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st of our students were very eager 
to join the Vocabulary Building Activity. 
Many of them took part in it aiming to 
learn more English vocabulary. Her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inning 
classes getting their prize!

Look at all these spelling bees! Our students 
enjoy challenging themselves by taking part in the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It is so satisfying to see 
all of their happy faces after getting the rewards! 

校長

    面對著多變的世代，同學們需要有正向的思維，才能突破環境限制，超越起跌哀樂。本年度，老師們
努力去認識「正向教育」，構思如何營造正向的校園文化。

    「正向教育」強調抓緊學生的不同性格強項，並培養及發揮個人的長處和潛能，以推動個人正面發展，
讓他們腦內有積極樂觀的思維、常存感恩之心。

    小六學生即將畢業了，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完結。雖然每一個畢業生對學校感情深厚程度不一，但我
總相信同學們在這階段的學習，無論對學校的一事一物，對任教過的老師，對共處過的同學，對陪伴成長
的父母，總會存有一份感恩之情。我希望同學們藉著這一顆感恩之心，珍惜所擁有，懂得分享，懂得付出，
讓生命變得快樂和具意義。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TWGHs Ma Kam Chan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地址： 新界上水清城路 2號  電話： 26711071 傳真：2671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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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煙池

虎門林則徐紀念館
中山故居紀念館（翠亨村）

日期：29-30 / 1 / 2019  參加者：全級五年級

5D 王靖雯
  經過了兩日一夜的交流，我學會了許多知識。
在威遠炮台和海戰博物館裏，我認識了鴉片戰爭的

歷史，還看見了很多歷史文物。在孫文紀念公園和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翠亨村）裏，我了解到孫中山

先生的生平事蹟，還了解到相關的歷史事件，實在

獲益良多。

境外交流

粵港澳大灣區探索系列（高鐵線）之
廣州一天探索之旅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之
「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兩天交流團

日期：21 / 6 / 2019  參加者：全級四年級

試食無公害水果種植玉米苗
參觀廣州市城市規劃展覽中心

4E 廖婧媛
  經過一天的交流，我學習
到廣州的歷史、將來的總體規

劃等，我認為這些都是廣州的

成就。此外，在佳碩農場種植

玉米苗時，我發現除了要非常

用力，也講究挖泥的深度，不

然就不能成功。雖然整個過程

很辛苦，但我很開心，因為身

為小學生的我也有機會參加交

流活動。

2



鄭州西安學習交流團

「童你說故事」
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2018/19 

  馮校長帶領一眾師生於四月中往本校的
姊妹學校—鄭州大學實驗小學參觀及進行課

外活動切磋交流。隨後，師生們前往古都 -西
安考察，是次學習交流團擴闊了學生的視野，

讓學生既認識我國的歷史，亦了解一下內地城

市的發展及新貌。

  「童你說故事」兒童故事演講比賽是一個需要
以英語、粵語及普通話來演繹故事的比賽，六位在

校內甄選賽有優秀表現的學生洪暢禧、鍾凱蕓、邱

添、黃穎桐、王雨桐及王苑廷代表學校參加分組預

賽，與全港各區學校的參賽者一拼高下，他們的表

現都非常出色。最後，在第三組別決賽中，王苑廷

得到了冠軍，而王雨桐得到了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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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家教會舉辦了多項活動，讓老師、學生、家長

們都樂在其中，感激所有付出時間、心力的各位家長。

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家長教師會
合作舉辦的「春節聯歡日」

家長教師會親子日營

親 子 參 觀 活 動 

（小站長）

家長也敬師活動

 
  說故事能提升子女的語言能力，讓子女日常溝通及敘事時，更能清楚表
達。說故事時，究竟需要留意些什麼呢？家長可提醒子女應用以下的技巧：完整故事文法：

  時間、人物、地方、起因、經過、
結果、教訓。在子女說故事前，家長可

作相關提問，讓子女表達時更完整。

使用精確詞彙：
  避免說出含糊的字詞，例如：「嗰
啲」「嘢」，適當地加入不同類別的

連接詞，例如：「因為…所以…」

豐富敘事內容：
家長可事先就以下各方面作出提問，再請子女仔細描述

故事：

（1）利用六何法（何時、何人、何地、何事、如何及 
 為何）豐富內容

（2）描述故事中的重點內容，避免過份描述非重點

（3） 創作對白，並配合表情及語氣表達

提高說話清晰度：
  說話時放大口形，減慢
說話速度，並配合足夠的聲

量說話

希望以上技巧能幫助大家，相信加以應用及練習，子女們都可說出完整動聽的故事！

家長教師會

說故事技巧

消息

言語治療師 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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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學校於中電「創新
節能企業大獎」 2018 中榮
獲「可再生能源成效大獎」。

參與有機耕種 參觀Wee Park

惜食之星選舉

環保工作坊

耕種工作坊

「空氣成份知多少」工作坊

環保活動
獲獎項目

環保話劇

HeroToo工作坊

我校的環保氣息迎來新成員—
小麻雀在朗朗的讀書聲中長大。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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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在北區的五所學校包括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嘉誠中學、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馬錦燦紀念小學及

徐展堂幼稚園聯同一起成立了東華三院北區學校聯網計

畫。計畫今年踏入第五年，為慶祝計畫成立五周年，我

們舉辦「東華薈聚「英」講「閱」講嘉年華會」。讓我

們一起回顧當天的盛況吧！

北區學校聯網計畫的閱讀大使們

中學及小學閱讀大使們聯手演出的英語話劇

中學及小學閱讀大使們聯手製作的遊戲攤位

各校精采的音樂及舞蹈表演

東華三院北區學校聯網計畫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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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閱讀日當天的活動十分豐富，有劇團

表演、名人講故事、漂書和書籍展銷等，師生同

享悅讀樂。

（二）圖書館主題書展

  本年度，圖書館的主題
書展及活動多姿多采，有親

親中國文化、節日書展、老

師推介好書、十二生肖等，

吸引不少同學到來。

圖書活動展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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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經典誦讀（粵語）初小組「總季軍」 2I鍾霈葳

經典誦讀（粵語）高小組「總季軍」
5D趙瑞麒
6D王雨桐

經典誦讀（粵語）高小組「卓越表現獎」 6D徐依琪
備稿說故事（普通話） 初小組「總亞軍」 2C陳雨前
備稿說故事（普通話） 高小組 「總冠軍」 6D黃宇峰
備稿說故事（普通話） 高小組「卓越表現獎」 6D邱紫菁
備稿說故事（粵語） 初小組「總季軍」 3D 巫文迪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多元智能團隊獎（初小組） 3D鄧子煥
高小組優異獎 6D王苑廷

