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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
的語文教育不一樣
的語文教育

我們十分明瞭，未來的世界，人與人之間將需要維持更緊密的合作和進一步

的溝通，並且需要解決各種形式的新問題，所以我們的課程特別著重提升同學的

語文水平，發展他們的溝通協作能力和創意解難能力。

在語文教育方面，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我們都重視閱讀。中文方面，我們

力主讓學生「從閱讀到感悟，從感悟到寫作」；而英文科則提倡「一切從閱讀開

始」。我們著意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掌握閱讀技巧，讓他們能夠更好的體

會作者的感情和理解文章的主旨。

長遠而言，我們都同樣重視讓學生建立穩固的中英文雙語基礎。在中文科，我們

重視學生從字、詞、句、段的逐步發展，從「小練筆」到不同文體的寫作；而在英文科，

我們會先讓學生認識語音 (Phonics) 和熟習「高頻字」(High Frequency Words)，再發展

不同文體的寫作。

除了良好的閱讀習慣和穩固的語文基礎，我們還為學生學習語文安排了豐富的學

習經歷。今期的《校訊》正是以「不一樣的語文教育」為主題，介紹了我們中英文科

在正規學習和訓練之外，所策劃的多姿多采的學習活動。這些活動緊扣著學生的生活

經驗，亦深入到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層面，這些仔細的規劃和著意安排，無疑增加了學

生對中、英文化的認識和建立起強烈的學習動機。

除此之外，在這個電子化的年代，我們亦開拓了新的方向：我們連續四年取得網上寫作比賽「優質學校

寫作文化榮譽大獎」和「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是取得這兩個獎項的唯一小學；利用學校的 YouTube 頻道，

分享同學普通話故事比賽得獎者的成績；應用平板電腦，為同學提供更

多元化學習英文的途徑；在高年級採用雲端科技推動英文創意寫作，並

在「第十屆網上學習會議」中，以「應用 Google 文件在英文寫作範疇推

展資優教育」為題，報告本校的有關經驗。

重視閱讀和基礎訓練，再輔以多元化的學習經歷，這正是我們的語

文學習能夠既有趣又行之有效的原因。

羅煦鈞校長及吳佩儀主任在「第十屆網
上學習會議」中，向來自不同地區的教
育同工，分享本校「應用 Google 文件
在英文寫作範疇推展資優教育」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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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羅煦鈞校長、吳佩儀課程統籌主任、張偉文主任、李毅堅主任、呂敏芝主任、梁麗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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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愛雲老師、唐慧珠老師、莊健龍老師、鄧浩然老師、張翠蓮老師、麥    詩老師、
陳    琦姑娘、廖麗英姑娘



書香圍城的同學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往南丫島，除了享受離島寧靜的自然美景外，還漫步

在小坡上，並在風采發電站的大風車下提筆，以優美的文句記錄了當天的美好回憶。以下讓我們

一起細味同學的用心之作。

本校10位皮影班的同學，聯同本港四所中、小
學校，代表香港在2012年4月2日至6日遠赴南韓參加
由藝術發展局推廣的「南韓偶影藝術交流之旅」。同
學親身拜訪了南韓木偶大師之家，參觀了韓國木偶劇
團，更參與了兩所國際學校的舞台演出，他們表現了
團隊合作精神，表演成功，並獲得當地學校老師們的
讚賞。

此 外 ， 本 校 同 學 在 2 0 1 2
年6月參加了「皮影製作工作

坊」親自製作皮影，近距離接

觸傳統藝術，並親身踏上舞台

演繹自己的角色。

不一樣的語文學習 - 中文

南韓偶影藝術交流之旅南韓偶影藝術交流之旅

書香圍城書香圍城

南丫島風采發電站依山傍水，山丘峭面起伏不平，景色怡人的環境和現代人民
的智慧交融在一起，我完全沉浸在這美麗的景色之中，使我陶醉，使我流連忘返。遊南丫島，我不但領略了醉人的美景，大開了眼界，而且堅定了我學好知識，

長大後建設祖國的信心。我邊看邊想﹕一定要努力學習，將來為祖國發展出更多
先進的科技。                                       ( 節錄 4A 符鈺婉同學作品 )

