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執筆寫這期「校長的話」，心裡有點依依不捨，因本人將於八月
三十一日正式退下校長崗位，完成我在黃楚標學校工作十五年的歷史任務。

回想在2001年，本校在逸東邨創辦，招聘了一批富有幹勁、活力、
創意及有教育熱誠的年青教師參與辦學工作，在不知不覺間，一晃已有十五年，而大部份的教師仍能緊守崗位，支持本人
工作，一直陪伴我到今天。他們也逐漸在教育工作上不斷提升素質，大部份都已能獨當一面，處理各項行政管理、課程發
展、組織活動、家長溝通、訓育輔導等工作，這都是令本人深感安慰，也在此感謝大家多年來對我義無反顧的支持。

除此之外，我更感興奮的，從多眾渠道得知，我校的畢業生，有不少已在本港及海內外的大學完成學習，學有所成，
投身社會工作，更有繼續深造，進修博士、碩士的課程，這足以證明本校在培育學童的基礎方面確有不俗的成就。我們能
夠提供了不少學習的方法、策略，發掘學童多方面的潛能，讓他們有信心地應付未來的學習。

還有，本人藉此機會感謝所有支持本校的家長們，是你們的英明決定讓你們的子女入讀本
校，使他們有不錯的發展。本人任內，透過與社區緊密聯繫，爭取到不同渠道的資源，使本校
有豐富的資源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讓老師們參與不同的試驗計劃，不斷提升本校的辦學
素質，相信，各位家長是有目共睹的。

最後，本人期待大家一如既往支持本校的各項措施，支持我的接任人黃錦良校長的工
作，共同提升學校的辦學水平。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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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 梁兆棠校長    負責老師 : 雷蔚琳主任、周可琳老師、蔡慧玲老師、李曉彤老師 

親子同樂日 新春團拜大食會
本年度親子同樂日的行程十分豐富!大隊先參觀葛亮洪號滅火輪展覽館，然後
到酒店享用豐富自助餐，下午再遊覽赤柱大街及美利樓、啟德跑道公園及啟德
郵輪碼頭公園，飽覽180度維港迷人景致。大家都盡興而回呢！

今年與「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合辦一連六
節的家長工作坊，為家長提供一系列教
育子女的技巧、處理情緒的方法、正確使
用藥物的知識、了解兒童青春期的身、心
變化及行為發展，從而更有效培育子女成
長、增進親子溝通及家庭關係。 

是次邀請4C黃寶琪家
長為親子辮髻班作經驗
分享。一班志同道合的
家 長 和 老 師 互 相 交 流
紮辮的心得，大家都
獲益良多呢!

今年，本會嘗試以新形式──「新春團
拜大食會」，與家長們共慶新春。活動
深得家長們支持!小朋友們也很喜歡新春
攤位遊戲呢!

出版 事、 務組家 長 及公關

家長們都獲益良多!

課程內容

合照留念

新春攤位很有趣味呢!

鼓令廿四式氣勢磅礡，
為盆菜宴打響頭炮 !

梁校長與學生 

合唱助慶

恭喜中獎的同學!黃副校與家委為 
大家送上祝福!

家長興趣班 : 親子辮髻班 

家長們都非常留心

觀看示範呢! 完成啦!看我們 
的孩子多漂亮!

