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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莉老師

　　花吐妍，葉簇綠，鳥呼晴，人低語，色彩斑斕的世界，鳥語清麗的季節，笑容明媚
的校園⋯⋯這便是我對筲箕灣崇真學校的第一印象。

　　在 2014—2015 年度內地派駐香港的教師團隊中，唯我一人姓「蕭」，而「蕭」的
簡體字寫作「肖」。恰巧「筲箕灣」三字中鑲嵌了一個「肖」字，頓感冥冥中，早已註
定了我和筲箕灣崇真學校的緣份，妙不可言！

　　學校並不大，不像內地的一些學校那般寬闊，但絕對可稱作「精巧」：蒼勁的老樹、
多姿的花壇、青青的苗圃、潔淨的操場、挺拔的高樓、雅致的壁畫、童趣滿溢的課室⋯⋯
每一處人文景致，每一間場所安排，每一個細節佈置，都令人感到舒適、體貼。

　　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感受到學校處處充滿着「像呼吸一般自然」的愛。「愛」是學
校民主自律的管理方式；「愛」是學校濃厚的教研文化；「愛」是學校師生間的禮讓與
謙和；「愛」是老師間爽朗的笑聲；「愛」是老師關愛學生的眼神；「愛」是見面時的
點頭微笑問好；「愛」是老師們走路匆匆的敬業勤業；「愛」是老師們桌前一疊疊的課業；
「愛」是學校關心學生的每個細節⋯⋯愛是崇真的老師最無私的奉獻。

　　文化的力量無窮，作為一所基督教學校，有着近 70年歷史的沉澱與昇華的筲箕灣崇
真學校，猶顯大氣厚重。學校講究「靈性教育」，所以我能欣喜地在課堂內外感受到靈動：
這是以民主、開放、自由、尊重為主題的靈動；這是以學生為主體，以問題為主線的靈動；
這是老師敢於放手，學生積極思考的靈動；這是教學與生活結合，教育與思想映襯的靈動；
這是學生課堂學習與課外活動相得益彰的靈動⋯⋯孩子在多彩校園中探索，在無邊的學
習天空愜意、舒展！

　　「愛」的芬芳渲染晴空；「靈」的婉約醺醉心田。賞課堂的明月，拂課外的清風，
品校園的人文。墨濺素箋，揚采揮筆，是一段關於「愛」的回憶；詮釋出的，是一份關
於「靈」的真實。

　　工作坊交流時，老師克服語言障礙與我探索、思考；集體備課時，老師積極討論、
欣賞與回饋；聽課時，孩子喜歡邊說普通話邊看着我笑；普通話朗讀指導時，孩子的乖
巧與認真，並向我分享奪得全區第二名佳績的喜悅；打乒乓球時，孩子對我「毫不留情」
的正反手扣球的專業；學習魔方時，不倦地苦練三階魔方的多種還原方法、六階魔方的
技巧；旅行日時，食物、活動、留影和難忘的共同分享；聖誕福音活動舉行時，孩子以
純真的笑容，雙手奉上小禮品；颱風來臨時，校長老師對我的千叮萬囑；乘地鐵時，孩
子用粵語向我禮貌地問好；教師聚餐時虔誠祈禱與真誠問候；親子旅行時家長的友善與
謙讓⋯⋯

　　晨曦照進小屋之時，我捧着一杯香茗，靜靜寫下段段珍貴回憶，彷彿聽見筲箕灣崇
真學校傳來優美的下課鈴聲—悅耳、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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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同工 我終於成功啦

數學課堂教學

魔方小子

魔方工作
坊 開心一刻

面授魔方

相互切磋

老師互相切磋心
得

引領探究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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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 猜情尋活動進行過程

猜猜我是誰

感恩滿滿在崇真
本校着重推行品德情意教學，教導學生待人如己，常懷「感恩」的心去待人處事。靈訓輔組本年度舉辦了好人好事分享、

猜情尋、感恩鳥、THANKS TAG 等活動，而團契活動更衝出校園，到筲箕灣社區傳揚福音。本校期望藉着以上的活動，建
立溫馨關愛的校園，使學生愛主愛人，成為優秀的公民。

活動目的 猜情尋活動進行過程猜情尋活動進行過程猜情尋活動進行過程

好事日記結集成
書

好事日記結集成
書

分發「Easy E
asy 好小事」的

小袋子

用心寫下感恩的
事情

畫下每個感恩的
片段

分發「Easy E
asy 好小事」的

小袋子
分發「Easy E

asy 好小事」的
小袋子

嘉許狀

Easy Easy 好小
事

猜情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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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活動逢星期五放學後於崇真會的小禮堂進行聚會，而本年度團契活動
首次衝出校園，於四月二十四日到筲箕灣社區傳揚福音。

學生在傳福音的過程提升了自信，與同學互相扶持，更懂得體諒別人的感
受，見證主恩。以下是徐少珊老師帶領學生到社區傳福音後的感受。

徐少珊老師

今天是學校團契時間，我帶了三位男生傳福音。我邊走邊問他們：「你們打算怎樣傳福音？」
一位學生說：「我先介紹自己，如：你好！我是崇真學校的學生，今天來傳福音。」我感恩，感
恩孩子很單純，不以傳福音為可恥，真誠地向人們宣講神的話語。

到了明華大廈，一位學生如箭般飛奔上前，變成小領袖，指揮大家到哪裏傳福音。我感恩，
感恩孩子有火熱的心。他很快找到了一位伯伯，學生不習慣傳福音，開始時有點害羞，說完見證
便走開，但之後又鼓起勇氣，問我取單張送給伯伯。我感恩，感恩孩子肯踏出第一步。

他們跟第二位伯伯分享時，開始共同合作，傳福音有了默契，一個接一個地說。我感恩，伯
伯聽着孩子的分享，禱告決志信主，更有志到教會看看。我看見孩子單純的背影，將福音傳給一
位路人後，又立刻跑去找另一人傳揚神的國，我感恩，感恩孩子為宣揚福音義不容辭。

最深刻的一幕是孩子跟一位婆婆輪流宣講福音，還細心地在適當時候拿出單張給婆婆細閱。
婆婆不好意思地問：「這都是送給我的嗎？」孩子大力地點頭說：「是的。」婆婆笑納了。婆婆
說自己老眼昏花，孩子就給她大字體的單張，婆婆很高興地說看到了。我感恩，感恩神賜予孩子
有智慧，宣揚神的國度。

婆婆訴說家裏的苦與樂，學生都很安靜在旁聆聽。我感恩，感恩神賜予孩子耐心聆聽別人的
需要。我安慰她，在甚麼時候都可禱告，靠着神，甚麼都看得開、想得開。婆婆看着天，開始變
得輕鬆了。我指着眼前長得粗壯、翠綠的樹木和蔚藍的天空說：「每天看到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藍天白雲，我們都要感謝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我們的心靈才可以滿足、快樂！」她也點頭說：「每
天看着這些事物，眉頭都寬了很多！」我與她分享信耶穌的人，會得到真正的平安，她都很同意。
我感恩，感恩神借用了我們的口，撒下福音的種子。

另有一位婆婆很感興趣地走過來，孩子很棒，馬上把握機會給她單張，介紹學校教會地點。
因為時間緊迫，我們要趕回學校放學，才匆匆跟她們道別。婆婆們與我們聊得開懷，紛紛表示有
興趣了解教會⋯⋯

回校的路上，我告訴孩子，在傳福音的過程裏，有人馬上相信，有人假以時日才相信，也有
人選擇不信。我問其中一位學生：「你長大後遇到困難時，會不會不信耶穌，單靠自己能力解決
問題呢？」個子小小的他充滿智慧，堅定地說：「不會。」我感恩，感恩孩子在信仰上堅定不移。

孩子是耶穌所喜愛的！我很榮幸能與孩子傳福音，老人家見到孩子都滿懷安慰，臉上綻放幸
福的笑容。神用單純的孩子見證祂的大能！就讓我們把榮耀都歸於創天造地的神 !