( 節錄 4A 符鈺婉同學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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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一嚐圍村特色盆菜。讓我們一起重溫當天豐富的節目

吧！

中國文化日：圍村文化中國文化日：圍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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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參加第十八屆元朗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成績彪

炳。本校派出四、五年級合共兩隊同學參與廣播劇的比賽，最

後由五年級組獲得冠軍，四年級組獲得亞軍，真是可喜可賀！

廣播劇組勇奪大獎廣播劇組勇奪大獎



不一樣的語文學習 - 英文

S i t t i n g  i n  t h e  c l a s s r o o m ,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is not 

the only way to learn Englis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ways 

in this modern age. This year 

we have introduced the tablet 

computer  as a p lat form to 

expose students to a different 

way to learn English.    

現今的學習模式，不只局限於

課室聆聽老師教授一途，學生

學習的渠道早已十分多元化。

今年本校嘗試利用平板電腦，

讓學生在課室以外也可以自學

英語，而同學對這個學習模式

也感到十分雀躍。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arts of the LSK Radio 

Show is ‘Joke of the Week’. Every Wednesday 

lunchtime, students are expecting the funniest 

part of the show. Related to this, our school 

held the first Joke Writing Contest this year.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and a lot of entries were received. 

It was amazing to see that our students are so 

creative in writing their favourite jokes. 

The LSK Radio Show has 

been broadcast for nearly a 

year since September 2011.

It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programme at  LSK. Our 

NET teacher, Mr. Kevin a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the radio show.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xperiences gained 

through the prepara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greatly 

help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their English.   

The LSK Radio Show has 

been broadcast for nearly a 

way to learn English.    

2011-2012 Joke Writing Contest  (英語笑話寫作比賽) 

LSK Radio Show  (LSK英語鬼馬電台)

英語，而同學對這個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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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t t i n g  i n  t h e  c l a s s r o o m ,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is not 
現今的學習模式，不只局限於

課室聆聽老師教授一途，學生

Using tablet computers to learn English  

(平板電腦學英語)
現今的學習模式，不只局限於

課室聆聽老師教授一途，學生

學習的渠道早已十分多元化。

今年本校嘗試利用平板電腦，

讓學生在課室以外也可以自學

本 校 新 成 立 的「LSK 英 語 鬼 馬 電

台」已播放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了，這個電台非常受同學歡迎。

由本校外籍老師作為統籌，加上

一班英語大使的協助，他們都成

為電台小 DJ，為本校製作多個精

采、惹笑的電台節目。相信累積

了一年的經驗，無論是英語大使

或其他同學，都必定獲益良多。

相信最受歡迎的「LSK 英語鬼馬電台」節目，

一定非「每周笑話」莫屬！為配合主題，本

校舉辦了第一屆的「英語笑話寫作比賽」，

同學反應十分熱烈；而且，我們發現了不少

同學的作品極具創意。

一定非「每周笑話」莫屬！為配合主題，本

同學反應十分熱烈；而且，我們發現了不少



Easter became an extra-ordinary 

festival for our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this year.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nd fun activities was to make 

chocolate Easter egg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studying a recipe and watching 

movies.

This year is the second year that HSBC English Volunteers offer English training to our students. In May we held a celebration party after a year of hard work.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trained to be the MCs of the event. Through this serving opportunity, their confi 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as much enhanced.

One of the enhancement courses that our 

school offered is ‘Creative Writing’. Our NET 

Mr. Kevin has been training students to write a 

variety of text types. The drama show that we 

performed during the last Christmas party was 

one of the highlights.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creating the story, acting different sound effects 

and action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learning of English. 

