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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學習 羅煦鈞校長

很多家長對李兆基小學的印象是我們很「活」。

的確，我們的學生活潑，我們的教學靈活，我們的課

堂氣氛活躍，我們的學生能把知識活學活用。一個

「活」字，對我們來說，不單是大家看得到的表象，

箇中更反映著我們的教育理念。

我們相信每一位孩子都是獨特的，他們有各自不

同的成長軌跡，將來亦會有不同的驕人成就，單一刻

板的教育並不可能讓不同的學生發揮最大限度的潛

能。再者，社會的發展步伐是如此的快速多變，學生作為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今天就應該開始學習分析思考，

培養靈活變通的態度和能力。

為配合一個動態型社會的需要，我們重視老師的持續專業發展，鼓勵教育工作者，以開放的態度去了解

和掌握各種新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法。例如，中文科在國內專家的協助下，發展出我們的校本讀寫結合教學策

略，英文科科主任更直接借調到教育局工作兩年，引入高年級現行的「閱之以恒」閱讀計劃。

在抱持開放態度及銳意進取的同時，我們始終緊記學生的學習時間是寶貴的，絕不能浪費。故此，對未

獲嚴謹確證為行之有效的教學法，我們不會隨便採納。大體來說，我們是參考社會建構主義這個主流的教育

理論，去考慮我們的課程和設計教學，以確保我們的創新精神是穩妥而實用的。

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是一個在群體互動中建構知識的過程，學習是在已有的基礎上，好像中國傳統的

「搭棚」一樣，一步一步的向上發展。因此我們重視讓學生建立穩固的基礎，同時亦接納各人的學習速度和

模式的差異。

我們現時在各級推行的「合作學習」，正是配合社會建構主義的教育

理念，讓學生在群體互動中建構知識。「合作學習」讓學生透過小組互動，

以共同協作的方式達成學習目標。這是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學院積極推行

的，可以充分照顧學生的不同能力，能有效發揮小班教學優勢的一種教學

法。

有根有據，並以穩妥而進取的態度，為學生提供最有效而靈活的學

習環境，這就是李兆基小學一向堅持的目標。

模式的差異。

理念，讓學生在群體互動中建構知識。「合作學習」讓學生透過小組互動，

以共同協作的方式達成學習目標。這是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學院積極推行

的，可以充分照顧學生的不同能力，能有效發揮小班教學優勢的一種教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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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功能是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培育明日各行各業所需的人才。本校羅煦鈞

校長在一次家長會的分享中，道出了箇中的道理。他帶領我們回想「那些年」的教

育，指出二三十年前的教育根本沒想到現今的科技發展會是這麼的日新月異，知識更

新的節奏會是那麼的一日千里；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就應該

以學生為本，把課程聚焦在裝備學生應有能力之上，使他們將來能夠面對挑戰，適應

日新月異的變化。正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本校課程的着眼點就落在「中文、英文、

創意」上，透過靈活的學習為學生裝備所需。

毋庸置疑，香港正邁向知識型經濟社會，知識和科技是這類型社會的重要資源，要在這種經濟環境下立

足，我們需要具備基本的語文能力和創意能力的素質。試想想，在未發明自動售票機或八達通卡的年代，人

們是怎樣購票的？到了今天，如欠缺語文、學習和變通的能力，我們能學會使用自動售票機購票嗎？近年，

智能手機已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更誘發了手機銀包的面世。由此推想，我們已可預計到未來的生活和就

業會陸陸續續被林林總總的科技支配着，要適應那些勢不可擋的變化，今天的學生就應該從小開始掌握語

文、學會自學、學習變通。我深信這幾方面的掌握會成為學生將來成功的基石。

上述說明了小學生建立語文能力和創意特質所需的原因。鑑於此，本校課

程的目的，是通過靈活且具創造思考的教學活動，培養出有扎實語文基礎且思

考靈活的學生。所以，在各科課程實施上，不難發現各類開放式題目，例如：

中文科寫作題目――《我的夢想是成為……  》；英文科閱讀理解題目―― 

“If I were the Prince, I would...＂；數學科解難題目――「電影院有30排座位，

第一排座位有20個，後每排座位比前一排座位多2個，請問電影院一共有多

少個座位？」；綜合生活教育科時事新聞工作紙上的題目――「如果你是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你會怎樣解決現時的房屋問題？」等等。這些開放式的題

