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能培養珍惜身
邊事物的態度，並從

小養成感恩的心，學
習如何保護美麗的大

自然及為校園增添
美麗的花草樹
木。

T o  c e l e b r a t e 
o u r  s c h o o l ' s  2 5 t h 
Anniversary, the Inter-
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to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give thanks and 
t reasure  what  they have. 
Students  are ab le  to  use 

appropr ia te  phrases and 
adjectives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heir feelings 
and to treasure what 

they have in their 
writing.

三年級學生運用 3D
筆在小蛋糕上繪製不同

的立體圖案，設計
出色彩繽紛的立體

小蛋糕 , 以表達對
學校的愛及銀
禧 校 慶 的
心情。

視 藝 科

心意卡設計比賽

每逢佳節倍感恩－
投稿活動

中 文 科

感恩種子的成長歷程
施肥、灌溉篇 

感恩 ‧ 愛校園－
作文比賽

常 識 科

English

4A 馬詠歡冠

‧
跨學科課程主題：

透過不同的學科，從知識、技能、
態度三方面培養學生常存感恩之
心，讓學生運用不同媒介表達

感恩的情意，並通過實踐讓
學生學會及懂得感恩。

音 樂 科

心意卡填色比賽

2A  倪進冠

學生能以新詩為體裁，結
合不同的修辭技巧，如暗喻、

排比、擬人等，創作以「感
恩 ‧ 愛校園」為主題的新

詩，抒發感恩的情懷。

學生能統計同
學 喜 愛 的 校 園 設

施、科目等的數據，
運用象形圖、方塊圖或

棒形圖，作出分類並進行
闡釋，提升學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

學 生 能 以 歌
聲， 憑 歌 寄
意，傳揚感
恩 的 情

意。

低年級學生
能純熟運用小畫

家完成心意卡填色，
高年級學生能以繪圖軟

件設計心意卡，一同向師
長致敬。

數 學 科

電 腦 科

學生能以富有感情、準確
的聲韻及清晰的聲線朗讀中
文科「感恩 ‧ 愛校園」的新
詩優秀作品。

普 通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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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把服務學習融入學校的生
活中，經歷執行、反思和評估的

過程，提升自信心、同理心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在成長的

過程中，有更正面和敢於承
擔責任的態度。

服務愛校園

感恩 愛校園‧
感恩種子的成長歷程
施肥、灌溉篇 

本校的公益少年團團
員， 秉 承 關 心 社 會、 熱

心公益事務、樂於服務的宗
旨，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校內

外服務活動。團員在參與活動的
過程中，透過接觸不同階層和能力

的人，除了能夠充分體現協作和溝
通的技巧外，更能建構「關愛感恩、
服務社羣」的正面價值觀、提升個
人和公民責任感，使他們對社區

更投入、更關注，從而更積
極面對人生。

服務愛社群

團員與家長
參加了由靈實長者

地區服務舉辦的「厚德
鄰里守望關懷探訪」活

動，探訪區內的獨居長者，
藉此了解不同階層的生活
情況，實踐「助人自
助」的關愛精神。

獨居長者親子探訪

透過親子
共融的活動，

接觸不同階層、不
同需要的人，使團員
更能接受不同文化的差
異及個別差異、藉此提
升個人、社會及公民責任
感，使他們對社區更投
入、更關注，從而提
升德育及公民素

質。

親子共融活動

團員透過參與延續
性的社區服務活動，與長者

做運動、玩遊戲等，培養積極
參與社區事務的熱誠和關懷
外，更能增進人際相處及
合作的技巧。

「感恩種子」於小息時
段於「感恩加油站」當
值，以推廣感恩
文化。

「
我

們
的

老
友

記之旅」探訪長者中心



「感恩種子」於
校內協助「彩色
感恩樹活動週」
進行，同學們積
極參與當中的攤
位活動。

班主任編排班內同
學 每 人 一 職， 參 與
班上不同的崗位及
職 責， 均 衡 參 與 班
內 各 項 服 務 活 動，
豐富同學的服務經
驗， 並 加 強 他 們 的
服務認知與信心。

一人一職

感恩種子帶領全
校同學進行宣誓
儀式，承諾積極
參與「彩色感恩
樹」活動。

協助老師
管理秩序

班長

安排同學
洗手及取餐

協助老師開啟電子教材
及調校投影機的焦點

午膳大使 IT 大使

為 配 合 校 本 輔 導 獎 勵 計 劃 之

「彩色感恩樹」活動，本校招

募了 21 位「感恩種子」協助

活動進行。透過宣誓活動及訓

練 學 習 如 何 向 同 學 宣 揚 感 恩

的精神、並在校內推廣感恩文

化。「 感 恩 種 子 」 在 整 學 年

裏，協助舉辦了「彩色感恩樹

活動週」、「感恩加油站」、

「愛家人」、「愛校園」及「愛

社群」等不同活動，從而發揚

感恩的心。

學懂感恩的人

更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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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貧窮人處境，

反思生活態度
「開餐喇」

親身經歷失去視力的困難與不便，領略健康視力的珍貴

蒙眼午餐

以行動向飢餓兒童表示關注
午餐大挑戰

體驗貧窮人的需要和感受
貧富一餐

惜福
為樂

祝願樹
為飢餓兒童
送上祝福 感

恩

飢饉
學堂

祝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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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愛校園‧感恩種子的成長歷程

施肥、灌溉篇 

感恩遍校園
培育學生習慣感恩的態度，
每一件自己擁有的東西都

絕對不是必然的，懂得感恩，
能使我們快樂地接受

每一天的事物。

為家人創作及送上心意卡，以表達珍惜家人陪伴的時光

感謝你同行

為家人、老師和學校職工
奉上一杯熱茶，表示敬意

奉茶活動

從心開始，

習慣感恩身邊人和事

天天感恩

用祝願卡表達對人和事感恩之心感恩牆

感
恩
許
願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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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謝辭環節，校長聯同學生一同向
歷任校長及不同持份者表達謝意。