「創意寫作」為本校其中的一項增益課程，

這個課程主要是由外籍老師設計。透過這個

課程及不同的學習內容如創作故事、在故事

中加入不同的音效及動作等，發揮同學的創

意。於聖誕聯歡會中，在外籍老師的帶領下，

這班「創意寫作」的組員更編寫了一套有趣

幽默的話劇，成為全場焦點。 

Learning English by serving 
others  (從服務到學習英語)

English ambassadors - 

       Easter Eggs making 

         (英語大使活動之復活蛋製作)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英語話劇)

「外籍太太教英文」活動已是第二年於本校進行。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時

間，同學在英語會話方面已取得顯著進步。在五月份，我們舉行了一個

祝捷會，而我校的英語大使更受訓成為小司儀，透過這次服務的經驗，

相信他們對講英語的信心一定增加了不少。

相信今年的復活節對一班英語大使

來說，實在過得難忘，因為他們學

會了如何製作朱古力復活蛋。在整

個學習過程中，同學除了透過觀看

製作復活蛋的影片外，他們也可親

自製作一隻屬於自己的朱古力復活

蛋，同學們均感到十分新奇及興奮。

school offered is ‘Creative Writing’. Our NET 

Mr. Kevin has been training students to write a 

variety of text types. The drama show that we 

performed during the last Christmas party was 

one of the highlights.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creating the story, acting different sound effects 

and action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learning of English. 

這個課程主要是由外籍老師設計。透過這個

課程及不同的學習內容如創作故事、在故事

drama (英語話劇)



創意科藝工程

本校連續三年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香港理工大學、西覓亞有限公司，以及創新科

技署協辦的「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於

本年度增設的初小組賽事中，本校 4B 何兆豐、

3C 廖寶森、4A 盧翰熙、4A 潘梓鋒、4A 陳楚琪、

4B 劉正朗和 4B 阮泳詩同學以研究雪糕及運用

LEGO 搭建雪糕攪拌器為題，榮獲最佳報告獎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此外，6B 黃王禧、5B 鄭澤浩、5B 蔣嘉希、

5C 符 泳 芝、6B 馬 逸 菲、6D 游 萬 成、6B 黃 茂

森和 5C 秦穎淇於高小組中順利完成機械人場

地賽、機械人答辯、研究項目及團體合作四個

項目後，勇奪二等獎。

早 前 同 學 參 與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主 辦 的「 體 驗 自 然

2011」 立 體 藝 術 創 作 比 賽。 經

過評選後，3A 黃洛馨及 5B 孫焯

琳 的 作 品 被 評 為 小 學 立 體「 繪

畫 」 比 賽 ( 初 小 及 高 小 組 ) 亞

軍。

2011-12
       FLL
              機 人大

FLLFLL創意

香港理工大學、西覓亞有限公司，以及創新科

技署協辦的「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於

本年度增設的初小組賽事中，本校 4B 何兆豐、

3C 廖寶森、4A 盧翰熙、4A 潘梓鋒、4A 陳楚琪、

4B 劉正朗和 4B 阮泳詩同學以研究雪糕及運用

LEGO 搭建雪糕攪拌器為題，榮獲最佳報告獎

「體驗自然2011」
         立體藝術創作比賽創作比賽

3B班 黃洛馨 初小組 亞軍 5B班 孫焯琳 高級組 亞軍

創意科藝工程創意科藝工程

本校連續三年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FLLFLL
                                                        

「體驗自然201120112011」
立體藝術創作比賽



2011-12
       香港 FLL
              機械人大賽

欖球比賽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本校本年度申請了外展教練計劃，由欖球教練張智藝先

生訓練本校男女子欖球隊。經過半學期的訓練，本校欖球

隊於 4 月份參與分別由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及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舉辦的 2011/12 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

錦標賽及 TRY 欖球比賽。隊員在比賽中悉

力以赴，發揮體育精神，更榮獲 2011/12

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女子甲組殿

軍，以及 TRY 欖球比賽女子組優異獎。

本校同學參加了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6A 馮浚銘及 5A 熊婉希分別在牛仔及查查查項目上取得優等獎，4B 劉康琳及 4B 姚心怡於查查查項目上獲取甲等獎。

浚銘及婉希多次合作出賽，經過耐心的練習，他們培養出默契，今次他們在牛仔及查查查兩項比賽上發揮水準，算是在他們最後一次合作上劃上完美的句號。康琳和心怡第一次參賽，她們心情既緊張又興奮，透過今次比賽，她們汲取了不少經驗。希望同學繼續努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能發揮更高的水準。

