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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麗芳校長
    「深化學生自主學習和建構知識的能力，培

養主動學習的精神」是本校三年發展計劃的關注

事項之一，我們深信學生對學習的興趣、態度、

習慣和方法，是他們終身學習和發展的基礎。

因此，本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透過專業團隊多方面的支援，培育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力，營造校園積極、主動的學習

文化。

    我們先以四年級為試點，透過一系列工作

坊，指導學生訂立學習目標，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並於

課堂上運用自學策略，鞏固學習基礎等。從過去一年所見，喜見學生投入學習，

樂意參與討論，完成有關自主學習的任務，對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實在是一

個好的開始。

    除了學生層面外，大學專家團隊亦為本校教師舉辦多次工作坊，還有共同備

課、觀課和評課等專業交流，深化教師對自主學習教學策略的理解，並於課堂中

實踐所學，增強學生建構知識的能力，提升學與教效能。

    當然，計劃要成功推行，家長的認知及支持也是重要的。因此，我們亦舉辦

專題講座，讓家長了解如何幫助子女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掌握有效的溫習技巧

及自製溫習筆記等，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雖然計劃只施行了一年，成效有待驗證，但我們堅信學生如能從小養成良好

的學習習慣及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將會畢生受用。來年我們計劃推展至其他年

級，以助不同學習特性的學生學得更有效。就讓學校和家庭共同合作，培育我們

的孩子成為自主學習者！

培育孩子成為自主學習者

情溢
世德

「黑天鵝奇遇記」發揮同學的創意及團隊合作精神

同學們正商討如何整理學習教材呢 學生進行濾水實驗，啟發探究精神 學生利用 I PAD學習，全情投入

願景
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

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善業，

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培德育才，

揚康樂眾，實踐環保，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15~16年度「我和梵谷有約」藝術校園計劃

一起來藝術長廊欣賞學生的學習成果吧！

三年級作品  我的天空

五年級作品  我的椅子 六年級作品  我敬愛的同學

四年級作品  瓶花

二年級作品  月夜

梁德儀高級主任
     學校在藝術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為了讓藝術教育活化及深耕校園，學校於上年度積極策

劃「擁抱愛」藝術校園計劃，獲得理想的成果。本年度，我們再接再厲，推行「我和梵谷有約」

藝術校園計劃，旨在培養學生藝術技能，提昇藝術鑑賞能力，並以啟發藝術潛能與人格健全

發展為目的。

       「我和梵谷有約」以梵谷為主題推行二至六年級校本視藝課程，讓學生透過梵谷的故事以

及欣賞梵谷的作品，學習感受自己與別人、與自然及與環境間的相互關連，運用藝術創作發

揮藝術潛能。

    讓我們一起來校園內的藝術長廊欣賞學生的學習成果吧！ 「我和梵谷有約」計劃校本視藝課程

年級 主題

二 梵谷和他的星夜

三 梵谷的天空

四 梵谷的向日葵

五 梵谷的椅子

六 幫助梵谷的人

一至六 < 我和梵谷有約 > 創作展及欣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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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家副主任
    梅州市位處中國廣東省東北部，為歷史上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地，

