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轉眼間一個學年又要完結，回首過去一年，天父的恩典實在太美
麗！上年度為慶祝45周年校慶，學校的教育主題為「上主自會照料」
（創22:14）。本年度為配合天主教教區的「實信青年年」，我們以
「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弟前4:12）為學年目標，作各方面的發展及
嘗試，務求透過不同平台，讓孩子們能善用天主賜予的恩寵，在喜樂中
成長。

  為迎接2021年新校舍落成，本校更進一步就三項發展重點而努力。本學年
致力推動「體藝校園」發展，除了把戲劇課融入小三及小四的正規課程外，我們更嘗
試以莎士比亞《暴風雨》作故事藍本，揉合音樂、視藝及戲劇改編成《雨夜の精靈》，
讓四年級的孩子們在舞台上透過表演藝術向家長展現學習成果，彰顯自信。

  視藝組的老師們亦參與了由教育局所舉辦的學校支援夥伴計劃──「視覺藝術科教
學單元設計以促進第一至三學習階段的銜接」。藉著參與不同的工作坊，密集式的共同備課及聯校觀課等
交流活動，使本校的視覺藝術課程能結實地紮根起來。音樂科科主席亦獲邀請參與教育局的「聯校學習
圈」，以促進音樂科科務發展。體育科除一般校隊訓練（球類及田徑）外，近年亦加入網球、中國舞、花
式跳繩及獨輪車等訓練班，進一步建立孩子們強健的體魄。

  今年是白天小的豐收年，小劇團於2018/2019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囊括共27個獎項，更包括最高殊榮
──「評判推介演出獎」。田徑隊於各大型聯校比賽獲得超過二十個獎項，更於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小學）第十九屆聯校運動會勇奪男、女子高級組團體總冠軍的殊榮。此外，在學界多項球類隊際比賽中
獲得名列前茅的成績。

  白天小的孩子們動靜皆宜，不論在寫作、中文及英文朗誦、數理、音樂、信仰生活及義工服務等範疇
上均表現出色。

  感恩家長及校友們一直全情投入學校的活動，參與活動的義工人數節節
上升，使學校可推展更多嶄新嘗試，包括：五年級學生乘坐高鐵到廣州進行
考察及參觀，由家長主持手工藝攤位以推動中華文化等。學校與家長所建立
的互賴互信的關係，為孩子帶來更豐盛的學校生活。

  最後，願天父繼續祝福及眷顧白天小每一位孩子，每一個家庭，校內所
有教職員同工及校友們，把光榮歸於上主。「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中
神妙莫測。」（谷12:11）

白田天主教小學
PAK TIN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地址 :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 電郵：pt@paktin.edu.hk 網址：https://paktin.edu.hk 電話 : 2776 1423  傳真：2776 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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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宗 教 教

投入參與宗教戲劇課

閱讀宗教書籍

於宗教日利用iPad尋找聖經資料

教師帶領學生參與課堂苦路祈禱

  為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本年度學校以生命教育為基礎，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宗教意

識、增強學校的宗教氛圍及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及健康身心靈。

  宗教禮儀方面，本年度安排四次全校參與的祈禱禮（開學祈禱禮、聖母玫瑰月結束祈禱禮、

聖誕祈禱禮及校慶祈禱禮）。透過參與禮儀，學生獲得福音的喜訊，並更親近天主。

  宗培活動方面，本年度首次舉辦宗教日，舉辦多項跨科學習活動，包括一、二年級宗教戲劇

課、三至六年級宗教手工製作、觀賞影片《耶穌傳》及閱讀宗教書籍等。學生透過宗教日加深信

仰認識，以行動回應天主對青年人獨特的召叫。

  愛德服務方面，宗教組安排基督小先鋒到區內幼稚園進行聖誕報佳音，而四旬期內學生參與

的愛德活動，有四旬期苦路祈禱、巴斯卦羊捐款及愛心蒙眼午餐等，藉着不同活動讓學生學會關

懷弱小，鼓勵學生實踐主耶穌關愛別人的態度。

學生樂意參與四旬期愛心蒙眼午餐活動

基督小先鋒團員於聖誕節到區內幼稚園生報佳音

學生投入參與校慶感恩
祭並學習當中禮儀

學生代表於玫瑰月結束祈禱禮
向聖母媽媽獻上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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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體 藝 校