感恩 愛校園‧

「感恩 ‧ 愛校
園」25 週年校慶匯演暨跨學

科主題展覽已於 4 月 28 日成功
舉行，學校十分榮幸邀得教育局
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蒞臨擔任
主禮嘉賓，並得多位歷任校長支
持，於典禮環節一起見證校友會

的成立，並跟全體來賓一起
欣賞同學們的精彩表演。

花開
當天節目十分豐富，匯演環節包
括以「感恩 ‧ 愛校園」為主題
的音樂劇及大匯演。音樂劇的小
演員來自小一至小六学生，他們
投入的演出，熟練的舞台技巧，
真難以相信他們都是初踏台板
呢！而整個話劇的大部分歌曲均
由本校音樂老師作曲及填詞，輕
快的旋律配以具意義的歌詞，有
效加強音樂劇的演出氣氛。除話
劇組外，還有十多個表演組別傾
力演出，包括小一、小二 Sing 
Along、英語話劇、合唱團、民
歌小組、中文集誦、少林功夫、
跆拳道、中國舞、花式跳繩、藝
術體操及大型舞組，同學們施展
渾身解數，演出時默契十足，具
高度的團隊精神，整個表演的節

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慧清
女士親臨本校擔任主禮嘉賓

來自小一及小二的中文集誦隊表
演獲獎的詩篇，感情豐富投入 

由管弦樂隊為 25 周年匯演展開序幕

主禮團及校友會幹事主持
校友會成立典禮

在話劇中，全校一心為保護
學校的「感恩樹」而努力

中文 話 劇 組
扮 演 園 藝 社 的
社 員 正 進 行 招

募 工 作

唱歌 小 組 演
唱由本 校 老師 創

作的《 感 恩 愛 校園》
及《 天天 感 恩 》，可
愛的面孔 給 觀 眾

留下深 刻的
印象

「感 恩‧愛
校園」音 樂 劇首

先由一年級 S i n g  
A l o n g 組開展，雖
是 初踏 舞台，表 現

有 板 有眼  

  感 恩 種 子 的 成 長 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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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跳繩及藝術體操的
Crossover 表演，充分體驗
同學的合作精神，十分精彩

大型歌舞為匯演掀起高潮

主禮團與所有表演生進行大謝幕

民族舞同學的舞姿活潑可愛

結 果
奏緊湊，可謂絕無冷場。至於未
有參與演出的 165 名學生，獲安
排參與拍攝「TKO 愉快校園生
活」的短片製作，並於當天播放。
此外，90 多位來自小三至小六
的學生大使在二樓的展覽區為來
賓介紹展品，與來賓分享同學們
在日常學習的成果，包括「感
恩 ‧ 愛校園」跨學科主題學習、

兩 文 三 語、
STEAM 教育、境外交流學
習及英語布偶劇表演。

匯演及展覽能成功舉行，實有賴
各持份者上下一心的參與及付
出，除老師及導師的悉心安排及
訓練外，亦感謝家長們對孩子的
全力支持及鼓勵，然而最重要的
是全校學生的積極投入參與，從
來賓及家長在台下報以熱烈的掌
聲、燦爛的笑容及掛在學校大堂
感恩樹上的感恩卡，可清
晰顯示學生持續努力學
習的成果充份得到大家
的認同，同時見證我們
「感恩·愛校園」的種
子開花結果的美好時刻。

少林功夫及跆拳道同學
同台演出，大家互相切
磋拳術，真是旗鼓相當

學生大使詳細為來賓
介紹學生的作品 

來實十分欣賞
同學的熱情招待

合唱團的歌 聲 悠 揚 悅耳，觀 眾 都陶醉 其中

民歌小組演唱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歌聲繞樑三日

英文話劇組
的出現，打亂
園藝社的招募

計劃

  感 恩 種 子 的 成 長 歷 程

二年級
Sing Along 組
合作演繹小息時

的快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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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學校大合照

陜西省西安市，是我國漢唐盛世的古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要回
望歷史的足跡，要了解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實地到西安考察交流，
可說是最方便的法門。

我校聯同海壩街官立小學及香港南區官立小學主辦「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
路小學陜西之旅」，帶領百多名官立小學師生於 3 月 14 日至 18 日到西安
進行歷史文化考察及交流活動。

    第一天
參觀鐘樓及鼓樓，其建築之古樸宏偉，已經令同學大開眼界。

    第二天
同學精神抖擻地前往西北大學附屬小學進行交流活動。在一場莊嚴而隆重
的升國旗儀式後，百多位香港一起唱出《龍的傳人》。同學隨後分為四組，
分別到不同的課室進行課堂體驗活動，有人繪製馬勺，有人造泥塑，有人
試習篆刻，更有人學習京劇，令同學見識了西北傳統文化，也管窺了中華
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三天
同學在東韓村向農民藝術家學習有趣的剪紙藝術。在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
透過 3D 電影的輔助，了解漢唐盛世及長安城。同學更有機會在大明宮考
古探索中心，親身模擬考古發掘的艱辛與神奇。黃昏時份，同學踏足已有 
600 多年歷史，我國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宏大的古城牆，為這座古建築的
宏大而讚嘆不已。

          第四及第五天
同學們前往一直最期待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參觀。遊覽過後，
同學均認為這個世界第八大奇蹟名不虛傳。隨後參觀的陝西歷
史博物館、大慈恩寺、大雁塔和漢陽陵，無一不令同學從國寶
文物中，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精妙偉大。
這次行程是豐富而多采的，同學對中國歷史及文化、對西安當
地古文物、對內地學生的學習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認識均有

