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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五感」

感恩   活動完結前，同學都獲得校友會特製的紀念品。衷心

希望每一位同學見到為她們特製的「尺子」時，會以學姐

為學習楷模，承傳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懂得感恩，以身

體力行，感謝師長對她們的諄諄教誨，實踐「薪火相傳」

的理想！

區敏儀校長

當你看見這個標題，你可能會想起「視覺　　聽覺　　嗅覺　　味覺　　觸覺　　」？與「五感觀察法」相關？其實，

我想跟大家分享在六月份舉行的「薪火相傳」活動中的體會和感受。

本學年正值校友會成立十周年，一眾委員費煞思量，希望舉行一項特別慶祝活動，既可凝聚校友，亦可讓在校學妹加

深對校友會的認識和支持。整項活動由籌備至完成引發我「五感」之情，包括感謝、感動、感觸、感激、感恩。

感謝   校友會成立至今已有十年，正值校慶將至，幹事會委員決定召集校友，齊回母校，擔任導師一天。全賴委員不

吝付出工餘時間，仔細策劃、積極籌辦、與校友保持緊密聯繫，為在校的每一位學妹創造不一樣的學習經歷。雖然校

友會主席及幹事謙稱只為母校盡綿力，但她們對學校的深情與至誠，我不禁由衷感謝。

感動   「薪火相傳」活動舉行當日 — 2018年 6月 22日，小一至小六各級學生均可參加香薰治療丶航拍、禪繞畫、雜

耍、扭氣球、書法、舞蹈、摺紙等其中兩項工作坊。無論任何年紀、任何身份的校友，皆盡展所長，悉心指導班上的

每一位同學。幕幕「大手牽小手」的溫馨場面，實在令人感動。

感觸   午膳時段，校友把握時間暢談近事、分享交流，亦憶述童年時的趣事，談笑甚歡。我還記得有校友對我說：「身

為校友的我， 曾經在這裡就學，曾經接受學校的薰陶，真的是我日後很大的個人資產。」聽了這番話，讓我感觸良多，

亦佩服在校任教的前輩們；通過校友的言談舉止，讓人看到她的成長和收穫，足見兒時所學受用一生！

感激   畢業多年，不同年代的校友均樂意回校服務，當中或許有「婆孫」、「母女」的關係，但大多數是初次見面、

互不相識的「天神女兒」。她們仍然全心投入，把愛融入教學過程中，以行動證明她們對母校的深情，並實踐校訓「謙

遜、仁愛」。我們感激校友的無私奉獻，為學妹樹立良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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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學校核心價值觀培育組以「尊重」為題，致力培育學生「發揮潛能，

讓生命發光發熱‧欣賞他人，以包容求同存異‧持守尊嚴，使世人和諧

共融」的精神。學校於 2018年 4月 23日舉行主題活動日，讓學生透過體

驗活動，體現尊重他人的德行。

一至三年級學生藉是次活動，對社會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有更深入的認識，

明白共融的重要性，以促進彼此了解和接納，共同建立共融的下一代。

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尊重

學生透過有關共融的講座及攤位遊戲，加深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認識。

一至三年級學生透過著色及繪圖，表達對
「尊重他人」這主題的了解和感受。

訪問後，各組學生為每位被訪者製作具特色的回憶錄。

長輩們展示他們昔日的相片，細說人生的趣事。

長輩樂意與同學們分享個人的經歷。

四、五年級學習題目為「相遇在天神．回憶話當年」，活動對象為長輩。學生透

過是次訪問，近距離與長輩傾談及接觸，以「細意聆聽、用心體會、感受情懷」

的態度與長輩穿梭時空，細味人生點滴。我們相信每位長輩皆是人生導師，各擁

豐富人生閱歷，他們記憶中的零碎片段均為啟發年青人做人處世的好點子。學生

藉著活動學習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欣賞長輩年青時為家庭及社會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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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達人」獎勵計劃

同學們與長者們一同進行「十巧手」及「椅上操」!

同學們嘗試為長者們利用科技打造新一代「智能家居」，提升生活質素 !

六年級學生的服務對象為長者。學生透過於

2018年 1月 16日（星期二）探訪筲箕灣區內獨

居長者，了解他們的需要後，為長者製作生活

小工具。學生於探訪活動中掌握與長者溝通的

技巧，並學習觀察及聆聽長者的需要，嘗試為

長者解決簡單的生活問題。

本學年校本輔導計劃為配合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主題「尊重」，推展「至尊達人」獎勵計劃。此計劃分兩期進行。上

學期獎勵計劃時段為 10月至 1月，舉行班際獎勵計劃，每班獲派發一份「天神這一家－家用存摺」，以金幣貼紙記

錄全班表現，取得最多金幣貼紙的四班同學獲得獎項。下學期獎勵計劃時段則為 2月至 6月，舉行個人獎勵計劃，學

生獲派發「至尊達人」獎勵計劃小冊子，以印章記錄個人表現，教師及家長按學生於不同項目的表現而給予印章。全

校有超過五成學生獲得銅獎或以上的獎項，而當中約有66名學生獲得鑽石獎。計劃完結時，得獎同學獲贈禮物作鼓勵，

金獎及鑽石獎同學更獲邀參加「至尊嘉年華」慶祝活動，以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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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
本學年校方為三年級同學安排了三次服務學習課程。除了兩次大課外，

