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子奔校長

東莞學校屹立上水將近六十年，培育了
社會各階層的精英，為社會作貢獻。

回望東莞學校走過的教育道路，我們經
歷了大大小小的轉變，然而，正如《荀子 ‧
儒效》所言：「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在時間的洪流中，究竟我們的教育堅持
甚麼？

我們經歷過教育改革浪潮的挑戰，但我們
深信教育的核心價值是永恆不變的。本校
透過品德與思維的培養、良好的師生關
係、生生課堂互動、體驗式學習等，來
推行校本教學工作。「學校」是學習的場
所，必須着重各項能力的培育，我們期望
透過「傳道、授業、解惑」、以「生命影
響生命」的方式，激發學生探求知識的好
奇心，並以身教典範正面地影響學生。

當今的生活被鋪天蓋地的電子信息包圍，
觸目所及皆是現實的表象而非現實本身，
這現象放之於教育並不恰當。而本校主張
把知識和生活經驗結合，以自己過去已學
的知識與經驗為基礎，探討新的課題，促
進學生遷移知識的能力，鞏固知識，加強
學習果效，促發學習興趣。本校持守着教
育的核心價值，舉辦多樣化的學習活動，

例如：一至三年級種植體驗課程、環境教
育課、四至六年級的戶外生態課程、海外
及本地參觀交流體驗課程，讓學生通過
行動與大腦的協作，手腦並用地學習，
在體現自我與大自然之互動中建構知
識。

社會瞬息萬變，充斥着顛覆性的信息，
我們要追上時代的巨輪，走出流於狹義
的電子程式框架，以豐富學習元素帶領
學生衝破封閉的世界探求真理，我深信
這是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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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模式的

轉變—

傳統的教學，經常是教師「手把手」地教學生，這種教學方法，就像是把學生當作是被動接受知識和技
能的容器，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得不到體現。因此，我們必須轉變陳舊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

充分調動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本學期，我校舉辦多個體驗式學習活動，透過實踐與反思，學生將體驗所得化為內在的學問與能力，從而
運用在現實生活中。

中國文化日
中 國

文 化 日 是 本 年 度 的
其中一件盛事。活動當天，

正值元宵佳節，不少師生都穿
起傳統中國服回校，令全校上下都

洋溢著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當日
各級學生進行了一連串圍繞中國文化
的學習活動，學生寓遊戲於學習，認
識和體會中國文化，十分欣喜。下午
更設有親子時段，讓家長與學生同

樂，享受節日的喜慶氣氛。

接過財神後， 生活永無憂！

同學在年宵市場閒逛。

在課室裏製作賀年飾物。

同學在台上載歌載舞，氣氛熱烈！

感謝一眾家長義工協助！



台南、高雄、墾丁—四天自然生態及可持續發展之旅

本校六年級學生於五月底到台灣進行交流考察，學習當地的生態環境、環保政策、社會變遷、文化特色和風
土人情，反思台灣與香港在各方面的異同，開闊了孩子的眼界和思維。

陳可怡
我最欣賞的是大喇叭。喇叭裏十分陰涼，大人可
在此小休，孩子可盡情玩耍，是老少咸宜的玩
意。大喇叭是用廢棄的鐵造成的，把本該送到堆
填區的廢物循環再用，製作成充滿藝術感的藝術
品，既可以減少浪費，又美化了環境，真是一舉
兩得啊！

吳家雯、吳子聰
香港處理垃圾的方法是把垃圾送進堆填區，雖然
可以快速處理垃圾，但會發出異味，而且垃圾
難以分解；而台灣利用焚化的方法處理垃圾，不
需要太多人手，更能節省土地，而且沒有後顧之
憂，焚燒垃圾所產生的熱能更能轉化成電力，非
常實用。

吳子聰
看着各式各樣的魚兒在自己面前游來游去，我感到十分舒適和放
鬆。能與魚共眠，我興奮至極。在夢中，我化身成一尾魚，在海洋
館裏自由自在地游泳。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還能到此一遊。

李柏豪
在高雄港內的駁二藝術區，我認為玩具電動火車很有
趣，因為它可以讓你不費吹灰之力地欣賞藝術區的景
色，而且它是整個駁二藝術區唯一個可以全自動帶你
遊完整個藝術區的交通工具。

參觀駁二藝術區後……

考察台灣焚化爐後……

第一次夜宿海生館……

出發去台灣啦！

今日我最帥 Yeah!

我最喜歡這個了！

動手做草帽。

台灣的小伙伴，謝謝你們的招待！

學習製作鳳梨酥。

我們可愛嗎？

是時候活動一下筋骨了！

海 蔘， 我 可 以 摸

一摸你嗎？

鯊魚來了！

讓我來幫忙回收吧！

墾丁美極了！



本校於每周三設有「多方式學習時段」，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到了學期末，

更舉辦綜合表演，讓學生踏上台板，展示
其學習成果。學生傾力演出，贏得觀眾熱
烈的掌聲。

綜合舞台劇表演

充滿活力的爵士舞表演。七情上面的 Master! 

街舞表演，型格十足。

口琴隊表演 Rhythm of the Rain。

中國舞班同學舞技精湛，笑容甜美。

無敵司儀組

英語歌舞劇精彩演出。

合唱團快樂歌唱。

學生於課堂上用平板電腦掃

描二維碼觀看相關視頻，十

分專注投入。

學生為課文繪畫的精美插圖。

魔術變！變！變！

中文科

本年度中文科的目標是「令不同程度的學生能按自己
的能力提升學習表現」和「提升學生寫作的能力」。

為此，我們設計了多樣的課堂和多彩的課外活動以幫助學
生發展潛能，不斷進步。

課堂中，我們嘗試通過豐富多樣的學習形式來滿足學生不
同的學習需要，如運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增添了學習的
趣味，同學們都反應熱烈，並樂在其中；我們亦請學生為
課文配上插圖，透過圖文結合的方式幫助學生加深對課文
細節的理解。此外，我們也請學生發揮創意，以創造劇或
定格劇的形式演繹課文，同學們都躍躍欲試，課堂氣氛
熱烈而踴躍。本年度中文科更參加了「校本支援計劃」，
老師們群策群力，合力統整優化五年級的中文課程，令教
學更有成效，課堂更有活力。我們更獲邀出席了教育局舉
辦的「以行求知—凝聚智慧 ‧ 深化學習」經驗分享會，在
會上向本港教育同工分享了我校良好的校本教學經驗。

管弦樂團首演。

小結他班奏出優美樂聲。

Ready. Steady. Jump!

