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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黃陳的孩子擁有良好的品德素質 , 我們在為期三年的學校計劃中加
強品德教育 , 透過班風經營、生活實踐、獎勵計劃、成長學習活動及多元化
服務職能等 , 幫助孩子建立積極、正向的價值觀。過往一年 , 同學在學習態
度及待人處事上都有不同方面的進步 , 而回想四月拍攝畢業照的情境 , 本屆
六年級同學的表現 , 亦讓我深深感受到良好的品德種子已在黃陳孩子的心中紮根 , 日漸成長。

拍攝畢業照是標誌著六年的小學階段快將完結，新的學習階段即將來臨，學生與相處多年、一起經歷喜與憂的小
學老師和同學共聚拍照，留下美好的回憶，這是極富意義的時刻。還記得拍攝畢業照當天，六年級同學都認真、
投入地完成每個拍攝環節。他們裝扮整齊，並按老師的指示，在禮堂彩排，為拍攝畢業照作好準備。當正式拍攝時，
同學主動、有禮地向嘉賓打招呼﹔安靜、耐心地等候拍攝﹔專心、仔細地聆聽攝影師的指示，齊心為拍攝畢業照
付出努力。整個拍照流程暢順，六年級同學的態度認真，他們都表現出成熟和有教養，能自律，尊重自己及別人。
看到他們明理、受教，我感到十分欣慰。

人生充滿喜、怒、哀、樂，有成功、順利的日子，也有失敗、困難的時刻，孩子學懂自律，便能好好管理的自己
的行為及情緒，處理及應對不同的境況及挑戰﹔學懂尊重自己及別人，便能在關顧自己時，也看到別人的需要，
關心、關愛他人﹔學懂認真，便能細心、投入地工作，發揮自己的才能，貢獻社會。聖經中提到﹕「聖靈所結的
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 加拉太書 5:22)。」盼望上帝繼續保守六
年級同學，在踏入中學生活時，加添他們能力及智慧，讓良好的品德種子在他們心中茁壯成長，更誠願每位黃陳
的孩子都蒙上帝的帶領及祝福，在生活中展示出聖靈所結的美好果子，擁有高尚的品格，成為上帝喜悅的人。

校長的話

良好品德 ． 紮根成長

梁玉華校長

黃陳一向重視學生的學習、老師的教學，因此積極與不同校外專業機構携手發展和
推動校本課程，優化教學，推動老師的專業成長。其中包括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發
展中文及常識科校本資優教育課程，及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組合作，全
面優化英文科校本課程。

老師過往的努力得到了外界的認同，本年度本校被邀請擔當「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
劃」核心學校，多次在校外與教育同工分享、交流教學
心得和成果。

此外，本校英文科組也獲教育局邀請於「以行求知經驗分享
會 － 教學多元化．學習無界限」分享會上分享英文科的校本
課程發展經驗和成果。自 2014 年起，在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
主任領導下，本校優化及統整了英文科校本課程，我們優化
了課堂設計及課業、反思課堂的成效，更有效地善用教材來提升教學技巧。老師花了不少時間
進行共同備課、設計課堂、準備教材和課業，看到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增加了，課堂上積極參
與，英語寫作的信心和表現提升了，我們頓覺一切辛勞是值得的，也成為了老師繼續向前邁進
的動力。

展望來年，我們將繼續優化英文科課程，以四年級作重點，進一步加強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
並會加強學校的英語環境，推動英語閱讀文化，利用更多機會展現學生英語方面的才能。

專業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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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有 22 位來自一
至五年級的同學攜手合作，
演出“The Pirates”音樂劇，
雖然當中大部份同學是初次參
加，但是他們都努力不懈，在
對白、歌詞、舞步、演練、
歌唱技巧、解讀內容及
投入角色等方面都加緊
練習。而他們的努力亦

獲得肯定，於「2017 香港學校
戲劇比賽」獲得「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整
體演出獎」，其中 12 位同學榮
獲「傑出演員獎」。在參與這次
英語音樂劇的過程中，同學們除
了提升了英語能力及自信心，也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數學日
在數學日，學校舉辦了不同活動，以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展現
學生在數學方面的才能，例如：「趣味創意小作品」設計比賽、攤
位遊戲、數學遊蹤、魔力橋大賽及閱讀趣味數學小百科等。同學積
極參與活動，特別在「趣味創意小作品」中，同學能克服困難，配
合數學科的「圖形與空間」概念完成極具創意的小作品。而一年一
度的「黃陳魔力橋大賽」亦吸引了許多同學參與，活動富趣味性、
思考性及挑戰性。學校亦配合課程的內容，設計了不同程度的速算
比賽讓同學參加，讓他們一展所長，提升其自信心。

攤位遊戲十分有趣，同學十分喜愛及積極參與。



伴成長 4.23 閱讀日暨閱讀週
為了配合 4•23 世界閱讀日，本校於 4月 25
日至 28 日舉行「動物奇趣」閱讀週，以提升
學生的閱讀興趣，培養他們良好的閱讀習慣。
透過中文、英文及圖書科結合，學校舉行了多
元化的閱讀活動，加強校園的閱讀氣氛。

我是閱讀週吉祥物！

一年級冠軍：1A 梁健豪

我是小小攝影師 !