東華傑出學生獎 2018/2019
5D 白玉涵榮獲東華傑出學生獎
第一名！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傑出故事獎」 6F林卓姿 

「優異故事獎」

3F黃泳灆、李澤隆、4D盧果

5D方詩妍、趙瑞琪

6E林白茹、林泳妍

資優發展組
校外比賽佳績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關心一線通「好心情有妙法」作文比賽
    由於本校學生踴躍參與，故榮獲「最
踴躍校園參與獎」，而當中 6F 林卓姿更奪
得「傑出故事獎」，得獎名單如下：

2018-2019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本年度共提名 10 位學生代表參賽，得獎
名單如下 :

善言巧論

好心情 _1.tif

北區 高年級

北區 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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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 中文獎項 英文獎項 數學獎項

6C   洪心桐 銀獎 銀獎 銅獎
  黃家耀 銅獎 銀獎 銅獎

6D

  陳曼榕 銀獎 銀獎 銀獎
  陳均越 金獎 銀獎 金獎
  房鈺清 銅獎 金獎 金獎
  郭宣辰 銀獎 銀獎 銀獎
  黃宇峰 銀獎 金獎 金獎
  李梓瑶 銀獎 / 金獎
  李祉瑤 銅獎 金獎 銅獎
 廖思宥 銀獎 銀獎 金獎
 麥宇嫻 金獎 銀獎 金獎
 蘇梓善 銀獎 銀獎 銀獎
 杜世堅 銀獎 金獎 銀獎
 徐依琪 金獎 金獎 銅獎
 王雨桐 金獎 金獎 銀獎
 王苑廷 金獎 金獎 金獎
 顏子翔 銀獎 金獎 金獎
 楊書萱 金獎 金獎 金獎
榮晨陽熙 金獎 金獎 金獎
 董圳培 銀獎 / 金獎

6F  葉哲涵 銀獎 銅獎 金獎

6D王苑廷

「菁英之星計劃」金獎

「即席演講比賽」冠軍

「即席朗誦比賽」冠軍

「菁英之星」才藝大賽 探花

6D王雨桐

「菁英之星計劃」銀獎

「中華文化問答比賽」亞軍

「即席演講比賽」優異獎

  由和富青少
網絡舉辦，本校

推薦 5D卓雅彤、
黃思錡、郭思敏 
及 4D黃穎桐、張
翹、楊隽欣參加此

計劃。學生參與

了一系列的培訓

活動及關愛社區

探訪活動，在嘉

許禮上獲頒證書，

以作表揚。

  由明報及語常會合辦。透過培訓班、流動教
室、寫作訓練日營等活動，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及

培養學生的寫作興趣。

本校獲甄選參與計劃學生：2C陳雨前、3G鄭詩琪。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本年有 21位同學參加。本校榮獲團體亞軍，學生共獲 29項金獎、
24項銀獎及 8項銅獎。而 6D王苑廷、楊書萱及榮晨陽熙考獲三金佳
績，當中王苑廷更獲個人總成績第 3名，得獎名單如下：

校內及校外學習體驗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8/19

  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舉辦，目的是發掘在中國語文方
面表現優秀的資優學生。經過多場精彩的比賽後，本校 6D王苑廷、王雨桐在眾多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成績優異。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8/19 學年小作家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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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學年的春節假期，我們為了讓孩子們能在節日中輕鬆一
點，所以沒有安排家課，只要求他們善用此假期的時間，為自己訂

立一個具體而可達成的目標，令他們的假期過得充實而有意義。以

下是各級的一些優秀的作品，我們的孩子真有心思呢！

  我校課程組於本年度的 2月 20日為五年級的學生
舉辦了專題研習工作坊，以「心中有塑」為主題，希望

透過是次研習的過程，讓他們明白要珍惜地球的資源，

愛護他們生活的環境，並能與同學分工合作，運用創

意，動手做來賦予膠樽一個新的生命。以下是工作坊的

一些片段，同學們都樂在其中呢！

學生專心聽老師講解活動流程

曾老師向學生解釋回收箱的意義

學生積極進行活動呢

同學在展示他們用心製成的作品

學生在專題研習工作坊的創作

課程發展 「春節無功課
—自主學習計劃書」

五年級專題研習

學生專心地觀看先進城市如何節能減廢

1C李煦朗的作品

6C彭凱琳的作品5B袁宇的作品

4D萬沁子的作品3G曾柏森的作品

2E盧旖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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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主題
26/9/18 開展禮

8-19/10/18 膠樽回收活動—「一人一樽」

9-22/11/18 「節能探射燈」寫照比賽

13-22/11/18 節能減廢攤位遊戲

21-29/11/18 「給予膠瓶新生命」活動

17/12/18 環保常識問答比賽（決賽）（P.6）
28/1/19 環保常識問答比賽（決賽）（P.2-P.5）

12/3/19-12/4/19 「樽樽樂道」玩具設計親子活動

12/3/19-6/5/19 「力樽完美」膠樽改造活動

2-6/2019 五年級專題研習—心中有塑

5-6/2019 展示活動

「力樽完美」膠樽改造活動佳作：

主題式學習活動
  本年度的主題式學習活動—「節能減廢，改善生活—學校 + 家庭篇」，得到了各位家長和同學的支持，已大致
完成了。現將全年的活動羅列如下：

「樽樽樂道」玩具設計親子活動佳作：

  此外，以下是「樽樽樂道」玩具設計親子活動和「力樽完美」膠樽改造活動的一些佳作，讓大家欣賞一下同學們的
創意吧！

3F吳卓翹的作品

4A莊博喬的作品

2I鍾霈葳的作品

6D陳康鑫的作品
6B黃栢軒的作品

3B余振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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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學期，科技創意
室繼續成為學生動手製

作、學習簡單機械原理的

基地，而城市發展中心則

成為學生透視未來城市發

展的窗口。學生透過參與

STEM校內活動，豐富了
他們課餘的學習經歷。

STEM服務大使正用心地教導師弟們如何裝嵌風力車

學生對無土種植出蔬菜，感到非常有趣

學生專心地觀看先進城市如何節能減廢

透過風力發電裝置，學生輕鬆了解潔淨能
源的產生過程

比賽項目 獲得的獎項
全港創新科技大賽 2019 智慧出行最具人氣大獎、銅獎
東華聯校 STEM比賽 全場總亞軍
未來工程師大賽 優秀獎
STEM小學滑翔機創作大賽  二等獎