有「世界客都」的美譽。這次同根同心交流計劃    梅州的客家文化三

天團，除了讓同學認識客家文化與精神，更能實地考察客家建築特色。

    經過約七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到達首站—梅縣最大的客家民居—南

華又廬客家圍龍屋，了解廬屋內的房子既可以獨立，又可以聯體，是客

家團結文化的建築。隨後，我們參觀了東山教育基地、院士廣場及歸讀

公園，體現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歷史遺跡，難怪近代梅州籍的名人輩出。

    最後我們到訪當地的大埔小學，與該校師生進行不同活動交流，直

接體驗梅州文化。此趟梅州之旅，世德師生不虛此行，確實對客家文化

有更透徹的認識。

同根同心交流計劃──梅州的客家文化

閱讀……跑馬拉松？！

曾經有同學問：為何本校的閱讀獎勵計劃名為「閱讀馬拉

松」？

因為閱讀與跑馬拉松有很多相同之處。

起點一樣： 跑馬拉松在起跑線開始，而閱讀也是在人生的

起跑線，有的更在嬰孩時期開始了；

進度不同： 跑步的步速各有不同，而閱讀的速度也是各有

不同，有快有慢；

目標自決： 跑馬拉松可選擇半馬拉松、全馬拉松，而我們

的閱讀目標可以自訂 100 本、200 本……

不愁寂寞： 跑馬拉松時會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參賽者與你一

起跑；同樣，閱讀也有很多良師益友伴你一起

享受，當中有校長、老師、家長、閱讀大使、

同學……

不知大家是否認同呢？希望大家繼續積極、努力，接受

「馬拉松」給你的挑戰吧！

吳文雅副主任

大家於梅縣最大的客家民居—「南華又廬客家圍龍屋」之留影
清乾隆建成之「東山書院」為東山
教育基地其中一處重點地標

家 長 閱 讀 大 使 帶 領 讀 書 會 延 伸 活
動—Yeah~我們完成了！

小息了，快去圖書館借書吧……看！
多踴躍，排「長龍」呢！ 閱讀課—由我來介紹故事人物

的性格特徵吧！

世 德 閱 讀 日 「 漂 書 」 活
動— 我們齊齊寫下閱讀
感想，再讓書籍漂出去。  衝出世德！我們參加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

家長閱讀大使團隊為同學講故事—
「喵~嗚！我是大花貓！」

圖書館主題閱讀活動—
大家快來找答案吧！

學生英文閱讀大使伴讀活動—哥
哥姐姐和我們閱讀了有趣的英文故
事，還讓我們玩故事拼圖，真是難
忘的閱讀經驗。

同學於東山書院內學習
古時敬師之拱手鞠躬禮

與梅州大埔小學同學進行交流活動

閱讀活動多
姿采，良師益友伴身旁，樂在世德齊閱讀！



訓輔德組
       　　本年度訓輔德組為培養學生知禮守規及尊重他人的良好品格，並進一步提升學生關愛

別人的美德，以「敬師愛友樂校園」為主題，配合一系列活動，讓學生從自重自愛到尊重他人，

主動關愛別人。

每班選出代表演繹「敬師．愛友．

樂校園」手號創作，表達敬師、

愛友、樂校園的信息，活動推行

期間，於小息時，常見師生以手

號互動。

為表揚各班具互助互愛精神的同

學，設「關愛之星」選舉。並邀

請「關愛之星」將個人真實個案

拍攝成短片，於早會宣傳及播

放。

配合送贈溫馨卡

予友人行動，相

約好友到「溫馨

照相館」拍攝相

片留念。

全校學生製作

小手工送贈長

輩及老師以表

謝意。

中秋節前舉辦「敬師愛友」中秋水果日，鼓勵大家分享

水果之餘，期能增進彼此感情。

由校園電視台錄製三

個校園實況，教授學

生如何面對及處理同

學之間的社交行為，

從而建立健康快樂的

朋輩關係。

午膳後時段舉行，表

演形式必須為合作

模式，展現同學間的

合作精神。

「敬師愛友樂校園」計劃

「敬師．愛友．樂校園」手號 「敬師愛友」中秋水果日

關愛之星 陽光舞台

感恩月活動溫馨照相館

社交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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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家丞高級主任
    回想比賽在即，球隊曾經出現危機，成員間出現小風波。籃球比賽講求隊員間的合作性，作

為教練的我大膽地作了一個決定    讓她們輸一場球賽。於是一些重點球員沒有在初賽中上陣。

    如果你從來沒有比賽經驗，也許你不知道在初賽階段輸一場比賽會有甚麼後果。答案是接下

來的對賽對手將會是另一組首名的出線者，即是較強的隊伍，而且這一場更是淘汰賽，輸了便四

強都不入了。

    為了爭取最佳成績，她們便要學懂團結，要學懂包容和接納，將所有個人的不滿要拋諸腦

後，共同為奪標而努力。慶幸，她們贏得的不只是冠軍名譽，更重要的是面對逆境，放下個人

的己見，發揮出來的團體精神。

    世德女子籃球隊活像一個縮小了的人生鍛煉場。女同學們，你們預備好加入嗎?我們歡迎你！

女籃奪冠，屢創佳績！

中國語文菁英

科學、科技及
數學教育學生博覽會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6A 鍾佩熹同學
    我很榮幸學校推薦我參加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並得以順利入圍，最後更奪得金獎，隨團到南京和揚州交流。我在交流團中