「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家長工作坊 

第一車大合照

葛亮洪號滅火輪

享用豐富自助餐再出發!
遊覽赤柱



課 及展 小 班閱 讀 N C S
「喜氣洋洋迎新春」跨學科學習 「推動綠色生活」環保學習週

本校於迎接羊年時，舉辦了「喜氣洋洋迎新春」

跨學科學習活動。同學們在輕輕鬆鬆的學習環境下，既

能認識有關羊的知識，又能體驗中國人的新年習俗和文

化，感受節日的氣氛。 

為了培養學生成為綠色小公民，

本校舉辦了「推動綠色生活」環保學

習週。除了課堂學習外，還有環保早

讀、標語橫額佈置、環保短片及動畫

廣播、音樂播放、攤位遊戲、展覽問

答比賽、環保劇場及環保主題講座

等，讓學生提高環保意識、學習保護

環境的方法，以及鼓勵他們在不同的

環境實踐環保生活。

本校於3月份邀請了教

育局人員介紹新頒布的「中

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

構」，讓中文科教師掌握個

別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進

程，為有關學生提供適切的

學習。

同學們主動跟校長說新

春話，學校瀰漫着一片

過新春的熱鬧氣氛。

羊年書法欣賞

環保早讀

環保攤位 

環保劇場

環保展覽問答比賽

同學們正用心製作環保 玩具和木飛機。

齊來學習環保標語！

同學們搜集不同類型

的廢物，分組製作立

體模型。

原來動動小腦袋， 

廢物也能製造樂器呢！

在環保講座上，校長向學生介紹機場
第三跑道設計的環保概念及考慮。

看！立體模型設計面世啦！

低年級同學正學習使用回收箱。 高年級同學進行舊衣回收 
及環保服飾設計。

老師正在教導學生運用英文語句， 
宣揚愛護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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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齊合作，為參加「洋洋得
意」造型比賽作準備。

完善校本寫作課程 
(第二學習階段) 

本 校 一 向 重 視 照 顧 學 生

的學習差異，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潛能和水平。教育局人員為

了解本校在課程發展方面的措

施 ， 於 4 月 2 8 日 蒞 臨 本 校 探

訪。透過訪問校長、課程發展

主任和科主任、檢閱文件、學

生作品與觀課活動等，總結本

校 在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差 異 方

面，獲得優良正面的評價。

本 校 教 師 為 了 優 化 教 與

學，與教育局人員於最近三年

合作無間，透過共同備課、調

適教學內容、觀課和專業交流

等課研活動，終於在本

學年完成了整個第二

學 習 階 段 的 中 文 科

校本寫作課程。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介紹講座

「教育局進行課程發展探訪」

認識農曆新年習俗和文化

全校師生一同參與禮堂學習活動，歡歡喜喜地迎接羊年到來。



及 教 組師 專業 發 展S

環保早讀

環保攤位 

環保劇場

高年級同學進行舊衣回收 
及環保服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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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及閱讀活動世界閱讀日

老師好書推介

為了培訓老師善用小班環境優化學與教，本校今年也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主

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今年參與計劃的科目是二年級常

識科。這計劃包括了工作坊、到校支援共同備課、觀課、評課及到廣州跟內地的小

學進行小班教學的觀摩及交流。是次計劃中，本校老師將很多寶貴的經驗應用於教

學上，並與其他同事及學校同工分享。

4月23日是「世界閱讀及

版權日」。本校於當天舉辦「世

界閱讀日2015」活動，包括：

「 世 界 閱 讀 日 」 介 紹 、 電 子 閱

讀、課室早讀、老師閱讀分享、網

上故事分享及討論時段等。我們還

邀請了香港雲水書坊「有翅膀的圖

書車」(行動圖書館)到校，進行活

動，並陪伴同學共享讀書樂。

老 師 也 來 推 介 好 書 ！ 逢 星 期 五 上

午，同學們都可以於早讀課時段聽到老

師的好書推介。我們還把錄音檔上載到

學校網站，大家都一齊來收聽吧！

「喜悅星」活動
中，每個月都會為
表現優秀的班別加
操行分。地下壁報
板已張貼最新勝出
班別，你的班是否
榜上有名呢﹖

同學們的好書推介
越來越有心思呢﹗

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到校 

支援共同備課

備課的成果

學生向同學們匯報

內地的學生都很投入課堂學習

香港中文大學 
的老師到校觀課 
的情況

學生上課時積極參與討論

特別為這次的學習而 
編製的學習冊

老師閱讀分享 

自由午讀 「有翅膀的圖書車」到校活動  

全年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1. 閱讀工作坊

2. 課堂管理工作坊

3. 新用教科書簡介會

4. 班主任工作坊── 
「教育心理學家傳授學生輔導錦囊」 

5. 電子教科書簡介會 

6. Samsung平板電腦課室操控系統介紹 

7. 新入職教師E-class工作坊 

8. Guided Reading Workshop 

9. 友校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 
獎頒獎典禮暨「快樂思考力」專題講座 

10.新老師培訓──認識SEN及其支援策略

11.Samsung平板電腦課室操控 
  系統介紹 

12.如何處理學校投訴 

13.認識自閉症學生的課堂策略 

14.Photo Story工作坊 

15.數學科進修分享會 

16.Sounding Out Words 

17.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 
  架構介紹 

18.中文科進修分享會 

19.中文科電子學習工作坊 

20.課程發展經驗分享會 

善用小班環境優化學與教── 香港中文大學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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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的水利建設
及環境保育考察