學生為課文添加插圖並匯報背後的設計理念，講解清晰有條理。



在活動方面，本年首次舉辦了辯
論班和辯論比賽，讓伶牙俐齒的
同學能一展所長。而在校內作文
比賽上，同學亦表現不俗，每一
級的冠、亞、季軍都文采過人，
令人欣喜。
中文科會在來年再接再厲，務求
令學生在中文科學習上能「更上
一層樓」！

辯論賽上，正反雙方激烈「對
壘」，台下同學皆屏息觀戰。

校內作文比賽頒獎禮
上，奪冠同學滿面喜
悅和自豪！

本校五年級中文科任教老師與教育局支援主任出席分享會，推廣校本經驗。

英文科

Space Town Programme continues to enhance pupils' 
literacy an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skills. Exciting, 
real-life situations such as cake making, paper plate 
mask making and taste testing were used as a catalyst 
to spark pupils' passion and interest in producing pieces 
of process writing and speaking with classmates.
本校英文科於小一至小三的英文課推行教育局設計的 
Space Town 課程。此課程的目的是透過一系列的課堂活
動來提高學生的識字量和英語溝通的能力。課堂中會有
一些切合日常生活的有趣語文活動，例如：製作蛋糕、
動物面具和五味活動。這些有趣的語文活動能激發學生
寫作的熱誠及與同學用英語交談的興趣。

Ou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 with South Island School 
(SIS) was warmly received by our pupils.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language games, having English 
lessons and having shared reading with older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Primary 6 
students we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sharpen their 
interviewing skills and boost their self-confidence before 
secondary school interviews, by being interviewed by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本校與南島中學 ( South Island School) 有長久的合作。
協辦的聯校英語活動亦廣受學生觀迎。學生們喜歡與國
際學校的哥哥和姐姐一起玩遊戲、進行英文課堂活動和
閲讀英文圖書。國際學校的哥哥姐姐更會充當中學的面
試官，替本校六年級的學生進行模擬的升中面試，提升
學生們的面試技巧及個人信心。

Space Town Programme (P.1-P.3) 
Space Town 課程 (P.1-P.3)

Collaboration with South Island School—
“Make a Difference”Week 

與國際學校南島中學合作

Parents' Reading Workshops were held to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home-reading and storytell ing. 
A representative from EDB Native English Section 
taught parents how to share a storybook,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read for fun and improve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本校舉辦了多場家長
閱 讀 培 訓 工 作 坊。
此工作坊強調家庭閱
讀和親子說故事的重
要性。教育局的代表
更在場教授家長如何
分享故事及鼓勵他們
的孩子閱讀英語故事
書，提高英語閱讀能
力和樂趣。

To boost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echo 
with the government 's “Bi l ingual and Tri l ingual” 
policy, our school has chosen some topics in the 
General Studies textbook in Primary 2 and 4 to be 
taught in English. The topics include Helping People 
and Country Park (P.2), Waste Pollu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P.4). The Pilot Scheme has shown that 
students expand their vocabulary bank and they 
are able to use the newly learnt vocabulary in other 
subjects. 
為了讓學生多接觸英語和配合政府的「兩文三語」語
文教育政策，本校今年度推行了「以英文教常識」試
行計劃，在小二和小四常識科課程中選取部份主題，
並以英語教授學生。這些課題包括：為我們服務的人
（小二）、郊遊樂（小二）、固體
污染（小四）和水質污染（小
四）。這項計劃有助豐富學
生的英語詞彙，及增加同學
在學習時使用英語的機會。

港 島 南 島 中 學 Make a Difference 
Week 英語文化交流活動

Buddy Reading 
Scheme 大哥哥大
姐姐閱讀計劃

Parents' Reading Workshops
家長閱讀培訓工作坊

Collaboration with General Studies Department 
— Learning General Studies in Englsih

與常識科合作—「以英文教授常識科」

Ready. Steady. Jump!



透過合作學習，學生在課堂
上有不少與同儕互動學習

的機會。教師運用「思、寫、討、享」
學習模式，激發學生對學習的積極性，

學生同儕互動建構數學概念，專注、投入
合作完成探究任務。近年，數學科開始了電子

教學，利用不同的軟件、程式將抽象的概念透過
影像、動畫展示出來。電子教學為教師提供了一個

輔助的工具，即時的課堂評估，為學生帶來即時回饋，
增添了課堂的互動氣氛。

本校亦致力培養學生
的高階思維能力，

透過數學奧林匹克
的 培 訓， 讓 學 生

發 揮 潛 能， 成
為數學科的優

才。奧數隊的
人數至今已

This year, we have published a Tung Koon School 
Song Book for key stage one (P.1-3) and for key 
stage two (P.4-6) students. Folk songs such as 
Lemon Tree, Yesterday Once More, Today and 
pop songs such as We Are The World, I Believe 
I Can Fly were included. We believe that singing 
English Songs during English and Music lessons 
stimulate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allows 
them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opular culture.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豐富學生的英文詞
彙，本校為小一至小六學生設計「校本英文歌書」。
今年，我們出版了第一學習階段（P.1-3）和第二學
習階段（P.4-6）的校本英文歌書。歌書內的民謠歌
曲包括：Lemon Tree 、Yesterday Once More 和
Today 等以及流行歌曲，包括 We Are The World
和 I Believe I Can Fly 等。我們相信透過欣賞及唱詠
英文歌曲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增加他們對流行
文化的認識。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Reading Buddies 英語活動

Collaboration with Music Department— 
School-based English Song Book 

與音樂科合作 —「校本英文歌書」

智愛網英文學習課程
金獎  1B 余浚熙

數學科
增至超過 50 人，校本的筆記、教師的親自教導和

分享，擴闊了學生的知識領域。
今年，我校的學生在各大型的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中已
經取得超過 140 個獎項，當中超過 40 項金獎和一

等獎的殊榮。五年級奧數隊的同學更在「第四屆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中，憑著 2 金 1 銀的佳績，

