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至 2019 學年是多采多姿的一年，碩果纍纍，老師為學生精心安排

了豐富的學習活動，讓同學增廣見聞，拓寬學習經歷，培養他們成為博學多聞、

樂於自學的嶺英人。

    學校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為關注事項一，在各科各組的課程中，致力發展自

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以提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態度。

同時，學校加強自主學習相關的教師培訓，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是知識的傳

授者，而更是學習的促進者，力行「授之以漁」之教學方針，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訂立學習目標、投入學習、反思成果，實踐自主學習。

    學校積極發展與實踐校本 STEM 課程（高小於常識課中加入「科學過程技能學

習冊」）、STEM 精英訓練、全校 STEM DAY 學習日及設立 STEM 課外活動小組等。

校本課程在科學過程技能的基礎下，發展科學與工程實踐的元素，與時並進，這些學

習經驗促使學生裝備成科學、技能兼備的廿一世紀終身學習者。

    課外活動方面，本年共開辦 31組課程，範疇涵蓋面廣，包括運動、STEM、藝術、

戲劇、音樂、義工服務等，讓同學按自身興趣發揮所長，學期末更舉辦了課外活動分

享會，同學在舞台上展示課外活動豐碩的學習成果，別具意義。此外，二至五年級共

開設 15 組樂器班，實行一人一樂器，培養學生的音樂造詣。

    學校相信讓小一學生建立自信、喜愛學習是小一課程的首要任務。本年度小一是

第二年全年採用進展性評估 ( 不設考試 )，讓師生及家長更清楚學生學習的情況，減少

學生的學習壓力。小一課程著重學生的真實的學習體驗，教師針對小一學生的學習及

適應情況，制定及調整學習目標，共同設計了全年三次跨學科主題學習日，突破傳統

的學習框架，令學習饒富趣味，成效更彰。

    本年度共有 7個境外交流學習團，包括同根同心四川及南京交流、廣州、杭州及

江門姊妹學校交流、合唱團新加坡交流及暑期加拿大遊學團，三至六年級共 246 位同

學參與境外交流學習活動，參與人次達 282 人，透過境外學習，讓同學跳出書本的框

框，走出香港發現世界，所見所聞，盡是彌足珍貴的成長歷練。

    此外，本校獲得「利銘澤黃瑶璧慈善基金」慷慨捐出 $2,442,000 興建行人雨天
簷廊，貫通全校建築物，學校全力改善學習軟件及環境，迎接美好的新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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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課程特色之一是將校園範圍的自然生態資源融入課
程、教學，為使更多幼稚園家長了解本校辦學理念，學校每
年 9 月會舉辦多場開放日及觀課活動，10 月至次年 6 月亦
會不定期舉辦多項活動，幼童家長可密切留意本校網頁。
除講座、觀課外，亦會舉辦森林歷奇日營，為首志願報讀
本校的學生，舉辦準小一英文課程，體驗小學上課模式。

1.2	中文科配合自主學習的目標，五、六年級分別派出隊伍
參加國史教育中心主辦的「中國歷史人物專題研習報告
比賽」。同學運用自主學習的策略，小組自主訂定研究
主題，搜集資料，並進行歸納、組織、分析、評鑑，思
考歷史為今日帶來的現世意義。最終晉身決賽，於國史
教育中心匯報研習成果，榮獲季軍。

2.1	圖書組透過「小書叢閱讀獎勵計劃」和閱讀課
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同時安排老師於早
會介紹好書新書，提昇同學的閱讀興
趣，並於閱讀課鼓勵同學分享閱讀經
驗。圖書組亦配合英文科、中文科、
常識科和輔導組進行主題書展，增加同
學學習的途徑及資源。

2.2	開設英語圖書閣，逢每週一至四與學生分享英文圖
書故事，	並以紀錄卡記錄學生參與次數及鼓勵學生
繼續參與。

2.3	低年級同學參觀繪本圖書館，除了留心聆聽有趣繪本故事
之外，同時也發揮創意，創作了自己的第一本繪本圖書。

3.1 教師發展日

鼓勵各科教師參加自主學習相關主題的
校外培訓，同時引進校外資源為教師進
行講座，與全體教師一起研習自主學習
的專業知識、技巧及教學策略。

  為了裝備學生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學校致力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使他們具有終身學習的態度及技能。本年度學
校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為關注事項一，在課程中著重發展
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提昇學生學
習動機及態度等。同時，學校加強自主學習相關的教師培訓，
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而更是學生學
習的促進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效訂立學習目標、投入學
習、監控過程、反思成果。

關注事項一：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小一收生及幼小銜接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及態度

加入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

加強教師掌握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及創造
教學空間

1.1	積極發展與實踐校本 STEM 課程，從科學過程技能的基
礎下，發展科學與工程實踐的元素。除了校本 STEM 課
程，上學期末由常識科、數學科、電腦科進行跨學科活動	
STEM	Day，五及六年級進行「車輛防撞
欄設計大比試」，三及四級進行「環
境與生態知識大比試」，一及二年
級進行「高塔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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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舉辦「禮貌」及「誠言有你」等的活動週，配合生命
教育課及早會分享，鼓勵學生用行動實踐校訓的精神。

    誠言有你活動週
李姑娘在早會向同學
分享「誠」的重要

  透過有關學生儀表的班際比賽、表揚計劃及優化「讚讚好行
為」計劃，提高學生自尊感，從而增加學生妥善管理儀容及保持
個人正面形象的動機。

  校服儀容整潔比賽   「讚讚好行為」計劃

  透過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培養學生的
正向思維，加強他們在面對逆境時應有的勇氣及
堅毅。