六年級畢業宿營

澳門三天考察團

為 了 提 高 學 生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興 趣 ， 增 強 國 民

身 分 認 同 ， 本 校 於 去 年 1 1 月 2 5 日 至 2 7 日 安 排 學 生 

參加「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考察」交流團。

我校於5月10日舉行了六年級的畢業宿營，地點是曹公

譚戶外康樂中心。師生們於這兩天除可享用營地的康樂設施

之外，更進行了有趣的團體活動及天才表演，師生們都玩得

非常投入，樂也融融。

本校於1月29日至31日舉辦了「澳門三天

考察團」。交流期間，師生們參觀了很多澳門的

名勝古蹟，如大三巴、澳門格蘭披

治 大 賽 車 控 制 中 心 、 澳 門 大 學

等。 

參觀中國古動物館內的

恐龍蛋館
與當地學校進行交流

活 動 及 藝 術發課 展外 組

全校師生大合照

江蘇無錫四天考察團
本校在4月9日至12日舉辦了「江蘇無錫四天

考察團」。期間，師生們參觀了無錫蘭亭小學、太

湖黿頭渚景區、宜興紫砂陶土工藝製作等。 

師生大合照

6A 6B 

6C 
 6D 

全體師生大合照

小組訓練

老師！多謝你們的教導！

早上一起做早操

與無錫蘭亭小學學生一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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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輔 及 學 生支援 組

勤學守規大激鬥(下學期)

每級冠軍得主：

同學表現良好，除了每級冠軍外，各班同學的

表現亦令人很滿意。是次比賽情況十分激烈，二年

級更出現雙冠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夫級 六年級

1C 2B、2C 3A 4C 5A 6A

講座

挪亞方舟日營

四年級學生透過歷奇活動，學習克服困難和與

別人合作等技巧，提升個人抗逆力。 

接受挑戰 

信任與合作 

同心協力 

挑戰成功 

第二次風紀培訓

風紀人才濟濟 

同學們小心翼翼地完成遊戲 

商討策略 總結及分享

生活教育課程
一至六年級同學到生活

教育車上參加課程，透過不

同的學習形式，建立正面的

生活態度。  

老師！多謝你們的教導！

主題：「節」無不勝主題：反校園欺凌

主題：網絡侵權劇場

主題：社會企業「自由行言論」

主題：關愛校園



咪嘥嘢校園
本校一向注重環保教育，本年參與了「咪嘥嘢

校園」計劃，旨在教導學生身體力行，環保減

廢以及珍惜食物。最近，我們更獲邀拍攝有關

「咪嘥嘢運動」的宣傳片。

組園綠 色 校德 育及

 廚餘分類回收
本校是年以「節能減廢」為目標，

舉辦了一系列節能減廢的活動。

環保大使學習使用廚餘機

同學於飯堂午飯時，將廚餘分類

同學將廚餘放 

進廚餘處理機
同學收集廚餘處理機內已 
處理好的廚餘，然後用於耕種

農夫叔叔教我們耕種

我們的大蘿蔔

大收成！

特首夫人也蒞臨本校參觀

有機耕種

讓全校師生了解甚麼是廚餘
利用廚餘 

製作的液肥

本校接受東方日報採訪有關 

廚餘的處理及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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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咪嘥嘢校
園」活動的嘉許證書

同學齊心支持「咪嘥嘢校園」，
把午餐吃光!