善用空間，展現舞台效果

國際標準舞
  國際標準舞舞蹈員參加第十九屆全港校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大賽之校際鬥牛舞組，榮獲冠軍。

  另外，在第十一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

賽喳喳喳舞組，有3位學生獲頒「最傑出獎」及6位

學生獲頒「甲級獎」；在倫巴舞組，有2位學生獲

頒「最傑出獎」及3位學生獲頒「優等級獎」；在

華爾滋舞組，有2位學生獲頒「優等級獎」。

  隊員還參加「深水埗區校際才藝展光華

2019」，頒獲「創意技巧獎」。

HIP HOP
  本校HIP HOP隊名為Faith，由初小學生

組成，共二十一名隊員。雖然隊員都是年紀輕

輕，但他們每星期都堅持練習，不怕艱辛，希

望把最佳的演出帶給觀眾，每個學生在台上都

散發出獨特的光芒。

  HIP HOP隊參加校內和校外的表演和比

賽，更於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香港）音樂、

舞蹈比賽中榮獲冠軍，從中建立自信、堅毅的

性格，亦學會團隊精神。

中國舞
  本學年成立中國舞小組，由二十位

小二至小四的學生組成。雖然學生們初

接觸中國舞，但大家都很努力地排練。
看！一群蒙古姑娘正策騎著馬，

在大草原上騁馳呢！

戲劇教育
  自2016年開始，本校將戲劇獨立成科，於三、四年級設立

戲劇課，透過豐富的學習經歷，以照顧學生多樣性，並讓學生從

中發掘個人潛能，盡展所長。為了讓家長加深了解學生在戲劇課

的學習歷程，學校特別為四年級學生安排成果展示，以莎士比亞

《暴風雨》作為藍本，集體創作舞台劇《雨夜の精靈》，整個演

出融合戲劇、音樂、視藝及舞蹈元素，學生在歡樂的氣氛下與家

長分享學習成果。

  另外，本校連續三年成功申請「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

展計劃」，透過戲劇活動，老師和學生可以置身於《諸子百家》

戲劇情境裏，與古代人物一起解決困難。

  今年是白田小劇團榮獲教育局主辦的2018/19香港學校戲劇節

的最高榮譽獎項──評判推介演出獎，還獲得其他獎項，包括：

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導演獎和傑出劇本獎，當中

22位學生更榮獲傑出演員獎，小演員更有機會在荃灣大會堂參與

優勝演出。

舞蹈

學生運用形體動作進行創作

載歌載舞，傾力演
出

學生置身古代與人物對話，共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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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科教師團隊參與教育局主辦的「學校支援夥伴計劃」，全面

優化校本課程，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本科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活

動，安排學生進行各項藝術活動、公開展出學生作品、舉行學生視藝

成果展，並設有藝術精英培訓及不同的藝術班，讓同學盡展才華。

本年藝術小組在學童花卉展比賽獲得佳績

  音樂科持續透過多元化音樂學習經

歷，培養學生對表演藝術的興趣和能力；

透過各類型音樂活動，啟發學生潛能，增

強學生的自律能力、自信心及團體精神；

讓學生參與音樂活動中獲得愉悅和滿足。

到香港電台第四台參與「我係美樂主持」錄音

中國鼓隊於明愛賣物會中表演

《風之魔法師》管樂音樂會
本校高小合唱團、初階手鐘隊、Hip Hop 校隊及牧童笛隊到區內長者中心探坊老人，

以音樂及歌聲盡獻關懷，展現長幼共融的精神

在課堂上，學生互相為同
學設計的服飾作整理

高年級塑膠彩畫班的學生對自己
的作品大感滿意

建築師團隊到校與藝術小組組員
進行建築工作坊

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水
墨畫班的學生對中國書畫
創作已非常熟練呢！

視覺藝術

善用電子科技進行創作，
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輕黏土創作班的學生在創作過
程中大感喜悅呢！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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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鏡波學校籃球邀請賽冠軍

