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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一三年開始，本校
已籌備建設英文室，現已進入
竣工階段。幸得各位家長鼎力
支持，透過小食義賣、步行籌
款及各方的善長捐助，英文室
才得以順利竣工。

英文室現已遷往本校的
有蓋操場（近電梯的位置），
外有大閘，面積比原有的英文
室寬闊，亦安裝了優良的教學
設備及空調系統，期望學生在
英文室內能有更舒適的空間，
愉快學習。

本校在此向各界的鼎力
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謝！

真天地

Our NET Teacher--Miss Lien
Hi everyone!  This is our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from Canada, 

Miss Lien.  Before she came to Hong Kong in 2005, she taught English in Japan 
for a year.  She has been teach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for nine years.  After 
eight years at the same school, she wanted to switch to a school located on 
Hong Kong Island. So she came to Shaukiwan Tsung Tsin School.

When I asked about her experience at our school, she said, “I like 
Shaukiwan Tsung Tsin School very much because the students are lovely.”  In 
addition to that, she also thinks that the facilities are great, the people are nice 
and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s lively.   

What’s more, she enjoys liv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for 
travel and shopping.  She believes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well developed compared to 
the one back in her home city, Toronto.  She likes traveling to Japan, Korea, China and Taiwan.  
Her hobbies are playing the piano, singing, traveling and cooking.  Are these similar to many of our 
interests?

Finally, she gave us a tip on how to learn English more effectively, “Speak English as often 
as possible without being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Written by Lam Pak Ni Polly (6A)
Interviewed by: 
Lam Pak Ni Polly (6A), Wong Nga Yin Hannah(6A), Wun Ho Yuet Ruby(6A)

Our NET Teacher
--Miss Lien

英文室興建初期
英文室門外的大閘

竣工階段 英文室遠觀

英文室內部一景 舊英文室的教學活動

建設
英文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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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鑰匙

發揮團隊精神 學生潛能盡
展

背景
本校的大型英文音樂劇是資優教育發展項目之一。

學生參與音樂劇，扮演不同的角色，不但能提升英語的聽說能力及溝通的技巧，更能
提升戲劇表演能力及音樂感，發揮團隊精神。

本年度演出劇目：《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

全校音樂科老師、英文科老師及學生共二百多人參與。

劇情大要及意義
故事發生在 1938 年的奧地利 薩爾茲堡，22 歲的瑪麗亞是薩爾茲堡修道院裏的其中

一位修女，但她活潑好動和率性而行的性格，總是令修道院惹上很多麻煩。修道院的女院
長覺得她這樣活潑的性格不適合在修道院生活。於是當接到馮•特拉普上校尋找家庭教師
的請求時，女院長便立刻決定讓瑪麗亞前去。

瑪麗亞到退役海軍上校馮•特拉普家，要照顧他的七個孩子。馮•特拉普上校雖然冷
漠、嚴厲，但終究還是擋不住瑪麗亞的純潔善良，兩人步進愛河。最後，他們還參加了薩
爾茲堡音樂節，跟奧地利的人民分享演奏音樂和歌唱的樂趣。

本年度音樂劇期望以感動人心的音樂，宣揚勵志的訊息，鼓勵人們積極面對困難，活
出燦爛的人生，共創精彩的未來。

待人如己　寬恕別人
本校着重推行品德情意教學，教導學生待人如己，常懷「寬恕」的心去待人處

事，使他們成為愛主愛人，榮神益人的好公民。

本年度的上學期，靈訓輔組推行了「禮貌十招」活動、微笑禮貌大行動、崇真
好人好事人物選舉等活動。

禮貌十招的內容
第一招 : 早晨見面說聲早，碰面點頭說聲好。
第二招 : 見到師長即敬禮，點頭微笑亦得體。
第三招 : 立正敬禮望老師，起立鞠躬勿遲疑。
第四招 : 入屋敲門打招呼，師長工友要稱呼。
第五招 : 老師說話用心聽，雙目注視常安靜。
第六招 : 交接物品用雙手，多謝有勞不離口。
第七招 : 排隊輪候要忍耐，不爭不吵禮相待。
第八招 : 上落樓梯要守規，不推不撞最有禮。
第九招 : 污穢言語不出口，合宜說話常掛口。
第十招 : 服務態度要良好，彼此尊重示友好。

在下學期，靈訓輔組舉辦了聖經人物選舉、於宗教週會邀請呂宇俊博士分享見證、鼓勵同
學撰寫信心的鑰匙，並張貼於教室門外，彼此激勵。在跨科學習方面，靈訓輔組更與中文科合
作，於四月舉行全校徵文比賽，徵文題目為「寬恕」。我們期望藉着一系列的活動，啟發同學
的創作靈感及建立溫馨關愛的校園。

大型英文音樂劇

宗教週作品展示—信心的鑰匙微笑禮貌行動—
崇真好人好事人物選舉

別人令我生氣，我可以寬恕

2



下學期「寬恕」徵文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
初級組
( 一、二年級親子組 )
冠軍 1A 洪婉翎
亞軍 2D 黃曦雲
季軍 2D 舒建璋      
優異 2A 麥浩霖
 2B 胡澤恩
 2B 柯樂宜
 2C 石靖瑤
 2D 蘇澤恆

中級組
( 三、四年級 )
冠軍 4A 方培煒
亞軍 3A 葉沛澄
季軍 3D 鄺倬麒
優異 3B 鄺雅文
 3C 小峯啟司
 4A 黃兆鵬
 4B 唐梓萱
 4D 周泓燁

高級組
( 五、六年級 )
冠軍 6A 嚴瑋琪
亞軍 6A 董懿瑩
季軍 5C 李嘉棟
優異 5A 鄭君昊
 5B 陳卓霖
 5B 劉敏怡
 5C 鄭朗熙
 6C 袁思淇

冠軍作品齊共賞
初級組冠軍      

1A 洪婉翎及家長

每個星期六的下午，我都會到社區中心學習繪畫。
這個星期六，江老師竟然吩咐我與「搗蛋大王」陳家
強同桌，雖然我心裏很不願意，可是沒有膽量向老師
提出。我不喜歡陳家強，是因為他既頑皮，又時常戲
弄別人。因此，我從沒有跟他說話，也不願意理睬他。

上課的時候，他永沒有專心畫畫，有時還把水彩
顏料弄得一團糟。記得有一次，當我正在專心畫畫時，
他竟然把顏料濺到我的畫紙上，我憤怒得說不出話來。
我的委屈和氣憤一下子湧上心頭，眼淚在眼眶不停打
轉。