還邀請了全港唯一針對兒童社會共融的機構——「親切」到校，以講座

形式向學生宣揚共融的意義和價值。透過三次課程，學生初步認識服務

對象——居港少數族裔的族群，並明白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

學生明白人人都是獨特的，大家應尊重不同國籍、文化、能力和想法，

更應接納、尊重別人的喜好，了解別人的需要，尊重彼此的不同。大家

更應該尊重彼此間的差異，嘗試主動以不同方式跟別人溝通，互相配合

及欣賞。同學都表示樂意結識一些少數族裔的人士，並透過接觸，從中

了解他們的文化及需要。同學同時表示樂意為少數族裔人士服務，以行

動讓他們盡快適應和融入香港的生活。

本學年的課程內容著重前置知識的認知，來年打算安排學生與少數族裔

同學接觸。透過親身經歷和觀察，同學可了解對方的文化背景和需要，

從而讓她們選擇、籌劃、設計和執行服務活動，以豐富她們的學習經歷，

培養正面價值觀。

海岸清潔運動
為豐富學生在學術以外的學習經歷及有機會參與社會服務活動，本校參加了由環保促進會主辦之「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

學生及家長分別前往清水灣第一泳灘及清水灣第二泳灘進行海岸清潔服務。透過是次活動，學生學會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及承諾

將這信息帶給身邊的人。

賣旗
本年度學校舉辦了兩次親子賣旗籌款活動。

2017年 11月 4日 (星期六 )嚮應新生精神康

復會的賣旗活動，所籌得的款項會用作資助

「新生．身心靈計劃」，改善手機程式及網站

工程，讓大眾能以不同途徑獲取整全身心靈健

康的資訊。2018年 3月 24日 (星期六 ) 則嚮

應香港傷殘青年協會，賣旗所籌得的善款會用

作推動殘疾人士普及運動發展，以建構一個身

心靈健康和傷健共融的社會。從賣旗的活動

中，同學既可為慈善出一分力，亦可增加與人

接觸的機會，增強語言及溝通能力。同學於賣

旗活動後需完成「服務後反思工作紙」，寫出

自己在親子賣旗活動的體會及反思。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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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五年級共 40位同學於 2018年 3月 29日至 30日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局主辦，

和富社會企業承辦之「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境外交流活動。此活動讓學

生透過實地考察，深入了解祖國傳統藝術的特色和文化，探討粵劇文化傳承

的工作，提升本校學生的藝術素質，並藉此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感。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

 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之旅

透過參訪石灣公仔街
（包括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和南風古灶等）：

- 認識嶺南的陶瓷藝術及歷史
- 欣賞名家藝術珍品和年青藝術家的創作透過參訪粵劇活動中心了解粵劇的歷史、文化特

色和發展

同學們參訪廣
東省博物館內
的展館，了解
嶺南文化及其
特色

透過參訪佛山
祖廟，了解嶺
南的古建築風
格和特色，包
括木雕、石雕
等富地方色彩
的藝術裝飾

也透過參訪佛山祖廟的戲台，
了解粵劇的歷史及文化特色

透過參訪佛山民間藝術社，認識及欣賞嶺
南傳統藝術，如剪紙、雕塑、鑄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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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培育
親子朝聖活動 ----《鹽田梓朝聖之旅》
    2017年 12月 9日的早上，氣溫雖低，卻無阻親子朝聖活動的舉行。本學年前往朝聖的地點是西貢鹽田梓，參與活

動者共 136人，陣容鼎盛。

到達後，大夥兒先前往獨具特色的聖若瑟小堂朝拜上主。在聖堂內，我們一起祈禱，一起唱聖詠，歌頌上主的大能。

然後，在 5位非常專業及富熱誠的導賞員帶領下，再分組進行遊覽活動。導賞員帶領眾人走訪神職人員的舊居，又參

觀村內的文物，讓大家都能感受到村落裏的客家文化與宗教文化的融和。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鹽田觀光」，正好配合聖經上說的「你們是地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使它再鹹呢？它再毫

無用途，只好拋在外邊，任人踐踏罷了。」 (瑪

5：13) 鹽不起眼，用處卻多，沒它不行。這

正好勉勵我們，要成為世上的鹽，要默默地

付出，為上主作見證，做好福傳的工作。

    朝聖活動令各人皆有反思之機會，出席者

皆認同是次活動行程豐富，饒有意義，並對

增進個人的信仰歷程有所裨益。

基督小先鋒「野外技能篇」日營活動
    

本校與賽馬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於 2018

年 2月 3日為基督小先鋒舉辦「野外技能

篇」日營訓練活動。活動於大帽山遠足研

習徑進行，訓練目的為「發掘野外本能、

提升我管理。透過對大自然的研習，學習

安全意識、保護生命，也是珍惜天主最好

的禮物。

在只有攝氏 8度左右的氣溫下， 44位基督

小先鋒在富有經驗的導師帶領下，進行了

兩部分的活動：戶外烹飪及研習徑遠足訓

練。團員能有機會認識爐具、在戶外生火、

烹調食物，從中體會到各展所長及團結合

作之美，實屬難能可貴。在遠足訓練環節，

導師教授簡單的地圖閱讀技巧，介紹指南

針、圖例、標誌及一些遠足守則，有助團

員明白對大自然保護的重要性。活動前之

解說及教授相關的技能，活動後之小組分

享及總結，均有助學生反思人與上主創造

的大自然的關係，體現上主的德能。

日營活動順利進行，團員們不畏嚴寒，投

入參與，願把榮耀歸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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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導賞活動
為擴闊學生視野，本年度校方安排了多項體育導賞活動讓學生
參加，先有於2018年2月3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舉行的「台
維斯盃」網球比賽，繼而在 3月 8日於荃灣大會堂舉行由城市
當代舞蹈團演出的“賞●識現代舞”，及後在 5月 27日有位於
香港體育館舉行之「中國人壽 (海外 )FIVE世界女排聯賽 2018 
─ 香港」之「中國女排技術全接觸」活動。

學生在舞蹈的導賞活動中，透過示範和講解，認識了舞蹈在歷
史中的變化、現代舞與傳統芭蕾舞和民族舞的不同之處，和現
代舞如何反映當今社會的精神面貌。此外，學生亦有機會觀賞