目，其實是學生運用語文、組織思考及發揮創意的好機會。在課堂

上，老師會悉心地運用適當的學習策略(如：合作學習)和訓練思考的組織

圖，通過提問把開放式題目有步驟地設置好，讓學生透過課堂參與靈活地

學習，掌握預期的各種能力。我們就是憑着各科課程的一點一滴，引導

學生建構新知識，靈活運用，發揮創意，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他們裝備明

日所需的能力，創造未來！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user/hkfyglskps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lskps

靈活學習．創意篇

靈活學習� 創造未來

Facebook Youtube

吳佩儀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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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巧克力寫作平
台合作，為學生提供一個
網 上 平 台。 同 學 需 要 先 創
作第一篇《首部曲》文章，
然後再選取其他同學的文章
續寫結局，成為交叉寫作。
這個活動既可以發揮他們的
創造力，又能提升同學的應
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CROSSOVER 交叉寫作計劃
CROSSOVER 交叉寫作計劃

靈活學習．語文篇

在語文科中，合作學習是一個讓學生能互動交流的好策略。在閱讀課中，學

生可以透過異質分組，了解不同語文能力的同學的獨立意見。而在寫作課中，學

生更可以利用「專家小組」的方法，通過分組、交流和總結，將創作的天地擴闊。

這計劃能讓學生培養欣賞和批判的能

力。學生先根據寫作要求進行獨立創作，

然後按學生能力以二人一組，進行自評、

互 評 及 交 流

的 活 動， 同

學既可瀏覽優秀的地方，又可

以指正對方需要改善的地方。

寫作互評計劃寫作互評計劃

然後按學生能力以二人一組，進行自評、

書香．圍城書香．圍城
本校寫作尖子團隊「書香．圍城」每年定期前往不同特色地方，作實地寫作訓練，近期他們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前往大埔碗窰，遊覽大埔文化遺蹟碗窰村，他們不但能夠走入村莊，飽覽有百年歷史的製碗工場，又可親目真實遺

蹟 ------ 牛碾 ( 這是一個實景的製窰用具 )。這次考察，收穫甚豐，同學更寫下詳盡的考察日誌，以下讓我們細心欣賞

同學優美的文筆。

本校成功申請 2012 內地教師與本地中小學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由本年度 9 月開始至 2013 年 7 月，來自湖北的郭淑珍

老師將每星期駐校兩天，分別是在每星期二及五，協助五年級的老師研習閱讀課，提升老師的教學技巧，以及推動本校的普通

話氛圍。以下是郭老師跟我們細訴分享駐港的生活和工作。

大家好！我是郭淑珍老師，來自湖北省黃石市，是黃石市課改實驗先進工

作者、湖北省課題研究先進個人，任黃石市馬家嘴小學副校長。2012 年，我

參加了第八屆赴港教師計劃，到香港交流協作小學老師改革語文科。期望在這

一年裏，願與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的教師互相學習，真誠溝通，促進專業

發展，增進彼此友誼，共度美好時光。

6B 蕭彥寧我們先上一個小平台，在高處挑望，到處山明水秀，對面的荔枝山一片翠綠，導賞員說：「這座荔枝山蘊藏豐富的的優質瓷土，而且樹木茂盛，水源豐富，所以明代開始，已有呂、謝二姓族人經營窰場，生產青花瓷器。」接着，我們去了「碗窰展覽」，
這裏不但有一塊塊圖文並茂的展板，還有一些古
代的碗、杯和碟，旁邊有一些製造瓷器的工具，
甚至看到一個巨大的碗窰村模型，包括全個碗窰
村全景，實在令我目瞪口呆，嘆為觀止！

山一片翠綠，導賞員說：「這座荔枝山蘊藏豐富的的優質瓷土，而且樹木茂盛，水源豐富，所以明代開始，已有呂、謝二姓族人經營窰場，生產青花瓷器。」接着，我們去了「碗窰展覽」，
這裏不但有一塊塊圖文並茂的展板，還有一些古
代的碗、杯和碟，旁邊有一些製造瓷器的工具，

內地老師協作計劃內地老師協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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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has been adopt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such as small group 

teaching. Regarding the assessments, teachers design different kind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s like ‘Show Time’ to 

monitor/ assess students’ performance regularly in order to review students’ progress and provide valuable data for 

teachers to improve teaching. 