陳家強沒有向我道歉，還向着我扮鬼臉。他對我
說，濺在畫紙上的顏料是綠色的，可以在綠色的地方
畫上樹木、森林和草地，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好不容
易才把畫畫好。之前我一直對他不瞅不睬，可是在這
件事上，他提點了我，我才能完成畫作，我應該原諒
他嗎？

有一次放學，忽然下起傾盆大雨，豆大的雨點「嘩
啦嘩啦」地下個不停。我站在校門外等候工人姐姐來
接我。當時陳家強沒有帶雨傘，只是呆站在校門前。
我看見了，就把自己的雨傘給了他，然後跟工人姐姐
一起撐着雨傘快步回家去。

這時我想：其實我已經原諒了他。媽媽時常教導
我要做個寬宏大量的人，同學、朋友之間更要互相幫
助呢！

中級組冠軍
  4A 方培煒

何謂寬恕？寬恕是寬容、饒恕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
經常遇到人際關係的難題。當別人得罪你時，你能否做到寬
恕別人？相反，你得罪了別人，你是否會向對方說一聲：「對
不起？」期望別人饒恕你的過錯？

一年前，我的好朋友來我家玩耍，我借了自己最心愛的
歐盟五型兩軸限量版巴士模型給他玩，怎料他不小心把模型
車的車門弄壞了，我當時非常氣憤，罵了他一頓。那次以後，
我足足有半年沒有理睬他。

然而，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似的，給我無意讀到《聖經》中
的一句話：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
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我一直默念着這句話，心內的一
切怨懟已沒有了，可說是全然釋懷。回想自己曾經脫口而出，
說了傷害別人的話，真的很後悔。甚至彼此都知道對方受傷
了，但大家的嘴巴總硬得不會向對方說聲：「對不起！」大
家不懂道歉、不會表達，是大家都麻木了嗎？為甚麼要築起
一堵厚厚的牆來阻隔彼此的溝通？

為何寬恕別人這麼難做？說真的，要愛我們的仇敵，寬恕
曾傷害過我們的人，談何容易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今要化解彼此的怨懟，的確需要無比的勇氣。但當我想到，
自己亦曾犯錯，得罪神但卻蒙祂赦免、恕罪時，我相信人必
須靠主的大能及恩典才可放下自我，寬恕別人。最後，我原
諒了那位好朋友，並與他和好了。

記恨，令自己受苦；寬恕，自己得着釋放。

高級組冠軍
  6A 嚴瑋琪

寬恕是一件說出來容易，但做起來卻很難的事情。我曾經犯了錯，但媽媽卻毫無條件地寬恕了我……

「你根本就不尊重我！」我對媽媽大聲地咆哮。「我只是看了你的日記，何必這樣？」我冷笑一聲，拿起日記本，慢
慢將它一頁頁撕毀，然後把碎紙全都扔到垃圾桶裏。媽媽在旁看見，不禁捂住了嘴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因為那本子是
父母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一直都很珍惜的，可現在就因自己的一時衝動，令日記化為烏有了。

其實媽媽看我的日記，不完全是她的錯，其他人也有慫恿她的，可是我卻將全部的錯全歸在她身上。

這件事情發生了的幾天內，我不時有意地在媽媽面前冷嘲熱諷，甚至有次氣得她哭起來……

那時我們正在吃飯，我為了激怒她，故作輕鬆地說：「小明的媽媽很尊重小明的，不會隨意侵犯別人的私隱。」媽媽
知道我有意這麼說，但沒有當面指責，只是一言不發。我看見她沒有反應，便變本加厲地繼續演自己的「獨腳戲」：「哼！ 
都不知道是誰，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話沒說完，媽媽就狠狠地扔下筷子，快步回房間。

那一刻，我看見他眼中的淚光，不知為甚麼，我的心抽動了一下，想：「自己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可是我心裏的仇恨，
一下子又把我拉進討厭媽媽的深谷中。

我到洗手間洗臉，令自己冷靜下來。看着鏡中的自己，不禁問：究竟自己在做甚麼呢？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驚喜地發
現日記本回來了，我歡喜若狂，立刻打開它，發現每一頁都黏着膠紙，我撫摸着一條條縱橫交錯的膠紙，感覺到媽媽正努
力地挽回這段母女之情。想到這裏，我心如刀割，十分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我走出房間，抱住她的肩膀說：「媽，對不起！
讓你傷心了。」媽媽微笑地看着我，我也用微笑回應她……

感謝媽媽教曉我甚麼是寬恕。

宗教週會—呂宇俊博士見證分享

週會—待人如己話劇

宗教週會活動

週會敬拜—待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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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南交流團大合照

萬山朝王—又稱八百羅漢

三排中心小學外觀

古蹟前留影

中華文化探索

「同根同心」—
香港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5A 龔曉彤

在這次連南之旅，讓我從多角
度認識了瑤族。我們先到三排中心小學參

觀，學校派了兩名學生向我們介紹學校的特
色，她們十分可愛。

第二天，我們早上去「南崗千年瑤寨」，那裏
的瑤族農民十分熱情，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
們之後去了果園摘辣椒，還可以即場吃蕃薯呢！最
後，我們看「篝火晚會」，還可以一起跳民族舞，十
分有趣！

第三天，我們去了連州巿博物館，那裏的展品
更令我眼界大開。

我感謝老師給我一個寶貴的機會，可以
參觀及了解瑤族的民族風情，希望以後

還有機會再體驗一次「連南之旅」
吧！

5A 歐陽世泓

在這次連南之旅，
使我知道瑤族的民族服飾
是怎樣的，了解到他們的生
活方式，知道當地人的口
味、特產和歷史，更明白

考察要入鄉隨俗和尊
重他們的禮儀。

活動留影

辣椒收穫豐富

參觀南崗千年瑤寨

5A 陳宇星

在這次連南之旅，我
體驗了當地農民的生活，覺

得他們真的十分辛苦，那種苦
真是非筆墨能形容。在分組活
動中，我體現了集體勞動要講
求合作精神和默契，有了好

友的幫助，工作就能更
輕省。

參觀連州巿博物館

學生感想

到連南嘉農現代農業水果基地摘辣椒

到三排中心小學參觀

考察地點： 中國清遠連南瑤族自治縣日　　期： 2014 年 2 月 20 至 22 日參　加　者： 五年級師生
背　　景： 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目的：
1. 讓他們藉着欣賞祖國的文化精髓，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2. 透過實地考察，讓學生親身了解瑤族人民的生活及風俗特色，認識農村（瑤族小學生）及城市（香港小學生）生活的異同。