準備進場觀
賞排球活動

準備觀賞台維斯
盃網球比賽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在香港」（QSHK）計劃
本學年，本校繼續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在香港」（QSHK）計劃，藉著與中大同工的協作，結合自主學習、體藝素
養及社會參與三大元素，以體驗式學習模式，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查篤撐兒童粵劇工作坊

同學們專心地製作點翠

花牌賀鑽禧

Pixar角色和三年級同學的大合照 

趣怪的精靈

IMG_3599.jpg

音樂

華麗的點翠
齊來拼貼花牌上的彩紙

藝術家介紹粵劇中的點翠

本年度音樂科參與 QSHK計劃，於五、六年級開展自編校本粵劇單元課程，藉此加強學生對粵劇藝術的認識。在
2017年 10月 16日，老師更帶領學生到高山劇場參加「學校文化日計劃」活動，欣賞這項傳統藝術文化。粵劇導
賞活動有趣，內容涵蓋「唱」、「唸」、「做」、「打」，其中的化妝環節，更令學生大開眼界。此外，本校亦邀
請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為全校舉辦粵劇工作坊，讓這「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得以推廣。

香港對伊朗的賽事

打得十分緊湊

國際級球類比賽，在感受大賽氣氛之餘，亦可透過導賞員講解環節學習如何欣賞球賽賽
事。在多次活動中，學生均投入觀賞現場表演或賽事，以掌聲或打氣回應表演者或運動
員的表演，展現了作為觀眾應有的禮儀。

16/10/2017　
到高山劇場欣賞粵劇表演

視藝
本校的視覺藝術科亦參與 QSHK計劃，共同協作教
學，進行了「藝術家工作坊」及編訂三年級「精靈
之家」的課程。

為了配合中文及音樂科的跨學科學習課程 - 粵劇，
視覺藝術科為六年級同學舉行「藝術家工作坊」，
主題是點翠。在知識層面方面，同學認識點翠於粵
劇上的意義和功能，了解點翠與角色的關係。在技
能方面，同學們學習如何製作點翠，四人一組，共
同創作一個系列的點翠飾品。而五年級同學也參加
了「藝術家工作坊」，主題是花牌，學生認識花牌
的功能、外形特色及製作技巧。同時，為慶祝學校
60周年校慶，同學們共同製作「花牌賀鑽禧」。

至於在課程上，QSHK的導師與本校老師共同備
課，編訂三年級「精靈之家」
的課程。此課程先進行大課式
的導入活動，介紹角色造型與
性格的關係，然後同學到香港
文化博物館參觀 Pixar展覽，親
身欣賞大師級的作品，加深對
人物造型的概念，最後，同學
們在課堂中創作自己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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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蛻變中的鶴園】

五年級的研習子題為流金歲月篇之【蛻變中的鶴園】，

乃是上學年五年級《流金歲月在鶴園》的延續篇，主要

是持續研習校園周遭環境的變遷，見證社區的進步，重

點在觀察社區在蛻變期間的「新」「舊」面貌之餘，加

入「P.M.I. 」的元素，評賞社區的寶物、問題和有趣的

地方，好讓她們多關注身處社區的需要。同學藉着參觀

天神小型資料館及校友訪校，為學生提供前置知識，再

由老師教授閱讀地圖、觀察及拍攝技巧，以及製作拼貼

畫的竅門，接着進行戶外考察活動，當中有家長義工充

專題研習
配合本學年核心價值觀培育活動主題「尊重」，透過研

習周內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讓同學明白要多從自己身

邊的人或事着手，連結生活經歷，學會用同理心去關注

及考慮社區不同界別人士的需要，由「愛」與「敬」出

發，帶出尊重能使世界變得更和諧的訊息，從而達至「尊

重身邊人與物，和諧共融樂繽紛」的果效。五、六年級

的專題研習透過參與 QSHK計劃，與中大同工合作，共

同設計課程和活動，結合自主學習、體藝素養及社會參

與三大元素，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我校老師與「優質學校在香港」的成員共同籌劃課程和活動。

老師和同學一同到天神小型資料館參觀，
了解昔日天神學生的校園生活。

校友姨姨與同學分享以往的校園生活點滴。

老師和家長義工帶領同學到紅磡社區作實
地考察，了解社區的特色。

同學們認真地製作拼貼畫。
同學們正在挑選合適的相片

去製作拼貼畫。

同學們的拼貼畫大功告成。

當小組導師，從旁提點學

生，讓學生把課堂所學與觀

察所得的資訊互相扣連。

最後五年級學生以拼貼畫

collage art的藝術形式展示

研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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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情繫天神】

六年級的研習子題為流金歲月篇之【情繫天神】，

主要是探索校園的轉變，連繫學生「歸屬感」。在

研習過程中，學生運用 Adobe Spark Video應用程式

製作 5至 8分鐘的短片，內容主要由每組成員所記

述的校園難忘事件串連而成，當中加插圖畫、視頻、

錄音及背景音樂等，配以簡潔的文字表述。 同學正構思故事的串連圖。

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討論繪畫故
事情節串連圖（storyboard）

大家正埋頭修改拍攝的稿件。

同學正努力為自己的校園故事
進行拍攝工作

大家正在收看成果。

拍攝後，同學聚精匯神地檢視內
容，共同商議剪輯的片段。

大家一起為拍攝的片段進行後期的
錄音工作。

教師透過大課為學生輸入專題研習所需的知識和資料，並引入不同形式

的練習，讓學生掌握拍攝及製作影片的技巧﹔最後學生把老師教授的知

識和技巧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各組製作出別具特色的短片。老師在過

程中不斷提點學生，告訴她們改善的方法，同時亦提供充裕時間讓學生

進行自我優化的學習過程。

學生在短短五天內，由編寫故事大綱、繪畫故事情節串連圖、錄影、拍照、

錄音以至剪輯短片等，都表現得十分積極投入。雖然每組學生來自不同

班別，但她們仍能合作無間，懂得彼此欣賞，互相學習。每位學生也有

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學生能自由選取校園不同的地點進行拍攝，自由

度較大，而她們亦不斷自我優化短片的內容，力臻完善。學生所製作的

影片均能扣連主題，反映學校特色，在研習過程中亦能結合自主學習、

體藝素養及社會參與三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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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 【愛護‧尊重‧你我牠】

