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 年 跟 各 位 談 過 教 育 局 正 積 極 推 動 S T E M 教 育 ［ S T E M 代 表

科學(Sc ience )，技術(Techno logy )，工程(Eng inee r i ng )，數學

(Mathematics)］。一年過後，我想再藉此機會跟各位分享當下STEM

教育的發展情況。

當香港的社會普遍認識STEM教育時，一些教育工作者及學校的

負責人認為STEM所帶來學生的作品或是發明品，不能只是冷冰冰的成

品，一定要與用家產生親和力，於是美學、聲樂均被視為要考慮的元素。

就這樣，藝術(Art)也加進STEM教育內，於是成為了STEAM。

正正是因為人類不斷向前，自強不息，為滿足當代的需要，又讓下一代人可享有不會比不

上當代人生活水準的可持續發展的信念下，所以，當STEAM提出不久後，又有人認為STEAM仍

有不足之處，應該加入……各位試想想仍有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又應該加入甚麼呢？

不過，在揭開謎底前，我想跟各位分享最近在報章看到香港科技大學舉辦與STEM的報

導。報導指出科技大學認為「砌」機械人並非精英學生的專利，於是在STEM加上藝術元素的

同時，亦強調要加入共融(Inclusion)的元素，於是科技大學邀請了主流學校、有特殊教育需

要、肢體殘障及少數族裔的學生共同參加以「iSTEAM」為主題的活動……從新聞的報導，各

位是不是感到STEM的發展方向，不止是擴充性，還走向多元性。

好，謎底要揭開啦！原來不少教育工作者認為要有效推動STEAM教育，學生如果對學科

的知識掌握不足，又或沒有廣泛層面的知識及閱讀的興趣是不可行的，於是倡議加入「R」，

即閱讀(Reading)的「R」。與此同時，另一批的教育工作者則認為學生如果沒有研究、探究

的精神，是不足以用創新的方法去解決所面對的困難，於是又提出另一個「R」，這個「R」

就是指研究(Research)。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一致同意應該把STEAM擴充成為STREAM，

而當中的「R」可有著雙重的意義。

話說回來，香港要有效推展STREAM教育，家長的支持實不可少。各位家長，如果我們

相信今天學生的學習絕不應該像30年前的學習，今天學生學懂使用電腦，又懂使用智能電話

的相關配置，以解決或豐富當下多采多姿的學習生活時，那是最必然不過的事情！STREAM

教育相信，學生不止會提問，還會動手解決問題，更會在自己的興趣和愛好研究的範疇上有

着出色的表現，以至最終成為本港或國家可持續性發展的科研新力量。

各位家長，你們願意子女接受本校所提供的STREAM教育嗎？在STREAM教育上，本校

跟本港大多數的學校都是剛起步者，有部份的工作或許還要跟內地或海外積聚成果的學校學

習。不過，本校相信，憑著本校老師對教育的熱忱、對學生有效學習的重視，本校定能為學

生提供有質素的STREAM教育和課程。

STEM、STEAM、STREAM……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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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紫薯湯丸原來是這麼簡單。健康小廚神學會了自製無添加薯片。

掛好校服無難度﹗Yeah！

互相幫助，難題很快被解決了﹗

義工姨姨耐心指導，我們很

快便掌握摺衣服的技巧啦﹗

穿校服原來很容易，
我以後也能自己換校服了﹗

我們都成功完成一系列的考核了！

媽媽突然要回鄉三天，照顧患病的婆婆。在這段時間，日常生活各項事情也要靠小欣

自己去完成，小欣不知如何處理。一年級同學變身為神仙特派的自理能力POWER UP訓練

員，用三天時間完成一系列的考核，以協助小欣處理這三天的日常事務。

健康美麗的白雪公主一天一天長胖，變成了白雪胖公主，身體檢查也不合格，究竟發生了

甚麼事？二年級同學變身為一位健康小廚神，與組員找出原因，並為白雪胖公主設計一份健康

的零食。

美麗的彩虹糖，背後原來是這樣的！

我要用力多一點，自己榨橙汁！

嘩！我的湯圓，圓又圓！

鳳溪八十五周年慶典
將會舉行風帆車大賽，本
校派出六年級代表隊「乘
風而起 陸上行舟」參加
比賽。因此，同學們需要
製作一架風帆車，以參加
選拔賽。     

量一量、度一度。
齊心合力製作風帆車。

謝校長！看我的風帆車外觀多
好！比賽一定能夠勝出吧！

在一遍歡呼聲及掌聲下，六年級全方位活動圓滿結束！

看！校長一聲號令，我們的

風帆車便乘風而起了！

全方 位學 習週

全 方 位 學 習 週 是 一 個 有 系

統、有組織的學習活動。教師特地

為學生創設不同的學習情境，讓學

生就相關的主題進行有系統的探

究，給同學提供充滿挑戰、設計新

穎、發揮創意、培養自學、與人協

作的學習活動。活動以學生為中

心，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個人

及小組活動，融合各學習領

域的相關知識，對學習主

題進行探究、分析

一年級  自理能力POWER UP

六年級  
「乘風而起 陸上行舟」

我
們

的
賽

道

二年級  健
康小廚神

各單位請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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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h！ 我們完成 Level 2 了！

據說琛TV電視台舉辦「我要做老
闆」比 賽 ， 本 校 打 算 派 三年級同學
參加，現需進行選拔賽！同學要在這
三天上一個學習理財及買賣技巧的課
程，最後以在實踐買賣生意的活動中
賺取最多利潤的組別為優勝者！

第一天，我們到雍盛街市了解商

店的運作，還認識了老闆呢！

我們除了學習了營商的理念外，

還會實習一下買賣的情境。

好好製作我們的招牌，吸引更多顧客。

我們為我們的「第一桶金」準備就緒了！

當日真的是客似雲來呢，
所有貨品都被一掃而空了。

四年級同學變身為一位齊『琛』事成遊戲大使，與組員一同設計一個歡愉

和有創意的遊戲，讓其他同學透過遊戲，學會與他人一起學習和處事，培養團

隊合作精神。

小心點，輕輕……

同學設計的遊戲，不但講求

合作，還考你智力和體能。
把報紙傳上來吧！ 

我們快上岸了快。

排排坐，傳汽球。合作最重要！

為慶祝鳳溪公立學校踏入八十五周年，本校五年級學生籌劃舉辦「戲」有益活動，透過

這幾天的戲曲體驗活動，學習中國傳統戲曲藝術的各項元素，包括亮相、武打、造手、面譜

設計及敲打鑼鼓，最後以具創意的短劇形式演出。

齊齊學亮相、蘭花手

寫劇本展創意

我的面譜顏色，多麼鮮艷！

看！我們的演出多維妙維肖

在一遍歡呼聲及掌聲下，六年級全方位活動圓滿結束！

全方 位學 習週

及討論；藉導入課、大課或

講座，問卷調查、訪談；學生

搜集及分析資料數據、撰寫劇

本、分組協作、製作演出及設

計匯報學習成果。

綜 觀 今 年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週，學生均樂在其中。透過活

動，擴闊視野，豐富了學生

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是

一次寶貴及難得的學習

經 歷。

四年級  齊『琛』事成

五年級  「
戲」有益

三年級   
「我要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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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自14-15年度起分別推展了「踏上