  同學們都認真投入閱讀週的活動，很多同學得獎呢 !

四年級冠軍：4A 宋珈媛

二年級冠軍：2A 周元健

我們是可愛的小動物 !

小息的攤位遊戲可熱鬧了 !

五年級冠軍：5B 區凱淇

三年級冠軍： 3A 吳卓謙

六年級冠軍：6B 黃思朗

我們在表演話劇—《三隻公牛》!我們在介紹有趣的動物知識 !

早會
時段

一至三年級書籤設計比賽  及  四至六年級四格漫畫創作比賽之得獎作品

活動詳情如下：
中文科：動物故事推介、「動物之最」展板介紹、

攤位遊戲等活動
英 文 科：Fun Stories of Animals, Funny Animal 

Games booth, Fun Animals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圖書科：動物故事劇場、「千奇百怪動物」展板介紹、午間故事短劇、攤位遊戲、 
動物知識問答比賽、P1-3 動物書籤設計比賽、P4-6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動物造型拍拍照等活動。

黃陳魔力橋大賽吸引了許多同學參與，大家都用心地思考呢 !
「數學遊蹤」讓學生可以走出課室學習， 

以數學的角度去認識學校。

頒獎

動物造型拍拍照

攤位遊戲



多元活動多元課德育
講座及劇場

「小農夫」計劃

環保校園

 
積極人生講座

學校邀請香港長跑運動員紀嘉文先生到
校主持講座，分享成為運動員的心路歷程，
並勉勵同學勤奮上進。

多元課 
「藥物小偵察」

木偶劇場： 
預防濫用藥物

學校邀請街坊小子木偶劇場到校，
透過木偶劇的演出，讓學生了解濫
藥問題及濫藥對身體的害處，從
而學懂作出正確的選擇。

為了向學生推廣綠化意識，本
校持續推行「小農夫計劃」，
利用校內草坪進行有機耕種，
讓學生種植蔬果，體驗農夫
的辛勞。同學每天為植物灌
溉、除雜草及施肥，看見自
己親手種植的果菜日漸長大，
他們明白食物得來不易，也
學懂和別人分享成果。

本校一向重視環境教育，深信培養學生環保、珍惜資源的意識是學校
教育重要的一環。兒童明白保護環境及尊重大自然的重要，才可於
生活實踐保護環境的行為，並持之以恆，甚至影響身邊的人。因此，
學校制定環保校園政策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的環保活動。而學校推
動環境教育的工作亦獲得外界的肯定，榮獲由港燈主辦的「最傑出綠
得開心學校大獎」季軍 ( 小學組 )

細心播種 開花結果 樂見收成

每天灌溉



自律 服務 關愛

傑出風紀選舉

梁頴思主任、李蔚枬老師

為了培養學生懂自律、愛服務、樂關愛，學校舉行幼童軍、小女童軍及公益少年團等活動，
讓學生培養積極堅毅的精神，並從自我管理延伸到互助關愛，邁向精彩人生。

風紀隊伍的成員要肩負起協助老師維持學校秩序及幫助同學解決困難的使命，工作雖然艱辛，但卻能換來全校同學的
尊重和愛戴。
為了表揚本校傑出的風紀隊員，本校於 4月 3日至 11 日舉行了「傑出風紀選舉」。候選風紀於早會在台上向同學介
紹自己 ，而學校禮堂亦設有候選風紀的資料展板，使同學們可以更認識他們，從而決定投票意向，最後全校師生以
一人一票形式投選傑出風紀。是次傑出風紀選舉競爭十分激烈，被選出的三位傑出風紀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此，再
次恭喜當選的傑出風紀，也十分欣賞所有風紀為學校所付出的貢獻！