實在獲益匪淺，不僅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蹟，更認識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還去了南京的小學交流。當中，我認識了很多新

朋友，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學校，但透過這五天的交流團，大家都培養了深厚的友誼。

科學探究精英組
    今年一月廿二及廿三日，我校

獲邀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科學、

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生博覽會」。博

覽會目的是展示和表揚學生在科

學、科技及數學 (STEM) 相關範疇

的學習成果。

    我們參展的科學探究題目是

「水生植物 - 大自然的淨化高手」。

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既不傷害大自然，又可以除去污水中對人體及

生物有嚴重損害的重金屬離子的方法。

    參展當天，我們都有點緊張。但在老師的鼓勵下，我們主動地

向參觀者講解探究的成果，有條理地回應他們的提問。過程中我們

得到參觀者的鼓勵、肯定和讚賞，令我們信心大增。最後，我們還

獲大會頒發「最佳攤位設置獎」。

    能參加這次的展覽，我們要

感謝黃玉芬主任和許秀芬老師的

悉心教導，讓我們明白到只要有

好奇心，多觀察周圍的事物，應

用科學的頭腦來探究事物的真相，

很可能有出人意表的發現。

6A 林傲芹同學
    首先感謝學校給予我機會參加中國語

文菁英計劃，比賽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

分，共有三百多所學校參加。主辦單位會

測試我們的寫作、朗誦、演講技巧和中華

文化知識，從中我學習到不少語文知識，

真是獲益良多。最終我在這既緊張又刺激

的比賽中奪得銀獎，實在令人鼓舞。

姓名及班別 ＊比賽成績

6A 鍾佩熹
金獎

中華文化問答比賽  季軍
創意寫作比賽  優異獎

6A 林傲芹
銀獎

中華文化問答比賽  亞軍
創意寫作比賽  亞軍

老師們出席「菁英之星」頒獎典禮，為同學打氣。

同學們齊心合力參與「菁英之星」才藝大賽。

葉校長也到場打氣！

獲大會頒發「最佳攤位設置獎」。

向參觀者講解科學探究的成果。

6A Liu Tsz Kin, Victor 
  I am so delighted this year because I was awarded first prize for both 
English and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This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Miss Leung and Miss Lee recommended that I should enter the 
competitions. At first I refused because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 did not achieve 
good results. However, they encouraged me and said, “It’s worth giving it a 
shot.”  Hence, I signed up for the competitions.

  First of all, I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poems.  When I 
did, I could read them with good intonation and expression. Then, the hard 
part came.  I had to forgo my recess time and practise with Miss Lee and Miss 
Leung. I was so busy.  I even practised at home with my parents.  Both my 
teachers and parents put in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upport me, so I decided 
I must work hard to enable myself to read aloud with fluency. 

  On the days of the competitions, the hard work paid off, I was awarded 
first prize for both competitions. I was 
speechless and proud of myself.  My 
teachers were also overjoyed 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As a matter of fact, if it wasn’t 
for my teachers and parents I wouldn’t 
have won. They should also be credited 
for their effort which I am grateful for.  
Next year I hope to excel to obtain more 
glory!

Hurray! I am the champion for 
both English and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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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度校外比賽成績一覽表2015-2016年度校外比賽成績一覽表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姓名

2015-2016 青衣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 4X100 米殿軍 女甲 接力隊
女乙 100 米亞軍 5C 黃芷鈴
女乙 200 米季軍 5C 黃芷鈴
女乙跳高冠軍 5C 黃芷鈴
女乙跳遠殿軍 5A 黃明欣
女乙 4X100 米亞軍 女乙 接力隊
女丙 60 米殿軍 4A 王敏行
女丙 100 米季軍 4A 王敏行
女丙 4X100 米亞軍 女丙 接力隊
男甲團體獎季軍 男子田徑隊甲組
男乙團體獎殿軍 男子田徑隊乙組
男丙團體獎殿軍 男子田徑隊丙組
女甲團體獎殿軍 女子田徑隊甲組
女乙團體獎亞軍 女子田徑隊乙組
女丙團體獎季軍 女子田徑隊丙組