寫於 2015 年 4月 24 日

團契活動團契團契

伯伯開懷一笑

婆婆細聽福音

婆婆樂於分享

與伯伯閒談

徐少珊老師

同學感恩事項

為生活事情感恩

感恩鳥
感恩鳥活動展板

THANKS TAG 小冊子

感恩鳥THANKS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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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謝心妍

我學會了在生活
的任何細節上，都要
環保，不要浪費，因
為所有的東西都得來
不易的。

6A戴國鎮

令我最開心的就是探訪當地的一所國
小，他們十分熱情，校長跟我們介紹了學
校所種的植物及校園環保的設施，更讓我
們到教室與國小學生一起上課。我們離開
時，他們還送了我們各人一杯珍珠奶茶呢 !
這次不但對國小的學生有更深入的認識，
更提高了自己的環保意識，真的不枉此行 !

6A 吳咏恩
我去參觀內湖國小，起初只不過抱着「都是一間普通的學校而已」的心態去參觀，但原來那所學校的學習氣氛很好，環保意識遠遠超出我所想，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6A連綺
霖

令我大
開眼界

的景點
就是

「焚化
廠」，

它的外
形像一

條

通往天
空的大

柱。「焚
化廠」

裏

的工作人
員詳細地

講解他們
的工

作，主
要是把

垃圾弄
得更加

細

碎，然後
放入焚

化爐裏
燒。國小

的學生把
垃圾分類

過程做得
很仔

細，甚至
是珍珠奶

茶杯子
上的膠

膜，他們
會先撕

下來，才
把杯子

洗淨回
收。這些

微不足
道的事

情

都能做
得這麼仔

細，我實
在對他

們非常佩
服。

6A吳綽怡

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就

是那裏的回收
場，他們把

各樣的東西分
類得十分仔

細，環保概念
十分強，令

我非常欣賞。
我們還到

了內湖區的一
間國小去參

觀，那裏的景色
十分優美，

更有一個生態
小天地，裏

面有一個小田
園，讓同學

能體會當農夫的
辛勞。

6A譚巧兒 令我們眼界大開的地方，就是他們利用「焚化爐」分發的熱能來發電，非常環保。還有國小的學生認真上課的態度，他們上課時腰板挺得像把木尺那麼直，對老師的問題有問必答，答案更是完美得無懈可擊，真的令我非常佩服。

學生感想

6B 植朗軒
我們去了內湖區的小學，那裏的學生十分有禮，不管我們問他甚麼問題，他都會盡力回答。令我大開眼界的是，那裏展示了世界杯足球隊的球衣，原來是用台灣人剩餘的膠瓶剪碎成膠片再做成線，最後紡織成球衣的。真的很神奇啊 !

6B 盧卓恒

這次台灣
之旅，我

了解當地
的文化，

感謝

當地導遊
詳細講解

台灣

不同地方
的特色，

無時

無刻照顧
我們，使

我們

平平安安
回來。

6B歐陽心妍

環保之旅令我
學到很多

環保的知識，我
十分感謝在

這四天跟我們講
解的姐姐，

她告訴了我們很
多環保的知

識，令我得益不
少。

6A黃賢諾
我在台灣放了天燈，看到天燈升起來，然後不知飄到哪兒去，令我覺得放天燈的原理實在太神奇了 !

6B 何嘉詠 

這次台灣之旅，我
和同學的腳步聲和歡笑
聲不絕於耳。我們參觀
了國小校園、逛了誠品
書店、參與了環保活
動⋯⋯一切都令我眼界
大開。

台 灣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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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之旅

李曉華 

經過這次的交流，
讓我認識到我國歷史、文
化、環保、保育的重要。我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到內地
其他地方交流，更深更廣
地體驗人民的精神文
明。

郭明中 

我很榮幸能參加這
次惠州交流團，每到一處，
都令我眼界大開，體驗了
人類文明和認識了不少環
保的知識，希望再有機
會參加類似的交流
團。

其他地方交流，更深更廣
地體驗人民的精神文

次惠州交流團，每到一處，
都令我眼界大開，體驗了
人類文明和認識了不少環

朱珈葆 

這次的交流使我
認識了中國的歷史，希
望我以後能參觀更多歷
史古跡，多作學習交
流。

考察地點：惠州
的環保設施及保

護區

日　　期：6/2
/2015( 五 ) 至 

7/2/2015( 六 )

參　加　者：本校 4位
老師及 40 位小

五學生

目的 : 

1. 認識國家的
環境保護政策及

措施。

2. 認識自然保
護區對當地經濟

發展及社會民生
的影響。

3. 認識保護自
然生態物種的方

法及培育環保意
識。

4. 認識粵港兩
地共同面對的環

保問題及合作處
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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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校重點
發展資優教育

的理念不謀而合
。

其他地方交流，更深更廣
地體驗人民的精神文
明。

李承諾 

今次的交流令我
們認識古跡和歷史，
對中國文化有更深
刻的印象。

惠 州 之 旅

考察地點：惠州
的環保設施及保

護區

日　　期：6/2
/2015( 五 ) 至 

7/2/2015( 六 )

者：本校 4位
老師及 40 位小

五學生「「「「「「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學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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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運會

水陸挑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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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發揮團隊精神。

本年度演出劇目：《仙履奇緣》

全校音樂科老師、英文科老師及學生共百多人參與。

劇情大要及意義
仙杜瑞拉 (Cinderella) 生於貴族之家，母親於她童年時去世，父親

後來迎娶寡婦崔梅恩夫人（Lady Tremaine），她有兩名女兒，名為崔西
里亞（Drizella）和安泰西亞（Anastasia），但她們都嫉妒仙杜瑞拉的美貌，處處為難她。孤苦的仙杜瑞
拉只好當僕人，並與動物交朋友。 

皇宮裏，國王正籌備舞會，為王子娶妻。崔梅恩夫人命令仙杜瑞拉完成雜務，才批准她參加舞會。
仙杜瑞拉的老鼠朋友誤用崔梅恩夫人和兩女兒的舊衣做仙杜瑞拉的裙子，使她們極度不滿，她們更弄破
裙子，仙杜瑞拉傷心欲絕。仙女得知仙杜瑞拉的苦況，先安慰她，賜予她一輛由南瓜變成的豪華馬車，
並將已破爛的裙子變成一襲美麗的裙子，還配上一對晶亮的玻璃鞋。仙女離開前，不忘忠告仙杜瑞拉，
魔法將於凌晨十二時失效⋯⋯

舞會舉行時，崔梅恩夫人認不出灰姑娘就是仙杜瑞拉。王子對仙杜瑞拉一見鍾情，兩人共舞至凌晨
十二時。仙杜瑞拉匆忙離開皇宮時不慎遺下一隻玻璃鞋。翌日，國王派人尋找玻璃鞋主人的下落，崔梅
恩夫人得知真相，施詭計把玻璃鞋弄碎，仙杜瑞拉卻處變不驚，對官員說還有一隻玻璃鞋，官員就讓她