3. 研習、探究及交流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批判思考及溝通技巧等共通能力，與校本資優課程的理念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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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台灣科技學院機器人博物館 野柳地質公園遊覽

6A 郭雅儀同學日記
( 第四天 )

中華文化探索

「同根同心」—
香港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6A 呂卓琳同學的體驗

6A 郭雅儀同學日記
( 第三天 )

6A 郭雅儀同學日記
( 第二天 )

到香格里拉農場參觀及住宿

北投地熱谷全體
合照—好熱啊

到防災教育館參觀

品嚐台式料理

夜間活動—放天燈儀式
如何使用滅火器

誠品書店購買圖書

黃志遠助理
校長於晚餐
前大顯身手

體驗地震的過程

劉子健同學獲香
格里拉農場頒發
打陀螺優異證書

考察地點：台灣宜蘭及桃園

日　　期：2014 年 4 月 30 至 5 月 3 日

參　加　者：六年級師生

目的 : 

1. 透過考察，讓學生親身了解大自然蘊

藏的天然資源和人文風貌。

2. 體驗農莊生活的樂趣。

3. 研習及探究科技，實地體驗各類電子

產品的應用及模擬各種災害發生的情

況，有助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批判思

考能力，配合學校資優教育所提倡的

潛能發展。

台
北四
天科技考察與農莊生活體驗之旅

6A 黃雅言同學的體驗

6A 郭雅儀同學日記
( 第一天 )

6A 林柏妮同學的體驗

6A 郭雅儀同學的體驗

北投地熱谷入口

學生感想

參觀內湖科技園區探索館5



小小音樂會

堆沙比賽情況

參觀海洋公園

二年級專研—到消防局參觀

基軍立願禮

三年級專研—到尖沙嘴星光大道作戶外學習五年級專研—健康小食製作

四年級專研—戶外參觀

家長日及學生學習日

生日會

領袖生燒烤活動

六年級專研—合作學習的過程

基督少年軍彼此相愛活動

學校旅行開心的時刻

園校

美術作品在筲箕灣地鐵站
展出—遠觀

製作水果電池

獎勵星換禮物

數學遊戲紛分 FUN

學生於天台花園進行園藝活動

學生作品在筲箕灣地鐵站

展出—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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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義賣的情況

學生參與海陸挑戰營

海陸挑戰營花絮

校運會親子活動

二年級專研—到消防局參觀 一年級專研—參觀動植物公園

發射水火箭花絮二

英文歌唱比賽

課室外的教與學

平板電腦教學

校運會比賽一刻

水火箭發射的震撼發射水火箭花絮一 褔音營

花
絮

普通話日

普通話才藝比賽

宗教週會呂宇俊博士見證分享

聖督少年軍聖誕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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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體育 )

2013-2014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排
球比賽 ( 男子組 )

 優異  歐陽文昊 (5A)

   孫熙桐 (5A)

   林偉傑 (5B)

   林籽峰 (5C)

   李嘉棟 (5C)

   鄭震樂 (5D)

   鄺梓南 (5D)

   譚偉健 (6A)

   鍾柏濠 (6A)

   石家譽 (6B)

2013-2014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足
球比賽 ( 男子組 )

 殿軍  黃頌明 (4A)

   孫熙浚 (4A)

   黃振銘 (4A)

   張嘉希 (4D)

   歐陽文昊 (5A)

   孫熙桐 (5A)

   林偉傑 (5B)

   林籽峰 (5C)

   李澤誠 (5C)

   鄺梓南 (5D)

   鄭震樂 (5D)

   蔡培鏗 (5D)

   蕭卓言 (6B)

 傑出運動員  林籽峰 (5C) 

香港系東流空手道拳會主辦
第 七 回 親 善 空 手 道 選 手 權 大 會 暨
二十五週年紀念

 空手道組手冠軍 黃文溥 (4A)

 套拳 ( 形 ) 季軍 黃文溥 (4A)

尊賢堂體育協會主辦無毒空手道邀請
賽 2013( 第一回 )

 男童 8-9 歲組手

 季軍  黃文溥 (4A)

2013-2014 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亞軍  麥敬滔 (4A)

   羅子鋒 (5A)

   鄭君昊 (5A)

 女子甲組八強  劉善汶 (4A)

   尤可澄 (4A)

   關嘉怡 (5A)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籃球比賽

 女子組冠軍  鄧倩虹 (4B)

   莫小琼 (6A)

2013-2014 青苗籃球培訓計劃分區挑
戰賽

 女子 C 組殿軍  莫小琼 (6A)

香港｀星’街頭三人籃球挑戰賽

 女子 U12 組冠軍 莫小琼 (6A)

恆生校園乒乓大挑戰男子小學組

 亞軍  許正謙 (3C)

   麥敬滔 (4A)

   羅子鋒 (5A)

   鄭君昊 (5A)

2013-14 小學乒乓球邀請賽貞德盃

 冠軍  麥敬滔 (4A)

   羅子鋒 (5A)

   鄭君昊 (5A)

2013-2014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
球比賽 ( 女子組 )

 亞軍  劉美詩 (4A)

   羅嘉欣 (4B)

   梁嘉雯 (4B)

   朱珈葆 (4B)

   鄧倩虹 (4B)

   蔡　琳 (4D)

   Davies,
   Samantha
   Jessica(5D)

   莫小琼 (6A)

   陳琬晴 (6A)

   黃子純 (6B)

 傑出運動員  莫小琼 (6A)

   陳琬晴 (6A)

2013-2014 年東區分齡田徑賽

 女子 E 組 400 米

 冠軍  陳琬晴 (6A)

 男子 F 組 60 米

 亞軍  徐啟堯 (3A)

 男子 F 組 100 米

 季軍  徐啟堯 (3A)

深水埗青年盃 2013-2014 小學馬拉松
足球比賽

 季軍  黃頌明 (4A)

   張嘉希 (4D)

   歐陽文昊 (5A)

   林偉傑 (5B)

   李澤誠 (5C)

   林籽峰 (5C)

   鄭震樂 (5D)

   蔡培鏗 (5D)

   紀業超 (6C)

