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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年參加英國教育與
就業部、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
學測試」同學們成績優異 , 在數
學能力及解難分析獲優等獎。何
樂宏同學今年更於「2014 環亞
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五年級進
階賽獲冠軍，並於「第 40 屆全
港青年學藝比賽」2015 香港小
學數精英選拔賽獲計算競賽、數
學競賽及個人總成績一等獎。

書法班同學繼續秉承傳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本
年度除了在全港書法多項比賽取得優異成績，繼續在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香港學界書法比賽」獲得佳績，
連續十二年奪得全港書法冠軍，另在香島中學主辦「全港
學界書法比賽」連續三年冠軍，是首間學校獲永久保存四

座「教協盃」及一座「香島盃」榮譽。

閱讀是學習的泉源，學生從閱讀中，能提高語文能
力和知識水平。本校致力推廣校園和親子閱讀文化，藉此
鼓勵學生享受閱讀，從閱讀
中樹立積極的人生目標，和
培養融洽和諧的家庭生活。

本校連續於 2012, 2013, 
2014 及 2015「閱讀在屯門」
獲最佳閱讀風氣學校獎

屯 門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公 民 教
育暨倡廉故事比賽」
親子組勇奪冠軍及
季軍，個人組 1 冠 2
亞 3 優異。

民政事務處主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黃澤森同學獲初小
組國畫冠軍和西畫季軍，獲邀代表香港前往中國海南島文
化交流。化交流。

本校乒乓球隊再接再厲，蟬聯屯門區校際乒乓球比
賽男子團體冠軍、女子團體冠軍，並獲男子單打冠軍及
亞軍、女子單打亞軍及季軍。四位同學獲選為傑出運動
員，六位同學為屯門區區代表參加區際乒乓球比賽，獲

女子團體總季軍及新界區傑出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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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數學測試及全港數學比賽

蟬聯屯門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團及女團冠軍

最佳閱讀風氣學校

全港學界書法比賽再度稱冠

民政事務處主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黃澤森同學獲初小民政事務處主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黃澤森同學獲初小民政事務處主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黃澤森同學獲初小

「第 12 屆書叢榜」閱讀報告高小組冠軍歐智健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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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第
66 屆 香 港 學
校音樂節中文
聖詩組合唱比
賽 勇 奪 冠 軍、
小學中樂隊季
軍、 兩 項 獨 奏
亞軍及季軍。

舞蹈組在第 51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分別於現代舞及東方
舞獲得校際優等獎，更獲得全港校際東方舞總季軍榮譽，連
續四年獲全港校際優等獎 ( 最高榮譽 ) 並參與優勝表演。胡
小舞蹈隊在全港性校際比賽各分項 : 中國舞、西方舞、標準

舞、現代舞及東方舞均曾打入全港總分三甲位置，表現全面。

本校於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彪炳，勇奪 20
多個獎項，當中包括 : 男子詩詞集誦冠軍、女子詩詞集
誦季軍、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榮譽冠軍、五年級男子詩
詞獨誦榮譽冠軍、六年級男子詩詞獨誦榮譽季軍等。

本屆六年級學生陳芷琳
獲「全港跳繩分齡賽 2014」
女子組全場總冠軍，更獲選

為香港代表，於七
及八月代表香港到
馬來西亞參加國際
錦標賽。

繼 2013 年參加歐洲塞爾維亞國際藝
術節，胡小舞蹈隊在 2015 年 7 月再次代
表香港出席台灣的國際藝術節，是首次有

港澳隊伍獲邀參加。

為配合學校體育發展，
提升乒乓球隊的水平，蘇善
祥校監帶領本校男女子乒乓
球隊於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
日分別前赴順德及廣州訪問
霞石善祥小學和蘿崗東區小
學，藉比賽交流切磋球技，
聯繫兩校情誼。

六年級學生參與本校舉辦廣州順德教育交流體驗計
劃，一同前赴廣州及順德進行教育交流和生活體驗。參
與學生及家長表示此行獲益良多，深受歡迎。學生心聲
中，他們覺得在此交流能擴闊視野，對廣州的歷史及發
展認識不少，更能體會合作精神、融洽相處之道。家長
分享中，他們大讚孩子完成交流後，比從前更獨立，亦
大大提升自理能力，還認為能啟發他們更加努力學習，
支持學校繼續舉辦此交流活動。

