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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天地

背景
本校近年舉辦大型英文音樂劇，由多位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既能

提升英語聽說能力及溝通技巧，亦能提升戲劇表演能力及音樂感，發揮
團隊精神，每次演出都受各界人士讚賞。

今年我們再接再厲，動員全校音樂科老師、英文科老師及學生接近
一百人，傾盡全力籌備英文音樂劇—《約瑟的神奇彩衣》。

劇情大要及意義
《約瑟的神奇彩衣》（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是安德魯•洛伊•韋伯 (Andrew Lloyd Webber) 和提姆•萊斯（Tim Rice）
於 1967 年推出的第一部音樂劇。這故事取材於《舊約聖經》的〈創世
紀〉，內容描述有關猶太民族的祖先—約瑟的故事。

主角約瑟特別受父親的寵愛，令十一個兄長非常嫉妒。一天，約瑟
外出牧羊，不幸被兄長賣給人口販子，更輾轉被賣到埃及。兄長對父親
謊稱約瑟因意外死了，父親悲傷不已。約瑟在埃及工作，本來十分順利，
卻被人陷害而身陷牢獄。因約瑟擁有  神所賜予的解夢能力，能為法老解
夢，使埃及順利渡過長達七年的饑荒，他因此成為了埃及的宰相。最後，
約瑟的父親、兄弟因饑荒到埃及買糧，重遇約瑟。約瑟以愛寬恕出賣他
的兄長，以德報怨，最終大團圓結局。

本劇極富教育意義，藉着主角不屈不撓的奮鬥及以德報怨的精神，
讓觀眾明白以愛寬恕別人的重要，內容發人深省，絕對令人期待，不容
錯過。

大型英文音樂劇
發揮團隊精神 學生潛能盡展

筲箕灣崇真學校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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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地點：台灣台北

日　　期：2016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7 日 ( 四日三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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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體驗台灣人文風貌。

3. 研習及探究科技，了解環保工作對地球的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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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劉美詩 

一進台北機場，我就看見
兩個垃圾箱，它們跟香港的垃圾箱很

不同，這箱子分兩邊的，一邊是盛載普
通垃圾；一邊是資源回收，我覺得這設計
很神奇呢！另外，台灣的風景亦十分宜人，
到處觀賞，令人心曠神怡。老師亦帶我們到
北投焚化廠參觀，我才知道原來興建焚化爐
不但可以減少垃圾堆填區的面積，而且科技
發達，現在的焚化爐噴出的氣體污染其實
已極低，加上操作簡單，政府應該推行

垃圾焚化計劃。在參觀台灣某小學，
發現他們午膳完後，會將廚餘分

類，這令我大開眼界。

6C 劉競謙 

我認為環保要從市民做起，垃
圾分類回收這課題上，香港實在做得太

差。雖然在街上有分類回收箱，但數目少之
又少，確實讓人失笑，就像我家附近真的沒有資

源回收箱，如要把可循環再做的東西放進回收箱，
便要長途跋涉去別的地方，教市民如何提高環保意識
呢？縱然把垃圾分類，可惜又沒辦法分類棄置，負責
大廈垃圾清潔的公司職員還是把已分類的垃圾全都堆
在一起！其實政府除了教育市民要將垃圾分類外，更
重要是立法規定市民必須遵從垃圾回收的政策，我們
可以借鏡台灣，他們每家每戶都有不同種類的資源
回收袋，棄置垃圾時亦需要量度重量而收費的，

如在回收袋內發現有錯放的垃圾，居民便會被
罰款的。這樣，市民的環保意識就可提高，

不會胡亂棄置垃圾，並且為了節省金
錢，不再胡亂購買，更會珍惜

食物和用品。

6A 郭明中 

香港堆填區將於 2018 年爆
滿，到時豈不是要建造第五、六、七、

八個堆填區？所以我覺得建造焚化爐是刻
不容緩的，既可減輕香港堆填區的負擔，又可

使用焚燒垃圾的熱能來發電。但是香港山多平地
少，如何找地方去建造焚化爐呢？其實今次台灣
之旅的環保講座，令我想起香港有很多島嶼，政府
可以到那裏建造焚化爐，加上焚化爐的佔地面積
比堆填區小得很，因此這方案是可行的。當然，
這方法需要大筆經費，因為焚化爐的機械設備
相當精密，處理垃圾的流程亦很複雜，因此