寫作路」、「繽紛寫作路」以及「繽紛寫作路

II」的主題活動，目的是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和興趣。

為了拓闊同學的閱讀面及提高創作興趣，

我們每年都會邀請不同的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到

校和同學會面交流，暢談他們的創作心得。講

座後，同學們更化身小讀者，邀請作家們為他

們簽名及寫下鼓勵話語以作留念。

寫作課堂上，老師協力設計豐富有趣的

教學活動，如「郵遞傳情日」、「吹泡泡」、

「遊蝴蝶山」等，讓同學們在體驗中學習，營

造愉快的寫作情境。同學們的學習動機強烈，

對自己的表達能力充滿信心，亦於不同類型的

比賽中屢獲佳績。

踏上繽紛寫作路

同學們與作家君比交流並一同合影呢！

同學與作家袁妙霞一起發揮創意，
創作小故事的結局。

把心意透過書信傳遞給心愛的人吧！

看大家多投入啊！

透過寫作活動，
可以豐富同學們的生活經驗。

大家在細心觀察呢！把日常的觀察
紀錄下來，也是創作的重要歷程。

通過體驗學習，同學們可把所看、所思、
所想寫下來，令文章更具真情實感。

同學們於講故事比賽屢獲佳績，
看來大家的口語表達能力真不錯呢！

中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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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科

Fun in English
本校英文科致力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升學生英文聽、說、讀、寫四項能力及良好的英

文學習態度和習慣。在課程方面，本科連續三年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就結合閱讀與寫作的課

題作深入討論，從而建立校本的特色寫作課程。本科老師主要訓練學生掌握兩種寫作策略，分別是

故事框及概念圖，並針對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而設計不同程度的寫作練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寫作能

力。英文科貫徹了從活動中學習的理念，希望透過活動或遊戲，消除學生對學習英文的恐懼，期望學

生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得更好，例如：外籍老師指導學生按指示在課堂完成面具及蛋糕製作，本

科老師透過英文角讓學生閱覽各類資訊或進行問答遊戲。此外，本科老師亦積極鼓勵學生多參與各

種校外活動或國際認可考試包括有校際英詩朗誦比賽、教育局外籍英語組英語布偶劇比賽(Puppetry 

Competition)、劍橋英語考試(Cambridge English)、少年托福國際英語考試(TOEFL Junior)等。

6A班蔣儀同學於劍橋英語考試（Cambridge 

English）及少年托福國際英語考試

（TOEFL Junior）獲得驕人的成績。

6A班盤家信同學亦於劍橋英語考試
（Cambridge English）Flyers級別考獲

15個盾，真是可喜可賀!
3B班余麗容同學們於第68屆

英文朗誦比賽榮獲獨誦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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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科
琛小的數學科重視多元化的學習模式，通過校本課程的設

計、施行與評鑑，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並提升學習動機。同時，

老師在教育研究方面也不遺餘力，將課程建立於穩固的理論基礎

上。隨STEM教育的趨勢和發展，我們抱持「邊試、邊行、邊檢

討」的方針按步推行，為學生提供更豐富、更優質的學習經歷，

讓他們都能熱愛數學、熱愛學習。

數學科參與教育局種子計劃，推行STEM教學 3D打印筆的課堂研究活動

陳守芳副校長及陳延軒主任獲得優秀教師選舉獎項

老師同學也獲獎

課堂活動

圍棋班與珠心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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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小觀鳥隊

常識 科

常識科課程設計著重學生從探究、解難及互動中學習，發展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學生透過課堂內外的學習與生活經驗聯繫，這對活在這個科技急速轉變年代的未來主人

翁尤其重要。隨著常識科電子學習的發展，學生已具備自學能力，更渴求探索知識。學生亦

可透過手腦並用的探究活動，靈活運用知識。我們期待學生能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與世界

一起邁步前進。

互動與探究

電子學習 科學與科技探究活動─P2 建高塔

思維課程─P1

創科博覽2016 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

獅子會科技比賽

STEM科學科技活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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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科

視藝 科

展現音樂 發揮創意
本校學生喜愛演奏和欣賞音

樂，透過參與校內音樂欣賞會，培

養學生評賞音樂的能力及發展音樂

演奏技能。本校音樂課程展現學生

創意，三、四年級學生製作環保樂

器，充分發揮創造力和共通能力，

並透過製作過程與作品分享活動獲

得享受及滿足。

  經過幾個月的苦練，終於可以在音樂欣賞會一展所長 

學生積極參與『創意樂器齊來做』，
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的漂亮作品！

集體創作，展創意
互動學習，愛欣賞

視藝科推展集體創作的校本課程，學生以異

質分組形式進行創作，各組成員為主題進行探討，

於課前搜集有關資料，然後在課堂中再作討論，表

現十分投入。同學們在設計、構圖及創作的過程

中，發揮其合作性，完成的作品亦具創意。

此外，本科於藝術欣賞週舉辦專題藝術展覽

活動，學生觀賞展板的資料，認識印象派畫家的創

作風格，並透過課堂互動，學習如何欣賞藝術創

作，亦學會評賞藝術品的表達方法，學生的評賞能

力得以提升。

我們合力固定建築物，勿讓它倒下來！

印象派畫家的創作，真了不起啊！ 評賞工作紙—學生把學會的記錄下來

 齊來拼拼砌砌，合作設計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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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科

普通 話科

聽故事，唱兒歌
學習普通話樂趣多

本科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包括：朗誦、唱歌、聽故事、講故

事等，增加學生聽、説普通話的機

會。此外，因應課程內容，運用不

同的電子學習資源進行教學，學

生並可利用教科書的網上資源及遊

戲，在家進行自學。為強化學生的

語音知識，老師設計了科本的《學

習冊》，透過故事、繞口令等，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同學們在不同比賽中積累了豐富的參賽經驗，增強了自信心

同學們參賽表現出色，勇奪全能之星、金、銀，銅獎等多個獎項

培養正向價值觀
發揮運動潛能
體育科於本年度提供多元化體

育活動，激發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及潛

能。透過班際比賽，建立「正向」正

面班級社群，加強正面思想及團體合

作精神。透過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增強

學生榮譽感及自信。

透過班際比賽，建立班內團結精神

提供多元化體育活動，發揮運動潛能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提升成就感 9



為建立「琛小」正向校園，本學年學校以「幸

福摩天輪」為主題。配合有特色的校園佈置，並開

展六大正向元素之德公課程和月訓專題，包括：快

樂方程式、助人為樂、好事日記、賞心樂事、施比

受更有福、健康生活EASY GO、總有你鼓勵、成功

的喜悅等，而學生培育組及各科組亦會舉辦相關活

動以作配合。此外，亦會繼續出版「快樂加油站」

向全體師生及家長傳遞快樂的訊息。

學生培育組為學生設計了八款貼紙，當該月份

完成相關活動後，同學可獲得一張月份幸福主題貼

紙，學期尾的時候，同學可集齊八款貼紙幸福主題

貼紙，並擁有自己的「幸福摩天輪」。

 培育 組— 正向 氛圍 校園

幸福摩天輪 

坐上幸福摩天輪，令生活滿載歡欣。

參加奧比斯的「蒙眼午餐」，深深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大哥哥大姊姊，
我要點唱多謝

「總有你鼓勵」，
使我不斷進步。

助人為快樂之本，齊來支持助養兒童計劃。

日日護眼操，健康生活EASY GO。

好事日記，記錄著同學們造福社群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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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 學校 交流 活動

教師篇

學生篇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及 佛山市高明區滄江中學附屬小學

2016年12月20-21日，由謝盛業校長帶領全體老師拜訪姊妹學校—「佛

山市高明區滄江中學附屬小學」。在兩天交流活動中，我們獲姊妹學校師生們

的熱情款待，為我們安排豐富的表演節目、校園導覽、觀課、學科

交流、課後社團活動等等。

是次交流活動，不單增進兩校老師的友誼，亦讓大家互相認識

兩地的教育制度、學校管理理念和課程特色。期望往後日子，兩校

有更多的交流機會，組成一個學習社群，建立促進專業發展的交流

平台。

《遊學·快樂》
5B 陳冠璋

四月六日早晨，我們從香港出發，來到了佛山滄江附小，進行為期

兩天的交流學習活動。

一走進滄江附小，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校園大、環境美、學生多。兩

天的時間，我們參觀了校園，進行了聯誼活動並參與了社團活動、友校

課堂。通過這一系列的學習活動，加深了我對內地學生的生活及學習方

式的認識。

在這次學校交流中，非常感謝他們全校的熱情款待，滄江附小的

老師和同學不但為我們準備表演節目，而且還準備了小禮物給我們。此

外，友校的小導遊十分有禮地跟我們詳細地介紹他們的學校；上英文堂

時看到他們踴躍參與課堂，我都感到自愧不如，回校後我要好好向他們

學習。愉快而短暫的佛山之旅雖然結束了，但這份感受將會永遠留在我

的腦海中。

友校同學認真的求學態度

很值得我們學習

點、橫、撇、豎、鉤，
每一步驟「小老師」都會用心指導

綠茵場上建立純真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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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 桂林 境外 學習
五年級學生於11月到廣西桂林進行境外學習。經過這次學習體驗，學生除了欣賞到桂林