試鞋，仙杜瑞拉輕易把鞋穿上，順利與王子結婚。

此劇宣揚逆境自強的精神，以賺人熱淚的音樂感動人心。本校希望此劇能帶出：「只要憑
着堅定的信念，永不放棄的精神，就能擺脫逆境的陰影，乘風破浪，
勇往直前，以積極及勇敢的態度面對未來每一個挑戰」的信息。
着堅定的信念，永不放棄的精神，就能擺脫逆境的陰影，乘風破浪，
勇往直前，以積極及勇敢的態度面對未來每一個挑戰」的信息。

公益少年
團花卉義

賣 水陸挑戰營水陸挑戰營

領袖生燒烤日

東區田徑賽

水陸挑戰
營一幕

小食義賣

試鞋，

着堅定的信念，永不放棄的精神，就能擺脫逆境的陰影，乘風破浪，
勇往直前，以積極及勇敢的態度面對未來每一個挑戰」的信息。

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大型英文音樂劇
發揮團隊精神 學生潛能盡展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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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成長的天空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 羣舞 ) 比賽片段

領袖生就
職典禮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
台灣交流團

小學高年級組中
國舞

( 羣舞 ) 比賽片
段

福音營

學校旅行

家長福音晚會表演

生日會

英文歌唱
比賽

家長班畢業聚餐
聖誕表演日

衞理中學機械人學習活動

校友日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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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體育 )

亞洲乒乓球學院主辦 亞洲學院盃
2015 青少年團體邀請賽
 冠軍  羅子鋒 (6A)
嵐海體育—嵐海月賽 (乒乓球 )
 冠軍  羅子鋒 (6A)
嵐海體育—嵐海男子青少年比賽
(乒乓球 )
 冠軍  羅子鋒 (6A)
個人全能跳繩挑戰賽 2015
 12 歲男子組 30 秒
 二重速度跳冠軍 盧卓恒 (6B)
 交叉跳速度跳亞軍 盧卓恒 (6B)
 單車步速度跳季軍 盧卓恒 (6B)
飛達田徑會有限公司主辦飛達新星少
年田徑錦標賽
 男子 2005 年
 100 米冠軍  徐啟堯 (4A)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主辦 2014-2015 跳
水推廣計劃—中級班結業測試
 女子組一米板第一名 何嘉詠 (6B)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
2015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林偉傑 (6B)
2015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
 Junior Girls 1000m
 2nd Runner Up  朱珈葆 (5D)
 Junior Girls 500m
 2nd Runner Up  朱珈葆 (5D)
 Junior Girls 250m
 2nd Runner Up  朱珈葆 (5D)
2014-2015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
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優異獎 林婉言 (3A)
   林杞樺 (3C)
   劉善汶 (5A)
   關嘉怡 (6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第十二屆全港
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2014-2015
 女子組冠軍  鄧倩虹 (5B)
沙田體育會棒球會主辦 2015 年社區
體育會華人盃棒球邀請賽
 季軍  王天朗 (3A)
扶輪盃跳繩比賽 2015
 女子乙組
 30 秒個人速度跳
 季軍  張沛瑤 (5B)
 2x30 秒雙人大繩速度跳
 亞軍  譚沛兒 (3A)
   何書欣 (4B)
   朱凱晴 (5A)
   張沛瑤 (5B)
2014-2015 東區校際乒乓球賽
 男子甲組冠軍  黃韋羲 (4A)
   黃兆鵬 (5A)
   羅子鋒 (6A)
   鄭君昊 (6A)
聖貞德中學 2014-2015 年度鑽禧校慶
小學足球邀請賽金盃賽冠軍
 冠軍  羅隽彥 (4A)
   李洛桁 (4B)
   黃振銘 (5A)
   孫熙浚 (5A)
   黃頌明 (5A)
   郭明中 (5A)
     張嘉希 (5D)
   孫熙桐 (6A)
   林偉傑 (6B)
   林籽峰 (6C)
   鄭震樂 (6D)
   蔡培鏗 (6D)
 優秀球員  林籽峰 (6C)
 最有價值球員  林籽峰 (6C)
香港國際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小童組
 125 米第二名  周正熙 (2B)
 250 米第四名  周正熙 (2B)
 500 米第四名  周正熙 (2B)

2015 第八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亞軍  黃文溥 (5A)
柏萃體育 2015 年復活乒乓球分齡賽
 男女子兒童 9歲以下組別  
 亞軍  黃韋羲 (4A)
乒乓論壇學界盃團體賽
 亞軍  羅子鋒 (6A)
聖貞德中學 2014-2015 年度小學乒乓
球鑽禧盃邀請賽
 冠軍  麥敬滔 (5A)
   羅子鋒 (6A)
   鄭君昊 (6A)
 季軍  江鎮海 (4A)
   許正謙 (4C)
   黃兆鵬 (5A)
   關嘉怡 (6A)
第七屆「華山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
賽 ( 第二回 )
 男子組冠軍  歐陽文昊(6A)
   林偉傑 (6B)
   李嘉棟 (6C)
     林籽峰 (6C)
   鄭震樂 (6D)
   梁鈞鍵 (6D)
 女子組亞軍  莫詠儀 (4C)
   劉美詩 (5A)
   鄧倩虹 (5B)
     梁嘉雯 (5B)
   蔡　琳 (5C)
   朱珈葆 (5D)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會內部賽
 青少年 U12 冠軍 羅子鋒 (6A)
恆生乒乓球學院主辦 2015 年度恆生
精英隊選拔賽
 第一名  羅子鋒 (6A)
香港少年運動協會主辦全港兒童田徑
超新星運動會 2015
 男子 2005 年
 60 米冠軍  徐啟堯 (4A)
 100 米冠軍  徐啟堯 (4A)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主辦 全港跳繩
錦標賽 2015
 個人花式比賽
 九歲或以下男子組
 季軍  姚卓嵐 (4B)
 十二歲或以下男子組
 亞軍  張浚彥 (6B)
 季軍  陳俊穎 (4A)
 二人同步花式比賽
 十二歲或以下男子組
 冠軍  陳俊穎 (4A)
   張浚彥 (6B)
 亞軍  姚卓嵐 (4B)
 四人同步花式比賽
 十二歲或以下男子組
 冠軍  陳俊穎 (4A)
   姚卓嵐 (4B)
   張浚彥 (6B)
 1x30 秒二重速度跳接力比賽
 九歲或以下男子組 
 季軍  姚卓嵐 (4B)
 十二歲或以下男子組
 季軍  陳俊穎 (4A)
 2x30 秒二重速度跳接力比賽
 十二歲或以下男子組
 冠軍  姚卓嵐 (4B)
 亞軍  陳俊穎 (4A)
   張浚彥 (6B)
柏萃體育 2015 年新春乒乓球分齡賽
 一至三年級組優異獎 林婉言 (3A)
恆生校園乒乓大挑戰
 男子小學組冠軍 江鎮海 (4A)
   許正謙 (4C)
   麥敬滔 (5A)
   鄭君昊 (6A)
   羅子鋒 (6A)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 外展 ( 聯校 )
田徑章別挑戰日
 男子 E組 60 米亞軍 郭明中 (5A)

