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在每年發表的「全球快樂報告」的

排名持續下跌，各界人士自然會就「報告」進行解讀，所得的評

論大多認為香港社會存在種種的問題，社會應該怎樣、又應該那

樣……於是，除了上兩期校訊我跟各位談「STEM」教育之外，

「正向教育」、「正向心理學」都是這兩年教育界持續討論及愈

來愈重視的課題。

正向教育是應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於學校環境中，並協助個

人邁向完滿。各位可能也會想到，如果能在這個基礎之上，再融合學校課程的話，所產生的教育果

效應該會更好。各位的想法，也正好是我的想法，我更期望若干年後，本校的畢業生更能在內蘊方

面有了質的轉變。

在2017/18學年，本校有幸地獲選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負責策劃，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資助的Project PEAR（萬樹梨花開）計劃。在為期三學年的計劃，本校可獲$3,500,000

資助上限，以推展「琛小正向校園」的各項工作。藉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趙志裕教授的指

導，本校以一丹教育研究獎得獎人史丹佛大學教授Carol S. Dweck所提出的兩種心態模式：成長型

思維（Growth Mindset）與固定型思維（Fixed Mindset）理論架構運用於課堂與課程設計上，並期

望本校的學生能擁有成長型思維的特質，相信自我能力能靠努力來精進，而且更願意面對錯誤或失

敗，並從各項挑戰或困難當中成長。同時，當本校的學生理解到他們的才智是可以透過有計畫的努

力而得到改善或改變時，他們會更願意參與學習，更有機會在自己所在的學習階梯上向前跨進一大

步，邁向成功。

從Dweck教授在過去一系列的研究中發現，當教育系統（學校）能引進成長型思維模式並以此

來培育學生，對學生學習的成績有積極影響。她曾經在南美洲智利蒐集全國性樣本作了研究分析，

有關的分析也表明了先前提及的相關結論的正確性。我請各位留意以下的分析結果：「在一般教育

研究所得，都不難發現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標準測驗成績通常較低。但是，當研究加入了成長型思

維模式的考量，則會發現，具有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生，與來自高收入家庭，並具有固定思維模式

的學生，其平均成績不相上下。」有關的研究分析結果，正好說明了成長型思維模式在教育工作上

的意義，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年度內，本校在二、四年級，以德公成長課、數學科和常識科為切入點，培育學生的成長型思

維，讓學生「珍惜學習機會」及「願意接受挑戰」，又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從「歷練見證

成長」，又能從「恆毅達至卓越」。雖然，現階段談不上有明顯成效，但還請各位拭目以待，本校

期望到了2020年，本校新一代的畢業生能夠具備以下的內蘊：

「立足彈丸　　融匯西東　　情懷人文　　常存感恩

　　正向導航　　恆毅作伴　　百折不撓　　成就大器」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華明邨  電話：（852）2677 2311  傳真：（852）2675 7241  網址：http://www.lys.fungkai.edu.hk  第三十五期二零一八年七月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校長 的話

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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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至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為我校的「體藝文化活動

週」，每位學生都能夠參與多元化的體藝活動及參觀活動，從而發掘學生的潛能、培養對體藝文化

的興趣、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拓闊藝術視野、提升學生的評賞能力及培養學生正確的欣賞態度。

學生在這幾天裏參與了不同的體藝活動，包括樂器彩繪、香港中樂團、粵劇工作坊、木管樂五

重奏、皮影戲、填色比賽、家長講故事、跳繩工作坊、欖球工作坊、剪紙工作坊、躲避盤工作坊、

毛筆書法樂、健康講座、「故宮」工作坊、迷你花牌工作坊及認識我們的大腦工作坊等，更有機會

走出校外，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科學館、益力多廠、國泰城和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等。

同學們都很享受這些學習活動，有動有靜，他們都獲益不少呢！

體藝文化活動週

為木製樂器塗上顏色，使我們演奏的時候更投入！

樂器彩繪

一邊享用益力多，一邊聽著講解，好享受啊！

參觀益力多廠

香港中樂團及皮影戲

皮影戲和中樂團的表演，我們都看得入神呢！

迷你花牌工作坊

原來要製作傳統花牌一點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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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玩欖球，興奮又刺激！

五、六年級健康講座

我們很留心地聽教練講解，然後玩得好高興！ 

大家都認真地聽課，認真地練習！ 

三年級欖球工作坊

一、二年級跳繩工作坊

四年級躲避盤工作坊

大家都很踴躍地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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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與作家韋婭交流並一同合影呢！

中文科於本年度推展了「寫作樂無窮」的主題活動，

目的是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和興趣，令學生愛上寫作。

我們每年都會邀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到校和同學會面

交流，暢談他們創作的心路歷程，提昇同學的寫作興趣。

講座後，同學們皆會雀躍地邀請作家為他們簽名及寫下鼓

勵話語作留念，締造難忘回憶。

為了豐富同學們的生活經驗，激發寫作靈感，我們本

年度更參加了「語常會」舉辦的「邊讀、邊煮、邊寫」活

動，透過一系列的煮食活動來學習寫作。我們相信創作源

於閱讀、源於生活，希望同學們能在日常生活中取得創作

靈感，寫出具真情實感的好文章。

為學生創設情境，可以豐富他們的生活經驗，

激發創作靈感。 大家在細心觀察呢！細心觀察事物，也是創作的重要歷程。

作家韋婭與同學們簽名留影

同學們在書法比賽奪得佳績，

為學校爭光。

同學們於北區講故事比賽屢獲佳績，看來大家的口語表達能力真不錯呢！

寫作？「樂」無窮！

中文科

寫作源於生活，
需要激活日常生活中的小創意！

自己動手設計智能機器人，
再將設計化為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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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貫徹了從活動中學習的理念，希望透過活動或遊戲，

期望學生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得更好，例如：外籍老師在課堂與

學生進行不同的有趣學習活動；透過英文角讓學生閱覽各類英文資

訊或文章；在農曆新年假期前安排英文週主題活動，讓學生有機會

在課堂以外運用所學的相關用詞或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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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校際英詩朗

誦比賽、校外英文書法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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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Fun in English

6C班 溫進熹同學於少年托福
國際英語考試（TOEFL Junior）

獲得銀獎的成績。

6A班李泳詩同學及5A班廖敏彤同學
亦於劍橋英語考試（Cambridge English）

考獲15個盾，真是可喜可賀！

5D班李艾迅同學於第四屆
馬振玉文藝菁英賽英文硬筆書法

獲得優異獎

外籍英語組英語布偶劇比賽

同學都非常踴躍參與English Week的活動。 

小一同學非常喜歡上Mr Sean 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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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數學科學習多元化，校本課程的設計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啟發學生自主學習。在