所 提 升。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同學要進一步認識國家最新的發展，
要 增 加 對國家現今提倡的「一帶一路」國策的認同，這次西安旅程只
是 一 個 起點，更多的探索旅程，等待同學在往後的日子再邁開腳步。與國內同學一起上視藝

挖掘出寶藏了

在大明宮考古探索中心
模擬考古探秘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
小學陝西之旅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
小學陝西之旅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
小學陝西之旅

第一天第一天

第三天

第三天第三天

第二天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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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鐘鼓樓前合照

將軍澳官立小學同學與葉校長
在漢陽陵前同穿漢服，

學習傳統禮儀

在回民街考察回族的生活文化

第一天第一天

在東韓村體驗農民藝術
第三天第三天

在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上
遙想當年盛世

第三天第三天

與國內同學一起學習篆刻
第二天第二天

在大雁塔前留影

明清古城牆上合照，特別有氣勢

第四及第五天第四及第五天

第四及第五天第四及第五天

第四及
第五天第四及第五天

第三天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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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為期兩年的「塑膠資源教育 -3Rs 和 3Cs 計劃」，是次計劃為
期兩年。計劃目標是希望能透過一系列的塑膠教育活動，促進學生對塑膠資源的認識，並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 3Rs（減廢、重用、再造）&3Cs（清潔、分類、壓縮），從而減輕香港固體廢物
問題，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香港教育大學
「塑膠資源教育 -3Rs 和 3Cs 計劃」

本校亦參加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舉辦的「將可持
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的三年計劃。該計劃提供漸
進式的學習歷程，採用「全校參與」形式。一至六年級
的核心教育活動已分別於一月二十四日及一月二十九日
順利舉行。

  動物嘉年
華

一年級

二年級   大自然之旅

三
年

級
  步

走家族

  
  六

年級  我是主人翁五年級    3.9 個地
球

四

年
級   資源獎門人

考察「資源回收分類中心」及參加「海岸清潔」活動

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將可持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

全年環保教育課程 塑膠資源計劃 3Rs and 3Cs 
聯校同樂日

文具捐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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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得開心環保大使、
公民大使及幼童軍
一同到維多利亞公
園 賞 花， 認 識 了 不
少花卉品種及特性。

環保活動 今年學校推出了一系
列配合環保及低碳生
活的活動。

各優秀盆栽已於 6/3 至 9/3 期間於感恩牆前作公開
展覽，讓全校師生共賞。

公民大使及綠得開心環保大使一
同到常寧遊樂場參與由土木工程
拓展署舉辦的「社區植樹活
動」。同學們共同
努力為將軍澳區種
植了幾十棵比利時
杜鵑。

本校參與廉政公署之「親親太陽」計劃，
在舊 CD 畫上一幅有關「誠信」的圖畫，
拼湊成精美的藝術品。

本校甄選學生參與環境運
動委員會及港鐵合辦的
「揼少啲、慳多啲」
海 報 設 計 比 賽，
參賽作品充分反
映 學 生 對 減 廢 的
意念。

綠得開心環保大使為本校的環保歌曲《低
碳生活》努力製作音樂特輯，各大使表現
專業，活像真實的演員！

港鐵公司學界環保獎勵計劃
海報設計參賽作品 舊光碟升級再造

香港花卉展覽

再生紙製作工作坊「社區植樹活動」

一人一花及校園香草種植計劃

拍攝環保歌曲音樂特輯

綠 得 開 心 環
保 大 使 於 集
會 時 製 作 環
保 再 生 紙，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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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認識紙張的特性，探究紙
張的形狀與承托力的關係，設計一
道能承托最多彈珠的紙橋。

二年級   神奇的紙橋

學生利用磁石吸攝的科學原理，
製作一台升旗的小模型，進行升
旗活動。

一年級   國旗升起來

不同的
常用
物料

磁石的
特性

科學教育
Technology

搜尋
資訊

升旗
裝置

量度 長度

工程教育
Engineering

科學教育
Science

數學教育
Maths

學生透過認識空氣阻力的原理，探
究影響物件下降速度的因素，設計
一個能夠讓雞蛋軟着陸的降落傘。

三年級  環保降落傘

科學教育
Technology

長度 面積

工程教育
Engineering

科學教育
Science

數學教育
Maths

萬有
引力

空氣
阻力

降落傘
的原理

降落傘
的結構

物料的
選擇

科學教育
Technology

工程教育
Engineering

科學教育
Science

數學教育
Maths

分數數量長度與
闊度

橋的建
築結構

模型設計
及製作

物料的
特性

靜力學
紙張的
形狀與
承托力

綜合科學探究日S 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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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引發學生對日常生活中科學與科技的興趣，本校於 1 月 30 日舉行了「STEM 綜合
科學探究日」，當日各級學生分別透過參與不同的「手腦並用」科技探究活動，不但建
構學生的科學概念，也提升他們的溝通、協作、解難和思辨能力，推動創新精神。

學生應用閉合電路讓螺旋槳運行，
設計及製作一艘外形獨特，並以最
短時間航行到終點的「環保電動
船」。

五年級  環保電動船

科學教育
Technology

重量和
體積 小數

工程教育
Engineering

科學教育
Science

數學教育
Maths

閉合
電路

作用及
反作用力

水的浮力
及密度

3D 繪圖 船隻
結構

模型設計
及製作

學生認識不同的營養素測試方法，了
解蛋白質的一些特性，並嘗試從食物
中抽取蛋白質，以科學化的方法來解
決困難。

四年級  食物的科學

分數容量 /
重量

體重

橋的建
築結構

模型設計
及製作

物料的
特性

靜力學

根據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原理，學生利用簡
單的物料，設計及製作氣球穿梭機，使它前
進得最遠。

六年級  氣球穿梭機

科學教育
Technology

工程教育
Engineering

科學教育
Science

數學教育
Maths

容量 /
重量

體重

蛋白質 化學
變化

成份
提取

物理
變化

食物
製造

食品
工業

食品
工程

長方體
體積

科學教育
Technology

工程教育
Engineering

科學教育
Science

數學教育
Maths直徑距離立體

圖形

模型設計
及製作

火箭的
結構

火箭升空
的原理

物料的
選擇

作用力與
反作用力

摩擦力
空氣的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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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sharing

Reading books is like a journey. It enriches our knowledge about 
nature, hirstory,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This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us.