環保急口令比賽
為提升同學對環保的意

識，我校舉辦了環保急

口令比賽，讓同學牢記

環保生活的態度。

「家居節能」銀獎
節能減廢海報設計

節能減廢親子師生賽

環保餐具禮物回收

兒童安全講座

本校榮獲中華電力頒發「家居節能」銀獎。
我們先讓學生搜查校內浪費能源的地方，然後共同

討論解決方法，並設計節能減廢的海報，再於校內

張貼。

得獎同學

家居意外，時有發

生。本校特舉辦家

居安全講座，讓同

學注意家居安全，

避免意外發生。

配合綠色校園

主題，本校推

動環保節能活

動。 

在聯歡會上，同學們都響應環保，自備餐具。於校內設置「禮物回收區」，讓同

學捐出禮物後，轉贈予社福機構。

有機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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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及常識學習月活動

電子學習

2015《卓越人才》幼小銜接課程 校友師生競技賽

教務組分別在3月和5月份舉辦了數學和常識科的「學習

月」活動。同學只要完成四個不同的攤位遊戲，便可獲得小

禮物一份。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從遊戲中增長學科知識。

本校積極推動電子學習，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

的自學能力。除了在各科推動平板電腦教學外，本校的老師更積極

參加培訓及各類型的分享活動，將教學經驗與其他老師分享。

本校於4月25日起舉行8節的幼小銜接課程，參加學生分別為

本區的K2及K3幼稚園學生，課程內容豐富，包括：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電腦、音樂、體育及藝術，讓小朋友及早認識及接觸

小學的課程，小朋友們都學得十分投入。

活動已於4月30日順利完成，當日的球

賽分別有籃球、足球及閃避球，很多校友都

回來支持這個活動，並與老師們打成一片，

氣氛輕鬆愉快。 

視藝科的戶外寫生活動

校 友 、 新 教師入 職 生新 組及

上課情況

同學們都積極參與「數學月」
及「常識月」攤位活動，從遊
戲中學習。

在課堂上使用平版電腦進行教學

老師參加Shadow Puppet軟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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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資

務

訊

及

科 技 及校務 組

教 師發展

師生球賽情況



Easter Egg Hunt復活節尋蛋活動
為豐富同學們對西方節慶的認知，讓他們在課堂以外

的時間活學英文，本校於4月2日舉行了一次復活節「尋

蛋活動」，一方面教授有關復活節的知識，一方面讓同學

鞏固所學，提高他們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同學們需在校園

內尋找不同的「復活蛋」，並回答「復活蛋」上的英文題

目，答對的同學更可獲得美味的朱古力復活蛋呢﹗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英語學習，除於課堂內為學生提供各種不同的學習活動，更特別配合各

級不同的學習主題，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之經驗。本年度，本校更將全方位學習推展至二至

六年級，讓學生藉着參觀、訪問遊客等學習活動，將課堂所學的英文知識運用於生活化的情景

中，使學生在愉快的情境中鞏固所學。 

校友師生競技賽

英 文科

Life-wild learning 英文科全方位學習活動

P.3參觀濕地公園

成功尋蛋並答對問題的同學， 

可獲得色彩繽紛的復活蛋!

同學們十分 
投入地參與活動!

完成工作紙，可以 
排隊換領復活蛋啦!

同學們都感到很興奮呢!

為 配 合 三 年 級 英 文 科 識 字 計 劃 閱

讀及寫作單元「Green Earth Project 

W e e k 」 ， 本

校 安 排 了 三

年級學生到香

港 濕 地 公 園 參

觀 ， 同 學 表 現

得 十 分 雀 躍 及

興奮呢! P.6參觀歷史博物館
為延伸六年級英文課程以「My 

memories」為主題的學習內容，學校

特別讓六年級同學參觀香港歷史博物

館，讓他們更具體地了解舊香港的事

物及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同學們在館外拍攝大合照

同學們一邊參觀， 
一邊用心地完成小冊子

師生們於博物館內留影

同學們在濕地公園門外拍攝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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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大嶼山郊野公園

為使學生體會郊遊的樂趣及增

加對郊野公園的認識，以配合常識

科的專題研習，本校特安排二年級

學生遊覽大嶼山郊野公園。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電子學習

參觀濕地公園

參觀香港太空館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本校一向鼓勵學生於科技探究方面的發展，早前本校推薦8名學
生參與全港學生科技大賽，並於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 