STEM教育方面，本校與教育局的合作下，學生透過科技探索數學，令學習更有趣。學校舉辦不同

的數學活動，為學生建立快樂、有意義的學習。

動手動腦全方位學習

趣味數學

數學科

探索學習  活出數學

製作自己的數學模型，
將學習變為立體。

有多重？估一估，量一量，

快樂學習樂無窮。操作數學，活用數學，學習更有意義。

電子工具MICRO-BIT與學學習互動，
令學習更有趣味。

透過磁力的大小，學習重量。

學生製作風帆車，學習速率
學生利用電腦編寫MICRO-BIT程式，

學習兩位數乘法。

STEM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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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常識科致力發展STEM教育，著重發展學生手腦並用的探究精神和能力，以助他們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另外，我們也關注學生身心健康。在「PEAR」計劃的校外支援下，我們

在教學設計中滲入了正向思維的價值觀元素，同時在課堂中應用成長型思維模式（Growth 

Mindset）的教學語言，鼓勵學生勇於接受挑戰，將恆毅精神融入學習及生活中。

啟迪學生思維，深化情意教育

堅持就能做到。看！我把磁浮筆浮起了！

學剪紙不困難，我們學會了！

只要肯嘗試，就會有豐碩的成果。 來！讓夢想飛翔！

試多幾次，可以找到正確的方法。

我把這磁浮飾物送給最珍惜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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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於本年度運用多元策略，鼓勵不同能力的學

生參與體育活動，把學習延伸至課堂外，促進學生體格健

康發展。此外，透過提供多元化的體育活動，讓學生培養

做運動的樂趣，並灌輸價值教育，培養正面人生價值觀。

音樂科透過「琛之舞台」、「音樂遍校園」和「音樂週」把音

樂元素滲透在校園生活裏，營造一個充滿音樂氛圍的校園。

體育科

老師們於＜音樂週＞的老師
大匯演中大展歌喉和才藝！

音樂遍校園人人都是小小音樂家

我們小提琴班的同學還參與＜賽馬
會音樂能量計劃＞的千人弦樂同奏
創紀錄，刷新「最大規模的弦樂器

合奏」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展現潛能，提升學生正面人生價值觀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的態度及團體合作精神

透過參與不同比賽，培養堅毅精神

於課程注入「優質學校欖球計劃」，
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發展多元化的體育活動，發揮個人潛能

＜琛之舞台＞為學生提供表演的機會，
每次舉行都有不少的「小粉絲」到場打氣的！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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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為配合學生培育組以「培養正向品格，活出幸福

人生」主題，建立正向氛圍校園，本科舉辦相關的活動及比

賽，選取有關課程作重點教授，培養學生正向的生活態度。此

外，透過設計多樣化的課堂活動，並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展示學

生的學習成果，為其成就更多成功的經驗，提升其學習動機。

同學們參賽表現出色，屢獲殊榮

透過【藝術導賞工作坊】，增進藝術的知識

讓我們嘗試找找配合人物角色的圖形吧！
快來欣賞【禪繞激勵卡】作品！

你們好！我們是「禪繞畫創藝班」的成員！ 【禪繞創藝班】同學的作品有
大師級的風格嗎？

視覺藝術科

普通話科

提升藝術素養，啟發學生內在表現動機

學習生活樂趣多

在不同比賽中，同學們獲取了豐富的參賽經驗

我享受創作的過程呢！

看看我的禪繞畫多美啊！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設計呢！

【禪繞畫創藝班】的課程，
讓同學投入禪繞藝術的世界 

正規課融入禪繞藝術—創作【禪繞激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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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邀參與為期三年的「Project PEAR」，希望將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融入學

校，發展「琛小正向校園」。

「培養正向品格  活出幸福人生」
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教導學生認識正向元素、品格強項、快樂方程式514、成長型思維，讓

他們學習以正面的方法來面對成長路上的挑戰，並尋找幸福快樂的人生。

鳳溪好學生獎勵計劃

為配合正向校園的發展，我們設計了三款獎勵咭，鼓勵同學在學習、個人成長和活動與服務的範疇努力做好。

正向班級經營活動—樂在遊戲中 琛小幸福鋼琴

小息時，同學可以分享音樂的樂趣

Yeah！我做到了！

透過桌上遊戲，師生在活動中享受群體活動的樂趣。

Project PEAR

Positive Education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感恩隨筆》目的是讓同學培養一顆感恩的心

《感恩隨筆》

「成長型心態」體驗活動

小息齊來學轉碟

10



投入角色的小演員！

本年度琛小成立了校園電視台，讓學生接觸多

媒體創作。當中的新聞台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表達各類

新聞議題，提高學生的時事觸覺。

同時，多元智能台提供了一個創意平台，讓學

生表達個人理念，培養學生的分析和邏輯思維能力。

部份校園電視台製作的節目會上載到互聯網，

展示學生的創作成果，歡迎學生及家長網上重溫。

Youtube：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校園電視台
讓我做個小導演！123，Action!

同學們發展潛能，為全校製作各樣影片！

學生齊心協力製作影片！

由學生做主導的校園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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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鄰的深圳，科研發展已一日千里。同學們，我們要急起直追！

在十二月，40位小四同學在

四位老師帶領下，一同拜訪姊妹

學校（滄江中學附屬小學）。三

天兩夜的行程，活動非常豐富。

From 13th December to 16th 

December, 2017, a four-day study 

tour in Singapore was organized 

for twenty eight primary six 

students. They visited famous places 

in Singapore. They learnt about 

her history and cultures. They also 

could learn to be co-operative, 

helpful and independent. They 

experienced a great time there. 
Let us take a photo with the Merlion Statue in the Merlion Park!

We talked to a shopkeeper 

to give us discount when we 

bought souvenirs in Little 

Indian. 

學生親身體驗國內的科技發展，當中更

參觀比亞迪汽車總部，過程中同學不單可接

觸新型號的中國研發電能汽車，還有機會參

觀汽車生產線，一窺汽車的裝嵌過程，真的

讓同學大開眼界。

同學對電動車的內部結構都很感興趣，

看來有成為科學家的潛質

一起體驗陶瓷製作

走入課室學書法

五年級學生於12月到廈門及金門進行境外學習。

學生除了認識到廈門及金門的歷史、文化外，還有機會

一睹「世界文化遺產」之貌！

參觀完翟山坑道這個海上防空洞後，
大家也讚嘆那是鬼斧神工之作﹗

大家舉起手做甚麼？

原來正乘船前往鼓浪嶼，

大家都企定定，

兼緊握扶手。

Study tour in Singapore

《深圳高科技考察團》

姊妹學校交流

廈門金門文化考察之旅

境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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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徐嘉敏排球隊女隊長（榮獲最佳防守球員）
各位學弟學妹們，在遇到困難時不要向失敗屈服，要敢於

面對，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意思是即使面對失敗，只要從

失敗中吸取教訓和經驗，只要懂得堅持，總有一天你會成功！

加油！努力！我們會支持你哋！

6D王嘉熙排球隊男隊長（榮獲最佳發球球員）
／校際排球比賽（傑出運動員）

如果沒有黃教練及陳副校長的悉心教導及照顧，

就不會成就今天的我。再次感謝您們的辛勞和付出。

6C湯曉文宇排球隊男隊長（榮獲最佳防守球員）
／校際排球比賽（傑出運動員）

我很感謝多位老師和教練在極短時間內的栽培和鼓勵，讓我學到

很多技術，這一年我確實成長不少。從加入成為隊員到升當隊長，再

成為區隊隊員。我感謝恩師，希望學弟們可以用心練習，期待明年可

以戰勝惠州小學，取得北區第一名。

圖左湯同學、圖中徐同學、圖右王同學

圖由左至右第三位徐嘉敏

湯曉文宇

座右銘：堅持信念！

奮鬥到底！

座右銘：Keep going! You're 

almost there!