五年級學生發掘自己的強
項，並將自己的技能教授
與低年級學生。從服務中
學習由別人的角度思考，
欣賞自己的長處。

四年級學生從種米的過程中，
體驗食物的珍貴。

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餵盾臂龜。
博物調查隊老師正在教授瀕危動物。

  學校相信讓小一學生建立自信，喜愛學習是小一課程的首要任務。本年度
小一是第二年全年採用進展性評估，不設總結性評估，此舉讓師生及家長更清
楚學生學習的情況，更有效回饋學與教，減少學生的學習壓力。
  小一課程組著重學生的真實學習體驗，教師因應小一學生的學習及適應情
況，制定及調整學習目標、內容，共同設計了全年三次的跨學科主題學習日，
分別為聖誕來了、動植物公園及瀕危物種。

本年度新增主題：瀕危物種

  小一學生從認識老虎在香港絕跡的故事開始，再了解學校環境對部分野生
動物的重要性。學生透過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及各科的課堂學習，了解世上
不少動物正面臨絕種危機，此與人類息息相關，最後共同研習保護瀕危物種的
方法。小一學生們非常喜愛此學習專題，學生在這三天的跨學科學習日中表現
出色，投入學習。

  
我們以培養嶺英人的素質定為關注事項二，以實踐校訓「誠、
愛、勤、樸」之精神。本年度關注事項二的重點是「誠」，學
校希望培養同學誠意求學、言行正直、真誠待人、誠心自省的
態度。其次，我們期望學生擁有卓越的自我管理能力、正向思
維及堅毅的精神。此外，配合學校獨有的自然生態，學校透過
課堂、早會及小組活動等，讓學生體會大自然的真善美，培養
他們愛護生態及環保的生活態度。

小一課程

關注事項二：
培養嶺英人的素質

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加強他們
在面對逆境時應有的勇氣及堅毅

體會大自然的真善美，培養愛護生態、環保
的生活態度

學生實踐校訓「誠、愛、勤、樸」之精神

五年級服務學習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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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中秋佳節花燈滿掛校園，同學跟
老師、家長齊齊猜燈謎，嶺英才子才
女一展才華，中秋氣氛濃厚。

  新春佳節同學到禮堂寫揮春、聽故事，還有新年應節小食、
小手工攤位，樂也融融。

  「嶺英小詩人」才思敏捷，展現本年古詩文自學冊的
自學成果，領略中國文學、文化的美，寓學習於遊戲。

  一年級學生參加中文攤位遊戲，
由家教會義工協助，從生活中識字，
愉快學中文。

  中文組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寫作
比賽，老師指導、點撥學生創作，
「小作家」認真筆耕，一展文采。

  6A張雨盈、6A顧莉萍分別獲得亞軍、
優異獎。

  現場寫作比賽初賽成績如下：4C 林臻
獲一等獎；3A 林文怡、4B 周嘉樂、4C
張芷源、5B梁穎獲二等獎；3A李家朗、
3A 李嘉榆、5B劉香儂、6A 張雨盈獲三
等獎。4C 林臻晉身「寫作小能手」現場
作文邀請賽總決賽，獲優異獎。

  6A 楊 嘉 武、6A 聶 楓、6A
余錦輝、6B關少華、6B彭韻心、
6B任好以小組參賽，獲得季軍。

  3A 鄭思琪、3A 葉惠霖、3A 林文怡
獲得優異獎。	

普通話科

     中秋文化活動1

明光會主辦「假如我是
灰姑娘的家人」徵文比賽2

新界校長會主辦第十三屆滬粵瓊港
「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3

國史教育中心主辦「中國歷史人物專題
研習報告比賽」4

中國文化協會主辦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5

     新年文化活動2

     古詩文化問答比賽3

     小一喜閱寫意文化活動4

  4C葉倩妤、4C張芷源、5C王彥茹晉
身總決賽，到上海與全國尖子以即場寫作
一較高下，最終4C葉倩妤榮獲全國一等獎，
5C 王彥茹獲二等獎，4C 張芷源獲優秀獎、網
絡人氣獎。

     第十一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1
校內活動

校外比賽

普通話電台唐宋詩詞廣播劇比賽
  在「普通話電台唐宋詩詞廣播劇比賽」參賽劇本故事：《望
廬山瀑布》、《送孟浩然之廣陵》、《回鄉偶書二首•其一》，
其中《回鄉偶書二首•其一》入選決賽，節目已於 2019 年 4 月
29 日新城電台播出。

    中文科致力發展校本課程，舉辦多元化的文化活動，並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
校外比賽，以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使學生有更全面的語文發展。

    本科積極參加校外比賽及活動。在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4C
班林臻榮獲銅獎。在第五屆馬振玉文藝
菁英賽之普通話演講比賽 5B 詹晶榮獲
全場冠軍。在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
通話演講比賽（複賽）：5B 詹晶、吳
鈺盈、5E 黃海倫榮獲優異星獎。在粵港
澳大灣區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
賽（廣州）獲銀獎和最佳拍檔獎。在第
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在中文朗誦
比賽榮獲亞軍、季軍、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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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their hand painting! Heart-felt 
thanks to our talented parent volunteers!So much fun playing the English games!

One group of Primary 3 students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completed DIY car!

Three P5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
School Spelling Competition held by Fung 
Kai No.1 Secondary School.

  It has been a very fruitful 
year for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 

LYPS! Students from Primary 1 to 6 have taken 
part in many exciting activities and here are some of the 

highlights.
  In our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teachers have made 

English more interactive by teaching students to make their very 
own cars out of recyclable materials. The Primary 4 and 5 have worked 

exceptionally hard to complete three literacy across curriculum projects. The 
themes of these projects are all based on the beautiful environment in Ling 

Ying! Students in Primary 4 designed their very own postcard inspired by the 
animals that live in and around our school. Primary 5 students created their own 
recipe using the herbs found in our herb garden. Our Primary 6 students went 
on a trip to Tsim Sha Tsui and learnt about Hong Kong’s history at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They also interviewed many tourists in order to 
learn about their thoughts on charity work. 
  Our school held the English Day this year! The English teachers 

prepared over 20 different English game booths for the students to 
play at. In addition to the thrilling games, there were also exquisite 

p r i z e s and delectable snacks provided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 

English

A group of Primary 6 students engaged in their 
research at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Smile for the camera! A lovely photo to 
capture and conclude a great interview.