九龍西區小學男子籃球賽優異獎

九龍西區小學女子籃球賽優異獎

小型網球訓練─香港代表隊張玲小姐到訪

Nerf Gun軟彈射擊體驗

天主教教區小學聯校運動會囊括
男女子高級組冠軍

REAL_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四年級李傲泓奪得

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季軍

體育科

九西區小學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優異
女甲團體優異
女乙團體優異
男丙團體優異

  本校體育科除傳統運動項

目外，近年不斷引入多項特色

運動，致力發展學生多方面的

潛能，其中包括小型網球、欖

球、柔力球、單輪車、滾軸溜

冰、花式跳繩、體操等。

  本年度，經過教師和學生

的共同努力，付出不少時間進

行練習，在校際比賽中獲得驕

人的成績。

本校男子籃球隊與來自國內博樂籃球特訓營的
學員進行中港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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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舉行了多項綠色校園活動，包括全校參與的「一人一花」比賽、

「地球一小時」校本行動、班際廚餘減廢比賽、環保大使培訓計劃、課室廢紙回

收箱計劃、廚餘回收計劃及《海下灣  海下小偵探》活動，以增加同學的環保

意識，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綠色生活，培養愛護地球的習慣。

《海下灣─海下小偵探》活動

一人一花比賽反應熱烈，一串紅繽紛綻放

在環保大使培訓計劃中，除了學習到種植的基本知識，還可親自品嚐自己種植的蔬菜

園綠 色 校 環保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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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致力營造「書香校園」，透過晨讀「喜」悅 、師生的好書分享、閱讀日誌、

「故事爸媽」伴讀計劃等，加強學生閱讀風氣。

  「故事爸媽」進入課室為初小學生說故事及伴讀，除了加強學生的閱讀興趣外，

亦可讓更多家長掌握技巧。

  圖書館定期舉辦主題書展及閱讀問答遊戲，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每年一度的

漂書節，延續書本生命之餘，全校學生投入閱讀氛圍中，參與閱讀遊戲及選擇心愛的

圖書帶回家中與家長一同分享。

  圖書館全面支援全方位學習及課程活動，在宗教日、STEM DAY、中華文化日、

綜合藝術課中進行相關主題書籍閱讀活動。

園書 香 校

最具閱讀風氣的班別更有校長或神秘嘉賓
跟他們說故事呀!

在台上向師生分享好書及心得

漂書節時，學生互相欣賞自行
設計及製作的「大書」

漂書節

故事爸媽入課室說故事讓
小朋友更喜愛書中的世界

互動閱讀問答遊戲，學生主動從圖書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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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境外學習以探索北京的歷史文化為主題。在2019年4月20日至4月23日，由老師帶領30

位五、六年級學生到北京體會祖國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

  在四天的交流活動中，行程十分緊密，同學們除參觀了頤和園、萬里長城、天壇、故宮等歷史

建築外，還親臨天安門廣場，現場感受升國旗時那萬人空巷的宏偉場面。最後，同學們到了當地一

所小學上課，更與當地學生交流，建立了一份珍貴的友誼。

  通過這次歷史文化之旅，同學們不僅能走出課室，了解我國的歷史文化，更能開闊眼界，認識

祖國各方面的發展，反思及比較中、港兩地的異同。看到同學們抱着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實在令