三、四年級的專題研習子題為「愛護‧尊重‧你我牠」。學生透過不同的體驗式活動，明白動物的生活習慣和需要，學懂與動

物和諧共處，做個負責任的主人，從而培養「關愛」精神，並製作海報及創作宣傳短劇，提醒大家要尊重生命，切不可棄養動物。

專題研習的首三天，老師安排多項不同的活動，包括影片觀賞、時事分析、講座等，讓學生明白動物的生活習慣和需要。她們大

多能將心比心，明白動物處於不同境況中的問題及憂慮，也明白人類應尊重動物。

在影片觀賞環節中，學生十分投入，看到主角與小狗分離的情境後，大多能說出兩者的關係，從而伸展至人與動物間的深厚情

感。這個環節中，學生也利用不同的電子應用程式（例如﹕ Kahoot﹗、Padlet、Socrative）回應課堂，除了能帶動課堂氣氛外，

也能讓老師即時檢視學生的回應。講座內容除了展示寵物在繁殖場的生活外，也讓學生近距離接觸到訪動物。為免嚇倒到訪的動

物，學生雖然非常興奮，但仍能保持安靜，表現十分克制。

三、四年級學生能因應主題創作精簡易記的宣傳口號，內容也能涵蓋「領養不棄養」的重點，更有組別創作了歌曲，宣傳領養不

棄養的信息，令短劇更精彩。

停一停，諗清楚
動物主人責任多
給牠一個安樂窩

飼養動物知識小測試

「動物老師」講座

「親親動物」活動

動物老師話你知，愛護動物好容易

以愛尊重生命，遺棄動物最可恥﹗

愛護、關心、尊重，領養、照顧、不棄養。

尊重生命齊做到，棄養動物不能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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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級 【三代同堂樂融融】

一、二年級的專題研習主題亦以「尊重」為主軸，子題為「三代同堂樂融

融」。學生透過不同的體驗式活動，明白父母及長輩生活經驗豐富，學習

尊重、敬愛父母及家中長輩，了解他們在實際生活上的困難和需要，彼此

間要多關懷和溝通，並以感恩之心回應他們的愛，培養學生「尊老、敬老

及愛老」的精神，同時亦與親人建立良好、和諧的關係。

老師透過繪本故事及護蛋的體驗活動引入主題，同時運用 Aging Booth應

用程式讓學生進行變老樣貌的體驗，又請學生戴上老花眼鏡看景物及戴上

厚手套穿珠的體驗活動，好讓她們以同理心看待家中的長輩。她們在校內

學會了健康舞後，承諾回家把此段健康舞教給家人，最後再邀請家中長輩

到校與同學分享三代相處之道，讓學生明白尊重家中長輩及父母的重要。

時光飛逝四十年  
歲月流痕皺紋添

護蛋行動深體驗
父母哺育愛盡顯

兒時遊戲最長青
長幼共樂兩代情

動感節拍齊共舞
健康活力帶回家

健康活力齊展現
不分年齡老中青

三代同堂回憶錄
美好片段最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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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的發展是廿一世紀教育的方

向，可是，一般人的觀念大都認為女性在科學層面的發展總比男

性遜色。因此，要在天神嘉諾撒學校這所女校推動 STEM教育，

必須擺脫傳統觀念，激發同學們對科學的興趣。欣喜這種理念

得到家長的認同及支持，並透過家長工作機構的「員工志願者

行動」計劃，在本校舉辦 I LOVE STEM工作坊，讓同學在輕鬆

的學習氣氛下，初步接觸微型電腦和機械人的使用及實際運作，

增加同學們對科學及科技產品的普及性認識，激勵同學們繼續

在科學探索之路上向前邁進。

I LOVE STEM 工作坊

活動內容簡介
工作坊共分三期進行，四、五、六年級同學分別在 2017

年 12月 1日 (星期五 ) 及 2018年 1月 29日 (星期一 )

的不同時段參與工作坊。活動內容主要分兩部分，分別是

LittleBits微型電腦的使用及實際運作和 Dash Robots – 

迷宮之旅。

校長頒發紀念品予是
次活動負責人同學們聆聽校長介紹

I LOVE STEM 工作坊

活動情況四年級同學活動花絮 (1-12-2017)

五年級同學活動花絮 (29-1-2018)

六年級同學活動花絮 (29-1-2018)

要運作微型電腦，有賴大家的群策群力
同學的笑臉，讓大家感受到成功
製作吹泡泡機的那種歡愉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學習
如何操控機械人

機械人勇闖迷宮之旅

活動讓同學們一起動手做
專心致志，目標在望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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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iLAP (Automata)

活動後記

四年級同學、活動義工及老師大合照

‘I LOVE STEM’工作坊在一片歡愉的氣氛中完滿結束，同學、義工及老師全都享受這次特

別的學習經歷。在活動的過程中，同學們積極投入，充分發揮探究精神，除了令義工及老師

們感到鼓舞外，亦令大家深信，同學們在科學探索和自主學習的領域內，潛藏著無窮的發展

力量，有待發揮和昇華。期待是次的工作坊能成為一點小火苗，將同學們對科學探索的那股

熱忱點燃，假以時日，能在科學的發展道路上發光發亮。

學校本年度繼績參加由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推行的「電子學習支援科學科自主學習計劃」，計劃

