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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賢學校 

 
Yuk Yin School 

第 
一 
期 

2018 年 9 月-11 月 

學校未來三年關注事項 

 

 提升老師對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認識 

 優化課程整體規畫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 

 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 

 透過優化分層課業及評估，加強檢測學生學習表現，作出跟進教學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 

 

 提升教師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技巧 

 透過認識、欣賞、尊重及探索生命，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正面

訊息 

 幫助學生建立自尊、自信、自愛  

 培養學生接納及欣賞自己的生命 

 幫助學生認清及建立個人目標 

 培養學生以樂觀的態度面對逆境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的態度 

 幫助學生發揮所長，服務他人 

 教育及支援家長關顧孩子生命的成長 

  

持續推廣正向校園文化，推動生命教育 



小一新生迎新日 
恆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齊心滅罪創未來」榮獲百分百參與獎 

中秋派對 學生衛生講座 

 
敬師日 

        

  

-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參觀「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 
迪士尼有機種植 

(播種) 

每月主題講座-包容 

惜食講座─透過講座令學生關注香港廚餘的問題，探討本地食物回收及捐贈的問題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大埔警區警民關係組為本校領袖生舉辦《與逆同行》訓練計劃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參觀終審法院 

風紀宣誓 

步行一公里 

2018-2019 年度風紀隊 

第一排左起：鄭曉靜 方學兒 林若嵐 羅嘉怡 韓 震 盧雯賢 梁家謙 李 奧 
林貝儀 徐文珊 曾雅潔 朱樂琳  

第二排左起：鍾蕙景 余 薏 盧麗君 徐鎂琳 溫老師 洪主任 校 長 林老師 
許老師 陳嘉熙 張海翹 譚晶文 葉銳銘  

第三排左起：溫志傑 白筱柔 洪小言 李俊豪 徐文茵 吳欣婷 邵逸權 梁倩儀 
張雨晴 陳依民 張偉男 朱婧恩 李妙俞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屯
門
蝴
蝶
灣
秋
季
旅
行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廚餘回收 

中學學位分配家長簡介會 
大埔三育中學余校長 

分享辦學心得 

「學做 6A父母 -  
接納及讚賞」家長講座 

圖書館理員推介 AR/VR圖書活動 

Google apps 介紹 「愛自己」生命教育講座 

愛心點唱站 

每月主題講座-理財 

言語治療_粵語正音 
家長講座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穆校長接受校園電視台訪問 

北京姊妹學校延慶縣八里莊中心小學 
穆桂山校長蒞臨本校參觀指導 

穆桂山校長觀課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活動花絮 

 



   

 

日期 活動名稱 奬項 學生 

26/09/2018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小學組別 銅獎 育賢學校 

02/10/2018 
賀國慶香港北區清河球會 

中港五人足球同珍杯 
碗賽 季軍 4A 李浚禧 

5/11/2018 
「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推廣計

劃 2018 高小組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6A 余  薏 

優異獎 
6A 盧麗君 

5A 羅嘉怡 

    

日期 活動名稱 奬項 學生 

19/11/2018 「向老師致敬」繪畫及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初小組） 

 

1A 

洪樂怡 林正諾 謝明熙 

姚涵韵 葉海欣 葉曉峰 

 

2A 

陳嘉楠 黃思慧 紀宣伊 

蘇靖娜 袁駿熙 

 

3A 

黃宇俊 顧卓欣 劉美伶 

劉翰銘 邱俊朗 周雨馨 

 

優異獎（高小組） 

 

4A 

潘雨馨 邵詩怡 曾雅洁 

朱婧恩 朱樂琳 

 

5A 

蔡永春 陳曉銅 陳詠嘉 

黃嘉美 林貝儀 鄭曉靜 

 

6A 

李妙俞 徐文茵 

徐鎂琳 鄭妙珠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獲奬紀錄 

校外比賽 
龍虎榜 

 
9月至 11月 

校內比賽 
龍虎榜 

9月至 11月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2018-2019 年度學生獲奬花絮 

第六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賀國慶香港北區清河球會 
中港五人足球同珍杯 

2018孔聖盃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頒獎典禮 



  

 

 

 

 

 

 

 

 

 

2017-2018 年度學生校外獲奬紀錄 2018-2019 年度學生獲奬花絮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

推廣計劃 2018高小組硬筆書法比賽 

秩序之星 Superkid 



 

 

 

 

 

 

 

 