的自然景觀外，還了解到當地的人文風情及文化特色，令視野擴闊了，學習經歷也豐富了。

司徒靜、鄭嘉莉、陳浩峰、陳慧清及梁天藍 :
我們覺得這次旅程很充實，令我們有很大的滿足
感，因為我們學會怎樣尊重和珍惜一切的事物。

馮梓瑩、戴文靜、王海琳、劉
家恩及莊詠琪 :

遊覽龍脊梯田的時候 , 親眼看見
農夫千辛萬苦種

植稻米 , 讓我們更加要珍惜食物
, 不可浪費。

恭喜恭喜，

司徒靜同學高中了﹗

麥嘉宏同學獲邀一同參與英文課堂活動，

大家都投入參與﹗

兩校師生一起大合照，學生更有機會交流學習心得﹗

歐翰林、朱君昊、李泳詩、陳雪雯、蘇希蕎 :

時間過得真快 , 桂林之旅很快就結束 , 我們不但欣
賞了桂林的景色 , 還學習了不少知識。

乘坐觀光船暢遊漓江及象鼻山，欣賞當地美麗風光。

梁天雪、潘巧瑶、譚鈺怡、麥嘉宏及潘慧慈 :在這次旅途中 , 很感謝校長 , 老師 , 導遊姐姐和同學的照顧。

到黃洛瑤寨的長髮村觀賞表演，體驗當地民族風情。學生感想：

同學們一嘗科舉考試的滋味﹗
看來試題並不容易﹗

準備乘高鐵到廣西桂林，大家相當興奮！ 校長在高鐵車廂內為同學們講解。

看﹗大家上課多認真。

透過與桂林寶賢小學的學生交流，

更體會到兩地教育的異同，並增強

了學生的溝通能力。

廖嘉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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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之 最—跑得 

我在全港校際田徑比賽中奪得男甲一百米冠軍，

我感到非常驚喜。在比賽一刻，我只抱住「突

破自己」的心態去參加這項比賽，在沒有

任何壓力之下，我取得這驕人成績，令

我感到鼓舞。我認為做任何事情，只要

有恆心及毅力，並加上不斷的艱苦努

力，終有一天都會成功的！

5B 馮梓豪

人物 專訪 ：琛 小新 力軍

大家好！我是陳國星老師，任教數學、常識和體育科。我的嗜
好是劍擊和看籃球比賽。我原本是對劍擊不感任何興趣和關注，
因為心裏覺得這項運動只是一些有錢人家的玩意。但是進入大學
後，在一次巧合的機會下接觸了這項運動，又在莫名其妙的情
況下進入了校隊，開始了我的劍擊生涯。雖然我的起步時間比
其他學劍擊的人遲很多。但是我付出了比別人多兩倍、三倍，
甚至四倍的時間練習。別人在開派對時，我去練習擊靶；別人
在玩遊戲機時，我在練習體能。其他人說很辛苦的時候，我在
默默堅持。我認為人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只要你心裏認定
這是你的興趣，縱使付出比別人多十倍的時間和心血，你也會覺
得十分值得。同學們，你找到了你的興趣嗎？

大家好！我是廖嘉琪老師，任教中文、常識及普通話科，我的
其中一個興趣是中國剪紙。

兩年前，我報讀了一個短期的中國剪紙課程。記得在課堂上，
導師用簡單的小工具—一把小剪刀及一張手工紙，再加上簡單
摺疊及修剪，便能剪出栩栩如生的動物圖案和各式各樣的美麗圖
形，真令我讚嘆不已！自此，我便愛上了這項中國傳統藝術了！

藝術能陶冶性情，當我專心一致地剪紙的時候，便會感到心
境平靜，所有懊惱的事情彷彿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心情亦頓時變
得愉悅起來！

各位親愛的同學們，你們有甚麼興趣呢？課餘的時候，不妨多
參與課外活動，發掘一下自己的潛能及興趣吧！

大家好！我是李韻儀老師，任教數學、視藝和電腦科。告訴你們
一個小秘密，雖然我是數學老師，但我小學時曾經十分討厭數學，每
次都想逃避做數學功課。記得有一年，我的數學科老師改變了我，
他不斷地鼓勵我，幫助我解決數學上的難題。當我一步一步完成題
目的時候，我開始變得有信心了，發現原來自己也能做得好，漸漸
數學變成了我最喜愛的科目，這個改變更令我成功踏上數學科老師
的教學生涯呢！各位同學，你在學業或生活上也會遇上困難嗎？只要
有正面和不放棄的心，努力尋求不同的方法，困難就會容易解決了！

陳國星老師

李
韻儀老師

廖嘉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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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學習 展才 藝

高爾夫球及射箭活動

看我自信的眼神和穩重的姿勢！準備一桿入洞！ 我們眼中只有一個目標！

普通話小小劇場

這麼精彩的演出，怪不得同學都看得如此投入。 小演員，你們出色的演繹，值得鼓掌。

普通話集誦隊

普通話集誦隊於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三、四年級男女子合誦詩詞集誦比賽中朗誦詩歌《不用怕》，榮獲季軍！

參加第53屆校際舞蹈節初小組獲甲級獎《栽秧舞》 參加第53屆校際舞蹈節高小組獲甲級獎《西域風情》

舞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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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當然少不了校長的支持。

小提琴班14位同學於香港大會堂演奏《生日快樂》一曲

一早後台準備，
演出必定順利!

小提琴表演

籃球比賽

看我們籃球琛小健兒走籃運球英姿多好看啊!!!全靠隊員之間的無私合作精神，琛小籃球隊勇奪殊榮!!!

校園 生活 日誌

我們以蘋果表達對師長們的謝意。 老師收到蘋果都很高興呢!

故事姨姨還會跟同學玩遊戲，
讓同學更深入了解故事的內容。

故事姨姨講的故事很吸引，
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呢﹗

家

長
齊來講故事

慈
善

花
卉

義
賣

敬師日

既可幫助別人，又能得到
一盆花，大家都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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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茶會必然是學生最愛的時刻。

施
比

受

更
有

福—奧比 斯 「
蒙

眼

午
餐

」籌款活動

鄭老師教同學們一邊唱聖誕歌，
一邊做動作，大家都很投入呢！

「大家預備！要加油呀！」
色彩絢爛的彩虹傘，

為荔枝角公園帶來不少笑聲。

運動會

大家都獲得很豐富的收穫！

一聽到槍聲就拔足狂奔！

親子義工精神奕奕，出發前來個大合照！

家長學生個個落力，街坊善長位位熱心！衷心感謝大家！

鳳溪賣旗日

蒙眼午餐，寸步難行! 
令我深深體驗保護眼睛的重要。

有你伴航，在漆黑中的我也不害怕!