沙田體育會及沙田體育會棒球會主辦
沙田體育會棒球會三十周年少年棒球
邀請賽

 優異  王天朗 (2A)

乒之館 2013 年聖誕乒乓球賽

 公開組冠軍  羅子鋒 (5A)

 10-12 歲組亞軍 羅子鋒 (5A)

 雙打組亞軍  羅子鋒 (5A)

2013 年度青苗乒乓球培訓計劃區際
錦標賽

 男子 B 組團體冠軍 羅子鋒 (5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 2013-2014 大
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9 歲或以下 )

 季軍  劉善汶 (4A)

南區少年盃籃球比賽

 女子組冠軍  莫小琼 (6A)

乒之館 2013 年聖誕乒乓球賽 (9 歲以
下 )

 季軍  麥敬滔 (4A)

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全港亞軍  林籽峰 (5C)

 ( 港島東區代表隊成員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3-2014 年
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200 米

 第八名  石維軒 (6C)

 女子甲組推鉛球

 第七名  莫小琼 (6A)

 男子甲組推鉛球

 第六名  鄺梓南 (5D)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

 季軍  紀業超 (6C)

 女子甲組 200 米

 季軍  陳琬晴 (6A)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

 冠軍  董懿瑩 (6A)

華山盃三人籃球賽 ( 第二輪 ) 

 女子組

 亞軍  劉美詩 (4A)

   鄧倩虹 (4B)

   羅嘉欣 (4B)

   梁嘉雯 (4B)

   朱珈葆 (4B)

   蔡　琳 (4D)

   Davies,
   Samantha
   Jessica(5D)

   莫小琼 (6A)

華山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

 亞軍  劉美詩 (4A)

   鄧倩虹 (4B)

   蔡　琳 (4D)

   陳琬晴 (6A)

   莫小琼 (6A)

 男子組

 亞軍  李嘉棟 (5C)

   歐陽文昊 (5A)

   林偉傑 (5B)

   林籽峰 (5C)

   鄺梓南 (5D)

   梁鈞鍵 (5D)

   譚偉健 (6A)

   紀業超 (6C)

第一屆慈幼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季軍  黃頌明 (4A)

   孫熙浚 (4A)

   黃振銘 (4A)

   張嘉希 (4D)

   歐陽文昊 (5A)

   孫熙桐 (5A)

   林偉傑 (5B)

   林籽峰 (5C)

   李澤誠 (5C)

   鄺梓南 (5D)

   鄭震樂 (5D)

   蔡培鏗 (5D)

   蕭卓言 (6B)

青衣體育會盃 2013

 U12 組別亞軍  郭明中 (4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分會
2013-2014 年度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
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陳琬晴 (6A)

 女子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陳琬晴 (6A)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第四名  陳琬晴 (6A)

2013 年度協青社乒乓球比賽

 季軍  麥敬滔 (4A)

躍進體育拓展公司主辦 2013 感恩盃
足球賽

 亞軍  郭明中 (4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港島東區小學
分會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陳琬晴 (6A)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陳琬晴 (6A)

東區區議會及東區體育會主辦 「賀國
慶」東區長跑賽 2013

 親子組 亞軍  林偉傑 (5B)

 親子組 第五名 林籽峰 (5C)

耳聽心言基金主辦 開心三人籃球賽
2013

 女子 D 組 冠軍 莫小琼 (6A)

聖貞德中學 2013-2014 周年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 4x100 米接力

 亞軍  林籽峰 (5C)

   紀業超 (6C)

   盧橋康 (6C)

   石維軒 (6C)

2013-2014 年度黃大仙盃足球比賽

 殿軍  黃頌明 (4A)

   孫熙桐 (5A)

   林偉傑 (5B)

   林籽峰 (5C)

   李澤誠 (5C)

   鄺梓南 (5D)

   蕭卓言 (6B)

   紀業超 (6C)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主辦 第十八屆社際
陸運會

 男子小學組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冠軍  林籽峰 (5C)

   蕭卓言 (6B)

   盧橋康 (6C)

   紀業超 (6C)

 女子小學組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季軍  吳綽怡 (5A)

   陳琬晴 (6A)

   莫小琼 (6A)

   鄭癸翹 (6C)

乒之館 2013 年暑期乒乓球賽 (9 歲以
下組別 )

 冠軍  鄭君昊 (5A)

2013 年開學盃乒乓球挑戰賽 ( 精英
組 )

 優異獎  羅子鋒 (5A)

正能量三人籃球大比拼 2013-2014

 冠軍  莫小琼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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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粵語）小學五、六年級女
子組 

 冠軍  陳蕙心 (5A)
   朱愷之 (5A)
   樊家彤 (5A)
   許諾怡 (5A)
   關嘉怡 (5A)
   林卓婷 (5A)
   林雪怡 (5A)
   連綺霖 (5A)
   吳綽怡 (5A)
   吳咏恩 (5A)
   譚巧兒 (5A)
   楊紫淇 (5A)
   蔣琪琪 (5B)
   何嘉詠 (5B)
   洪雪芹 (5B)
   謝心妍 (5B)
   鄔小慧 (5B)
   陳卓霖 (5B)
   梁健英 (5C)
   林玟希 (5C)
   陳穎賢 (6A)
   張嘉洳 (6A)
   郭雅儀 (6A)
   林栢妮 (6A)
   林譽賢 (6A)
   呂卓琳 (6A)
   陸錦盈 (6A)
   黃浠曈 (6A)
   莫小琼 (6A)
   彭煒菁 (6A)
   徐琬婷 (6A)
   董懿瑩 (6A)
   黃焯堯 (6A)
   黃雅言 (6A)
   溫可悅 (6A)
   嚴瑋琪 (6A)
   虞凱恩 (6A)
   陳采婷 (6A)
   陳琬晴 (6A)
   甘綺婷 (6B)
   畢卉昕 (6B)
   王朗晴 (6B)
   楊佩儀 (6B)
   徐 瑩 (6B)
   張穎詩 (6C)
   何思敏 (6C)
   劉紫姻 (6C)
   黃子純 (6B)
   鄭癸翹 (6C)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亞軍  陳展浩 (3A)
   陳明曉 (3A)
   鄭博熙 (3A)
   張梓浩 (3A)
   朱紹泓 (3A)
   徐啟堯 (3A)
   李浚軒 (3A)
   李彥鋒 (3A)
   李洛桁 (3A)
   宋嘉寧 (3A)
   葉梓彤 (3A)
   羅隽彥 (3A)
   韓智銘 (3A)
   姚卓嵐 (3A)
   陳誠毅 (3B)
   朱雅軒 (3B)
   陳灝言 (3B)
   陳灝宏 (3B)
   陳灝廷 (3B)