加上良好的合作性，為我校奪得團體獎殿軍。

老 師 在 五 年 級 運 用

kahoot! 和 plickers 等 程

式進行電子教學。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頒獎

典禮
三年級課堂活動——容量。

English Activities 校內英語活動 Classes 興趣班

Halloween Day 萬聖節英語活動
P.1 Kids Read Class
小一英語増潤課程

Christmas Celebration 
聖誕節英語活動

P.1 Phonics Class
英文拼音班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農曆新年英語活動

P.2 Kids Read Class
小二英語増潤課程

Buddy Reading Scheme 
大哥哥大姐姐閱讀計劃

P.2-3 Smart Kids Class 
小二及小三智叻英文班
P. 3 Enhancement Class
小三英文綜合能力訓練班

Reading Dad &Mum Training 
Workshop 
午間故事爸媽培訓工作坊

P.4 Elite Writing Class
小四英文寫作拔尖班
P.4-5 Enrichment Drama Class 
英語話劇拔尖班

港 島 南 島 中 學 Make a Difference 
Week
英語文化交流活動

P.5 Enhancement Class
小五英文綜合能力訓練班
P.5-6 English Drama Class 
英語話劇班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Reading Buddies 英語活動

P.6 Enhancement Class 
小六英文綜合能力訓練班
P.6 Oral Group
小六英文會話班

小學英語故事演講比賽
二人組季軍及獨誦組季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小五男子組亞軍



聯
校陸
運會

為達到常識科的教學目標，學校積極採用
專題研習、小組討論和探究式的教學，

讓學生建構知識，學會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走出課室，到不
同的地方參觀學習，例如濕地公園和歷史博物
館等。我們更會安排專人到校進行專題講座，
使學習更有趣及多元化。

隨着社會的發展，並配合全球的教
育趨勢，我校積極推行 STEM 教育，
裝備學生應對急速的科學及科技發
展所帶來的轉變及挑戰。

各級舉辦科學及科技日，學生透過
進行一些科學製作，例如風向儀，
萬花筒及水火箭等，讓學生明白當
中的科學原理，並提高他們對科學
科技的興趣。

常識科更開辦機械
人製作班，透過編
程的教學，一方面
讓他們認識電腦科
技的最新發展，另
一方面培養他們的
邏輯思維，提昇學
習興趣。

此外，二年級和四年級的個別單元更試行以英語教學，使學生掌握更多常識科中日常生活的英語詞彙。經
評估後，學生學習效果理想，來年更會繼續優化，並擴展至其他班級。

總括來說，本校常識科力求進步，目標是讓學生有效綜合科學、科技及數學知識，運用及發揮探究、協作
及解難能力，培養創意，發展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好好裝備自己，迎接未來挑戰。

學生精心製作的專題研習
報告。

參觀濕地公園
進行生態工作坊

常識科

普通話科
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 年 度 共 有 14 位 同 學 參 加 第
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他們
都取得不俗的成績。其中有 12 位
同學獲得優良等級，2B 李文甫和
4B 黃宇紳更是分別榮獲冠軍和季
軍，真是可喜可賀！在比賽前，
同學們認真準備、用心練習，都
為自己的比賽交出了一份滿意的
答卷。

校園攤位遊戲

為了提高同學們學習普通
話的興趣，增強他們的拼
讀能力，普通話科上學期
舉辦了校園攤位遊戲，讓
同學們在遊戲當中能多聽
多說多拼讀。你看！圖中
的他們都躍躍欲試，準備
大展身手，展示一下自己
的拼音能力。

豐富的課堂活動

同學們通過有趣的課堂活動學
習普通話，學習效能大大提
高。

第五屆新家園
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本校參加的校外
普通話比賽真是
喜 訊 連 連，2B 李
文甫和 4B 黃宇紳
在第五屆新家園
深港普通話朗誦
精英賽中都獲得
優異獎。

同學們正在積極參與普通話攤位遊戲。



本科全年以二十個主題統整各級學習
內容，以不同的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

的知識，按難度和層次循序漸進，讓課程組織顯得
有繼續性和順序性。我們透過不同媒介如繪畫、素描、

設計、版畫、工藝及雕塑等，來製作個人作品。在課堂
中，老師教導學生認識美術的概念和技能，學習運用不同

的材料、視覺元素及資源去體驗和表現藝術，並鼓勵他們自
發地對創作內容進行探究和實驗。透過課堂評賞，學生
能從不同角度對藝術創作
進行觀察，作出適當的回應
及評鑑。藉着欣賞多元藝術
文化，擴展學生的美感和藝
術視野。我們也着重引導學
生觀察生活環境中的視覺
現象，培養對美術的敏銳

反應，從而發掘新的創
作意念及題材。

視覺藝術科
課後活動 校內及校外比賽

校園藝術大使 陸運會場刋設計比賽

多方式學習活動 60 周年標誌創作比賽

視藝精英班 香港回歸 20 周年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塑膠彩班 《賞玩北區》景點繪畫比賽 
北區景點吉祥物填色創作設計比賽

英語藝術班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比賽
2017

水墨畫班 藍天綠地在香港吉祥物設計比賽 2017

扭氣球班 深水埗區青少年繪畫比賽

校外活動 北區國際書畫大賽

參觀石硤尾藝術中心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

參與藝術展覽活動 WCACA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同學在香港花卉展覽中專注繪畫。

本年學科活動：

音樂科

本校音樂科近年積極發展，除增設合
唱團校隊外，亦開辦管弦樂團，提

供更多機會予學生接觸音樂，並提昇演奏
技巧。為讓學生累積更多演出經驗，本校
合唱團連續兩年參加了香港學校音樂節
的合唱項目，更獲教育局邀請到「合唱教
師工作坊」中進行示範演出，獲益良多。
另外，小結他班、合唱團、口琴表演隊和
剛成立的管弦樂團亦有於本年度校內匯
演——Love Is All Around TKS 中亮相。
未來，本校將繼續推動各隊伍的發展，讓
學生有更多表演機會，發掘學生的天賦，
探索更多可能性。