 男子 E組 100 米殿軍 郭明中 (5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分會
2014-2015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排
球比賽
 男子組亞軍  孫熙桐 (6A)
   歐陽文昊 (6A)
   蔡永豪 (6B)
   林偉傑 (6B)
   植朗軒 (6B)
   李嘉棟 (6C)
   林籽峰 (6C)
 傑出運動員  林籽峰 (6C)
   李嘉棟 (6C)
香港乒乓球論壇匯萃小乒超 2
 團體冠軍  羅子鋒 (6A)
小乒會 18區巡迴賽—沙田站R3
 個人冠軍  羅子鋒 (6A)
小乒會—「乒神」挑戰賽
 團體冠軍  羅子鋒 (6A)
小乒會—新春團體賽
 團體冠軍  羅子鋒 (6A)
小乒會巡迴賽—西環站
 團體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分會
2014-2015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
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  蔡名郗 (4B)
   鄭展希 (5A)
   黃振銘 (5A)
   黃頌明 (5A)
   歐陽文昊 (6A)
   林偉傑 (6B)
   李嘉棟 (6C)
   李澤誠 (6C)
   林籽峰 (6C)
   莊梓鋒 (6C)
   鄭震樂 (6D)
   梁鈞鍵 (6D)
 女子組優異  莫詠儀 (4C)
   羅智美 (4C)
   陳曉淇 (4D)
   黃嘉穎 (4D)
   劉美詩 (5A)
   羅嘉欣 (5B)
   梁嘉雯 (5B)
   鄧倩虹 (5B)
   蔡　琳 (5C)
   朱珈葆 (5D)
 DAVIES SAMANTHA JESSICA(6D)
 傑出運動員  林偉傑 (6B)
   李嘉棟 (6C)
 2015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
 12-13 歲男子 45 秒
 個人花式季軍  盧卓恒 (6B)
 12-13 歲男子 30 秒
 單車步速度跳亞軍 盧卓恒 (6B)
 二重速度跳優異獎 盧卓恒 (6B)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盃 R4
 冠軍  羅子鋒 (6A)
小乒會—小乒盃R2
 第五名  羅子鋒 (6A)
小乒會—小乒新一代及東涌小乒盃
 亞軍  羅子鋒 (6A)
柏萃乒乓球館
 10-12 歲組冠軍 羅子鋒 (6A)
 公開組冠軍  羅子鋒 (6A)
夢想盃 U12
 殿軍  羅子鋒 (6A)
何南金中學邀請賽
 團體冠軍  羅子鋒 (6A)
2014 匯萃小乒超聯賽
 殿軍  劉善汶 (5A)
獲香港足球總會
 選為香港青少年代表隊球員
   林籽峰 (6C)
2015 北滘鎮「新年盃」青少年足球
邀請賽
 亞軍  林籽峰 (6C)
2014 上水創毅盃足球三角賽 U13
 冠軍  林籽峰 (6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4-2015 年
度校際田徑錦標賽港島東區小學分會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陳家樑 (3C)
   張梓浩 (4A)
   徐啟堯 (4A)
   李彥鋒 (4A)
   陳灝宏 (4B)
   李文熙 (4C)
 男子丙組 4x100 接力
 亞軍  陳家樑 (3C)
   張梓浩 (4A)
   徐啟堯 (4A)
   陳灝宏 (4B)
   李文熙 (4C)
 男子丙組 100 米冠軍 徐啟堯 (4A)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
 冠軍  鄺梓南 (6D)
 女子甲組推鉛球季軍 劉曼怡 (6B)
 男子乙組擲壘球殿軍 文應深 (4C)
 男子甲組
 400 米第五名  梁鈞鍵 (6D)
 200 米第七名  林籽峰 (6C)
 男子乙組
 200 米第六名  郭明中 (5A)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2014
 男子 2005 年
 60 米亞軍  徐啟堯 (4A)
 100 米殿軍  徐啟堯 (4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4-2015 年
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上午
場 )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第六名 陳毅誠 (5C)
 50 米自由泳第七名 陳毅誠 (5C)
第七屆「華山盃」第一回小學 3on3 
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林偉傑 (6B)
   林籽峰 (6C)
   李澤誠 (6C)
   莊梓鋒 (6C)
   李嘉棟 (6C)
   鄭震樂 (6D)
   梁鈞鍵 (6D)
 女子組亞軍  劉美詩 (5A)
   羅嘉欣 (5B)
   鄧倩虹 (5B)
   蔡　琳 (5C)
   朱珈葆 (5D)
 DAVIES SAMANTHA JESSICA(6D)
漢華中學 2014-2015 年 度校慶盃 
3on3 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歐陽文昊(6A)
   林偉傑 (6B)
   林籽峰 (6C)
   李澤誠 (6C)
   莊梓鋒 (6C)
   李嘉棟 (6C)
   鄭震樂 (6D)
   梁鈞鍵 (6D)
 女子組冠軍  劉美詩 (5A)
   羅嘉欣 (5B)
   鄧倩虹 (5B)
   蔡　琳 (5C)
   朱珈葆 (5D)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劉美詩 (5A)
   王嘉欣 (5B)
   劉曼怡 (6B)
 DAVIES SAMANTHA JESSICA(6D)
2014 卓嘉速度滾軸溜冰聯賽
 全年獎項第三名 周正熙 (2B)
 2007 年第三組
 第三名  周正熙 (2B)
東區青少年速度滾軸溜冰分齡賽
2015
 375 米第一名  周正熙 (2B)
 250 米第二名  周正熙 (2B)
2015 小乒聯盟盃—乒乓球友誼賽
 優異  劉善汶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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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 Music Recit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8th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2015
P3-P4 English-Verse Speaking
 Honorable Mention 梁浩洋 (3D)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集誦 ( 粵語 ) 小學五、六年級女
子組   
 亞軍  朱凱晴 (5A)
   樊芷晴 (5A)
   林子凝 (5A)
   劉美詩 (5A)
   劉善汶 (5A)
   唐梓萱 (5A)
   葉穎婷 (5A)
   池凱程 (5B)
   羅嘉欣 (5B)
   梁嘉雯 (5B)
   鄧倩虹 (5B)
   王嘉欣 (5B)
   李曉華 (5C)
   石靖雪 (5C)
   曾嘉琦 (5D)
   李希樂 (6A)
   陳蕙心 (6A)
   朱愷之 (6A)
   樊家彤 (6A)
   龔曉彤 (6A)
   許諾怡 (6A)
   關嘉怡 (6A)
   林卓婷 (6A)
   林雪怡 (6A)
   連綺霖 (6A)
   吳綽怡 (6A)
   吳咏恩 (6A)
   譚巧兒 (6A)
   楊紫淇 (6A)
   蔣琪琪 (6B)
   歐陽心妍 (6B)
   陳卓霖 (6B)
   莊佳雯 (6B)
   洪雪芹 (6B)
   劉敏怡 (6B)
   凌洛瑤 (6B)
   吳明霖 (6B)
   謝心妍 (6B)
   鄔小慧 (6B)
   楊芯慧 (6B)
   余凱珊 (6B)
   何嘉詠 (6B)
   梁健英 (6C)
   林玟希 (6C)
   彭靜雯 (6D)
   鄔慧寧 (6D)
   鄭舒庭 (6D)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男女合誦
 季軍  歐陽惠詩(1A)