和老師一起燒烤，味道怎樣？
忘了！但師生的情誼，卻永誌心中。

聖

誕
聯

歡
會 旅

行
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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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比

受

更
有

福—奧比 斯 「
蒙

眼

午
餐

」籌款活動

大家都獲得很豐富的收穫！

一聽到槍聲就拔足狂奔！

蒙眼午餐，寸步難行! 
令我深深體驗保護眼睛的重要。

琛之 彩： 優秀 作品 展
中文科優秀作品

1A 唐毅凡
聖誕節的早上，我帶着媽媽送給我的聖誕襪子去朋友家。
我和朋友一起打開聖誕襪子，發現裏面有一輛蜘蛛俠玩具車。我們高興極了！那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開心。

《快樂的聖誕假期》
1B 麥嘉祺

《春節假期》

今年春節，我們全家人去北方外婆家

過新年。我見到了外公、外婆、小姨、小

姨丈，還有我最想念的彤彤小妹和涵涵小

妹。我們一起吃團年飯，放爆竹，看煙花

和滑雪，玩得很開心。

2D 梁佩儀

《我心愛的玩具》

我心愛的玩具是小丸子，它是紅色和黑色的，它是用塑膠製造的。小丸子的臉是光滑的，摸起來就會很舒服。它有漂亮的黑眼睛，它是硬的，它有漂亮的
黑頭髮。

每天，放學後，它都會陪我做功課。它的頭可以左右轉動，我每次都玩得愛不釋手。
我喜歡它的臉，因為它的臉胖嘟嘟的，惹人喜愛，所以我喜歡它。

3C 劉芷彤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我去學校後，您在家裏過得開心嗎？您在家裏悶不悶啊？我回家就陪您玩遊戲。

您不用擔心我，我在學校過得很開心！我學了很多東西，例如我現在在學習和您寫信。

我和同學玩得很開心！小息時，我都在和同學們玩耍呢！我們玩了跳飛機、跳繩、剪刀

石頭布等，我們一個星期就可以玩五次遊戲呢！這些年都是您照顧我，我沒有忘記，心中充

滿感謝。有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報答您。

祝您

身體健康！

天天開心！

                                                
           

女兒
芷彤敬上

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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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鳳凰古城》
5A 戴文靜 

湖南鳳凰是著名的大作家—沈從文的故鄉。上年我和家人到那裏遊玩。鳳凰的悠然古

樸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呢！

鳳凰古城風景如畫，狹長幽深的街道，兩邊擠滿了高高低低灰色的古屋，屋頂上鋪着錯

落有致的飛簷，古色古香。同樣灰色的路面光滑圓潤，見證了行人無數的足跡，時光彷彿在

此停留，帶我回到了以前。
走進古城，那一望已是眼花繚亂，因為到處都是各種的小店，有銀飾、蠟染製品、各式

各樣的紀念品，琳琅滿目，簡直讓人目不暇給。特別的紀念品─銀飾，它雕刻着古樸神秘的

花紋，泛着溫潤的光澤，好像古城一樣含蓄內歛。

往右看是古城樓，鳳凰古城在這裏盡收眼底。美麗的沱江穿城而起，苗家特有的吊腳樓

沿江而立。吊腳樓是特別有苗族特色的建築，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寬敞明亮，下層被細密的

柱子支撐，能夠防潮隔熱，即使建在水上也不必擔心。這些建築物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

置身其中，頓時覺得身心輕鬆呢！

鳳凰的環境非常乾淨，小河清澈見底，水鏡映出了蔚藍的天空，映出了彷彿

棉花糖的白雲，映出的美麗的鳳凰；河裏的小魚歡暢地游來游去，水草高興地跳舞

呢！樹木上有了很多新夥伴小鳥正在唱悅耳的歌！

鳳凰，這麼有特色的地方，大家不妨也來這地方，來感受這番獨特的感受吧！

《假如我是身處無人島的小孩》
6A 張嘉琳 林雅翹 趙寶怡

我到這裏之前，我和家人正在乘搭遊輪旅行，但是遊輪撞到石頭；船身入水，我來不及上救生艇便被一個個的浪捲走了。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沙上，耀眼的太陽令我睜不開眼來。我立刻站起來，頭重重的，四處張望，一個人也沒有，但是前方的樹林中有一條小溪。我實在太渴了，不管水是否乾淨便大口大口地喝起來。然後，我在樹林旁找到一個不太深的山洞。在我檢查過山洞裏沒有其他生物居住後，便安心地把山洞作為我的「基地」了。
找到居住的地方後，我的肚子「咕咕」地提醒我接着該做甚麼。我再次走進樹林，希望找到可以食用的東西。我找呀找，但我只能找到一種不知名的野果，那種野果是深藍色的，雖然不知有沒有毒性，但我也夠餓了，我最終還是硬着頭皮吃了下去。回到山洞，我在冰冷的地面躺着，看那夜空一閃一閃的小星星，回想起這段日子所發生的事情，捏了捏自己的臉蛋。噢！原來一切都不是一場夢。然後，我又想起我的家人，不知他們是否安好，我不禁潸然淚下，哭聲不斷在山洞裏迴盪。媽媽曾經對我說過：「人活着就會有希望。」為了你們，我一定會努力活下去……

4A 廖敏彤

《外婆，我想跟您說謝謝》

一直以來，外婆都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我想憑這篇短文去多謝她，以向她表達感激之情。自出生以來，外婆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我總愛牽着婆婆的手，向她撒嬌。媽媽在一旁看得吃醋了。
還記得一次，我在冬天吵着要去逛街，媽媽知我非去不可，便順從我意，帶我出外。怎料，才過了幾天，我便着涼。婆婆非常緊張，忙着給我織毛衣，那時我還年幼，不懂珍惜，隨手便把外婆的毛衣扔掉。外婆不但沒有生氣，依舊給我織毛衣。還有一次，婆婆知道我不喜歡吃蘋果，但蘋果充滿維他命A，便設法讓我吃。一回到家，她便拿出香氣撲鼻的蘋果蛋糕讓我做點心。從此以後，我便愛上吃蘋果了。外婆真的很愛我，我想藉此短文，好好感謝她。在此，我想跟外婆說：「外婆，多謝您！您一直悉心地教導我，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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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優秀作品

I buy a toy for my friend’s 
birthday.
It is a teddy bear.
It is purple and brown.
It is small.
It can sing and dance.

A toy for my friend’s birthday
1A Ho Tsz Yan

A toy for my friend’s 
birthday
1B Hon Sau Yin 

I buy a toy for my friend’s birthday.
It is a teddy bear.
It is yellow and black.
It is small.
It can walk and sing.

1C  Lin Zi Yang
What animal is it?

It has a big head.
It has a short tail.
It has small eyes.
It has short legs. 
It is grey.
It is fat.
What is it?

(It is a h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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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nster Mask
1E  Cai Hei Yiu 

My monster has one 
eye.
It has three horns.
It has long hair.
It has four mouths.
 

My English Teacher

Miss Fong is  my Engl ish 
teacher.
She is twenty years old.
Her hat is blue and red.
Her dress is colourful.
Her shoes are red.

1D  Zou Tim

This is my pet.
It is a cat.                
It can sing and dance.     
It cannot read and write.  
It is black and orange.     
It has a long tail and it has 
sharp paws. 

