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6年度學校踏入新的三年學
校發展計劃周期，為學校未來數年定下發
展路向。本年度校本訓輔計劃以「追夢‧
彩虹」為題，鼓勵學生建構夢想，追尋夢
想。過去一年，學生在一連串的挑戰中發
揮潛能，在困難中勇往直前，成為一個出色的追夢者。我相
信，透過「追夢‧彩虹」這個計劃，能令學生明白夢想的重
要，並能通過自己不斷的努力去實現。

在課程發展方面，為了發展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策略，
優化課堂的學與教，本校繼續善用校外教學資源，以學生為
本，致力發展一個切合學生學習需要、均衡而寬廣的課程，
使學生除了獲得學科知識外，更培養其共通能力、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和積極的生活態度。本校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等均有合作多項提升學生學術水平的計
劃，透過共同備課、課堂研究、觀課交流、經驗分享等不同
之專業發展活動，從而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為讓學生面對這急促變化社會而作好準備，我們着重學生
創新和科技探索的能力，致力推動以資訊科技進行輔助教學及
學習。此外，本校亦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三維打印創作
融入視覺藝術創作及在電腦科加入編程的元素，務求讓學生掌
握更多自學的能力，為將來學習作好準備。我們亦舉辦科學探
究週，讓全校學生掌握不同範疇的科學知識，培養科學探究的
能力，為學生日後在科學、科技及數學範疇(STEM)的學習上打
下良好基礎，培養創意、創新甚至創業精神，以應對現今世界
急劇轉變所帶來的挑戰。

我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本年度，學生在
課外活動方面表現卓越，在體育比賽、學術比賽及制服團隊比
賽中，共獲得大小獎項超過100項。本校能獲得多項殊榮，實
是全體師生共同奮鬥的成果。

本年度學校在學生表現、教學成果、學校管理、師生關
係、家校合作各方面均取得良好發展，令人欣慰。面對新的學
校發展周期，新的開始，讓我們同心為學生創設一個適切的學
習環境，好好裝備自己，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校 長 的 話

家校 事 務組傳 訊 及
家庭探訪活動

家長教師會本年度為家長與學生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例如 : 家長會、
家訪、義工隊、興趣班、家長小聚、新春團拜大食會、親子同樂日、親子農
田、講座、工作坊等等。透過活動，增加了老師與家長溝通的機會，提升家長
的教育素養，家校攜手提高教育質素。家長們熱情的招待令老師們

感到很窩心

親子農田樂

經過家長和學生的悉心栽種，
終於有收成了!

新春團拜大食會

家長興趣班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本校為家長提供了不同主題的講座及工
作坊，教授家長教育子女的技巧，增進
親子溝通及改善家庭關係。

今年的錦田鄉村俱樂部及濕地公園
一日遊令大家都樂而忘返呢！

家長及學生們十分投入新春攤位及大食會活動，
鼓樂隊及校友更於席間表演，增添氣氛。

顧問 : 黃錦良校長   負責老師 : 雷蔚琳主任、周可琳老師、蔡慧玲老師、何倩晶老師 

家長們學習製作甜品
──楊枝甘露

親子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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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展 及 教師

本校於學期初舉辦了「齊

來上小學」跨學科學習，將學

科教學內容結合於學生適應入

讀小學的生活內，協助孩子從

幼稚園階段輕輕鬆鬆地過渡到

小學校園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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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開學篇》，
認識小學生活的各項預
備。他們又在《校園人
物篇》裏認識班中各學
科的老師。

「靈猴賀新春」跨學科學習活動

本校部分高年級學生獲邀於12月與中學部學兄學姐

一同到香港太平山頂進行中小學文化考察活動。

為了提高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興趣，體認國民身分認同。本

校藉農曆新年，舉辦「靈猴賀新

春15-16」學習活動，讓學生在

輕鬆的氣氛中，認識更多農曆新

年的節日文化。

「世界閱讀日」學習活動
為了讓學生認識「4.23 世界閱讀日」，本校舉辦了「世

界閱讀日」活動，透過介紹「世界閱讀日」的來源，以及名人、

校長和老師的閱讀分享，讓師生能有閱讀的對話和交流，投入於

閱讀活動中。

「中小學一家親學習活動」──
中小學山頂文化考察之旅

中文和英文課時，
學習自我介紹。 認識校園的設施普通話對談

齊來繪畫「我最喜

愛上課的地方」

中小學一家親大合照
參觀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同學們乘坐山頂纜車，飽覽維港風光，
從山頂歷史認識香港文化。

學習猴子的課外知識

說說新春話

操場早讀

介紹「世界閱讀日」

 