To arouse pupils’ interest in reading, English Reading Day was held 
on 31st January, 2018. Pleasurabl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by the NETs.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activities enthusiastically. Besides, 
they chose a book that interested them and brought back to school to enjoy 
silent reading in their classroom. They also finished a book report about their 
favorite book. A Certificate of Merit was given to the best book report of each 
class. 

English Reading Day

Pleasurable reading activities

寓學於樂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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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

我們是合唱團的新成
員。比賽前，我們加緊練

習，一開始也覺得頗辛苦，但
學會了放鬆去唱歌，便能做得到
了。結果我們有傑出的表現，並得
到評判的讚許。我們越來越喜歡唱
歌了！老師，謝謝你甄選我們參

加合唱團！

,,

,,3A  馮文軒
3B   張佩淇  陳語萱

很 高 興 加 入 了 合 唱
團。我們常常要提早上學，

在課前練習。老師要我們用「隱
形腳、雞蛋手」的姿態站好，然後練

習呼吸和唱歌。練習雖辛苦，但也有
不少歡樂的時刻。記得有一次，老師扮
作豬的樣子，逗我們笑着唱歌呢！
我們能在比賽得到季軍，肯定是大

家努力的學習的成果了！

,,

,,
2A  陳思因 我負責唱二音，我

們要付出比別人多的時
間練習，每天在家裏練習呼

吸，小息時老師也常常為我們
加強訓練。雖然過程辛苦，
但是結果在比賽中獲得評

判的賞識，我覺得很有
成就感。

,,

,,
3C  吳天月

合唱團團員為二、三年級同學，除了課外活動時段外，他們逢星期
二、四早上會進行加強訓練。本年度合唱團參加了第七十屆學校音
樂節小學合唱隊比賽（初級組），榮獲季軍的佳績。

我很榮幸能加入合
唱團， 這 一 年 唱的自選

曲高音部分很難唱，老師只
選了其中五位同學負責唱最
高聲部，我很感恩自己是其中
一個，因此無論練習有多勞

累，我也會堅持，報答
老師的厚望。

,,

,,
3D 李立

我在合唱時常常走
音和不夠氣。在老師指導

後，我堅持努力練習，終於改
善了。
在比賽那天，同學的心情都很緊
張。但大家都盡力表演，結果

我們獲得了季軍 , 大家都興
高采烈地歡呼！

,,

,,
3A  林上哲

光輝背後
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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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nglish Drama team has worked very hard this 
year.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making the play ‘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Dinosaur Bone’ a success. They won many awards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18.  

Congratulations to TKOGPS Puppetry Theatre 
for getting 2nd place in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had a lot of fun 
using the puppets and creating different voices for 
each character. They learned many techniques such 
as: positioning, voice selection, eye contact and how 
to enter and exit a scene. The Puppetry Theatre has 
enhanced students’ confidence to speak in English 
and encouraged creativity while having fu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18

Puppetry Theatre

•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 Ms Denning
•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Joey Zheng, 
 Henri Auriac, Thomas Leung, Anson Lo, Morris Chan
•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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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隊是由 13 位四至六年級的學
生組成，逢星期五於課外活動時段
排練，透過英語民歌學習唱歌技
巧。同學們參加了「聯校音樂大賽
2018 — 小組合唱」，獲得銀獎。

民歌隊

同學們參加了「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組合唱」，並獲得銀獎

同學們為 25 周年校慶匯演的音樂
演出進行錄音

學生在比賽前先參加工作坊，認識水底機
械人的基本運作原理，運用阿基米德定律
計算浮力，然後動手組裝機械人，並即時
進行測試。

水底機械人大賽
2018

學生在初賽中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共議解決難
題的方案，再動手改裝
機械人，以完成指定任
務，終取得進入決賽的
一席位。

決賽中，學生從實踐中學
習，仔細思考問題，繼而
優化機械人設計，並策略
性 地 為 不 同 任 務 排 出 優
次，最終不負眾望，獲頒
發「銀章級」成績。

5A  鄧詠桐

5A  蔡靖遙

同學表達參加民歌隊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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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 4 月 23 日「世界閱讀日」推
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我
的 圖 書 館 」 為 主 題， 主 辦 2018 年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初
小組的學生以「圖書館的一角」為主
題設計一張心意咭，送給最喜愛的一
間圖書館。欣喜我校 3B 班譚煜曦同
學所創作的作品出色，獲頒優勝獎。

3B 班譚煜曦同學的作品「大自然中的圖書館」

香港教育大學可持
續發展教育中心邀請
我 校 的 學 生 設 計 具 創
意的塑膠分類回收箱，
向 大 眾 推 廣 塑 膠 分 類
回 收 的 概 念 和 實 踐。
經校內老師進行評選，
選 出 校 內 作 品 中 的 冠
軍、 亞軍和季軍。