「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為讓學生
對動植物有更深入認識
及配合常識科課程，本
校特安排一年級學生遊
覽香港動植物公園。

時代進步，
電 子 學 習 平 台 已
漸 趨 普 及 。 本 校
常 識 科 與 出 版 商
合作，為小四學生
設計一套電子學習課
程，提升學生的學習
效能。

為使學生體會生物多樣性及增加對濕地

的認識，以配合常識科的專題研習及課程，

本校特安排小三學生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為使學生增加對太空的認識，
並配合常識科課程，本校特安排五年
級學生參觀香港太空館及欣賞太空館
獨有的全天域電影。

為使學生增加對香港歷史的認
識，並利用平板電腦，以配合常識科
的專題研習及課程，本校特安排四年
級學生參觀遊覽香港歷史博物館。

準備比賽

研究一下先!

參觀動植物公園

冠軍5B余曉鋒 季軍5A林鍵宗  
優異獎6A陳浚勤 優異獎6A周少康 優異獎6A朱兆翔 
優異獎6A楊文校 優異獎6A李浩源 優異獎6A薜天佑

認識太空

學生認真地學習

老師細心指導學生

用平板電腦製作 
學習紀錄

學生與老師大合照

學生認識不同的植物

2C

2B

2A

走進大自然

學生認識 
不同的植物

師生大合照

同學們都留心聆聽

同學們用心觀察植物

觀鳥屋

10

常 識 科



本校男、女子籃球隊參加大

嶼山區小學籃球賽，男子組獲得殿

軍，而女子組則連續7年奪冠!

標中音樂才藝表演日

2014-15年度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籃球賽

2014-15大嶼山區小學校際 
羽毛球賽

鼓樂隊於「標中音樂才藝表演日」表演。

下學期，我校舉行了普通話週和
跨學科環保活動。在一連三天的普通
話週活動裏，每天以不同內容的攤位
遊戲，來讓學生得到學習和運用普通
話的機會，全校學生都積極參與，場
面十分熱鬧。

在環保週中，學生有機會用普通
話説出各種環保方法，他們都表現得
相當投入。 

電子學習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參觀動植物公園

觀鳥屋

鼓樂隊隊員正在賣力表演 同學們擔任普通話大使， 考考大家的普通話能力， 場面既有趣又熱鬧！

一年級同學也來説説環保的詞語

六年級的同學認真地 

用普通話背誦環保標語呢！

體 育 科

女子組成員包括:  
6B譚凱婷 6A胡鈺茵 6A張穎恩  
6C林楚桑 6C石學恩 6D陳諾晴  
6D周曦活 5C程　霞 5C陳凱琪

男子組成員包括:  
6C岑浩淙 6C陳俊曦 6B謝棓琛 6D陸浩強 5A胡嘉健  
5B張宇豪 5B梁振璇 5B吳啓楠 5C吳俊帆 4A吳子謙

本校奪得2014-15年度大嶼山

區小學校際羽毛球賽女子團體殿軍。

成員包括:  

6A胡鈺茵  

6B姚麗敏  

6C林楚桑  

6D陳諾晴

簡易足球比賽
本校男女子足球隊於全港

五人足球比賽成績優異。

男子組冠軍  
4B柯建丞   5A陳卓熙   5A林鍵宗                     
5BAFZAN MEHMOOD 5B余曉鋒  5C吳俊帆    
5CHUSSAIN ARSLAN 6B吳偉駿 6B梁柏豪    
6C陳建熙   6D伍浩文   6D古開業  6D盧家聰

女子組亞軍  
3A鄧芊芊 6A翁倩雯 3A劉璧蔚 6B姚麗敏 
4A蕭芷欣 6C林楚桑 4B陳筠婷 6C石學恩 
4B張穎童 6D陳諾晴 5A馮恩倩 6A胡鈺茵 
6A曹玉婷 5C戴芷萍

道路安全講座
本校邀請了道路安全

議會為本校學生進行單車

道路安全講座，籍此增強

學生踏單車的安全意識。

本校參加由精英運動員協會舉辦

的「動感校園計劃」(第四階段)。本校

選擇了「詠春」作為主題，藉此機會

使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另

一方面，本校在4

月 份 亦 接 受 了 星

島日報及體育世

界的訪問。

星島日報訪問活動內容

動感校園計劃 (第四階段)