 日期 活動 比賽 

09/2018 每月主題講座──自我規劃 「STEM 建未來．認識港珠澳大橋」「童心繪

大橋」小學生創作比賽 

校外視藝作品展覽：「育賢藝廊」 2018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決

賽 

敬師日 「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推廣

計劃初小組填色比賽 

中秋派對 《職場熊貓 全城關注》系列活動《無 OT 開

心 D》親子填色比賽 

10/2018 第一次風紀例會 「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推廣

計劃 2018 高小組硬筆書法比賽 

惜食講座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喜伴同行家長簡介會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8-2019 

青春期衛生講座 「北區青年節-潮藝無限祭」填色及繪畫比賽 

參觀「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 「向老師致敬」繪畫及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鳳溪一中模擬面試 第七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每月主題講座──包容  

與逆同行訓練計劃  

參觀終審法院(P.6)  

步行一公里(P.3)  

學校旅行  

「智愛健康星@健康校園」計劃之聯校禁

毒教育日營 
 

學生音樂會  

「愛自己」生命教育講座(P.3-P.4)  
11/2018 參觀明愛馬鞍山中學 2018 情繫黃大仙‧書法比賽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2018 香港童軍大會操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每月主題講座──理財 文化藝術在北區 2018 北區書法比賽 

言語治療「粵語五音」家長講座 「法‧毒不侵(Law Drugs No Way)」標誌設計

比賽 

學生防疫注射(P.1 及 P.6)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第二次風紀例會  第 70 屆校際朗誦節 

「學做 6A 父母──接納與讚賞」家長講

座 

「喜迎聖誕，樂在人間」親子創作填色比賽 

英文網上閱讀計劃 Reading Rockets 家長工

作坊 

第十四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ARVR 圖書活動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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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18 
第二屆校友盃籃球比賽暨 

盆菜宴 
14/12/2019 升中家長會(P.6) 

03/12/2018 Meet the Challenge 25/1/2019 
「成為子女的生命導航者」 

家長講座 

8/12/2018 

北區小學創科同樂日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大賽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北區) 

20,27/2/2019 

6,13/3/2019 

「從一幅畫透視孩子心」 

家長小組 

10-14/12/2018 性教育週 
 

 

 

 

 

 

 

 

 

11/12/2018 
「誠信與責任」學生講座

P.3-P.4 

12/12/2018 喜伴同行午間聚餐 

13/12/2018 
果皮酵素工作坊 P.5 

速算日 

14/12/2018 北區閱讀節閱讀講座 

16/12/2018 新春書法比賽 2018 

18/12/2018 軍訓營簡介會 

20/12/2018 家長日 

21/12/2018 聖誕聯歡會 

7/1/2019 
派錢袋 

每月主題講座──心理健康 

8/1/2019 賣書日 

9-11/1/2019 軍訓營(P.4-6) 

17/1/2019 
「不再“迷”網學生講座」

P.5-P.6 

18/1/2019 全方位學習日 

22/1/2019 學童道路安全講座 P.3 

30/1/2019 

「朗朗之音」 

「禮貌與感恩」學生講座

P.1-P.2 

31/1/2019 新春活動 日期 教師 

1/2/2019 第十六屆運動會 17/12/2018 STEM 教師培訓工作坊 

2 月-3 月 小母牛閱讀計劃 19/12/2018 BBC Micro-Bit eClass 地區工作坊 

18-22/2/2019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 2-5/1/2018 姊妹學校教師專業發展交流團 

21/2/2019 
「抗逆百分百」學生講座 

P.5- P.6 
24/1/2019 動作協調障礙/困難工作坊 

      2018-2019 年度十二月至二月活動預告 
活動 
預告 
 

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校外活動 12 月至 2 月 

日期 學生 

1/12/2018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2018-2019 

「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2/12/2018 語文知識菁英杯初賽 

6-7/12/2018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8/12/2018 
鄧顯精英大挑戰 

第七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14/12/2018 北區閱讀節閱讀講座 

15/12/2018 

「屯門婦聯」賣旗籌款活動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多元智能競賽 

「喜迎聖誕，樂在人間」親子創作填色比賽頒獎禮 

16/12/2018 新春書法比賽 2018 

5/1/2019 北區優良學生選舉決賽 

12/1/2019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19-20,22/2/2019 學體會校際比賽－籃球 

23/2/2019 全港青年中文書法比賽 2018-19 

25-26/2/2019 學體會校際比賽－籃球 

      2018-2019 年度十二月至二月活動預告 
活動 
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