學生故事分享

合力創作猴子面譜

本校邀請了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中心總監黃金耀博士蒞臨，

介紹各種創意思維教學策略、如何協助學生發揮及應用想像力去突

破思考空間，以及創意思維教學個案分享，讓全校教師加深對創意

思維的認識，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成效。

「創意思維教學策略與實施」講座

豐富的禮堂學習活動

「齊來上小學」跨學科學習

熱心服務的圖書館管理員

把圖書館的圖書收拾得整整齊

齊，讓同學於一個舒適的環境

中閱讀。

圖書管理員

湯丸DIY 

學生佳作
學生參加了由

小 童 群 益 會 主 辦 的

「 書 出 愛 2 0 1 6 閱

讀 報 告 郵 票 設 計 比

賽」，表現認真！

學 校 在 家 長 日 當 天

安排書展，讓學生及家長

選購心愛的讀物。

家長日書展

1A佘澤天 2A鍾詠欣 3C關蔚誼
4A黃嘉柔

5A尹穎斯 6A蔡錦壇 6B張宇濠



教師 發 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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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分重視與各家長的溝通，為使教

師進一步提升與家長溝通的技巧，本校邀請

了教育界的資深教育學者葉祖賢先生蒞臨

作專題講座。在這次嘉賓分享中，教師

都投入地聆聽，獲益良多。

1 新入職教師工作坊

2 班主任工作坊

3 PLPRW  Workshop

4 電子學習教學工作坊

5 「與家長溝通」教師講座

6 「創意思維教學策略與實施」講座

7 「e-class問卷調查」教師講座

8 「虐兒及保護兒童」講座

9 友校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獎頒獎典禮暨 
「化解壓力有妙法」專題講座

10 生活實用APPS分享

11 內地協作老師計劃---示範課及交流

12 使用Ricoh影印機專業培訓

13 認識少數族裔──巴基斯坦文化

14 內地協作老師計劃── 
「比」字應用題及方程教學分享

15 i-Lesson Workshop

16 2015 TSA試題分析

17 愛笑瑜伽體驗工作坊

18 「及早識別有自殺危機學生」 
講座

19 電子教學資源體驗工作坊

20 網上閱讀平台簡介會

21 IT互動教學講座

22 「如何協助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講座

23 「課室經營」講座

24 內地老師協作交流計劃示範課及交流

25 3D打印教學培訓

26 各學科進修分享

27 課程發展經驗分享會

「與家長溝通」教師講座

本 校 十 分 重 視 不 同 學 生 的

身心發展及學習需要，因此舉辦

了「跨境學生文化介紹」教師講

座。由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具豐富

經驗的社工主講，使教師對有關學

生在生活文化、到港學習所面對的困難

和中港教學文化差異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讓本

校教師為跨境學生提供更佳的關顧。

「認識跨境學生文化介紹」
教師講座

本校尊重不同國籍學生在文

化上的差異及重視其學習需要，

因此舉辦了「認識少數族裔文化

介紹」教師講座，使教師對非華

語學童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從

而提供適合的照顧。

「認識少數族裔文化介紹」
教師講座

早讀午讀

本校安排學生於全學年的

課前時段進行早讀，而每逢星

期四進行午讀，藉以培養學生

閱讀的好習慣。

午讀時段，全體學生留在課室
安靜地閱讀圖書。

全校學生一起進行

操場早讀

學生於早讀時有機會互
相分享自己喜愛的圖書

學生都專注地
閱讀課外書

由高年級的伴讀大使為

低年級的同學講故事，

他們都很投入！

香港兒童作家

朱穎詩到校分享她

的寫作經驗，從而

提升學生對中文閱

讀的興趣。

作家講座

老師好書推介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為了培訓老師善用小班環境優化

學與教，本校今年參加了由香港中文

大學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

班教學」支援計劃。今年的主題是﹕

「優化課堂教學、邁向自主學習」。

參 與 計 劃 的 科 目 是 三 年 級 中 文 科 。

這計劃包括了工作坊、

到校支援共同備課、觀

課、評課及學校交流。

參與計劃的老師將很多

學到的知識應用於教學

上，並與其他同事及學

校同工分享。

全體老師都會參與本年度的

老師好書推介活動。老師透視過中

央廣播，向全校師生推介好書，推

廣閱讀的樂趣及得著着。

為使本校老師認識舒緩工作壓

力的相關知識，中文大學著名教授

林孟平女士於「化解壓力有妙法」

教師講座中作詳細講解，期望各老

師能輕鬆地面對教學工作。

「化解壓力有妙法」教師講座

統計每月各班借書量，製作

龍虎榜，並頒發小禮物以鼓勵學生

多閱讀圖書。

借閱龍虎榜 全年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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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9月10日
舉 行 了 「 敬 師 日 」 ，
由 學 生 上 台 獻 花 給 老
師，以表達謝意。