的目的是培養及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裝備他們在廿一世紀中成為有自信及才能的終身學習者，並提升他們的自

我學習效能。本年度畢業班學生運用簡單機械及上學年學習的聲光電原理製作能自動運行並有聲及 /或光效的

Automata。她們亦把一個校園情景製成 Automata作紀念及展覽以慶祝學校來年六十周年校慶。

天神這一家

天神 60th Merry-go-round

6+0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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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薪火相傳」大派對
本校校友會為慶祝成立十周年，於2018年6月22日（星期五）舉辦「薪火相傳」大派對，
藉此機會回校與學妹分享她們的專長和技能，回饋母校培育之恩。此次活動分為上午時
段和下午時段兩節，校友因應個人的專長，自訂主題，與全校學妹在課堂時間上作分享。
活動內容多元化，包括航拍示範、香薰治療、禪繞畫、書法、扭氣球、雜耍、蛋隔花朵
及手帶製作等等，各適其適。

當日約有二十五名校友回校參與「薪火相傳」大派對，藉著是次活動，她們重回校園，
以導師身份進入課室，與同學們作近距離互動，同學們既可從學姊身上了解昔日校園生
活點滴，亦能學到新鮮而有趣的技能，大家在歡笑聲中度過別具意義的一天。

是次活動充分反映校友對母校的支持及那份濃濃的歸屬感，同學亦能感受到學姊們親切
友愛及處事積極認真的態度。願這愛能繼續傳承下去，校友與同學們能有更多機會共聚
一起，增進情誼，凝聚力量，共同協助學校發展。

徒手操控航拍器，令同學驚訝不已 !

靜靜地繪畫「禪繞畫」，
體驗專注學習的奧妙境界 !

同學屏息凝視地聽着校友教導扯鈴的技巧。

同學們成功地轉碟了﹗看，她們有多興奮﹗

同學們齊來認識不同氣味的香薰

學書法也能帶來樂趣

大家手上拿着蛋隔花朵，笑容多燦爛﹗

把長長氣球扭出美麗的花兒，多奇妙 !

大家正努力製作一盆絨布花

扭氣球，真有趣 !

大家正努力製作一盆絨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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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活動
大笑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每年都會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今年在三月及五月，

家教會就分別舉辦了大笑工作坊及保鮮花工作坊。

    大笑運動是一種讓人無條件大笑的帶氧運動。由印度醫生 Dr. Madan Kataria
發明的大笑運動，讓所有人都可無條件開懷大笑。家長教師會特意於考試前舉行

親子大笑工作坊，讓家長和女兒透過大笑活動，平衡情緒，並加強親子溝通。當

天，工作坊導師帶領數十個家庭先做熱身，然後便進行放鬆、按摩和大笑運動。

透過不同的身體動作，配合大笑、呼吸和想像力，家長和同學們都能開懷大笑，

既可平衡平日的學習和工作壓力，又能促進親子關係。

保鮮花工作坊
為慶祝母親節，家教會在五月的一個星期六舉辦了保鮮花

親子工作坊，教導同學及家長們製作保鮮花擺設，向偉大

的母親致敬。各家長委員及義工積極進行籌備的工作，並

且充當導師和助教。最特別的是，今次有很多爸爸陪同女

兒一起參與活動。

當天，家長與同學們共同創作自己的保鮮花作品，過程中，

每組皆十分投入，而且創作力極高，大家都能利用美麗的

花材，做出獨特的裝飾。看著每個家庭帶著美麗的製成品

及滿足的笑容離開，一班家長委員及義工們都感到十分愜

意，期望日後能再有機會為家長和同學們舉辦同類型活動。

大家加油

爸爸、媽媽為我按摩，真舒服！

我和爸媽最親密的時刻

天空任我飛

爸爸，我要起飛了！

小朋友很專注，爸爸也不例外！

參加工作坊的爸爸人數特別多同學們都各自發揮創意

各位家長委員充當導師和助教

我要為媽媽做到最好！

媽媽收到一定會很歡喜！

15



我校的「電子學習支援小組」成員主要由課程發展主任帶領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及視覺藝術科教師，

共同搜尋及鑽研一些可在科組落實應用的程式，並於校務會議中向全體同事介紹其使用方法，並配以實例

加以引證。

相關的分享及交流活動成功營造一個「學習型的校園」，藉着實際經驗的分享，讓老師明白各電子學習工

具的用途、好處和限制，從而提升運用電子學習工具的信心，亦更了解如何把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應用於

學習活動中。

以下為教師本學年較多在課堂上採用的應用程式﹕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支援小組」

善用平板電腦作為
輔助學習工具
本學年，四至六年級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善用平板電腦作為輔助學習工具，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效能。老師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應用程式於各學習活動中，既可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交流意見

（例如﹕ Padlet），又可進行評估（例如﹕ Kahoot!、Plickers），同時亦提供不同的變式練習（例如﹕

Adobe Spark Video），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有更多互動和交流的機會。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時，表現投入，亦樂於分享，有助促進同輩間的分享文化，對整個教學有莫大的益處﹔

更重要的是，學生對課堂的投入感大大提高。而教師亦可善用平板電腦作為輔助學習工具，既可即時調節

教學步伐，並加強生生、師生間的互動，同時能讓學生們有機會互相觀摩學習，有助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教師善用學生所展示的答案，引導學生進行討論，並給予具體的回饋，以達致預期的學習成效，最終達成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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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二年級數學科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電子學習教學策略，與嘉諾撒小學及黃大仙官立小學，組織跨校學習圈，進行備課、觀課及評課等活動，優化「四邊

形 (菱形 )」教學。

      跨校課研活動重點在對應學生「繪畫菱形」的難點，調適教學設計及策略，除了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外，教學設計