   陳羨貽 (1A)
   施芳盈 (1A)
   李慧妍 (1A)
   蘇澄雪 (1B)
   劉思怡 (1D)
   王政凱 (1D)
   陳卓賢 (2A)
   陳晞麟 (2A)
   陳雅倩 (2A)
   陳浩銘 (2A)
   張雯溱 (2A)
   莊洳鈺 (2A)
   洪婉翎 (2A)
   簡杏琳 (2A)
   林偉斌 (2A)
   李承羲 (2A)
   李思諭 (2A)
   梁詩棋 (2A)
   李偉東 (2A)
   羅晶晶 (2A)
   馬延菁 (2A)
   莫凱琳 (2A)
   石子翹 (2A)
   蘇逸朗 (2A)
   蕭筠穎 (2A)
   施浩仁 (2A)
   黃梓軒 (2A)
   吳卓鈴 (2A)
   嚴家豪 (2A)
   邱博恩 (2A)
   嚴杺怡 (2A)
   陳洁輝 (2B)
   陳梓薇 (2B)
   張凱晴 (2B)
   黎芷霖 (2B)
   盧證羽 (2B)
   蘇雅詩 (2B)
   孫栢暠 (2B)
   謝家杰 (2B)
   黃栢翹 (2B)
   王芷盈 (2B)
   任雅文 (2B)
   余其駿 (2B)
   秦灝晞 (2C)
         KAURSUKHMANPREET (2C)
詩詞集誦 ( 英語 ) 小學一、二、三年
級男女合誦
 優良  鄭灝瑤 (2A)
   蘇俊彥 (2B)
   麥潁欣 (2B)
   陳曉彤 (2B)
   林恩同 (2B)
   李智欣 (2B)
   李軍銳 (2D)
   黃靖嵐 (2D)
   何家欣 (3A)
   蔡浩輝 (3A)
   余永軒 (3A)
   何柏羲 (3A)

   黎茵桐 (3A)
   吳思宇 (3A)
   王天朗 (3A)
   陳紀君 (3B)
   何籽嫣 (3B)
   洪嘉琦 (3B)
   林沛樺 (3B)
   布震昇 (3B)
   翁詠君 (3B)
   楊丞智 (3B)
   池姵霖 (3B)
          AHMED BI BI AYESHA (3C)
   麥芯渝 (3C)
   瞿柏熙 (3C)
   林杞樺 (3C)
   鍾安然 (3D)
   何茵琦 (3D)
   梁栢濤 (3D)
   劉津源 (3D)
   張敏言 (3D)
   何嘉宜 (3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男子組
 優良  汪柏彥 (1A)
   孫煒軒 (1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女子組
 季軍  陳羨貽 (1A)
   羅希桐 (1C)
 優良  莫至昕 (1B)
   蘇澄雪 (1B)
   劉思怡 (1D)
  良好  顧曉思 (1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秦灝晞 (2C)
   何浚朗 (2C)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女子組
 良好  陳雅倩 (2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優良  呂卓賢 (3A)
   張明曦 (3B)
 良好  林振飛 (3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優良  葉穎昕 (3A)
   姚臻怡 (3A)
   翁詠君 (3B)
   陳紀君 (3B)
   蕭樂欣 (3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韓智銘 (4A)
   徐啟堯 (4A)
 良好  陳誠毅 (4A)
   姚卓嵐 (4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冠軍  岩穴 (4A)
 季軍  陳思琳 (4A)
 優良  何書欣 (4B)
 良好  林卓凝 (4B)
   萬家甄 (4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優良  郭明中 (5A)

 良好  孫熙浚 (5A)
   李凱毅 (5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亞軍  林子凝 (5A)
   唐梓萱 (5A)
 優良  朱凱晴 (5A)
   葉穎婷 (5A)
   張沛瑤 (5B)
   施華悅 (5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孫熙桐 (6A)
 優良  柯俊雄 (6A)
   羅子鋒 (6A)
   陳宇星 (6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楊紫淇 (6A)
   連綺霖 (6A)
   謝心妍 (6B)
   劉敏怡 (6B)
   蔣琪琪 (6B)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優良  施偉賢 (1C)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優良  羅希桐 (1C)
   吳銘升 (2A)
   吳卓鈴 (2A)
   朱恩童 (2B)
   李軍銳 (2D)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優良  呂卓賢 (3A)
   司徒兆浚 (3C)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良好  李御揚 (3D)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冠軍  郭明中 (5A)
 優良  陳子恆 (5A)
   梁裕鏗 (5B)
   莊培霖 (6A)
   柯俊雄 (6A)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劉敏怡 (6B)
 優良  樊芷晴 (5A)
   蔣琪琪 (6B)
英詩獨誦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季軍  何浚朗 (2C)
 優良  鄧駿軒 (1B)
   鍾卓言 (1B)
   黃梓淳 (1C)
   施偉賢 (1C)
   劉卓熙 (1D)
   施浩仁 (2A)
   蘇俊彥 (2B)
   孫栢暠 (2B)

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朗誦 )

2014 小乒聯盟盃—乒乓球友誼賽
 優異  劉善汶 (5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文康樂
體育會合辦 灣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4
 女子雙打青少年 FM組
 亞軍  劉善汶 (5A)
香港乒乓球論壇迷團盃 R1
 冠軍  羅子鋒 (6A)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友校接力邀
請賽
 4x100 米接力殿軍 劉美詩 (5A)
   林籽峰 (6C)
   鄭震樂 (6D)
 DAVIES SAMANTHA JESSICA(6D)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盃 R1
 單打冠軍  羅子鋒 (6A)

聖貞德中學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組
 亞軍  劉曼怡 (6B)
   林籽峰 (6C)
   鄭震樂 (6D)
 DAVIES SAMANTHA JESSICA(6D)

香港乒乓球論壇福氣盃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 1+1 團體盃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超系列盃賽—
乒萃盃 1b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超系列盃賽—
乒萃盃 2b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超系列盃賽—
乒萃盃 3b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小乒超系列盃賽—
乒萃盃 4b
 冠軍  羅子鋒 (6A)
2014 乒乓論壇乒萃盃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咖啡盃終極戰之院長
盃
 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乒乓球論壇咖啡盃
 R8HKJL 單打冠軍 羅子鋒 (6A)
 R7HKJL 單打冠軍 羅子鋒 (6A)
2014 乒乓論壇香港小學乒乓球超級
聯賽之小乒超
 團體冠軍  羅子鋒 (6A)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年空間青少年
乒乓球賽
 優異獎  劉善汶 (5A)
香港聯校單線滾軸溜冰協會主辦
第一屆聯校滾軸溜冰邀請賽 2013-
2014 學年
 小學 1-2 年級女子組
 40M冠軍  簡杏琳 (2A)
 500M季軍  簡杏琳 (2A)
 小學 1-2 年級男子組
 375M季軍  周正熙 (2B)
 250M季軍  周正熙 (2B)
香港跆拳道勵進會主辦兒童及青少年
跆拳道精英賽 2014
 男女子兒童套拳組
 季軍  周正熙 (2B)
   黃亦熙 (3B)
   張錦鴻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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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5
 小學牧童笛組
 金獎  黃兆鵬 (5A)
 銀獎  王愷悠 (3D)
   江鎮海 (4A)
   葉沛澄 (4A)
   萬家甄 (4B)
   李志堅 (5A)
 銅獎  馮泳文 (3C)
 手鈴及手鐘 ( 小學組 )
 金獎  鄭展駿 (3B)
   陳子恆 (5A)
   劉善汶 (5A)
   黃頌偲 (5C)
   蔡　琳 (5C)
   陳蕙心 (6A)
   樊家彤 (6A)
   連綺霖 (6A)
   龔曉彤 (6A)
   林雪怡 (6A)
   譚巧兒 (6A)
   陳卓霖 (6B)
   凌洛瑤 (6B)
   蔣琪琪 (6B)
   程銘謙 (6C)
   梁健英 (6C)
   鄔慧寧 (6D)
元朗大會堂主辦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銀獎  莊嘉琳 (2D)
第六十七屆校際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 ( 港島區域 ) 中文 ( 男子
和 / 或女子 )中級組 (10 歲或以下 )組
別
 季軍  陳思琳 (4A)
   何俊穎 (4A)
   韓智銘 (4A)
   岩穴 (4A)
   鄺雅文 (4A)
   林凱浚 (4A)
   李浚軒 (4A)
   李彥鋒 (4A)
   梁茈荍 (4A)
   徐　汧 (4A)
   陳明曉 (4B)
   蔡名郗 (4B)
   朱雅軒 (4B)
   朱紹泓 (4B)
   何書欣 (4B)
   許清榮 (4B)
   林卓凝 (4B)
   李瀚霖 (4B)
   李懷恩 (4B)
   李嘉儀 (4B)
   李洛桁 (4B)
   萬家甄 (4B)
   萬崇熙 (4B)
   葉梓彤 (4B)
   姚卓嵐 (4B)
   余珮珊 (4B)
   鄭燿堃 (4C)