才藝比賽

興趣小組
本年度共舉辦

了36個多元智能及
興趣小組

聖誕聯歡會

小一新生暢遊迪士尼

學校旅行

12月11日，本
校舉辦了學校旅行學
習日，低年級目的地為鯉魚門公園及
度假村，高年級同學則到蝴蝶灣郊野
公園燒烤。

六年級畢業營
本校舉辦了為期三日兩

夜的畢業營，讓準畢業生於小
學生涯留下難忘的回憶。

歌唱比賽大合照

校長為閃避球優
勝隊伍頒獎

閃避球比賽大合照

學生們進行歷奇活動 於晚上燒烤是難得的體驗

河源交流團活 動 及 體 藝發展 組

敬師日

升旗隊
升旗隊榮獲2016年度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冠軍。

幼童軍
本校幼童軍參

與了大嶼山區第一
屆大露營暨幼童軍
渡假營

舞蹈組

本校在12月3日舉辦
了才藝比賽，讓同學
各展所長。

話劇組
本校話劇

組 奪 得 離 島 區
第 二 屆 環 保 話
劇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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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務 及 安 健校園 組

綠TEENS
為推動有機耕種，本校安排了對耕種有興趣

的同學協助綠FARMER打理農作物。  

綠FARMER

為 推 動 綠 色 生 活 ， 每 班 均 選 出

兩位綠FARMER，讓學生接觸有機耕

種，從中體會農民的辛勞，並學習愛

護環境。 

廚餘回收及堆肥

蕃茄茁壯成長
栗米也生長得很好

小息時，同學悉心打理農作物。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本校積極推動廚餘回收及減廢活動，於飯堂

及雨天操場設置廚餘回收箱，讓學生體驗廚餘回

收的過程，並將處理後的廚餘用作有機耕種。

午餐後，同學們將
廚餘放入堆肥桶。

綠TEENS協助翻土

綠TEENS協助
家教會開墾荒地

綠TEENS 合照

源頭減廢
本 校 舉 辦 了 「 咪 嘥 野 校 園

班際減廢比賽」，讓同學身體力

行，從源頭減廢。

參觀禮賓府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

環保教育，讓學生養成

惜物減廢的習慣。本年5

月，更應政府邀請，參

觀禮賓府的有機種植及

廚餘回收設施，並由本

校環保大使分享於校內

種植的經驗。

梁特首向我們介
紹禮賓府歷史

校長與我們一起參觀

師生們與梁特首及
特首夫人合照

梁特首向我們介紹禮賓府
的有機種植區

6A趙凱賢同學於
禮賓府分享感受 環保大使協助推動

校園減廢

環保大使每天秤量課
室垃圾，以統計各班
棄置垃圾的重量。



 
  

風紀培訓

組援學 生 支訓 輔及
「追夢‧彩虹」計劃

表現良好的學生， 
獲邀與校長共進午膳。

學生作品

小冊子內頁

小冊子封面

校本訓輔活動 講座

班班滿天星

班相口號

生活教育課程

學校應該讓每個孩子都有夢想，

並能通過自己不斷的努力去實現！

本年度，本校以「追夢‧彩虹」

作為校本訓輔計劃的主題，非常特別

及富有意義。

追夢是每個同學應有的態度，夢

想是推動人類前進的動力，年青人應

勇於追夢，過程中使自身的天賦與才

華得以發揮。追夢可以賜予每一個同

學驚人的力量，去突破自己生命的空

間，超越彷彿不可能的限制，體驗自

我實踐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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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詠欣主任講解
校服儀容要求

無障礙社會

學生體驗失明人士
生活中遇到的困難

識飲惜食

校長講述香港歷史
王靜怡老師教授
情緒管理技巧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解決問題的技巧

音樂分享會─結交朋友

全體風紀合照



 
  

配合綠色校園

主題，本校推

動環保節能活

動。 

優質教育基金── 
3D打印課程

新春嘉年華

本年度教務組舉辦了中、英、數、常、普的「學習月」

活動，同學只要完成不同的攤位遊戲，便可獲

得小禮物一份。同學們都積極參與活動，從遊

戲中增長學科知識。

本校於年初舉行

了「新春嘉年華」活

動，與小朋友共度佳

節。

資 訊 科 技 及系統 組

中、英、數、常、普學習月活動

教 務 及 升 中輔導

去年，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

金推動3D打印技術，培育學生的創意

及掌握高端科技的能力。透過跨學科的

課程統整，電腦科及視藝科將3D打印

技術融合在課程中，編寫出一個新的課

程。學生透過學習，用電腦打印出自己

設計的作品。

毅恆教育的導師為教師進行培訓

老師嘗試利用3D打印軟件去設計作品

學生學習利用3D打印軟件去設計作品

幼小科探活動

中秋嘉年華
本校於中秋佳節舉行

了「中秋嘉年華」活動，

與本區幼稚園小朋友一起

製作中秋花燈、猜燈謎、

玩遊戲，共度佳節。

收 生 及 校 友事務 組

本校老師和小助手到幼稚園教授小朋友

製作科探小玩意。
老師教授幼稚園學生製作燈籠

我們製作的花燈

中秋節，慶團圓，

吃湯圓，圓又圓﹗

大家共享美食

看！小朋友玩得多開心！

我們都喜愛自己親手製作的風車

老師教授風車製作

我們準備了很多美食呢﹗
老師！謝謝你！
食物很美味！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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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辯論隊
中文辯論隊成員參加了「第五屆