學生勇奪智慧
出行最具人氣

大獎

東華聯校 STEM比賽考驗
學生的即場編程能力

學生努力排練未來工程師大賽

師生參與 STEM Learning Fair 2019

（一）STEM 校內活動

（二）STEM 校外比賽

  智慧生活是社會未
來發展的大方向，學校

鼓勵學生學習編程，並

透過參與校外的比賽和

活動，將所學知識進一

步實踐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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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一年級學生於午膳後出外參觀兒童探知
館，衝出課室，增潤知識，探索有趣的事物：發現大自然

的奇妙、揭開考古的奧秘和體驗香港昔日的情懷等。

  一年級學生於 3月份進行了小實驗，大發現—
環保動力模型車的活動。學生於家中進行親子製作，學

習利用簡單的物料，設計及製作一輛環保動力車模型，

然後在課堂上觀察、記錄及測試自己的製成品，最後到

禮堂進行比賽。是次活動讓學生應用科學原理於日常生

活，亦提高了學生的環保意識。 

觀察及記錄

測試自己的製成品

在禮堂進行比賽

學生作品

體驗農村生活

小小考古學家
香港昔日玩具及遊戲

學習關於濕地的知識

小實驗，大發現
—環保動力模型車

參觀兒童探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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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正向校園文化是本年的關注事項之一，校風及學生支援組舉辦了一連串班級經營活動推動校園的關愛及欣賞文化。

  「我的一次愉快經歷」—在下學期初，由於同學們剛過了兩個長假期，必定有不少愉快的經歷，所以希望藉此機

會讓他們向同學分享自己的快樂事。

「我的 Super Star」—至學期中段，我們又轉換了主題：讓學生尋找心目中的模範，寫一寫值得他們學習的地方。

正向文化 幸福豐盛（延續）

課室壁報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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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內張貼的海報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四 

年
級

三 

年
級

二 

年
級

一 

年
級

9月自律之星 10月禮貌之星 11月樂助之星 12月樂觀之星 1 月寬宏之星

2月整潔之星 3月勤學之星 4月友愛之星 5月藝術之星 6月體育之星

P1各班寬宏之星

「小星探 大發現」

  同學們按每月主題，

發掘身邊具某些優點的

同學，齊齊讚賞他，全年

我們共發掘了 10顆閃耀

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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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自 2013年，本校推行電子學習已經六年了，有幸得到各位家長
的支持和信賴，本學年成功於三年級全級推行電子學習。學生上課的

學習態度比以往變得更積極和投入，而課堂亦變得更有趣味。

學生們挑選禮物後很高興地和班主任合照呢！

學生的佳作展示令同學們十分開心呢﹗

學生正欣賞同學們的佳作

學生們正在挑選自己喜歡的禮物

學生二人一組，互相出題考核同學繪
畫對稱圖形的能力學生的美麗創作

學生需要拍照以完成遊蹤的題目

學生以 APP進行分物以加強對除法
運算的理解

學生正在聽教講解，並把答案記錄在
iPad內

  另外，電子家課亦有助提升學
生的表達能力及創作力。本校亦分

別於上、下學期舉辦了 iPad分享
會，目的是分享學生們的佳作及獎

勵他們完成電子家課的努力。

  學生在常識科的外
出參觀亦進行了遊蹤活

動，除了讓學生能馬上

紀錄所觀察的事物後，

更可以讓學生在參觀地

方自行探索，增強學生

的自主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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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挑選禮物後很高興地和班主任合照呢！

《夢想的房間》
 3A 黃詩晴
  我有一個小房間。雖然我很喜歡它，可是我也常常夢想
自己的房間是一個零食房。牆壁、天花板、地板都是用巧克

力餅做的，沙發、毛巾和枕頭都是用高級麵包做的，而桌子、

椅子和睡床都是用甜甜的糖果做的。

  當我餓的時候，我會坐在魔法椅子上，說出想吃的東西，
它就馬上給我製造出來。我想到哪裏去，只要在魔法大門前

說，就能瞬間轉移。如果我想喝甚麼，我就會在水龍頭後說

一聲，它就給我喝甚麼。

  雖然這個房間很好玩，但我更加喜歡現時充滿愛的
房間。

《愉快的週末》
 3E 楊逸朗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沙灘玩耍。
  下水前，爸爸帶領我和妹妹做熱身運動，我在游泳班裏
學會了蛙泳，便示範給妹妹看，妹妹竟然取笑我像一隻大青

蛙，我一時生氣，便把海水潑到妹妹身上，嚇得她哇哇大叫。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我和妹
妹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兒飛來一個水

球，摧毀了我們快要堆好的沙城堡，妹妹一看，便嚎啕大哭

起來，水球的主人看見了，連忙跑過來道歉。媽媽一邊幫妹

妹擦眼淚，一邊安慰她說：「我們再堆一座更漂亮的沙城堡，

好嗎？」妹妹漸漸地不哭了。

  不一會兒，我們就把一座漂亮的城堡堆好了，還高興地
跟城堡拍照留念。我們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

《記一件幫助老婆婆的事》
4D 黃穎桐 

  半年前的一個早上，我陪媽媽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檢查
身體。

  在醫院的附近，忽然傳來一些既細微又零碎的「叮叮」
聲。我很好奇這些聲音是從哪裏發出來的，便到處東張西

望。原來，一個老婆婆正在推着一架載滿沉甸甸的紙皮箱的

手推車，手推車上還有一些螺絲釘。紙皮箱破了，所有螺絲

釘都掉在地上。我想到老婆婆腰骨不好，我怎麼能不幫助她

呢？於是，我連忙跑上前，幫老婆婆撿起地上一顆顆細小的

螺絲釘。

  老婆婆滿帶笑容，豎起大拇指，和藹可親地說：「謝謝你！
你是個乖孩子，不會袖手旁觀。」聽到後，我不禁得意忘形

地像兔子一樣跳到媽媽身邊，跟她分享我的喜悅。

  雖然至今我仍未明白那一顆小螺絲、一口小釘子對老婆
婆有多大的幫助，但是我切切的感受到當時她甜甜的笑臉就

表示着這些小鐵器對她來說並非「微不足道」呢！我把這件

事牢牢地記在心裏，時刻提醒自己不論大小事情，都不要視

若無睹，總要守望相助。

中文科佳作

《動物小檔案》
4A 張子祥
  我喜歡的動物是獵豹。

  牠的身體是黃色的，上面還有黑色的斑點。牠有長長的
尾巴，眼睛黑得像黑珍珠般，牠的耳朵小小的，樣子十分神

氣。

  牠的跑步速度非常快，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呢！有
些豹還會像猴子一樣靈活地爬到樹上休息和跳來跳去。