創意機械科技小組參加全港 FLL 創意機
械人大賽，在比賽中的各項目，包括機械人
表現、項目研究、團隊合作中發揮的創意得
到各評判的高度讚揚，並獲得小學組最具創
意冠軍獎項。

踏出香港 放眼世界

我 校 舞 龍
隊 成 立 至 今 已
四 年 了， 參 與
人數與日俱增，
而 且 在 各 項 舞
龍 比 賽 中 都 取
得理想的成績，
令人鼓舞。

舞龍隊勇奪
「2015 簡易運動大賽」冠軍

台灣藝術交流舞出彩虹

廣州順德教育交流體驗計劃

廣州順德乒乓交流

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2015」

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舞蹈節

「全港跳繩分齡賽 2014」
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廣州順德乒乓交流廣州順德乒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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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學習 樂趣無窮 舞台演出 潛能盡顯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selected members from this 
year’s English Elite teams [English NET Channel and Journalist 
Club] were invited to join a fun outdoor learning activity at Hong 
Kong’s Gold Coast.
First our teams completed a treasure hunt to find the most 
information about Golden Beach and the area, then we had a 
delicious lunch at The Faith Restaurant 
where we practiced ordering food in 
English, fi nally we designed posters to 
share our ideas about the outing.  
With a great attitude and outstanding 
effort, the Elite pupils gained valuable 
prac t ica l  knowledge and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一年一度之「小六
學生戶外教育營」，今
年前往長洲明愛賽馬會
明暉營舉行，讓學生體
驗群體生活，從而培養
負責任，守紀律及互助

互愛之良好公民精神。

為磨練學生的毅力，促進學生的
團隊合作精神和提高個人的自信心，
訓育組每年舉辦服務生訓練日「春風
得意樂同行」。今年
度從掃管笏沿麥理浩
徑步行至元朗大棠荔
枝山莊，全體同學都
能於指定時間安全完

成路程，值得鼓掌。

為了讓學生走出校園，豐富學習經歷，常識科舉辦了全方位
學習日。此體驗學習為學生提供一個課堂以外的學習機會，以提
高學生的思考、觀察、分析及組織能力。學生更需要在活動後完
成專題研習。

得意樂同行」。今年
度從掃管笏沿麥理浩
徑步行至元朗大棠荔

年級 地點

一 屯門公園

二 香港文化博物館

三 嘉道理農場

四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 香港太空館

六 香港濕地公園

Our school implements 
E n g l i s h  d r a m a  i n 
the upper primary to 
arouse pupils’ interest 
in language arts. It 
creates a real context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various generic skills.
The activity in June 
provided a learning 
platform for English 
s p e a k i n g  a n d 
confidence building 
s k i l l s  t h r o u g h 
performance and fun 
experiences. It was a 
fun day enjoyed by all.

To celebrate summer, the P1 and P2 
classes enjoyed a Summer Catwalk 
Show and Tell activity. 
All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bring 
summer items to school on 16th 
June, and students from each class 
were chosen to be in the main show.
These students spoke and showed 
their summer items in front of a 
crowd in the hall and Mr Kwong 
awarded some prizes. It was a fun 
day enjoyed by all. 
The activity provided a learning 
platform for English speaking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skills through 
performance and fun experiences.

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在舞台有發光發熱的機會，
學校每年均舉行天才表演。透過班級經營，使全班同

學一起創作劇本及排演。

本校歌詠團憑著定期練習及演
出，歷年在校際音樂節獲獎無數，
本年度在畢業典禮中表演南非民歌「SIYAHAMBA」及
「REVIVAL」，透過美妙的聲音配以真摯的感情，使觀眾
投入她們的歌聲世界中，如痴如醉………投入她們的歌聲世界中，如痴如醉………

英語話劇

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在舞台有發光發熱的機會，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在舞台有發光發熱的機會，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在舞台有發光發熱的機會，

WSK Elite Class Trip : Gold Coast 
Outdoor Learning Activity

小六學生戶外教育營

服務生訓練日
「春風得意樂同行」

常識全方位學習日

天才表演

合唱團

盡顯盡顯盡顯
English Drama Showcase and 
Learning Competition Summer Catwalk Show and Tell

