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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賢學校 

 
Yuk Yin School 

第 
一 
期 

2017 年 9 月-11 月 

數學科成功申請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利用模型思考法(Model Method) 

提升學生數學解題能力 

 

喜訊 
 

為加強各持份者之間的聯繫及溝通，本年度學校特別編制校訊季刊，希望讓各

持份者更了解學校的發展方向、規劃、日常運作及學生的學習進程。 

本年度主題活動 



  

 

 

  

 日期 活動 比賽 

9/2017 教師專業發展──藉家校合作講座提升對內地新來港

學生的學習效能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書畫比賽 

「教師跨文化專業發展」講座 紀念香港回歸 20 周年香港《基本法》墨寶玉石碑

開幕禮會暨即席揮毫 

敬師日 MF Music & Art Promotional Association 

參觀香港科學館 

「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 

日中交流正常化 45 周年紀念のための「田漢、聶

耳」2017 年日中國際青少年藝術公演をお祝いし

ます 

第一次風紀例會 星光校園‧第十四屆中國優秀特長生舞蹈大賽 2017 

中秋派對 第十三屆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比賽 

 青年藝術節 2017 全港青少年書法比賽 

 「中秋共賞」嘉年華 中秋花燈製作比賽 

 孔聖盃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 

 2017「保利杯」首屆華南五省(區)青少年國際標準

舞錦標賽 

 紀念香港回歸 20 周年香港《基本法》墨寶玉石碑

展覽會暨書法比賽 

10/2017 風紀日營 2017 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大賽 

步行一公里(P.3) 第 13 屆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賽 

公益金便服清潔日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 2017──明信

片填色比賽 

第二次風紀例會 「停止餵飼顯愛心」填色比賽 

風紀宣誓 「向老師致敬」繪畫及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 

愛鄰如己書法比賽 

青春期衛生講座(P.5-P.6) 北區書法比賽 2017 

參觀終審法院(P.6) 2017 文藝盃硬‧毛筆書法大賽(決賽) 

五年級升中講座 「始於基本 家國共築」基本法及國情推廣計劃漫

畫創作比賽 

「節約用水，從家開始」講座(P.4)學校巡迴講座  

11/2017 秋季旅行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生物多樣性調查工作坊」 第十三屆情繫黃大仙‧書法比賽 2 

「家長有妙法」家長講座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校園零廚餘」惜食講座 第 69 屆校際朗誦節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武 ‧ 藝 ‧人生──李小龍」展覽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第三次風紀例會 「文化藝術在北區」之北區國畫及書法比賽 

第一次個人學習計劃會議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大賽 

香港公益金賣旗籌款活動 第十三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教師專業發展──逃出香港 解碼盃全港書法比賽 

「網上罪行」講座 機械人搬運工比賽 

速算日 一人一花種植比賽 

「從腦神經科學啟示正向管教的有效性」家長講座  

      2017-2018 年度九月至十一月舉辦之活動 

育賢學校除重視同學之學業成績外，亦非常重視同學的多元學習經歷及全方位學

習發展，希望同學們能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及比賽擴闊視野，並建立自信，發揮潛能，

盡展所長，為終身學習奠下良好基礎。 



  

 

 

校內活動 12 月-2 月 

日期 學生 日期 家長 

28/11/2017-28/2/2018 一人一花種植比賽 14/12/2017 
言語治療講座： 

P.1 至 P.6 家長講座：敍事智叻星 

8/12/2017 參觀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15/12/2017 
講座： 

家長管教模式與親子關係講座 

13/12/17 小六家長會(自行分配學位) 26/1/2018 
講座：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與

專注力 

16/12/2017 第一屆校友盃籃球比賽  
20/12/2017 聖誕聯歡會 

10/1/2018 
科學探索行(P.5-6) 

升中適應講座(P.6) 

11/1/2018 第十五屆運動會 日期 教師 

18/1/18 
言語治療：校園電視台節目

製作──粵講越正 
1/12/2017 

言語治療講座—粵講越清晰：如

何改善學童的語音清晰度 

19/1/2018 全方位活動日 26-28/2/2018 
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初級

培訓 

31/1/2018 「朗朗之音」朗誦比賽  

12/2/2018 農曆新年聯歡會 

26/2-2/3/2018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 

 

校外活動 12 月至 2 月 

日期 學生 日期 學生 

21/11-20/12/2017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10/12/2017 

第13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P.5-6) 

2/12/2017 
「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黃大仙書法比賽 

元朗區中文書法比賽 新春書法比賽 

3/12/2017 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17/12/2017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多元智能競

賽 

4/12/2017 
「回歸盃」首屆香港青少年書法

大賽 

24-26, 

29-30/1/2018 
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5-12/12/2017 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3/2/2018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6/12/2017 
LEGO CITY 叢林歷險記 

(P.1-P.3) 

 

9/12/2017 

第15屆鄧顯學術精英大挑戰(P.6) 

第22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

書法比賽 

      2017-2018 年度十二月至一月活動預告 

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老師也進修! 