2015-2016 年度保良局屬下小學
第 12 屆聯合運動會

女乙 100 米亞軍 5C 黃芷鈴
男甲 400 米冠軍 6B 陳建霖
男甲鉛球冠軍 6D 高偉峰
女乙 4X100 米殿軍 女乙 接力隊
女乙團體獎殿軍 女子田徑隊乙組

2015-2016 花式跳繩嘉年華
小組  冠軍 2B 曾凱晴  2D 何思融  3D 甘茜瀅
個人  冠軍 2B 曾凱晴
個人  亞軍 5B 李樂宜  3D 甘茜瀅

2015-2016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
籃球比賽 ( 女子組 )

冠軍 女子籃球隊
最佳運動員 6B 丘健妤  6C 張汶錡

2015-2016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
籃球比賽 ( 男子組 )

亞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2015-2016 年度青衣區校際足球
比賽

亞軍 本校足球隊

全港區際足球比賽 ( 青衣區代表 ) 全港季軍 4A 張文浩  4A 何建臻  6D 高偉峰  6B 陳建霖
2015-2016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
排球比賽 ( 男子組 )

殿軍 本校男子排球隊

2015-16 年度青衣區校際乒乓球
比賽

女子團體殿軍 3A 陳彥寧  5A 劉曉穎  5B 詹子晴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高級組  優等獎 本校舞蹈高級組
中國舞低級組  甲等獎 本校舞蹈低級組

第 29 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表演組  金獎 本校舞蹈表演組
低級組  金獎 本校舞蹈低級組

第 44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小學高級組  金獎 本校舞蹈高級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本校舞蹈表演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本校舞蹈低級組

2015-2016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
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季軍 6A 郭子軒  6A 林卓言  6D 郭家豪  6A 梁煒謙
女子團體  季軍 5A 黃明欣  5C 莊煒楠  6A 曹鍶澄  6A 李焯琳
男子單打  季軍 6A 林卓言
男子單打  殿軍 6D 郭家豪

2015-2016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6C 呂卓謙
男乙 50 米蛙泳  亞軍 5B 黃浩一
男乙 50 米蝶泳  殿軍 4C 陳浚旗
男乙 100 米蛙泳  殿軍 5C 蘇卓軒
男乙四式接力  季軍 男乙四式接力隊
男丙 50 米自由泳  冠軍 4A 何建臻
男丙 50 米自由泳  殿軍 2C 陳家禾
男丙 50 米背泳  冠軍 4A 何建臻
男丙自由接力  亞軍 男丙自由接力隊
女甲 50 米蛙泳  亞軍 6C 莊觀寧
女甲 50 米蛙泳  殿軍 6B 譚凱寧
女甲 50 米蝶泳  亞軍 6B 譚凱寧
女甲 50 米背泳  亞軍 6A 李焯琳
女甲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C 任詠琳
女甲 50 米自由泳  殿軍 6A 李焯琳
女甲 100 米蛙泳  冠軍 6C 莊觀寧
女甲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5C 任詠琳
女甲四式接力  亞軍 女甲四式接力隊
女甲自由接力  季軍 女甲自由接力隊
女乙 50 米蛙泳  殿軍 5A 陳煦晴
女乙 50 米背泳  殿軍 1A 安梓瑜
女乙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陳煦晴
女乙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5C 黎芷晴
女丙 50 米蛙泳  亞軍 4B 鍾曉彤
女丙 50 米蛙泳  殿軍 4D 李筠霖
女丙自由接力  季軍 女丙自由接力隊
男乙團體  季軍 男子游泳隊乙組
男丙團體  冠軍 男子游泳隊丙組
女甲團體  亞軍 女子游泳隊甲組
女乙團體  季軍 女子游泳隊乙組
女丙團體  季軍 女子游泳隊丙組

2015-2016 保良局屬下小學聯合
水運會

男子丙組背泳  季軍 4A 何建臻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6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2B 曾凱晴  2D 何思融  3D 甘茜瀅  1D 鄭迦澧 
2B 何立行  2D 林樂昀