  牠們愛單獨行動，會利用快速的跑步技能捕食，抓到獵
物後，牠只會單獨享用，不會分給其他豹子享用。遇到「天敵」

的時候，如獅子、老虎、大象……牠們會以飛快的速度逃走，

躲開牠們。

  我真想見到真的獵豹啊！如果能見到牠，我便會開心
極了！

《一個怪盒子》
5B 袁璧君

  有一天，我撿到一個盒子。當我打開它的時候，怪事便
發生了。我突然被那個怪盒子吸進了一個原始時代。

   回想那一天，天氣十分惡劣，大雨傾盆。我趕快跑到涼
亭下避雨，突然之間，一個盒子滾到我的腳邊。它是黃金色

的，上面印着幾隻恐龍圖案，牠們的樣子看起來兇惡極了。

我非常想打開它，心裏卻有一點恐懼。最後，我在好奇心的

驅使下，決定打開它。

  當我將盒子打開時，一道強光把我吸到原始時代去。
那裏是侏羅紀公園，四處都有林林總總、各色各樣的恐龍，

我不僅看得目瞪口呆，拔腿就跑，還差點被一隻龐大的恐

龍吃掉，幸好我遇到一隻善良的精靈幫助我，要不然我早

就沒命了。

  待我清醒後，我就和精靈一直討論有甚麼辦法可以趕走
恐龍。突然，我想到一個妙計：我用魔法棒來驅趕牠們。精

靈也非常贊同，還一直說我聰明。

  最後，我和精靈一起打敗了大意的恐龍。精靈說她可帶
我回到現實世界。離別時，我們依依不捨地揮手道別，突然

「砰！」的一聲，我回到了我的房間內。

  雖然那個稀奇古怪的盒子已經沒用，但我們的好朋友—
精靈還在裏面，所以我發誓一定要好好保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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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
5D 趙瑞麒
  人們常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句話沒有錯，

一眨眼二十年過去了，我已經是一個三十歲的成人了。

  我盤着高高的髮髻，擁有白裏透紅的皮膚，眉目清秀，

端莊大方，特別漂亮。我很有學問，已經成為了一名腦科醫

生。我每天都很忙碌，除了要做學術研究外，每週還要跟五

位病人做手術。可是，我覺得樂此不疲，一看見已經醫治好

的病人，便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我可以延續他們的生命，令

他們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看到他們臉上重新綻放笑容，這

才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的丈夫是一名心臟科醫生，文質彬彬。我們有一個小

孩，他是一個搗蛋鬼，一刻都不安分，不過他的學習成績很

優異，不用讓我操心。

  我們都熱愛醫學，平時在一起吃飯時都會探討醫學問題，

找一些新問題研究、分析。另外，我會把一些醫學案例記錄

下來，因為腦科醫生一定要具備嚴謹的處事態度，才可以保

證每次手術萬無一失。

  做一名赫赫有名的腦科醫生是我最大的抱負，要做到

「手」到病除，拯救每個病人的生命，讓他們的生命得到延續。

《一位我尊敬的長輩》
6E 謝嘉晴
  我最尊敬的長輩是陳老師，她是我的班主任。她有一雙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襯托着一頭烏黑發亮的長髮，秀麗的面

容上，有一個高高的鼻樑和一張紅潤潤的嘴巴，身材高挑，

我覺得她是學校裏最受歡迎的老師。

  陳老師最令我尊敬的就是有耐心。有一次，我在課堂上

被陳老師點名回答問題，但我不懂回答，於是全班同學都取

笑我，我只能羞愧地低下頭。我以為老師會責罵我，可是陳

老師不但沒有說我的不是，還耐心地向我講解我不會的題目。

  陳老師也是一位樂於助人的老師。又有一次，我在體育

課踢足球時，不小心被足球絆倒受傷了，班長便扶我到護理

室。處理傷口後，我回到課室，因為下一節課是陳老師的課，

所以她很快便進來了，她看見了我的傷口，便立即慰問我，

也通知了我的家人。她看到我的傷口十分嚴重，就給我一瓶

消毒藥水，告訴我要按時使用它來為傷口消毒。

  因此，陳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感激的人。

《日記》
6D 楊書萱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早上起來，我發現自己的背上竟然長了一對鳳凰的

翅膀，它色彩鮮艷，還散發出金黃色的光芒，十分耀眼。這

真是難以置信！我早就想有一對翅膀飛越森林，看看動物們

的日常生活，飛去遠方雪國，俯視那美麗的雪山美景，也要

一睹祖國的壯麗河山。

  我飛出了窗外，準備開始漫長的旅程。首先，我向森林

飛去。我在森林的上方盤旋着。我想：我終於逃離了灰濛濛

的城市。就在這時，我聽到了兩聲清脆的槍聲。低頭一看，

有一位獵人正準備射向我。雖然我十分靈活，但最終還是被

獵人無情的子彈射傷了。我中了一種可以讓人昏迷不醒的子

彈，所以我立刻感覺四肢乏力，昏昏欲睡。

  當我睜開眼時，已經是黃昏了。我發現自己在一個陌生

的房間裏，房間的門和窗戶都被鎖上了。我又只能躺在這簡

陋的床上，無所事事，所以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窗外美麗的風景實在很好看，但我總覺

得缺少了甚麼。「啊！那是樹木和大山！」我突然想到外面

只有地平線上的殘陽，這是因為人類肆意砍伐樹木，令小動

物無家可歸，難怪在森林上方沒看到任何動物。我突然想到

自己為何這麼自私，平時老是浪費紙張，時不時就丟掉一張，

那一日一張，千日千張。我不能再這樣了！

  突然，門開了。剛剛射傷我的「獵人」走了進來，說：「孩

子，我是你的守護神。你以後不能再這樣浪費了！你看到了，

森林不再像以前那樣美麗，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環境。」我

用力地點點頭。他又說：「我要將你的翅膀沒收，作為懲罰。

回家吧！」

  從那以後，我便好好地保護環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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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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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廸 3D王梓銘 4D林志遠 4E蘇厚天
5D黃景聰 6D房鈺清 6D榮晨陽熙 6D王苑廷