A group of 6 students happily interviewing 
a tourist about her thoughts on Hong Kong.

Primary 5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ir reading to writing project.

P1 making the chocolate cake.

Time to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bite of the cake!

English Day

Mr. Keeping, our NET, teaching some students how to 
make their own car using recyclabl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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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電腦科

資訊科技

    由於教育局數學組自 2017年推出新的數學科課程綱要，本校數學科除了因新課程
內容而進行更新外，還根據學會學習2+，於閱讀、資訊科技、公民及德育教育及 STEM
方面均衡全面發展。學生於課堂使用APPS進行學習，利用MICRO:BIT 編寫數學運算程
式等，都能提升學生解難及運算思維能力，並培養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一年級方向和位置的課題
上，教學活動讓學生認識從觀測者
的角度以「上」、「下」、「左」、
「右」、「前」、「後」和「之間」
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並增強學生
認識及描述物件或符號的簡單規律
的能力。透過排列瀕危動物的圖卡
及立體動物模型，提升學生的空間
感，並認識各動物的相對位置。

學生利用幾何條及釘板 APPS 製作
平面圖形，並認識其特性。

學生利用MICRO:BIT編寫運算程式，
培養學生運算思維及解難能力。

學生觀看摺紙影片，學習不同摺
紙的方法製作平面圖形。

學生利用 GEOGEBRA 學習數算平面
圖形的面積，並製作不規則平面圖
形以探究其面積。

    為配合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本校按電腦認知單元課程教學。對於能力較
高學生，課程亦為他們提供了增潤部分，以提高他們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興趣、
資訊素養以及自學能力，例如：透過 Scratch 發展學生編碼能力、透過Micro:bit 認識
編碼與實物之間的互動等。

學生學習運用 micro:bit 中的「判

斷」、「循環」及「重複」語句完

成各種任務，提升運算思維能力。

透過 Scratch 發展學生編碼能力。

本校學生陳諾賢、華子燁在全
港 3537 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分別獲得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
克比賽銅獎及優異獎。

學生利用 micro:bit 製作土壤濕度感應器，各小組運用不同的
澆水策略，對校園中的彩葉草及石蓮進行為期一週的濕度監測，
比較不同澆水方式下植物的生長情況。

    資訊科技教育的目標，是透過電子科技令學習更有效益，而高效的學習
並不局限於課堂內。電子學習利用科技打破空間的限制， 讓學習更靈活，並
將學習與科技結合，透過各種科技的輔助，提升學習成效，讓學生終身受用。

iPads 自學區，一、二年級
同學使用流動電腦裝置學習。

午息時段，同學在電腦室進行網上學習。

  學生透過攤位遊戲、IPAD 數學
APPS進行互動學習，提升學習興趣，
寓學習於遊戲。

 數學周活動1 2 銜接數學新課程

3 數學電子學習

Micro:bit

跨學科mBot活動

學生掌握如何運用如果 - 那麼 - 否則 (if-then-else)
條件邏輯結構與變數，以編程解決問題，完成各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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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常識科
    本科致力培養學生自主解難能力，發展STEM教育中的科學過程技能。校本課程中，
四年級至六年級課堂進行「科學過程技能學習冊」。主題分別為看不見的空氣、觀察生
物、生物特徵的多樣性、光、顏色和光譜、人體結構與功能、冰之融解。學生從掌握常
識科的知識點中應用科學過程技能。

  STEM 科學精英班培訓學生整合
科學與數學的能力。本校學生於香港
常識科教育學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
的「校際 STEM 創意解難比賽」獲得
銀獎；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全港小學
STEM技能挑戰賽」獲得鑽石獎。	

  配合本校的生化淨水系統的資源，學生
於課堂構思如何設計與製作濾水管，當中需
要考慮物料的擺放次序
和份量，並運用儀器
量化自製濾水管的表
現，從而進行分組比
賽，比試誰的濾水管
表現最好。

    體育科範疇作多方面發展，鼓勵學生恆常參與運動，定時積極地進行體育活動或訓
練，培養學生恆常運動的習慣，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學生透過參與運動，從中得益，
提升心理及身體質素。體育科不但會外出參與不同的賽事和觀賞國際體育盛事，亦會為
高低年級學生舉辦多元化的校內比賽，學生自發性於課餘時間與同伴共同練習，藉此增
加其活動機會，進而更能享受運動的樂趣和賽事的刺激。在學校推動及家長積極支持
下，希望同學們透過多元化的運動，發展和培養個人興趣，提昇自信心，培養責任感及
追求卓越的態度。

足球隊
田徑隊 網球隊

健球隊 籃球隊

3A 葉惠霖獲童跑
童樂 2019 獎項

邊界區警足球隊訪校比賽

STAR 足球同樂日

健球體驗活動日大合照

北區學界校際田徑比賽

多位學生參加童跑童樂比賽

高爾夫球隊

小型網球體驗活動

香港網球公開賽導賞活動

明愛粉嶺陳震夏籃球邀請賽
女子籃球獲盾賽季軍

港隊網球隊隊員王康怡來
校與本校網球隊練習

 參與全港小學STEM比賽 1

探究看不見的空氣

探究人體眼球的操作原理

探究微生物

STEM教育中的科學過程技能2

從「生化淨水系統」中構思如何製作「濾水裝置」3

多元化的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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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自主學習工作紙2