Our school has been participating in the PLP-R/W programme for a 

few years. It mainly aims at develop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i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to read. Different levels of readers will be assigned to different groups 

of students so as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Starting from last year, our school has started our school-based writing 

programmme. This year, P.5 and P.6 writing programme has been developed. 

Under this programme,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our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can be 

greatly enhanced after a year’s training.

本校英文科為求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於低小及高小分別靈活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模式，例如學生會利用分組進行

學習。而在評估方面，除了每個學期的測考外，教師也會設計不同的評估小測，從而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改善

學與教的效能。

本校低小採用的小學識字計劃 (PLP-R/W)，以閱讀及寫作為主。在

學習的過程中，教師會把學生分組，進行小組閱讀活動及教學，

為每位同學提供不同的照顧。

由去年開始，本校特別為高年級同學開展了分組寫作計劃。今年已發展

到五、六年級。在這計劃中，教師會根據同學的能力而分組進行寫作課

程。經過一年的訓練後，同學在寫作技巧方面提升了不少。

Guided Reading in KS1 低小分組閱讀

P.5-6 Writing programme 高小分組寫作計劃

程。經過一年的訓練後，同學在寫作技巧方面提升了不少。

Starting from last year, our school has started our school-based writing 

programmme. This year, P.5 and P.6 writing programme has been developed. 

Under this programme,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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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活動 

2012 年 6 月本校同學親身參與了皮影的製作，每位參與的同

學，一邊填色，一邊剪裁，親手做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皮影。香港偶

影藝術中心的黃師傅更與一眾藝術演員，為全校同學演出了多齣木

偶戲，令同學眼界大開。

《井底之蛙》、《小白兔拔蘿蔔》、《狐假虎威》……

這些都是同學喜歡的小故事。2012 年 7 月，一至三年級的

同學一起參與校內故事演講比賽。今年，參賽同學花盡心思在

造形設計上，也勤加苦功在語調變化上，令人聽出耳油，希望同

學繼續努力，把更多有趣的故事介紹給我們知道。

每年暑假，同學也愛閱讀。今年的暑期閱讀分享在 2012 年 9 月舉行。

五、六年級的同學積極參與，閱讀分享的內容十分精彩，有寓言故事、科幻

小說、散文集、歷史故事……當然最令在場的同學心驚膽顫的就是即興分

享，讓我們看看他們樂於參與、勇於表達的笑容吧！

皮影製作木偶表演暨友校廣播劇表演

2012 故事演講比賽

閱讀報告分享

English Day Camp

《井底之蛙》、《小白兔拔蘿蔔》、《狐假虎威》……

這些都是同學喜歡的小故事。2012 年 7 月，一至三年級的

同學一起參與校內故事演講比賽。今年，參賽同學花盡心思在

造形設計上，也勤加苦功在語調變化上，令人聽出耳油，希望同

小說、散文集、歷史故事……當然最令在場的同學心驚膽顫的就是即興分

享，讓我們看看他們樂於參與、勇於表達的笑容吧！

每年暑假，同學也愛閱讀。今年的暑期閱讀分享在 2012 年 9 月舉行。

五、六年級的同學積極參與，閱讀分享的內容十分精彩，有寓言故事、科幻

小說、散文集、歷史故事……當然最令在場的同學心驚膽顫的就是即興分

Last year, we organised a very exciting activity ‘English 

Day Camp’ for our students. In the camp, students were 

fully engaged in different kinds of games like Big TV, Word-

Hunt, etc. Our NET Mr. Kevin also taught some new and 

funny songs during the camp. Lots of laughter and joy fi lled 

the school hall.  

