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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讀到寫作、讀寫結合、講故事�Story-telling﹚、共享閱讀	

�Shared-reading﹚、引導閱讀	�Guided-reading﹚、獨立閱

讀	�Independent-reading﹚、閱讀工作坊等，發展了一整

套互相補足的提升閱讀能力的策略。

最近，本校代表在南京參加江蘇省教育家論壇時，

便以現場授課的方式與國內同工分享英文閱讀的教學；在

教育局主辦的「閱讀薈萃2011」中，本校老師亦應邀分

享英文閱讀的教學策略；而在當日，我們的同學更即場為

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上了一節「圖書課」。

在今期的《校訊》中，我們介紹了好幾項本校所推

行的，與閱讀及其他提升學生語文水平

有關的活動，冀可讓大家分享我們在投

入不同資源和發展不同教學策略，使學

生學好語文方面所展開的一些工作。

羅校長及本校教師代表出席江蘇省
教育家論壇，與專題講座講者沈致
隆教授�左三﹚合照。沈教授是多元
智能理論的權威。

在上一期《校訊》中，我和大家分享了在我們構思

學校課程時的一些想法：因為我們要培養十多二十年後社

會需要的人才，而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更重視人與人的溝通

和合作，亦一定有更多新知識和新問題出現，所以我們特

別關注學生語文和創意的發展。

在語文方面，隨著交通和通訊的發達，不同地區的

交往越來越頻繁，我們要用的語言，再不局限於母語。在

香港來說，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亦是一個面向世界的國

際城市，能夠掌握中文和英文，能夠說流利的粵語、普通

語和英語，是學生未來服務社會的基本裝備。

閱讀是我們學校語文教學的重點。透過閱讀，學生可

以培養出對語文的興趣，可以在閱讀中學習到新的知識；

經常閱讀，更可以加強表達的能力，提升寫作的水平。

閱讀訓練不單是讓學生多看書，老師需要運用不同

方法引導學生閱讀，幫助他們建立閱讀習慣和掌握閱讀

技巧，以加強閱讀的成效。有鑑於此，我們的中、英文

科老師採用了多種不同的教學策略，包括：朗讀、由閱

羅校長在「閱讀薈萃2011」與本校「閱讀大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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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C Volunteer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me

This programme was initiated by Mrs Camay Wong, spouse of Mr Peter Wong, HSBC’s first Hong Kong Chinese 

CEO for Asia Pacific. She motivated a group of senior HSBC expat wives to do voluntary work in the community. The 

initiative was taken up by Mrs Laurie Constantinides, volunteer co-ordinator for the captioned programme which was 

launched in December 2010. The volunteers come on Wednesdays to do story-telling and interview skills training.

To celebrate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me and encourage active participation by the students, the school held a 

mini celebration party on 4 May. We were delighted that Mrs Camay Wong, the programme initiator and Dr Rosanna 

Wo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HKFYG could be at the party. Mrs Lauire Constantinides applauded the students’ 

eagerness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said how glad she was that they 

were so much more confident in English after the training. Mrs Camay 

Wong promised to continue sponsoring the programme in the coming year.

憑著滙豐銀行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太太的一個夢想，「外籍太太

教英文」活動今年在本校成功地展開！王太一向活躍於慈善公益活動，

在一次聚會中動員了一班滙豐銀行外籍高級行政人員的太太，在本校組

織了這個甚具意義的活動。外籍義工在某些周三到校，向本校同學講故

事和進行個人短講面試技巧訓練。

為了答謝各位外籍義工以及表揚學生在參與中表現積極，於5月4日，活動發起人王冬

勝太太及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䓪鳴博士親臨本校，與一眾外籍義工和參加同學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祝捷會。席間，

外籍義工團代表Mrs	Lauire	Constantinides大讚同學表現積極，英文水平不俗，非常欣賞同學對學習英文的熱忱，亦喜

見經過多次練習後，同學的自信心顯著提升。王太亦答應下年度會繼續推動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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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於四月舉辦了「閱讀薈萃