口琴表演隊在聖誕聯歡會中吹奏

動聽的聖誕歌。

學生在本區社區活動
中表演。

本校合唱團獲教育局邀請進行示範演出。

合唱團校隊



本校為配合電子學習的時代，已在一
至六年級電腦科全面轉用電子書

及平板電腦上課，使學生可以習慣用平
板電腦操作電子書及平板電腦。在課程
方面，四至六年級會學習 3D 打印設計
(Tinkercad)、學習編程的基礎 (Scratch 
& Scratch Jr.)、智能手機程序設計 (App 
Inventor)。學校也會提供不同的電子
學習渠道，例如網上學習平台及網上課
室，讓老師可透過不同的電子教材、網
上討論及評估系統，更容易地照顧學生
的學習差異，同時能讓學生更有趣及有
效地學習。在設備方面，本校已獲教育
局撥款於所有課室及特別室裝置無線上
網系統，並購置平板電腦提供師生進行
電子學習。在課程方面，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在本年度亦加入電子學習的
元素，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課堂上使用
平板電腦學習。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學習，均嚐到成
功的喜悅。

體育科

電腦科

除了恆常的體育課外，我們致力透過課後的體育活動，鍛鍊學生堅毅的意志及提升他們的身體素質，從而培
養他們的合作精神。課程由校外聘任專業教練及校內老師合作任教，當中表現優秀的同學更會加入校隊，

作專精訓練。

籃球隊

田徑隊

游泳隊
跳繩隊

學生在本區社區活動中表演。

小二、小三的運動健兒參加「簡易田徑大
賽」，氣勢如虹！

多位學生入選北區籃球代表隊，積極
為全港賽備戰。

「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決賽中，
本校以 4 分之差成功奪冠，令人鼓
舞！

田徑隊員於「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共取得 16 個
獎項，當中包括 2 冠、5 亞、3 季、6 殿的佳績。

5A 劉鎮豪於田徑學界 60 米決賽

勇奪亞軍，並入選為北區田徑代

表隊。



圖書科

本年度圖書科的目標是
要讓學生養成閱讀習慣，

主動學習，善用閒餘，故新設了閱讀
獎勵計劃。學期尾統計成績時，學生得

悉自己的閱讀成果，老師和同學們都很雀
躍。

本年特別安排閱讀大使以廣播形式向全校
分享專輯故事，使他們的潛能展現無遺。
不得不提的是家長義工在圖書館齊心

服務，又帶動多姿多采的閱讀活
動，使這色彩繽紛的環境更添

歡樂的氣氛。

圖書科
活動

閱讀大使
顯身手

親子閱讀
滿溫馨

專題圖書推介
一
籮籮

創作故事
我都得

家長義工
齊協力

口齒伶俐的閱讀大使像個小老

師，有模有樣，發揮關愛精神。

午息，家長向小一學生講故事，
增添學生課外閱讀的經驗。

三至六年級同學不單愛閱讀，

還會創作故事展潛能。

閱讀後，親子製作相關主題的勞作，既可
加深對書籍的印象，又可促進親子溝通。

館 內 定 期 展 示
STEM、 德 育 及
公民教育、大自
然等主題圖書，
讓 學 生 涉 獵 更
廣。

大家好！我是陳嘉儀老師，
主要任教數學及體育科，

亦是田徑隊的負責老師。作為
東莞學校的新成員，我觀察到
老師們的關懷愛護，學生們的率

直笑容，我能夠感受到大家彼此
之間的信任和支持，這一股力量

令我很快適應這裏的校園生活。

我喜歡做運動，跑步、行山、踏單車、去旅遊可讓我欣
賞到周邊美景，接觸不同人和事，擴闊眼界。在往後的
日子，我希望能與你們一起做運動，分享做運動的心得
和樂趣，建立健康及正面的價值觀，齊齊擁有「頑強拼
搏」的鬥志，一同為將來努力！

陳嘉儀老師

大家好，我是饒曉嫻老師，很高
興能夠加入「東莞大家庭」，

認識俊俏的你和可愛的妳。不經不覺在
東莞快一年時光，每天看着清幽的校園，

聽着你們的歡聲笑語，總讓我倍感快樂。在老師心中，每個
孩子都有獨特的個性，與眾不同的天賦。希望你們能夠找到
自己的優點，發揮潛能，將來在不同的位置繼續發光發亮，
為身邊的人帶來歡樂與溫暖。

饒曉嫻老師

每週一早上，家長精神奕奕地在圖書館服務，幫忙把新購圖書速速上架，也順帶選上有趣圖書回家和子女共讀。



伍：你喜歡以前的東莞學校，抑或現在的東莞學校？為甚麼？
呂： 無論學校變成怎樣，我都很喜歡。昔日東莞學校只有六

班，每一位老師都認識每一位學生，甚至家長，老師了
解每一位學生的背景，學生就像自己的子女，大家很親
密。東莞學校不單是我工作的地方，更是我的第二個
家。無論昔日或現在，學生和老師都深愛着學校，這份
情不會因時間而變淡。所以，我愛昔日的東莞學校，愛
現在的東莞學校，亦愛將來的東莞學校。

梁：在學校裏，有甚麼是恆久沒變的？
呂： 東莞學校恆久不變的是大家的感情。我在東莞學校經歷

過四任校長，他們都很體恤同事，不會高高在上。同事
間的感情，不單像朋友，更像家人。這些年我負責籌辦
很多大型活動，每次，全體教職員都會共同進退，互相
扶持，互補不足，彼此包容，把事情做到最好。這份歷
久常新的情總令我動容，我很感謝他們。

龔：你希望學校將來會是一間怎樣的學校？
呂： 我期望大家一如既往，保留住過往小村校那份鄉情，繼

續為學校努力，攜手把東莞學校發展得更具規模。

校園小記者—老師、同學、工友專訪

劉： 你喜歡以前的東莞學校，還是現在的東莞學校？為甚麼？
可：我喜歡現在的東莞學校，雖然學校沒有草地，但設備完

善多了。學校同時也保留了很多花草樹木，整體非常雅
觀、舒適。學校的課室增多了，可容納更多人學習，令
東莞成為一個熱熱鬧鬧的大家庭！

吳： 在學校裏，有甚麼是恆久沒變的？
華、可： 禮堂從我一年級至今也沒有改變。禮堂後方仍舊放

滿獎盃，盛載着同學們光輝燦爛的時光。另外，老
師的人情味也始終濃厚！像我們的班主任張惠欣老
師，在校六年光陰，她仍然是那麼溫柔和善良。無
論我們遇到甚麼挫折、生活上的不如意，或是我們
做錯了事，她都會循循善誘，開解和體諒我們。