2018優秀教師選舉（教學組）
得獎者  2019分享會

3

2018優秀教師選舉（教學組）
得獎者  2019訪問

4

     校本音樂課程書1

校本音樂主題活動「聖桑—動物嘉年華」5

合唱團新加坡交流團6

聯校音樂大賽7

香港演藝音樂節比賽8

漫遊音樂世界—學校聯演  9

音樂科

  音樂科分別為初小（小
一至小三）及高小（小四
至小六）設計兩套校本音樂
課程書，學生於課堂上運用
「校本自主學習工作紙」及「音樂課程書」，學習節奏、手
號及旋律。校本課程旨在將複雜的節奏情景化及形象化，利
用故事情景及圖像介紹旋律的高低（手號）。

  「校本自主學習工
作紙」共分為二部分，
第一部分內容包括新歌
範例，學生需要配合「校
本音樂課程書」自行填
上新歌內的唱名、手號
及節奏，讓學生自行學
習新的歌曲，其後，學
生於工作紙的第二部分
運用新歌內的重點節奏
自行創作節奏及旋律 ( 唱
名及手號 )，讓學生自行
創作新歌，提升學生的
成功感及培養學生成為
小小作曲家。

  節奏 

 手號

小一 

	 	 	區愷心老師、周燕如老師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
主持「2018優秀教師	(教學組 )
得獎者」分享會，把得獎作品
「森林校園之春天」―《四
季》及「校本音樂課程書」對
外分享，分享會有100人報名。

  區愷心老師、周燕如老師獲「教育
傳媒」邀請，訪問有關得獎作品「四季 -
春天」及「校本音樂課程書」的獲獎心
得及教學思維。

  音樂科繼續配合森林
學校，設計一系列以動物
為題（聖桑—動物嘉年
華）的音樂主題活動。老
師按歌曲內不同的動物主
題，替樂曲設計及編寫全
新的故事情景及背景，利
用不同的音樂教具、平板
電腦、樂器及肢體律動
感受「聖桑—動物嘉年
華」所描述的動物。

  為了讓本校小四及小五合唱團團員擴闊音樂學習經歷，
增廣見聞，學校舉辦了四日三夜的「合唱團新加坡交流」
活動，同學更參觀了新加坡育
德 小 學（Edgefield	Primary	
School）及進行音樂交流活動，
獲益良多！

  本校高級組合唱團及手鐘隊參加由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舉辦
的「聯校音樂大賽」活動，高級組合唱團憑歌曲《憑著愛》、《好
歌獻給你》及手鐘隊《Make	a	Joyful	Noise》分別獲得銀獎。

  本校高級組合唱團參加由
音樂事務處舉辦的「漫遊音樂
世界音樂比賽」，合唱團於高
山劇場劇院表演幾首曲目，獲
得「優良表演獎」。

  本校高級組合唱團參
加由香港演藝音樂節舉辦
的「香港演藝音樂節比
賽」，高級組合唱團憑歌
曲《憑著愛》、《好歌獻
給你》，於「合唱團組別」
獲得第一名及銀獎。

小六 

校本音樂課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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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與家教

會合作進行校園壁

畫繪畫，帶領同學一

起創作，以藝術美

化校園。

		

視藝科
視藝科與家教會合辦

「親子校園壁畫設計比賽」

亞軍 2B何卓羲亞軍 5D陳曉嵐

冠軍 3A陳曉峯冠軍 5E潘敏穎

季軍 1A孫俊承季軍 5B杜梓源

高級組 初級組

1A 沈子龍 時鐘設計 3B 梁蔚馨 蟲蟲變幻時 3B 白梓涵 蟲蟲變幻時

4B 羅嘉穎 單色版畫 4B 鄧駿誠 單色版畫

5D 尹佩怡及鍾佩諭 人物雕塑

5D 朱爾天 雙色版畫
5D 鍾佩諭 雙色版畫

6A 鄧浚朗 夢想之車

    本年度重點發展視藝校本課程，重新設計以「單元」為本的視藝課程，提升學生在
藝術上的認識，以加強同學的創意及作品的表現力。課程融入本校特色元素 ( 如森林學
校、綠色校園)作視覺藝術創作的方向，讓學生表達對學校的情意及增加學生的歸屬感。

4C 張芷源  水墨荷花3A 彭思敏  別別豬

1C 賴澤維  豐盛蔬果

6A 聶楓、李俊和、
謝嘉琪、沈國基 
貓窩設計

5B 布舒華 環保燈罩

4A 梁珮詩 貓在嶺英

6B 蘇曉琳 夢想之車

視藝科作品欣賞

校園壁畫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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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輔導主要希望從「預
防性」、「即時性」及「補救性」三方面提供適切的幫助
及輔導，讓他們順利過渡成長中不同的挑戰。因此，輔導組

每年定立了不同的計劃及活動，帶出相
關訊息及主題。

全方位學生輔導

成長的天空計劃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為期三年的
成長的天空計劃，同學在活動中學
習如何培養及提升樂觀感、歸屬感
及效能感，同學及家長在活動經歷
中獲益不少。 學生在參加愛心之旅時，到

清河邨的長者家中進行探訪。

在挑戰日營時，老師與組員一同
參與活動，並與組員進行分享。

女性內衣講座

在再戰營會，組員在營地內進行
蒙眼夜行活動。

兩性講座

主題活動
  配合學生在不同時期的需要，輔導組今年舉辦了禮貌週、
感恩週及不同的節日活動，期盼為學生帶來不同主題的學習。
同時，輔導組因應學生不同的需要和情況，即時作出回應、
跟進。

小組活動
  每年輔導組也會開辦不同的小組，配合各年級同學的需
要，令他們身心靈更趨健康。

社交大使訓練，由高年級學生擔任
社交大使，向低年級學生閱讀社交
故事，讓同學學習在不同情境下需
要留意的情況。

童愛世界義工計劃
  承蒙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撥款贊助計劃，讓學生有機會外
出進行探訪，學習愛他人，尊重他人，了解別人的需要，把祝
福帶給有需要的人。