 

活動 
預告 
 



 

日期 活動名稱 奬項 學生 

6/9/2017 

 

日中交流正常化 45 周年紀念のための 

「田漢、聶耳」2017 年日中國際青少年 

藝術公演をお祝いします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usic Dance Model Artists 
5A 張海翹 

星光校園‧第十四屆中國優秀特長生舞蹈大賽 兒童 A 組 銀獎 5A 鄭妙珠 

7/9/2017 紀念香港回歸 20 週年──香港《基本法》 

墨寶玉石碑刻展書法比賽 

青少年組 季軍 5A 梁倩儀 

青少年組 優異獎 5A 余薏 6A 陳協智 

MF Music & Art Promotional Association 
Piano E1 Class   Merit 6A 莊紹暘 

Piano E3A Class   Merit 6A 莊紹暘 黃子釗 

8/9/2017 第十三屆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賽 優異獎 6A 伍樂文 

10/9/2017 青年藝術節 2017 全港青少年書法比賽 
亞軍 4A 陳詠嘉 

優異獎 6A 陳協智 

15/9/2017 「中秋共賞」嘉年華 親子花燈製作比賽 優異獎 3A 蘇汶晞 

17/9/2017 2017 孔聖盃──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 

硬筆初小組優異獎 4A 陳詠嘉 

硬筆初小組優良獎 4A 張雨晴 陳曉銅 羅嘉怡 

硬筆高小組優良獎 
5A 余薏 

6A 陳協智 

23/9/2017 
2017「保利杯」首屆華南五省(區) 

青少年國際標準舞錦標賽 

業餘 10 歲女子單人組 

拉丁舞 二等獎 
5A 張海翹 

業餘 10 歲以下女子 6 人 B 組 

拉丁舞 二等獎 
5A 張海翹 

業餘 10 歲以下女子單人組 

摩登舞 三等獎 
5A 張海翹 

25/9/2017 中秋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2017 冠軍 3A 蘇汶晞 

28/9/2017 北區閱讀計劃閱讀之星 閱讀之星 6A 蔡君霖 

23/10/2017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 

學生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 鄭妙珠 

小學組入選證書 

5A 李鴻業 陳嘉熙 盧麗君 

6A 李安婷 蔡君霖 陳協智 

  張子涵 

24/10/2017 愛鄰如己書法比賽 
亞軍 6A 陳協智 

季軍 6A 伍樂文 

27/10/2017 「文化藝術在北區」之北區國畫及書法比賽 
季軍 6A 伍樂文 

優異獎 5A 梁倩儀  6A 陳協智 

4-5/11/2017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嘉許狀(初小組) 3A 韋梓聰 

嘉許狀(高小組) 

4A 張雨晴 

5A 張海翹 鄭妙珠 

6A 陳協智 伍樂文 

9-10/11/2017 北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鉛球 季軍 6A 劉寶怡 

25/11/2017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大賽 
亞軍 6A 黃子釗 

殿軍 5A 袁彬瀚 

26/11/2017 機械人搬運工比賽 
季軍(隊際) 5A 陳嘉熙  黎子聰 

優異獎(隊際) 6A 王絡謙  詹智杰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花絮 



 

 

  

活動花絮 



 

 

家校會資訊 

主席 洪海花 (4A洪小言) 

副主席 李詠詩 (5A侯柏亨) 

文書 文連枝 (1A黃思慧) 

司庫 劉登艷（1A郭雅婷） 

康樂 

鄧樹珍 (3A方紫嫣) 

廖建珍（2A范家俊） 

李詠芝（1A黃煒婷） 

洪舜蘭（2A李健瑞） 

王前英（2A莫家樂） 

鄔燕芹（3A黃澄瑜） 

總務 

白水香 (3A梁皓鈞) 

施萌玲 (3A吳亦輝) 

劉 璟（3A朱婧恩） 

鄧桂花 (4A羅嘉怡) 

陳美斯（4A何錦鴻） 

梁保平（4A廖健威） 

陳偉霞（1A王紫琳） 

 

家長教師會透過不同的活動加強家長

與學校間之聯繫及合作，使家庭教育

與學校教育能相輔相成，彼此攜手協

助學校的發展。 

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