在過去的一年，我們於試後舉辦了英語日營，活動內容

既刺激又緊張，同學非常投入，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包

括有「英語大電視」、「生字大搜查」等。而我們的外

籍老師也教授同學一些有趣生鬼的英語歌曲，使全場充

滿輕鬆愉快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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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科藝工程

本組在 2012 年 12 月，於元朗區中小學優質教育聯展中，運用水果、Scratch

軟體及 makey makey 電路板，創造了「水果鋼琴」這小發明，

只需按下水果，便能發出像琴聲的音韻，在創作過程中，啟

發了學生對導電體及編輯遊戲程式的興趣。

本校 5A 陳溢昇、6B 鄭澤浩、6B 蔣嘉希、6C 秦穎淇、6C 符

泳芝和畢業生黃茂森同學於北京參加首屆「中國青少年 21 世紀

技能大賽」Scratch 軟體設計比賽中，以「健康成長，

安全生活」為題的兩個生動有趣的原創電腦遊戲，

從三十五隊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賽者中，勇奪季軍。 

本校 40 位同學於 2012 年 7 日中，前往創意工程及科藝中心參加 Eweek Hong Kong 學習活動。
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科藝工程計劃與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BM）合辦的 'Eweek Hong Kong 學習
活動 ' 旨讓青少年通過動手設計活動，結合工程及科技知識，進行融會學習和創作，一嘗工程師的研

發歷程！今次研發主題為流動紙飛機，大家
也可按下以下的 Q CODE 參閱流動紙飛機的
飛行原理及飛行過程。

2012 戴爾「築夢成真」夏令營 之 

中國青少年 21 世紀技能大賽

Eweek Hong Kong 學習活動 

水果鋼琴水果鋼琴

本組在 2012 年 12 月，於元朗區中小學優質教育聯展中，運用水果、Scratch

2012 戴爾「築夢成真」夏令營 之 

中國青少年 21 世紀技能大賽

Eweek Hong Kong 學習活動 

LEGO NXT 訓綀日及競技日訓練日及競技日

本校與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創意科藝中心合辦兩天

的 LEGO NXT 訓練日及競技日，分別安排了 40 位學生

進行 LEGO NXT 培訓，讓有興趣的學生體驗創作機械人

的樂趣。

比賽結果： 冠軍 (B2 組 ) 5B 羅卓喬 6C 符泳芝 5A 馮柏維 6B 鄭澤浩

亞軍 (B3 組 ) 5C 戎芝蘭 6C 梁黠皓 6B 鄭裕楠 5B 盧翰熙

季軍 (A1 組 ) 5A 陳溢昇 6A 莫逸名 6C 劉應添 5A 馮竣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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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活動

本校手鐘隊有幸榮獲香港聖

樂團邀請，於 2012 年 12 月

16 日 擔任 2012 聖誕音樂會

表演嘉賓。

「滙豐社區節」於 2012 年 12 月 2 日 ( 星期日 ) 舉行。滙豐銀行

希望透過支持社區團體的多元化活動，發揮社區的智慧與積極能量。當

日表演由下午一時至六時，無間斷、多元化地傾巢而出，並設十八區攤

位活動，本校 Musical Monkeys 獲邀出席表演。

本校 25 位同學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香港芭蕾舞團舉辦的《精靈新一代 2012》創意芭

蕾培訓計劃 2012。經過來自不同藝術範疇的專業

導師，多月來悉心的教導及同學們的努力，結業演

出已於 2012 年 7 月 18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大

劇院公演完畢。

一年一度的「同『Sing』同『器』卡拉ＯＫ及器樂大賽」已

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舉行，經過一輪初賽後，高級組及初級

組分別各有五組器樂及八組卡拉ＯＫ同學成功進入決賽。

本校為了給同學提供更多的表演平台，於試

後活動期間舉辦了一場綜藝表演，讓同學體驗成功

的喜悅。當日表演包括器樂、舞蹈、武術、台拳道、

廣播劇及花式跳繩等，節目豐富、精彩絕倫。

2012 香港聖樂團
聖誕音樂會

Musical Monkeys 滙豐社區節

《精靈新一代 2012》
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

綜藝表演

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創意芭蕾培訓計劃 2012 結業演出

導師，多月來悉心的教導及同學們的努力，結業演

出已於 2012 年 7 月 18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大

同「Sing」同「器」卡拉ＯＫ及器樂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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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 第 15 卷 )( 第二批及第三批 )