   許正謙 (4C)
   許欣慈 (4C)
   梁凱琪 (4C)
   梁嘉欣 (4D)
   陳子恆 (5A)
   鄭展希 (5A)
   朱凱晴 (5A)
   樊芷晴 (5A)
   方培煒 (5A)
   郭明中 (5A)
   林子凝 (5A)
   劉美詩 (5A)
   劉善汶 (5A)
   李志堅 (5A)
   李凱毅 (5A)
   馬子浩 (5A)
   蘇楚駿 (5A)
   孫熙浚 (5A)
   唐梓萱 (5A)
   黃文溥 (5A)
   楊逸禧 (5A)
   池凱程 (5B)
   何禮樂 (5B)
   林敏銳 (5B)
   羅嘉欣 (5B)
   梁嘉雯 (5B)
   梁裕鏗 (5B)
   勞嘉瑩 (5B)
   林柏燊 (5B)
   鄧倩虹 (5B)
   鍾毅恒 (5C)
   黃頌偲 (5C)

   曾嘉琦 (5D)

小學合唱隊 ( 港島區域 ) 中文 ( 男子
和 / 或女子 ) 中級組 (8 歲或以下 ) 組
別
 季軍  張雯溱 (2A)
   李思諭 (2A)
   馬延菁 (2A)
   吳銘升 (2A)
   蕭筠穎 (2A)
   吳卓鈴 (2A)
   蘇逸朗 (2A)
   鄭子濠 (2B)
   張凱晴 (2B)
   林恩同 (2B)
   黃栢翹 (2B)
   王芷盈 (2B)
   孫栢暠 (2B)
   任雅文 (2B)
   邱文信 (2B)
   莊嘉琳 (2D)
   方思澄 (2D)
   林俊傑 (2D)
   鄧恩霖 (2D)
   溫芷慧 (2D)
   黃靖嵐 (2D)
   區盈禧 (3A)
   張子樂 (3A)
   馮栢耀 (3A)
   馮琛然 (3A)

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音樂 )

   何柏羲 (3A)
   姚臻怡 (3A)
   黎茵桐 (3A)
   劉欣悅 (3A)
   呂卓賢 (3A)
   麥浩霖 (3A)
   莫智弘 (3A)
   舒建璋 (3A)
   譚沛兒 (3A)
   黃曦雲 (3A)
   胡澤恩 (3A)
   鄭展駿 (3B)
   何籽嫣 (3B)
   葉宋文 (3B)
   劉芷言 (3B)
   布震昇 (3B)
   蔡子豪 (3B)
   翁詠君 (3B)
   卓芷瑤 (3C)
   馮泳文 (3C)
   黎芷晴 (3C)
   林杞樺 (3C)
   鄺卓婷 (3D)
   劉梓君 (3D)
   梁栢濤 (3D)
   蘇怡欣 (3D)
   譚婉雯 (3D)
   徐榮駿 (3D)

   王愷悠 (3D)

小學合唱隊 中文歌曲 教堂音樂 (9 歲
或以下 ) 組別
 優良  張雯溱 (2A)
   李思諭 (2A)
   馬延菁 (2A)
   吳銘升 (2A)
   蕭筠穎 (2A)
   吳卓鈴 (2A)
   蘇逸朗 (2A)
   鄭子濠 (2B)
   張凱晴 (2B)
   林恩同 (2B)
   黃栢翹 (2B)
   王芷盈 (2B)
   孫栢暠 (2B)
   任雅文 (2B)
   邱文信 (2B)
   莊嘉琳 (2D)
   方思澄 (2D)
   林俊傑 (2D)
   溫芷慧 (2D)
   區盈禧 (3A)
   張子樂 (3A)
   何柏羲 (3A)
   姚臻怡 (3A)
   黎茵桐 (3A)
   劉欣悅 (3A)
   莫智弘 (3A)
   譚沛兒 (3A)
   黃曦雲 (3A)
   鄭展駿 (3B)
   何籽嫣 (3B)

   布震昇 (3B)
   蔡子豪 (3B)
   翁詠君 (3B)
   卓芷瑤 (3C)
   馮泳文 (3C)
   黎芷晴 (3C)
   林杞樺 (3C)
   劉梓君 (3D)
   梁栢濤 (3D)
   蘇怡欣 (3D)
   譚婉雯 (3D)
   王愷悠 (3D)
   陳思琳 (4A)
   何俊穎 (4A)
   韓智銘 (4A)
   岩穴 (4A)
   林凱浚 (4A)
   李浚軒 (4A)
   李彥鋒 (4A)
   梁茈荍 (4A)
   徐　汧 (4A)
   陳明曉 (4B)
   朱雅軒 (4B)
   何書欣 (4B)
   許清榮 (4B)
   林卓凝 (4B)
   李洛桁 (4B)
   葉梓彤 (4B)
   余珮珊 (4B)
 箏獨奏中級組冠軍 黃兆鵬 (5A)
 直笛獨奏季軍  黃兆鵬 (5A)
 直笛獨奏優良  萬家甄 (4B)
   李志堅 (5A)
 鋼琴獨奏第一級優良 馬梓桓 (1A)
   羅彩瑜 (1C)
   陳樂蓉 (2B)
 鋼琴獨奏第二級優良 陳浩銘 (2A)
   何柏羲 (3A)
   黃曦雲 (3A)
   黃文溥 (5A)
 鋼琴獨奏第三級優良 胡澤恩 (3A)
 鋼琴獨奏第四級優良 張明曦 (3B)
   馮偉恒 (5A)
   林子凝 (5A)
 鋼琴獨奏第五級優良 林卓凝 (4B)
 鋼琴獨奏第七級優良 鄭君昊 (6A)
Hong Kong Music And Art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Hong Kong Youth Professional 
Piano Competition
 Grade 2 Distinction 鄭展希 (5A)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主辦第六屆香港
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賽三級
 優良  鄭展希 (5A)
第二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Grade 2)
 卓越獎  鄭展希 (5A)
博瀚藝術教育主辦國際少年兒童才藝
比賽鋼琴 (Grade 2)
 優異  鄭展希 (5A)