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無論如何，只要
大家在日常生活加以節制，少用不能

分解的物品，就可保護我們美麗
的家園了。

6A 黃文溥 

這次台灣之行，我學習到
很多有助改善地方環境和保育的知

識，真令我獲益良多。香港現時的堆填
區面臨飽和，所以我建議政府可推出一系
列的政策：第一，可把亂拋垃圾的罰款提
高，並聘請更多人手到各地區巡查；第二，
市民如能妥善處理及將垃圾分類合宜，可
得到一些獎賞；第三，於全港每一區都興
建垃圾回收站，讓每區的市民都可以將

垃圾分類和棄置，不用長途跋涉將分
類好的垃圾放到偏遠的地區。希

望香港政府可以考慮考慮。

6B 池凱程 

這次旅程令我明白，香港
在環保方面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政府亦可效法台灣的做法，如規定某個
時間到各區收集家居可循環再做的垃圾，
每人都要把垃圾先分類才扔。如果過重的垃
圾就要給錢，那我們就懂得減少用一些無謂
的物件。如不棄掉，亦可把它重用，例如膠瓶
洗乾淨後，可用來做花瓶和水瓶；一些獨立
包裝袋可減省，轉用一個包裝袋盛載，變
相便可以節省多個膠袋；平日盡量使用

循環再用的器皿，那就可以減少使用
塑膠紙杯紙碟了。每人出一分綿

力，地球便可長壽點了。

參觀一刻

上台分享感受

6B 勞嘉瑩 

這次旅程的環保講座對我
們非常有用，令我們明白不要浪

費，可循環再用的東西就放在回收箱，
不要棄掉。台灣有分類垃圾車，可將垃
圾分類回收，如果香港有這個就好了。還
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台灣的垃圾車平均只
會停留十分鐘，時間到了便駛走，不會
等人的，如果沒有追上那輛垃圾車，那
家居民的垃圾就要再放回家中，等待

下一次垃圾車到來，不像香港每
天都有垃圾車運走大廈的垃

圾。

6D 曾嘉琦 

我認為香港要減少
垃圾桶，多增設循環回收
桶，那麼就不用浪費太多資
源；如果亂拋垃圾的話，就
要大量罰款；污水和油污應
經過處理，才排出大海，

海洋就少點污染。

台北環
保及文化之旅

出發大合照

學生感想
用心完成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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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黃兆鵬 

台 灣 是 全 亞 洲「 第 三 潔
淨」的地方，其實是因為台灣人自

律，回收分類垃圾的意識很高。香港
有很多垃圾箱，在街上每走十多步，就
有一個，可惜香港人仍是亂拋垃圾，如果
香港人能像台灣人那麼自律就好了！我還
發現台灣汽車一停車後，就立刻關掉空調，
原來這是台灣政府立法規定的，如果沒
關掉的話，駕車人士便要受罰。我認為

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既可減少浪
費能源，亦可減少排放二氧化

碳，真是一舉兩得。

一起用心傾聽

環保十指口訣

考察地點：台灣台北

日　　期：2016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7 日 ( 四日三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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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體驗台灣人文風貌。

3. 研習及探究科技，了解環保工作對地球的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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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劉美詩 

一進台北機場，我就看見
兩個垃圾箱，它們跟香港的垃圾箱很

不同，這箱子分兩邊的，一邊是盛載普
通垃圾；一邊是資源回收，我覺得這設計
很神奇呢！另外，台灣的風景亦十分宜人，
到處觀賞，令人心曠神怡。老師亦帶我們到
北投焚化廠參觀，我才知道原來興建焚化爐
不但可以減少垃圾堆填區的面積，而且科技
發達，現在的焚化爐噴出的氣體污染其實
已極低，加上操作簡單，政府應該推行

垃圾焚化計劃。在參觀台灣某小學，
發現他們午膳完後，會將廚餘分

類，這令我大開眼界。

6C 劉競謙 

我認為環保要從市民做起，垃
圾分類回收這課題上，香港實在做得太

差。雖然在街上有分類回收箱，但數目少之
又少，確實讓人失笑，就像我家附近真的沒有資

源回收箱，如要把可循環再做的東西放進回收箱，
便要長途跋涉去別的地方，教市民如何提高環保意識
呢？縱然把垃圾分類，可惜又沒辦法分類棄置，負責
大廈垃圾清潔的公司職員還是把已分類的垃圾全都堆
在一起！其實政府除了教育市民要將垃圾分類外，更
重要是立法規定市民必須遵從垃圾回收的政策，我們
可以借鏡台灣，他們每家每戶都有不同種類的資源
回收袋，棄置垃圾時亦需要量度重量而收費的，