座右銘：Keep smiling because 

life is a beautiful 

thing and there's so 

much to smile about.

座右銘：快樂不是擁有得多，

而是計較得少。

座右銘：這個世上沒有什麼偶

然，有的只是必然！
座右銘：你必須非常努力，

 才能顯得毫不費力！

簡偉傑老師 高家明老師

余旭璿老師 吳嘉欣老師

周正康老師何思賢老師

琛訊琛之最—打得！

人物專訪：琛小新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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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琛小籃球隊隊員表現多卓越啊！！！

這到底是甚麼鳥兒呢？

進入秘境，尋找隱世雀鳥

一直以來的努力，今天終於有所收成了

運動場上琛小健兒全力以赴，向目標邁進！！！
同學戴上色彩繽紛的手套作最後一次綵排。

同學利用不同的道
具為詩歌添加生氣

同學們表現優異！

觀鳥比賽

田徑比賽
英文集誦比賽

同學為比賽作最後準備！

智快烈車 3人籃球比賽

多元學習展才藝

14



同學們都戴上手套，親力親為地為環保盡上一分力。

參觀前來一張大合照！！！

毛毛很高喔！！

水果代零食，食得多滋味。

合力製作美味的小食。

寒冷的天氣擋不住環保大使的熱情，

大家都積極參與海岸清潔活動

「愛自然」海岸清潔活動

校園生活日誌

親子廚房

彼思動畫參觀

西瓜好甜啊！媽媽，感謝您為我準備。

開心「果」月
—「果」然有「營」活動

同學們非常認真聽薛老師講解

與媽媽一起享用

美味的cup cake！

15



運動急口令

預備1、2、3、開始！

日日運動身體好，你知我知佢知道……

水溫開始下降啦，快些記錄！

包好實驗用的水杯先！

三年級常識實驗

大家都很認真、投入地做實驗呢！

水滴實驗 

從實驗中學習知識，真有趣啊！

P6寫作樂無窮

能設計自己的機器人，真快樂！

完成設計圖後，同學都很用心地寫作。16



1A 黃紫晴

我最愛的科目是英文。我覺得可以學習很多知識。上英文課的氣氛很好，同

學們都積極回答問題。我希望能夠學好英文，可以去美國學習更多的知識。我希

望長大可以做一個英文老師。

2D 平岩蕾佳

最近，爺爺奶奶家的狗病死了，我非常傷心。

牠非常可愛。牠有一雙圓滾滾的眼晴、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和大大的耳朵。我很喜歡牠，

因為牠常常陪我玩球。

每次我去日本爺爺奶奶家時，我一上去二樓，打開客廳的門，他就會向我

撲過來，然後搖着尾巴，圍着我跳來跳去，好像在歡迎我的到來。

我真的很喜歡牠，還想着下次去日本時，和牠一起玩。誰知牠突然病死

了，以後再也不能一起玩了。一想到這件事情，我就好傷心，就想大哭。有時

候，我連覺都睡不了。上課時，我不也不能專心上課，會不時想起牠。我真希

望牠可以復活，跟我在一起﹗

3E 陳苑怡

春天來了，

百花仙女來到了大地，

喚醒了綠草和鮮花兒，

花兒們個個爭妍鬥麗，

蝴蝶歡快地飛舞着，

啊！春天好美呀！

夏天來了，

火辣辣的陽光照耀着大地，

人們吃着可口的西瓜，

樹林裏長滿各種樹木，

金蟬在樹上唱着歌兒，

啊！夏天多有樂趣呀！

4A 湯慧賢

我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弟弟。

我的弟弟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和大大的嘴

巴。在他笑的時候，臉上就會有兩個小酒窩。

弟弟是一個開朗和好動的人。他每天臉上都掛著笑

容，所以很多人都喜歡他。他很好動，整天都愛跑來跑

去，所以他回家後臉上總是紅彤彤的。

記得有一次，弟弟不小心把花瓶摔破

了。但是弟弟卻很誠實，並沒有選擇逃避，

而是選擇面對。他走到媽媽面前，向她道

歉。媽媽不但沒有責怪他，反而說他是誠實

的孩子呢。然而，弟弟也有一點小氣。

當爸爸給弟弟買新玩具時，他就會愛不

釋手，不願分享。弟弟心裏彷彿在說：「如

果新玩具分享給朋友，可能就會弄壞了。」

這就是我的弟弟。

中文科優秀作品

《我的弟弟》詩歌創作（大自然景物）

《我最近一件傷心的事》

《我最愛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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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 施詠如