尊老敬賢有愛心

參選團隊於早會

上台進行宣傳活動

同學們看過參選者的自我

介紹後便投票

參選者於早會前在

 校門前列隊拉票

三名獲最高票數的 

「傑出風紀」

同學投選心目中

的「傑出風紀」

參選者於小息時段拉票

公益少年團各隊員都守望相助，發揮團體精神

童軍大會操 校運會襄禮服務
莊嚴的升國旗儀式

關懷顯愛心

擴視野



家校齊心

義工家長

PTA 親子旅行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親子大旅行的目的地是馬屎洲自然教育徑，參加人數達 251 人。旅行當天， 大
家由學校乘車前往目的地，沿途欣賞無限風光。到達被列為世界地質公園的馬屎洲自然教育徑後， 
我們欣賞了美麗的大自然環境，認識到時間巨輪如何將地貌改變，大家都大開眼界。下午大家啟
程前往大尾篤進行燒烤活動，渡過了愉快的一天。大部分參加的家庭都滿意是次安排，並認為活
動能促進親子關係，給予家長與老師交流的機會。

我們出發了！ 風景優美 ~~

師生打成一片

一起燒烤，樂也融融

姨姨協助我扣上號碼布

叔叔很親切，為我打

開飯盒，幫我添菜 姨姨陪我們一起創作故事
叔叔指示我比賽的位置

感謝過去「黃陳」家長義工團隊無私的奉獻，悉心地照顧學生們午膳、
講故事、協助學校各項大型活動，令學生的校園生活增添色彩。



共育苗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童』展翅 ‧ 夢飛翔」晚會

家長教師會於 5月 18 日舉行了本年度周年會員大會、第十二屆理事就職禮暨「『童』展翅•夢飛翔」晚會。是晚節目
相當豐富，鄺詠嫻主席於會上報告家長教師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後，隨即進行第十二屆理事會就職禮，標誌著家長教師
會進入第二十二年的新里程。除此之外，是晚亦舉行了「黃陳好學生榮譽」嘉許禮及學生才藝匯演，展示了學生於品行
及活動方面努力的成果。當晚許多嘉賓及家長撥冗出席，氣氛十分熱鬧。

名譽顧問蘇澤灌先生蒞臨是次

周年會員大會並為我們致辭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理事就職禮 黃陳好學生榮譽嘉許禮

「『童』展翅 ‧ 夢飛翔」晚會



學校因你 ‧ 自豪
中文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新界校長會第十一屆 
滬粵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一等獎 4A 張恩瑜
一等獎 5B 施嘉茵
二等獎 5A 林藝璐
二等獎 6A 陳家莉
三等獎 5B 賴子健
三等獎 6A 禤百悅
三等獎 6A 袁振豪
三等獎 6A 郭敬業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舉
辦「幸福人生~小學生 
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 優異獎 ) 3A 張紫沁

高級組 ( 入圍獎 ) 6A 葉式屏

iLearner 智愛閱讀平台 銀獎 1A 鄭雪怡

英文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iLearner 智愛閱讀平台
銀獎 1A 鄭雪怡
銀獎 4B 陳曉雪

2016/2017 香港學校戲劇比賽

傑出演員獎 1A 朱  迪
傑出演員獎 1B 朱  寶
傑出演員獎 1A 鄭雪怡
傑出演員獎 2A 方凱燦
傑出演員獎 3B 黃凱銘
傑出演員獎 3B 方曉瑩
傑出演員獎 4A 楊舒喬
傑出演員獎 4B 葉佩霖
傑出演員獎 4B 陳曉雪
傑出演員獎 5B 張洛怡
傑出演員獎 5B 區凱淇
傑出演員獎 5B 樊樂賢

(團體 )
傑出整體 
演出獎
、

傑出合作獎
、

傑出舞台效
果獎

1A 朱  迪
1A 鄭雪怡
1A 鄭裕瀚
1A 鄭丞璞
1A 周子瑜
1A 譚諭熙
1B 陳汝蕎
1B 朱  寶
2A 方凱燦
3B 黃凱銘
3B 樊莉賢
3B 方曉瑩
4A 周  盈
4A 楊舒喬
4B 葉佩霖
4B 陳曉雪
4B 黃榆羚
5B 謝雅柔
5B 張洛怡
5B 區凱淇
5B 樊樂賢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  
英詩獨朗 季軍 2A 陳芓攸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二等榮譽 4A 宋珈媛

數學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舉辦 
「2017 屯門元朗區小學 
遊踪 •『魔力橋』大賽」

銀獎 5A 楊浩軒
銀獎 5A 張金鑫
銀獎 5A 黃浩逵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舉辦 
「第四屆小學拉格朗日 
數學培訓班及邀請賽」

銀獎 5A 張金鑫
銀獎 6A 袁振豪
銀獎 6B 楊悅怡
銅獎 5A 黃浩逵
銅獎 5B 區凱淇
銅獎 6A 葉式屏
銅獎 6B 梁恩僑

常識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舉辦「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
課程 暨 海、陸、空探索比賽 

2017」

科技探索 
之旅

(二等獎 )