音 樂 科 通 話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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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6A	馬浣鈴	 一等獎		 6A	 馬浣鈴	 總決賽優異獎	
6A	翁倩雯	 二等獎	 6A	 周倩婷	 三等獎	
6A	林靖雯	 三等獎

英文科

2015 Hong Kong Kids Speech Festival 

5A	Tsang	Wun	Chi	 傑出榮譽 (Distinguished Honor)	
5A	Wong	Ka	Pui	 榮譽 (Honor) 	
5A	Chiu	Hoi	Yin	 優良 (Merit)		
6A	Cheung	Wing	Yan	 傑出榮譽 (Distinguished Honor)	
6A	Angela	Hu	 榮譽 (Honor)	
3A	Wong	Wing	Yin	 傑出榮譽 (Distinguished Honor)	
3A	Wong	Ka	Yau	 榮譽 (Honor)	 	
3A	Lam	Lok	Yiu	 榮譽 (Honor)	 	

數學科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4A	陳子兆	 銅獎	 4A	 蕭芷欣	 優異獎	 4A	 周曉煇	 優異獎	
4A	劉智達	 優異獎	 5A	 趙凱賢	 優異獎	 5A	 胡嘉健	 銅獎	
5A	吳詠琴	 優異獎	 6A	 陳浚勤	 優異獎	 6A	 周少康	 銀獎	
6A	周倩婷	 銅獎	 6A	 李浩源	 優異獎	 6A	 文凱琪	 優異獎	
6A	潘智明	 優異獎	 6A	 薜天佑	 優異獎	 6A	 李楠青	 優異獎	
6A	楊文校	 銅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	

4A	周曉煇	 三等獎	 5A	 鄭瑞龍	 三等獎	 5A	 趙凱賢	 二等獎	
5A	胡嘉健	 二等獎	 5A	 吳詠琴	 三等獎	 6A	 陳浚勤	 三等獎	
6A	周少康	 二等獎	 6A	 周倩婷	 三等獎	 6A	 朱兆翔	 二等獎	
6A	劉嘉怡	 三等獎	 6A	 李浩源	 三等獎	 6A	 文凱琪	 三等獎	
6A	潘智明	 三等獎	 6A	 薛天佑	 三等獎	 6A	 曾詠婧	 三等獎	
6A	楊文校	 三等獎

港澳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 

4A	陳子兆	 銅獎	 4A	 黃權君	 銅獎	 4A	 魏曉澄	 銅獎	
4A	劉智達	 銅獎	 5A	 趙凱賢	 銅獎	 5A	 胡嘉健	 銅獎	
5A	顧凱琪	 銀獎	 5A	 吳詠琴	 銅獎	 6A	 周少康	 銀獎	
6A	周倩婷	 銅獎	 6A	 朱兆翔	 銅獎	 6A	 李浩源	 銅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 初賽（香港賽區）	

5A	鄭瑞隆	 銅獎	 5A	 趙凱賢	 銅獎	 5A	 胡嘉健	 銅獎	
5A	顧凱琪	 銅獎	 5A	 林鍵宗	 銅獎	 5A	 吳詠琴	 銀獎	
6A	陳浚勤	 銅獎	 6A	 周少康	 銅獎	 6A	 周倩婷	 銅獎	
6A	朱兆翔	 銀獎	 6A	 劉嘉怡	 銅獎	 6A	 李浩源	 銀獎	
6A	文凱琪	 銅獎	 6A	 潘智明	 銅獎	 6A	 楊文校	 銀獎	
6A	薜天佑	 銅獎	 	

常識科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5B	余曉鋒	 冠軍	 5A	 林鍵宗	 季軍	 6A	 陳浚勤	 優異獎	
6A	周少康	 優異獎	 6A	 朱兆翔	 優異獎	 6A	 李浩源	 優異獎	
6A	薛天佑	 優異獎	 6A	 楊文校	 優異獎	 	

普通話科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14) 