春天萬物復甦，景色多變。在萬象更新的初春，

溫暖的陽光親吻着大地，草兒綠油油的頭髮在風中搖

曳，露珠在陽光下亮得有點刺眼，這時候蜻蜓也出來

了，蜻蜓點水好像在寫毛筆字呢﹗小鳥清脆的歌聲在

耳邊迴響，這是春天聲音，帶着生命的氣息，我閉上

眼慢慢感受。

不知不覺，我走進了一片桃林，桃花就像一個

害羞的小美女，當其他花開得正盛，百花齊放，爭奇

鬥艷時，桃花才害羞的把她的花瓣兒慢慢張開。微風

吹過就像輕輕地撫摸着我的臉頰，這是春天的觸感，

那溫柔的觸感。桃花香氣撲鼻，發出淡淡幽香，隨著

微風飄散。一棵一棵桃花聚集起來，就像人間仙景一

樣，無數花瓣散落在我身上，我彷佛觸碰到了春天。

我喜歡這個有桃花的春天，喜歡春天的聲音，喜

歡這大自然的樂曲。

 5A 梁麗潔

上個星期日，天氣晴朗，我和我的家人決定要到太平山頂遊覽，我們十分期

待這次旅程。

首先，上山頂當然要乘坐備受尊崇的獨特交通工具—山頂纜車。山頂

纜車站內的售票處佈滿了人羣，我們買完票後便立刻去排隊。過了十五分

鐘後，我們終於上到纜車。媽媽說坐纜車最能體驗香港這個動感都市生機

勃勃的景致，又能感受大自然的氣息。纜車緩緩地向上行駛，沿途看見不

少聳立在山上的高樓大廈，我看見那些高樓大廈是傾斜的，真是有趣﹗

抵達山頂後，我們步行到一座於二零零七年開放的景點—「山頂纜車

珍藏館」參觀。我們在裏面第一眼就看見昔日的纜車，令人大開眼界。接着，

我們還看了纜車的歷史，原來以前的纜車是綠色的，不同於現在紅彤彤的纜車。這

個地方彷如一輛時光穿梭機，帶領我們穿梭於十九至二十一世紀。這裏能令人懷念以前的纜車，而

且十分有觀賞價值，因為這裏有很多具歷史價值的珍藏。

最後，我們走到凌霄閣。設計獨特的凌霄閣是香港最時尚設計的建築物之一，它的外貌廣被全

球數以百萬的明信片及照片取用。我們進入裏面，看見很多美食和特色精品。我們走上觀景台，眺

望維多利亞港海天一色的景致，令人讚嘆不已。到了晚上，它如同一個彎彎的月亮，在晚上發出璀

璨的光芒。

星光閃爍的晚上，太平山山頂格外熱鬧，而且燈光十分璀璨。令我最難忘的是凌霄閣裏有很多

不同的景點，而且它的外形十分特別，我真想再次來到這吸引人的太平山山頂遊玩。

《香港遊蹤—太平山頂》

《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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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bot
1C Peng Yu Bo
This is my robot. 
It can cook.
It can fly.
It can swim.
It can dance.
It can sing.
It cannot draw.
It cannot drive.
It cannot skip.
Do you like my robot?

My fairy tale–A greedy fisherman
2E Yue Tsz Tung
A greedy fisherman goes to the river every day. One day, he 
drops his hat into the river. He is worried. A helpful fairy helps 
him. She comes back with a leather hat.
‘Is this your hat?’
‘No, it is not.’
The fairy comes back with a silver hat.
‘Is this your hat?’
‘No, it is not.’
The fairy comes back with a gold hat.
‘Is this your hat?’
‘Yes, it is.’
The fairy says, ‘You are 
not honest. You are very 
greedy. You cannot have 
your hat.’
The fisherman says, ‘Oh 
no!’ He is sad.

Make Sandwiches
3A Zhuang Ching Yu Coco
Today, Mary and Susie want to make some food.
Susie says, ‘Can we make some sandwiches? I’m so hungry.’
Mary says, ‘OK.’
‘Mary, let’s go to the kitchen and see what ingredients we have.’ Susie says.
They walk to the kitchen. 
‘Susie, is there any pork?’
‘Yes, there is some pork.’
‘Is there any cheese, Susie?’
‘Yes, there is some cheese.’
‘Is there any bread?’
Uh-Oh. No, there isn’t any bread. Mary is sad. Susie comforts 
her and says, ‘Let’s go and buy some bread, Mary.’
Mary is happy. Finally, they make the sandwiches. 

英文科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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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forgettable picnic
4A Wu Chung Hon
Last weekend, Tom and Peter went to a country park to have a picnic. They went there by bus. When they got 
there, they flew kites and ran around there. They felt very excited because they could play together. Peter asked, ‘I’m 
so hungry. Can we have our lunch now?’ Tom answered, ‘Of course. I feel hungry too.’
In the afternoon, they had lunch together, but Tom forgot to bring any food to eat. Therefore, Peter gave him some 
food. Tom said, ‘Thank you.’ After their lunch, they felt so full because they ate a 
lot. Then they wanted to go home.
After a while, Peter and Tom found that they got lost. They were very scared. 
Peter asked, ‘What should we do now?’ Tom answered, ‘We can find someone to 
help us.’ Then he yelled, ‘Is there anyone here? We get lost!’
In the evening, they kept walking in the country park. They went into a forest. 
Suddenly, a big bird saw them and it stood in front of them. Tom said, ‘We can 
ride on the big bird.’ Peter yelled, ‘Will it eat me?’ Tom said, ‘I think it won’t eat 
us.’ At last, they rode on the big bird and flew back home. They felt very excited 
because they could fly in the sky.

Helping People
5A Liu Man Tung
Today I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food for dinner. I saw an old lady when I walked into a street where it 
was near the supermarket. The old lady was holding many things, such as some fruit and vegetables. She looked 
tired because she had some sweat on her face.
I came to the old lady and helped her to take a bag of oranges. She said, ’Thank you, little child! Can you take them 
to my home, please?’ I replied immediately, ’Sure! Where is your home?’ The old lady answered. ’My home is near 
the slope.’ Then, we walked up the slope. Suddenly, I fell down and the oranges rolled down on the ground quickly. 
I was scared and my heart was in my mouth. I ran quickly and picked up the oranges. Unluckily, all of the oranges 

were torn and broken. ‘Oh my god! All of the oranges were broken!’ I shouted because I felt blue. 
At this moment, the old lady came to me. She said, Don’t worry, let me buy some new oranges. After that, 
we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and I bought a new basket of oranges for her. She was over the moon to see 
the oranges.
At the end, the old lady gave an orange to me. We were glad. What an unforgettable and meaningful day!

My best friends
6A  Tai Man Ching
1st October, 2017 Sunny
Today was my best friend Cindy’s birthday, so her mum he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er. Cindy invited all her friends to 
join her party.
 At about half past six, we arrived her home. Wow! There were a lot of decorations. After Cindy and her mum 
decorated the home, it became so beautiful. Cindy wore a princess dress. She was eye-catching and pretty, just 
like a princess lived in a big castle. 
I bought the present that was a gift for her carefully. I said, ‘This present is for you, I hope you like it!’ Cindy was so 
surprised and said politely, ‘Oh! Thank you! I am over the moon!’ She smiled a lot. And I felt glad, too. 
At the party, there was a lot of tasty food such as a yummy birthday cake, a few chicken wings and salad. We were 
so excited that we could eat salad. All of us thought salad was healthy. 
When Cindy blew the candles, I pulled the plastic bottle and all of the juice spilt out carelessly, but Cindy didn’t 
know. I was shocked. 
Cindy’s mum took some juice for us, but the floor was wet, so her mum dropped all the juice. Luckily, her mum 
didn’t get hurt. At that moment, our heart was in my mouth. I said sorry to Cindy’s mum. She told me not to be 
worry. 
At the end, her mum cleaned the floor at once. We had a great time there again. We left the 
party happily. All of us felt enjoy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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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溫嘉遠 小玩偶

1D 孫園媛 一籃水果

1D 王俊喬 我愛不同季節的樹

2A 葉馨云 我喜歡的食物

2B 利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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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組  季軍

1C 溫柔 掉進黑水河中的寶石

視藝科優秀作品

2C 姚柏俊 小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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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潘子治 我最喜愛的動物

3E 趙梓萌 有趣的小丑

5A 廖敏彤 二十年後的我

5A 楊雪晴 中國面譜

5B 劉子榛 手的大特寫

5C 馮婉雯 一盆花

6B 楊進源 我的車仔食檔

4C 黃伊莎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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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中

文

第六屆北區小學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鳳溪第一中學

初小組講故事比賽季軍 3C 成思晗

講故事比賽表現優異
2D 庄嘉琪；3C 黎昱宏；4A 莫蕊華；5A 廖敏彤、
陳智樂、梁麗潔

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詩詞獨誦亞軍 4A 鄭晉晟

中文詩詞獨誦優良

1C 謝耀霆；2C 張嘉盈；4A 張綺文、陳雪晴、余麗容；
4C 陳羨怡；5A 廖敏彤、梁麗潔；5C 張國鋒；
5D 黎樂然；6A 滑子翹、譚鈺怡、蘇希蕎、潘巧瑶、
鄧珮盈；6D 司徒靜