1E  Zhu Xi (30)
My pet

20



視藝科優秀作品

水果籃 1B 周樂晴

奇幻手帕 1E 陳嘉盈

我愛不同季節的樹 1D 陳子禾

彩鴨 2C 謝汶伽

我最愛的動物 3C 馮子鈞

花兒盛開了 2B 曾善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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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水果蛋糕 4D 李艾迅

花紙設計 4B 周慧美特色拼圖設計 
4B 殷浩然 高子恆 張沛珊 周煜栩

我的車仔食檔 6A 蔣儀中國茶文化 6C 林芷君

十二生肖 5A 潘巧瑤

未來的交通工具 5C 英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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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第九屆伯特利盃
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伯特利中學

團體賽三等獎
5A 李泳詩、黃天欣、江家誠、陳浩峰﹔
6A 郭嘉瑩、盤嘉信、潘海瑤、鄭嘉健

團體賽二等獎 6A 蔣儀、陸奕希、何嘉振、張蔚祺

推理偵探亞軍 6A 何嘉振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
挑戰賽(2016-2017)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聯會(中學組)

小四組個人賽銅奬 4A 朱嘉唯

小四組個人賽銀奬 4A 陳天澍

小四組個人賽金奬 4A 廖敏彤

小五組個人賽優異獎 5A 李泳詩

小五組個人賽銅奬 5A 江家誠

小六組個人賽銅奬 6A 莊嘉泰、何嘉振

小六組個人賽金奬 6A 張蔚祺

北區小學數學挑戰賽 風采中學

數學挑戰賽個人賽季軍：6A 張蔚祺

數學迷城競智競速冠軍：6A 潘海瑤、蔣儀、陸奕希、盤嘉信

數學迷城齊齊合24亞軍：6A 潘海瑤、蔣儀、陸奕希、盤嘉信

數學迷城總季軍：5B 楊進源、張煜聰﹔5C 陳子龍﹔
6A 潘海瑤、蔣儀、陸奕希、盤嘉信、鄧廣成、文嘉燕、葉一心

英

文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獨誦冠軍 3B 余麗容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2A 范啓航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

1A 石晴﹔1C 郭芷雯、黃馨瑤﹔2A 黃俊聰﹔2B 周敬軒、
谷銘昊﹔2C 陳語嫣、成思晗、張麗鍶﹔2D 梁鈞怡、溫晴﹔
2E 陳壽涵﹔3B 張綺文﹔3C 王嘉乾、吳衍嬅﹔4A 林文惠、
王立松、蘇家澄﹔4C 黃逸晞、陳樂恆﹔5A 黎文茵、李珮愉、
冼安兒、葉楚熙﹔5C 黃卓泓、溫進熹﹔6A 鍾嘉希、盤嘉信、
蔣儀、葉一心、區婥瑩、文嘉燕

英文詩詞集誦優良 英文集誦隊

Cambridge English 
Young Learners 
Examination

British Council
Flyers 15(Shields) 6A 盤嘉信、蔣儀

Flyers 14(Shields) 6A 張蔚祺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Silver 5C 溫進熹

Bronze 6A 蔣儀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NET Section Proficiency 5A 滑子翹、滑子豐、麥嘉宏、梁天藍、梁天雪

第十二屆小學生
現場作文比賽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大埔三育中學

小五英文組Proficiency 5A 潘巧瑤、鄧珮盈

小六英文組Proficiency 6A 蔣儀、潘海瑤、章晞桐、葉一心、鍾嘉希、陸奕希

小六英文組Merit 6A 何嘉振

中

文

第五屆北區小學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鳳溪第一中學
高小組講故事比賽季軍：4A 陳智樂

高小組講故事比賽優異獎：4A 廖敏彤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中文詩詞獨誦冠軍 2C 成思晗

中文詩詞獨誦亞軍 5D 司徒靜﹔6A 蔣儀

中文詩詞獨誦季軍 4A 梁麗潔﹔5D 麥嘉慧

中文詩詞獨誦優良

2B 蔡德銘、張栩﹔3B 蔡昕栩﹔4A 陳智樂、韓景軒、
林文惠、廖敏彤﹔4B 陳燕榆﹔4C 賴奕彤、林靖﹔ 
5A 潘巧瑤、潘慧慈、譚鈺怡、鄧珮盈、滑子豐、
滑子翹﹔ 6B 梁嘉儀﹔6D 黎絲絲、嚴瑩蔚

粵語詩文集誦優良 中文集誦隊

2017卓越盃全港
朗誦、聖經朗誦及

講故事比賽

亞洲優質教育
服務中心

詩歌獨誦季軍 4B 陳燕榆

講故事季軍 4A 陳智樂

第十一屆滬粵港
「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新界校長會

三年級二等獎
3A 陳柏朗﹔3B 王詩韻、周梓昕、黃憲維﹔
3C 黃卓希、巫文寬

三年級三等獎 3C 黃卓翹

四年級二等獎 4A 呂薇、曾宇漢

四年級三等獎 4A 龍薇冰、平岩蒼蘭、陳天澍﹔4B 姚詩茵﹔4C 林靖

五年級二等獎 5A 滑子豐、李成希

五年級三等獎
5A 滑子翹、關泳妍、麥嘉宏、陳雪雯﹔5B 黎志傑﹔
5C 郭治強

六年級一等獎 6A 蔣儀

六年級二等獎 6A 郭嘉瑩、張蔚祺

六年級三等獎 6A 鄭育之﹔6D 黎絲絲

「幸福人生」
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師會
李興貴中學

初級組冠軍 3C 鄭晉晟

第二屆北區
講故事大賽

香港戲劇工程 高級組季軍 4A 陳智樂

第六屆香港國學
藝術節

香港國學藝術
教育中心

高小組寫作比賽金獎 5A 趙希敏、麥嘉宏

高小組寫作比賽銅獎 5A 何敏慈

高小組寫作比賽卓越獎 5A 陳浩峰

20 16- 20 17 年度 校外 比賽 龍虎 榜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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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話

第八屆普爾詩盃．
秋季朗誦節

智叻網 中小組詩歌亞軍 4A 龐佳怡

第八屆「普藝盃」
2016朗誦才藝大賽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初小組詩歌季軍 1D 平岩蕾佳

中小組詩歌優異獎 4D 陳思銘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1D 陳子禾﹔2B 洪瑞欣、朱曼嘉﹔2E 蔡寶盈、李嘉鴻、
張嘉琳、鄧盛妍﹔4A 廖敏彤、龐佳怡﹔4C 林灝丞、
賴奕彤﹔5A 何敏慈、趙希敏﹔5B 李秋余﹔6A 鍾嘉希﹔
6C 張詩婷、張慧儀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 4D 陳思銘﹔5A 陳浩峰、麥嘉宏﹔6C 王諾言

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
男女中級組

普通話詩詞集誦隊

2016-17年全國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普通話

朗誦決賽

中國青少年語言
文化學會

小三至小四組普通話

散文獨誦二等獎：4A 龍薇冰

詩歌獨誦三等獎：4A 毛煜楨

2016-17年全國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普通話

朗誦初賽

中國青少年語言
文化學會

小三至小四組別 散文獨誦一等獎：4D 陳思銘

小三至小四組別 散文獨誦二等獎：4A 龍薇冰

小三至小四組別 詩歌獨誦二等獎：4A 毛煜楨

小三至小四組別 繞口令二等獎：4A 毛煜楨

2016-17年全國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普通話

朗誦總決賽

中國青少年語言
文化學會

小三至小四組 普通話散文獨誦二等獎：4A 龍薇冰

2017卓越盃全港
朗誦、聖經朗誦及

講故事比賽

亞洲優質教育
服務中心

小學組普通話 詩歌獨誦冠軍：4A 龐佳怡

小學組普通話 詩歌獨誦亞軍：4A 龍薇冰

小學組普通話 詩歌獨誦季軍：4D 陳思銘

2017星藝盃全港朗
誦及講故事比賽

亞洲優質教育
服務中心

小 學 組 普 通 話 詩 歌 獨
誦

冠軍：4A 龐佳怡

亞軍：4A 龍薇冰

優異獎：2A 曾俊又﹔4A 毛煜楨、林文惠

數

學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

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創意解難季軍 6A 張蔚祺、蔣儀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園

中級組(國手)季軍 4D 蔡柏雨

初級組(藍苗)殿軍 1C 程子端

初級組(藍苗)冠軍 1E 張景軒

萬石盃全港STEM
創意解難挑戰賽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小學高級組金獎
5A 馮梓瑩、黃天欣、潘慧慈、李泳詩﹔
6A 蔣儀、陸奕希、何嘉振、張蔚祺