東涌聯校小學辯論比賽」，為準備應

戰，同學們於賽前參加了一連串的辯

論工作坊提升辯說技巧。

中 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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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舉行了復活節尋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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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文科
成功尋蛋並答對問題的同學，
可獲得色彩繽紛的復活蛋!

齊來說故事班際擂台
說故事初賽於班內舉行，藉以挑選出班

中說故事的精英。小息時，班代表於小舞台

進行晉級比賽。通過比賽，提升同學們的說

話表達能力，加強自信心。

同學們投入地參與工作坊活動。 
通過實戰，進一步提升辯論技巧。

我校辯論隊成員
參賽者與觀眾表現相當投入

同學們十分投入參與

完成工作紙，可
以排隊換領復活
蛋啦!Life-wide learning  

英文科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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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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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愉快的情景中鞏固所學。

P.2參觀香港科學館活動

為 配 合 二 年 級 英
文 科 課 程 「 T h e  M a g i c 
Science Museum」的教
學內容及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本校於10月2日安
排了二年級學生到香港科
學館參觀，同學均表現得
十分興奮。 

P.3參觀濕地公園

為配合三年級英文科學習單元「Green Earth 
Project Wee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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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同學於三月份到
嘉道理農場進行學習活動，
認識不同動物的特性及學習
保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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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安排六年級同學參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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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一邊參觀，一邊

用心地完成小冊子。

大合照

同學們正在記錄展板上的資

料，以完成活動小冊子。

P.4參觀嘉道理農場

大合照 大合照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校四至六年級英詩

集誦隊榮獲第六十七屆香

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季

軍，成績令人鼓舞!

本校英詩集誦隊

小學創意英文作文比賽 
本校早前參加了香島中學7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小學創

意英文作文比賽」，獲得優異成績，小六組同學更獲得團體

表現獎亞軍(Best Performance Awards for Schools)。

8 小六組同學獲得
團體表現獎亞軍

6A余俊希獲得

小六組亞軍

小五組同學合照留念



本校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數學科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

劃，旨在推動數學科的教研風氣，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數 學科
齊來說故事班際擂台

大合照

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科為了開拓學生的視野和豐富

他們的學習經驗，每年均為不同年級

的學生安排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數學月於三月份舉行，老師於禮

堂設置不同攤位讓學生玩數學遊戲，

寓遊戲於學習。

數學月

老師於高年級中挑選數學能

力較高的學生擔任數學大使，在

小息時協助低年級同學溫習。

數學大使
透過電子教學計劃，學生有機會

以平板電腦學習數學，令課堂更添趣

味，學生學習更見成效。

電子教學

五年級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在禮堂 

進行定向活動，學習八個方向。

數學大使正認真地協助二年級
同學背誦乘數表

學生非常投入地玩數學攤位遊戲

本校老師與內地協作老師進行交流及備課

常 識科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為發掘學生在科技創作上的潛

能，本科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科技比

賽。本校學生在本年度「香港學生科

技大賽」中更取得驕人的成績。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為配合四年級常識科香港歷史的

課程，本校特別安排學生參觀香港歷史

博物館中有關香港歷史故事的展覽。

同學運用平板電腦作參觀紀錄

全港小學生科技大賽亞軍  6A林鍵宗、6B余曉鋒
全港小學生科技大賽季軍  6A陳卓熙

三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
腦在山頂廣場訪問遊客 學生來到太平山頂，

感到非常開心！ 

學生到警察博物館參觀學生到赤柱美利樓參觀

學生到科學館參觀學生完成訪問後與
遊客拍照留念

熱烈祝賀本校學生在校際音樂節中取得優異成績

音 樂科
校際音樂節

3B鄭偉航於分級鋼琴

獨奏榮獲優良成績 4A黃頌詩於分級小提琴
獨奏榮獲優良成績

6B勞嘉瑤於分級小提琴
獨奏榮獲良好成績

6A曾梓詠於分級鋼琴

獨奏榮獲良好成績

6A趙凱賢於分級小提琴
獨奏榮獲良好成績

本校學生在校際音樂節

中取得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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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科