義工們到獨居長者家中進行探
訪，了解長者的生活。

整個活動計劃完結後，同學在早會
上分享活動感受和體會，同時也呼
籲同學多參與義工活動。

精彩人生學生獎勵計劃
  精彩人生學生獎勵計劃旨在鼓勵學生訂立目標，並努力
以行動實踐，讓同學及老師參與其中。今年繼續在學期終分
級舉行慶祝會，每班學生在班主任的
陪同下共同見證及反思本年度目標的
實踐成效，為下學年的努力下定決心。

升中輔導活動
  小六升中一，為人生重要的
階段，學生面對很多未知和擔心，
因此輔導組為小六生準備了一系
列的活動，如升中講座、升中模
擬面試、誠傳畢業營等，希望讓
他們在心理上可以及早預備，有
更好的適應。 在參觀中學時，嘗試上中學的

烹飪課，感到十分新奇。

學習紮營後，一同在營內享受成
果，珍惜這次共同經歷。

舉辦家長講座，預早向家長提供
升中所需資訊，讓家長及學生可
以提早準備。

遊戲過後，同學們一起享用雪糕，
為達成目標而慶祝，分享喜悅。

小六面對升中壓力，因
此輔導組準備了不同的
活動，希望同學在活動
中舒緩壓力，同時也透
過活動認識自己的情
緒，學會用正確的方法
表達。

與長者安居協會合作，連同家長一同到南山村探訪長者，學會表達關心。

年終精彩人生慶祝會，同學都與
老師一起反思及檢視計劃的成果。

慶祝會上，同學們
都非常享受家長義
工為同學們準備的
小遊戲，勇於向難
度挑戰。

在小組中，透過不同的桌上遊
戲，認識不同的情緒及學習與
他人合作及相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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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到訪當地小學進行交流及上
課，增長見識。除此之外，本校亦接待了其他境外學校進行一連
串多采多姿的交流活動，讓學生開闊了眼界，建立友誼。

  學校每年均會為全校學生舉辦一
次秋季大旅行，同學有一整天時間在戶外進行活動，到處充滿

歡笑，師生樂也融融，同時亦加強家校合作及溝通。
  本年度學校秋季旅行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這裡活動空間充

足，環境亦十分優美。

  參觀四川科技館、熊貓館、恐龍博物館
到訪當地小學進行交流及上課，認識紮染技
術和繪畫青花瓷的技巧。

大大大草地，同學最愛。

班會集體活動，跑啊跑，來追我吧！有媽媽在旁，攀得再高也不用怕。

準備燒烤啦！
燒烤後，最美妙的事當然
是吃冰淇淋。

秋季旅行

江門外國語學校7

境外學習交流

廣州正聲小學8

  參觀中山陵、南京總統府、南京博
物館、中華門、靜海寺。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3 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4

杭州市與博世凱實驗小學交流5

新加坡合唱團境外音樂交流2

廣州比奇軍事主題園6

加拿大學習交流之旅1

本年朱校長獲邀分
享防止欺凌講座及 10 場正面

教育講座； 英文科獲深圳港人子弟學
校、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

院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邀請分享英文科教學設計及經
驗；中文科為「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分享中文

科教學策略；數學及常識科為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廣州校長
及教師交流團、澳門大學及公大校友會分享 STEM 課程設計；

課程主任為教育大學進修教師分享校本智力資本管理策略；生命
教育科分別為祥華幼稚園教師、嘉福浸信會幼兒園教師安排講

座及觀課；音樂科為教聯會優秀教師選舉 2018 分享得獎教
案；學生支援組為北區學校分享推動家校合作的策略。另

外，學校全年為校外團體進行 7 次社區歷奇及校園歷奇
活動。

教學交流、分享

廣州校長及教師到校交流

親子歷奇探索日營

澳門大學及公大校友會到校交流

  到訪印度文化館、環球影城、夜間
動物園、當地小學、音樂中心。

  師生一起參與軍營生活、篝火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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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美芬女士（6A陳梓軒媽媽） 
  大家好！我是 6A 陳梓軒家長。首先，感謝學
校給我機會寫這六年來做家長義工的心聲，讓我感到非
常榮幸。時間過得真快，回顧這六年來，我作為家長，親
眼目睹了學校的發展越來越強大。在朱校長的帶領下，整
個教師團隊超有愛心的老師們，對學生的關懷尊
重、耐心的教導，令我最感動。在這六年，
我認識了一班非常有愛心的義工媽媽們，
每次去到學校做義工，大家都很開心啊！
大家都盡力地把老師安排的任務做好，不
知不覺中度過了六年時光，好不捨得你

們。再此多謝學校給我機會，學到
了很多事物，也感謝幫助我的朋友
們！在此說聲謝謝！

家教會

	
莊潔儀女士（5B杜梓源家長）
  感恩這五年兒子能在嶺英這個多姿多采的大家庭中成長和
進步，使他培養出正面樂觀的態度和思維。作為家長的我，也
獲益良多，「正面管教」讓我深深明白，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
要性，當中所學到的，使我一生受用	。
  很榮幸這四年加入了家教會，更成為了主席，透過參與家
長義工和校內各項活動，讓我更了解學校的教學理念和孩子的
學習情況。最感到開心的是，與一群熱心的義工家長們建立真
摯的友誼，一起為老師和學生服務，協助老師舉辦活動。讓我
們繼續努力，使孩子的校園生活更精彩！
  由衷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辛勞付出，為孩子打造一個正
面、關愛及和諧的學習環境，更為孩子爭取多元化學習和出外
增廣見識的機會。

  本會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舉辦親子旅行，地點為天水
圍綠田園。當天天氣晴朗，家長、老師和學生都度過了既輕
鬆又愉快的一天。