季軍 1B 鍾寶瑤

季軍 4A 郭雅怡

譚煜曦同學的得獎作品會在香港公共圖書館作巡迴展覽

冠軍  3A 傅煒晴 亞軍 1D 鄭凱淇

冠軍 5A 周卓筠 亞軍 4B 張宜盈

校內塑膠分類回收箱
設計比賽 2018

低小

高小

世界閱讀日

各主禮嘉賓與各得獎學生合照共同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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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逸洋—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獎
6A 陳曉涓—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銀獎
5A 游皓鈜—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銅獎

第 15 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二零一七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界別卓越獎 - 小學組」優異獎

「環保新一代 — 
綠色學校嘉許大行動嘉許狀」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小學組）優異獎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2017-2018

2017-2018 環保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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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獨誦

季軍 5A 許曉晴

優良

1A 陳洛瑤 1B 區若霖 1C 梁亦芊 1D 馬思琪
1E 梁家晴 2A 陳鉦謙 2A 黎婧慇 2A 孔嘉瑤
2A 周禮庸 2B 區寶文 3A 劉穎潼 3A 許詠欣
3B 葉文瑤 3B 鄺芊豫 3D 譚晞彤 3D 馬崇倫
4A 黎榮譽 4A 嚴珮嘉 4A 朱康晴 4B 梁梓豪
4C 謝思晨 4D 吳汶錡 4D 陳語晴 5A 游皓鈜
5A 羅世安 5A 許佩嘉 5B 石鑫泳 5D 謝樂怡
5D 陳卓言 6A 丘耀基 6A 黎尚泓 6B 翁子羚

良好
1C 胡瑞恩 1D 黃可怡 2A 蘇樂泳 2B 朱子悅
2E 姚心怡 3C 陳子鑫 4E 張俊朗 6A 楊勰馨
6A 戴舜翹 6A 陳曉涓 6B 李瑩瑩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集誦 亞軍

1A 陳洛瑤 1A 周烯彤 1B 區若霖 1B 蔡楷軒
1B 彭馨兒 1B 王亭懿 1C 郭彥一 1D 趙之立
1E 梁家晴 1E 楊靜怡 2A 周禮庸 2A 陳鉦謙
2A 陳思因 2A 陳宇全 2A 陳敬軒 2A 何瑜
2A 孔嘉瑤 2A 洪玲瓏 2A 黎婧慇 2A 雷皓程
2A 毛易晞 2A 潘海晴 2A 蘇樂泳 2A 田以心
2A 田仲承 2A 王卓言 2A 黃卓然 2A 楊柏皓
2A 閆治臻 2B 區寶文 2B 陳維懿 2B 張鈞誠
2B 朱子悅 2B 何卓鴻 2B 韓婷婷 2B 劉衍廷
2B 李希婷 2B 李宛融 2C 趙家儀 2C 馮止妍
2D 李柏奇 2D 吳曉晴 2D 徐阡汶 2D 王子熙
2D 翁煒竣 2E 鄭靖薴 2E 張皓傑 2E 蔡曉慧
2E 楊政譽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7/2018)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 菁英銅獎 6A 鄧杰烽

西貢區單車及道路安全推廣活動 2017/18 書法比賽 優異獎 6D 王鍶鍶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17-18「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4A 褚硯清 4A 羅洛意 4A 梁子銘 4A 黎榮譽

公益少年團徵文比賽 ( 小學組 ) 冠軍 6A 陳翠蔆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亞軍 1A 周烯彤 2A 洪玲瓏
季軍 5A 許佩嘉

優良

1A 梁曉欣 1A 廖穎茼 2A 蘇樂泳 2B 孫碧欣
3A 傅煒晴 3A 羅雅慧 3B 胡俊樺 3E 黃柏曦
4A 莫穎彤 4A 梁子銘 4A 褚硯清 4B 馮鍁鍁
4E 黎雅瀅 5A 潘貞瑩 5A 莊一羲 5A 林鈺城
6A 陳曉涓 6A 戴舜翹 6B 譚詠賢

Picturing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2017 The Best Performance 6C 陳可澄 6C 朱泯錡
My25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The Best Performance 5A 林鈺城 6A 戴舜翹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18

Outstanding Performer
4A 周貫乘 4B 梁皓維 5A 羅世安 6A 陳祉晴
6A 鄭陳溶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Commendable

&
Overall Performance 

3A 許詠欣 3B 鄺芊豫 4A 周貫乘 4A 嚴珮嘉
4B 梁皓維 4C 郭睎童 5A 李洛言 5A 羅世安
5B 梁詠稀 5B 石浩欣 6A 陳曉涓 6A 陳祉晴
6A 鄭紫晴 6A 劉裕寧 6A 丘耀基 6A 鄭陳溶
6B 胡卓姸 6B 翁子羚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3B 鄺芊豫 4A 嚴珮嘉 5A 李洛言 5B 梁詠稀
6A 陳曉涓 6A 鄭紫晴 6A 劉裕寧 6A 丘耀基

“Story on Stage” 2017-2018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econd Prize

5A 莊一羲 5A 周卓筠 5A 許曉晴 5A 許佩嘉
5A 潘朗翹 5B 何采蘊 5B 冼韋衡

校外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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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獨誦

季軍 5A 許曉晴

優良

1A 陳洛瑤 1B 區若霖 1C 梁亦芊 1D 馬思琪
1E 梁家晴 2A 陳鉦謙 2A 黎婧慇 2A 孔嘉瑤
2A 周禮庸 2B 區寶文 3A 劉穎潼 3A 許詠欣
3B 葉文瑤 3B 鄺芊豫 3D 譚晞彤 3D 馬崇倫
4A 黎榮譽 4A 嚴珮嘉 4A 朱康晴 4B 梁梓豪
4C 謝思晨 4D 吳汶錡 4D 陳語晴 5A 游皓鈜
5A 羅世安 5A 許佩嘉 5B 石鑫泳 5D 謝樂怡
5D 陳卓言 6A 丘耀基 6A 黎尚泓 6B 翁子羚