第八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生命教育繪畫比賽

資優學習活動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由教育局舉辦的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我校有 11 件作

品獲選，作品已於九龍 沙福道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

座平台 W01 室展出。3A 麥冬怡、4B 吳惠琦、4B 陳悅心、

4B 鄭鍏樂、4C 莊宇康、6A 熊婉希、6A 潘思余、6A 丘凱嵐、

6B 謝思進的作品獲入圍獎，而 4B 李彩瑤、6C 陳鏗年的作品

則獲得優異�，並獲發書券港幣一佰元正，以表揚其出色表現。

5C 王 塏 迪 參 加 了

由 生 命 教 育 協 會 主 辦 的

「2012 年 生 命 教 育 繪

畫 比 賽 」， 獲 得 冠 軍，

獲 發 現 金 券 港 幣 一 仟 元

正，以表揚其出色表現。

同學們透過不少探究式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分析能力、協作能

力及溝通能力，更提高了學生的環境保護意識。

科學與科技學習日

我校於各級推行科學與科技學習活動，學生在

老師的引導下，把科學與科技的經驗聯繫到日常生活

中，提升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8

科藝活動

我校學生在這項比賽中獲得多個榮譽

獎項，包括：「集體一等獎」、「一等獎」、

「二等獎」等，而陳曙煌老師及黎嘉慧老

師也榮獲 「一等輔導獎」，在此恭賀獲�的

二位老師及得獎的同學。

第八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我校學生在這項比賽中獲得多個榮譽

「二等獎」等，而陳曙煌老師及黎嘉慧老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6C 蔡澤泓同學

獲得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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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歷史、文化、經濟」考察之旅

秋季旅行日

經過去年的經驗，同學對參加交流團反應熱烈，對交流活動十分感興趣。而本校於

2012 年 12 月期間也舉辦了本學年度第一次境外交流活動，地點為上海。

上海距離香港只有一個2.5小時機程，上海，簡稱「滬」，別稱「申」。 19世紀中葉，

上海已成為商賈雲集的繁華港口。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之一，並正向建

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之一而努力，現在正率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率先提

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邁進。

透過這次考察活動，參加者能參觀上海的古建築，了解古代人民生活環境及智慧，欣

賞當時的生活文化；認識上海的古今歷史及感受當地的文化特色。

2012 年 11 月 1 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日，低、高年級分別到了西貢獅子

會自然教育中心及元朗大棠郊野公園遊覽。

本年度我們初次遊覽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學生在園地內除了可接觸大自然，更

可了解各種農作物、昆蟲、魚類及貝殼等自然生態，從而提高環保意識。此外，校方亦希

望促進學校與家長間之聯繫及親子關係，故此也誠邀了一年級學生的家長參與。旅行當日

天朗氣清，眾人樂而忘返。

下期預告…北京之旅

在上海之旅之後，本校將於 2013 年 5 月份舉辦另一次

的交流活動，地點是旅遊熱點 – 中國的首都北京。 相信同學

對北京也不會陌生。同學對這地方會聯想到什麼呢？如果想親

自去到體驗一下北京的當地文化及認識自己袓國的歷史建築，

便不要錯過這個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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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小老師訓練