蔡： 畢業後，你希望學校會發展成怎樣的學校？
可： 我希望學校可以綠化與科技並重。對我而言，在綠樹成蔭

的校園上學可以讓我舒緩壓力，電子科技的發展則可讓學
生與時並進，加強學習效能。兩者並存就最好不過啦！

老師專訪

訪問對象：呂香蘭主任
小記者：梁智晴、龔煜涵、伍熙藍
訪問日期：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以往在畢業典禮上，師兄師姐都會談及學校舊時的面貌，
總聽得我們糊塗。究竟東莞學校經歷過甚麼變化呢？呂

主任在我校任教多年，見證着學校大大小小的變遷，相信她一
定能解答我們的疑問！

梁：你在東莞學校任職多年，學校以前是怎樣的？
呂： 我們的操場以前是一片農地，有農民居住，隨着農民逐

漸遷離，就成為了我校的田園。在政府的資助下，本校
發展成田園小學，讓學生、家長在田園上耕作。至五年
前，才改建為操場。學校的設施不斷完善，為學生提供
更理想的學習園地。

龔：學校經歷過甚麼變化，才變成今天的模樣？
呂： 學校發展成今天的模樣，有賴多年來校董的捐助和政府

的資助。近年，北區學額需求擴大，我校亦配合社會的
發展，加建多個課室和特別室，教育質素亦得以提升。

同學專訪

訪問對象：6A 李立華、陳可怡
小記者：吳寶兒、蔡燁琳、劉詠詩
訪問日期：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從學校的相片中可以看到學校跟以往很不一樣，究竟以前的
東莞學校是怎樣的呢？六年級的師兄師姐經歷了東莞學校

的變遷，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東莞學校的種種變化吧！

吳： 以你所知道，東莞學校以前是怎樣的？
華： 以往學校有一大片草地，旁邊還有種植區，周校長常跟同

學們一起種植呢！校園四周都遍佈植物，猶如置身在植物
園一樣！現在，雖然沒有草地，但學校的設施變得更完善，
增設了舞蹈室、電腦室、不少課室等等。班級也由以往每
級一班變為每級有三、四班了，校園變得熱鬧得多！

蔡： 你喜歡這樣的變化嗎？哪方面
的改變是你最欣賞的？

可： 我當然喜歡這樣的改變，我最
欣賞是學校的圖書館。以往的
圖書館較細，新大樓的圖書館
規模大、舒適多了，而且加入
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書籍，多看
書能擴闊我們的視野，增進知
識。



區： 我們時常見到您飛簷走壁，工作十分辛勞，是甚麼令您
堅持留守在東莞學校？

儀： 東莞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大家相親相愛，令我感到很
温暖，我捨不得離開這裏。

欣： 與其他學校相比，您覺得東莞學校最可貴的 / 最與眾不
同的特點是甚麼？

儀： 學校充滿田園氣息，處處綠化。校園廣植瓜果，有香甜
的香蕉、多汁的楊桃、甘香的鳳眼果……芒果樹果實累
累，每個學生都能捧一個回家與家人分享這份甜美。學
生盡情擁抱大自然，不同級別的學生種蘿蔔、種粟米、
培育茄子，品嘗豐收的喜悦；又培育蝴蝶，觀察青蛙，
在種植和養育的過程中學會珍視生命、尊重自然。

軒： 您喜歡以前的東莞學校，還是現在的東莞學校？為甚
麼？

儀： 學校設施愈來愈完善，規模愈來愈大，學生愈來愈乖
巧，我當然喜歡現在的學校！

校工專訪

訪問對象：黃鳳儀姨姨
小記者：區翠麗、麥可欣、謝雨軒
訪問日期：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儀姐（黃鳳儀姨姨）爽朗友善，常見她於校園中穿梭，為
打點我們日常大小事務而忙個不停：在雨中撐着大傘護

送我們乘搭校車，在烈日下爬到樹上採摘芒果……她在我校
工作多年，對校園每個角落、每個學生瞭如指掌，且聽她把
學校的變遷娓娓道來吧！

區： 您在東莞學校工作了大約幾多年？學校以前是怎樣的？
（設施、人事、學生等）

儀： 我起初在這裏做兼職，後來轉為全職，在這裏工作已有
八九年。學校在設施上經歷了不少轉變。操場以前是一
大片農地，學生和家長義工在上面種滿各式瓜果；後來
操場變為草地，學生可以在小休時自由自在地嬉戲，不
亦樂乎；最後才改建成操場，並因應學校規模日大，陸
續加建了學習棚和二年級課室。而在校園中央的六年級
課室曾是教員室，電腦室則在醫療室的位置，教學大樓
也是新建的。可見，學校經過不斷修葺、改建，設施愈
來愈完善。

軒： 在學校裏，有甚麼是從沒變過的？

儀： 雖然學校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四年級課室
和禮堂仍保留昔日的影子。始終不變的，還有
濃厚的師生情誼。老師對學生的關愛十年如一
日，有時見到學生早上餓着肚子，老師就會二
話不説給學生送上一份早餐。

菁文共賞

小記者手記：
經過這次訪問，我們深深體會到學校在設施、學生人數等方面經歷不同轉變，今昔雖有別，但師生情、工友愛護我們

之情卻始終如初，相信這就是東莞學校最可愛之處。老師、校工姨姨的工作十分忙碌，我們很榮幸她們能抽空接受我

們訪問，並從心底裏感激她們這些年來不辭勞苦地堅守崗位，感謝所有校工和老師默默為學校奉獻。我們也祝願畢業

在即的六年級師兄師姐前程似錦，友誼永在。 

六年級組冠軍  六甲  王欣婷

不變的個性
人們常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自己也這麼認為，因為性格就像融入了
血肉中，成為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跟我們難捨難分。

例如一個人風趣幽默，他不必刻意地偽裝自己，逗別人開心，而是他的天性如此，
說句話別人就會笑；一個人高傲冷漠，不喜歡說話也不是假裝的，而是他真的不
喜歡說話。性格的特徵便是它會跟隨你一生，而且還不會改變，這也是性格的奇
妙之處。

每個人的性格都迥然不同，有樂觀的、有悲傷的、有熱情的、有冷淡的，這許多
的性格就像味覺一樣，酸甜苦辣，雖然有不同的味道，但是都不會失去了它的本質。

性格是每個人天生就有的，每種性格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難以改變的。

          

