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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師生的不斷努力，取得豐碩的成果，得到外界認可： 3E 林紫琪被元朗

區文藝協進會嘉許為「元朗區文藝之星」，5D 黃汶娸、6B 賴安琪被香港藝術發

展局嘉許為「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6E 鄧慧儀被元朗區小學

校長會嘉許為「元朗區傑出小學生」，2B 鄧頌文、3B 冼泳瞳、

3C 張嘉勇、3B 周羨桐、4E 吳嘉彤、4A 陳芷翹、4B 趙曉蕙、

4A 黎俊騏及 6B 劉俊朗 8 位同學在考試中取得大進步，獲天水圍

婦聯頒發「童心童樂學業進步獎」。  

韓國首爾文化交流團   本校於五月一日至五日舉辦

「韓國首爾交流團」，由六位老師帶領三十六位六年級學生前往韓國

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師生一行參觀了北村韓屋村、水原華城、韓國民俗

村、首爾 Dream Park 環保園、DMZ 非武裝地帶等古今建築，又進

行了做泡菜、穿韓服、跳 K-pop 等不同活動，更到當地學校青蘿小學

進行交流學習，行程內容豐富多彩，學生也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聯校活動「水火箭比賽」   本校參與

了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並於五月八日為本校

六年級學生舉行「STEM聯課活動水火箭比賽」。當天，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紀校長及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老師均有出席支持及一起進行跨科會議。雖然當天有雨，

仍無礙學生比賽心情，評判亦十分欣賞學生的設計及同學

們投入參與、無懼風雨的那份熱誠。在簡單的頒獎禮上，

學校亦安排了參與老師分享感受及得獎學生分享設計心

得，大家在歡愉氣氛下完成是次活動。     

校長講故事     陶校長分別於五月九日、十四日、十五

日、二十日及二十一日的午膳小息時與一年級學生說故事。是次

以電子故事書說故事，學生十分投入，更積極回答問題，不時出

現有趣的答案，引起陣陣歡笑聲。期望在校長及各老師的引導下，

能培養小一生多閱讀圖書的習慣。  

新界西幼稚園英文才藝比賽    本校於

五月八日舉行2018-2019新界西幼稚園英文才藝比賽。今屆比賽

模式變得更豐富，包括英文歌唱、獨誦及親子英文故事比賽，得到

區內21間幼稚園，約280名學生參加。當天，本校邀請了前校監陳

培佳博士、Flawless English Learning Center顧問Dr. 

Sean Tierney及本校外籍英語教師Mr.Matthew及Mr. Marcus

擔任評判。小朋友表現甚佳，獲得台下不少掌聲。在比賽與頒獎禮

中間，感謝家長義工預備了豐富茶點，而學校更安排了英文攤位遊

戲、VR眼鏡、Vex機械人、電子積木、無人機及視藝作品展，同學

們十分享受各項活動。  



科小才藝 Show    本校繼續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安排「科小才藝
Show」，讓學生有更多表演才藝的機會，盡展所長。五月的表演項目有長笛、二胡、鋼琴、葫蘆

絲，六月則有 K-pop Dance和動感校園活力操，吸引了大批學生圍觀，非常熱鬧。  

教育營    踏進六月，六年級同學們就快要告別小學
了。為了讓同學回顧自己的小學生活，珍惜師生、同學間的情

誼，學校於六月十九日至廿一日假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辦教育

營。班主任們為自己班特別製作了各班的營衫，又和營地方面安排

了一系列的活動予學生參與，師生玩得十分盡興。陶校長也在第

一天晚上帶上大西瓜、叉燒和燒肉探營，與眾同樂。閒暇時間，

同學們各自活動，有的打球，有的唱 K，有的聊天……充分抓緊

與同學們相處的時間，為自己的小學生涯留下更多美好的回憶。  

試後活動樂繽紛   考試完了，一系列的試後活動也相繼展
開，豐富學生不同的學習經歷。六月五日，六年級學生參觀香港太空館；

六月十八日，三至五年級學生欣賞街坊小子木偶劇場，認識吸煙的禍害；

六月二十四日，五、六年級學生進行了班際競技比賽，科任老師也積極

參與其中，十分熱鬧；英文科又舉辦英語日營活動，讓學生在輕鬆愉

快的氣氛下學習英文；體育科則邀請欖球總會到校進行欖球示範，

一、二年級的學生玩得非常開心，也認識到欖球的基本玩法；環保組

也先後舉辦了環保展覽、減廢講座、STEP環保集體遊戲、「綠創

未來」交易日活動等，讓學生認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減少浪費；藝術

科舉辦的活動更是多姿多采，包括夏威夷文化藝術體驗、日本文化藝術體

驗、非洲文化藝術體驗、馬賽克工作坊、LifeLive藝術活動等，各級學

生分別參與其中，玩得非常開心。試後活動多姿多采，豐富了學生不同的

學習經驗，擴闊了學生的視野。  



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 獎項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小童組  西畫) 1B 張懿淳 銅獎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小童軍比賽(金輝小童軍錦標)單項金氏遊戲小草版 小童軍 亞軍 