遊樂設施

餵飼動物

親子時間

燒烤午餐

師生共樂

綠田園合照

親子旅行日
本年度活動

張小春女士（6B任好媽媽）
  我是 6B班任好的媽媽，不知不覺在嶺英
已當了近五年的義工了。回首以往，真的頗
多感觸，更多的是不捨。還記得自己第一次來
學校做義工時，心裏忐忑不安，因為聽不懂粵
語，老師交代的事情都聽不明白，幸得到其他家
長義工幫忙翻譯，才可完成工作。現在我聽粵語的
能力也提高了不少呢！回想起我和家長義工們一起整理圖書
館、和花農清除校園雜草、幫老師做教具、在禮堂佈置聖誕
裝飾、和其他家長義工一起探望獨居老人……這些回憶都歷
歷在目，給我的快樂太多太多。感謝學校提供這麼好的平台，
讓我參與家長義工活動，使我受益匪淺，不僅結識到許多優

秀的家長義工，還讓我能夠及時了解孩子在校的情況，
使我和孩子對義工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有了更加深刻
的認識和理解，也促進家校教育，謝謝大家。

主席的話

家長義工感言
  兩位資深義工即將離開嶺英的大家庭，感謝她們多年來無私
的付出，祝福她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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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校友會主席　黃靜萍女士（第二十屆校友）

  本人兩年任期差不多完結，十分感謝執委們在這兩年來的努
力！在這一年多期間，我們合作無間，互相支持、體諒。我特別
要感謝李天麗校董，我們由校友會成立的第一天合作，直至現在
已有八年，默契不言而喻。還有羽玲、竹蘭、亞女師姐，寶珍師

妹們一方面要顧家庭、拼事業，另一方面又安排時間投入校友會的活動，大家都能開心投入搞活
動，實屬難得。最高興及感恩的是兩位男成員志森和寬懷（新手爸爸），一方面忙着工作，一方
面照顧子女及太太，亦能投入校友會執委工作，實在感激萬分。本人深感榮幸能參加校友會工作，

轉眼 8年已過，對我來說這不是任務也不是工作，是一
份使命，是分享，是感恩！我樂於為校友會繼續努力，
也希望校友會未來有更多校友參與，跟我一起分享這份
愛和關懷，重溫我們兒時最快樂的時光。

  校友會將於 2019 年 10 月 12 日晚假上水金都酒樓
舉行第五屆校友會執委和校友校董選舉，本人呼籲大家
積極參選，為嶺英學校，為嶺英校友會出一分力！最後，祝大家開心快樂每一天！

  本年度開心學堂內容配合學校關注事項，透過講座讓家長欣賞孩子的能力，並尊重孩
子的獨特個性。一共舉辦了 12 場家長講座及 8節家長工作坊。除了正面管教的內容外，還
加入了不同題材，照顧家長在各方面的需要。

日期 主題 日期 主題
19-9-2018 新生適應 6-3-2019 抗逆同行
10-10-2018 情緒共舞 18-3-2019 網絡沉迷成因與解決方案
24-10-2018 提昇孩子的專注力 18-3-2019 正向管教子女的技巧
24-10-2018 提昇孩子的說話能力 3-4-2019 家長如何為子女升中作準備
12-11-2018 壓力層層疊 20-5-2019 代代傷傳
5-12-2018 青少年危機辨識訓練家 12-6-2019 認識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
9-1-2019 塑造「6A」好孩子品格 12-6-2019 建立親子關係的遊戲魔法

  本校的家長義工隊已成立了三年，義工人數比去年多
一倍，並分為低年級及高年級家長義工隊。義工們逢星期
一、五到校工作，為學校服務的項目多元化，全年共參與
學校活動及服務達 60 次以上呢！多姿多采的義工活動，
歡迎家長加入！

製作教具

校慶義賣

優秀家長義工隊

彩繪攤位

協助陸運會

中文科活動

協助週田村歷奇活動

製作湯丸

家長義工隊

開心學堂

校友會

關注事項：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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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學術成就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名單

香港教育大學與資
訊科技學系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
校 ( 中學組 )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
挑戰賽 ( 新界東區 )

金獎 5C毛嘉怡
銀獎 4B李嘉翊

銅獎
5E陳諾賢		 5B 林倩行	
5D 曹寯霖	 5C 曾創鴻	
4B 黃睿洋		 4B 莊嘉瑩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慈善基金會

「華夏盃」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華南賽區）

晉級賽
二等獎 5C毛嘉怡

「華夏盃」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3A李秉澤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9 港澳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銀獎 5C毛嘉怡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委員會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

香港小學電腦
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5E	陳諾賢

香港明光社 「假如我是灰姑娘的
家人……」徵文比賽 亞軍 6A張雨盈

新界校長會 第十三屆滬粵瓊港
「寫作小能手」決賽 優異獎 4C林 臻

嗇色園、婦女服務
聯會、傳承學院、
弘揚孝道文化聯合

會合辦

2019「給父母的心
聲」徵文比賽 真情流露獎 6A顧莉萍

香港國史教育中心
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2018 專題研習報告

比賽
季軍

6A余錦輝			 6A 楊嘉武
6A 聶 楓			 6B 關少華		
6B 彭韻心			 6B 任 好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教育局

2018 第四屆全港青
少年進步獎 最佳進步獎 6A梁家韋

香港常識科教育學
會與香港中文大學

合辦
校際 STEM創意解難

比賽 銀獎 5D吉文聰			 5C	曾創鴻
5C	喻遵書			 5C	王鶴庭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小學 STEM技能
挑戰賽 鑽石獎 5D	王麗雯			 5C	尤美茵

5C	王鶴庭			 5C 曾創鴻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
顯紀念中學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中文—銀獎 6A陳趙宇			 6A 顧莉萍

中文—銅獎 6B黃嘉權		 6A 賴咏琦	
6A 余錦輝

英文—銀獎 6A賴咏琦
英文—銅獎 6A顧莉萍
數學—銀獎 6A賴咏琦			 6A 顧莉萍

數學—銅獎 6B黃嘉權		 6A 陳趙宇	
6A 余錦輝

藝術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名單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北區青年節潮藝無
限祭填色比賽 (小學