2011」，讓學校互相交流有關「從

閱讀中學習」的成功經驗，促進專

業發展。

在「閱讀薈萃2011」一個環節中，本校呂敏芝老

師以「促進第二至第三學習階段英語閱讀能力之持續發展」為題，分享本校高年級的閱讀

教學策略。

本校又獲香港教育城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邀請參加「閱讀薈萃2011」的「讀書

會部落」環節。本校派出七位同學擔任閱讀大使	，她們分別是6D彭湘瑩、6D王詩霖、6E黃鈺

清、6E鄧芷晴、6E歐菁菁、3B陳楚琪及3C黃鈺琳，為參加者分享了《三十六孝的故事》。

七位閱讀大使扮演了小老師、故事旁

白、電腦操作員、禮物大使、吳猛、吳猛父

親及陳大夫的角色，即場演繹一節「圖書

課」，當中既有故事介紹，又即時安排參

加者進行分組討論、閱讀活動、提問分享

等環節，將本校強調「互動」和「參與」

的課堂特色與參加者分享。

當日展出的展板是由本校小學生閱讀大使

�3C黃鈺琳同學﹚親自設計，充分展現本

校多元化的閱讀活動特色。

2011閱讀薈萃

四位閱讀大使正進行角色扮演，真是維妙維

肖	 !	不論是負責講述故事的，還是飾演故事

人物的，也獲得在場的嘉賓讚賞。

小學生閱讀大使擔當小老師角色，與參加者進行互動的討論。

呂敏芝老師與老師們分享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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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OVER
網上交叉寫作再創佳績

由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舉辦的「仲夏夜之

夢CROSSOVER網上交叉寫作」比賽，已經踏入第六

年了。這個活動要求學生先完成《首部曲》創作，

然後選擇其他同學於第1部份發表的文章，進行《延續篇》的交叉寫作。

今年，本校連續第四年榮獲優質學校寫作文化榮譽大獎，六年級盧

文樂及畢業生李湝蔚同學更擊敗四千多名參賽者，成為CROSSOVER創作

大獎得主，成績驕人。 CROSSOVER創作大獎得主
盧文樂及李湝蔚同學

寫作精英隊輩出．
    展現創作高水平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創作活動，他們既

樂於寫作，又勇於展現自己優秀的作品。

本年度多位同學的優秀作品被刊登於星島

日報小學中文校園版《發現號》中，同學

的作品除了得到同儕、老師的欣賞外，更

有機會得到外界的認同及評價，這是一個

很好的創作天地呢！

報刊中可以刊印自己的創作，
這是一份多麼的榮幸呢！

本校五年級馬逸菲同學榮獲第四屆攝影文學創作比賽冠

軍，她的作品配合特選的相片來創作，情感細膩真摯，彷

彿帶領讀者走在現場，親身經歷一樣，我們不妨一起欣賞

她的冠軍作品。
馬逸菲作品(節錄)