人感到十分欣慰和驕傲。

「不到長城非好漢」，大家都一登
長城，享受成為「好漢」的滋味

到訪四合院以感受北京的鄉土民情

  為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擴闊視野，加深

對國家的歸屬感，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安排

四、五年級學生在2019年2月27日至3月1日

參加教育局主辦之「同根同心  上海歷史及

科技探索之旅」。在這三天中，學生與上海愛

菊小學作交流活動及進行體驗課程，還參觀了

上海科技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

館等。除了認識上海的歷史、了解上海的變遷

外，亦加深認識上海的科技發展。行程完結

後，學生均把是次學習經歷和得着寫下來，並

張貼在壁報板與全校同學一起分享。

與當地學生進行傳統文化體驗課─穿越
農耕文明，用LEGO砌出農耕獨輪車

進行傳統文化體驗課─風雅國畫

到訪中華藝術宮，感受這座雄偉而富有藝術建築
的前上海世博會中國館

在上海科技館的機械人展館欣賞機械人表演，
不禁驚歎現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同學們凌晨時份到達天安門廣
場參與莊嚴的升旗禮

在南鑼鼓巷品嚐不同的街頭小吃

能親身到訪皇帝祭天神的
地方，

真是興奮得跳起

到訪北京市海淀區行知實驗學校，與當地學生進行學習交流

親臨上海外灘，感受
昔日上海租借界的建

築特色，

以及感受現今繁華的
上海大都會

流境 外 交 北京團

上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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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組為學習多樣性的學生

提供預防性及發展性的支援措施、課

程和活動，如讀寫訓練小組、社交技

巧訓練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活力

小組、書寫及小手肌訓練小組、自閉

症學生訓練小組、精神健康遊戲治療

小組、言語治療服務、新來港學童適

應課程，以及推行小一及早識別及輔

導計劃。

「社交至叻星」小組

「喜伴小跳豆」小組

  舉辦家長講座，加強家長教育，實行家校合作，為有需要的

學生提供充分的照顧及適切的支援。

  訓輔組重視推動生命教育，以「白天之星，擁抱生

命」為主題，透過「白天智多星獎勵計劃」，將PERMA

理論的理念及元素滲入日常校園生活中。主要活動包括白

天智多星獎勵計劃、關愛活動、「樂建情Teen」小組、好

「品」有型小組、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白天小領袖訓

練計劃、「火巨人」生命領袖訓練、成長的天空計劃等，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品德修養及提升正能量。

白天小領袖於長者中心帶領小組活動

小五「成長的天空」結業禮

育全 人 教

「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家長講座

為教師打打氣，帶來正能量！

風紀參加由信望愛歷奇匡
導中心舉辦的「火巨人」
生命領袖訓練活動，以提
升自信及領導才能

小四學生在「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

「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

訓輔培育

學生支援組

「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情緒特色及對應策略」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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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學生服務精神，本校德公組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的服務活動，如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香港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工場」、香港紅十字會親子賣旗活動及深水埗「北河同行」派飯活動等，

讓學生學會關懷社群、服務他人，並正面鼓勵學生活出「愛與服務」的福音精神。

  此外，關愛小先鋒培訓以服務他人為目標，學生應用所學的技能，作出

對社區具意義的服務，如「街站義工服務」活動等，他們對服務所付出的

努力，得到社區人士、學校的認同和肯定。

視障助教協助學生發現自己與別人的獨特性，並學會掌握溝通的技巧

學生和家長參加賣旗籌款

「街站義工服務」
活動，服務社區內

不同人士 藉著戲劇認識「殘疾歧視」，提升正面價值觀

每月進行「升國旗」活動，加深對國家的歸屬感
學生齊來認識「平等」的概念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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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強調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

環境中學習，因此本校致力營造豐富和多元化

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在實際體驗中學習。

  學校因應學生不同的強項，邀請他們擔任

領袖及服務大使，服務他人。此外，學校亦經

常邀請家長義工、專業導師或機構舉辦多元的

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學生品嘗自己親手製作的薄餅

到迪士尼樂園進行英語學
習活動

學藝大匯演為學生提供表現的平台，盡顯所能

發揮無窮創意，拼砌出
獨一無二的作品

善用餘暇，培養多方面的興趣

培養學習多元智能，發揮所長

全方位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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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培養他們對語文的興趣，中文科及普通話科合作進行中普學習活動，包括