中文散文獨誦優良
3C 成思晗；6A 馮梓瑩；6B 張文博、黎志傑、楊浩鋒；
6C 陳潔琳、孟安可；6D 鄭嘉莉、陳慧清、麥嘉慧、
劉俊賢

小學三四年級詩詞集
誦優良

中文集誦隊

第十二屆滬粵港
「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
邀請賽初賽

新界校長會

四年級一等獎 4A 王詩韻

五年級二等獎 5A 廖敏彤、梁麗潔

六年級二等獎 6A 滑子豐、陳雪雯、李泳詩

三年級三等獎 3A 梁安兒；3C 成思晗；3E 李錦熙

五年級三等獎 5A 龍薇冰、陳智樂；5C 賴奕彤

六年級三等獎 6A 滑子翹；6B 黎志傑；6C 劉家恩、郭治強 

紫荊頌2018年春季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高小組中文命題寫作銀獎—6B 莊詠淇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小學組硬筆書法優異獎—4A 鄭晉晟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中級中文硬筆書法優異獎—4A 鄭晉晟

小學中級中文硬筆書法優良獎—4C 馬浩然

二零一七「文藝盃」硬筆‧ 
毛筆書法大賽作品選

小學高級組硬筆組季軍—4A 鄭晉晟

第三屆北區
講故事大賽

香港戲劇工程
高小個人組 最佳原創故事—5A 廖敏彤

高小個人組優異獎—5A 梁麗潔

第八屆香港
國學藝術節

香港國學
藝術教育中心

粵語朗讀銅獎 5C 陳培煒

寫作銅獎 5C 朱靖童、陳泳茵

書法銅獎 5D 孫孝洋

英

文

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集誦優良 英文集誦隊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
1B 蔡曉朗、李葰侹；1C 謝耀霆、楊李逸、張揚；2A 石晴、高海琳；2C 黎芷錡、
黃馨瑤；2D 鄒添峰；3A 范啟航、張啟郁；3B 谷銘昊、周敬軒；3C 陳語嫣；
3D 温晴、梁宛允；3E 趙梓萌、張嘉琳；4A 黃卓翹、王詩韻；5A 廖可詠、
韓景軒；5C 李亞霖；5D林灝丞；6A 李珮瑜、麥嘉宏、冼安兒、戴文靜、黃天欣、
葉楚熙、黎文茵；6C 温進熹、黃卓泓

Cambridge English 
Young Learners 
Examination

British Council

Movers 15(Shields) 5A 廖敏彤

Flyers 15(Shields) 6A 李泳詩

Flyers 14(Shields) 6A 譚鈺怡

Flyers 13(Shields) 6A 麥嘉宏、鄧珮盈、滑子豐、黃天欣

Flyers 12(Shields) 6A 戴文靜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Silver：6C 温進熹

Green：5A 平岩蒼蘭、廖穎琪、林文惠、廖敏彤、呂薇；
6A 陳浩峰、譚鈺怡、鄧珮盈、葉楚熙

Blue：5A 曹楷、陳天澍、韓景軒、李天樂、廖可詠、毛煜楨、蘇家澄、朱健聰、
王立松、楊凱筌；5D 胡嘉宜、林灝丞、楊凱智、林靖；6A 江家誠；
6B 楊進源；6C 何文迪

第四屆馬振玉文藝菁英賽 英文硬筆書法優異獎—5D 李艾迅

2017-2018年度 校外獲獎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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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第25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學校

小三組個人賽銅奬 3A 李祥開；3C 梁奕翔

小五組個人賽銅獎 5A 謝昊軒

第十一屆聯校
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院

初級組（藍苗）冠軍 1D 夏琦

初級組（用智）冠軍 2E 張景軒 

初級組（用智）亞軍 3E 李嘉鴻

初級組（藍苗）季軍 1D 葉成果

初級組（藍苗）殿軍 1D 朱佳譽

第十屆聯校
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院
初級組（白苗）冠軍 1D 葉家珩

初級組（小巧）冠軍 3E 李嘉鴻

「華夏盃」
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中國數學
教育研究會

個人賽一等奬 5A 廖敏彤

個人賽二等奬 4A 黃卓翹；5A 曹楷、謝昊軒；6A 陳浩峰

個人賽三等獎

4A 鄭晉晟、李梓浩、巫文寬、譚梓軒、嚴匡正；
5A 陳智樂、陳天澍、麥焯熙、杜佳慧；6A 馮梓瑩、
江家誠、李泳詩、麥嘉宏、潘慧慈、譚鈺怡、鄧珮盈、
黃天欣；6B 楊進源、張煜聰；6D 麥嘉慧

「華夏盃」
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晉級賽

中國數學
教育研究會

個人賽一等奬 5A 曹楷、廖敏彤

個人賽二等奬 4A 黃卓翹；6A 潘慧慈

個人賽三等奬
4A 鄭晉晟、李梓浩、巫文寬、嚴匡正；5A 陳天澍；
6A 陳浩峰、鄧珮盈

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團體賽二等奬
6A 江家誠、李泳詩、黃天欣、鄧珮盈、潘慧慈、劉謙；
6C 陳子龍；6D 劉俊賢

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個人賽一等奬 5A 曹楷、廖敏彤

個人賽三等奬 5A 陳天澍；6A 陳浩峰、江家誠

常

識

2018香港小學
科學奧林匹克

香港數理
教育學會

小學組科學問答比賽
銀獎

6A 陳浩峰

小學組科學問答比賽
銅獎

6A 黎文茵、麥嘉宏、滑子翹

走過自然天地 2018-第二屆全港
小學生物速查「100」

裳鳳蝶獎 5A 廖敏彤、廖可詠、曾宇漢、曹楷

香港公園綠色
大搜索2017-18

香港觀鳥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亞軍 5B 李栢朗；6A 趙希敏、劉謙、滑子翹、滑子豐

季軍 6C 劉家恩；6D 鄭嘉莉、謝文灝

最佳帽子設計 4A 李梓浩；5A 廖可詠；6A 何敏慈、潘慧慈

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小學組問答比賽—踴躍參與學校獎

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獅子盃科學
科技比賽2018

獅子會中學
銀獎 5D 翟芷澄、劉泓業、萬俊朗、莫宗錦

優異獎 6C 朱君昊、陳子龍、英穎浩

「香島盃」 全港
科技比賽2018

香島中學

小學組超級軌跡賽傑出表現獎—5A 麥焯熙、謝昊軒；5D 劉泓業

小學組機械人障礙賽銀獎—5A 廖敏彤

小學組機械人舉重金獎—5A 平岩蒼蘭、楊雪晴

小學組機械人舉重銀獎—5A 王立松、謝昊軒、李展宏

全港小學STEM比賽 
智快烈車2017 

高小組三圈耐力賽
亞軍

5A 麥焯熙、謝昊軒；5D 劉泓業

高小組最快圈速
季軍

5A 麥焯熙、謝昊軒；5D 劉泓業

全港小學STEM橡筋動力飛機創作大賽 小學組優異獎 4A 嚴匡正、郭晉江、楊倩筠、李梓浩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紅雀橡筋動力
飛機競時賽