妹妹很喜歡小貓咪。上星期，我和妹妹去公園玩。正當我們玩

得開心的時候，一隻小貓咪跑了出來，我沒理它，妹妹卻走過去蹲下

來對著貓咪傻笑。小貓咪彷彿不明白妹妹的意思，叫了幾聲就走了。

回家後，妹妹很長時間都悶悶不樂，可能是在生貓咪的氣吧！她很困

惑，「貓咪為什麼不和我玩兒呢？」

妹妹不但喜歡小動物，而且還十分貪

吃。她平時吃飯吃得挺不錯，可是每次看見

我吃零食，她就會像餓狼似的向我跑來。邊

跑邊露出她的招牌笑容，用乞求的目光看著

我，讓我一下子就心軟了，只好要什麼吃的

就給她什麼了。每當這時候，她就會把小手

舉起來，好像在說：「我又贏了！」

本校為了加強學生的批判能力，特別

在寫作課前加入自我評核及同儕互評的活

動，同學透過既定的評審準則，自評及互

審同學的作品，既有機會由學生當上老師

的批評角色，訓練他們的口才，又可以有

效掌握寫作的要求，在寫作時，明瞭寫作

的重點，寫作的效果便躍然紙上。

輯錄自星島日報

小學中文校園版《發現號》 同學既喜歡寫作，也很樂意自
己的作品得到外界的認同。

攝影文學創作比賽
第四屆

自評互評寫作活動
五年級

同學正進行互評，
並指出同學的優點
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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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凱盈老師四天的南京之旅，讓我體驗到內地與香港英語教學的不同之處。內地學生在三年級時才開始學習英語，他們由簡單的字母開始學習，接着是詞語，最後是閱讀文章，很有計劃。內地英語教師以教科書為主要教材，讓學生於課堂中多看多說。而香港的學生由入讀幼稚園開始便可以接觸英語，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習英語，例如：講故事、與外籍老師交談等等，從而增加接觸英語的機會。透過今次交流，兩地的英語教師彼此交換了教學心得，相信對日後的教學有一定的幫助。

交流共融．互促並進

本校在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校本專業支援﹚張

業崇先生的見證下，於2011年3月17日與南京天妃宮小

學結盟為「姊妹學校」，開展「提升課堂教學有效性」

的教學研討活動。天妃宮小學校長及教師代表於3月17

日到訪本校，展示了一節中文課和作專業的對話、交流

及參觀；而本校校長及教師代表也在4月20日至23日前

往南京參加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主辦，南京市下關區

教育局、南京市天妃宮小學承辦的「江蘇省教育家論

壇」，除參加講座、觀課及拜訪南京市天妃宮小學外，

本校老師亦現場為當地學生上了一節英語課，分享本校

的英文閱讀教學。

南京教育交流後感
吳佩儀主任

復活節期間，我出席了在南京

舉行的江蘇省教育家論壇，這次教

育交流之旅，除了參加專家高峰論

壇、專題講座及觀課外，我更應江蘇

省教育科學院之邀請，在論壇中執教

了一節英文課，這是我第二次在國內

作展示教學，上一次的是在上海。今

次感覺很不同，因為觀課人士來自江蘇省各區學校的領導、校長和

老師，還有教育專家和學者們！

我選了一本小學識字計劃�PLP-R∕W﹚用書 - Green Earth 

Project Week，並設計了一節故事閱讀課。展示教學是在南京華茂

國際大酒店的演講廳進行，當天逾百位與會人士到來觀課，場面熱

鬧！整個教學過程中，所有同學都能集中精神，留心上課，踴躍回

應，師生互動洋溢著整個演講廳！

整個體驗當中，最深刻的是感受到國內小朋

友那份認真學習的熱情。再有機會的話，冀望

可以去到更多地方取經，加深個人在教育方面

的國際視野！

姊妹手牽手 
   交流結碩果

 內地交流老師（南京） 李延江4月20日，我隨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赴南京交流團一同前往南京市天妃宮小學進行爲為期四天的教育交流考察學習，親身感受兩地教育交流帶來的喜悅。4月21日上午，天妃宮小學爲姊妹學校的到來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許爲啟明校長就校園文化建設、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學生培養等方面作了詳細的介紹，爲並實地進行了考察，羅煦鈞校長親眼目睹內地教育改革成果，對天妃宮小學有了更深的瞭解，認爲此行必將推進兩校的交流與合作，南京下關區教育局王爲爲啟倫副局長對兩校的進一步交流互動提出了殷切希望。之後交流團參加了「江蘇省第六屆教育家論壇」，通過專家講座、觀課評課等活動瞭解內地的教育現狀，李兆基小學吳佩儀主任還在論壇上給來自江蘇各地的教育精英們展示了一節英文課，全新的教育理念和獨特的教育方法受到了與會專家以及同行們的一致好評，爲並接受了南京電視台的專訪，在社會上引起熱爲烈反響，無疑爲港、寧兩地教育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黃愛雲老師 