風紀訓練

黑暗中對話「傷健共融，各展所長」講座

恆生綠活部屋嘉年華

成長的天空計劃

一班小老師經過兩天的訓練，透過遊戲、團隊活動、角色扮演及實

習，掌握教導小一學生的技巧，並於每日放學後在小一功課輔導班協助

老師，讓小一學生有效完成功課及�習，在此嘉許各位小老師的付出。

本年度風紀訓練營已於 2012 年 10 月 27 日順利完成，

約有 60 位風紀參加。在老師及社工的帶領下，各組進行不同的

團隊活動，藉此加強風紀隊員之間的團體精神及解難能力，並提

升風紀的責任感。經過一天的訓練，風紀們表示日後能更有信心

面對問題，並會成為盡責的風紀，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

講座由黑暗中對話主辦，透過肢體傷殘及視障人士的分享，讓學生

明白即使殘障人士亦能各展所長，從而體會逆境自強的道理。

活動由恆生銀行義工隊與長春社合辦，香港青年協會協辦，透過環

保物料工作坊、遊戲及講座，讓學生認識環保知識及綠色生活的概念。

「成長的天空計劃」由教育局主辦，香港青年協會 青苗計劃協辦，旨在協助小學生健康地成長，提升抗

逆力，以面對生活中的挑戰。被甄選的小四學生將會接受為期三年 ( 小四至小六 ) 的訓練課程，透過一系列的

計劃進行歷奇訓練活動包括︰輔助小組、營會、愛心之旅服務等，強化學生的效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此

計劃亦重視家長和老師的參與，舉辦優質家長工作坊、家長教師分享會、親子日營及結業禮，促進親子及師

生關係，多欣賞和支持孩子的努力。

本年度的小四課程在�馨愉快的迎新

啟動禮下正式展開。十七位小四「抗逆

大使」正在小組中學習不同的情緒管理

和人際相處技巧。每位同學都準備好衝

破障礙，迎接未來的每一個挑戰，勇於

嘗試，以積極的態度解決困難。讓我們

一同為抗逆大使加油吧﹗﹗

本年度風紀訓練營已於 2012 年 10 月 27 日順利完成，

約有 60 位風紀參加。在老師及社工的帶領下，各組進行不同的

升風紀的責任感。經過一天的訓練，風紀們表示日後能更有信心

面對問題，並會成為盡責的風紀，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

黑暗中對話「傷健共融，各展所長」講座

面對問題，並會成為盡責的風紀，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

講座由黑暗中對話主辦，透過肢體傷殘及視障人士的分享，讓學生

面對問題，並會成為盡責的風紀，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

活動由恆生銀行義工隊與長春社合辦，香港青年協會協辦，透過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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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詠儀老師的兒子

級別 品學兼優(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良(全級第二或第三)

一年級 1A  梁嘉軒 1A  駱伊琳 1B  盧泳如

二年級 2A 王穎琪 2A江沛然 2B 林子傑

三年級 3A 黃穎屏 3B 吳惠琦 3B 黃洛馨

四年級 4A 李穎汶 4B 黃子雅 4B 黃美婷

五年級 5A 梁煦媛 5A 黃誠杰 5B 梁詩

六年級 6B 馬逸菲 6A 郭子欣 6E 陳梓彥

班別
全班首三名 

全級首三名（名次）
1 2 3

1A 梁嘉軒 駱伊琳 黃子非 1 1A 梁嘉軒

1B 盧泳如 余世隆 盧學然 2 1A 駱伊琳

1C 張浩峰 楊梓鴻 黃鈺棟 3 1B 盧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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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江沛然

3 2B 林子傑

3A 黃穎屏 陳思明 黃子謙 1 3A 黃穎屏

3B 吳惠琦 黃洛馨 張佩嫻 2 3B 吳惠琦

3C 廖寶森 陳冬櫻 張竣喬 3 3B 黃洛馨

4A 李穎汶 符鈺婉 盧翰熙 1 4A 李穎汶

4B 黃子雅 黃美婷 林雅儀 2 4B 黃子雅

4C 戎芝蘭 陳卓銦 何巧儀 3 4B 黃美婷

5A 梁煦媛 黃誠杰 盧嘉慧 1 5A 梁煦媛

5B 梁詩嬅 黃婉婷 蕭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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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謙 3 6E 陳梓彥

6D 游萬成 賴璟賢 李仁龍

6E 陳梓彥 郭浩然 巫展庭

全學年測考成績排行榜

下學期學業成績排行榜 

李彩華老師的兒子

鄧浩然老師的女兒

陳曙煌老師的兒子

兆基喜訊

恭喜鄧浩然老師弄瓦之喜

恭喜李彩華老師，
陳詠儀老師及陳曙煌老師弄璋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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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中
文