小學男子組亞軍（一等獎）：5A 麥焯熙

小學女子組亞軍（一等獎）：5A 龐佳怡

小學女子組季軍（二等獎）：5A 平岩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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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第十七屆全港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匯知中學 分組亞軍

第70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獨唱優良獎 6B 徐嘉敏；4A 鄭晉晟；4B 吳衍嬅；4C 王嘉乾

一級小提琴優良獎 5A 林文惠

一級小提琴良好獎 5A 廖可詠

一級鋼琴優良獎 2B 韓秀妍；2C 羅雪悅；2E 蔡曦瑤；4A 黃卓翹

三級鋼琴優良獎 3C 成思晗；4A黃憲維

四級鋼琴優良獎 5A 龐佳怡、廖敏彤

五級鋼琴良好獎 4A 鄧宗銘；5A 林文惠

五級鋼琴優良獎 6A 鄧珮盈

八級鋼琴良好獎 6C 陳瑾瑜

高音直笛良好獎 6D 麥嘉慧

直笛二重奏優良獎 5A 杜佳慧、呂薇；6A 麥嘉宏、黎文茵

直笛二重奏良好獎 5B 張沛珊、周慧美

鋼琴二重奏良好獎 5A 林文惠、龐佳怡

普

通

話

全港「誦藝盃」
普、粵、英 朗誦比賽

冠軍 5A 龍薇冰

亞軍 3B 陳政澍；5A 龐佳怡、陳智樂

季軍 4A 蘇子峰；5B 張家豪；5D 蘇子琪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藝術學院

小學組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3B 陳卓彤、王馨儀、朱曉恩；3E 趙梓萌、張嘉琳；
4A 李梓浩、余麗容；4C 王嘉乾、黃振源、鄧耀忠、
李芷澄；5A 朱健聰、平岩蒼蘭、林文惠、龐佳怡；
6B 張文博、李秋余；6D 司徒靜

小學組傑出演員獎 6D 司徒靜

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5C 曾嘉盈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5A 龐佳怡；6A 麥嘉宏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
1D 羅嘉為；2D 平岩蕾佳、庄嘉琪；3A 黃鳴悅、莊靖瑜；6C 孟安可、陳潔琳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1B 蔡雨晴、鮑圳豪、莫子棟；1C 杜昕蕎；3B 蔡德銘；3C 梁奕翔；3E 鄧盛妍、
張嘉琳；4C 黃振源、馬浩然、王嘉乾；5A 廖敏彤、龍薇冰、陳思銘、林文惠；
5C 王恩碩、朱靖童、葉馥菲、林汶希；6A 何敏慈、趙希敏、陳浩峰；6C 林奎良

男女高級組普通話詩詞集誦優異—普通話朗誦隊

第七屆香港
國學藝術節

香港國學
藝術教育中心

高小組詩詞金獎 5C 林汶希、曾嘉盈；6A 趙希敏、何敏慈、麥嘉宏

高小組詩詞銀獎 5C 葉馥菲、朱靖童

第九屆「普藝盃」
2017朗誦才藝大賽

香港普及
藝術協會

高小組詩歌亞軍 6D 呂婧欣

高小組詩歌季軍 6D 陳慧清

高小組詩歌嘉許獎 4A 龍薇冰

高小組詩歌優異 5B 林志康

第九屆普爾詩盃．
秋季朗誦節

智叻網
高小組散文冠軍 5A 龍薇冰

高小組詩歌優秀 6D 呂婧欣

紫荊頌2018年春季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高小組普通話：新詩金獎—5A 龍薇冰、龐佳怡

第八屆香港
國學藝術節

香港國學
藝術教育中心

朗誦(普通話)金獎 5A 龍薇冰；5C曾嘉盈 

朗讀(普通話)金獎 5D 孫孝洋

朗讀(普通話)銀獎 5C 朱靖童

朗誦(普通話)銀獎
5B 蔡奮湧﹔5C 賴奕彤、朱靖童、馮婉雯、黃馨瑤；
5D 胡嘉宜

朗誦(普通話)銅獎 5C 陳泳茵、陳培煒；5D林靖、孫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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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
北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男丙接力賽冠軍
4A 巫文寬、蘇子峰；4B 陳碩霆；4C 蔡曜駿、黃嘉彬、
黃炎燊

男丙團體亞軍
4A 蘇子峰、巫文寬；4B 陳碩霆；4C 蔡曜駿、黃嘉彬、
黃炎燊

男丙60米亞軍 4C 黃炎燊

男甲鉛球亞軍 6C 湯曉文宇

女特100米亞軍 6D 曾紫  

女特鉛球季軍 6D 曾紫

女乙100米季軍 5D 童雅睿

女丙接力賽第四名
3C 張麗鍶；4A 張綺文、楊倩筠、余麗容；4B 麥穎琪；
4C 黃伊莎

女丙團體第四名
3C 張麗鍶；4A 張綺文、楊倩筠、余麗容；4B 麥穎琪；
4C 陳皓喬、黃伊莎

女丙壘球第四名 4C 陳皓喬

男甲壘球第四名 6C 蘇瑋亮

女乙團體優異獎
4C 陳羨怡；5A 廖敏彤、龍薇冰；5B 周慧真、周慧美、
周慧善；5D 童雅睿

17-18 聯校
田徑錦標賽

鳳溪創新小學

壘球冠軍
（男子09年組別）3B 陳政澍；（男子08年組別）4C 蔡曜駿
（女子07年組別）5A 龍薇冰

壘球亞軍 （女子08年組別）4C 陳皓喬；（男子07年組別）5D 孫孝洋

壘球季軍 （女子09年組別）3A 蘇汶旻；（男子07年組別）4B 馮子鈞

跳遠季軍 （男子09年組別）3C 潘子治

跳遠亞軍 （男子08年組別）4A 蘇子峰

60米冠軍 （男子08年組別）4C 黃炎燊；（女子07年組別）5A 廖敏彤

60米季軍 （女子08年組別）4A 楊倩筠；（男子08年組別）4A 巫文寬

100米冠軍 （女子07年組別）5A 廖敏彤

100米季軍 （男子08年組別）4A 蘇子峰

2018 全港小學
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中國香港
閃避球總會

小學混合組閃避球
亞軍

4C 黃炎華、黃伊莎、蔡曜駿、黃炎燊、黃嘉彬；
5A 李展宏；5B 黃嘉珂、黎東傑；5C黃逸晞、張國峰；
5D 蔡育良、蘇子琪、童雅睿；6B 徐嘉敏、萬敏儀；
6D 王海琳