二等獎

3D陳柏丞 3D鄺世峻 3D馬禹涵 3D邱 添 3D王洛熙
3D周芷瑤 3D江樂承 4D朱悅君 4D黃曼媛 4D劉予蘅
4D伍芷晴 4D歐承熹 4D蕭伊婷 5D歐星悅 5D沈 政
5D孫棨祥 6D戴鈺軒 6D董圳培 6D杜世堅 6F葉哲涵

三等獎

3B余振希 3D蔡佳訊 3D施陳莘平 3D歐鎧瑋 4A李卓民
4D廖海澄 4D吳子毅 4E張喬惠 5D趙瑞麒 5D傅嘉琳
5D何其武 5D郭建霆 5D歐欣彤 5D黃耀衡 5D謝 銘
5D朱彬豪 5D朱彥鳴 6D陳曼榕 6D廖思宥 6D歐陽余豐
6D楊書萱 6D楊卓廷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華南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
3D王洛熙 3D王梓銘 4D黃曼媛 4E蘇厚天 5D沈 政
6D董圳培 6D楊書萱 6D房鈺清 6D榮晨陽熙 6F葉哲涵

二等獎
3D江樂承 4D林志遠 4D朱悅君 5D朱彬豪 5D黃耀衡
5D歐欣彤 5D孫棨祥 5D朱彥鳴 5D黃景聰 6D王苑廷

三等獎

3D歐鎧瑋 4A李卓民 4D伍芷晴 4D劉予蘅 4D歐承熹
4D蕭伊婷 4D吳子毅 4E張喬惠 5D何其武 5D謝 銘
5D傅嘉琳 6D陳曼榕 6D戴鈺軒 6D廖思宥 6D楊卓廷
6D杜世堅 6D歐陽余豐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總決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6D榮晨陽熙 6D房鈺清

二等獎 3D王梓銘 4E蘇厚天 6D陳曼榕 6D楊書萱 6F葉哲涵

三等獎
3D歐鎧瑋 4D黃曼媛 4D劉予蘅 4D蕭伊婷 4D 朱悅君
5D朱彥鳴 5D謝 銘

2019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2A覃胤喬 2D朱俊龍 3D巫文廸 3D邵智鵬 3D王梓銘
3D鄧子煥 4D林志遠 5D黃景聰

銀獎

2E呂卓恩 2F彭嘉煒 2G莊禮瑞 3D王洛熙 3D江樂承
3D鄺世峻 3D周芷瑤 4D蕭伊婷 4E蘇厚天 5D歐欣彤
5D黃耀衡 5D朱彬豪 5D朱彥鳴 5D沈 政 5D傅嘉琳
5D孫棨祥

銅獎

2E盧旖琳 3D蔡佳訊 3D施陳莘平 3D邱 添 3D陳柏丞
3D歐鎧瑋 4A李卓民 4D歐承熹 4D劉予蘅 4D廖海澄
4D黃曼媛 4D吳子毅 4F鄧力凡 5D白玉涵 5D郭思敏
5D謝 銘 5D何其武 5D黃思錡 6D陳曼榕

1 2018–2019 年度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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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學生

2019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晉級賽

金獎 3D王梓銘

銀獎 3D巫文廸 4D黃曼媛 4E蘇厚天 5D黃耀衡 5D沈 政 5D黃景聰

銅獎
3D歐鎧瑋 4D蕭伊婷 4D歐承熹 5D朱彥鳴 5D朱彬豪 
5D歐欣彤 5D謝 銘 5D何其武 5D白玉涵 5D傅嘉琳

2019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決賽（小二）

銀獎 2D朱俊龍

銅獎 2E呂卓恩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8/19

一等獎 6D榮晨陽熙

二等獎
6D陳曼榕 6D歐陽余豐 6D房鈺清 6D楊書萱 6D楊卓廷
6F葉哲涵 

三等獎 6D王苑廷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小二至小六組）

金獎 2C涂凱文 3D巫文廸 3D邵智鵬 6D榮晨陽熙

銀獎
2A覃胤喬 3D王梓銘 3D鄧子煥 4D劉予蘅
4D蘇琪珊 4E蘇厚天 5D黃景聰 6D房鈺清

銅獎

2C楊卓亨 2E林志東 2F彭嘉煒 2G莊禮瑞 3D江樂承
3D邱 添 3D陳柏丞 3D歐鎧瑋 3D鄺世峻 4D林志遠
4D歐承熹 4D蕭伊婷 5D朱彥鳴 5D朱彬豪 5D黃耀衡
6D陳曼榕 6D王苑廷 6D楊書萱 6F葉哲涵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北區）

銅獎 6D榮晨陽熙 6D熊俊翔 6F葉哲涵

優良獎狀 6D董圳培 6D歐陽余豐6D王雨桐 6D王苑廷 6D楊書萱 6D楊卓廷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19

P2級別團體 季軍 2A覃胤喬 2D朱俊龍 2E鍾 鳴

P3級別團體 亞軍 3D鄧子煥 3D邵智鵬 3D王梓銘

P4級別團體 優異獎 4D林志遠 4D劉予蘅 4E蘇厚天

P5級別團體優異獎 5D黃景聰 5D沈 政 5D黃耀衡

季軍 2A覃胤喬

金獎 2E鍾 鳴 3D邵智鵬 3D王梓銘

銀獎
2D朱俊龍 3D鄧子煥 4D林志遠 4E蘇厚天 5D沈 政
5D黃耀衡 6D房鈺清

銅獎 5D黃景聰 6D杜世堅

2019香港小學
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二等獎 6D房鈺清

計算競賽三等獎 6D王苑廷 6D楊書萱 6D陳曼榕

數學競賽三等獎 6D王苑廷 6F葉哲涵 

總成績三等獎 6D王苑廷 6D房鈺清 6F葉哲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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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音樂節
    本校於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得佳績，
共取得 5 項冠軍、6 項亞軍、3 項季軍、58 項
優良獎及 37 項良好獎。

團體項目

個人及二人項目 – 冠軍
直笛二重奏（13 歲或以下）
P.6 李祉瑤 徐依琪
高音直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P.6 王雨桐
中文聲樂獨唱
P.5  白玉涵