更引入了四年級課程，學生探究菱形的對角線，進而按對角線的特性來驗證及判別菱形，深化學習。

協作：香港教育大學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劃」-
電子學習教學策略

      教師認同透過電子學習，能促進課堂互動，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善用 Nearpod的課堂

數據，分析了全班的學習表現，提供適時回饋，

即時修訂教學策略，梳理知識，學生得以釐清迷

思，提高學習成效。學生積極投入小組活動，藉

着 Geogebra的回饋，學生即時檢核答案及加以

修正，能鞏固學習，亦有助教師照顧學習差異。

此外，教師亦因應了學生的學習需要，靈活地安

排 Geogebra的分層學習任務，為不同能力的學

生提供延伸學習的機會。
根據 Nearpod 即時收取的學生表現，
教師適時作出跟進及為學生加以解說

利用對角線驗證所畫的是否為菱形 學生利用 Geogebra 製作菱形，然後即時檢視結果

學生利用釘板圖繪出菱形 探究菱形中對角線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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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項
中文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6C 張悉橋 詩詞獨誦 冠軍

3B 郭靜 詩詞獨誦 冠軍

6C 張悉橋 散文獨誦 冠軍

6C
鍾心言、

程蔚琋
二人朗誦 冠軍

2017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3B 郭靜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第六屆香港小天王朗誦

公開賽「粵語朗誦比賽初小組詩歌組」
2C 何宛穎 冠軍

第九屆「文化瑰寶」

2018朗誦才藝大賽
2C 何宛穎

小學初小組粵語詩歌朗誦

冠軍

第二十七屆 i-Learner「智好學計劃」

6B 崔梓澄 金獎

6C 梁善桐 金獎

5C 湯雅鍶 金獎

2C 何宛穎 金獎

2C 趙詠兒 金獎

第四屆「細味人生—關愛有禮、 
熱心服務」活動

4A 鄭思惠 「故事續作比賽」冠軍 

「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

宣傳短片標語創作比賽
1B 鄧皓兒 亞軍

英文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3rd Language Recitation Competition
P2 Level –English Poem

2C
Zhou Kai Cheng 

Chelsie
Champion

3rd Language Recitation Competition
P5 Level –English Poem

5C
Zhou Kai Lan 

Chloe
Champion

World Academy Dance & Music Open 
Championship 2017

英語朗誦女聲小三至小四（3分鐘之內）
3A Tse Chloe Champion

The 13th H.K. Talent Star Contest
P1-P3 Silver Tongue (English Poem Recitation) 

Group
2C Wan Hei Ting Champion

2018 HKIEACA Speech Festival –
Speech Competition

P2 Level – English Poem
2C Wan Hei Ting Champion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5C Kwok Sum Yuet 1st Place

3C
Li Sum Yuet 

Adelaide
1st Place

2C Ng Hong Ching 1st Place

2C
Zee Wei Qi 

Natalie
1st Place

5C Fung Sik Ho 2nd Place

5C Tang Jasmine 2nd Place

4C Lee Kwan Yee 2nd Place

4C
Lou Shu Ting 

Sophie
2nd Place

3C Szeto Millie 2nd Place

2C Ho Yue Wing 2nd Place

2C Wan Hei Ting 2nd Place

3B
Ng Cheuk Yee 

Chloe
3rd Place

3C
Tong Amanda 

Janis
3rd Place

1B Tang Chloe 3rd Plac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2C Ng Hong Ching 1st Place

3C Szeto Millie 2nd Place

3C
Yau Hoi Ching 

Audrey
3rd Place

2C Wan Hei Ting 3rd Plac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Prose Reading (Non-open)
2C Wan Hei Ting 2nd Plac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hakespeare Monologue (Non-open)
6C Ching Wai Hai 3rd Place

2017 Asia 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
Primary 5 & 6 Solo Verse Speaking

6C Cheung Sik Kiu First Place

2017 Asia 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
Primary 1 & 2 Solo Verse Speaking

2C Wan Hei Ting Gold Award

Classroom Vocabulary Competition 2018
(Kowloon District Group C: Primary 5-6)

5C Leung Nok Yan

First Runner-up6C Chan Yu Yan

6C Fung Ching Kiu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11th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2018
Primary 5 English –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yllabus
5C Kwok Sum Yuet 1st Place