   王少鈺 (3B)
   鄭羽珊 (3B)
   許清榮 (3B)
   張柏軒 (3B)
   駱俊亨 (3C)
   麥子城 (3C)
   吳汶禧 (3C)
   曾貝家 (3C)
   黃嘉穎 (3C)
   楊汶妮 (3C)
   梁永濼 (3C)
   許欣慈 (3D)
   江枳其 (3D)
   李子柔 (3D)
   許婧娜 (3D)
   李沁怡 (3D)
   莫詠儀 (3D)
   魏嘉熙 (3D)
   黃曉童 (3D)
   林子凝 (4A)
   劉美詩 (4A)
   尤可澄 (4A)
   林敏銳 (4B)
   梁裕鏗 (4B)
   勞嘉瑩 (4B)
   鄧倩虹 (4B)
   鍾毅恒 (4C)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男子組

 季軍  陳晞麟 (1A)
   徐梓軒 (1C)
   黎競謙 (1D)
 優良  邱文信 (1B)
   石子翹 (1D)
   蘇逸朗 (1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女子組

 季軍  任雅文 (1B)
 優良  冼琬嵐 (1A)
   張凱晴 (1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男子組

 良好  張明曦 (2A)
   林振飛 (2A)
   蘇栢賢 (2A)
   何柏羲 (2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葉穎昕 (2A)
 良好  洪嘉琦 (2A)
   湯惠愉 (2A)
   陳紀君 (2B)
   石靖瑤 (2C)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優良  徐啟堯 (3A)
   韓智銘 (3A)
   許正謙 (3C)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亞軍  林卓凝 (3B)
 季軍  何書欣 (3A)
 優良  陳思琳 (3A)
   楊恩晴 (3A)
   岩穴 (3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良好  李凱毅 (4A)
   孫熙浚 (4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尤可澄 (4A)
 優良  張沛瑤 (4A)
   朱凱晴 (4A)
   林子凝 (4A)
   葉穎婷 (4A)
   施華悅 (4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優良  羅子鋒 (5A)
   柯俊雄 (5A)
   孫熙桐 (5A)
   張浚彥 (5B)
   林偉傑 (5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優良  連綺霖 (5A)
   吳綽怡 (5A)
   楊紫淇 (5A)
   何嘉詠 (5B)
   劉敏怡 (5B)
   謝心妍 (5B)
   楊芯慧 (5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黃俊源 (6A)
 優良  任旭雄 (6A)
 良好  鍾柏濠 (6A)
   譚偉健 (6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冠軍  陳穎賢 (6A)
 季軍  黃雅言 (6A)
 優良  林栢妮 (6A)
   徐琬婷 (6A)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優良  林振飛 (2A)
   呂卓賢 (2B)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優良  莊洳鈺 (1D)
   陳紀君 (2B)
   黎茵桐 (2B)
 良好  黎芷霖 (1A)
   嚴杺怡 (1A)
   陳莉盈 (1B)
   吳銘升 (1C)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冠軍  郭明中 (4A)
 優良  陳子恆 (4A)
 良好  梁裕鏗 (4B)
   鍾毅恒 (4C)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季軍  葉凱旋 (3B) 
 優良  陳明曉 (3A)
   李嘉儀 (3A)
   許婧娜 (3D)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優良  凌晨 (5B)
   黃俊源 (6A)
   任旭雄 (6A)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優良  劉敏怡 (5B)
   陳穎賢 (6A)

散文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優良  樊芷晴 (4A)
   施華悅 (4B)
   鄧倩虹 (4B)

散文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優良  楊芯慧 (5B)
   林栢妮 (6A)
   黃子純 (6B)

英詩獨誦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秦灝晞 (1B)
   蔡逸晞 (1C)
   何浚朗 (1C)
   施浩仁 (1C)
   黃栢翹 (1C)
   盧證羽 (1D)
   鄭展駿 (2B)
   布震昇 (2B)
   蘇彼特 (2B)
 良好  何柏羲 (2B)

英詩獨誦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劉凱欣 (1A)
   王芷盈 (1B)
   陳樂蓉 (1D)
   張雯溱 (1D)
   蕭樂欣 (2A)
   陳紀君 (2B)
   姚臻怡 (2B)
   石靖瑤 (2C)
 良好  洪婉翎 (1A)
   李軍銳 (1B)

英詩獨誦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優良  鄭博熙 (3A)
   徐啟堯 (3A)
   李浚軒 (3A)
   江鎮海 (3A)

英詩獨誦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季軍  何書欣 (3A)
 優良  陳思琳 (3A)
   余珮珊 (3A)
   林卓凝 (3B)

英詩獨誦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郭明中 (4A)
 優良  馬子浩 (4A)
   孫熙浚 (4A)
   黃頌明 (4A)
   黃振銘 (4A)
   黃文溥 (4A) 
 良好  方培煒 (4A)

英詩獨誦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尤可澄 (4A)
   葉穎婷 (4A)
   施華悅 (4B)
 良好  劉善汶 (4A)
   勞嘉瑩 (4B)

英詩獨誦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優良  陳昊然 (5A)
   歐陽世泓 (5A)
   歐陽文昊 (5A)
   孫熙桐 (5A) 

英詩獨誦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優良  陳蕙心 (5A)
   連綺霖 (5A)
   楊紫淇 (5A)
   林玟希 (5C)

英詩獨誦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  小峯駿治 6A)
   吳宗衡 (6A)
   蕭卓言 (6B)

英詩獨誦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陳采婷 (6A)
   黃浠曈 (6A)
   彭煒菁 (6A)
   徐琬婷 (6A)
   溫可悅 (6A)
   王朗晴 (6B)

 良好  林栢妮 (6A)

2013-2014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朗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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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屆校際音樂節

聖詩組 (9 歲或以下組別 )

 亞軍  莊嘉琳 (1A)

   方思澄 (1A)

   張凱晴 (1B)

   吳銘升 (1C)

   黃栢翹 (1C)

   黎競謙 (1D)

   蘇逸朗 (1D)

   蘇雅詩 (1D)

   區盈禧 (2A)

   張子樂 (2A)