高級組四人大繩  冠軍 4A 林倚葶  4A 呂思慧  6B 蘇卓彤  5B 李樂宜

六人大繩  冠軍
1D 鄭迦澧  2D 林樂昀  4A 呂思慧
4C 郭煒軒  5C 蘇卓軒  6A 廖子健

六人大繩走八字  冠軍
2B 曾凱晴  2C 湯睿林  2D 何思融
3D 甘茜瀅  5A 陳珈汶  5B 李樂宜

話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 小學廣東話組 )
傑出舞台效果獎 粵語話劇組成員
傑出合作獎 粵語話劇組成員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6 優異獎 5B 劉潔禕  5B 劉韶嵐  5D 黃韻之

故事
「第二十七屆閱讀嘉年華」
We Read Rap Rap 故事演繹比賽

季軍 5A 黎海怡  5A 屈愷林  5A 余東泰  5A 屈愷桐

第 20 屆荃灣葵涌青衣區小學生德
育故事演講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2C 梁嘉浚
中級組  金獎 4A 梁愷晴
中級組  優異獎 3A 何嘉寶
高級組  金獎 5A 余東泰
高級組  銀獎 5A 黎海怡
高級組  優異獎 5A 馬敏寧
親子組  金獎 3D 羅子軒
親子組  金獎 5A 林穎妍
普通話組  優異獎 3A 胡凱淇

IT/ 校園電視台

第十一屆影藝新秀金葵獎
短片比賽

最佳影片、最具創意大獎 6A 鍾曉桐  6A 佘綽桐  6B 丘健妤  6A 曹鍶澄

優異獎
6A 鍾卓枬  6A 郭子軒  6A 羅樂瑤  6A 倫綽盈
6A 黃凱俊  6A 曾佩珊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粵語朗誦 )

一、二年級詩詞集誦 冠軍 女子粵語集誦隊
詩詞獨誦  冠軍 3A 郭卓沂
詩詞獨誦  季軍 3B 陳柏羲  4A 陳奕孜  5C 黃咏恩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5/2016
（小學組）

菁英金獎 6A 鍾佩熹
菁英銀獎 6A 林傲芹
中華文化問答比賽
亞軍

6A 林傲芹

中華文化問答比賽
季軍

6A 鍾佩熹

創意寫作比賽  亞軍 6A 林傲芹
創意寫作比賽  優異獎 6A 鍾佩熹

第 22 屆葵青區書法比賽
小學硬筆組  季軍 3A 梁歆云
小學毛筆組  冠軍 6A 林傲芹

保良局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A 鄭旭希
第二屆「細味人生—德育標語創
作比賽」

冠軍 4C 蔡瑜澄

「Express 我的夢想」
創作比賽 2015

季軍 6A 林傲芹

中華翰墨情  兩岸四地中小學生
書法比賽

優等獎 6A 林傲芹

普通話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普通話朗誦 )

詩詞獨誦  冠軍 1D 張芷菁  6A 廖子健
詩詞獨誦  亞軍 2D 張煒軒  5A 盧汀琦  5B 詹子晴

英文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英語朗誦 )

一至三年級集誦  冠軍 男子英語集誦隊
英語獨誦  冠軍 2A 譚焯琳  2B 任凱澄  6A 廖子健
英語獨誦  亞軍 2B 張曉淇  2D 何朗熙
英語獨誦  季軍 3A 何嘉寶  3A 梁禧哲

數學
2016 COMO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
學邀請賽 ( 初賽 )

特等獎 4A 何俊霆
三等獎 5A 余東泰

2015-16 全港 ( 葵青區 )
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6A 廖子健  6A 蘇韻蘋  6A 曾智翹
優良 6A 鍾卓枬  6A 鍾嘉兒  6A 鍾佩熹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 2016( 晉級賽 )

三等獎
3A 王健行  3A 何嘉寶  5A 黃愷曦
4A 張俊暉

二等獎 3A 李昀澤  4A 陳智昇  6A 曹鍶澄  5A 余東泰
一等獎 4A 何俊霆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 2016( 總決賽 )