英詩獨誦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顏梓翹 (1B)
   李佳霖 (1B)
   羅希桐 (1C)
   陳樂蓉 (2B)
   麥潁欣 (2B)
 良好  倫詩敏 (1C)
   洪婉翎 (2A)
   王芷盈 (2B)
英詩獨誦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優良  蘇彼特 (3A)
   黃亦熙 (3B)
   林振飛 (3B)
   葉宋文 (3B)

   鄭展駿 (3B)
英詩獨誦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優良  翁詠君 (3B)
   洪嘉琦 (3B)
   蕭樂欣 (3B)
英詩獨誦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李浚軒 (4A)
   江鎮海 (4A)
   陳誠毅 (4A)
   徐啟堯 (4A)
英詩獨誦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何書欣 (4B)
 優良  羅漪蘊 (4A)

   陳思琳 (4A)
   林卓凝 (4B)
英詩獨誦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優良  方培煒 (5A)
   黃頌明 (5A)
   孫熙浚 (5A)
   郭明中 (5A)
   陳子恆 (5A)
   黃振銘 (5A)
英詩獨誦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優良  林子凝 (5A)
   劉善汶 (5A)

   施華悅 (5B)
英詩獨誦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  陳昊然 (6A)
   羅子鋒 (6A)
   歐陽世泓 (6A)
   孫熙桐 (6A)
英詩獨誦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楊紫淇 (6A)
   連綺霖 (6A)
   何嘉詠 (6B)
   林玟希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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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主辦

 東區學校模範生 羅晶晶 (2A) 
   姚臻怡 (3A)
   陳子恆 (5A)
   歐陽世泓 (6A)
 東區學校進步生 陳號揚 (2D)
   譚婉雯 (3D)
   陳可晴 (4A)
   黃曉俊 (5D)
   鄭智穎 (6C)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主辦 2015 兩岸三
地「優數盃」數學大賽 ( 初賽 )

 小一組別第一名 藍晞彤 (1D)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5

 港島區初小組比賽
 優異星獎  吳銘升 (2A)
 優異獎  莫至昕 (1B)
 港島區中小組比賽
 優異星獎  姚臻怡 (3A)
 優異獎  葉穎昕 (3A)
 良好獎  呂卓賢 (3A)

Colour Show Entertainment 主辦小學
雜藝聯校賽

 全場團體冠軍  鄭展駿 (3B)
   劉芷言 (3B)
   蕭樂欣 (3B)
   陳灝廷 (4A)
   陳灝言 (4A)
   湯惠蘭 (4A)
   陳灝宏 (4B)
   何書欣 (4B)
   許正謙 (4C)
   梁凱琪 (4C)
   陳曉淇 (4D)
   黃嘉穎 (4D)
   朱凱晴 (5A)
   樊芷晴 (5A)
   麥敬滔 (5A)
   王嘉欣 (5B)
   樊家彤 (6A)
   關嘉怡 (6A)
   林偉傑 (6B)
   莊佳雯 (6B)
   凌洛瑤 (6B)
   劉曼怡 (6B)
   黎君健 (6D)
 雙人對拋賽
 扯鈴冠軍  黃嘉穎 (4D)
   劉曼怡 (6B)
 扯鈴亞軍  劉芷言 (3B)
   許正謙 (4C)
 轉碟冠軍  凌洛瑤 (6B)
   莊佳雯 (6B)
 轉碟亞軍  關嘉怡 (6A)
   樊家彤 (6A)
 拋波冠軍  麥敬滔 (5A)
   林偉傑 (6B)
 拋波亞軍  陳灝言 (4A)
   陳灝宏 (4B)
 個人花式賽
 個人全場亞軍  林偉傑 (6B)
 個人全場季軍  樊家彤 (6A)
 個人全場殿軍  莊佳雯 (6B)
 男甲冠軍  林偉傑 (6B)
 男甲殿軍  黎君健 (6D)
 女甲亞軍  樊家彤 (6A)
 女甲季軍  莊佳雯 (6B)
 女甲殿軍  關嘉怡 (6A)
 男乙殿軍  許正謙 (4C)
 女乙冠軍  朱凱晴 (5A)

 女乙亞軍  何書欣 (4B)
 女乙殿軍  黃嘉穎 (4D)
 男丙冠軍  陳灝宏 (4B)
 男丙亞軍  陳灝廷 (4A)
 男丙季軍  陳灝言 (4A)
 女丙亞軍  蕭樂欣 (3B)
 女丙殿軍  梁凱琪 (4C)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主辦金鑽杯系列亞
洲公開賽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
頒獎禮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獨舞查查查　　冠軍 鄭展駿 (3B)
 獨舞牛仔　　　冠軍 鄭展駿 (3B)
 查查查　　　　冠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倫巴　　　　　冠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牛仔　　　　　冠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環亞體育舞蹈學會及世界傑出舞蹈家
總會合辦

 環亞新春盃體育舞蹈公開賽
 集體表演舞　　冠軍 易佩儀 (1B)
   羅彩瑜 (1C)
   莫至昕 (1B)
   范穎茹 (1C)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7-8 歲標準獨舞華爾茲
 一等獎  梁凱琪 (4C)

IDTA Trophy 暨會長盃舞蹈公開賽
2014

 集體表演舞 ( 華爾茲 )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Show Dance Award
 8-9 歲拉丁獨舞查查查
 銅獎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8-9 歲拉丁獨舞倫巴
 銅獎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8-9 歲拉丁單項查查查
 第五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8-9 歲拉丁單項倫巴
 第四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8-9 歲拉丁單項牛仔
 第五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主辦藝群體育舞蹈
錦標賽

 男子 / 女子獨舞新星賽
 拉丁舞獨舞查查查
 第一名  麥潁欣 (2B)
 第二名  易佩儀 (1B)
 第三名  陳詠心 (4D)
 第四名  鄭悅朗 (2A)
 第六名  梁梓賢 (1D)
 第七名  趙藝嘉 (1D)

男子 / 女子獨舞 9歲或以下拉丁舞獨
舞

 倫巴舞　　　第三名 鄭展駿 (3B)
 倫巴舞　　　第六名 梁凱琪 (4C)
 查查查　　　第三名 梁凱琪 (4C)
 查查查　　　第五名 鄭展駿 (3B)

男子 / 女子混合組 9歲或以下拉丁舞
單項

 牛仔舞　　　第三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倫巴舞　　　第二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查查查　　　第三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環亞舞蹈公開賽 2014