下學期中文科校內作文比賽題目為「不變的 _______」，四至六年級同學連繫生活、感悟人生，表達了對
身邊人、事、物的深切體悟，抒發了真摰濃烈的情感。讓我們走進他們的內心，借他們的眼來看看周遭

的世界吧！



五年級組冠軍  五甲  蔡家寳

不變的米粉店
在我的老家，有一家米粉店就開在我家附近。

在我還小的時候，就經常和媽媽去那裏吃米粉，那裏的老闆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我每
次到那兒，老闆就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說着：「家寶，你又來了啊！」直到我到了香港上學，
去那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到了上兩年暑假，我回到那兒，開心地吃了一碗米粉。當望向老闆時，卻發現他早已戴上老花鏡……

一天，我早上起來，簡單梳洗一下，就騎着我的單車，拿着錢去米粉店買米粉當早餐。到了後，我把錢給老闆，說：
「叔叔，我要一碗三両的米粉！」可能是因為桂林農村較多，還未完全發展到城市的樣子，所以那位老闆仍然習慣
以「両」來計算米粉的價錢。但是他把錢還給了我，說：「這次，就讓我來請你吃一頓吧！」之後，他把一碗剛剛
煮好的米粉給我。這次的米粉依舊湯汁鮮味，瘦肉酥軟，冒着騰騰的熱氣，透着淡淡的清
香；肥肉一含即化，可口不膩之外，光是色澤就已是讓人垂涎三尺。我吃完後想說句謝謝，
卻說不出口，因為他有些心不在焉，似乎在想着些什麼，我不想打擾他，就慢慢離開了。

再過了一年，不知道甚麼原因，那家店搬走了，不知何時會回來，又或許永不再來，但只
有他家的桂林米粉才能讓我認可。我知道他搬走了，但是他肯定把那種味道留在別人心裏，
或許我能再碰到他。在我的心裏，它的地位永遠不變。

四年級組冠軍  四乙  林康莉

不變的小公園
在這個世界上，隨着時光流轉，物轉星移，很多日常的事物、東西或人物都時刻在變。但也有
一些事物是恆久不變的——我家附近的小公園。

小公園是一個「大袋子」，盛載着我的童年時光。在我還未上小學時，我的童年就在這兒度過：
每天放學後，我都會和小夥伴們一同在此嬉戲，玩個不亦樂乎。往後，每當我看到小孩子在那
兒玩耍時，我總是隱隱約約地看到自己。

記得有一次，我跟大伙兒捉迷藏時，不小心被水管絆倒了，膝蓋一片紅腫，還破了皮。朋友們馬上上前慰問：「康
莉，你沒事吧？」「康莉，痛嗎？」「來！把手給我！」這些話讓我頓覺暖洋洋的，一切的痛都拋到九霄雲外。現
在，把我絆倒的小水管仍在，它還靜靜地伏在那小公園的角落中，可每次看到它，勾起的不是那傷口，而是那些讓
我窩心的回憶。

伴我度過童年的，還有那老榕樹爺爺和帆船模型。每當我經過小公園時，我總不由得沿着
不見天日、綠樹成蔭的小徑去找老榕樹爺爺和帆船模型。我悠悠地走近：老榕樹爺爺仍然
屹立在這兒，帆船模型雖增添了不少歲月的痕跡，但仍舊在此陪伴着他的老朋友。就像小
時候一樣，我坐在帆船模型上，依偎着榕樹幹，靜靜地乘涼，一切仿佛回到小時候一樣，
只是當初的「小康莉」，現在已變得亭亭玉立了。我不禁想：幾年後的我還能擠進小帆船嗎？

這個充滿童年回憶的小公園，為我帶來無盡的溫暖。要是有一天，它的面貌改變了，在我
心中，它永遠是那獨一無二的小公園。



2017-2018 年度

中文科

第六屆北區小學故事演講比賽 高級組冠軍 4B 黃宇紳

2017 年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硬筆書法）

小學高級組優良獎 5A 林子熙

第十二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5B 陳蘊男 4B 黃思哲  
4B 黃宇紳

二等獎 5A 邱子圓 5A 林子熙  
4B 陳朗儀 4C 黃一淼

三等獎

5A 陳俊均 5B 區翠麗  
4C 陳詩欣 4C 容芷宇 
3B 許嘉宜 3B 孫嘉琪  
3C 郭家渝 3C 龔彩煊

第十二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決賽） 優異獎 4B 黃思哲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第四十四期） 十優文章 2C 香瑞童

智愛閲讀中文計劃（上學期） 學校優秀學生獎 1B 余浚熙

智愛閲讀中文計劃（下學期） 金獎 5B 陳相涵

英文科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小學五年
級男子組

亞軍 5A 林子熙 5B 陳俊聰

英文獨誦小學五年
級男子組

優良 5A 張澤恒 5B 吳嘉樺

英文獨誦小學五年
級女子組

優良 5A 林美雪 5A 邱子圓 
5B 陳蘊男 5D 王瑞格

英文獨誦小學六年
級男子組

優良 6A 林子琛

英文獨誦小學四年
級男子組

優良 4C 黎智超

英文獨誦小學四年
級女子組

優良 4B 謝睿琳 4C 梁智晴 
4C 瑪雅媚 4C 袁樂潼

英文獨誦小學三年
級男子組

優良 3B 陳健鵬 3B 林智遠

英文獨誦小學二年
級女子組

優良 2B 馮雅詩 2B 林可盈 
2B 吳倩盈 2B 王陳雅涵

英文獨誦小學二年
級男子組

優良 2B 曾昊軒 2B 魏子明 
2C 薛定謙 2C 張毅翔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2018 Duo 

Second 
runner-up 5A 林子熙 5A 張澤恒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2018 Solo 　

Second 
runner-up 4B 黃宇紳

i-Learner Online Learning 
Programme (First Term)

Gold 
Award 1B 余浚熙

i-Learner Online Learning 
Programme (Second Term)

Gold 
Award 1B 余浚熙

i-Learner Online Learning 
Programme (Second Term)

Gold 
Award 5B 張澤恒

數學科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奬金奬 6A 陳栩樂 5A 張澤恒

個人奬銀奬 5B 香吉東 5B 龔煜涵

團體奬殿軍 5A 張澤恒 5A 李宇鋒 
5B 龔煜涵 5B 香吉東

優異獎 4B 伍梓瑋 4A 余雪桃

第十一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5A 張澤恒 5A 李宇鋒 
5B 香吉東 4B 黃宇紳 
4B 伍梓瑋 3B 何宜燊 
2C 香瑞童 第十一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5A 張澤恒 3B 何宜燊 
2C 香瑞童