重遊六朝古都 --- 南京，讓我有深刻難忘的

感受。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吸引二百多位來自

中國各省市的學者、教師等參與座談，會議議題

為「啟發學生潛能」。在第一天的會議，江蘇省

南京市教育局請來沈致隆教授發言，向與會者提

出現今在中國推行多元智能教育的現況，以及重

申多元智能教育對學童發展的重要。會後，沈教

授還跟羅校長及老師討論有關多元智能在香港教

育推行的情況，更彼此留下電郵作日後的交流與

探討。此行，我深深的感受到各教育工作者為了

學生所付出的汗水及貢獻，但願各教育同工努力

耕作，開闢更多的學習樂土。

左起：天妃宮小學許校長，
李兆基小學羅校長及南京市
下關區教育局王副局長。

天妃宮小學郭久敏
書記�中﹚與本校代
表在機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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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香港是我家」
全港小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

本校學生6A蔡桐桐、6C曾棹鈮及6D黃鍶慧的畫作於教育局舉辦的全港小

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香港是我家」的活動中榮獲優異獎，作品已

於1月9日在香港藝術中心五樓包氏畫廊展出。	

『雀鳥與濕地世界』
  紙雕畫作品收集活動
本校參加了漁農自然護理署主辦『雀鳥與濕地世界』紙雕畫作

品收集活動，部分學生的作品獲選為優秀作品獎。各獲選的作

品在2010年10月27日至2011年月2日28日於香港濕地公園訪

客中心內觀景廊長廊之「雀鳥與濕地藝術走廊」展出。
6B	關慶源 6B	陳玲玲、林詠如	

4B	周家希 6B	黃曉雯、郭慧欣

6C	
黃浩文
李琳琳
曾棹鈮
劉曉嵐

6A	蔡桐桐

6D	黃鍶慧

6C	曾棹鈮

6D	黃鍶慧

吸管藝術教學

本校參加了香港藝術發展局資

助的「吸管藝術教學」活動，

學生有機會運用不同色彩的吸

管製作有趣精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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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參觀
本校每年均舉辦教育性參觀，為同學提供一個全方位學習的機會，幫助學生把學科知

識、價值及能力結合應用，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中樂音樂會

「竹韻小集 – 當帝女花遇上黃飛鴻」

Melvin	 Tix來自挪威，為兒

童主持音樂會已經超過二十五

年，是一位經常以小丑形象示

人的指揮。Melvin	 Tix與香港城

市室樂團在音樂會中玩樂器、

說故事、扭氣球，七手八腳，古怪逗趣，令全場整晚捧腹

大笑，樂不可支。

本校於3月3

日帶領60位四至

六年級同學到屯門

大會堂欣賞是次音

樂會，同學在輕鬆

的氣氛下，認識古

典音樂。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

音樂事務處的中樂導師團於4月18日親臨本校

為二至六年級同學舉行了一場「樂韻播萬千」音樂

會，除了演奏耳熟能詳的合奏曲目外，還介紹了不

同的中國樂器給同學認識。最後，指揮帶領全校同

學大合唱主題曲「樂韻播萬千」。同學們都留心各

樂器的介紹，欣賞音樂之餘，亦

投入參與活動。

二年級的同學穿上消防員的
制服正在模擬消防員平日的
工作。三年級同學對參觀天文台，滿有興致。

從參觀鄧氏宗祠，四年級的同
學學習有關圍村的傳統文化。

離開鄧氏宗祠，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活動預告：

2011年6月22日，一年級的同學會考察香港國際機場，屆時，

他們會有特別任務呢﹗大家請拭目以待。

本校安排了部分五年級的同學在2月24日參加由康文署

舉辦的一場學生中樂音樂會，同學感受良多。

音樂活動

Melvin Tix Meets 
the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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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操 本校第八屆形體操決賽於3月10日順利舉行，經過多月

來的努力，共有六個班別的參賽同學晉身決賽，包括4B、

5A、5E、6C、6D、6E。決賽當日，本校邀請到教育局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張榮富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

學伍德基校長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鄧振強校長擔

任比賽評判，評判團從參賽組別的動作質素、合作性、創意

度及投入感評分，繼而決定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異獎的得

主。參與決賽的同學當日表現投入，隊型的變化給嘉賓及觀

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結果5A班勇奪

金獎、6C班獲得銀獎、6E班獲得銅

獎；而優異獎則分別由4B	、5E及

6D獲得。我們期望下年度繼續有更

精彩的演出！

五年級教育營
本年度五年級教育營已於5月11至13日順利完成，活動地點是沙田馬鞍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