獎，4B 劉康琳及 4B 姚心怡於查查查項目上獲取甲等

浚銘及婉希多次合作出賽，經過耐心的練習，他們培養出默契，今次他們在牛仔及查查查兩項比賽上發揮水準，算是在他們最後一次合作上劃上完美的句號。康琳和心怡第一次參賽，她們心情既緊張又興奮，透過今次比賽，她們汲取了不少經驗。希望同學繼續努

銘及 5A 熊婉希分別在牛仔及查查查項目上取得優等獎，4B 劉康琳及 4B 姚心怡於查查查項目上獲取甲等獎。

培養出默契，今次他們在牛仔及查查查兩項比賽上發揮水準，算是在他們最後一次合作上劃上完美的句號。康琳和心怡第一次參賽，她們心情既緊張又興奮，透過今次比賽，她們汲取了不少經驗。希望同學繼續努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能發揮更高的水準。

康琳和心怡第一次參賽，她們心情既緊張又興奮，透過今次比賽，她們汲取了不少經驗。希望同學繼續努力，當有機會表演或參賽時，能發揮更高的水準。

音樂組於四月中旬的午膳後舉行了兩場午
間音樂會，表演項目包括：高音笛獨奏、二重
奏，中音笛獨奏及手鐘表演。吸引了不少老師、
同學到場觀賞。亦為同學提供了一個表演的機
會及互相交流的平台。

本 校 25 位 同 學 經 過
來自不同媒體的專業導師
多月來悉心教導，結業演
出將於 2011 年 7 月 14 日
( 星期六 ) 晚上 7 時 30 分
假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
行，歡迎家長、同學購票
並到場支持是次演出。

結業演出的門票需家
長自行於各城市電腦售票
處購買。

午間音樂會

亞洲校際手鈴及手鐘大賽

《精靈新一代 2012》
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1/12 結業演出

由亞洲國際手鈴協會主辦的亞洲校際手鈴及手鐘大

賽，於 2012 年 4 月 19 假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本校手鐘

隊以 Ring Jubilee 及 Laudare 兩首曲目榮獲銀獎。

另外，本校手鐘隊有幸再次獲香港聖樂團邀請，出席

其聖誕音樂會作表演嘉賓。香港聖樂團聖誕音樂會將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歡迎大

家屆時購票欣賞。

音樂天地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生訓練本校男女子欖球隊。經過半學期的訓練，本校欖球

隊於 4 月份參與分別由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及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舉辦的 2011/12 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

錦標賽及 TRY 欖球比賽。隊員在比賽中悉

力以赴，發揮體育精神，更榮獲 2011/12

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女子甲組殿

間音樂會，表演項目包括：高音笛獨奏、二重
奏，中音笛獨奏及手鐘表演。吸引了不少老師、
同學到場觀賞。亦為同學提供了一個表演的機
會及互相交流的平台。

處購買。處購買。

午間音樂會

2012 年 12 月 15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歡迎大

體育的風采

本 校 25 位 同 學 經 過
來自不同媒體的專業導師
多月來悉心教導，結業演

隊於 4 月份參與分別由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及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舉辦的 2011/12 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

錦標賽及 TRY 欖球比賽。隊員在比賽中悉

力以赴，發揮體育精神，更榮獲 2011/12

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女子甲組殿

軍，以及 TRY 欖球比賽女子組優異獎。



境外交流

台灣「環保及歷史文化」
                        考察之旅

本校於 6 月 22 至 25 日已舉辦了台灣

「環保及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地點為寶

島台灣。

今次的交流活動主要讓同學親身體驗

台灣歷史文化，同時見證當地的環保實踐

步伐，讓同學能從中學習，加強環保意識。 

當中最為有趣的活動包括參觀香格里

拉農場，學生能夠體驗農場生活，並能近

距離接近大自然。除此之外，同學也去到

野柳地質公園進行考察、欣賞及了解那些

奇形怪狀的石塊是怎樣形成的。而參觀防

災教育館也對同學是一項新的體驗，同學

能夠置身地震中，感受一下地震的威力。

這次台灣之旅，相信對每位同學來

說，實在是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考察之旅考察之旅
本校於 6 月 22 至 25 日已舉辦了台灣