科本閱讀、優質兒童文學導讀、基礎及創意寫作班、普通話語境活動等。初小推行「悅讀‧悅寫意」課

程，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思維能力。除了課堂學習之外，老師也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各項校外比賽

及考試，包括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普通話演講比賽、香港校際朗誦比賽、中文硬筆書法比賽等。

香港校際朗誦比賽（粵語及普通話）

普通話語境活動

習語 文 學

香港校際朗誦比賽（粵語及普通話）

學生進行科本閱讀

中文科及普通話科

普通話語境活動
  逢星期二午息時間舉行普通話語境活動，由十

多位普通話大使主持攤位遊戲及進行主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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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ppetry team in Pak Tin is 

consisted of six children in P.4 to 

P.6. The team has worked since 

October, 2018, to write the script, to 

make the props, and to practise the 

performance. The team has shown 

tremendous effort and wonderful 

team spirit. They are honoured to 

be awarded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2018-2019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on 

28 March, 2019. The team hopes 

to pass their skills and passions for 

puppetry to other children in our 

school.

The PLPR/W lessons are conducted once a week in P.1 to P.3 classes. Our NET, local teachers, and 

Classroom Assistant hav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school-based reading programme for our 

children. The lessons intend to motivate, engage and teach children fundamental English skills, such 

as the sight words, phonics, and reading skills through a 

variety of language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The skills and 

contents learnt in the PLPR/W lessons are also revised and 

reinforced in the General English lessons. 

December, 2018, the English team was happy to have P.1 parents join our English 

Open Lessons. Parents were able to observe how our teachers conduct the lessons 

to facilitate children's learning, and how the children learn through numerous activities 

that enable them to achieve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Involved parents gave positive 

feedback and claimed that they not only got more insights of an English lesson, 

but also how to help their child learn English better at home by applying the same 

methods at home. 

“What is your favourite sport?” 

asks the English Ambassador.

Language games in P1 PLPR lessons.

英文科

We love playdough spelling!Watching drama is so fun! 

Playing vocabulary tic-tac-toe is great fun. Drama in Education.

The team of 30 English Ambassadors aim to promote the usage of English in our 

school, and to enhance their own English proficiency. They have produced fun 

English games for other children to play at lunch recess on every Thursday. Each 

week, they also go on duty to encourage children 

to converse in English. In each ECA lesson,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engage in various read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speaking games, and board 

games in order to develop different language skills. 

The Puppetry Team won 

the first runner-up in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Puppetry Team

English Ambassadors

PLPR/W

P.1 Open Lessons

We love pup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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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數學科強調讓學

生「經驗數學」、「樂於數

學」、「活出數學」，期望

透過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經驗數學知識產出的

過程、享受數學的樂趣和在

生活中應用數學的知識。

普數 理 科
數學科

六年級學生透過動手操作，認識排水法、摺紙圖樣和立體截面

一年級學生利用毛絨條和飲管認識直線和曲線

五年級學生找出立方體的各種摺紙圖樣
一年級學生透過動手操作，

體驗柱體的特性

  電腦科為了訓練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本年度分別於初小及高小引入「不插電」

編程單元及mBot 機械人編程課程。又引入 micro:bit拔尖課程，透過與實物的操作及應

用，提升學生對編程的興趣。本校學生更於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及「港大創科系

列」──余振強盃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誰評估榮獲銅獎及二等獎。

電腦科

學生利用mBot進行賽車活動

學生研究如何讓各micro:bit板塊溝通

三年級學生跑出課室，認識一公里的實際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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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製作水火箭

