（169,500元 +124,500
元）。對於各位的鼎力支持，熱心贊助，我們深表謝意 ! 

2. 各屆捐款

1.「更換雨天操場冷氣機」籌款活動

    本會於本年度為學校舉辦各類「更換雨天操場冷氣機」籌
款活動，共籌得 169,294.39元，本會補貼不足之數，使捐款
額為 169,500元（取至整數）。

本會於本年度舉行了「義賣迎春盆栽籌款活動」，扣除成本後，籌得 21,957 元，以用作更換雨天操場冷氣機之用。

  家長教師會於 29/4/2018
舉行了「香港公園、赤柱一天
遊」。是日有 589 人參加，反
應非常踴躍，為歷年之冠。當
天，參加者除了遊覽了兩個位
於香港著名的旅遊景點——赤
柱及香港公園外，更可參加親
子攝影比賽，樂也融融。

「更換雨天操場冷氣機」

胡副校長和家長義工合照

家長、學生喜孜孜地領盆栽

盆栽受家長及學生鍾愛

張主席致辭

赤柱美利樓前大合照

親子打扮 1、2、3，笑一笑 !

一家同遊，優哉悠哉 !

美麗的回憶

開步禮

本會家長常委鼎力支持活動

五邑情：前任老師與校友們一同支持活動

籌款活動報告

親子一天遊

義賣迎春盆栽籌款活動

親子步行籌款活動
  本會與學校合辦之 ｢ 親子步行籌款活動 ｣ 已於 21/1/2018
圓滿結束。當天本校老師、學生及家長（合共 329 人）浩浩蕩
蕩地由雷公田出發。沿途中，大家一邊欣賞大自然，一邊享受
家庭樂，最後參加者都能順利步行至河背村，完成全程，並獲
發紀念狀。在是次籌款活動中，全校家長及師生共籌得 89,300
元，扣除成本 8,617.61 元，餘款共 80,682.39 元，用作更換雨
天操場冷氣設備，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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