2017-2018北區
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男子組排球亞軍
4A 蘇子峰；4C 黃炎燊、鄧耀忠；5A 鄭圳昇；5B 黎東傑、
張浩添；5C 周嘉俊；5D 蔡育良；6C 蘇瑋亮、郭治強、
湯曉文宇；6D 王嘉熙、蔡家樂、鄧劍峰

男子組排球傑出運動員 6C 湯曉文宇；6D 王嘉熙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北區區議會 男子組籃球殿軍 5D 蔡育良；6C 廖文顥、鄧嘉聰、湯曉文宇；6D 王嘉熙

2017-2018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6C 劉嘉顥—男子甲組：50米蛙泳亞軍、100米蛙泳亞軍

2017年度第二屆校際
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5D 林灝丞—9至11歲組別男子個人亞軍

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北區體育會
有限公司

最佳防守球員—6B 徐嘉敏（女子組）、6C 湯曉文宇（男子組）
男子組最佳發球員—6D 王嘉熙

金盃賽男子組亞軍
4C 鄧耀忠；5A 鄭圳昇；5B 張浩添；5C 周嘉俊；
5D 蔡育良；6C 郭治強、蘇瑋亮、湯曉文宇；6D 蔡家樂、
鄧劍峰、王嘉熙

銀盃賽女子組亞軍
3A 蘇汶旻；5C 湛芷晴、曾嘉盈、葉馥菲；6A 潘巧瑶、
蘇希蕎、戴文靜；6B 徐嘉敏；6D 陳嘉儀、呂婧欣、
王海琳、曾紫

全港小學
跳繩比賽2017

匯知中學

男子三年級至四年級組大繩120秒出入冠軍：
4A 嚴匡正、譚梓軒、蘇毅庭；4B 嚴匡泰；4C 吳賢楷、韋晞朗

男子三年級至四年級組團體亞軍：
4A 嚴匡正、譚梓軒、蘇毅庭；4B 嚴匡泰；4C 吳賢楷、韋晞朗

女子五年級至六年級組大繩120秒出入季軍：
5A 梁麗潔、寧曉欣；5B 劉嘉欣；5C 賴奕彤；6A 譚鈺怡、冼安兒

男子五年級至六年級組大繩120秒出入殿軍：
5A 陳智樂；5D 陳軍言；6A 陳浩峰；6B 陳冠璋；6C 鄧嘉聰、溫進熹

混合三年級至四年級組個人30秒二重亞軍—3A 李祥開

男子三年級至四年級組個人30秒二重冠軍—4B 嚴匡泰

男子三年級至四年級組個人30秒交叉冠軍—4A 嚴匡正

混合三年級至四年級組個人30秒單車季軍—4A 楊倩筠

男子三年級至四年級組雙人60秒橫排跳冠軍—4A 嚴匡正；4B 嚴匡泰

混合三年級至四年級組雙人60秒橫排跳殿軍—3A 李祥開；4A 楊倩筠

全港跳繩
錦標賽2018

中國香港跳繩
體育聯會

4B 嚴匡泰—四人同步花式比賽冠軍、二人同步花式比賽亞軍、
單車速度跳接力賽季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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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
跳繩大賽

青年活動
統籌委員會

北區最合拍大獎：花式跳繩隊

香島盃-元朗及北區
小學跳繩大賽2017

天水圍香島中學

30秒單車步冠軍 3D 賴君逸

30秒單車步季軍 6B 劉冰

30秒交叉跳冠軍 2B 韋仲羿；5A 梁麗潔；5D 陳軍言

30秒二重跳冠軍 4B 嚴匡泰

30秒二重跳亞軍 5B 劉嘉欣

30秒二重跳季軍 6B 陳冠璋

1分鐘橫排跳冠軍 4A 嚴匡正；4B 嚴匡泰

1分鐘橫排跳亞軍 6B 劉冰；6C 鄧嘉聰

男子甲組2分鐘6人
大繩賽季軍

5A 陳智樂；5D 陳軍言；6B 陳冠璋；6C 鄧嘉聰、
溫進熹、英穎浩

高級組親子1分鐘
朋友跳季軍

4B 嚴匡泰

30秒單車步季軍 6B 劉冰

30秒交叉跳冠軍 2B 韋仲羿；5A 梁麗潔；5D 陳軍言

香港小伙子體育會
旋風球挑戰賽2018

香港經籃
外展訓練中心

團體賽冠軍 6C 鄧嘉聰、廖文灝、蘇瑋亮、陳帥、朱君昊

個人單打冠軍 6C 鄧嘉聰

個人單打季軍 6C 廖文灝

舞

蹈

第三十二屆屯門區
舞蹈比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東方舞少年組銀獎
（高小組）

低小組組員：
1A 李嘉櫻、鄭蘊倩；1C 林泳喬、李卓叡；1D 張淇茵；
2A 簡張幸子；2B 蕭文睿；2C 羅雪悅、馬庄華、趙曉嘉、
張嘉盈、黎芷錡、黃馨瑤；2D 李雪梅、平岩蕾佳、
吳寶翹；2E 王詩嘉、陳嘉盈、蔡曦瑤﹔3A 黃嗚悅、
莊靖瑜、陳美如、陳妍如；3B 陳卓彤、陳卓妍、徐梓晴、
朱曼嘉；3C 張舒雯；3D 梁鈞怡、梁佩儀；3E 楊梓芯

東方舞少年組銀獎
（低小組）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
舞蹈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方舞少年組金獎
（高小組）

東方舞少年組銀獎
（低小組）

高小組組員：
4A 陳雪晴、莫蕊華、林鎂鈴；4B 陳蓉、麥穎琪；
4C 蔡昕栩、王敬雯；5A 呂薇、陳泓貝；5B 陳玥君；
5C 林汶希、葉馥菲、黃馨瑤、馮婉雯、湛芷晴、
曾嘉盈、劉星宇；5D 戴鏸蕎、陳梓晞、崔恩詠、
蘇子琪；6A 馮梓瑩、陳雪雯、蘇希蕎；6B 廖彥婷；
6C 施詠如；6D 司徒靜、陳慧清

第54屆學校
舞蹈節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中國舞低小組 
甲級獎

中國舞高小組 
甲級獎

視

藝

《賞玩北區》
景點繪畫比賽

北區
區議會

親子組季軍 2B 利志誠

親子組嘉許獎
1D 周恒進；2B 韓秀妍、張家朗；2C 周柏熙、林芷瑩；
3B 林嘉淇

兒童組嘉許獎 5D 蘇子琪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8 小童組西畫銅獎 1C 林曉塏、孫靖洋

第八屆香港
國學藝術節

香港國學
藝術教育中心

繪畫銅獎 5C 陳培煒

繪畫優異獎 5C 黃馨瑤

跆

拳

第十九屆聯校
跆拳道錦標賽

捷擊跆拳道館
文武全才青苗

培訓計劃

速度賽冠軍 1A 翁綽儀；1C 楊李逸

速度賽亞軍 2A 向卓翰；2B 李景峰；

速度賽季軍
2B 李尚武；2E 曾泳翔、楊洲慧；3E 翁綽彤；
4A 蘇毅庭；5A 謝昊軒

正拳賽冠軍 2A 向卓翰

正拳賽亞軍 1A 翁綽儀；1C 楊李逸；2B 李景峰

正拳賽季軍 2E 曾泳翔、楊洲慧；5A 廖可詠

正拳賽季軍 2E 曾泳翔、楊洲慧；5A 廖可詠

學

務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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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雪雯、何敏慈