如在回收袋內發現有錯放的垃圾，居民便會被
罰款的。這樣，市民的環保意識就可提高，

不會胡亂棄置垃圾，並且為了節省金
錢，不再胡亂購買，更會珍惜

食物和用品。

6A 朱凱晴 

這次考察讓我領悟到香港也
可以像台灣一樣，多做回收分類的工

作，令香港的垃圾少一點。另外，香港亦
可多用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和水力發電等

天然資源 ; 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為環保
出一分力。在香港的街道上每走 10 米左右，
就有一個垃圾桶，但在台灣，你基本上走 100
米或以上，才可看見一個垃圾箱，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台灣政府希望鼓勵人們把垃圾帶回
家才丟掉，或找到分類回收箱才棄掉，那

麼物件便可送到工場處理，循環再造。
只要我們在扔垃圾之前先將垃圾分

類，然後才扔，已經算是為環
保出一分力了。

欣賞學生演奏樂曲

小食製作完成一刻

台北環
保及文化之旅

製作小食

6C 司徒兆哲 

我覺得香港將來應該興建垃
圾焚化廠來代替堆填區的，因為這樣可

以減少堆填區的負擔，也可以用火爐的熱量
來發電，用焚化垃圾後產生出來的渣滓、灰燼

鋪路，這樣不但可減少堆填區的面積，亦可以環
保，一舉兩得。香港政府亦應該在每區設立環保回
收站，市民就可方便地把一些鐵罐等可回收的物品
放到回收箱內，提高環保的意識。

我還建議政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安裝太陽
能發電板，令車輛在早上行駛時，減省電力和燃
油消耗。另外，我亦有一個很有創意的點子，
就是希望香港教育局能在學界增設一項活

動—環保衣服大比拼，每所學校創作
話劇，內容和衣服都要跟環保有

關，最環保又有創意的那隊
便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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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李彥鋒 

這次交流收穫甚豐，參

觀景點包括東山書院、歷史

博物館、歸讀公園等，我還

可以在當地的小學上一節素

描課，真有趣！

5B 陳明曉 
經過這次交流，我認識到更多梅州客家人的歷史、文化和尚文重教的精神，希望以後可以去參觀更多名勝古蹟，開闊眼界。

5A 何書欣 

這次旅程我能詳細了解客
家人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
雖然要付旅費，但能出外見
識，增廣見聞，這都是值得的。

5C 梁永濼 

我非常開心，在這次

交流中，我學會了很多東

西，如客家文化和歷史，

亦學會獨立生活。

參觀東山書院 歸讀公園留影大合照

5A 陳可晴 在這次旅程中，我認識了很多關於客家人的傳統文化，亦品嚐了當地的著名美食，真棒！我最喜歡到梅州博物館看歷史遺跡及展覽，知識增進了不少呢 ! 如有機會，一定再去參觀。

教育局舉辦「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5)

上課一刻

小手工完成了

仔細觀察 參觀建築模型

梅州遊學記

5A 朱紹泓 
在交流團裏，我學會忍耐，在參與活動時，要專注聽課，才有得益。另一方面，我上了一節素描課，認識了一點素描的技巧。最後還參觀了圍龍屋和東山書院，真難忘！

四處觀察及記錄

考察地點： 廣東省梅州

日　　期：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 ( 三日兩夜 )
參　加　者： 五年級師生

行程包括： 參觀南華又廬客家圍龍屋、東山教育基
地、東山書院、梅州市內一所小學、客
家博物館、歸讀公園等。

目的： 

1. 透過實地考察，讓學生親身了解客家文化、歷
史發展、風俗習慣、建築風格及中華傳統美德
等。

2. 認識及體會客家人尚文重教的傳統精神。

3. 認識客家圍龍屋的歷史背景，分析它與客家文化
的關係。

4. 比較梅州和香港的客家建築及現存的客家傳統
風俗。

5. 學生參與分享會、專題研習或活動報告等活動，
有助提升自學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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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口號創作比賽優
異獎：許清榮 (5B)　黎晉良 (5C)　何書欣 (5A)
　　　朱紹泓 (5A)　何俊穎 (5A)　李彥鋒 (5A)
　　　陳灝言 (5A)　陳可晴 (5A)　李浚軒 (5A)
　　　李嘉儀 (5B)