二等獎 5B 香吉東

三等獎 5A 林子熙

第十一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6A 陳栩樂 6A 黃鑫叡 
5A 盧俊豪 5A 林子熙 
5A 邱子圓 5C 陳豪杰 
4A 余雪桃 4C 溫  雯   
3B 張子祥 3C 尹康力 
2B 吳倩盈 2B 林汝庭
2C 張恩琳

三等獎

6A 丁哲宇 6A 林子琛 
5A 蔡家寶 5A 劉鎮豪
5A 陳俊均 5A 付子恒 
5A 楊明澤 5B 龔煜涵
5B 陳相涵 5B 吳筱妤 
4A 蔣其佑 4B 陳朗儀
4B 謝睿琳 4B 植錦泓 
4C 吳澤霖 4C 陳奇隆
4C 葉庭豪 3B 陸錦豪 
3B 曾嘉俊 3B 陳秋彤
3B 林智遠 3B 黃思琪 
3C 鄒家豪 3C 曾汝樺
3C 李鍾稷 2B 馮雅詩 
2B 龍浩然 2C 梁灝政
2C 姚家俊 2C 李明熙 
2C 鄒卓彦 2C 余梓揚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二等獎 6A 陳栩樂

三等獎 6A 黃鑫叡

第十一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晉級賽

一等獎 5B 香吉東 4B 黃宇紳 
3B 何宜燊 2C 香瑞童

二等獎 4A 余雪桃 4B 伍梓瑋 
2C 張恩琳

三等獎
5A 林子熙 3C 鄒家豪 
2B 吳倩盈 2C 李明熙
2C 鄒卓彦 2C 姚家俊

2018 AIMO 暨 港澳盃 初賽

金獎 2C 香瑞童 

銀獎 2B 林汝庭

銅獎

2B 吳倩盈 2B 李文甫 
2B 龍浩然 2B 馮雅詩
2C 姚家俊 2C 鄒卓彦 
2C 余梓揚 2C 梁灝政
2C 李明熙 2C 張恩琳

2018 AIMO 暨 港澳盃決賽

金獎
6A 陳栩樂 5A 張澤恒 
5B 香吉東 4B 黃宇紳
4B 伍梓瑋 3B 何宜燊

銀獎

6A 黃鑫叡 5A 付子恒 
5A 林子熙 5A 楊明澤
5B 陳相涵 5B 龔煜涵 
4C 容芷宇 3C 曾汝樺

銅獎

6A 丁哲宇 6A 林子琛 
5A 黎思琦 5A 蔡嘉澤
5A 邱子圓 5A 李宇鋒 
5A 蔡家寶 5A 盧俊豪
5A 劉鎮豪 5A 陳俊均 
5B 吳嘉樺 5B 姚銳霆
5B 歐琨瑩 5C 鄭雅泳 
4A 蔣其佑 4B 黃   鈞
4B 陳朗儀 4B 植錦泓 
4B 梁明潔 4B 謝睿琳
4C 溫    雯 4C 葉庭豪
4C 吳澤霖 4C 陳奇隆
3B 陳秋彤 3B 曾嘉俊 
3B 陸錦豪 3B 林智遠
3B 余雪桃 3C 李鍾稷 
3C 鄒家豪 3C 尹康力

校外活動獲獎紀錄



普通話科 

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一、二
年級男子組

冠軍 2B 李文甫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五、六
年級女子組

優良 5A 黎思琦 
5B 吳筱妤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三、四
年級女子組

優良 4B 田詩雅 
3C 黃曉彤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三、四
年級男子組

優良 4C 謝杭錡 
3D 謝皓賢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一、二
年級男子組

優良 1A 劉    澤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一、二
年級女子組

優良 1B 王雅盈      

普通話散文獨誦小學三、四
年級男子組

季軍 4B 黃宇紳

普通話散文獨誦小學三、四
年級男子組

優良 3C 王源明

普通話散文獨誦小學一、二
年級女子組

優良 1B 尹夢然

全港兒童粵普朗誦大賽 全港兒童粵普朗誦大賽P1-P2
初小組

冠軍 1B 王雅盈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
通話演講比賽 2018
（初賽）

初小組
優異

2B 李文甫

第六屆新家園深港普通
話朗誦精英賽 普通話獨誦初級組 最佳潛

力獎 2B 李文甫

體育科

2017 北區
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組 9-10 歲 50 米自由式 亞軍 5B 陳    早

男子組 9-10 歲 100 米自由式 亞軍 5B 陳    早

男子組 9-10 歲 50 米背泳 季軍 5B 陳    早

男子組 8 歲或以下 50 米自由式 亞軍 3A 張卓凡

男子組 8 歲或以下 100 米自由式 亞軍 4D 黃子軒

男子組 8 歲或以下 50 米蝶泳 亞軍 4D 黃子軒

男子組 8 歲或以下 50 米自由式 季軍 4D 黃子軒

男子組 8 歲或以下 50 米背泳 季軍 3B 王琳皓

女子組 11-12 歲 100 米胸泳 亞軍 6A 王嘉寳

女子組 11-12 歲 50 米胸泳 季軍 6A 王嘉寳

2017-2018 年度
北區小學校際游泳
比賽

50 米背泳 亞軍 5B 陳  早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B 陳  早

50 米自由泳 季軍 4B 吳璟希

50 米蛙泳 季軍 4B 吳璟希

50 米蝶泳 殿軍 5B 梁梓賢

50 米背泳 殿軍 5A 楊明澤

50 米蝶泳 冠軍 6A 王嘉寶

50 米蛙泳 季軍 4C 容芷宇

2017-2018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
籃球比賽

冠軍 6A 陳靖豐 6A 鄭貝安
6A 林子琛 6A 丁哲宇
6A 黃鑫叡 6A 曾凱文
5D 胡駿宇 5C 陳嘉誠
5A 李宇鋒 5A 付子恒
5A 蕭有志 5B 鄭雙欣
4B 馬厚謙 4B 陳日駿