   劉欣悅 (2A)

   梁倬偉 (2A)

   麥浩霖 (2A)

   石欣曉 (2A)

   翁詠君 (2A)

   鄭展駿 (2B)

   何柏羲 (2B)

   姚臻怡 (2B)

   呂卓賢 (2B)

   布震昇 (2B)

   譚沛兒 (2B)

   譚婉雯 (2B)

   蔡子豪 (2B)

   胡澤恩 (2B)

   馮泳文 (2C)

   葉宋文 (2C)

   黎芷晴 (2D)

   梁栢濤 (2D)

   舒建璋 (2D)

   蘇澤恆 (2D)

   黃曦雲 (2D)

   陳思琳 (3A)

   何書欣 (3A)

   韓智銘 (3A)

   林凱浚 (3A)

   李浚軒 (3A)

   李彥鋒 (3A)

   梁茈荍 (3A)

   李嘉儀 (3A)

   王宇昕 (3A)

   楊恩晴 (3A)

   葉梓彤 (3A)

   姚卓嵐 (3A)

   余珮珊 (3A)

   陳可晴 (3B)

   蔡名郗 (3B)

   朱雅軒 (3B)

   岩穴 (3B)

   鄺雅文 (3B)

   林卓凝 (3B)

   李瀚霖 (3B)

   李懷恩 (3B)

   葉凱旋 (3B)

   黎晉良 (3C)

   梁嘉欣 (3C)

   梁凱琪 (3C)

   吳汶禧 (3C)

   曾貝家 (3C)

   鄭燿堃 (3D)

   黃曉童 (3D)

中文歌曲 (8 歲以下組別 )

 優良  莊嘉琳 (1A)

   方思澄 (1A)

   張凱晴 (1B)

   吳銘升 (1C)

   黃栢翹 (1C)

   黎競謙 (1D)

   蘇逸朗 (1D)

   蘇雅詩 (1D)

   區盈禧 (2A)

   張子樂 (2A)

   劉欣悅 (2A)

   梁倬偉 (2A)

   麥浩霖 (2A)

   石欣曉 (2A)

   翁詠君 (2A)

   鄭展駿 (2B)

   何柏羲 (2B)

   姚臻怡 (2B)

   呂卓賢 (2B)

   布震昇 (2B)

   譚沛兒 (2B)

   譚婉雯 (2B)

   蔡子豪 (2B)

   胡澤恩 (2B)

   馮泳文 (2C)

   葉宋文 (2C)

   黎芷晴 (2D)

   梁栢濤 (2D)

   舒建璋 (2D)

2013-2014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音樂 )

資優教育基金主辦 2013-2014 年度
「閃耀之星」才華拓展

 獎學金  林籽峰 (5C)

2014 年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 小峯駿治 (6A)

 數學競賽三等獎 小峯駿治 (6A)

 個人總成績三等獎 小峯駿治 (6A)

第十七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
境探究比賽

 優異獎  黃文溥 (4A) 
   陳子恆 (4A) 
   劉美詩 (4A)

   林子凝 (4A)

   陳藹蕎 (4A)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南賽區小學六年級）

 三等獎  小峯駿治 (6A)

（香港賽區小學六年級）

 二等獎  小峯駿治 (6A)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小峯駿治 (6A)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主辦 2014「優數
盃」數學大賽 ( 初賽 )

心算組 ( 小一組別 )

 金獎  黎芷霖 (1A)

 銅獎  蘇雅詩 (1D)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小學組普通話

 總冠軍  郭明中 (4A)

 冠軍  陳子恆 (4A)

小學組

 總冠軍  孫熙桐 (5A)

2013-2014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學術 )

   蘇澤恆 (2D)

   黃曦雲 (2D)

   陳思琳 (3A)

   何書欣 (3A)

   韓智銘 (3A)

   林凱浚 (3A)

   李浚軒 (3A)

   李彥鋒 (3A)

   梁茈荍 (3A)

   李嘉儀 (3A)

   王宇昕 (3A)

   楊恩晴 (3A)

   葉梓彤 (3A)

   姚卓嵐 (3A)

   余珮珊 (3A)

   陳可晴 (3B)

   蔡名郗 (3B)

   朱雅軒 (3B)

   岩穴 (3B)

   鄺雅文 (3B)

   林卓凝 (3B)

   李瀚霖 (3B)

   李懷恩 (3B)

   葉凱旋 (3B)

   黎晉良 (3C)

   梁嘉欣 (3C)

   梁凱琪 (3C)

   吳汶禧 (3C)

   曾貝家 (3C)

   鄭燿堃 (3D)

   黃曉童 (3D)

香港手鈴節第九屆校際手鈴比賽

 優良獎  陳子恆 (4A) 

   劉善汶 (4A)

   石靖雪 (4C)

   蔡　琳 (4D)

   黃頌偲 (4D)  

   連綺霖 (5A)

   陳蕙心 (5A)

   樊家彤 (5A)

   龔曉彤 (5A)  

   林雪怡 (5A)

   譚巧兒 (5A)

   陳卓霖 (5B)

   蔣琪琪 (5B)

   梁健英 (5C)

   程銘謙 (5C)

   呂卓琳 (6A)

   譚偉健 (6A)

   陳采婷 (6A)

   陳楚珩 (6B)

   黃金茹 (6B)

   黃子純 (6B)

U108 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

 第三名  尤可澄 (4A)

   葉穎婷 (4A)

U101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

 第三名  郭明中 (4A)

 優良  陳紀君 (2B)

U102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

 優良  莊嘉琳 (1A)

   黃曦雲 (2D)

U106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

 優良  張明曦 (2A)

   陳蕙心 (5A)

U114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

 優良  鍾柏濠 (6A)

U120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

 優良  鄭君昊 (5A)

N503 箏獨奏 ( 初級 )

 第三名  黃兆鵬 (4A)

N211 小提琴獨奏 (1 級 )

 優良  黃曦雲 (2D)

N210 小提琴獨奏 (1 級 )

 優良  劉美詩 (3A)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 • 銅獎 莊嘉琳 (1A)

第六屆香江盃藝術大賽音樂比賽 ( 春
季 )

 鋼琴公開組 - 幼兒組

 銅獎  莊嘉琳 (1A)

MF Mus i c  &  A r t  P romo t iona l 
Association MF Music Competition 
2 0 1 3   P i a n o - J u n i o r  E x a m 
Class(Primary Group)