初級組 )
冠軍 3A 陳曉峯

粉嶺基督聖召會
2018“喜迎聖誕，
樂在人間”親子創
作填色比賽

亞軍 4C范珈瑜

和美中國 第二屆和美中國青
少年書畫藝術展 銅獎 4C李子茵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會

藍天綠地在香港學
界設計比賽系列

2018
全港學界板畫設計
比賽 ( 小學組 )

季軍 5D陳曉嵐			 3A 陳曉峯

上水東莞學校
上水東莞學校
60 周年校慶填色
繪畫比賽

季軍 1A	吳永慶

北區婦女聯會

慶祝國慶 70 周年暨
濃情頌親恩填色
比賽 ( 高小 )

冠軍 5D陳曉嵐
亞軍 4B容梓軒
季軍 5C方穎彤

慶祝國慶 70 周年暨
濃情頌親恩填色
比賽 ( 初小 )

冠軍 3A 陳曉峯

季軍 1A	吳永慶

體育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名單

剛柔流空手道
正心館

空手道正心館形
比賽 2019

冠軍 6A 何嘉榮
亞軍 4C黎家業

仁愛堂體育中心 2019 仁愛堂空手道
比賽 季軍 4C黎家業		6A 何嘉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北區第三十三屆
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蝶泳—季軍 5B	杜梓源
100 米蝶泳—季軍 5B	杜梓源
100 米自由泳—冠軍 5B	杜梓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8-2019 年度
北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100 米自由泳—季軍 5E	馬家驍
50 米自由泳—季軍 5B	杜梓源
50 米蝶泳—亞軍 5B	杜梓源
50 米蛙泳—亞軍 3B	白梓涵

香港賽馬會及
曼聯足球學校

曼聯足球學校
小學校際足球友誼賽 全場最優秀運動員獎 5B	梁梓瑜

香港賽馬會
北區中學女子足球
四人聯賽盃比賽	

—	小學組
殿軍 女子足球隊

香港紅卍字會
大埔卍慈中學

2018-2019 年度
三十週年校慶
第十一屆卍慈禁毒
盃五人足球邀請賽
—小學女子組碟賽

冠軍 女子足球隊

新界喇沙中學
第十五屆小學男子
七人草地足球
挑戰賽

冠軍 男子足球隊

香港賽馬會及
曼聯足球學校

曼聯足球學校
小學生足球嘉年華 地區優秀運動員 5B	梁梓榆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8-2019 年度
北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特鉛球—季軍 6B關少華
女特鉛球—季軍 6A蒙冰鈴
女特 100 米—季軍 6A蒙冰鈴
女特 400 米—亞軍 6B	邱雪玲
男特 100 米—亞軍 6A楊嘉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19	 跳遠	-	冠軍 5C 葉錦培

救世軍石湖學校
北區小學友校男子
4x100 米融合接力

邀請賽
季軍 5B吉文璟		5C 葉錦培

6A 楊嘉武		6B 黃嘉權

青少年運動基金	 童跑同樂馬拉松
2019 亞軍 3A	葉惠霖

香港網球總會
賽馬會樂動網球
計劃 2018 冬季
小型網球比賽

季軍 6A	陳康南

香港網球總會
「賽馬會樂動
計劃」區際網球
友誼賽 2019
( 新界區 )

男丙冠軍 2A丁星字
男丙季軍 1B葉皓朗
女丙亞軍 2A溫悅琪
女甲亞軍 5B吳鈺盈
男甲亞軍 6A陳康南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北區區議會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	小學男子組 冠軍

6A袁承東		 6B 黃宗祥
6B陳威銘	 6B 羅俊安

6B陳嘉俊

明愛粉嶺陳震夏
中學

第十一屆北區小學
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碟賽—冠軍 男子籃球隊
女子組盾賽—季軍 女子籃球隊

朗誦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名單

新家園協會

第五屆新家園
深港普通話朗誦
精英賽 ( 中級組 )

最具潛質獎 5B詹 晶

銀獎 6B	任 好		5E	黃海倫

第七屆新家園
深港普通話
朗誦精英賽

銅獎 4C	林 臻

香港國學藝術
教育中心

第九屆香港國學
藝術節普通話
朗誦比賽 ( 初小 )

銅獎 2B林梓伊		3B 馬健津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5B	詹 晶
亞軍 5E	黃海倫
季軍 6A	賴咏琦		5E 潘敏穎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
中學

第五屆馬振玉
文藝菁英賽—
普通話演講比賽

金獎 5B	詹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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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學業成績龍虎榜
班級 模範生 學業卓越表現
1A 賈曉峰 賈曉峰 余伊嵐 吳恩鳴
1B 黃景晴 梁敬謙 范凌語 王樂可
1C 戴宇晴 孫俊承 邱澤安 戴宇晴
班級 模範生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A 陳穎喬 洪梓皓 陳穎喬 蘇子熙
2B 張婞原 張婞原 李燿光 葉婷婷
3A 林文怡 葉惠霖 李秉澤 鄭思琪
3B 馬健津 馬健津 白梓涵 姚奕航
4A 李碧琪 王顥霖 李碧琪 ---
4B 周嘉樂 李嘉翊 周嘉樂 莊嘉瑩
4C 張芷源 張芷源 陳思涵 鄭霖霖
5A 吳思萱 殷倩美 --- ---
5B 林倩行 林倩行 吳鈺盈 梁穎
5C 曾創鴻 曾創鴻 王彥茹 毛嘉怡
5D 鍾佩諭 鍾佩諭 黃天智 陳恩祺
5E 黃海倫 黃海倫 李君玉 鄭家韻
6A	 顧莉萍 顧莉萍 賴咏琦 余錦輝
6B	 黃嘉權 黃嘉權 賀蕾諾 譚順誠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名單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一屆全港
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9