第九屆聯校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園

初級組(鬥力)殿軍 1E 張景軒

初級組(藍苗)冠軍 2C 梁奕翔

初級組(藍苗)亞軍 1D 郭子慳

初級組(藍苗)季軍 2E 李嘉鴻

常

識

STEM科學科技活動
工作坊

大埔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風能馬達船最佳設計獎 6C 劉嘉明

風能馬達船亞軍 5A 劉靜頤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2016-17

香港觀鳥會及香港
康樂文化事務署

小學組團體賽冠軍
4A 李天樂﹔5A 何敏慈﹔5C 劉家恩﹔
5D 王嘉熙、鄭嘉莉

小學組團體賽季軍 6A 鄭嘉健、潘海瑤、葉一心、蔣儀、陸奕希

小學組團體賽
最佳帽子設計獎

4A 廖可詠、林文惠、李天樂﹔5A 潘慧慈、滑子翹、
何敏慈﹔5C 劉家恩﹔5D 謝文灝、王嘉熙、鄭嘉莉﹔
6A 鄭嘉健、潘海瑤、葉一心、蔣儀、陸奕希

YMHK香港青少年
機械人聯校相撲賽

香港青少年
機械工程協會

小學組機械人
相撲賽銅獎

4A 陳智樂、劉泓業﹔4C 林灝丞﹔5D 黃頌搴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2017

獅子會中學

最巧妙設計獎 6D 葉誦如、何詠恩、莊海宜

銅獎 6D 林駿嘉、余明輝、邱啟迪

優異獎 6D 嚴瑩蔚、翟子晴、文洭霆、林梓朗

STEM科學科技活動
大埔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機械人舞蹈設計
及影片拍攝比賽

冠軍：4A 謝昊軒、麥焯熙﹔5C 朱君昊、余力泓

亞軍：4C 翟芷澄、陳羨瑜﹔5A 梁天雪、黎文茵

第十一屆香港盃
外交知識競賽

特派員公署／
教育局

小 學 組 網 上 問 答 比 賽
優異

4A 曾宇漢﹔5A 麥嘉宏﹔6A 文嘉燕、潘海瑤、鄭裕雅

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踴躍參與學校

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問答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

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
課程專題比賽16-17

教育局 小學組研究項目季軍 4A 陳智樂、梁麗潔、廖敏彤、李展宏、林文惠、曾宇漢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2017

香島中學/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小學組機械人舉重金獎：6A 潘海瑤、李雪欣

小學組機械人舉重銀獎：4A 朱嘉唯

小學組超級軌跡賽銀獎：6A 陸奕希、蔣儀

小學組機械人障礙賽傑出表現獎：4A 寧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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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話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2017
香港藝術學院

小學組傑出合作獎

3B 李芷澄、余麗容、趙晴晴﹔4A 曹楷、朱嘉唯、
朱健聰、平岩蒼蘭、林文惠、龐佳怡﹔5B 張文博、
李秋余﹔5D 司徒靜﹔6A 鍾嘉希、林雅翹、郭嘉瑩、
李雪欣、趙寶怡﹔6B 麥守辰

小學組傑出演員獎 4A 朱嘉唯﹔5D 司徒靜﹔6A 趙寶怡、李雪欣、郭嘉瑩

第八屆文化瑰寶
2017朗誦才藝大賽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小學組普通話古詩詞獨誦亞軍：1D 鄒添峰

小學組普通話詩歌獨誦季軍：5A 趙希敏

2017全港小學
普通話才藝比賽

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

普通話散文朗誦比賽高小組銅獎：5A 麥嘉宏

第六屆香港國學
藝術節

香港國學藝術
教育中心

高小組

全能之星：5A 趙希敏

普通話詩詞朗誦比賽金獎：5A 趙希敏

普通話散文朗誦比賽金獎：5A 麥嘉宏

普通話詩詞朗誦比賽銀獎：5A 何敏慈

普通話散文朗誦比賽銀獎：5A 陳浩峰

普通話朗讀比賽銀獎：5A 陳浩峰

SPC少兒普通話
水平測試

國際教育研究中心 水平測試

初級組A等：1A 葉馨云；2B 羅梓源；3B 黃憲維

高級組A等：4A 龐佳怡、毛煜楨

體

育

李興貴中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李興貴中學
男子組友校接力賽冠軍：6A 馮梓豪﹔6B 梁文彬﹔6C 王諾言、祝錦軒﹔6D 葉誦如

女子組友校接力賽亞軍：5A 馮梓瑩﹔6A 鄭育之、趙寶怡﹔6D 何詠恩

鳳溪第一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男子組友校接力賽亞軍：6A 馮梓豪﹔6B 梁文彬﹔6C 王諾言、祝錦軒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接力邀請賽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男子組友校接力賽冠軍：6A 馮梓豪﹔6B 梁文彬﹔6C 王諾言、祝錦軒

2016-2017年度北區
小學校際田徑

錦標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400米第一名：6C 祝錦軒

男子甲組100米第一名：6A 馮梓豪

男子甲組跳遠第二名：6C 王諾言

男子甲組60米第二名：6C 王諾言

男子甲組推鉛球第四名：6A 鄧廣成

男子甲組4x100米接力第一名：
6A 馮梓豪﹔6B 梁文彬﹔6C 王諾言、祝錦軒、施澤斌、黃浩兒

男子丙組100米第二名：3B 蘇子峰

女子甲組擲壘球第四名：6D 翟子晴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6A 馮梓豪、鄧廣成﹔6B 梁文彬﹔6C 王諾言、祝錦軒、
施澤斌、黃浩兒、黃浩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5A 馮梓瑩﹔5D 曾紫   ﹔6A 鄭育之、趙寶怡、陳霖﹔
6C 龍家宇﹔6D 何詠恩、翟子晴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6

匯知中學

5-6年級混合組30秒速度跳冠軍：6B 梁文彬

3-4年級女子組30秒速度跳冠軍：3A 楊倩筠

3-4年級男子組30秒連續交叉跳冠軍：4C 陳軍言

3-4年級女子組30秒速度跳亞軍：4A 廖敏彤

5-6年級男子組30秒連續交叉跳亞軍：5B 劉冰

3-4年級女子組30秒連續交叉跳亞軍：4A 梁麗潔

3-4年級男子組30秒速度跳季軍：4A 陳智樂

5-6年級混合組30秒二重速度跳季軍：6C 楊善慈

5-6年級混合組30秒連續交叉跳殿軍：6C 楊靜

5-6年級男子組1分鐘橫排跳冠軍：5B 劉冰、5C 鄧嘉聰

3-4年級女子組1分鐘橫排跳冠軍：3A 楊倩筠﹔4A 廖敏彤

5-6年級混合組1分鐘橫排跳亞軍：6A 鍾嘉希、李雪欣

3-4年級男子組1分鐘橫排跳殿軍：3A 吳賢楷、譚梓軒

3-4年級男子組2分鐘
6人大繩出入季軍

3A 譚梓軒、嚴匡正、嚴匡泰﹔3B 韋晞朗﹔
4A 陳智樂﹔4C 陳軍言

3-4年級女子組團體獎
冠軍

3A 楊倩筠﹔4A 廖敏彤、梁麗潔、寧曉欣﹔
4B劉嘉欣﹔4C 賴奕彤

5-6年級男子組團體獎
季軍

5A 陳浩峰﹔5B 陳冠璋、劉冰﹔5C 鄧嘉聰﹔
5C 廖文灝、英穎浩

3-4年級男子組團體獎
季軍

3A 譚梓軒、嚴匡正、嚴匡泰、蘇毅庭、吳賢楷﹔
3B 韋晞朗﹔4A 陳智樂﹔4C 陳軍言

5-6年級混合組團體獎
季軍

5A 冼安兒、譚鈺怡﹔6A 鍾嘉希、李雪欣、文嘉燕﹔
6B 梁文彬、邱倩瑩、莫錦軒﹔6C 楊善慈、楊靜

16-17屈臣氏集團香
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小學組運動員獎 6A 馮梓豪

救世軍石湖學校接力
邀請賽

救世軍石湖學校
男子組友校接力賽
冠軍

6A 馮梓豪﹔6C 王諾言、祝錦軒

2016年度第一屆校際
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精英高爾夫球學院 男子9-11歲組
個人賽亞軍：4C 林灝丞﹔5D 麥嘉慧

