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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學科活動 

節日/科目 舉行日期 活動 對象 

中文科 7, 14, 28/5 圖書活動 全校 

數學科 16/5, 17/5 P. 6 圓 P. 6 

常識科 16/5, 17/5 攤位遊戲 全校 

常識科 2/5, 31/5 時事壁報 P.5 & P.6 

科學科 14/5, 17/5 科學科活動展覽 全校 

音樂科 24/5 午間藝萃坊 全校 

體育科 17-18/5 游泳比賽 校隊 

體育科 29/5(後備日) 游泳比賽 校隊 
 

 

 



  
 

 

2017-2018音樂科 

廿五週年校慶填詞比賽獲獎名單 
 

 (低年級組) 

名次 班別 姓名 

冠軍 2D 游壹淳 

亞軍 2A 鄒沛珊 

季軍 3A 陳啟軒 

優異 1E 鄧澍琛 

優異 1B 李樂晞 

優異 1E 馬頌軒 

(高年級組) 

冠軍 6B 鄒俊蓮 

亞軍 4B 袁家謙 

季軍 4F 鍾文彬 

優異 6B 蔡釗妮 

優異 4B 黃柏然 

優異 4B 陳浩軒 

 

 

 

 

 

 

 

 

 

 

 

 

冠、亞、季得獎生 

  



   

 

2017-2018音樂科 

廿五週年校慶填詞比賽得獎作品 

 

低年級組 高年級組 

《夢想校園》(普通話) 

張開夢的翅膀 快樂自由飛翔 

感謝美麗校園 讓我夢想發光 

冠軍 2D游壹淳 

《廿五週年校慶》 

琚分是年我家呀  廿五週年快樂 

我們要緊記學校 校訓仁愛勤誠 

冠軍 6B鄒俊蓮 

《歡度校慶廿五週年》(普通話) 

25週年快樂 培育莘莘學子 

師生們攜手前行 開創美好未來 

亞軍 2A鄒沛珊 

《歡欣校園二十年》 

齊齊共同慶賀  齊齊共同高歌 

齊齊歡欣校園  開心心歡歌唱 

亞軍 4B袁家謙 

《LKKB廿五週年》(普通話) 

老師耐心教導 同學認真學習 

慶祝 LLKKB 廿五週年快樂 

季軍 3A陳啟軒 

《廿五歲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建校廿五周年 

祝您在這大家庭都是歡樂童年 

季軍 4F鍾文彬 

 

 

 

 

  



   

 

 

活 動 
 

 

本校部分四年級同學到屯門大會堂欣賞由康樂

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古蹟校園 2052！》未來狂想

音樂劇。是次以保護古蹟為主題，宣揚保育具歷

史及考古價值建築的重要性。 

 

 

 

 

 

 

 

 

 

為了增加學生對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的興趣

和認識，學校舉辦中華文化日，當天透過不

同的工作坊及攤位遊戲，培養學生學習欣賞

中華文化。他們穿上華服以中國敲擊樂器隨

音樂伴奏和朗讀唐詩。 

 

 

 

 

 

 

 

 

樂器小組參加《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 2018》西樂合奏獲得銀獎 
 

獲獎名單： 

4A 黎一嵐  4A 劉嘉豐  4B 袁家謙   

4E 陳梓晴  5A 黃育嘉  5B 陳筱楠   

5B 鄧朗斯  5C 張巧瑩  6A 鍾佩妍   

6A 黃樂希  6A 麥梓澄  6B 張希敏   

6D 郁樂芝 

 

 
 
 
 



   

 
 

 

2017-2018 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得獎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項目名稱 負責老師 成績 

3A 陳啟軒 鋼琴獨奏(一級) 翁思行 冠軍 

3C 潘毓兒 鋼琴獨奏(三級) 曾凱敏 季軍 

4A 鄧弘力 鋼琴獨奏(二級) 楊佩詩 季軍 

3C 黃子洛 鋼琴獨奏(三級) 翁思行 良好 

5A 冼康晴 鋼琴獨奏(三級) 翁思行 優良 

5B 禤茵晴 鋼琴獨奏(三級) 譚玉冰 優良 

 

親子樂器創作得獎名單 
 

名次 班別 姓名 

冠軍 2D 張玥岳 

亞軍 1A 黎倩琪 

季軍 2E 倫焯彬 

佳作 1A 李科文 

佳作 1A 冼諾維 

佳作 1A 王晨昊 

佳作 1A 姚淼 

佳作 1A 曾雅琪 

佳作 1B 梁筠芝 

佳作 1C 陳哲曦 

佳作 1C 鄭柏軒 

佳作 1C 肖伊瑋 

佳作 1C 徐莎 

佳作 1C 鄭珮琪 

佳作 1D 王梓騫 

佳作 1E 張子瑤 

佳作 1E 許珊寧 

佳作 2C 黎熙琳 

佳作 2C 張裕 

佳作 2E 麥涵智 

佳作 2E 張博 

佳作 2E 趙佳炫 

 

  



   

 

 

法國五月藝術節 

1993 年首辦的法國五月藝術節，是亞洲最大型的文化盛事

之一。每年五至六月，法國五月均會於兩個月內舉辦超過

120 場文化活動，吸引逾一百萬人參與；在文化藝術發展

蓬勃的香港，法國五月藝術節已是一項年度主要盛事。法

國五月藝術節的目標是無所不包、無處不在、無眾不歡。

法國五月無所不包，展現最紛繁的藝術種類，從傳統到當

代藝術、從繪畫到設計、從古典音樂到嘻哈街舞，從電影

到馬戲，為觀眾搜羅最優秀的作品。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套經典的法國歌劇《卡門》，當中有很多

樂曲是同學們耳熟能詳的，包括“鬥牛勇士之歌”。 

 

著名作曲家比才經典之作《卡門》 家傳戶曉，完美揉合了西班牙熱情及法國詩情。美妙

旋律配上激昂節奏，繞梁三日，教人念念不忘。男主角唐‧荷西爲了一段不能開花結果的

愛情，不惜押上一切如仕途、 尊榮、家庭，甚至他青梅竹馬的情侶米凱拉，為要得到吉

普賽女子卡門的愛。《卡門》是演出次數最多的歌劇之一，一個高舉自由、解放，交織著

命運與激情的長青故事─一個酷愛自由、不願受任何束縛的傳奇女子，一個甘願被她束縛

的男人，以及一個渴望能為他解除束縛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