第二十七屆 i-Learner「智好學計劃」

5C Tong Nga Si Platinum Award

6A
Man Hei Long 

Hayley
Gold Award

6B Chan Joyce Lian Gold Award

6B Chui Tsz Ching Gold Award

6C Cheung Tsz Yiu Gold Award

6C Leung Sin Tung Gold Award

6C Mak Pui On Gold Award

5C Cheung Sum Kiu Gold Award

5C
Chu Man Chi 

Doris
Gold Award

5C Fung Sik Ho Gold Award

5C
Fung Yun Ying 

Annie 
Gold Award

5C
Ho Wan Yui 

Sonia 
Gold Award

5C
Wong Hailey Hoi 

Ka
Gold Award

4A Chan Lok Chui Gold Award

4C Ma Hong Yu Gold Award

數學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
進階賽

5C 梁諾恩 特等獎

3C 林紫晞 特等獎

5C 彭寶萱 一等獎

3C 胡鈺婕 一等獎

2A 史欣倫 一等獎

5C 馮潤鎣 二等獎

4C 陳鶱桐 二等獎

4C 楊芷晴 二等獎

3C 孔悅婗 二等獎

2C 溫浠婷 二等獎

5C 羅懿芯 三等獎

4B 黎洛瑤 三等獎

4C 姚祉琳 三等獎

3B 林映蕎 三等獎

2C 陳子琪 三等獎

2C 蔣諾同 三等獎

2C 何宛穎 三等獎

2C 林宜葶 三等獎

2C 岑萃姿 三等獎

2C 徐薇淇 三等獎

1A 羅懿烜 三等獎

1B 鄧皓兒 三等獎

1B 黃悅琳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華南賽區 )–
晉級賽

5C 梁諾恩 特等獎

3C 胡鈺婕 特等獎

5C 馮皙皓 一等獎

5C 馮潤鎣 一等獎

5C 郭心悅 一等獎

3C 林紫晞 一等獎

3C 王彥喬 一等獎

2C 徐薇淇 一等獎

4C 陳鶱桐 二等獎

4C 張文曦 二等獎

4C 劉家希 二等獎

4C 樓書婷 二等獎

2C 趙淳希 二等獎

2C 何宛穎 二等獎

1B 陳睿澄 二等獎

1B 譚楚烑 二等獎

1B 鄧皓兒 二等獎

1C 馮可琳 二等獎

6A 盧卓思 三等獎

5A 伍逸淘 三等獎

4C 楊芷晴 三等獎

4C 姚祉琳 三等獎

2C 溫浠婷 三等獎18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
全國總決賽

3C 胡鈺婕 一等獎

5C 馮潤鎣 二等獎

5C 梁諾恩 二等獎

4C 張文曦 二等獎

4C 楊芷晴 二等獎

3C 王彥喬 二等獎

1B 鄧皓兒 二等獎

6A 盧卓思 三等獎

4C 陳鶱桐 三等獎

4C 劉家希 三等獎

4C 樓書婷 三等獎

2017-2018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九龍城區 )

6B 崔梓澄 銅獎

6B 何瑋頤 銅獎

6B 羅靖妍 銅獎

2017-2018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6A 盧卓思 三等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晉級賽／決賽

3C 胡鈺婕 金獎

6A 盧卓思 銀獎

1C 馮可琳 銅獎

2017年粵港澳數學選拔賽
(香港地區賽 )–小二組

2C 何宛穎 銀獎

粵港澳數學選拔賽

(總決賽 )–小二組
2C 何宛穎 銅獎

Eye Level Math Olympiad 2017 5C 郭心悅 Excellence

COMO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暨台灣奧
林匹克數理競賽 –初賽

6A 盧卓思 三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5C 馮皙皓 金獎

3C 丘鎧澄 銀獎

2C 徐薇淇 銀獎

1B 陳睿澄 銀獎

5C 黃睿思 銅獎

2C 溫浠婷 銅獎

2018奧林匹克數學
三維杯環亞太國際

邀請賽

2A 史欣倫 初小組及個人賽 金獎

4th Malay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ad 
Competition (MIMO)

3C
Yau Hoi Ching 

Audrey
2nd Runner up – Team

3C
Yau Hoi Ching 

Audrey
Bronze – Individual

常識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

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6A 卓曉萳

傑出獎

6C 程蔚琋

6C 郭芯苗

6C 羅文希

6C 潘天宥

6C 張子瑤

嘉許獎

6C 劉可晴

6C 李愷加

6C 梁善桐

6C 庾嘉晞

普通話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十五屆超級語言朗誦比賽

2C 楊崢希 詩詞獨誦 冠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3C 陳可悅 散文獨誦 冠軍

2C 徐薇淇 詩詞獨誦 冠軍

6C 鍾心言 詩詞獨誦 亞軍

5C 鄧睿 詩詞獨誦 亞軍

2C 徐薇淇 散文獨誦 亞軍

3C 陳可悅 詩詞獨誦 季軍

2017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亞洲校際盃
2C 溫浠婷 詩詞獨誦 金獎

4C 洪曼林 普通話合誦 亞軍

2018全港小學普通話才藝比賽 1B 鄧皓兒 講故事初級組 銀獎

2018商務全港小學生普出非凡才藝比賽 2C 伍康晴 初小組 亞軍

第十二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2C 蔡穎思 初小組新詩 銀獎

第九屆「文化瑰寶」

2018朗誦才藝大賽 P.1-P.2
2C 何宛穎 詩歌獨誦 季軍

2018學界我是故事大王‧演講比賽
初小組 P.1-2

1B 鄧皓兒 講故事組 季軍

第九屆才藝大獎賽 普通話朗誦比賽 1C 林逴桐 初小散文組 季軍

音樂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8
5C 朱敏之 中童組 金獎

4C 洪曼林 兒童組 銀獎

第三十五屆澳門青年音樂比賽 5C 朱敏之
二十世紀鋼琴作品

(中級組 )  第一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十五屆香港管弦及敲擊樂

小小演奏家大賽

5C 李逸懿
長笛 (第三級 )

亞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6C 張悉橋

聲樂獨唱（英文）

13歲或以下 –
男童聲或女童聲 冠軍

5C 朱敏之 七級鋼琴獨奏 冠軍

3C 王濼恩 五級小提琴獨奏 亞軍

4C 黃沛瑜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3C 唐詠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2C 徐薇淇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1A 譚善尤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3B
Shum Athena 

Cheuk Wai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1A 劉星渝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2C 伍康晴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歌詠組

P.2-4

教堂合唱 – 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 9歲以下

季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8

6A 布婕
小學弦樂 (豎琴 )獨奏 –

中級組  金獎

5C 朱敏之
小學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金獎

4A 布妤
小學弦樂 (豎琴 )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3C 羅紫晴
小學中樂 (古箏 )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管弦樂團

P.2-6
管弦樂團 (小學組 ) 銀獎

手鐘

P.1-6
手鐘 (小學組 ) 銅獎

2018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2C 張穎恩 兒童初級組一等獎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第四屆國際公開鋼琴大賽
1C 涂子晴 二級組亞軍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6A 劉倬彤 五級組銀獎

韓國亞洲音樂藝術家大賽 (釜山 ) 2018 1C 林渲沂
三級鋼琴組 (第三名 )
初級組 (金獎 )

體育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港島榮譽童軍會 「港島 2018大潭三塘跑」跑步比賽