西凌舞蹈 
2019 體育舞蹈公開賽 9-10 歲標準獨舞-探 4C 王樂兒 冠軍 

2019 體育舞蹈公開賽 11-12 歲標準獨舞-探 4C 張宇晨 亞軍 

Caritas Yueng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5C 何宜樺 三等獎 

5C 陳柏廷 三等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亞洲公開賽兒童及青少年 Solo Jive 2C 曾善盈 1 冠 1 季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第一屆音樂邀請賽 
6D 陳心怡 銀獎 

6C 朱政愷 銀獎 

運動人協會 第十九屆小飛人大賽 1B 張懿淳 1 亞 1 季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第十四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新詩)初小組 本校代表 5 個二等獎 

基督教協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主場國情新認識比賽 本校代表隊 優勝者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第六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本校代表隊 1 金 5 銀 

思研動力語言藝術學社 
香港思研慈善盃朗誦材藝故事演藝大賽(普通話獨誦初小組) 2A 鄧智銘 亞軍 

香港思研慈善盃朗誦材藝故事演藝大賽(普通話初小組) 2A 李芮 3 冠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城等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本校代表隊 傑出獎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 2019 年春季「紫荊頌」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中文集誦 中文集誦隊 金獎 

普通話朗誦比賽執行委員會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第三十四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1-P2 小學組:自選誦材 2A 李芮 冠軍 

優數盃組委會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小學高年級心算組別 3D 張博然 第二名 

國際奧伊斯嘉香港總會、元朗大會堂合辦 綠色浪潮之愛護大自然獎勵計畫 本校代表 12 金 9 銀 11 銅 

Festival Walk Glacier ISI Glacier Open & Basic Challenge 1D 馮珞瑤 第一名 

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協會 第三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2019 4C 李凱晴 一等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香港區會)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 3D 吳琋琳 全年總冠軍 

香港弘揚文化藝術協會 弘揚盃首屆香港青少年才藝大賽 中文集誦隊 金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陸運會友校接力女子組 女子接力隊 冠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總決賽 數學代表隊 
3 個二等獎 

2 個三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1B 張懿淳 銅獎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HKMGO) 2019 5C 何宜樺 銅獎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HKMGO) 2019 6C 朱應煒 銀獎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四十六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隊 銀獎 

香港童軍總會元朗東區 曾憲強會長盃小童軍奧運會-合力開火車 小童軍 冠軍 

香港童軍總會 
金輝小童軍錦標 冠軍 

小童軍  
金輝小童軍錦標 亞軍 

青年天地發展基金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鋼琴自選高小組 4C 李凱晴 銅獎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 2019 新界地域小學組 本校跳繩隊 總成績冠軍最佳造型獎最佳編排獎 

香港繩飛揚有限公司 繩飛揚跳繩盃塈繩飛羊嘉年華 2019 單項 本校跳繩代表 4 冠 1 亞 3 季 

卡迪游泳會 
卡迪游泳會第二屆水運會 42 米自由式 3E 黃梓烽 亞軍 

卡迪游泳會第二屆水運會 42 米蛙式 3E 黃梓烽 季軍 

中華藝術教育家協會 少兒星光大道 3E 黃小桐 金獎 

優數盃組委會 

2018「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小學二年級心算組 3E 陳奭 第三名 

2018「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小學二年級數學組 3E 陳奭 二等獎 

2018「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小學三年級數學組 3E 陳奭 特等獎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2018-2019 Grand Champion Annual Award Ceremony 5D 周悅祺 總冠軍 

世界舞星聯合會 東區標準拉丁舞公開賽兒童及青少年 Solo CRS 5D 周悅祺 冠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第十六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小學(高小組)女子單人(初級組) 5D 曹采喬 第一名 

萬國國際擊劍運動中心 2019 年萬國體育深圳南山專業班選拔賽佩劍組 5D 鄭晉鴻 第一名 

香港跆拳道誠武館 第十一屆誠武盃兒童套拳組 5D 簡栢燊 亞軍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等 拉丁舞各項 5D 黎頴蓉 全年總冠軍 6 冠 4 亞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元朗區小學三人籃球錦標賽盃賽 女子籃球隊 季軍 

天水圍綜合社會服務處 第四十一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中國舞隊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