「環保及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地點為寶

佛山、虎門
  「嶺南藝術與歷史文化」
                          考察之旅

本校於聖誕節期間舉辦了「嶺南藝術與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地點為

佛山、虎門。活動包括參觀威遠炮台、鴉片戰爭博物館、林則徐紀念館、

銷菸池、海戰博物館等，同時也讓學生了解了美術陶瓷、藝術剪紙、燈籠

及獅子頭製作等獨特的民間藝術。透過親身接觸和體驗，不但能提高同學

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更可擴濶他們的視野，使同學對國家的藝術與歷史文

化有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機會給予同學與內地青少年交流，促

進兩地文化分享，建立友誼。

                        

距離接近大自然。除此之外，同學也去到

野柳地質公園進行考察、欣賞及了解那些

奇形怪狀的石塊是怎樣形成的。而參觀防

災教育館也對同學是一項新的體驗，同學

能夠置身地震中，感受一下地震的威力。

這次台灣之旅，相信對每位同學來

說，實在是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為配合本校綜合生活教育科的課程及

擴濶學生的眼界，本校因應各級的學習主

題安排合適的參觀活動，把學生的學習範

圍擴展至學校以外。同學們都對參觀活動

非常投入，並透過不同主題的實地觀察，

對有關知識有更深入的認識。

本年度教育營以「關愛」及「異性相處」為主題，

目的讓同學和班主任有更深入的溝通機會，強化同學對

他人的尊重及接納意識，以及訓練學生獨立自律的精神。

同學與老師在沙田馬鞍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

溪沙青年新村共處三日兩夜，一起在團隊遊戲中學習，

同學的自律表現更獲營地導師、社工及老師的高度讚賞。

為配合本校綜合生活教育科的課程及

教育性參觀

五年級教育營
本年度教育營以「關愛」及「異性相處」為主題，

目的讓同學和班主任有更深入的溝通機會，強化同學對

他人的尊重及接納意識，以及訓練學生獨立自律的精神。

同學與老師在沙田馬鞍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

溪沙青年新村共處三日兩夜，一起在團隊遊戲中學習，

同學的自律表現更獲營地導師、社工及老師的高度讚賞。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教育性參觀