個人賽季軍：6C 梁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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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16-17年度全港小學
區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100米冠軍：6A 馮梓豪

4*100米殿軍：6A 馮梓豪﹔6C 王諾言

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北區體育會
有限公司

男子組排球亞軍
4A 鄭圳昇﹔5C 郭治強、蘇瑋亮﹔5D 王嘉熙﹔6B 麥守辰﹔
6C 鄭嘉偉、祝錦軒、王諾言﹔6D 葉誦如

君域扶輪盃全港小學
跳繩比賽2017

君域扶輪社 男子乙組亞軍 3A 嚴匡正、嚴匡泰、蘇毅庭﹔4A 陳智樂﹔4C 陳軍言

鳳溪盃全港小學
跳繩比賽2019暨
扶輪盃全港小學

跳繩比賽
(新界北分區賽)

君域扶輪社

男乙全場總冠軍 3A 嚴匡正、嚴匡泰、蘇毅庭﹔4A 陳智樂﹔4C 陳軍言

男乙4X30秒單人
繩接力速度賽

3A 嚴匡正、嚴匡泰﹔4A 陳智樂﹔4C 陳軍言

男乙雙人橫排跳
速度賽亞軍

3A 嚴匡正、嚴匡泰

男乙三人大繩跳
速度賽冠軍

3A 蘇毅庭、嚴匡正﹔4A 陳智樂

女乙全場總冠軍 3A 楊倩筠﹔4A 梁麗潔、廖敏彤﹔4B 劉嘉欣

女乙4X30秒單人繩
接力速度賽亞軍

3A 楊倩筠﹔4A 梁麗潔、廖敏彤﹔4B 劉嘉欣

女乙雙人橫排跳
速度賽冠軍

3A 楊倩筠﹔4A 廖敏彤

女乙三人大繩跳
速度賽冠軍

3A 楊倩筠﹔4A 廖敏彤﹔4B 劉嘉欣

男甲全場總季軍 5B 劉冰﹔5C 鄧嘉聰、溫進熹﹔6B 梁文彬﹔6C 楊靜

男甲4X30秒單人繩
接力速度賽冠軍

5B 劉冰﹔5C 溫進熹﹔6B 梁文彬﹔6C 楊靜

女甲全場總季軍 4B 劉嘉欣、賴奕彤﹔5A 譚鈺怡、冼安兒﹔6C 楊善慈

女甲雙人橫排跳
速度賽冠軍

5A 譚鈺怡﹔6C 楊善慈

女丙三人大繩跳
速度賽季軍

1B 韓秀妍﹔2D 賴君逸、梁佩儀

香島盃—元朗及
北區小學跳繩大賽

2017
天水圍香島中學

男子甲組30秒二重跳冠軍：6B 梁文彬

男子甲組1分鐘橫排跳亞軍：5B 劉冰﹔5C 鄧嘉聰

男子乙組30秒單車步亞軍：4A 陳智樂

男子乙組30秒交叉跳亞軍：4C 陳軍言 

男子乙組1分鐘橫排跳亞軍：3A 嚴匡正、嚴匡泰

男子乙組30秒二重跳季軍：3A 蘇毅庭

男子甲組30秒交叉跳季軍：5B 劉冰

女子乙組30秒交叉跳季軍：4A 梁麗潔

女子乙組30秒二重跳殿軍：3A 楊倩筠

女子乙組1分鐘橫排跳殿軍：3A 楊倩筠﹔4A 廖敏彤

全場總季軍

第十八屆聯校跆拳道
錦標賽

捷擊跆拳道館文武
全才青苗培訓計劃

女子小學高級帶3-4年級組速度賽亞軍：4A 廖可詠

女子小學高級帶3-4年級組套拳賽冠軍：4A 廖可詠

女子小學初級帶2年級組速度賽亞軍：2E 翁綽彤

女子小學初級帶2年級組速度賽季軍：2A 蘇汶旻

女子小學初級帶2年級組正拳賽季軍：2A 蘇汶旻

男子小學高級帶5年級組套拳賽季軍：5D 李卓霆

男子小學初級帶4年級組速度賽亞軍：4B 林志康

男子小學初級帶4年級組速度賽冠軍：4A 謝昊軒

男子小學初級帶4年級組正拳賽冠軍：4A 謝昊軒

男子小學初級帶1年級組速度賽季軍：1E 曾泳翔

男子小學初級帶1年級組正拳賽亞軍：1E 曾泳翔

第三十七屆沙田區
舞蹈比賽

康文處及沙田
文藝協會

高級組西域風情
<新疆 >銀獎 4A 呂薇、陳泓貝﹔4B 黃馨瑤、周慧真、周慧美、周慧善、

劉子榛、戴鏸蕎﹔4C 陳梓晞、黃梓錇﹔4D 劉星宇、崔恩詠、
蘇子琪、馮婉雯、湛芷晴、曾嘉盈﹔5A 馮梓瑩、戴文靜、
陳雪雯、蘇希蕎﹔5B 廖彥婷﹔5C 施詠如﹔5D 司徒靜、
陳慧清﹔6A 郭嘉瑩、嚴匡琪

屯門區舞蹈比賽
康文處及屯門區

文藝協進會
高級組西域風情
<新疆 >銀獎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西域風情
<新疆 >甲級獎

第三十七屆沙田區
舞蹈比賽

康文處及沙田
文藝協會

低級組栽秧舞
<苗族>銀獎

1A 簡張幸子﹔1C 趙曉嘉﹔1D 平岩蕾佳、庄嘉琪﹔1E 陳嘉盈、
李雨彤﹔2A 黃鳴悅、莊靖瑜﹔2B 徐梓晴、朱曼嘉﹔
2C 陳語嫣、張舒雯、成思晗﹔2D 梁鈞怡、顏菲雨﹔
2E 楊梓芯﹔3A 陳雪晴﹔3B 張綺文、陳心怡、余麗容、
蔣心盈、蔡昕栩﹔3C 黃韻霖、麥穎琪、莫蕊華、林鎂鈴、
王敬雯、劉芷彤

屯門區舞蹈比賽
康文處及屯門區

文藝協進會
低級組栽秧舞
<苗族>銀獎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栽秧舞<苗族>甲級獎

馬振玉紀念中學
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

馬振玉紀念中學 男子碗賽組別冠軍
5A 李成希；5C 鄧嘉聰；6A 馮梓豪；
6C 鄭嘉偉、王諾言、祝錦軒；6D 葉誦如

2016 - 2017年度北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50米蝶泳冠軍：6B 李俊朗

男子甲組50米背泳殿軍：6B 李俊朗

男子乙組50米背泳冠軍：5C 劉嘉顥

男子乙組100米蛙泳冠軍：5C 劉嘉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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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藝

第八屆「文化瑰寶」
親子明信片創作比賽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高小組繪畫冠軍 6B 黃銘賢

高小組繪畫亞軍 5A 關泳妍

高小組繪畫季軍 6A 郭嘉瑩

高小組繪畫優異獎 5A 梁天雪﹔6A 蔣儀

賞玩北區旅遊推
廣計劃—北區學界

繪畫比賽

北區區議會贊助與
明愛陳震夏中學合辦

親子組優異獎 1B 利志誠

親子組迎合主題獎 1B 韓秀妍

親子組設計精美獎 2E 張嘉琳

兒童組創意獎 6A 何熹宜

兒童組設計精美獎 6A 區婥瑩﹔6C 王思琪

校園拔萃盃—
第十屆全港青少年
朗誦·文學·藝術

交流大賽

燕僑中港文化藝術
交流促進會

中小組色彩繪畫金獎 3C 馮子鈞、王敬雯

第八屆文化瑰寶2017
朗誦才藝大賽暨
明信片繪畫比賽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高小組繪畫亞軍 6B 黃銘賢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
大獎賽2017