沙青年新村。活動以「關愛」為主題，內容包括「羅馬水炮」、「營火晚會」以及由本校社工帶領的集體

活動，透過活動讓同學和班主任有更深入的溝通機會，強化同學對他人的關愛、尊重及接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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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的明Teen -
   兒童自理能力培訓計劃」

全副武裝

在濕地公園訪問遊人

到超市學習精明購物

頒發證書後來張大合照

家長齊來支持

本校為響應李嘉誠基金會推出「香港仁愛香港」公益

行動	-「Love	 Ideas	 ♥	 HK集思公益計劃」，舉辦了一個名為

「天水圍的明Teen	─	兒童自理能力培訓計劃」的活動，由

專業社工、導師、本校老師及家長義工協助，邀請天水圍

區約80多位5至9歲兒童在復活節假期間，到校參與連續三

天的生活體驗營，內容包括家長講座、自理訓練、創意活

動、社交活動、理財認識及戶外體驗等活動，培育出充滿

陽光和希望的天水圍的明「Teen」。

學習成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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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會遇上

各種問題。若從小就學會解決問題的態

度和技巧，再加上適當的運用，將有助

孩子正面地處理人生的種種困難。有見

及此，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

系聯同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合作推

行一項名為「友伴同行」學習計劃的活

動，希望透過此計劃，培養學生積極面

對困難的態度及有效解決問題的技巧。

這項計劃將於2011年5月至12月舉

行，我們會安排義務導師協助參與本計

劃的同學培養處理問題的適當態度、學

「友伴同行」學習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於下學期進行

得如火如荼：四年級親子日營，輔

助課程都相繼完成。同學在再戰營

會中，進行不少具挑戰性和建立自

信的訓練。

至於五年級同學擔任的抗

逆大使，每於小息時間，為全

校同學舉行了「身心健康齊關

注」攤位遊戲日，提升同學對

健康生活方式的關注。

六年級的「黃金奇遇記」戶外活動，

以都市歷奇形式，假黃金海岸進行不同任

務活動，考驗抗逆大使的解難能力和團體

合作精神。

習有效解決問題的技巧及應用有關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

參與活動的義務導師均是來自香港

大學的學生、校友或職員。義務導師負

責策劃和帶領定期的校外活動外，還會

與同學一同參與合共六節的解決問題技

巧訓練小組，並定期以書信、電話或電

郵跟同學聯絡，分享生活點滴。

經過義務導師悉心的帶領、同學反

覆練習後，相信同學在解決問題，勇於

面對困難的能力必定會大大提高。

成長的天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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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全班首三名 

全級首三名（名次） 
1 2 3

1A 王穎琪 江沛然 梁皓雯 1 1B		林子傑

1B 林子傑 李曉彤	 游芷穎	 2
1A		王穎琪	

1B		李曉彤

2A 黃穎屏 黃洛馨 陳嘉敏 1 2A		黃穎屏

2B 吳惠琦 盧家健	 林珮雯 2 2C		李子聰

2C 李子聰	 梁瑩瑩	 張竣喬 3 2B		吳惠琦

3A 黃美婷 黃子雅 羅卓喬 1 3B		李穎汶

3B 李穎汶	 林思悅
阮泳詩	

鍾卓熙
2 3C		蔡沚蔚

3C 蔡沚蔚 陳卓銦 莊智傑 3 3A	黃美婷

4A 梁煦媛 黃誠杰 楊惠淇 1 4A		梁煦媛

4B 符泳芝 蕭彥寧 鄭澤浩 2 4A		黃誠杰

4C 梁詩嬅 鄧釗嬅	 蔣嘉希 3 4B		符泳芝

5A 郭子欣	 譚　天 譚尚子 1 5B		馬逸菲

5B 馬逸菲	 廖曉怡 黃王禧 2 5A		郭子欣

5C 吳權峰	 葉嘉慧	 莊子謙 3 5D		游萬成

5D 游萬成 李仁龍	 賴璟賢
	

5E 陳梓彥 巫展庭 郭浩然

6A 盧文樂	 譚　藝 翟梓暘 1 6A		盧文樂

6B 黃曉雯 林詠如	 陳玲玲 2
6A		譚　藝	

6E		林嘉俊

6C 劉曉嵐 劉敏輝 簡懿婷 	 	

6D 彭湘瑩
黃鍶慧	

陳子健
---

	 	