舞龍隊

6C吳俊帆獲得男子甲組鉛球第六名

舞龍隊為本校十五周年校慶進行綵排。

2015-16年度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B MEHMOOD AFZAN   
男子特組鉛球冠軍 
男子特組400米冠軍

6B張宇豪  
男子特組鉛球殿軍 
男子特組200米殿軍

6C吳俊帆 
男子甲組鉛球冠軍 
男子甲組400米季軍

5A吳子謙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男子乙組跳高殿軍

6C程霞   
女子甲組鉛球季軍

5B陳筠婷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4A黃詠賢 
女子丙組壘球季軍

6C HUSSAIN ARSLAN  
男子甲組壘球冠軍

6C吳俊帆   
男子甲組田徑傑出運動員

運動會

本 年 度 運 動 會

增設親子4X100接

力賽及班際啦啦隊比

賽，深受家長和學生

歡迎。

家長接力賽

啦啦隊比賽

2015-16年度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本校男女子籃球隊分別獲得男子隊冠軍及女子隊殿軍

的佳績。

男子籃球隊成員包括：   
5A吳子謙　5B朱嘉謙　5C程嘉樂  
5C李　倫　5C施議燊　5C黃文華  
6A胡嘉健　6B張宇豪　6B梁振璇
5A溫俊鴻　6B吳啓楠　6B余曉鋒  
6C吳俊帆　6C黃夢揚　6C梅其銳  
5A吳俊希　5A劉智遠

女子籃球隊成員包括：   
6C程　霞　6C陳凱琪　6C陳嘉玲 
5A吳海瑩　5B陳筠婷　5B張穎童 
5C范嘉怡　5C廖國英　4A林樂遙 
4A黃詠賢　4B練嘉彤　4B陳海欣 
4B張漫慈　4C王嘉希

2015-16年度 
全港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我智FIT」計劃

為了增加學生的

運 動 量 ， 本 校 參 加 了

「我智FIT」計劃。
欖球班 花式跳繩班武術班

獨輪車訓練班
本校獲得獨輪車總會贊助，

開辦獨輪車訓練班。

黃校長與贊助人及同學合照 學生訓練情況

2015-16年度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本校男子籃球隊代表大嶼山區

參加全港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2015-16年度全港 
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E-FIT
本研究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與聯合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旗下雲通科技有限公司之運動平

台「SportiHealth」攜手舉辦。「SportiHealth」旨在

融匯傳統出版界及科技之力量，鼓勵平日運動量不足的

學生培養恆常運動習慣。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代表隊合照

羽毛球隊合照 6C吳俊帆

6C吳俊帆獲得男子甲組鉛球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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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得優異獎

中文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6A	蔡錦壇	 小學組優異獎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集誦比賽(一至二年級) 優良