  本學年STEM DAY已於一

月份舉行連續兩天活動，每級

同學以科學探究及設計循環為

基礎，圍繞交通運輸主題，設

計不同的解難作品，發展學生

在日常生活中綜合和應用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

四年級製作神奇的紙橋

STEM

五年級製作風能車

二年級製作降落傘及滑翔機

三年級製作了空氣炮及磁浮列車

一年級製作磁力小車及風帆船

友校中學協辦攤位遊戲及工作坊

 年級 校本STEM 活動

小一 磁力小車、風帆船

小二 降落傘、小小滑翔機

小三 空氣炮、磁浮列車

小四 神奇的紙橋

小五 風能車

小六 機械臂、水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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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乘高鐵到沙灣古鎮及廣東科學中心進行考察

四年級到歷史博物館進行考察
三年級到星光大道與遊客進行訪問

六年級到立法會綜合大樓參與教育導賞團，進
行角色扮演，嘗試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常識科

一年級到動植物公園進行考察 二年級到粒粒皆辛館進行體驗

年級 專題研習主題 外出考察

一年級 遊公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
識飲識食、
惜飲惜食

惜食堂粒粒皆辛館

三年級
香港旅遊
好去處

香港星光大道

四年級
香港今昔之
衣食住行玩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
中國歷史文化
及科技

廣州番禺歷史文化
及科技探索之旅：
高鐵、沙灣古鎮、
廣東科學中心

  本年度常識科舉行了多項活動：為六年級學生參加立

法會綜合大樓教育導賞團，讓同學親身了解立法會的運

作；一至五年級專題研習於2019年5月6日至5月8日進行，

活動除了促進學生發展九大共通能力，還培養學生在解

難、資訊管理及個人管理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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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教師，身教比言教重要。當我們強調

學生要成為終身學習者的同時，我們亦須具備

同樣的精神，追求卓越，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

效。因此，本校每學年均舉辦多項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包括宗教靈修講座、課堂觀摩、正向

思維工作坊等，藉此培養教師健康身心靈，提

高教學效能，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正向思維工作坊

認識靜觀和「感知自我」教師工作坊

宗教靈修講座

示範課堂觀摩

教區教師發展日

科本工作坊

宗教組邀請恩保德神父為本校公教老師進行靈修講座

英文科科本工作坊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Puppetry

正向教育研究室服務督導郭啟晉先生親臨
本校為教師們主持正向教育講座

中、英、數、常科
主席示範教學，

並邀得友校校長作
評課嘉賓，以達

教學相長之效

本年度視藝科參與了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
定期於教育局人員及他校老師進行備課

業教 發師 展專 本年度教師發展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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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校的正向教育發展，家教會舉辦有

關的家長講座、親子工作坊及親子活動，合力

提升孩子的抗逆力。此外，家長義工踴躍參與

各項活動，各展所長，不但為學校出一分力，

又促進親子關係。

新一屆家教會委員就職及
家長義工嘉許禮

「穩」中求食親子工作坊

「如何培育子女的抗逆力」

中華文化美食攤位 家長剪紙工作坊 

利是封及花燈製作家長工作坊

周年大會、第五屆幹事選舉及就職典禮暨
白田校友盃頒獎禮

  2018年11月3日舉行校友會會員周年大

會、第五屆幹事選舉及就職典禮暨白田校友

盃頒獎禮。舊生們與老師聚首一堂，一同分

享昔日往事、享用茶點、進行足球比賽，場

面十分熱鬧。

新春盆菜宴

  2019年2月22日晚上舉行新

春盆菜宴，邀請榮休校長及教師

撥冗出席活動。師生再次相聚，

大家有說不完的話題。

家教會親子旅行

繫家 校 聯
家教會

校友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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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白田天主教小學
學生獲獎紀錄