我們的形體操

「第九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於 2012 年 2 月 23 日假天水

圍運動場舉行，由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德博士擔任

運動會主禮嘉賓。本年度增設了「一至二年級親子 60 米短跑賽」

及「一至六年級家長 60 米短跑賽」，除了學生盡情投入各項賽事，

家長亦積極參與。下午各項班際接力賽、親子競技賽及家長短跑

賽事將全日活動氣氛推至最高峰。

「成長的天空計劃」於下學期進行得如火如荼。一月份先邀

請了保良局劉陳小寶綜合復康中心的智障學員到本校與小六抗逆

大使合辦新春義工服務「樂聚共融展繽紛」，讓學生認識區內不

同需要的人士，並且促進傷健共融的理念。接著小六抗逆大使於

太平山頂接受一連串解難和團隊合作的挑戰。三月份在賽馬會西

貢戶外訓練營舉行小四親子日營，透過親子體驗活動，增進親子

關係。至於小五抗逆大使於五月開設了「成記茶餐廳」，扮演侍

應、廚房部和茶水部人員，為全校職員親手準備「愛心下午茶」，

以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學校員工的照顧。

本年度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業已順利完成，期盼

各位抗逆大使能將抗逆精神繼續在日常生活延續下去。

本年度賽事口號：

真正體驗「成功」的喜悅是；
隊形發揮創意；參與勝過名次；
練習表現積極；比賽展示實力；
困難共同面對；體驗「成功」之最！

本年度賽果：

獎項 班別

金獎 4B

銀獎 5C

銅獎 5A

獎項 班別

優異獎 6A

優異獎 4A

為了建立健康校園文化，喚

醒同學注意經常運動，加強同學

對形體操的認識以及培養團隊合

作精神，激發學生的創意，體育

組 每 年 均 舉 行 全 校 性 形 體 操 比

賽，本年度有幸邀得伊利沙伯中

學舊生會中學劉修妍校長、本校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林國婷女士

及盧俊義先生擔任嘉賓評判。評

判依據參賽者的動作素質、整體

合作性及創意度決定金、銀、銅

及優異獎各獎項。

成長的天空及
突破自我訓練營

賽事將全日活動氣氛推至最高峰。

 「第九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賽」



班別
全班首三名 

全級首三名（名次）
1 2 3

1A 梁嘉軒 黃子非 駱伊琳 1 1A 梁嘉軒

1B 黃梓軒 盧學然 盧泳如 2 1A 黃子非

1C 張浩峰 楊梓鴻 黃鈺棟 3 1A 駱伊琳

2A 王穎琪 江沛然 袁昕雨 1 2A 王穎琪

2B 林子傑 黃彩怡 范樂怡
2 2B 林子傑

3 2B 黃彩怡

3A 黃穎屏 盧家健 陳思明 1 3A 黃穎屏

3B 吳惠琦  黃洛馨 張佩嫻 2 3B 吳惠琦

3C 陳冬櫻 李子聰 梁瑩瑩 3 3B 黃洛馨

4A 李穎汶 羅卓喬 鍾卓熙 1 4B 黃子雅

4B 黃子雅 黃美婷 林雅儀 2 4B 黃美婷

4C 戎芝蘭 陳卓銦  何巧儀 3 4A 李穎汶

5A 梁煦媛 黃誠杰 盧嘉慧 1 5A 梁煦媛

5B 梁詩嬅 蕭彥寧 黃婉婷 2 5A 黃誠杰

5C 符泳芝 鄧釗嬅 楊曉晴 3 5B 梁詩嬅

6A 郭子欣 洪倩婷 譚 天  1 6B 馬逸菲

6B 馬逸菲 黃王禧 廖曉怡 2 6A 郭子欣

6C 吳權峰 葉嘉慧 洪揚昇 3 6B 黃王禧

6D 游萬成 賴璟賢 黃芷瑤

6E 郭浩然 陳梓彥 巫展庭

2011-2012 年度
上學期學業成績排行榜 

吳佩儀主任晉升副校長

吳佩儀主任獲本校法團校董會通過晉升

為副校長，將由 2012 年 9 月開始肩負起副校

長的職責。

吳主任由本校創校開始服務至今，長期

積極投入學校工作，對學校的辦學理念、各

項發展和工作都有深入了解。在未來的日子，

她會與校長和教師團隊同心攜手，引導學生

發展多元智能，培養良好品格，使他們成為

具修養、富學識、重創意、懂關愛的新一代！

兆基喜訊 吳佩儀主任晉升副校長

為副校長，將由 2012 年 9 月開始肩負起副校

長的職責。

積極投入學校工作，對學校的辦學理念、各

項發展和工作都有深入了解。在未來的日子，

她會與校長和教師團隊同心攜手，引導學生

恭喜黃淑賢老師及高潔怡老師弄璋之喜



2011-2012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活動
獲獎學生
班級及姓名

獎項

語

文

深港澳小學生大型徵文、
繪畫及詩文朗誦活動

6B 馬逸菲 小學組徵文比賽一等獎

晶文薈萃網上《十優文章》 5B 梁詩嬅 6B 黃婉蕙 十優文章獎

晶文薈萃網上《十優文章》 5B 黃婉婷  5A 黃誠杰 6B 廖曉怡 十優文章獎

晶文薈萃網上《十優文章》 5B 梁詩嬅  6A 郭子欣 6B 馬逸菲 十優文章獎

裘錦秋中學「文學無邊界．
閱讀劇場工作坊」

6A 郭子欣  6B 周瓊玉
6B 張杰鋒  6C 馮嘉欣

閱讀劇場冠軍

裘錦秋中學「文學無邊界．
閱讀劇場工作坊」

6C 葉慧娟  6A 黃豐盈 閱讀劇場季軍

第七屆《仲夏夜之夢 》2011 
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本校榮獲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榮譽大
獎、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