個人及二人項目 – 亞軍
直笛二重奏（13 歲或以下）
P.6 藍惠琪 黃宇峰
高音直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P.6 藍惠琪 黃宇峰 徐依琪
高音直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P.5 陳天愛

個人及二人項目 – 季軍
直笛二重奏（13 歲或以下）
P.6  王苑廷 王雨桐
高音直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P.5  羅嘉軒
二級鋼琴獨奏
P.1 鄒汶錫

樂團發展及活動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節奏樂隊

  本校節奏樂隊於 2013年成
立。節奏樂隊於第 66及第 67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節奏樂隊比賽獲

季軍，第 70屆及第 71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比賽中連續兩屆奪得

冠軍，並於本年度聯校音樂大賽

中奪得金獎佳績。此外，節奏樂

隊亦被邀參加東華薈萃「英」講

「閱」講嘉年華中演出。

聯校音樂大賽中勇奪得金獎  

嘉年華中演出後留影

直笛二重奏亞軍

直笛獨奏冠軍直笛獨奏季軍
直笛獨奏亞軍

直笛獨奏亞軍

直笛獨奏亞軍

直笛二重奏季軍

小學初級組合唱團  冠軍
小學初級組節奏樂隊 冠軍
小學直笛小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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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團
  本校管樂團多次參與校內外
演出均獲好評。樂團曾於 2017
年赴日本交流參與日本富士山國

際音樂節，並於 2018年赴新加
坡參加國際管樂節，獲得銅獎。

本年度樂團更於本年度香港青年

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獲銀獎，聯

校音樂大賽 2019及香港演藝音
樂大賽 2019賽事中均獲金獎，
成績令人鼓舞。此外，除了比賽

外，團員更不時參加校內外示範

表演，曾為友校開辨樂器班作示

範演出，為培育新一代樂團出一

分力。

管樂團於本年度賽事中兩度獲金獎 

為友校開幕禮表演

樂器示範表演

 在樂器家長會上接受訪問

弦樂團 
  本校弦樂團於 2014年成
立，現有約 40名二至六年級的
同學，弦樂團多次參與校內外

演出均獲好評。2018及 2019
年樂團參加聯校音樂大賽獲得

銀獎，並於香港演藝音樂大賽

2019賽事中，獲弦樂團銅獎及
弦樂小組銀獎。

  此外，弦樂亦經常與管樂團
一起參加不少校內校外的樂器示

範表演。

聯校大賽 2019中弦樂團中獲銀獎  

聯校大賽 2019中弦樂小組 9位團員
獲銀獎

比賽前在文化中心外練習別
有一番風味  香港音樂演藝比賽中弦

樂小組獲銀獎 

弦樂小組為友校作示範表演

音樂世界漫遊 ~ 走向綜合藝術演出之路
  藝術無彊界，音樂與舞蹈
的結合更能展示藝術之美。

  本年度更在曹頴芝老師及
葉康欣老師帶領舞蹈組下，與

弦樂團合作參加音樂事務處主

辦的音樂世界漫遊比賽中獲頒

發優良表現獎及最具潛力司儀

獎，成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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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示範表演

 在樂器家長會上接受訪問

音樂世界漫遊 ~ 走向綜合藝術演出之路

本年度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及英詩集誦隊獲優良成績，獨誦方面表現不俗。

英詩獨誦獲 1冠 6季；粵語獨誦獲 1冠 2季；普通話獨誦獲 2亞 1季成績。

獲獎學生姓名 名次 項目
P.5白玉涵  P.6邱紫菁 亞軍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P.6王雨桐 季軍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獲獎學生姓名 名次 項目
P.4黃穎桐 冠軍 小學四年級女子粵語 詩詞獨誦
P.6王苑廷   P.6王雨桐  季軍 小學六年級女子粵語 詩詞獨誦

獲獎學生姓名 名次 項目
P.1鄒汶錫 冠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P.1蕭道禎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P.4歐承熹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4, Boys

P.6榮晨陽熙  杜世堅  黃宇峰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6, Boys

P.6陳佳宜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6, Girls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

粵語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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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健康運動會剛於 3月 1日順利完成，當日天公造美，同
學們在春風送爽下積極參與各項賽事。本年度共產生了三項破紀錄

成績，希望同學繼續抱著「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來年度再接

再厲，共創佳績。以下輯錄了運動會當天的花絮，讓大家再三回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6E謝嘉鏵
（14.80秒）

6D戴鈺軒
（15.30秒）

6A侯樂文
（15.66秒）

跳遠
6E游穎臻
（3.41米）

6D黃宇峰
（3.02米）

6C梁文冠
6E鄺耀堅
（2.80米）

擲壘球
6D歐陽余豐
（32.47米）

6D董圳培
（22.85米）

6C洪晉霆
（22.70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6A熊雨霏
（16.03秒）

6D楊書萱
（16.79秒）

6D李祉瑤
（17.39秒）

跳遠
6D徐依琪
（2.93米）

6D鄧盈希
（2.41米）

6C洪心桐
（2.27米）

擲壘球
6C藍惠琪
（22.41米）

6F蘇巧兒
（19.67米）

6C陳妤芯
（13.45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5A郭晋希
（15.93秒）

5B梁舜
（17.45秒）

5A蘇俊堯
（17.55秒）

擲壘球
*5B陳炬
（26.68米）

5C黃宏逸
（25.97米）

5A周蓮宅
（16.94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5C盧莉莉
（16.52秒）

5D黃琬詩
（16.58秒）

5D林詩敏
（17.29秒）

擲壘球
*5C余佩欣
（21.10米）

5C蘇毅盈
（18.91米）

5C施子妍
（13.49）

* 破大會紀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4E黃湛宇
（17.03秒）

4F林志彥
（17.07秒）

4E童尉展
（17.39秒）

跳遠
4E陳曦
（2.40米）

4F張軒宇
（1.77米）

4E蘇厚天
（1.62米）

擲壘球
4D林家恒
（19.44米）

4D吳西能
（17.76米）

4A莊博喬
（16.11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4E陳泳怡
（16.93秒）

4B黃遠怡
（16.94秒）

4D黃穎桐
（17.99秒）

跳遠
4D劉予蘅
（2.21米）

4F陳宇萱
（1.82米）

4A李思諭
（1.74米）

擲壘球
4D林萱

（11.78米）
4D董紫盈
（10.86米）

4E張喬惠
（8.15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60米 3E何昱南
（10.23秒）