良好
1C 胡瑞恩 1D 黃可怡 2A 蘇樂泳 2B 朱子悅
2E 姚心怡 3C 陳子鑫 4E 張俊朗 6A 楊勰馨
6A 戴舜翹 6A 陳曉涓 6B 李瑩瑩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集誦 亞軍

1A 陳洛瑤 1A 周烯彤 1B 區若霖 1B 蔡楷軒
1B 彭馨兒 1B 王亭懿 1C 郭彥一 1D 趙之立
1E 梁家晴 1E 楊靜怡 2A 周禮庸 2A 陳鉦謙
2A 陳思因 2A 陳宇全 2A 陳敬軒 2A 何瑜
2A 孔嘉瑤 2A 洪玲瓏 2A 黎婧慇 2A 雷皓程
2A 毛易晞 2A 潘海晴 2A 蘇樂泳 2A 田以心
2A 田仲承 2A 王卓言 2A 黃卓然 2A 楊柏皓
2A 閆治臻 2B 區寶文 2B 陳維懿 2B 張鈞誠
2B 朱子悅 2B 何卓鴻 2B 韓婷婷 2B 劉衍廷
2B 李希婷 2B 李宛融 2C 趙家儀 2C 馮止妍
2D 李柏奇 2D 吳曉晴 2D 徐阡汶 2D 王子熙
2D 翁煒竣 2E 鄭靖薴 2E 張皓傑 2E 蔡曉慧
2E 楊政譽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7/2018)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 菁英銅獎 6A 鄧杰烽

西貢區單車及道路安全推廣活動 2017/18 書法比賽 優異獎 6D 王鍶鍶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17-18「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4A 褚硯清 4A 羅洛意 4A 梁子銘 4A 黎榮譽

公益少年團徵文比賽 ( 小學組 ) 冠軍 6A 陳翠蔆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亞軍 1A 周烯彤 2A 洪玲瓏
季軍 5A 許佩嘉

優良

1A 梁曉欣 1A 廖穎茼 2A 蘇樂泳 2B 孫碧欣
3A 傅煒晴 3A 羅雅慧 3B 胡俊樺 3E 黃柏曦
4A 莫穎彤 4A 梁子銘 4A 褚硯清 4B 馮鍁鍁
4E 黎雅瀅 5A 潘貞瑩 5A 莊一羲 5A 林鈺城
6A 陳曉涓 6A 戴舜翹 6B 譚詠賢

Picturing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2017 The Best Performance 6C 陳可澄 6C 朱泯錡
My25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The Best Performance 5A 林鈺城 6A 戴舜翹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18

Outstanding Performer
4A 周貫乘 4B 梁皓維 5A 羅世安 6A 陳祉晴
6A 鄭陳溶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Commendable

&
Overall Performance 

3A 許詠欣 3B 鄺芊豫 4A 周貫乘 4A 嚴珮嘉
4B 梁皓維 4C 郭睎童 5A 李洛言 5A 羅世安
5B 梁詠稀 5B 石浩欣 6A 陳曉涓 6A 陳祉晴
6A 鄭紫晴 6A 劉裕寧 6A 丘耀基 6A 鄭陳溶
6B 胡卓姸 6B 翁子羚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3B 鄺芊豫 4A 嚴珮嘉 5A 李洛言 5B 梁詠稀
6A 陳曉涓 6A 鄭紫晴 6A 劉裕寧 6A 丘耀基

“Story on Stage” 2017-2018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econd Prize

5A 莊一羲 5A 周卓筠 5A 許曉晴 5A 許佩嘉
5A 潘朗翹 5B 何采蘊 5B 冼韋衡

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Asia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Junior Primary Division 
Best Writer - Merit 1C 蔡承叡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優良

1A 陳海杰 1C 程泓銘 2A 陳敬軒 2A 閆治臻

2B 黃嘉恒 3A 陳灝軒 3B 胡俊樺 3B 胡俊樺

3B 陳語萱 4A 鄭依雯 4A 陳靈筠 5A 鄧泳桐

5A 許曉晴 5A 陳逸洋 5B 謝欣彤 6A 楊勰馨

6B 程琬珈 4C 謝思晨

良好 5A 柳佩君 6D 蔡鎧瀅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8 優異獎 2A 陳鉦謙

第十三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散文中小組 散文中小組二等獎 4D 蔡子樂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優勝獎 3B 譚煜曦

2018 優數盃國際數學大賽選拔賽

一等獎 1D 何璟謙

二等獎 6A 潘紹瑋

三等獎 2A 陳俊穎 5B 陳家榮 6B 胡卓妍

第三名 ( 心算 ) 6B 胡卓妍

第十二屆西貢區小學數理遊蹤比賽 季軍 5A 游皓鈜 5A 陳逸洋 5A 蔡靖遙 5A 楊德聖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3A 劉紫瑩 3A 林上哲 5A 楊德聖

二等獎
3A 吳柏澄 3A 陳建圖 3B 包浩謙 3B 蘇柏源

4A 馬詠歡 5A 游皓鈜 6A 楊勰馨

三等獎

2A 倪進 2A 陳俊穎 2A 楊晞哲 2A 蘇樂泳

2A 孔嘉瑤 3A 王鉅翔 3A 馮文軒 3A 羅雅慧

3A 周浩霆 3B 陳裕 3C 張哲嘉 3C 利煒豐

3D 李立 4A 高欣傑 4A 黃逸朗 4A 陳逸芹

4B 張哲鋮 4B 馮鍁鍁 4B 廖紹定 4C 蕭子健

5A 何卓勳 5A 許曉晴 5A 陳逸洋 5A 周卓均

5B 黃聰慧 5B 冼韋衡 6A 陳翠蔆 6A 潘紹瑋

2018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進階選拔賽

一等獎 4A 馬詠歡 5A 楊德聖

二等獎 5A 游皓鈜

三等獎
2A 陳俊穎 3A 陳建圖 3A 王鉅翔 3B 蘇柏源

4A 黃逸朗 5B 黃聰慧 6A 潘紹瑋

優異獎
3B 包浩謙 3B 陳裕 3C 利煒豐 4A 高欣傑

4B 馮鍁鍁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西貢區 ) 優良獎
5A 林鈺城 5A 成柏賢 5A 鄧泳桐 6A 陳翠蔆