6B 馬逸菲  6E 陳梓彥 Crossover 創作大獎

6B 馬逸菲  6E 陳梓彥 傑出文章獎

5A 黃詠琳  6B 廖曉怡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5A 黃詠琳  6B 廖曉怡  6E 郭浩然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裘錦秋中學 ( 元朗 )
第十八屆元朗區
小學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廣播劇
四年級組 4B
黃子雅、李懿斐、馮詠之、
阮泳詩、林雅儀、黃美婷

廣播劇亞軍

廣播劇
五年級組 5A
熊婉希、陳榮洛、黃誠杰、
巫芳婷、梁顯能、黃詠琳

廣播劇冠軍

「校園是我家」小學生
硬筆書法比賽

3B 吳惠琦 低級組優異獎

6D 李仁龍 高級組入圍獎

第一屆全港學界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

5A 尹晨樺 嘉許獎

5A 黃詠琳 作家推薦獎

6B 馬逸菲 作家推薦獎

6B 黃婉蕙 作家推薦獎

第九屆香港文學節
文學作品演繹比賽

5A 尹晨樺 表現嘉許獎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
畫攝影作品大賽

2A 羅佩琪  4C 陳俊曦 兒童組三等獎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
畫攝影作品大賽

2A 向紀堯   2B 吳美慧
4B 黃子雅   6A 布嘉倩

兒童組二等獎

11-12 i-classroom 中文百達通

4B 黃美婷 全校總冠軍

1A 何進昇 全校總亞季

5A 湯軟順 全校總季軍

1A 陸兆熙  
1B 張曉桐  1B 黃冠熹  1B 黃冠熹  
2A 袁昕雨  2B 陳宇桐  
4A 鍾卓熙  4A 符鈺婉  
4C 姜耀祖  4C 李思婷  4C 黃叔珍
5B 韓詩雅  5B 黃婉婷

優異獎

第七屆小學生中英文
現場作文比賽

6A 郭子欣  
6A 洪綺汶
6B 周瓊玉  
6B 馬逸菲

優異獎 Merit
優異獎 Merit
良好獎 Proficiency
優異獎 Merit

元朗區英文朗誦比賽 6A 洪倩婷 高小組銀獎

皇者之 phonics x 小海白創作室第四
屆寶育盃港穗英文朗讀公開大賽 

3B 鄭可澄 初賽入圍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tudents 
in Tuen Mu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District

6B 廖曉怡 優異獎 Merit

The Hong Kong Schools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2012

6A 洪綺汶 初賽入圍獎

2011 全港兒童普通話
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5A 尹晨樺 高級組銀獎

屯門及天水圍區
普通話朗誦比賽

5A 尹晨樺 高小組優異獎

第七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

5A 尹晨樺 高級組季軍

6B 馬逸菲 高級組優異獎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2

6B 馬逸菲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2A 袁昕雨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6B 周瓊玉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5A 尹晨樺 新界區高小組良好獎

2A 黃彩怡 新界區低小組參賽證書

數

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2（香港賽區）

6B 馬逸菲 二等獎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6B 馬逸菲 銅獎

2012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B 馬逸菲 計算競賽三等獎總成績二等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6B 馬逸菲 銀獎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5A 黃誠杰 銅獎

活動
獲獎學生
班級及姓名

獎項

體

育

2011 會長盃香港柔道新星錦標賽 6A 蕭偉禧 亞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C 劉應添 男甲鉛球殿軍

18 區精英代表選拔賽（第 5 站） 5A 熊婉希
Solo jive 第三名
Solo Waltz 第二名
Solo Tango 第二名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金鑽盃系列亞洲公開賽

5C 符泳芝
拉丁舞明日之星
Solo sumba 第二名
Solo Chacha 第三名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

5A 熊婉希  6A 馮浚銘
查查查 優等獎
牛仔 優等獎

4B 劉康琳  4B 姚心怡 查查查 甲等獎

明日之星紫荊杯香港國際文化藝術交
流展演藝術節

5A 熊婉希 拉丁國標（金獎）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精英代表選拔賽
（第六站）