5A 張再恩
5B 謝崇義
5B 鄧煒健
6A 袁振豪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愛
惜元朗•由減廢做起」標語 

創作比賽

優異獎 5A 鄭進楊

優異獎 5B 胡蔚晴

環保促進會主辦「GO GREEN, 
ACT GREEN」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6B 黃思朗

普通話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舉
辦「第三屆馬振玉文藝菁英
賽 ~ 普通話演講比賽」

亞軍 5B 馮靖恩

伯特利中學主辦 
「第十二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

講故事 (優異獎 ) 4A 楊舒喬
高小朗誦(優異獎) 5A 林藝璐

良好獎 4A 林嘉琪

體育方面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Kinder + SPORT舉辦 
「童跑同樂馬拉松」

童跑繽紛組
女子9 歲組別(冠軍) 3B 王紫嫣

維特健靈 
「慈善單車馬拉松 2017」

女子醒目仔
9-10 歲組別 (冠軍 ) 3B 王紫嫣

沙美游泳會「周年水運會」
100米自由式(冠軍)

3B 王紫嫣
25米自由式 (季軍 )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主辦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十二屆舞動香江大賽」

團體 Kpop                                  
少年組 ( 冠軍 ) 2A 陳芓攸

香港樂心會主辦 
「樂心繽 FUNRUN  

慈善跑」

3km親子女子組 
( 亞軍 )

3B 王紫嫣3km 女子個人          
9-10 歲組別 
( 第六名 )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 2017

8-10 歲 +38 公斤 
( 亞軍 ) 4A 曾悉名

7-9 歲 -28 公斤 
( 季軍 ) 2A 曾悉律

新界區體育總會主辦 
「第二十一屆新界區 
新春冬泳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 
( 第七名 ) 5A 黃紫澄

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50米 
( 第 8名 ) 4B 池建慶

「第五十三屆 
學校舞蹈節」 
中國民族舞蹈比賽

(團體 )
乙等獎

2A 陳熙琳
2A 馬首丞
2B 馮子諾
2B 韓 藝
2B 羅嘉瑞
2B 王芯誼
2B 楊凱弦
3B 陳恩彤
3B 金善美

香島盃 ~ 元朗及北區小學
跳繩大賽 2017

個人 30秒單車步—
女子丙組 (殿軍 ) 2A 董若愚

個人 30秒單車步—
女子丙組 (優異獎 ) 1A 黎詠嘉

個人 30秒交叉跳—
女子丙組 (優異獎 ) 2B 鄭潤宜

個人 30秒二重跳—
女子乙組 (優異獎 ) 4A 黃延恩

2017 朗暉泳會春季水運會 21米自由泳 
( 三星獎 ) 1B 張  皓

音樂方面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中國音樂學院考級委員會
(廣東考區 )主辦 

「中國音樂學院第十一屆 
音樂演奏評分賽」

一等獎 4A 宋珈媛

三等獎 2B 楊凱弦

元朗大會堂主辦「2017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銅獎 ) 3B 唐以樂
中童組 (銅獎 ) 5B 唐健峯

青松侯寶垣中學舉辦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
比賽 2017」~ 鋼琴獨奏

銅獎 4A 宋珈媛

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 
「屯門區中西樂器比賽

2016」

西樂~新苗組 
比賽   ( 良好獎 ) 3B 唐以樂

初級組 (優異獎 ) 2A 曾悉律
初級組 (優異獎 ) 2B 楊蔚翹
初級組 (優異獎 ) 3B 余念德
高級組 (優異獎 ) 4B 林逸峰
高級組 (優異獎 ) 5A 吳嘉旋

視藝方面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藝術發展青少年及兒童藝術
節「水彩及粉彩畫比賽」

兒童B組 
( 冠軍 ) 6A 歐犖偲

中國教育網絡電視書畫台主辦
「第十三屆墨彩杯全國青少年兒
童書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

二等獎 3B 馮湕溍

保良局「我是健康好孩子」繪畫
比賽

初小組 
( 優異獎 ) 2B 鄧在希

高小組 
( 優異獎 ) 4B 陳曉雪

其他範疇

活動 獎項 學生姓名

公益少年團 
「樂助人顯和諧」 
領袖訓練營學習計劃 
桌面遊戲設計

(團體 )
最具創意獎

4A 張恩瑜 5A 張再恩

4B 葉式恒 5A 陳伊忞

4B 陳曉雪 5A 張金鑫

4B 葉佩霖 5B 崔子嘉

4B 鄧梓翹

香港兒童圍棋學院 
舉辦 

"17 天元盃團體賽 "
優異獎

2A 林稀瑋 3A 張紫銘

2A 馮芷喬 3A 張紫沁

2B 李子傑 3B 洪嘉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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