學一起創作劇本及排演。



愉快學習 成就未來

主題活動 多姿多采

同學們通過多層次接觸，認識我國優
良傳統文化。除了有攤位遊戲 , 同學還觀
賞到書法班同學書寫揮春、中樂組、舞龍
組和舞蹈組同學藝術表演、家長義工摺藝
示範、視藝創作比賽作品展覽和朗誦冠軍
分享等。今年更首次增設高小「班際賀歲
足球賽」，為歡樂的日子增添刺激氣氛。
我們更不忘關心社會，同時進行年花及揮
春義賣。

各 級 舉 辦 不 同 科 技 活
動，向學生講解活動涉及的
科學原理，引導學生檢討整
個活動過程，並自我評估從
活動中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活動中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活動中學到的知識和技能。

於七一回歸前一天，舉
辦「國民教育日」。先有《升
旗儀式》，當中主題學習題
目是認識國歌。儀式中還有
由老師主持的《國旗下的講
話》，讓同學認識不同國家
的國旗。接著，分級進行活
動，四年級進行《錄像課堂
學習》，五年級進行《通識
問答比賽 ( 與常識科合作 )》，

六年級參加《圖片展覽》。

於 2 月舉辦了
「惜食周」，目的
加深同學了解因浪費食物所衍生的環保問題，從中反思自我的
生活態度和價值觀，謹記食物的可貴，並在生活中實踐珍惜食
物，減少浪費。

當中活動有「食物拯救行動」講座、
「我是你的惜食天使」、展板及攤位、

「惜飲惜食」課堂教學 ( 與常識科合作 )、
「不吃剩」大挑戰 ( 與資源組合作 )、班
級比賽︰「最珍惜食物班」選舉等。

為配合普通話科的學習
總目標，本科舉行不同的校
本活動以培養學生聆聽、說

話、朗讀等語言能力，以及自學能力。活動包括「普
通話雙週」訪問活動、收看「齊來學成語」動畫、「中
國文化日」主題攤位活動、常規專題展板、「普通話
科成績 go go go」自我成績要求提升活動等。

由課程發展組與香港
中文大學合辦，在上學期
推行中常跨科學習活動之
「說說談談 四海是一家」
活動。活動配合小四常識
科單元學習及中文科說話
練習，通過收集資料、聆
聽中文大學的二十位外籍
大學生的廣東話演講「我
的國家」，認識世界，鞏
固所學；通過觀摩、交談、
小組提問，提升說話能力，
增強說話的自信。

學校今年推薦我出任校園藝術大使。 藉這機會，我能多點接觸
藝術。 我知道〈校園藝術大使嘉許禮〉 中有一項表演節目 – 「蘇斯
狂想曲」 ( 一齣音樂劇的選節 ) 將舉行選角甄選。 因為我對話劇和音
樂很感興趣，所以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報名也不容易啊！ 我們
要撰寫一篇文章，講述自己對藝術的看法。 這是我第一次思考甚麼是
「藝術」。 報名也如此認真，可以想像得到甄選過程並不容易 …「讓
自己開開眼界，見識一下甚麼是甄選，儘管去玩玩吧！」媽媽的鼓勵
使我更有動力。

甄選當日，我盡情地唱歌，投入地說笑。 好玩極了！ 在故事簡
介的短片中，我看到有位小朋友，他有一把很特別的聲音，一張表情
多變的臉 … 他很吸引我，也正好讓我磨練一下演技，所以在自薦的
過程中，我選了做「小男孩」。 隨即而來的是緊張的篩選時間。 被
點名的參選者便可以入選。 我還未及回過神來，「Victor !」我是第一
個被點名的，好像在夢中… 

接過歌譜後，我回家立即開動，努力練歌、用心背台詞、上網
多聽「蘇斯狂想曲」的音樂，預備接踵而來的訓練。在原本已很充實
的日程中，加插星期天上午的訓練，下午趕回家補習，還要完成學校
的功課和�習作，每一個動作也不可怠慢。 在訓練正式開始前，媽媽和
我分析了我的工作量和將要面對的壓力，讓我認真思考清楚自己的能
力和時間能否應付，並讓我自己決定是否接受這個任務。在過程中雖
然忙碌，但很享受。我在過程中偶有�躲懶，最終還是兌現了我的承諾 
「媽媽，我做得到！」。