普通話集誦 良好	
3A	劉貴鳳	 優良	 3A	 黃詠賢	 良好	 6A	 翁倩雯	 優良	
6A	文凱琪	 優良	 6A	 張穎欣	 優良	 6A	 紀潔琳	 優良	
6A	胡鈺茵	 亞軍	 6B	 謝家祺	 優良	 5A	 余俊希	 優良

電腦科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6A	林怡雯		 最優秀金章	 6A	 李浩源		 金章	 6A	 李凱瑗		 金章	
6A	阮彩銣		 金章	 6B	 吳曉嵐		 金章	 6C	 陳俊曦		 金章	
6C	張銘琛		 金章	 6C	 岑浩淙		 金章	 6C	 鄭鎂琳		 金章	
6B	黃泳如		 銀章	 6B	 姚麗敏		 銀章	 6C	 孫頌平		 銀章	

小女童軍

2015年度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6A		翟穎琦		 	 2015年度隊伍優秀小女童軍

音樂科

第六十七屆校際音樂節 

6A	陳浚勤	 古箏獨奏-良好	 6A	 紀潔琳	 聲樂獨唱、古箏獨奏良好	
6A	薛天佑	 分級鋼琴獨奏-良好	 6A	 阮彩銣	 古箏獨奏-良好	
6A	楊文校	 二胡獨奏-良好	 6A	 李浩源	 笛子獨奏-良好	
6A	曹玉婷	 分級鋼琴獨奏-優良	 5A	 曾梓詠	 分級鋼琴獨奏-優良	
3A	黃頌詩	 分級小提琴獨奏-優良	 5A	 朱敏	 分級小提琴獨奏-優良	
5A	趙凱賢	 分級小提琴獨奏-優良	 6A	 翟穎琦	 分級小提琴獨奏-良好	
6C	歐懿澄	 分級鋼琴獨奏-良好	 6A	 鄭智烽	 分級鋼琴獨奏-良好	
6A	劉嘉怡	 初級組古箏獨奏-季軍 	

舞蹈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
2A	程嘉麗	 2B	 關尚敏	 3C	王嘉希	 4A	吳嘉敏	 4B	 張穎童	 5A	 朱敏	
5A	馮恩倩	 5A	 林苑桐	 5A	曾梓詠	 5C	陳凱琪	 5C	陳嘉玲	 6A	 鄭智烽	
6A	張穎恩	 6A	 馬浣鈴	 6A	曾詠婧	 6B	許淑儀	 6B	 吳曉嵐	 6B	 楊曉曈

視藝科

職業健康心意咭設計比賽2014 

6A	馬浣鈴	 優異獎	 6A	 鄭智烽	 優異獎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2015	

3A	林樂遙	 初小組優異獎	 3A	 黃嘉柔		 初小組優異獎 	
3A	黃詠賢	 初小組優異獎	 5A	 林天嬌	 高小組優異獎 
6A	林靖雯	 高小組優異獎	 6A	 馬浣鈴	 高小組冠軍 
6A	梁美構	 高小組嘉許獎	 	

為未來添色彩2015繪畫比賽	

2A	梁靜儀	 初小組亞軍	 6A	 林靖雯	 高小組冠軍	
5A	黃嘉霈	 高小組亞軍	 6A	 梁美構	 高小組季軍 
6A	沈嘉玲	 高小組優異獎	 6A	 曾詠婧	 高小組優異獎	
3A	黃嘉柔		 高小組優異獎	 6A	 紀潔琳	 高小組優異獎		

包山嘉年華2015-小學組學童繪畫比賽 

6A	梁美構	 高小組冠軍	 6A	 林靖雯	 高小組殿軍 
6A	紀潔琳	 高小組優異獎	 	

體育科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4X100邀請賽 

6B	梁栢豪	 6B	 吳偉駿	 6C	陳建熙	 6D	盧家聰	 男子組冠軍	

2014年大嶼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6A	曹玉婷	 6B	 吳偉駿	 6D	盧家聰	 	 	 傑出運動員