1A	黃灝鈞	 1A	黃權輝	 1A	 黃敏菲	 1A	 盧芳霖	 1A	佘澤天	 		

1A	龔晉	 1A	談欣宜	 1A	 王彥茹	 1A	 文菡	 1A	吳天茵	 		

1B	陳冠宇	 1B	陳澤軒	 1B	 林天朗	 1B	 劉宜松	 1B	雷諾琛

1B	李經昊	 1B	梁嘉燁	 1B	 林鴻儒	 1B	 王子興	 1B	張騰予	 	

2A	鍾詠欣	 2A	黃騫平	 2A	吳澤坤	 2A	吳子豪	 2A	潘曉泰	 		

2A	薛文熙	 2A	杜曉莹	 2A	吳曉彬	 2B	郭曉晴	 2B	吳浚彥	

2B	蘇樂怡	 2B	黃梓灝	 2B	胡曉晴	 2C	羅梓軒	 2C	蘇凱琳	 		

2C	謝葆恩	 2C	嚴嘉欣	

 第五屆東涌聯校小學辯論賽 亞軍

4A	陳鎧賢	 4A	陳洪達	 4A	林樂遙	 4A	任文偉	 4A	黃嘉柔	 		

4A	黃詠賢	 5A	劉智達	 5A	李浚業	 5A	周曉煇	 6A	朱敏	 		

6A	關尚賢	 6A	黃嘉霈	 6A	余俊

英文科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比賽(四至六年級) 季軍

4A	CHAN	HOI	YIN	 4A	CHAN	HUNG	TAT	 	

4A	LAM	LOK	YIU	 4A	LAM	PAK	SAN	 	

4A	LAU	KWAI	FUNG	 4A	LEE	HOK	KAN	

4A	LEE	WA	SAN		 4A	REN	MAN	WAI	 	

4A	WONG	CHUNG	SEA	 4A	WONG	KA	YAU	 	

4A	WONG	WING	YIN	 4A	XIAN	TSOI	LING	

5A	CHUNG	HIU	MAN	 5A	HUANG	KUEN	KWAN	 	

5A	LAM	HOI	KI	 5A	LAM	KA	KIN	 	

5A	LAU	CHI	TAT	 5A	LAU	CHI	YUEN	

5A	LAU	KATE	 5A	LI	TSUN	YIP	 	

5A	WAN	KAM	LAM	 5A	WAN	WING	SZE	 	

6A	CAI	KAM	TAN		 6A	CHAN	CHEUK	HEI		

6A	CHAN	HO	YIN		 6A	CHENG	SUI	LUNG	 	

6A	CHIU	HOI	YIN		 6A	CHU	MAN		 	

6A	FUNG	YAN	SIN		 6A	HU	KA	KIN		

6A	KU	HOI	KI		 6A	KWAN	SHEUNG	YIN	SHIRLEY	

6A	KWAN	WANG	CHAK		 6A	LAM	TIN	KIU		 	

6A	LAM	YUEN	TUNG		 6A	LIAN	KA	YING	 	

6A	LIN	KIN	CHUNG	 6A	MAN	CHING		 	

6A	NG	SUET	KI		 6A	QIU	SZE	TING		 	

6A	SUN	MAN	FUNG		 6A	TSANG	TSZ	WING		 	

6A	TSANG	WUN	CHI		 6A	WONG	KA	PUI		 	

6A	WU	WING	KAM		 6A	YIP	YEUNG		 	

6A	YU	CHUN	HEI	 6A	YU	PING	WA		

小學創意英文作文比賽 

6A	YU	CHUN	HEI			 亞軍	

小學創意英文作文比賽

團體表現獎亞軍

6A	YU	CHUN	HEI		 6A	CHU	MAN	 	

6A	CHENG	SUI	LUNG	 6A	TSANG	WUN	CHI	 	

6A	WONG	KA	PUI	

2016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 英語獨誦小學一、二年級組

2C	IMRAN	MANAHIL		 冠軍	

校 外 獲 獎 項 目2015-16年度 
簡易運動板球比賽

家長接力賽

5B陳筠婷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
足球比賽女子組 
傑出運動員

2015-16年度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本校男女子足球隊分別獲得男子隊季軍及女子

隊殿軍的佳績。

6A陳卓熙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
足球比賽男子組 
傑出運動員

2015-16年度簡易運動足球比賽

2015-16年度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泳隊合照
4B潘昊嵐(左)

男乙50米自由泳季軍、
男乙50米蛙泳殿軍

5B蘇正翔(右)

男乙50米自由泳
殿軍

6B潘曉琳

女甲50米蛙泳
季軍、女甲50
米蝶泳亞軍

5B朱穎彤

女甲100米蛙泳亞軍、
女甲50米背泳季軍

女甲4X50米四式接力季軍

女子足球隊於上學期

獲得女子組殿軍
男子足球隊於上學期

獲得男子組季軍

女子足球隊於下學期

獲得女子組冠軍 男子足球隊於下學期

獲得男子組冠軍

男女子足球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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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2015-2016) 

4C	黃嘉柔	 個人賽銀獎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離島區)

6A	胡嘉健	 創意解難季軍、優良獎狀

6A	顧凱琪	 創意解難季軍、優良獎狀

6A	葉慶揚	 智多星亞軍、優異獎狀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4A	任文偉	 銀獎	 4A	黃嘉柔	 銀獎

常識科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爬山車速度賽	

6A	林鍵宗	 亞軍	 6B	余曉鋒	 亞軍	 6A	陳卓熙	季軍	

電腦科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6A	顧凱琪	 金章	 6A	朱敏	 最優秀金章

視藝科

「愛在青嶼 多元發展 親子填色比賽」

4A	林樂遙	 亞軍

同行抗毒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6B	余曉鋒	 冠軍	 6A	黃嘉霈	 亞軍	 5A	尹穎斯	季軍