參與表演的朋友們都是藝術大使，對表演有一定的經驗，大家

一拍即合，對技巧的掌握駕輕就熟﹔導演和舞蹈導師要求嚴謹，但卻從
來不會責罵大家，經常和大家有說有笑。雖然氣氛輕鬆，但大家也很認
真地學習。 有一天，導演向大家宣佈，欣宜姐姐將會參與演出，並會和
我合作，我興奮極了，不禁在心裏暗說︰「看來我選對角色了！」

演出的日子迫近，要加時訓練，同時突然接到通知要到香港電台
進行錄音。媽媽叮囑我要保護聲帶，不要大聲喊叫﹔要保護身體，不要
生病，以免影響錄音。可惜，我未能理解。在課室裏，我是司令員，負
責在課堂前後喊 “起立＂ “敬禮＂ “坐下＂。 一心要盡力做好司令員，
我愈叫愈起勁，卻忘了媽媽的叮囑。就在錄音當天，我聲音變得沙啞，
當然錄音不能順利進行。看到導演失望的樣子，我感到很慚愧。因未能
交足功課，我羞愧得哭了起來。活動統籌 Simon 哥哥過來安慰我，還教
我潤聲帶的方法。我很感激他。這個教訓我會銘記於心！原來我們同時
間會肩負不同的崗位，我們要對每個崗位負責。但在盡責的同時，也要
想清楚後果，要懂得取捨。

表演順利完成！大家全情投入和享受在舞台上的一刻。我們每個
人的情緒也非常高漲。

這次我不但獲得了踏上舞台表演的機會，還可跟隨 Ralph 導演學習
舞台表演技巧，向欣宜姐姐學會臨場應變；學會表演時要利用整個舞台
的空間，整個人由眼角眉稍到手指尖、到腳指尖也要投入演出。 我還學
會了要積極做事﹔要勇敢發表意見﹔要懂得幽默地面對小過失；要勇於
面對並承認自己的錯誤。我真的大豐收了！

學校今年推薦我出任校園藝術大使。 藉這機會，我能多點接觸

校園藝術大使 - 成果分享 五年級學生 
陳建丞

同學們通過多層次接觸，認識我國優

中國文化日

國民教育日

春義賣。

科技探究

由課程發展組與香港

跨科學習活動
- 說說談談四海是一家- 說說談談四海是一家- 說說談談四海是一家

普通話雙週

於 2 月舉辦了

惜食周

校園藝術大使 - 成果分享校園藝術大使 - 成果分享

舞台演出 潛能盡顯

視藝創作展

中文科運用電子學習進
行資優思維訓練課

利用平板電腦上數學課

- 教師給學生發放學習活動
數學搶答比賽

籃球訓練

數學遊蹤

- 同學們分組進行量度活動

常識工作坊

- 學習用顯微鏡

又到小息「眾樂樂」時間！

校園故事人

English Channel



學校透過學習經歷、主題課堂活動、
成長課、圖書課、周會、講座、工作坊、
劇場、主題日、 境外交流學習活動，來
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從而培養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德，加強學生作
為一個良好公民的意識。今年更以主題
「以愛關懷世界 ‧ 以行動觸動心靈」的
主題在家庭、學校、社會、國家和世界
的範疇中展開不同的活動，目的讓學生
能夠以關愛的心去看世界，並能以行動
去實踐。

「適飲識計」

有營站攤位遊戲

健康攤位遊戲

「適飲識計」有營學堂

健康校園 品德培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

健康教育

為了讓學生能提高對健康的意識，學校為三至六年級以「健康」為主題分別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健康飲食 - 飲
食交叉點」講座、「適飲識計」有營站攤位遊戲、「健康攤位遊戲」和「適飲識計」有營學堂等。此外，亦舉行水果日，
於午間時段舉行《水果派對》和《水果日工作紙大比拼》，為學生營造一個喜愛進食水果的環境，培育他們持續每天吃
充足水果的習慣。

水果日 無煙劇場

健康飲食
- 飲食交叉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