簡易運動五人足球比賽	

冠軍	
3C	黃俊傑	 4B	 柯建丞	 5A	陳卓熙	 5A	林鍵宗	 5B	 AFZAN	MEHMOOD	
5B	余曉鋒	 5C	HUSSAIN	ARSLAN	 5C	吳俊帆	 6B	 梁柏豪	 6B	 吳偉駿	
6C	陳建熙	 6D	古開業	 6D	盧家聰	 6D	伍浩文
亞軍	
3A	鄧芊芊	 3A	 劉璧蔚	 4A	蕭芷欣	 4B	陳筠婷	 4B	 張穎童	 5A	 馮恩倩	
6A	胡鈺茵	 6A	 曹玉婷	 6A	翁倩雯	 6B	姚麗敏	 6C	林楚桑	 6C	石學恩	
6D	陳諾晴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女子組冠軍
6A	胡鈺茵	 6C	林楚桑	 6C	石學恩	 6D	陳諾晴	 6B	 譚凱婷	 5C	程霞	
5C	陳凱琪	 6D	周曦活	 6A	張穎恩
男子組殿軍	
5A	胡嘉健	 5B	 吳啓楠	 5B	張宇豪	 5B	梁振璇	 5C	吳俊帆	 6C	岑浩淙	
6B	梁栢豪	 6B	 謝棓琛	 6C	陳俊曦	 6C	賴耀斌	 4A	 吳子謙	 6D	陸浩強
6C	岑浩淙	 男子組籃球-傑出運動員
6B	譚凱婷	 女子組籃球-傑出運動員
6A	胡鈺茵	 女子組籃球-傑出運動員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6C	許多真	 女子乒乓球-傑出運動員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	林楚桑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6A	胡鈺茵	 6C	林楚桑	 6D	陳諾晴	 6B	姚麗敏	 	 女子團體殿軍

升旗交安

交通安全隊新界南周年檢閱禮 

冠軍
3A	羅邇瀚	 3B	 練嘉彤	 3C	吳思塋	 3C	戴雅銘	 4A	 林凱淇	 4A	 梁榮輝	
4A	林天恩	 4B	 梅鈺汶	 4B	鍾曉敏	 4B	朱穎彤	 4B	 張穎童	 4B	 林卓瑩	
4C	梁詠禧	 4C	王寶琪	 4C	黃達霖			 4C	余虹燕	 5A	 吳詠琴			 5A	 余秉華			
5A	練嘉盈			 5B	 程嘉欣			 5B	胡浩賢			 6A	鄭智烽		 6A	 曹玉婷	 6A	 周倩婷		
6A	林怡雯		 6A	 劉嘉怡		 6A	沈嘉玲		 6A	曾詠婧		 6A	 黃熹儀		 6A	 王梓冲		
6B	吳卓玲		 6B	 姚麗敏		 6C	歐懿澄		 6C	許多真		 6C	石學恩		 6C	王燕婷	

啦啦隊

2015年離島區啦啦隊比賽	

季軍
1A	 林樂心	 2A	 程嘉麗	 2A	朱筱融	 2B	關尚敏	 3A	 林樂遙	 3A	 黃嘉柔	
3A	黃詠賢	 3A	 冼采苓	 3C	吳思瑩	 3C	王嘉希	 3C	姚麗領	 4A	 吳嘉敏	
4B	張穎童	 4B	 林卓瑩	 5A	朱敏	 5A	林苑桐				 5A	 勞嘉瑤	 5B	 陳凱琪	
5C	陳嘉玲	 6A	 紀潔琳	 6A	馬浣鈴	 6B	許淑儀	 6B	 吳卓玲	 6B	 吳曉嵐			
6B	黃泳如	 6B	 楊曉曈	 	

資優教育

2014第12屆資優解難大賽 

校際賽高小組優異獎	 	 	 個人賽小五金獎
6A	紀潔琳	 6A	李浩源	 6A	曾詠婧	 5A	 朱敏

個人賽小五銀獎		 	 	 個人賽小五銅獎
5A	葉慶揚	 5A	余俊希	 5A	馮恩倩	 5A	 曾煥芝	 5A	關弘澤	 5A	 鄭瑞隆
個人賽小六銅獎
6A	紀潔琳	 6A	李浩源	 6A	曾詠婧	 6A	 翁倩雯	 6A	楊文校	 6A	 文凱琪	
6A	阮彩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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