包山嘉年華2016學童繪畫比賽

3B	岑宛霖	 初小組亞軍

音樂科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高級組(港島區域) 優良

3A	陳曉嫈	 3A	程嘉麗	 3A	關尚敏	 3A	莫凱琳	 3A	温淑儀	 		

3A	王婧怡	 3C	陳施攸	 3C	陳婉容	 3C	梁紫晴	 3C	葉智謙	 		

3C	姚心然	 4A	陳鎧賢	 4A	陳洪達	 4A	林樂遙	 4A	劉貴鳳	

4A	黃詠賢	 4A	冼采苓	 4A	曾圳彬	 4A	關鈺瑩	 4C	洪文軒	 		

5A	劉啟思	 5A	吳婉珊	 5A	尹穎斯	 5B	林卓瑩	 5C	李子悅	 		

5C	余虹燕	 5C	鍾俊龍	 6A	蔡錦壇	 6A	陳灝賢	 6A	趙凱賢	

6A	關尚賢	 6A	關弘澤	 6A	林天嬌	 6A	林苑桐	 6A	練嘉盈	 		

6A	林鍵宗	 6A	文澄	 6A	吳雪琪	 6A	丘詩婷	 6A	孫敏鋒	 		

6A	曾梓詠	 6A	曾煥芝	 6A	黃嘉霈	 6A	葉揚	 6A	余俊希	

6A	余秉華	 6B	程嘉欣	 6B	勞嘉瑤	 6C	陳昕頌	 6C	劉翠花	 		

6C	曾嘉敏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B	鄭偉航	 鋼琴獨奏	:	優良	 4A	黃頌詩	 小提琴獨奏	:	優良

6A	趙凱賢	 小提琴獨奏	:	良好

體育科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6C	吳俊帆	 	

男子甲組400米季軍　男子甲組鉛球冠軍　男子甲組田徑傑出運動員

6C	HUSSAIN	ARSLAN	 男子甲組壘球冠軍

6B	MEHMOOD	AFZAN		 男子特組鉛球冠軍	 男子特組400米冠軍

5A	吳子謙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6C	程霞	 女子甲組鉛球季軍

5B	陳筠婷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4A	黃詠賢	 女子丙組壘球季軍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女子組殿軍

6A	陳卓熙	 男子組傑出運動員

5B	陳筠婷	 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簡易五人足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冠軍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	

6B	梁振璇	 男子組籃球傑出運動員

6C	吳俊帆	 男子組籃球傑出運動員

女子組殿軍

6C	陳嘉玲	 女子組籃球傑出運動員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4B	潘昊嵐	 男乙50米自由泳季軍	男乙50米蛙泳殿軍

5B	朱穎彤	 女甲100米蛙泳亞軍	女甲50米背泳季軍

5B	蘇正翔	 男乙50米自由泳殿軍

6B	潘曉琳	 女甲50米蛙泳季軍	 女甲50米蝶泳亞軍

女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季軍

2015-16大嶼山區校際(小學)閃避球邀請賽 

冠軍

話劇

離島區第二屆環保話劇比賽 

冠軍

3C	朱凱盈	 5A	黃權君	 5A	林家健	 5A	劉俊洛	 5A	梁榮輝	 	

5A	李俊軒	 5A	梅鈺汶	 5A	蕭芷欣	 5A	尹穎斯	 5A	魏曉澄	 	

6A	蔡錦壇	 6A	顧凱琪	 6A	文澄	 6A	吳雪琪	 6A	余俊希	 	

6A	黃敬堯	 6C	曾嘉敏

交安及升旗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檢閱禮 冠軍
香港升旗隊總會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小學組冠軍

3A	樊啟賢	 3A	程嘉麗	 3A	莫凱琳	 3A	温淑儀	 3B	余嘉欣	 3C	姚心然	

4B	練嘉彤	 5A	林凱淇	 5A	梁榮輝	 5A	林天恩	 5A	梅鈺汶	 5A	鍾曉敏	

5B	朱穎彤	 5B	張穎童	 5C	王寶琪	 5C	黃達霖	 5C	余虹燕	 6A	曾梓詠	

6A	吳詠琴			6A	余秉華	 6A	練嘉盈			6A	文澄	 6B	程嘉欣	 6B	吳家威	

6B	胡浩賢		

舞蹈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銅獎

3A	關尚敏	 3A	程嘉麗	 3A	莫凱琳	 3A	温淑儀	 3A	王婧怡		 3C	陳施攸	

4C	林珍諺	 5A	吳嘉敏	 5B	張穎童	 5C	劉海韻		 5C	劉汶淇	 5C	王寶琪	

6A	朱敏	 6A	馮恩倩	 6A	林苑桐	 6A	曾梓詠		 6A	曾煥芝	 6C	劉翠花	

6C	陳凱琪	 6C	陳嘉玲	

其他

2015-16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6B	勞嘉瑤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金獎

6B	潘曉琳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銀獎

6B	周巧穎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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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 資黃教 楚聯 標會 訊

1.黃楚標中學(下簡稱「標中」)去年參與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計劃，發展中三級物理、化學及生物科校本課程。

2015年5月22日，標中科學組應教育局邀請，到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向多間學校的老師就建構校本課