6A 何政 6A 文俊皓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銀獎 5A 鄧泳桐 5A 楊德聖 6A 郭偉嵐 6A 楊勰馨

多元智能盃 2018

二等獎 3A 林上哲

三等獎
1A 陳洛瑤 2A 陳宇暉 2A 陳俊穎 3A 陳建圖

4B 馮鍁鍁 6A 楊勰馨 6A 郭偉嵐

優異獎
1C 呂佳東 1C 蔡承叡 3B 包浩謙 5A 楊德聖

6A 潘紹瑋 6B 胡卓妍

學校大獎 / / / /

2018 AIMO 港澳盃晉級賽

銀獎 1C 陳熙朗 2A 陳俊穎

銅獎
1B 梁珀軒 1D 黎艮洋 3A 陳建圖 3B 包浩謙

3B 黎艮峰 4B 馮鍁鍁 6A 楊勰馨 6B 胡卓妍

第六屆小學數學棋盤比賽

金獎 5A 楊德聖

銀獎 6A 鄧杰烽 6A 何政 6A 丘耀基

季軍 6A 黃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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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二等獎 6A 楊勰馨

數學競賽三等獎 6A 郭偉嵐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楊勰馨 6B 胡卓妍

總成績三等獎 6A 楊勰馨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 初賽

一等獎 3A 林上哲 5A 楊德聖 6A 楊勰馨

二等獎

1D 李晞彤 2A 陳俊穎 2A 陳宇暉 2A 黃卓然

2A 何瑜 2A 蘇樂泳 2B 李希婷 4B 馮鍁鍁

5A 陳逸洋 5A 游皓鈜 5B 林德源 6A 郭偉嵐

6A 潘紹瑋 6D 王鍶鍶

三等獎

2A 楊晞哲 3A 陳建圖 3A 王鉅翔 3A 陳灝軒

3A 周浩霆 3B 陳裕 3B 包浩謙 3B 張佩淇

3B 蘇柏源 3C 張哲嘉 4A 陳逸芹 4A 黃逸朗

4A 黎榮譽 4A 褚硯清 4A 馬詠歡 4A 梁子銘

4B 張哲鋮 4B 廖紹定 4C 蕭子健 5A 羅世安

5B 冼韋衡 5B 賴立相 5B 趙凱悠 5B 黃聰慧

6B 胡卓妍 6B 李瑩瑩 6B 歐憫澄 6B 劉愷燁

6D 林欣欣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8(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一等獎 3A 林上哲 4A 馬詠歡 5A 楊德聖

二等獎
1D 李晞彤 2A 陳俊穎 3B 包浩謙 3B 蘇柏源

6A 楊勰馨

三等獎

2B 李希婷 3A 陳建圖 3A 陳灝軒 3A 王鉅翔

3B 陳裕 4B 馮鍁鍁 4A 褚硯清 5A 游皓鈜

5A 羅世安 5B 林德源 5B 賴立相 5B 黃聰慧

5B 趙凱悠 6B 劉愷燁 6B 胡卓妍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二等獎 6A 鄧杰烽

三等獎 6A 潘紹瑋 6B 胡卓妍

2018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香港區）初賽

銅獎 1B 梁珀軒 6A 郭偉嵐

優異獎
1A 陳洛瑤 3A 陳建圖 3A 王鉅翔 4A 黃逸朗

6A 潘紹瑋 6B 胡卓妍

水底機械人大賽 銀章級
4A 朱康晴 5A 陳逸洋 5A 林鈺城 5A 潘貞瑩

5A 楊德聖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3A 羅雅慧 3E 尹意情

優良 1B 陳安瑩 2B 何卓鴻 3B 張佩淇 5B 陳樂殷

第二名 4D 劉莉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2A 黃卓然 4B 蘇子竣 6A 王芷澄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3A 傅煒晴

優良 4E 黎雅瀅 5D 王子璐 6A 黎尚泓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4A 朱康晴 4D 梁家樂

良好 6B 譚詠賢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3A 陳灝軒 4A 莫穎彤 6A 雲家茵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古箏獨奏初級 良好 4B 石仲恩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牧童笛獨奏 銀獎 5A 周家齊 6B 陳泓曆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小組 銀獎

4A 劉子麟 4A 羅洛意 4A 林珀賢 4A 馬詠歡

4B 蔣嘉慧 4B 張曉瑩 4E 洪曉晴 5A 陳成晉

5A 蔡靖遙 5A 鄧泳桐 5A 黃芊沂 6B 洪晟晉

6D 洪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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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中文歌曲 季軍

2A 陳鉦謙 2A 陳思因 2A 陳宇全 2A 陳敬軒
2A 洪玲瓏 2A 黎婧慇 2A 雷皓程 2A 毛易晞
2A 潘海晴 2A 蘇樂泳 2A 田以心 2A 閆治臻
2B 區寶文 2B 陳維懿 2B 張鈞誠 2B 朱子悅
2C 趙家儀 2C 馮止妍 2D 吳曉晴 2D 徐阡汶
2D 王子熙 2E 鄭靖薴 2E 張皓傑 3A 陳建圖
3A 陳子澄 3A 傅煒晴 3A 馮文軒 3A 胡宇濂
3A 許詠欣 3A 高熙婷 3A 林上哲 3A 劉穎潼
3A 羅雅慧 3A 梁熙桐 3A 吳柏澄 3A 曾柏颺
3B 陳裕 3B 陳語萱 3B 張佩淇 3B 郭銘熙