北區小學五人籃球賽 2017 冠軍

第四屆凱旋盃籃球邀請賽 小學高級組冠軍

2018 感恩盃三人籃球賽 小學組冠軍

YMCA 全港三人籃球賽 2017 冠軍

YMCA 全港五人籃球賽 2017 亞軍

慈幼學校小學籃球邀請賽 季軍

「第十屆」小學籃球邀請賽 盃賽季軍

2017-2018 年度
北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殿軍 6A 王嘉寶

女甲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6A 王嘉寶 
5A 劉海倫
5A 鄭雅匀 
4C 温  雯
2A 郭培含

男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5A 何偉樂 
5A 楊明澤
5B 陳  早 
5C 黃家輝
3B 曾嘉俊 
3B 王琳皓

男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4D 黃子軒 
4B 吳璟希
3A 張卓凡 
3B 林智遠
3B 何宜燊 
3D 梁柏豪

女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4A 楊詩榆 
4A 陳凱晴
4C 成婉珊 
4C 容芷宇
4C 陳  華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6A 王嘉寶 
5A 劉海倫
5A 鄭雅匀 
4C 温 雯
2A 郭培含

男子乙組團體 季軍 5A 何偉樂 
5A 楊明澤
5B 陳  早 
5C 黃家輝
3B 曾嘉俊 
3B 王琳皓

男子丙組團體 冠軍 4B 吳璟希 
4D 黃子軒
3A 張卓凡 
3B 林智遠
3B 何宜燊 
3D 梁柏豪

女子丙組團體 殿軍 4A 楊詩榆
4A 陳凱晴
4C 成婉珊
4C 容芷宇
4C 陳  華

2017 北區分齡田徑
比賽

男子 F 組 4X100 米接力 亞軍 4B 馬厚謙 
4B 黃 鈞
4B 陳日駿 
3D 鄭 濤

男子 F 組 壘球 季軍 4B 陳日駿

女子 F 組 4X100 米接力 季軍 4D 陳玉瑩 
4C 黃語晴
4C 陳  華 
3A 盧炣縈

2017-2018 年度北
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

女子甲組 鉛球 殿軍 5B 陳紫晴

男子乙組 60 米 亞軍 5A 劉鎮豪

男子乙組 跳高  季軍 5A 文謙誠

女子乙組 跳高  季軍 5B 歐琨瑩

男子丙組 壘球 殿軍 4B 陳日駿

男子丙組 團體 優異獎 男子 C 組



音樂科
第 70 屆音樂節
Descant Recorder Solo Age 10 or under 
- Primary School

優良 5A 劉海倫 4B 黃宇紳

第 70 屆音樂節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Two 優良 5B 伍熙藍

第 70 屆音樂節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Three 優良 5A 林子熙 4A 張昊然

4C 陳詩欣
第 70 屆音樂節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Four 優良 4B 田詩雅

第 70 屆音樂節
Violin Solo Grade Two 優良 2B 林智塄

第 70 屆音樂節
Violin Solo Grade Three 優良 5B 龔煜涵

視藝科

香港回歸 20 周年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優秀獎

6A 陳靖豐 6A 曾凱文 5B 區
翠麗 5B 陳蘊男 
5C 任嘉雯

《賞玩北區》景點繪畫比賽 北區
景點吉祥物填色創作設計比賽 優異獎 5D 彭欣兒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比
賽 2017 優異獎

5A 李珺婷 5A 趙文麗 5A 黃
雪穎 5A 盧俊豪 
5B 吳筱妤 5B 梁琬娸 5B 劉耀
城 5B 詹斯婷 
5B 張靖雯 5C 任嘉雯 5C 蔡
慧銦 4A 林曼菲 
4B 陳朗儀 4B 林康莉 4C 陳
奇隆 4C 袁樂潼 
4D 單雨婧 3B 朱憶鑫 3D 杜
鎔光 3D 張  碩 
3D 鄭 濤

深水埗區青少年繪畫比賽

亞軍 5B 詹斯婷
季軍 5B 張靖雯

優異獎 5A 黃雪穎 5A 趙文麗 4D 單
雨婧 4B 陳朗儀

圖書科
北區中學校長會主辦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八年度北區
閱讀節

閱讀之星 4C 葉庭豪

圍棋 

「第七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全
港校際錦標賽

小學五年級組 冠軍 5A 張澤恒

小學六年級組 季軍 6A 丁哲宇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
標賽

女子 A 組 60 米 亞軍 5B 陳蘊男

女子 A 組 100 米 殿軍 5B 陳蘊男

男子 B 組 4X100 

冠軍 5A 劉鎮豪 
5A 文謙誠
5D 丁晉杰 
5D 吳華宇

男子 B 組 跳高 殿軍 5A 文謙誠

男子 B 組 60 米 殿軍 5A 劉鎮豪

女子 B 組 跳高 冠軍 5B 歐琨瑩

女子 B 組 鉛球 季軍 5A 劉海倫

男子 C 組 200 米 冠軍 4B 陳日駿

男子 C 組 200 米 殿軍 4B 馬厚謙

女子 C 組 200 米 亞軍 4C 陳  華

女子 C 組 跳高 殿軍 4C 溫  雯

男子 D 組 跳遠 亞軍 3D 鄭  濤

男子 D 組 60 米 季軍 3D 鄭  濤

男子 E 組 60 米 亞軍 2B 龍浩然

男子 E 組 100 米 亞軍 2B 陳俊穎

男子 E 組 跳遠 殿軍 2B 魏子明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
繩聯賽暨分級賽 --
元朗盃 2017

小學男子乙組 30 秒單車步 季軍 4A 張昊然

香島盃—小學跳繩
大賽 2018

男甲二重跳 亞軍 5A 文謙誠

男甲交叉跳 季軍 5B 劉梓洋

男乙 30 秒單車步 冠軍 4A 張昊然

女乙二人橫排跳 亞軍 4D 譚詠心

女乙二人橫排跳 亞軍 4B 謝雨軒

女乙二重跳 殿軍 4D 譚詠心

女丙二重跳 季軍 2B 劉  榕

跳繩強心—校際花
式跳繩比賽 2018 小學甲二組

亞軍 6A 李立華 
5A 文謙誠
5B 劉梓洋 
5B 陳沛薇
5C 蔡慧銦 
5C 鄒佩琳
5D 黃欣琦 
4A 張昊然
4A 趙俊杰 
4B 謝雨軒
4C 裘咏禧 
4D 譚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