優異星 5B	詹 晶		 5B	吳鈺盈	
5E	黃海倫

廣東省教育廳、香港
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

暨青年局

2019 年粵港澳
大灣區姊妹學校
中華經典美文
誦讀比賽（廣州）

銀獎、最佳拍檔獎 5B詹 晶				 5B 徐國嚴
5C曾創鴻			 5E	鄭家韻

音樂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名單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第九屆北區小學
音樂比賽 多人項目—冠軍 手鐘隊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鐘比賽 銀獎 手鐘隊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合唱比賽 銀獎 高級組合唱團

香港演藝音樂節 香港演藝
音樂節比賽 銀獎 高級組合唱團

其他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8/19 年

綠化校園工程獎
( 小學組 )

大園圃種植	—季軍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植樹—	優異獎

校隊名單

男子足球隊 女子
足球隊

男子
籃球隊

女子
籃球隊 手鐘隊 高級組合唱團

黃嘉權 蔡俊權 梁珮詩 鄭銳 布舒華 謝志鴻 黃芯穎 梁珮詩 鄭霖霖 侯天喻 余家華 胡慧瑩 張凱崴
翁則洋 王紳銘 羅嘉穎 鄭舒文 梁 穎 鄭 丹 尹佩怡 李嘉翊 林 臻 徐國嚴 熊梓瑩 王麗雯 張嘉豪
楊嘉武 李國寶 溫悅詩 鍾家威 劉香儂 詹雅婷 鍾佩諭 李子琪 黃靈懿 王卓孏 葉樂心 黃穎兒 陳諾賢
黃浩銘 吉文聰 布舒華 李俊霖 姚嘉希 徐國嚴 麥翠穎 陳子瑤 徐國壹 范天朗 余文靜 吳芷晴 諶楊鑫月
蕭揚揚 陳嘉霖 梁梓榆 關少華 劉美儀 余文靜 賀蕾諾 黎家業 鍾嘉威 郭瑩瑩 黃芯穎 曹寯霖 鄭家韻
陳趙宇 葉錦培 葉樂心 黃宗祥 林 禧 張嘉豪 梁家韋 李煖梅 張勝喆 吳鈺盈 謝智傑 黃天智 黃海倫
黃子昊 徐國嚴 余家華 陳趙宇 陳曉虹 陳嘉淇 李玟慧 劉昭南 李俊霖 尤美茵 葉錦培 葉昊森 麥翠穎
陳琪鋒 李鴻達 黃海倫 袁承東 謝嘉琪 任 好 彭韻心 王博灝 吳思萱 曾創鴻 胡 蓥 鍾佩諭 潘敏穎
鄭舒文 吉文璟 陳伊欣 陳威銘 林釔婷 蘇曉琳 溫悅詩 李鴻達 陳佳俐 陳恩祺 黃立凱 陳嘉淇

林釔婷 楊嘉武 邱雪玲 葉倩妤 鄭 丹 方穎彤 何香凝 邵凱瑩 劉香儂

「假如我是灰姑娘」徵文比賽
亞軍 張雨盈

七人草地足球挑戰賽 冠軍

優秀運動員 梁梓榆

冬季小型網球比賽 季軍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盾賽季軍

模範生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優秀畢業生：6A顧莉萍      優秀運動員：6B關少華
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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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芬蘭木」活動

  本年度共開設 31 班課外活動，課程內
容包羅萬有，同學能按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選
取適合自己的課外活動，學期終更為全校同
學舉辦課外活動分享會，透過表演、匯報、
課堂影片分享，讓同學展示這一年在課外活
動的學習成果，為同學建立成功經驗，建立
自信，發展個人才能。

棒球同樂日

參觀歷史博物館

STEM 機械車製作

週田村歷奇

中國武術
乒乓球班

創意藝術家

少年領袖團

手鐘班

水墨畫班

5E 吳紫晴同學
表演空手道碎板。

博物調查隊

團契

彩虹小天使

高爾夫球班

魔術班

    本年度設有課外活動卓越表
現獎，以表揚表現出色的同學。

一至三年級
組別 班別 姓名 組別 班別 姓名 組別 班別 姓名

民歌隊 1B 范凌語 水墨畫班 2B 鍾梓穎 博物調查初隊 2B 余若馨

創意藝術家 2B 張婞原 趣味英文班 1C 雷璟晉 舞蹈班 1B 李紫晴

喜樂團契 3A 何峻烽 網球班 2A 溫悅琪 魔術班 3A 楊嘉俊

硬筆書法班 3A 彭思敏 表演小天才 3B 余書慧 中國武術 1B 莊語淳

乒乓球班 3B 馬健津 籃球班 3B 劉憲璋

四至六年級
組別 班別 姓名 組別 班別 姓名 組別 班別 姓名

手鐘隊 6B 蘇曉琳 少年領袖團 5D 梁超然 魔術班 4B 鄧駿誠

彩虹小天使 4C 葉倩妤 博物調查隊 4C 黃嘉良 空手道班 5D 吳芷晴

恩典團契 6A 賴咏琦 舞蹈班 5E 郭諾婷 籃球班 4B 鄭 銳

毛筆書法班 6A 鄧浚朗 高爾夫球班 5E 鄭家韻 乒乓球班 4B 馬世堃

水墨畫班 5E 李君玉 創意工程師 6B 余智明 STEM科學精
英班

5C 喻遵書
足球隊 4C 鄭舒文 網球班 4C 鄭霖霖

多元化學校活動

課外活動課

校外參觀及活動

課外活動分享會

課外活動卓越表現獎 卓越表現獲獎名單

足球示範表演，
似模似樣！

四年級同學參觀大埔鐵路博物館。

到訪莊月明中學，參加 STEM 及球類活動。

欣賞國際馬術場地障礙賽，參加馬術嘉年華，
親親小馬。

到昂坪巧克力藝術坊參與工作坊，製作獨一無二的古朱力。

歷奇小先鋒到大埔海濱公園進行野外定向活動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學校經常舉辦
校外參觀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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