6E 林嘉俊 鄧芷晴 李俊希

猜猜我是誰?
我是盧佩珊老師
的女兒

麥顈詩老師的兒子Alvin

兆基喜訊

2010-2011年度上學期
評估成績排行榜

教師培訓

2011年

3月 3 1日為

本校教師發

展日，我們

分別邀請了本校校監葉殿恩教授及香港社

區言語治療中心言語治療師馮麗娜姑娘，

為本校教師安排了兩個提升專業發展的講

座，講題分別為Learning	and	Teaching及運

用提問技巧提升學生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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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

藝

術

「雀巢牛奶公司
無限fun創作大賽」

一至六年級學生
最踴躍
參與獎

「復活的真義」
之繪畫創作比賽

6D	黃鍶慧 季軍

刀嘜碟碟有愛填色‧
繪畫比賽

6D	黃鍶慧 季軍

第三屆
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大賽	─	熱愛
生活熱愛大自然

6D	黃鍶慧 一等獎

6C	劉曉嵐、劉敏輝 三等獎

2A	黃穎屏、戴俊威；2B	吳惠琦、陳悅心；
2C	李子聰；6A	康珮珈、盧文樂、譚					藝；
6B	李曉嵐、黃曉雯、黃梓甄、黃其翎、
					郭慧欣、陳玲玲；6C	盛靜雯、郭富儀、
					曾棹鈮、林風然、李琳琳、盧小蓉；
6D	彭湘瑩、羅天怡

優異獎

日
期

活動
學生級別∕
學生∕人數

獎項

中

文

書法比賽：
元朗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主辦
公民教育
硬筆書法比賽

初小組

冠軍		2B	吳惠琦	
亞軍		2A	周彩螢		
季軍		2C	李子聰
優異		2B	林思妤				
										2C	馮梓晴

高小組

冠軍		5D	李仁龍		
亞軍		5B	陳日朗	
季軍		5D	游萬成
優異		6C	郭富儀			
										5B	黃婉蕙

		第六屆
《Crossover仲夏夜之夢
			網上寫作比賽》

優質學校寫作
文化榮譽大獎

6A 盧文樂
5A 譚尚子
5C 葉慧娟
5E	 黃酩碩
6A 鍾家熙
6C 簡懿婷
5B 馬逸菲
5B 馬逸菲
5D 賴璟賢
6A 張運兒

第四屆攝影文學
創作比賽「情常在」

5B	馬逸菲 冠軍

GAPSK中文寫作比賽
5A	郭子欣
5B	廖曉怡

探花獎
�第三名﹚

「健康人生」小學生
		硬筆書法比賽

6C	郭富儀 優異獎

日
期

活動 學生級別∕學生∕人數 獎項

視
覺
藝
術

金寶湯湯罐標貼設計比賽 6D	黃鍶慧 優異獎

「防止店舖盜竊」中小學
海報設計比賽

6D	黃鍶慧
小學組
冠軍

反斗高比聖誕3D奇幻歷險填色比賽 6D	黃鍶慧 冠軍

體

育

荃城舞出繽紛
體育舞蹈公開賽

4A	熊婉希
獨舞Waltz殿軍

獨舞Tango殿軍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
明日之星選拔賽
金鑽盃系列
亞洲公開賽

4A	熊婉希

2010-2011年度明日之星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獨舞﹕
Cha	cha	cha（冠軍）、倫巴舞（冠軍）、
牛仔舞（亞軍）、森巴舞（亞軍）、
華爾滋（季軍）、探戈（季軍）