6B 黃寶怡  5C 符泳芝
兒童組及青少年
Chacha 第三名

5A 熊婉希
兒童組及青少年
Solo waltz 第一名
Solo tango 第一名

蒲公英第 11 屆青少年優秀
藝術新人選��拔

6A 馮浚銘 舞蹈組銅獎

2012 亞洲精英舞蹈節公開賽 5A 熊婉希
10 歲以下獨舞
Solo waltz 冠軍
Solo tango 冠軍

第 8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6A 馮浚銘  5A 熊婉希
4B 姚心怡 4B 劉康琳
6A 李綽媛 6A 余浩玉
3B 譚穎恩 2B 黃彩怡

銅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6B 黃寶怡  5C 符泳芝

sumba 冠軍
cha cha 亞軍
rumba 季軍

jive 冠軍
solo sumba 亞軍

solo jiv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組
全年總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5A 張慧妍

solo cha cha 季軍
solo jive 季軍
solo rumba 優異
cha cha 優異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2B 黃彩怡

CRJ 冠軍
sumba 冠軍
CJ 冠軍
CS 冠軍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2 6B 冼允希 中童組套拳冠軍

視

藝

「Bodhi & Friends 全國體操冠軍賽
2011」學界填色比賽

3C 廖寶森 優異獎

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主辦的「體驗自
然 2011」立體繪畫藝術創作比賽

3A 班黃洛馨
5B 孫焯琳

初小組 亞軍
高小組 亞軍

第 11 屆海內外中國書畫大賽 6A 布嘉倩 國畫組 銅獎

2011 徐悲鴻盃國際
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3B 林珮雯 優異�

第十二屆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

本校 榮獲  集體一等獎

3A 林思妤  3C 潘家慰  3B 陳悅心  
5B 蕭彥寧

一等獎

3B 蘇海盈  3B 戴俊威  3B 林嘉怡  
3C 李子聰  3C 陸文進  3C 曾子軒
3C 梁塋塋  4C 戎芝蘭  5A 熊婉希  
5A 潘家悅  5A 楊惠淇  5A 趙家鎮
5C 蔣嘉希  5C 梁詩嬅  5C 陳鏗年  
6E 吳詩婷 

二等獎

2A 張緩蕎  3A 陳嘉敏  3A 李忠恒  
3B 吳惠琦  3B Steve     3B 陳凱琳  
3C 莊喜塋  4C 李思婷  5A 黃詠琳  
5C 楊曉晴  5C 周家希  5C 蔡澤泓 
6E 曾莉寧  6E 樊詩琪  6E 文新源  
6E 王翠沂 

三等獎

2A 徐靖嵐 3A 謝寶琳 3B 鄭可澄 
5C 聶天行  5A 李凱垚  6A 譚尚子

優秀獎

其

他

元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主辦
元朗區 2011 傑出義工選擇

6D 黃芷瑤 亞軍

FLL 香港機械人設計比賽

5B 鄭澤浩  5B 蔣嘉希  5C 符泳芝  
6B 馬逸菲  6B 蕭諾勤  6B 黃茂森
6B 黃王禧  6D 游萬成  6E 朱瑋然  
5C 秦穎淇

高小組二等獎

第六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6B 馬逸菲 前二十名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1-2012

6B 廖曉怡 嘉許狀

( 1 月 至 6 月 )

音

樂

2011 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莫扎特奏鳴曲組）

5B 黃婉婷 冠軍

2011 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自選鋼琴曲組）

5B 黃婉婷 殿軍

2012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兒童組） 5B 黃婉婷 金獎

2012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少年組） 6B 廖曉怡 銀獎

2012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童組） 6A 郭子欣 銀獎

亞洲校際手鈴及手鐘大賽 3B 吳惠琦  4A 陳楚琪  4A 李穎�汶
4B 阮泳詩  4B 林雅儀  5A 盧嘉慧
5A 梁煦媛  5A 熊婉希  5B 梁詩嬅
5C 楊曉晴  5C 蔡澤弘  6A 洪倩婷
6A 邱子穎�  6B 廖曉怡  6B 周瓊玉

銀獎

亞洲校際手鈴及手鐘大賽 3B 吳惠琦
4B 阮泳詩
5A 梁煦媛
5C 楊曉晴
6A 邱子穎�

元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主辦

其

他

元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主辦
元朗區 2011 傑出義工選擇

FLL 香港機械人設計比賽

第六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1-2012

元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