主席盃幼童軍女子組  2000米 3B 林昕潼 冠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2017 Aquathon Series – Race 2

女子 (2006年 ) 6C 潘天宥 亞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2018年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1

2009年女子組 3B 林昕潼 季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17-18)

女子團體丙組 第四名

女子丙組 ─ 4 X 100米接力

4B 林凱欣

第五名
4C 蔡靖淳

4C 李海寧

4C 黃珮瑜

女子丙組 ─ 跳遠 4C 姚祉琳 第四名

女子丙組 ─ 60米 4B 林凱欣 第五名

女子甲組 ─ 200米 6C 潘天宥 第五名

2017香港野外定向會  沿徑定向賽

初級學生組 6B 何瑋頤 亞軍

國際舞蹈聯會  世界兒童青少年公開賽

Solo Cha Cha Cha 4B 朱洛瑤 金獎

會長杯  世界兒童青少年公開賽

Solo Rumba 4B 朱洛瑤 銅獎

舞蹈世界盃 (亞洲盃 )2018大賽

Children Small Group Modern 5C 鄧睿 金獎

2018廣州市劍擊公開賽

個人賽 3B 李欣妮 亞軍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6C 潘天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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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7-2018年度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徒手項目 (預備級 中級組 ) 4C 姚祉琳 第五名

2018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6C 伍曉澄

最配合主題大賽 (銀獎 )

6C 林倬葶

5B 黃凌雨

4B 朱芸慧

4C 劉可悠

4C 樓書婷

3A 劉佳欣

3A 徐超賢

3B 葉安翹

3C 張詠甄

3C 唐  詠

2C 陳子琪

1B 鄧皓兒

1C 林逴桐

1C 李以臻

第十九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 1-3年級組 套拳賽 2C 顏曉晴 冠軍

女子小學高級帶 1-3年級組 速度賽 2C 顏曉晴 亞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17-18)

女子團體甲組 第六名

女甲 4X50米自由泳接力

6B 李諾施

第四名
6C 潘天宥

6C 羅文希

4B 陳茵彤

女甲 50米自由泳 4B 陳茵彤 第四名

女甲 100米自由泳 4B 陳茵彤 第七名

女甲 50米自由泳 6C 潘天宥 第八名

聯校滑浪風帆比賽

女子兒童組 3B 繆穗希 亞軍

視藝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燦爛孩子盃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7
6B 李諾施 兒童 B組 西洋畫 冠軍

3A 李凱晴 兒童 A組 西洋畫 銅獎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第六屆徐悲鴻盃香港區
3C 丘鎧澄 初小組 一等獎

2017「活現真我」繪畫比賽 (亞太區 ) 5B 林熙然 少年組 二等獎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7年度 分齡比賽

6B 李諾施 西洋畫 (第八組 ) 二等獎

3A 李凱晴 西洋畫 (第五組 ) 二等獎

第 22屆
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3C 丘鎧澄 兒童組 二等獎

第六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7(環保袋設計 )

6B 李諾施 中童組 亞軍

3A 李凱晴 創作大獎

香港海外文化中心

創意無限德國作品展
3A 李凱晴 銀獎

新亞中學 45周年校慶
小學書法暨填色比賽

6C 蔡懿嫺 亞軍

6B 崔梓澄 季軍

「逃生秘笈。7X7」填色比賽 3C 王詩雅 季軍

牽手童行 學習困難兒童跨代照顧支援計劃
三代同樂‧利是封設計及填色比賽

6B 李諾施 小學組 季軍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8

1A 文心如 兒童組  評審團冠軍

1A 文心如 兒童組 金獎

2C 王澄欣 兒童組 銀獎

小紅熊節日童歡樂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8
2A 甘家熙 兒童組 銅獎

暖暖我家地毯設計比賽 2018
C組 (7-9歲 )

3A 李凱晴 金獎

我家愛寵  全港繪畫比賽 3A 李凱晴 初級組 銀星

培道 X Barbie
第三屆旗袍設計 (全港小學 )邀請賽 2018

6C 梁善桐 亞軍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3C 羅紫晴 少年組 三等獎

香港體藝兒童發展會

兒童繪畫大賽
3A 李寶琦 金獎

小關愛‧大祝福

生命有愛全港繪畫比賽
3A 李寶琦 初級組 金星獎

GO!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2018 3A 李寶琦 紙藝拼貼畫 P.3-4組 季軍

宗教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2018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望德獎

 (四旬愛心學校獎項 )

童軍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香港童軍總會

2018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九龍第 80旅

幼童軍團銀獎

小童軍團銅獎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區總監盃錦標賽 2018
九龍第 80旅

儀式組 –亞軍
花式組 –亞軍
花式組 –總亞軍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幼童軍填色比賽

「長幼樂融融」

6C 張悉橋 冠軍

6B 崔梓澄 亞軍

6A 吳凱玲 最佳構圖獎

5A 黃子珊

最佳色彩運用獎
4A 劉嘉晴

4C 張文曦

4C 楊芷晴

4B 盧子晴

最佳創意獎
4B 潘旻萱

4C 陳愷盈

4C 胡紫柔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小童軍填色比賽

「長幼樂融融」

3A 李寶琦 冠軍

3A 陳焯瑤

最佳構圖獎2B 時穎璿

2C 溫浠婷

2A 張心紀
最佳創意獎

1B 陳睿澄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地域 50周年金禧陸運會

5A 劉沛妍 50米分組賽 –冠軍

5A 黃子珊 50米分組賽 –亞軍

4B 張文曦 50米分組賽 –亞軍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8 6A 陳麗薇 隊伍優秀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
金獎

健康校園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 53屆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5B 黃凌雨
D組 (8-9歲 )
健康比賽總冠軍

資訊科技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六屆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
最高回收

人均比例獎冠軍

其他獎項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7-2018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6C 陳愈忻 小學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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