三等獎 3A 何嘉寶  4A 陳智昇  5A 黃愷曦  5A 余東泰
二等獎 3A 李昀澤
一等獎 4A 何俊霆
華夏之星 4A 何俊霆

全港十八區 ( 葵青區 ) 小學數學比
賽

銅獎 6A 曾智翹  6A 廖子健  6A 蘇韻蘋
優良獎 6A 鍾佩熹  6A 鍾嘉兒  6A 鍾卓枬

第 23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
賽

小六組  銀獎 6A 曹鍶澄
小五組  銅獎 5A 林巧嵐
小四組  銅獎 4A 陳智昇
小三組  銀獎 3A 李昀澤  3A 譚樂瑤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賽 AIMO( 晉級賽 )

金獎 4A 何俊霆  6A 廖子健
銀獎 4A 張俊暉  4A 陳智昇  6A 曹鍶澄  5A 余東泰
銅獎 3A 譚樂瑤  5A 黃愷曦

201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總成績  二等獎 6A 曹鍶澄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A 曹鍶澄
數學競賽  一等獎 6A 曹鍶澄
數學競賽  三等獎 6A 廖子健

2015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數學科  優異獎 6A 廖子健
解難分析科  優異獎 6A 廖子健

常識
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生博覽
會 2016

最佳攤位設置獎
5A 陳珈汶  5A 鍾卓   5B 李樂宜  5B 蘇煒麟
6A 黃卓言  6A 佘綽桐  6A 麥詩蕾  6B 黃家逸

第 19 屆常識百搭創新科技及科學
探究展覽比賽

嘉許獎 5A 陳珈汶  6A 黃卓言  6A 麥詩蕾  6B 黃家逸

2016 AESC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
賽 ( 初賽 )

金獎 4A 何俊霆
銀獎 4A 張俊暉

兩文三語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小學組  亞軍 6A 鍾卓枬  6A 蔡俊皓  6A 曹鍶澄

音樂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  冠軍

1B 林卓宏  2B 鄧文晞  2D 劉桐炘
2C 梁嘉浚

鋼琴  亞軍 2C 陳家禾  4A 嚴巧晴
鋼琴  季軍 1A 黃睎韻  4C 梁凱詠  4D 吳詠儀

第十三屆香港鼓令 24 式擂台賽 優異獎 本校鼓隊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6 管弦樂合奏組  季軍 本校管弦樂團

視藝

2015 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美術設
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一等獎 1B 林子堯

世界賽三等獎
4A 王卓榆  5A 陳煦晴  5A 陳旖琪  6B 李穎妍
6B 黃羨瑜

香港賽一等獎
4A 蘇圃慧  4A 呂思慧
5A 林巧嵐  5A 陳珈汶

香港賽二等獎 1B 林子堯  4A 梁愷晴

香港賽三等獎
4A 王卓榆  5A 陳煦晴  5A 陳旖琪  6B 李穎妍
6B 黃羨瑜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比賽

一等獎 6D 盧紫柔

二等獎
2D 趙博聞  3A 杜學儒  3A 譚鴻浚  5A 陳旖琪
6D 何洛雯

三等獎
1A 繆傑智  2A 劉倬熒  3A 潘曉玲  3A 陳彥寧
3A 李昀澤  4D 陳苡晴  5A 林巧嵐  6A 林傲芹
6D 賀釋瑤  6D 陳雨晴

荔園動物 HIDE N SEEK 立體動物
紙糊製作比賽

亞軍 3A 譚樂瑤
季軍 3A 潘曉玲
優異獎 4A 黃靖忻

體育

15-16 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青衣區男子組  金獎 本校男子組運動員
青衣區女子組  第三名 本校女子組運動員

2015-2016 青衣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100 米冠軍 6D 高偉峰
男甲 200 米冠軍 6D 高偉峰
男甲鉛球冠軍 6D 高偉峰
男甲 4X100 米季軍 男甲 接力隊
男乙 60 米殿軍 5D 陳穎博
男乙跳遠亞軍 5D 陳穎博
男乙壘球亞軍 5B 陳子軒
男乙 4X100 米殿軍 男乙 接力隊
男丙 60 米季軍 4B 盧俊傑
男丙 100 米季軍 4C 招俊然
女甲 200 米殿軍 6A 曹鍶澄
女甲鉛球殿軍 6C 張汶錡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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