獲獎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粵語集誦隊

普通話朗誦
季軍

5A 黃芷欣

粵語朗誦
季軍

5A 黃芷欣

英語朗誦
季軍

2A 朱麗賢

英語朗誦
季軍

2B 溫倚潼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2018
全港季軍 6E 李家域

全港優勝獎 6C 楊祖愷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個人賽 全港優異獎
5A 關美琳 5B 譚杰文 6A 陳行帥
6E 劉粮綠 6C 余家文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香港賽區
一等獎

5B 譚杰文

香港賽區
二等獎

1A 黃駿杰 5A 陳立軒
5A 關美琳 

香港賽區
三等獎

1C 黃俊傑 1C 趙悅晨
1D 楊芷熙 1D 王鎔姝
1C 伍君昊 1D 王鎧千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5B 譚杰文

2019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6E 黃皓揮 6D 黎浩軒

港大創科系列余振強盃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計算思維評估
二等獎 5B 譚杰文 6E 姚東佑

‘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9
亞軍 6E 司徒子猷 6C 楊祖愷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18

香港賽區鋼琴級別組三級組
銀獎 6D 伍瑋聰

第四屆香港敲擊樂大賽 全港優異獎

3C 張駿嶸 4C 呂諾言
4C 陳啟聰 5B 張淇杰
5C 蔡榮鴻 5C 關凱云
5D 陳家樂 5D 李咏嵐
6A 謝沛聰 6B 譚振華
6C 余家文 6E 容偉俊

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賽2018 銀獎 6B彭謙樂

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高小組 嘉許獎 6A 陳曉兒 3B 陳以晴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傑出演員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評判推介演出獎

3B 王鈺瑩 3B 辛睿迦 3B 陳以晴
3B 楊德榮 3D 何春燕 3D 陳向榮
3D 韓卓男 5A 陳立軒 5A 陳皚語
5A 黃芷欣 5A 譚雅芝 5B 張淇杰
5B 黃樂恆 5B 楊麗嬅 5C 吳玉樺
5C 招嘉瑜 5C 許嘉霖 5C 陳曼琦
6B 彭謙樂 6C 余家文 6D 鄧頌楷
6D 鍾啟濤

香港創意戲劇節比賽 榮譽獎
5A 陳立軒 5B 張淇杰 5B 黃樂恆
5C 許嘉霖 5C 吳曉銅 5D 叶智銘
6B 彭謙樂 6D 鄧頌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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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甲200米 第一名 5C 吳曉銅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推鉛球 第二名 6C 邱嘉熙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乙200米 第二名 5B 鍾 晴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乙跳高 第四名 5D 李咏嵐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60米 第四名 4C 李傲泓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甲100米 第五名 6B 李約美琪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甲跳高 第五名 6C 鄺燕菲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200米 第五名 6E 陳煒城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特100米 第五名 6E 劉粮綠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擲球 第六名 6E 龔俊誠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400米 第六名 6B 陳啟業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甲

4×100接力
第六名

6C 李欣頤 6B 李約美琪   4A劉嘉玲

5C 吳曉銅 5C 許嘉霖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100接力
第六名

3A 林子恆 3B 李鈞霖 4A 李子豪

4C 陳凱霖 4C 李傲泓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

4×100接力
第六名

6E 陳煒城 6B 陳啟業 5A 呂文康

5C 曾志杰 5C 黃 熙

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甲60米 第八名 5C 許嘉霖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 全場總冠軍
男子高級組

女子高級組

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全港季軍 4C 李傲泓

第十九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校際鬥牛舞
全港冠軍 6B 許綺婷 6B 李芷瑩

第十一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

喳喳喳舞組

最傑出獎 6A 謝宛芯 6E 謝思靜 6E 李雅晴

甲級獎
5A 李子晴 5B 侯珮然 6A 鍾韻欣

6A 邱楓玲 6A 陳雅蘭 6A 林欣欣

第十一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倫

巴舞組
最傑出獎

3B 陳以晴 5B 侯珮然 5B 翁佩恩

3B 黃婉珊

第十一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

華爾滋舞組優等級獎
優等級獎

5A 李子晴

5B 翁佩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