 優良  鄭展希 (4A)

 季軍  連綺霖 (5A)

   柯俊雄 (5A)

 優異獎  林子凝 (4A)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郭明中 (4A)

   陳子恆 (4A)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 東區 )

 創意解難亞軍  小峯駿治 (6A)

   黃俊源 (6A)

 優異獎  小峯駿治 (6A)

   吳宗衡 (6A)

   彭煒菁 (6A)

   黃俊源 (6A)

   黃梓希 (6A)

   呂卓琳 (6A)

 優良獎  林栢妮 (6A)

   陳采婷 (6A)

   郭雅儀 (6A)

   劉子健 (6A)

第二十一屆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小峯駿治 (6A)

World Class Arena World 主辦 World 
Class Tests

 數學科 ( 小學 ) 優異 小峯駿治 (6A)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辦
「2013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獲選優秀小學生 黃雅言 (6A)

第十四屆泛太平洋珠心算比賽

 A 組 季軍  柯錦康 (1B)

 C 組 季軍  馮偉恒 (4A)

第九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中級組 冠軍  馮偉恒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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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扶輪盃跳繩比賽  

 女丙 30 秒大繩速度跳

 亞軍  劉芷言 (2A)

   楊恩晴 (3A)

   葉凱旋 (3B)

 女丙 30 秒 2 人輪跳比賽

 季軍  梁凱琪 (3C)

   張沛瑤 (4A)

環亞體育舞蹈學會主辦 新春舞蹈公開
大賽 (8 歲以下新秀 )
 牛仔 第六名 鄭展駿 (2B)

 獨舞查查 第七名 鄭展駿 (2B)

 獨舞倫巴 第七名 鄭展駿 (2B)

中國香港花式跳繩學校主辦 香港跳繩
挑戰賽 2014  

 男子小學組

 全場總季軍  張浚彥 (5B)

 小學高級組單側迴旋速度賽

 冠軍  張浚彥 (5B)

 男子小學高級組 30 秒前繩速度跳

 亞軍  張浚彥 (5B)

 男子小學高級組 30 秒後繩速度跳

 亞軍  張浚彥 (5B)

 男子小學組

 二重跳之王殿軍 張浚彥 (5B)

 小學高級組

 朋友跳速度賽殿軍 張浚彥 (5B)

 男子小學高級組 30 秒交叉速度跳

 殿軍  張浚彥 (5B)

Colour Show Entertainment 主辦 小學
雜藝聯校賽 2014   
 團體總冠軍  湯惠蘭 (3A)

   陳灝宏 (3B)

   陳灝廷 (3B)

   陳灝言 (3B)

   許正謙 (3C)

   梁凱琪 (3C)

   陳曉淇 (3C)

   黃嘉穎 (3C)

   樊芷晴 (4A)

   麥敬滔 (4A)

   朱凱晴 (4A)

   王嘉欣 (4B)

   蔡　琳 (4D)

   樊家彤 (5A)

   關嘉怡 (5A)

   林偉傑 (5B)

   凌洛瑤 (5B)

   莊佳雯 (5B)

   劉曼怡 (5B)

   黎君健 (5D)

   鍾柏濠 (6A)

雙人對拋賽 ( 扯鈴 )

 冠軍  麥敬滔 (4A)

   黎君健 (5D)

 季軍  陳灝廷 (3B)

   蔡　琳 (4D)

 殿軍  王嘉欣 (4B)

   劉曼怡 (5B)

雙人對拋賽 ( 轉碟 )  

 冠軍  樊家彤 (5A)

   關嘉怡 (5A)

 季軍  許正謙 (3C)

   黃嘉穎 (3C)

 殿軍  樊芷晴 (4A)

   朱凱晴 (4A)

雙人對拋賽 ( 拋波 )  

 冠軍  林偉傑 (5B)

   鍾柏濠 (6A)

 亞軍  陳曉淇 (3C)

   莊佳雯 (5B)

 季軍  陳灝言 (3B)

   陳灝宏 (3B)

個人花式賽  

 男甲冠軍  林偉傑 (5B)

 男甲季軍  黎君健 (5D)

 男甲殿軍  鍾柏濠 (6A)

 女甲冠軍  關嘉怡 (5A)

 女甲季軍  凌洛瑤 (5B)

 男乙亞軍  陳灝宏 (3B)

 男乙殿軍  許正謙 (3C)

 女乙亞軍  莊佳雯 (5B)

 女乙季軍  劉曼怡 (5B)

 女乙殿軍  樊家彤 (5A)

 男丙亞軍  陳灝言 (3B)

 男丙季軍  麥敬滔 (4A)

 女丙冠軍  梁凱琪 (3C)

 女丙季軍  朱凱晴 (4A)

 女丙殿軍  蔡　琳 (4D)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 第五十屆學校
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甲級獎  莫凱琳 (1A)

   黃紀茵 (1A)

   林恩同 (1A)

   陳曉彤 (1A)

   洪婉翎 (1A)

   冼琬嵐 (1A)

   黃祈恩 (1C)

   林冰冰 (1D)

   葉穎昕 (2A)

   柯樂宜 (2B)

   馮琛然 (2B)

   陳思琳 (3A)

   余珮珊 (3A)

   梁茈荍 (3A)

   趙穎錡 (3B)

   何俊穎 (3B)

   林卓凝 (3B)

   徐　汧 (3B)

   張敏瑩 (3B)

   梁嘉欣 (3C)

   石倚純 (3D)

   譚昕晴 (3D)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 群舞 ) 

 甲級獎  黎芷霖 (1A)

   陳莉盈 (1B)

   吳銘升 (1C)

   陳雅倩 (1D)

   溫芷慧 (1D)

   陳藹蕎 (4A)

   葉穎婷 (4A)

   池凱程 (4B)

   施華悅 (4B)

   郭安霖 (4B)

   吳綽怡 (5A)

   楊紫淇 (5A)

   何嘉詠 (5B)

   謝心妍 (5B)

   鄔小慧 (5B)

   劉曼怡 (5B)

   黃雅言 (6A)

   徐琬婷 (6A)

   林譽賢 (6A)

   黃浠曈 (6A)

   彭煒菁 (6A)

   林栢妮 (6A)

   嚴瑋琪 (6A)

   黃希雯 (6A)

   畢卉昕 (6B)

   徐 瑩 (6B)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主辦金鑽杯系列亞
洲公開賽  

 獲選 2012-2013 拉丁

 「明日之星」  鄭癸翹 (6C)