全港創意故事擂台爭霸戰2012 6B 梁詩嬅 最佳造型獎

第七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高小小組討論

6C 周家希
6C 楊曉晴

2等
6等（晉身決賽）

第二十五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3B 向紀堯
3A 李靄琳
5C 譚子軒
5C 陳俊曦
4A 林思妤
4C 莊喜瑩
4C 馮梓晴
5C 姜耀祖

低小組銀獎
低小組銅獎
高小組銅獎
高小組銅獎

高小組優秀獎
高小組優秀獎
高小組優秀獎
高小組優秀獎

香港中小學中文寫作水平考試

3A 曾憲子
3A 袁昕雨
4A 林佩雯
4B 吳惠琦
4C 林嘉怡
6A 陳榮洛
6A 梁煦媛
6A 羅天雁
6A 黃誠杰
6A 楊惠淇
6B 黃婉婷
6C 楊曉晴

畢業生周瓊玉

等級C
等級A
等級C
等級A
等級D
等級B
等級A
等級B
等級B
等級B
等級B
等級B
等級B

英
文

2012元朗區英語朗誦比賽 5B陳巧錡 銀獎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6A 梁煦媛 獨誦 冠軍

5B 陳巧錡 獨誦 季軍

6A 黃詠琳 獨誦 季軍

音
樂

2012全港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初賽）- 
小學高級組

6B 黃婉婷
6A 熊婉希
6A 盧嘉慧

金獎
銀獎
銅獎

2012全港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初賽）- 
小學中級組

4B 吳惠琦
3A 袁昕雨

金獎
銀獎

2012全港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決賽）- 
小學高級組

6B 黃婉婷 優異獎

2012全港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決賽）- 
小學中級組

4B 吳惠琦 亞軍

2012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
小學高級組

6A 熊婉希
6B 吳    秦
6B 韓詩雅

銀獎
銅獎
銅獎

2012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
小學低級組

2A 周尹俞 銅獎

體
育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暑期活動開幕典禮暨全港校際舞蹈公開賽

天水圍屏山體育館（第七站）
6A 熊婉希

Solo waltz金獎,Solo tango金獎
Solo rumba銀獎,Solo chacha銀獎

Solo jive銅獎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暑期活動開幕典禮暨全港校際舞蹈公開賽

天水圍屏山體育館（第七站）
5B 周彩瑩

Solo chacha金獎
CRS銅獎
CR銀獎

第三屆「陽光盃」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 6A 熊婉希
標準獨舞waltz金獎
標準獨舞Tango金獎

標準獨舞Viennese waltz金獎

第三屆「陽光盃」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 5B 周彩瑩
獨舞C項金獎  雙CS項銀獎

單C項優異獎  獨舞S項優異獎
雙CR項銀獎  雙CR項優異獎

香港第十五屆「金紫荊花獎」
國際標準舞公開大獎賽

6A 熊婉希
兒童及青少年標準舞waltz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標準舞 Tango亞軍

International da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5B 周彩瑩
Rosette award

Cha cha cha orange

18區體育舞蹈聯會「18區精英公開賽」
第八站

6C 符泳芝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CR第三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CS優異獎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Smaba
優異獎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CRJ優異獎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CRS優異獎

18區體育舞蹈聯會「18區精英公開賽」
第八站

6A 熊婉希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Waltz
第一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Tango
第一名

第四屆荻遜盃跆拳道邀請賽
6B 張俊傑
6C 張俊豪

男子兒童色帶組冠軍
男子兒童色帶組亞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金鑽系列五連冠大獎」

6A 熊婉希
12yrs Solo Tango
12yrs Solo Waltz

 活動 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The 6th hong kong dancesport festival」

2012WDSF world cup standard
6A 熊婉希

12歲以下 
solo samba第五名
solo chacha第五名

solo jive第五名

元朗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6B 張家莉
女子公開組200米

季軍

2012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5A馮詠之 季軍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暨國粹精英大匯演 5A馮竣傑 兒童組拳一等獎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2012 5A馮竣傑 套拳二等獎