3A姚峻澤
3D王梓銘
（10.47秒）

3F游暢
（10.59秒）

跳遠
3E呂珈毅
（2.23米）

3E曾科霖
（1.68米）

3A陳銳濤
（1.49米）

擲壘球
3F李岡誠
（14.88米）

3G曾柏森
（13.96米）

3D張峻瑜
（13.30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60米 3F張紫玲
（10.71秒）

3D周芷瑤
（10.98秒）

3C劉恩彤
（11.03秒）

跳遠
3C丁子善
（2.45米）

3D楊雨昕
（1.98米）

3E葉雨
（1.73米）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60米 2F馬晟軒
（10.73秒）

2C周浩賢
2E歐光量
（11.02秒）

2A朱子瑜
（11.05秒）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60米 2I張芷媛
（11.12秒）

2A孫康妮
（11.35秒）

2B胡奕菲
（11.39秒）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60米 1H傅奕添
（11.73秒）

1F廖梓竣
（12.37秒）

1F胡宇熙
（12.49秒）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60米 1C黃裕瀅
（11.94秒）

1H鄭映彤
（11.98秒）

1F陳心櫻
（12.54秒）

六年級男子組

五年級男子組

四年級男子組

三年級男子組

二年級男子組

一年級男子組

六年級女子組

五年級女子組

四年級女子組

三年級女子組

二年級女子組

一年級女子組

健康運動會

各級團體冠軍 6D   5C   4D   3D   2A   1F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四年級
4x100

4A
（*69.42秒）

4E
（71.77秒）

4C 
（74.09秒）

五年級
4x100

5C
（68.13秒）

5D
（70.25秒）

5A 
（70.70秒）

六年級
4x100

6D
（63.21秒）

6A
（63.49秒）

6E
（68.64秒）

項目 親子穿膠圈

一年級
親子比賽

1A葉林立 1A賴君昊 1B曾詠詩 1C劉澤熙 
1C李煦朗 1E凌梓軒 1E陳劻澤 1E張晨洋 
1F侯嘉銘 1F李明澤 1F廖梓竣 1H游樹沄

 [並列冠軍 ]

二年級
親子比賽

 2C何穎軒 [冠軍 ]
2A彭寶晴 2A陳思霖 2B胡奕菲 2D胡嘉軒 
2F林文西 2F溫翠敏 2I葉倬均 [並列亞軍 ]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師生
4x100

高速隊
（62.76秒）

國服最強隊
（65.16秒）

生抽醬油隊
（68.09秒）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C 1B 3A
高級組 6D 4D 5A

師生接力

班際接力

親子比賽

啦啦隊比賽

團體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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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跳繩運動員於本年度已參加五個大型比賽，每次皆取得多項優
異成績。感謝校長的勉勵，家長的支持，全體老師、教練及職工的協助。

跳繩同樂日大合照

比賽名稱 日期 參賽成績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 2018 16-12-2018 約 30 名學生參賽，分別獲得 5項冠軍、4項亞軍、6項季軍。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約 30名學生參賽，除了獲得北區男、女子組總成績亞軍外，還分別獲得

21項個人賽冠軍、1項小組賽冠軍、13項個人賽亞軍、2項小組賽亞軍、
5項個人賽季軍、1項小組賽季軍及 2項個人賽殿軍等佳績。

無限盃跳繩比賽 2019 13-4-2019
約 30名學生參賽，除了獲得男﹑女子組全場總殿軍外，還分別獲得 9項個
人賽冠軍、1項小組賽冠軍、10項個人賽亞軍、2項小組賽亞軍、10項個

人賽季軍、6項個人賽殿軍及 2項小組賽殿軍等佳績。

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2019 28-4-2019
約 30名學生參賽，除了獲得團體總成績優異獎（第八名）及北區團體總成
績季軍外，還分別獲得男子甲組個人花式冠軍及女子甲組個人花式亞軍、

其他項目 1項冠軍、2項亞軍、大繩項目季軍及多項五至八名獎項。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9 19-5-2019 約 30 名學生參賽，分別獲得 4項亞軍、3項季軍及 1項殿軍。

花式跳繩

跳繩隊於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北區女子組總成績亞軍合照

跳繩隊於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2019取得北區團體總成績季軍

P6 徐依琪（左二）及 P6黃雪敏（右二）分別於學界賽奪得女甲二重跳亞軍及個人花式季軍

 5C余佩欣以破紀錄成績獲
得五年級女子組擲壘球冠軍

二年級親子比賽競爭激烈，
恭喜各位得獎家長及同學

五年級女子組 100米比賽
起步一刻

五年級男子組 100米比賽
鬥得難分難解

三位明日之星：二年級 60米
冠軍張芷媛、亞軍孫康妮、
季軍胡奕菲

高速隊榮獲本年度 4×100
米師生接力賽冠軍

 6D班齊心合力勇奪
4×100米冠軍及團體冠軍

6A熊雨霏以大熱姿態榮膺
100米女飛人

5B陳炬以破紀錄成績奪得
五年級男子組擲壘球冠軍

本年度參加首個跳繩
比賽即取得多項優異

成績，為學生打下了
強心針，於日後的比

賽中愈戰愈勇，有著
更好的表現。加油！

跳繩同樂日
  此外，學校亦於上學期期試後舉行跳繩同樂
日，讓全校學生一同感受跳繩之樂趣，有益身心。

P6黃雪敏、楊書萱、杜世堅、
徐依琪、P5吳穎雯、P4歐承熹
贏得 2分鐘 6人大繩季軍

跳繩隊於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2019取
得團體總成績優異獎（第八名）

跳繩隊於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北區男子組總成績亞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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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運動員於 5月 9日參加東華三院聯校游泳比賽，奪得 11項個人獎
項，當中包括 6項冠軍、2項亞軍及 4項季軍，及奪得 3項接力獎項，當中
包括 1項冠軍、2項亞軍。獲獎詳情見成績表。感謝校長的勉勵，家長的大
力支持及各位老師的協助。

男甲 P6陳梓鑫除了取得 50米蛙泳及 100米蛙泳冠軍外，
還與夥拍 50米蝶泳亞軍 P6鄺耀堅、50米及 100米自由
泳季軍 P6黃致軒、50米背泳季軍 P6游穎臻，合力取得
4×5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
子
甲
組

50米蛙泳 冠軍 38.61 P6 陳梓鑫
100米蛙泳 冠軍 1:24.55 P6 陳梓鑫
50米自由泳 季軍 36.85 P6 黃致軒
100米自由泳 季軍 1:22.29 P6 黃致軒