中文獎項銀獎 6A 馮梓瑩、黎文茵、麥嘉宏、潘慧慈

中文獎項銅獎
6A 李泳詩、蘇希蕎、滑子翹、黃天欣、葉楚熙；
6B 黎志傑

英文獎項金獎 6A 何敏慈、劉靜頤、李泳詩、麥嘉宏、蘇希蕎

英文獎項銀獎
6A 陳雪雯、馮梓瑩、李成希、梁天雪、鄧珮盈、
黃天欣、葉楚熙

英文獎項銅獎 6A 關泳妍、黎文茵、劉謙、潘慧慈、滑子翹

數學獎項金獎 6A 何敏慈、潘慧慈

數學獎項銀獎 6A 馮梓瑩、李泳詩、鄧珮盈

數學獎項銅獎
6A 陳雪雯、關泳妍、劉靜頤、劉謙、李成希、梁天雪、
滑子翹、黃天欣、葉楚熙、黎志傑

電
腦

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小學組一等獎 5A 麥焯熙、謝昊軒、王立松；5D 劉泓業

其
他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北區委員會）
北區中、小學北區
優秀團員

6A 鄧珮盈、梁天藍

優異旅團 香港童軍總會 2017年優異旅團—3-6年級幼童軍團
27



6F 郭治強
六年的小學生活中，林小玲老師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我一、二、三、五及六年級的

時候，她都是我的中文老師。
林老師的中文課總是很有趣，不會死氣沉沉。林老師給我們的感覺是時而嚴肅，時而溫

柔。這些年，林老師給了我無窮的知識，教了我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也看着我從一個無知、
淘氣的孩子，變成一個成熟的少年。她猶如我的母親：愛護我、保護我、教導我……

還記得有一次，我忘記帶錢買飯吃，正苦着臉想着怎麼辦，這時正巧林老師走過來，她看
見我的苦臉，便關心地問道：「我……我忘記了帶錢包買飯。」只見林老師立即掏出錢包，毫
不猶豫地拿出二十元給我，說：「快點去買飯吧！」這一刻，我的鼻子酸酸的，快要哭了……

林老師陪着我經歷大大小小的事情，和我一起分享悲喜哀樂，陪伴我渡過人生中重要的小
學生活。

6C 林奎良 

很快就畢業了，有一個老師令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她就是我四年級的英文老師─房老師。

她有時候幽默，有時候嚴肅。起初，我覺得她

對我十分不滿意，因她對我十分嚴格。那時候，我

的英文成績本來已不太好，加上我也有些討厭她，

所以我的成績急速下降，我感到十分難過。

直到某一天，我的牙感到痛楚，是她安慰了

我。那時，我才發現，原來房老師是這麼仁慈，

這麼溫柔，於是我開始對她有些好感，開始認認

真真地上她的課。在那期間，她耐心地教我分左

右方向，我最後明白了，十分有滿足感。每當我

們有不會的地方，她都會用笑話或者遊戲來讓我
們明白。終於，上她的課，我
不再感到沈悶，我也開始喜歡
上房老師了！

在四年級的最後一次考試
中，我成功了，我十分興奮，
並向房老師道謝。不過得知不
能再上房老師的課，心裏有些
捨不得，希望下一年回到這小
學還可以見到她為我們上課。

6D 王嘉熙 
她是我的中文和普通話老師，雖然她只教了我兩年，但在小學生活中，區煥然老師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區老師有一張嚴肅的臉，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鏡，有一頭烏黑的頭髮。
無巧不成話，區老師不但是我的中文老師，同時也是我哥哥和姐姐的中文老師。區老師教導我們很多中文知識，帶領我們認識了不少文章和詩歌。
上課時，老師會利用準備好的簡報和筆記給我們分析課文，那些筆記彷彿瀑布一樣長流不息，而且內容十分詳盡，包括了字詞的讀音和意思、課文問答和修辭手法。如果我們抄不完筆記，區老師會説：「例子不用抄了，我會影印筆記給你們，你們先聽我的講解，要學會如何找例證。」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説：「好！」老師運用提問引導我們找出課文的中心句、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令我們掌握答題的技巧。每次派發考卷時，她都會溫柔地鼓勵我説：「老師知道你已很努力了，下次再加油啊！」我們在功課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區老師都會耐心地給我們講解。

我們的功課做得好，區老師會公開表揚
我們，她曾多次稱讚我的字體優美，令我感
到很有成功感，自信心也增強了。

在五、六年級這兩年，我十分感謝區老
師的栽培和教導。

6A 陳雪雯

在六年的小學生涯中，我接觸過很多老師，但讓我留下

最深刻印象的是趙端儀老師！

趙老師是我一、二年級的班主任。還記得開學初，我不

喜歡上學，因為感覺學校很陌生。趙老師便用她那溫暖的手

緊拖我的手，在我身旁陪伴着我；一年級時，我常常流着豆

大般的淚珠，趙老師在旁不離不棄地安慰我，不厭其煩。她

善良的心讓我感到敬佩，讓我不再恐懼上學了！

趙老師常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為我們上課。我期待每

一次上她的課，因為她會用玩偶，加上簡報來授課，十分有

趣，她那煥然一新的教學方式，讓我全神貫注、聚精會神地

聽課，因此我對學習大感興趣。

趙老師讓我的成績名列前茅，讓我拿到人生中第一次

的全班第一名！那時，我的心裏就像喝了蜜糖

一樣，甜絲絲的！我的成績變好了，在學校認

識了更多朋友，我的喜悅涌進了心中，在心蕩

漾着！
趙老師就像黑暗中的光芒，照亮着我。

在我失意時，扶持我；在我傷心時，安慰

我。趙老師，您是我的恩師，我永遠將您銘

記於心！

6B 萬敏儀
你知道我六年來最捨不得的人是誰嗎？她是一

位老師，也是我最感謝的人。
老師陪伴着我們，一起解決重重難關，當我

們遇到一些不懂解決的事情，老師都會幫助我。有
一次，我因為某些事情不快樂，老師就走過來，輕
輕拍拍我的肩膀說：「為甚麼悶悶不樂的樣子？快
告訴我吧！」我將事情向老師訴說，自己的心情也
漸漸好了。我覺得在學校裏老師就像我們的家人一
樣，扶持我們，幫助我們。

還有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快考呈分試
的前幾天，老師半步不離，陪着我們
溫習重點，每一個小節都說得一清二
楚，讓我們不覺得困難、複雜，也再
沒有煩惱。考完呈分試後，我們都取
得理想的成績。

而這位最值得我們信賴的人就
是─陳俊妮老師，感謝陳老師對
我們的栽培。

我想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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