視
藝

第十二屆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4A 黃穎屏  4A 馬育倫
6A 吳巧懿  6B 韓詩雅
6C 周家希  6C 徐嘉森

一等獎

4A 陳嘉敏  4A 林思妤
4A 黃紫榕  4B 鍾鎧峻
4B 梁璦鈞  4B 李彩瑤
4B 吳惠琦  4C 莊喜瑩
4C 馮諾軒  5C 蘇俊軒
6A 朱妙君  6A 羅天雁
6A 羅迪佟  6A 梁煦媛
6A 巫芳婷  6A 黃誠杰
6B 陳詩恩  6B 張俊傑
6B 張家莉  6B 蔣嘉希
6B 高明賢  6B 梁詩嬅

6B 馬暉嘯  6B 曾浩民
6B 謝思進  6C 陳鏗年
6C 秦穎淇  6C 何遠儀

二等獎

4A 陳思明  4A 何卓穎
4A 何樺鎌  4A 李忠恒
4A STEVE    4A 黃家麗
4B 陳悅心  4B 陳凱琳
4B 林少聰  4B 蘇海盈
4C 梁瑩瑩  4C 陸文進
4C 潘莉晴  6A 熊婉希
6B 鄭澤浩  6B 鄭裕楠
6B 李子江  6B 吳    秦
6B 魏浚雄  6B 蕭彥寧
6B 黃詩晴  6C 朱港威
6C 李佳燁  6C 潘昇華
6C 鄧釗嬅  6C 蔡澤泓
6C 溫凱琳  6C 楊曉晴

三等獎

4A 黃樂文  4B 鄭鍏樂
5C 王塏迪  6A 張嘉琦
6A 盧嘉慧  6B 孫焯琳
6B 黃思敏  6B 黃婉婷
6C 陳俊龍  6C 林嘉敏
6C 林殷穎  6C 林少媚

優秀獎

第八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6C 蔡澤泓 優異獎

11-12年度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3B李彩瑤  5C陳鏗年 優異獎

2A 麥冬怡  3B 吳惠琦
3B 陳悅心  3B 鄭鍏樂
3C 莊宇康  5A 熊婉希
5A 潘思余  5A 丘凱嵐

5B 謝思進

入圍展覽

「笑住儲」比得兔餐具系列推廣 --
 創意繪畫比賽

6C 秦穎淇 入圍作品

2012年生命教育繪畫比賽
5C 王塏迪 冠軍

5A 黃美婷  5C 李思婷

普
通
話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B 吳惠琦 獨誦 季軍

中國語言藝術人才
年度推薦暨首屆全國
語言藝術大賽2012

香港區決賽：

6A尹晨樺 冠軍

6A梁煦媛 優良獎

6B黃婉婷 季軍

中國語言藝術人才年度推薦暨首屆全國語
言藝術大賽2012（北京總決賽）

6A尹晨樺 銀獎

2012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6A 尹晨樺 高級組銀獎

2012第五屆中國青少年（香港）
才藝比賽---普通話故事（高小姐）

6A 尹晨樺 亞軍

第十七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高小姐）

6A 尹晨樺 冠軍

第三屆港深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六年級組獨誦）

6A 尹晨樺 優異獎

2012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1A 葉家僖 初級組銅獎

2012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6A 尹晨樺 高小組冠軍

其
他

FLL香港機械人設計比賽

5A 阮泳詩  5A 何兆豐
4C 廖寶森  5B 盧翰熙
5A 潘梓鋒  5B 陳楚琪

5B劉正朗

初小組Best Presentation Award

（以研究雪糕及運用LEGO搭
建雪糕攪拌器為題）。

2012戴爾「築夢成真」北京夏令營 
之 

「中國青少年21世紀技能大賽」
Scratch軟體設計比賽

4B 陳溢昇  5B 鄭澤浩
5B 蔣嘉希  5C 秦穎淇
5C 符泳芝  6B 黃茂森

季軍
(以「健康成長，安全生

活」為題的兩個生動有趣的
原創電腦遊戲，從三十五隊
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賽者中，

勇奪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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