50米背泳 季軍 45.92 P6游穎臻
50米蝶泳 亞軍 49.39 P6鄺耀堅

4×50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2:24.50
P6陳梓鑫 P6鄺耀堅 
P6游穎臻 P6黃致軒
P6繆懷正 P6劉宜朗

女
子
甲
組

50米蛙泳 冠軍 42.75 P6李祉瑤
100米蛙泳 冠軍 1:33.72 P6李祉瑤
50米背泳 亞軍 46.89 P6鄧盈希
50米蝶泳 季軍 55.60 P6鄧盈希

4×50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2:58.37
P6官詠晞 P6王焯嘉
P6鄧盈希 P6李祉瑤

P6徐依琪

男
子
丙
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36.46 P2周浩賢
50米背泳 冠軍 43.34 P2周浩賢

4×50米
自由泳接力

冠軍 2:39.37
P4黃畯廷 P3黃壬馳
P3馬彬焜 P2周浩賢

P1張祉昊
團體總成績冠軍

男丙 P2周浩賢除了取得 50米自由泳
及 50米背泳冠軍外，還與隊員合力取
得 4×50米自由泳接力冠軍及及全場
總冠軍

東華三院

 聯校游泳比賽

女甲 P6李祉瑤除了取得 50米蛙泳及 100
米蛙泳冠軍外，還連同 50米背泳亞軍及 50
米蝶泳季軍 P6鄧盈希等隊員取得 4×50米
自由泳接力亞軍

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本校運動員於 5月 20日參加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奪得 7項個人獎項，當中包括
6項冠軍、1項季軍。P6陳梓鑫以 2金 1破大會紀錄成績成為傑出運動員。接力方面共
取得 1項冠軍、1項亞軍及 2項優異成績。男子甲組及男子丙組更脫穎而出，分別奪得團
體季軍及團體冠軍。獲獎詳情見成績表。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
子
甲
組

100米蛙泳 冠軍
1:21.00

（破大會紀錄）
P6 陳梓鑫

50米蝶泳 冠軍 32.69 P6 陳梓鑫

4×50米
自由泳接力

第五名 3:28.94
P6 劉宜朗  P6 李樂軒
P6 繆懷正  P5 張順帆

P6 莫啟超
4×50米
四式接力

亞軍 2:51.06 P6 陳梓鑫  P6 鄺耀堅
P6 游穎臻  P6 黃致軒

團體成績季軍

女
子
甲
組

50米蛙泳 冠軍 41.57 P6 李祉瑤
100米蛙泳 冠軍 1:33.09 P6 李祉瑤
50米背泳 季軍 46.68 P6 鄧盈希
50米蝶泳 第七名 47.62 P6 鄧盈希
4×50米
自由泳接力

第七名 3:57.37 P6 王焯嘉  P6 梁珮甄
P6 張欣   P5劉泳希

男
子
丙
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35.39 P2 周浩賢
50米背泳 冠軍 43.45 P2 周浩賢

4×50米
自由泳接力

冠軍 2:49.31
P4 黃畯廷  P3 黃壬馳
P3 馬彬焜  P2 周浩賢

P1 張祉昊
團體成績冠軍

男甲 P6陳梓鑫以破紀錄成績取得

100米蛙泳冠軍

P6陳梓鑫先後奪得一次 50米
蛙泳冠軍及兩次 100米蛙泳冠
軍，加上兩面 50蝶金牌及一面
50背金牌，三年共取得 6面個
人金牌；而 P6李祉瑤在三屆賽
事中囊括所有蛙泳賽事共 5面
金牌

男丙 P2周浩賢一鳴驚人，
首次出賽已分別取得 50米
自由泳冠軍及 50米背泳冠
軍，同時與隊員合力取得男
丙 4×50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及團體冠軍

女 甲 P6 李 祉 瑤 取 得
100米蛙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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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香港」計劃展覽
主辦機構：香港青年藝術協會

日期： 2019年 3月 1至 12日

地點：PMQ 元創坊 Courtyard & Marketplace

參展學生共有 35位

P4：何苡瑄、李好、廖俊宇、陳煜錡、許樂瑤、伍芷晴、李熙怡、劉予蘅、朱悅君、歐承熹、陶小桃、李欽
P5：梁迦嵐、施子彬、蘇欣怡、景思萌、施子妍、歐欣彤、鄭康蕎、白玉涵、張峻熹、黃思錡
P6：陳佩琦、區凱怡、潘越、林子珊、官詠晞、劉如欣、李祉瑤、楊書萱、趙苑如、方恩琳、劉樂豪、趙曉琪、莊秀娜

「畫出香港」計劃展覽─學校導賞團
日期： 2019年 3月 5日

地點：PMQ 元創坊

共有24位學生參與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的「『畫
出香港』計劃展覽―學校導賞團」。學生在活動中既

可以欣賞自己及同學的作品，亦可欣賞其他學校及藝

術家的創作，以增廣見聞，提升藝術素養，機會難得。

藝術推廣大使
配合「手作繽紛樂 DIY Fun Time」活動，
於星期三興趣小組時段，選取了 18位學
生進行培訓，他們除了學習基本製作手工

的技巧外，還要協助製作有關物料，老師

亦會教導他們如何指導同學，及如何協助

同學解決疑難。

校內活動
手作繽紛樂 DIY Fun Time
下學期本科仍會於小息及午息時段，教同學製

作小手工，以增強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

1 月─春節：賀年小手工（1年級）

4月─復活節：小小復活蛋
5月─感恩月：摺出我心意

視藝活動多姿采
校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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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校專業老師及外籍英語教師安排的
全英語課程，讓家長及早認識培育孩子「愛英

文」的關鍵，從小培養孩子學習英文的興趣。

  幼稚園學童及其家長於五月十八日到校進
行甄選活動及參加由陳惠良先生主持的「孩子

腦部發展與未來成就」講座。由於課程名額有

限，只可安排部分學生參與有關課程。由六月

一日至二十九日，學生進行共四節的英語課程。

幼稚園訪校活動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祥華幼稚園及粉嶺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分別於五月
二十七日及六月五日安排學生到本校參觀，讓高班學生可在升小學前，初

步了解小學的校園生活，以便及早適應。當天學生有機會參加不同類別的

課堂活動、參觀及欣賞表演，而家長則可從講座、表演及參觀來認識本校。

「2019 幼兒英文精英嘉年華」
'2019 English Topkids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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