3B 劉子瑜 3B 吳芍誼 3B 胡俊樺 3B 阮恩琪
3C 陳子鑫 3C 伍倩瑩 3C 吳天月 3C 趙芷若
3D 鄺穎英 3D 李尚雯 3D 李立 3D 譚晞彤
3D 楊廷諭 3E 陳嘉澄 3E 尹意情 3E 楊俊禧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鋼琴高級組獨奏 銅獎 6B 陳泓曆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 6A 楊盛燊

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組單打 季軍 6C 陳思明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高靖宇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5A 高靖宇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 5A 許佩嘉 5A 高靖宇
西貢區田徑比賽 ( 女子丙組個人 ) 殿軍 4E 李枷萱

2018 年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女子 300 米
冠軍 6C 陳芷恩
殿軍 6C 姚培楠

2018 年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男子 300 米 亞軍 6C 洪曉南

2018 年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女子 500 米
冠軍 6C 姚培楠
亞軍 6C 陳芷恩
殿軍 6D 曾憕晴

2018 年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女子 4x300 米接力 冠軍 6A 鄭陳溶 6C 姚培楠 6C 陳芷恩 6D 曾憕晴
2018 年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男子 4x300 米接力 亞軍 6A 楊盛燊 6C 洪曉南 6C 許俊軒 6D 張嘉樂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

1D 馬思琪 1E 梁家晴 2A 黎婧慇 2B 陳蕊
2C 劉珈彤 3A 陳子澄 3A 許詠欣 3D 李尚雯
4A 陳靈筠 4B 鄭瑤 4B 蔣嘉慧 4B 石仲恩
4C 謝思晨 4E 麥善貽 5A 許曉晴 5B 趙凱悠
5B 梁詠稀 5B 石浩欣 5C 譚安琳 5D 潘詠晴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優異學生獎 4A 王樂怡 4C 廖莉莎
「環保 ‧ 健康 ‧ 將軍澳」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6B 李瑩瑩
「環保 ‧ 健康 ‧ 將軍澳」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1C 蔡承叡

2018 聯校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 優異獎 5A 周卓筠

濕地慈善環保行 ‧ 生態遊蹤 優異獎

3B 卓彤 3C 劉珮娜 3E 陳幸琳 3E 黃宝珠
4B 侯心悅 4C 謝思晨 5B 趙凱悠 5B 林德源
5B 羅善兒 5B 利迪文 5B 孫慧悅 5B 黃聰慧
6A 陳翠蔆 6A 李穎浧 6A 胡頲熙 6B 葉芷瑜
6D 林欣欣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17/18 嘉許

3A 羅雅慧 4A 朱康晴 4A 陳逸芹 4C 朱衍霖
5A 何文澤 5A 許佩嘉 5A 陳逸洋 5B 何采蘊
5B 林德源 5B 孫慧悅 5C 黃詠怡 5D 朱梓權
6A 王芷澄 6A 陳曉涓 6A 楊勰馨 6A 戴舜翹
6B 卓正要 6B 譚詠賢 6C 黃美婷 6D 林欣欣

校外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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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 25 周年銀禧校慶，學校舉辦「25 周年校慶徽章
親子設計比賽」。全校 648 位學生於 1 月 22 日至 24
日利用平板電腦舉行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電子投票，從
十個優異作品中選出「我最愛 25 周年校慶徽章」，結
果 4B 班蘇子竣同學的作品以最高票數成為「我最喜愛
的 25 周年校慶徽章」。

為加強家庭與學校的聯繫，增進家長及師生
間的感情，家長教師會於 2018 年 2 月 4 日
舉行一年一度的「親子同樂一天遊」，是次
活動得到各位家長踴躍的支持和參與。當天
大家浩浩蕩蕩從學校出發，前往大嶼山天壇
大 佛 參 觀， 然 後 到 寶 蓮 禪 寺 及 昂 坪 市 集 遊
覽，大家既可欣賞富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翹
簷迴廊，又可在廣場的旅遊景點和娛樂設施
盡享購物樂及拍照留念，更可一睹功夫雜耍
及粵劇等街頭表演項目。中午，大家在寶蓮

寺享用齋宴後，再往有「東方
威尼斯」之稱的大澳漁村，那
裏富水鄉風情之特色、密密麻
麻的棚屋、縱橫交錯的水道與
橋樑，也成為大家漫遊、攝影、
參觀的勝地。

本計劃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香
港迪士尼樂園全力贊助，目的是表揚一些常存
正面的價值觀及為別人帶來歡樂的學生。各得
獎者必須通過嚴格的甄選，包括服務時認真、
準時、積極投入、樂於助人、樂於分享、關心

老師和同學、熱心照顧學弟學妹等。本學年共
有 20 名同學獲獎，他們來自本校的制服團隊、
服 務 團 隊 及 科 組 大 使， 每 一 位 都 是 隊 中 的 典
範，各人均獲頒發嘉許証書及香港迪士尼樂園
門票兩張。

全 校 學 生 投 票 選 舉
我最喜愛的 25 周年校慶徽章

親子一天遊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2017/18

「我最愛 25 周年
校慶徽章」得獎學生
4B 蘇子竣

全校學生投票選舉「我最喜
愛的 25 週年校慶徽章」

大澳漁村感受那裏富水鄉風情之特色

於大嶼山寶蓮寺前的天壇

大佛拍照留念

大家於寶蓮寺享用精美的齋宴

美創建 好校園
家校同心

同學們正品嚐大澳的地道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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