 單項 8-9 歲拉丁牛仔
 第五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單項 8-9 歲拉丁倫巴
 第六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單項 8-9 歲拉丁查查查
 第六名  鄭展駿 (3B)
   梁凱琪 (4C)
 獨舞 8-9 歲拉丁牛仔
 季軍  鄭展駿 (3B)
 獨舞 8-9 歲拉丁查查查
 季軍  鄭展駿 (3B)
 7-9 歲拉丁牛仔
 優異  鄭展駿 (3B)
 7-9 歲拉丁查查查
 優異  鄭展駿 (3B)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 第五十一屆學
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 群舞 ) 
 優等獎  許凱晴 (1B)
   許方曦 (1C)
   許文曦 (1C)
   羅希桐 (1C)
   方蓓棋 (1C)
   梁梓賢 (1D)
   陳姿廷 (1D)
   莫恩霖 (1D)
   方鈺淋 (1D)
   劉卓盈 (1D)
   吳銘升 (2A)
   冼琬嵐 (2B)
   朱恩童 (2B)
   林冰冰 (2B)
   劉凱欣 (2C)
   黃紀茵 (2D)
   鄧恩霖 (2D)
   溫芷慧 (2D)
   葉穎昕 (3A)
   馮琛然 (3A)
   劉欣悅 (3A)
   柯樂宜 (3A)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 群舞 ) 
 甲級獎  倫詩敏 (1C)
   藍晞彤 (1D)
   鄭悅朗 (2A)
   鄧思思 (2C)
   鄧芯芯 (2C)
   趙穎錡 (4A)
   陳思琳 (4A)
   徐　汧 (4A)
   何俊穎 (4A)
   林卓凝 (4B)
   張敏瑩 (4B)
   余珮珊 (4B)
   李嘉儀 (4B)
   宋嘉寧 (4B)
   吳汶禧 (4C)
   梁嘉欣 (4D)
   楊汶妮 (4D)
   陳藹蕎 (5A)
   葉穎婷 (5A)
   郭安霖 (5B)
   施華悅 (5B)
   吳綽怡 (6A)
   謝心妍 (6B)
   何嘉詠 (6B)

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舞台表演 )

 港島區高小組比賽
 優異星獎  郭明中 (5A)
   楊芯慧 (6B)
 優異獎  劉敏怡 (6B)
 良好獎  陳子恆 (5A)

第一屆「細味人生—關愛欣賞、
服務有禮」活動計劃硬筆書法比賽
2015

 優異獎  郭明中 (5A)

香島中學主辦第五屆智趣無限—智
力玩具嘉年華暨全港中小學「T字之
謎」大賽 ( 小學組 )

 一等獎  陳子恆 (5A)
   馮偉恒 (5A)
 二等獎  鄭展希 (5A)

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

 小學普通話組季軍 呂卓賢 (3A)

香港數學盃 2015 全港綜合數學能力
競賽

 個人賽小五組銅獎 馮偉恒 (5A)
 個人賽小五組優異獎 鄭展希 (5A)

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學術 )

2015「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香
港選拔賽 )

 小五二等獎  馮偉恒 (5A)

學習如此多紛2015—「IT學與教」
電子套件製作比賽

 優秀創意獎  王俊立 (4A)
   陳誠毅 (4A)
   陳灝廷 (4A)
 優秀研習報告獎 王俊立 (4A)
   陳誠毅 (4A)
   陳灝廷 (4A)
 組別一等獎  王俊立 (4A)
   陳誠毅 (4A)
   陳灝廷 (4A)
   林凱浚 (4A)
   黃韋羲 (4A)
   王少鈺 (4B)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硬筆書
法家協會合辦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中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高級組優良獎 郭明中 (5A)

第十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高級組亞軍  馮偉恒 (5A)
 初級組季軍  麥浩霖 (3A)

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
i100 上網學習智多 Fun 自學教材創作
總決賽

 季軍  林凱浚 (4A)

2014-2015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東區 )

 優異獎狀  歐陽世泓(6A)
   李諾謙 (6A)
   朱愷之 (6A)
   許諾怡 (6A)
   樊家彤 (6A)
   陳宇星 (6A)
 優良獎狀  歐陽文昊(6A)
   孫熙桐 (6A)
   鄭君昊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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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ET STAR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5
 銀獎  趙諾希 (1A)
 銅獎  郭　諭 (1D)
HKA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r aw i n g 
Competition 2014 “Kids Fun” 
 Third Prize  郭　諭 (1D)
 Merit Award  趙諾希 (1A)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語 (Merit)  葉凱旋 (4A)
   劉善汶 (5A)
   陳宇星 (6A)
英語 (Credit)  林振飛 (3B) 
   鄭羽珊 (4A)
   何俊穎 (4A)
   黃振銘 (5A)
   黃文溥 (5A)
   吳宇峰 (5C)
   譚巧兒 (6A)
   林玟希 (6C)

2014/15 年度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
中、小學堆沙大賽 
 小學組殿軍  江鎮海 (4A)
   梁茈荍 (4A)
   陳思琳 (4A)
   趙穎錡 (4A)
   譚巧兒 (6A)
   謝心妍 (6B)
   鄭朗熙 (6C)

英語寫作 (Merit)  梁倬偉 (3B)
   劉善汶 (5A)
數學 (Distinction) 張明曦 (3B)
   黃文溥 (5A)
數學 (Merit)  葉凱旋 (4A)
    蘇楚駿 (5A)
   朱愷之 (6A)
數學 (Credit)  鄭展駿 (3B) 
   姚偉誠 (3B)
   何嘉欣 (3C)
   何俊穎 (4A) 
   鄭展希 (5A)

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視藝 )

香港銅鑼灣街坊福利促進會主辦新春
兒童繪畫比賽 
 中級組季軍  胡澤恩 (3A)
中港台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
主辦「心‧繫香港」文化繪畫比
賽 
 初小組優異獎  郭　諭 (1D)
   區盈禧 (3A)

   馮偉恒 (5A)
   郭明中 (5A)
   林堃堯 (5C)
   歐陽世泓 (6A)
   陳宇星 (6A)
   龔曉彤 (6A)
科學 (Distinction) 黃文溥 (5A)
科學 (Credit)  陳展浩 (4B)
   蘇楚駿 (5A)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港澳
盃 HKMO Open」
銀獎  陳子恆 (5A)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梁茈荍 (4A)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主辦 2014 回歸盃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 A組中國畫亞軍 林婉言 (3A)
愛蝶灣第十四屆業主委員會美術比賽
2014 
 美術比賽高級組季軍 林卓凝 (4B)

香港學界舞蹈
協 會 主 辦 第
五十一屆學校
舞蹈節小學高
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甲級獎

香港學界舞蹈
協 會 主 辦 第
五十一屆學校
舞蹈節小學低
年級組兒童舞
(群舞 )優等獎

漢華中學 2014-2015 年度校慶盃 
3on3 三人籃球邀請賽男子組冠軍

漢華中學 2014-2015 年度校慶盃 
3on3 三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冠軍

Colour Show Entertainment
主辦小學雜藝聯校賽全場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東區小學分會 2014-2015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組冠軍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詩詞集誦(粵語)小學五、
六年級女子組亞軍

手鈴及手鐘 ( 小學組 ) 金獎

第六十七屆校際音樂節小學合唱隊 ( 港島區域 )
中文 ( 男、女子 ) 中級組 (8 歲或以下 ) 組別季軍

第六十七屆校際音樂節小學合唱隊 ( 港島區域 ) 中文
( 男、女子 ) 中級組 (10 歲或以下 ) 組別季軍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合誦季軍
聖貞德中學 2014-2015 年度鑽禧校
慶小學足球邀請賽金盃賽冠軍

   陳宇星 (6A)
   李諾謙 (6A)
銅獎  韓智銘 (4A)
   馮偉恆 (5A)
   歐陽世泓 (6A)
   許諾怡 (6A)
   孫熙桐 (6A)
   鄭智穎 (6C)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AIMO Open」
銀 獎  馮偉恆 (5A)
銅獎  李諾謙 (6A)
   許諾怡 (6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東區小學
分會 2014-2015 年度港島東區
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男子組亞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5 小學牧童笛組金獎

2014-2015 東區校際乒乓球賽
男子甲組冠軍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合誦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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