程分享心得。今年，標中繼續參與這個計劃，發展中一、二級科學科校本課程，優化教學。

2.為促進學與教的效益，標中全體老師於2016年1月21日進行專業發展活動，就着「翻轉課堂」、照顧學習多

樣性、提升學習動機與有效學習等議題進行研討，英文、數學及科學組的老師也分享心得，互相啟發，反思如何

提升教學效能。

1.為了鼓勵學生服務社區，宣揚孝道，促進家庭及社區和諧，標中舉辦了一系列「讓愛行動起來」活動，分別於

2015年12月18日、2016年2月4日及3月18日在逸東村圓形廣場舉辦區校同樂嘉年華，內容包括攤位遊戲、

派發棉花糖及贈送5000包愛心米，學生在活動中深刻體會到「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精神。

2.標中15位同學參與由離島民政處舉辦的「離島區青年發展網絡」，由於表現突出，獲邀免費參加於2015年

12月舉行的「新加坡交流之旅」。透過參觀交流，認識當地的文化和發展模式，參與的同學均大開眼界。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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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6A 林佩詩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第四屆全港學界微型小說創作比賽高中組嘉許獎

5A	 李柏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及饒宗頤國學院主辦
「全港中學生詩文創作比賽」論文組乙等獎

5A 杜啓謙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及饒宗頤國學院主辦
「全港中學生詩文創作比賽」七律組優異獎

2A 陳凱悅 教育局及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即席寫作比賽」中學組銀獎

2A 王倩雪 深圳讀書月主辦
「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初中組三等獎

2A 黃盈盈 半島青年商會主辦
「青年家書徵文比賽」初中組優異獎

英文辯論隊 於南華早報主辦	
「the	17th	NESTA	Debating	Competition」中晉身決賽

中文辯論隊 於Roundtable	Community	主辦「東涌閱讀嘉年華辯論邀請賽」中擊敗東涌天主教中學，
獲得勝利。

1A 黃盈盈

6A 林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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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6A 林佩詩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第四屆全港學界微型小說創作比賽高中組嘉許獎

5A	 李柏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及饒宗頤國學院主辦
「全港中學生詩文創作比賽」論文組乙等獎

5A 杜啓謙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及饒宗頤國學院主辦
「全港中學生詩文創作比賽」七律組優異獎

2A 陳凱悅 教育局及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即席寫作比賽」中學組銀獎

2A 王倩雪 深圳讀書月主辦
「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初中組三等獎

2A 黃盈盈 半島青年商會主辦
「青年家書徵文比賽」初中組優異獎

英文辯論隊 於南華早報主辦	
「the	17th	NESTA	Debating	Competition」中晉身決賽

中文辯論隊 於Roundtable	Community	主辦「東涌閱讀嘉年華辯論邀請賽」中擊敗東涌天主教中學，
獲得勝利。

藝術成就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6B 梁海怡 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4B 侯竣龍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辦
「美麗中國	幸福香港──首屆香港少年兒童繪畫比賽」銀獎

4D 王紀濤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辦
「美麗中國	幸福香港──首屆香港少年兒童繪畫比賽」優異獎

4D 陳畫春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主辦
「全港中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第六屆)」優異獎

4C 王紀濤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主辦
「全港中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第六屆)」高中組入圍獎

3C 范曉怡 工業傷亡權益會主辦
「職安環保袋設計賽」中學組季軍

合唱團 廣州市政協港澳臺僑外事委員會、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等舉辦
「2015穗港澳台四地青少年文化節音樂會」銅獎

短片製作 離島區民政事務處主辦

「2016離島區啦啦隊比賽暨短片製作比賽」高中組冠軍、初中組冠、亞及季軍。

1A黃盈盈	1A林可茵		

1A馮俊彥	2B吳悅曦

3B李泳琳	3B李嘉雯

3C梁智恆	3C王筠雅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舉辦

「2016年面具設計比賽」入圍並角逐「Facebook最受歡迎獎」

3C 范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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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成就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6E 林洛熙 荃離區學界田徑
男子甲組100米季軍

5C 曾偉旗 荃離區學界田徑
男子甲組跳高亞軍

4C 林雅芝 荃離區學界田徑
女子乙組標槍季軍

3D 梁曼琦 荃離區學界田徑
女子乙組1500米亞軍

5B 嚴旭漢 標中及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合辦
離島區長跑賽18歲以下十公里組亞軍

5A 陳澧瑩 標中及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合辦

離島區長跑賽18歲以下十公里組殿軍

3A 莊康華 標中及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合辦

離島區長跑賽18歲以下五公里組殿軍

4D 李寶林 標中及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合辦

離島區長跑賽18歲以下五公里組第八名

男子足球隊 荃離區學界足球男子甲組季軍

女子籃球隊 荃離區學界籃球女子甲組殿軍

離島民政處舉辦「離島區青少年三人籃球賽」高級組冠軍及季軍

男子欖球隊 新界區欖球男子甲組第八名

5B 嚴旭漢

5A 陳澧瑩

男子足球甲組季軍

離島區三人籃球賽

欖球男子甲組

「離島區長跑」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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