拉丁舞單項﹕
Cha	cha	cha（冠軍）、牛仔舞（冠軍）、
Cha	cha	cha（冠軍）、牛仔舞（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獨舞﹕
牛仔舞（冠軍）、Cha	cha	cha（優異）

第二屆
陽光盃體育舞蹈
公開賽

4A	熊婉希
5A	馮浚銘

拉丁舞單項﹕牛仔舞（冠軍）、
倫巴舞（亞軍）、Cha	cha	cha（季軍）

4A	熊婉希
					（他校）
								林烙誠

拉丁舞單項﹕
牛仔舞（季軍）、	華爾滋（季軍）、（季軍）
拉丁舞雙項﹕WT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
節體育舞蹈比賽

4A	熊婉希
5A	馮浚銘

牛仔舞（甲等獎）
ChaChaCha（甲等獎）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18區精英代表
選拔賽（二月份）

4A	熊婉希
兒童及青少年標準舞﹕Solo	Tango（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cha	cha（亞軍）、
																																									Solo	Waltz（冠軍）

4A	熊婉希
5A	馮浚銘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Paso（冠軍）、
Rumba（冠軍）、Jive（冠軍）、Cha	cha	cha（亞軍）

5B	黃寶怡
4B	符泳芝

兒童及青少年	-	拉丁舞﹕
Lady	Rumba（季軍）、	Lady	Cha	Cha（優異）、
CR（優異）、	Rumba（優異）

第七屆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暨
香港排名賽

3B	劉康琳 隊際賽小學組﹕銅獎

4A	熊婉希
隊際賽﹕銅獎      二等獎﹕混合組鬥牛舞
三等獎﹕混合組倫巴舞、
																混合組查查查、混合組牛仔舞

4A	李均然

隊際賽	小學組﹕銅獎

4A	吳巧懿

4C	樊凱琳

5A	黃豐盈

5A	李綽媛

5A	馮浚銘
隊際賽﹕銅獎									二等獎﹕混合組鬥牛舞
三等獎﹕混合組倫巴舞、	混合組查查查、
																混合組牛仔舞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6B	洪倩宜 女單八強

ICBD「國際舞蹈聯會」
第17屆香港國際體育
舞蹈公開賽

4A	熊婉希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獨舞倫巴舞（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獨舞華爾滋（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獨舞探戈舞（冠軍）

Asianeeds	Anniversary	
Dancesport	Open	2011	
ADC	Amateur	League

4A	熊婉希
拉丁獨舞雙項（冠軍）
標準舞雙項（季軍）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18區精英代表選拔賽
（五月份）

4A	熊婉希

兒童及青少年標準舞﹕		
Solo	Tango（亞軍）、Solo	Waltz（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	拉丁舞:	Solo	Samba（亞軍）、
Solo	Jive（亞軍）、Solo	Cha	Cha	Cha（季軍）

5B	黃寶怡
4B	符泳芝

兒童及青少年	-	拉丁舞﹕	
Rumba（優異）、	CR（優異）、	Cha	Cha	Cha（優異）

普

通

話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6B	尹希樺
		高小組

（冠軍）

4A	尹晨樺
		高小組

（優異獎）

2011第十三屆全港
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B吳惠琦 		優異獎

4A	尹晨樺 		優異獎

6B	尹希樺 優異獎

音

樂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3A	盧翰熙
4A	熊婉希

銀獎
銅獎

2011第二屆穗港青少年
鋼琴公開賽	–	六級組

5A	郭子欣 優異獎

2011第二屆穗港青少年
鋼琴公開賽	–	小奏鳴曲組

5B	廖曉怡 冠軍

第六十三香港學校
音樂節		-		二級鋼琴獨奏

3B	林雅儀 季軍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十一歲或以下獨唱（外文歌曲組）

5B	周瓊玉 亞軍

2011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4A	熊婉希 銅獎
5A	郭子欣 銀獎

2011第二屆香港兒童歌唱公開賽 2B	吳惠琦 優異獎

英
文

2010元朗區英文歌唱比賽 4A	熊婉希 銅獎

數

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6E	林嘉俊 銅獎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5B	馬逸菲
5D	李仁龍

銀獎
銀獎

2010-2011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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