   鄭展駿 (2B)

環亞超級會長盃 2013  

 21 歲以下 拉丁倫巴  

 冠軍  鄭癸翹 (6C)

 21 歲以下 拉丁查查查

 冠軍  鄭癸翹 (6C)

 獨舞 8 歲以下 拉丁查查查

 優異  鄭展駿 (2B)

 獨舞 8 歲以下 拉丁倫巴 

 優異  鄭展駿 (2B)

 8 歲以下 拉丁查查查 

 優異  鄭展駿 (2B)

 8 歲以下 拉丁倫巴  

 優異  鄭展駿 (2B)

 10 歲以下 拉丁倫巴  

 優異  鄭展駿 (2B)

   梁凱琪 (3C)

 10 歲以下 拉丁查查查

 優異  鄭展駿 (2B)

   梁凱琪 (3C)

 10 歲以下 拉丁牛仔  

 優異  鄭展駿 (2B)

   梁凱琪 (3C)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 第 3 屆香
港食品嘉年華 健康有營小廚神 
 冠軍  徐　汧 (3B)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匯聚杯體育舞蹈錦
標賽  

男子 / 女子獨舞 8 歲或以下 拉丁舞專
項  

 查查查 第一名 梁凱琪 (3C)

  第二名 鄭展駿 (2B)

男女混合組 / 女子組 8 歲或以下 拉丁
舞專項  

 查查查 第二名 梁凱琪 (3C)

  第三名 鄭展駿 (2B)

 牛仔舞 第一名 鄭展駿 (2B)

  第二名 梁凱琪 (3C)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喜悅杯體育舞蹈錦
標賽  

男子 / 女子獨舞 8 歲或以下 拉丁舞專
項  

 倫巴舞 第一名 鄭展駿 (2B)

男女混合組 / 女子組 8 歲或以下 拉丁
舞專項  

 倫巴舞 第一名 梁凱琪 (3C)

  第二名 鄭展駿 (2B)

男女混合組 / 女子組 8 歲或以下 拉丁
舞雙項  

 查查 / 倫巴舞 第二名 鄭展駿 (2B)

  第三名 梁凱琪 (3C)

藝域發展中心主辦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
雜耍大賽

個人舞台組 ( 小學 )  

 一等獎  關嘉怡 (5A)

 亞軍  樊家彤 (5A)

2013 國際水合作年美術設計創作
比賽

 世界賽 3 等獎  林婉言 (2B)

 香港賽 3 等獎  林婉言 (2B)

中國書畫學會主辦第三屆青少兒創藝
大賽 2014

 兒童組銅獎  胡澤恩 (2B)

藝聚畫室主辦小學 ( 初小組 ) 繪畫比賽

 銀獎  黃紀茵 (1A)

第一屆全港兒童繪畫
分齡比賽 2013-2014 年度

西洋畫第五組 (2006 年出生 ) 

 一等獎  林杞樺 (2D)

2013-2014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舞台表演 )

中國畫第五組 (2006 年出生 ) 

 季軍  林杞樺 (2D)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主辦

2014 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
畫比賽兒童 A 組 ( 中國畫 ) 組

 優異獎  林婉言 (2B)

2013/14 年度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
中、小學堆沙大賽

 小學組亞軍  吳咏恩 (5A)

   譚巧兒 (5A)

   吳綽怡 (5A)

   呂卓琳 (6A)

   郭雅儀 (6A)

   嚴瑋琪 (6A)

2013-2014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視藝 )

   紀業超 (6C)

KISS CLUB(HK) 主辦 第二屆 KISS 寵
物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吳咏恩 (5A)

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主辦 
「傳承與創新」

35 周年誌慶填色設計比賽

 初級組亞軍  鄭子濠 (1B)

 初級組季軍  黎茵桐 (2B)

 初級組優異獎  李承羲 (1C)

   石靖瑤 (2C)

   蘇澤恆 (2D)

 高級組冠軍  石靖雪 (4C)

 高級組優異獎  劉美詩 (4A)

   陳毅誠 (4C)

   楊紫淇 (5A)

國際華人兒童及青少年藝術年展 2013

 金獎  林婉言 (2B)

九龍青年商會主辦第六屆兒童中文書
法比賽《書法無疆界》

 優異獎  郭明中 (4A)

2013 全港學生精藝盃
第二屆繪畫比賽──海報設計

 優異獎  林婉言 (2B)

第 14 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一等獎  胡澤恩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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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堆沙大賽小學組亞軍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三、四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亞軍 詩詞集誦 ( 粵語 ) 五、六年級女子組冠軍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 女子組 ) 亞軍 小學雜藝聯校賽團體總冠軍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冠軍—陳琬晴

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小學組總冠軍華山盃籃球賽女子組亞軍 華山盃籃球賽男子組亞軍

第六十六屆校際音樂節聖詩組 (9 歲或以下組別 ) 亞軍黃大仙盃足球比賽殿軍

李福慶中學男子小學組 4x100 米
接力邀請賽冠軍及女子組季軍

聖貞德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4x100 米接力亞軍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甲級獎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 群舞 ) 甲級獎

2014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 優良  譚巧兒 (5A)

   林玟希 (5C)

   小峯駿治 (6A)  

 數學 優異  馮偉恒 (4A)

   洪嘉軒 (4A) 

   郭明中 (4A)

   黃文溥 (4A)

   黎浩霖 (4C)

   黃俊源 (6A)

   小峯駿治 (6A)  

 數學 優良  張梓浩 (3A)

   徐啟堯 (3A)

   葉沛澄 (3A)  

   王俊立 (3B)

   黃韋羲 (3B)

   葉凱旋 (3B)  

   許正謙 (3C)

   鄭展希 (4A)

   黃冠熹 (4B)  

   朱愷之 (5A)

   譚巧兒 (5A)

   呂卓琳 (6A)

   彭煒菁 (6A)  

 科學 優異  黃文溥 (4A)

   莫小琼 (6A)

   陳天恒 (6B)  

 科學 優良  劉競謙 (4C)

   石靖雪 (4C)

   小峯駿治 (6A)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姚臻怡 (2B)

   鄭羽珊 (3B)

   龔曉彤 (5A)

   黃雅言 (6A)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何嘉欣 (2C)

   陳可晴 (3B)

   黃冠熹 (4B)

   鄭舒庭 (5D)

   黃子純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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