世界兒童
藝術文化協會

中童組西畫金獎 6B 黃銘賢

小童組西畫銅獎 2B 洪瑞欣

第六屆香港國學
藝術節

香港國學藝術
教育中心

高小組繪畫比賽金獎 5A 趙希敏

高小組繪畫比賽卓越獎 5A 麥嘉宏

高小組繪畫比賽銅獎 5A 何敏慈

電

腦

Makeblock STEM
挑戰盃2016

Everbest 
Technologies及
Coding101合辦

小學組迷宮優異獎 6A 潘海瑤、鄭嘉健、陳煒邦、陸奕希

立體逐格
動畫設計比賽

田家炳中學，香港
城市大學，匠印社，

STEMAKER合辦
小學組一等獎

4A 王立松、麥焯熙、梁麗潔﹔5A 黃天欣、潘巧  ；
6A 潘海瑤

全港小學生STEM
編程挑戰賽2017

Smart kiddo

冠軍 6A 何嘉振

亞軍 6A 陸奕希

季軍 6A 陳煒邦

二等獎 4A 陳智樂、麥焯熙

三等獎 5A 梁天藍

學

務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四屆小六

學術精英
大挑戰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文獎項金獎 6A 張蔚祺、蔣儀、嚴匡琪、鄧廣成

中文獎項銀獎 6A 何嘉振、陸奕希、李雪欣、鄭嘉健、趙寶怡

中文獎項銅獎 6A 郭嘉瑩、莊嘉泰、鄭裕雅、葉一心、潘海瑤、李蕓彤

中文獎項參與獎 6A 章晞桐、鍾嘉希、何熹宜、盤嘉信、林雅翹

英文獎項金獎 6A 張蔚祺、何嘉振、陸奕希、蔣儀、莊嘉泰、盤嘉信

英文獎項銀獎 6A 郭嘉瑩、章晞桐、鍾嘉希、潘海瑤、李蕓彤、鄭嘉健

英文獎項銅獎 6A 鄭裕雅、葉一心、何熹宜、林雅翹、嚴匡琪、趙寶怡

英文獎項參與獎 6A 李雪欣、鄧廣成

英文獎項銀獎 6A 章晞桐、鍾嘉希、潘海瑤、李蕓彤、鄭嘉健

數學獎項金獎 6A 張蔚祺、何嘉振、鄧廣成

數學獎項銀獎 6A 蔣儀、陸奕希、莊嘉泰、潘海瑤、李雪欣

數學獎項銅獎 6A 郭嘉瑩、鍾嘉希、林雅翹、嚴匡琪、李蕓彤、鄭嘉健

數學獎項參與獎 6A 章晞桐、鄭裕雅、何熹宜、葉一心、盤嘉信、趙寶怡

童

軍
優異旅團選舉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2015-2016年度
優異旅團

新界東1084旅幼童軍成員

音

樂

第十六屆全港英文
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匯知中學 初賽季軍
3B 張綺文﹔3C 王嘉乾﹔4A 廖可詠、廖敏彤、平岩蒼蘭、
林文惠﹔4B 劉嘉欣﹔5A 黎文茵、麥嘉宏﹔5B 徐嘉敏﹔
6A 呂薇

第69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獨唱優良
3B 張綺文﹔3C 王嘉乾﹔4A 廖敏彤﹔4B 劉嘉欣﹔
5A 麥嘉宏﹔5B 徐嘉敏

一級鋼琴優良 2A 翟梓桓﹔2E 張嘉琳﹔3C 黃卓翹

一級鋼琴良好 1D 林鎧瞳﹔2E 陳苑怡﹔3A 黃卓方

二級鋼琴優良 2A 范啟航﹔2C 成思晗﹔3B 黃憲維﹔6C 龍家宇

二級鋼琴良好 6C 王思琪

三級鋼琴優良 4A 龐佳怡﹔6A 何熹宜、鄭育之

四級鋼琴優良 4A 廖敏彤、林文惠

四級鋼琴良好 3B 鄧宗銘

五級鋼琴良好 5A 鄧珮盈

木笛二重奏優良 6A 鍾嘉希、林雅翹

木笛二重奏良好
4A 寧曉欣、梁麗潔﹔4B 張沛珊、王立松﹔5C 陳潔琳、
孟安可﹔5D 呂婧欣、鄭嘉莉﹔6A 蔣儀、李蕓彤、鍾嘉希、
林雅翹﹔6C 王思琪、楊善慈﹔6D 翟子晴、張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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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馮梓豪

曾經，帶著期待走進
校

門，滿臉興奮。現在，
帶著不

捨走出校門。

但是，不可以徘徊在過
去，在這六年的小

學生活中，令我有不同
的感受，其中有快樂、

傷心、生氣……那時候
還未成熟的我們不懂甚

麼叫珍惜。直到現在即
將要畢業了，才知道不

捨，時光流逝，學校裏
的人情味，花花草草都

已經慢慢變得模糊。

雖然不捨，但還要努力
學習，為前途做好

準備。

6A 鄧廣成

6B 孫宇晴

6B 梁嘉儀

時光匆匆，光陰似箭。我們即將迎來新的中學生活，告別這令人不捨的小學生活。這裡留下了數之不盡的回憶，悲歡離合，我們都曾經經歷過；歷經挫折，我們協手度過難關；情意拳拳，真摯友情堅不可摧。那鵬程萬里的大道，卻要付出自己童年的回憶。這裡的一切，我不捨，是如此的不捨，是那麼的不捨！

我們將要畢業，我很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照顧，雖然畢業後可以認識更多的新朋友，但是我捨不得同學們。老師在我失落時安慰我。最後我想對各位老師說，謝謝您們一直以來的照顧，對我們不離不棄，我還要謝謝各位同學陪伴我度過這6年。

距離畢業越來越近了，

我很不捨得在學校與老師、

同學相處的這段時光。

每一次，當我在學校遇到困難時，老
師

都會幫我解決。在學校裏的時間越來越
短了，

所以我希望時間可以過慢些，同學每
一

次的關懷和愛護，我都銘記於心。

我將來一定會以老師為榜樣。

「時光飛逝，日月如
梭。」轉眼間我們小學六年的生涯便要結束了，回想起來這六年間發生的點點滴滴真令人懷念，但這些珍貴的回憶也隨着我們的畢業而寫下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回想起六年前的我只是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天真小孩，但現在我已是一個青少年了，雖然我很捨不得離開小學的老師、同學、校長等人，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有聚便有散，畢業後我們應更加努力學習，為母校爭光，這才不會辜負了老師這些年的細心教導與對我們的期望。
再見了，我的好朋友！再見了，教導我多年的老師！再見了，給我留下寶貴回憶的學校！

6D 蔡廣俊
6C 王思琪

「光陰似箭，日月如

梭。」六年的小學生涯如

白駒過隙一般轉瞬而逝。

六年來，我很感激老師的苦心教導和栽

培。是你們授於我知識；是你們陪我度過困

難；是你們見證了我的成長與改變。

六年時光，我也結識了許多朋友，他

們常常陪伴在我身旁，令我的校園生活充滿

樂趣。我們轉眼相見，又轉眼間相散。可

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好朋友總是會說

再見的。但是，我希望我們的友誼能天長地

久，永不相忘彼此。

每一次歡笑，每一次歡樂；每一次難

過，每一滴淚水，六年的點點滴滴，已轉為

回憶，而我會把這份回憶深藏在心。

琛 之離 情別 緒

統 籌 編 輯：房瑞鳴主任

編輯組成員：區煥然、關淑芬、李嘉敏、李韻儀

顧 問：謝盛業校長、曾淑嫻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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