5A 陳灝言 

我在這次「同根同心」內地

交流活動中，學到了很多知識，

更學會了如何與同學相處，真的

獲益良多。最難忘的就是參觀校

舍，它的面積真的很大，設施亦

很齊備。在素描班上，老師讚我

畫得不錯呢！

5A 陳灝廷 

因這次交流活動，我
知道了客家人的文化，亦
明白他們對教育非常重視
的原因。在這三天的旅
程，我還學會獨立，不會
常常依賴別人。

5A 何俊穎 

我 覺 得 客 家 人 很 熱

情，客家食物也很美味，

如果我可以再去就好了！

5A 蔡熾城 
我參觀了梅州其中一所小學，發覺校園十分大，真羨慕！

5C 李子柔 在這次交流中，我了解到客家尚文重教的文化，知道古代客家人的風俗和習慣。原來香港人口有三分之一都是客家人呢！

5A 李浚軒 

我覺得這次去梅州很

有意義，不但能參觀傳統

客家人的房屋，還可品嚐

正宗的客家菜，更認識了

許多新朋友，得益很大。

學生感想

尚文重教

親歷其境

參觀客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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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有得揀

好事日記簿封面

梅州遊學記 好管家存摺簿

陽光思想變、變、變工作紙

「陽光思想」變、變、變

好事日記活動目的 學生的好事日記一

學生的好事日記二 學生的好事日記三

好事日記簿

宗教活動週海報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 

宗教活動週 

活動日期：5月23至27日 

活動內容：感恩故事、感恩鳥活動、 

    Treasure Hunt 活動 

   及Thanks Tag貼紙行動 

活動日期：  5月23 - 27日 

活動內容： 「加力仔」秘密天使行
動、 

    代禱閣、「陽光思想」
變變變、好事日記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
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
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五章16-18節 

加力仔 ( 秘密天使大行動 )

「加力仔」—你都可以成為別人的天使

宗教全年主題：
成為上帝的好管家

學生製作加力仔 大功告成了！

學生寫祝福語句班上的「加力仔」

不住的禱告

無盡的祝福

喜樂有得揀活動目的

給天父的信

陽光思想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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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兒
衝線一刻

生日會

讚美操

健兒起跳一刻

海陸挑戰營

小食義賣

團契大食會

團契學生向街坊傳揚
福音的一刻

團契小組活動

團契學生在筲箕灣傳福音

領袖生就職禮

英文歌唱比賽

聖誕聯歡週會

東區田徑賽 校運會花絮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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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大使到香港大學
參加環保活動

校友日

五年級福音營晚間活動

小五福音營

成長的天空結業禮

參觀挪亞方舟

旅行日

普通話日才藝表演

家長福音晚會
五年級福音營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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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體育 )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 F 組
 壘球冠軍  王天朗 (4A)
 4x100 米接力亞軍    李偉東 (3A)
   蘇柏賢 (4A)
   馮栢耀 (4B)
     呂卓賢 (4B)
   李皓朗 (4C)
   陳家樑 (4D)
2015-2016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港島東區
小學分會
 男子甲組
 400 米季軍  張嘉希 (6D)
 鉛球季軍  柯振恒 (6C)
 女子甲組
 4x100 米第八名  劉美詩 (6A)
   王嘉欣 (6B)
   鄧倩虹 (6B)
   蔡　琳 (6C)
 200 米第七名  劉美詩 (6A)
 鉛球第五名  鄧倩虹 (6B)
 壘球第六名  朱珈葆 (6D)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王天朗 (4A)
   朱紹泓 (5A)
   李彥鋒 (5A)
   徐啟堯 (5A)
   陳俊穎 (5B)
   陳灝宏 (5B)
   姚卓嵐 (5B)
 4x100 米季軍  徐啟堯 (5A)
   朱紹泓 (5A)
   李彥鋒 (5A)
   陳俊穎 (5B)
   陳灝宏 (5B)
   姚卓嵐 (5B)
 100 米冠軍  徐啟堯 (5A)
 200 米殿軍  陳灝宏 (5B)
 擲壘球殿軍  王天朗 (4A)
 60 米第五名  姚卓嵐 (5B)
 跳高第七名  朱紹泓 (5A)
 女子特別組
 鉛球季軍  蔡君婷 (6B)
第二屆全港小學田徑挑戰賽 2015
 男子乙組 4x100 米季軍 徐啟堯 (5A)
   姚卓嵐 (5B)
   陳灝宏 (5B)
   陳俊穎 (5B)
 男子乙組 60 米冠軍 徐啟堯 (5A)
 男子乙組 100 米冠軍 徐啟堯 (5A)
 男子乙組 200 米季軍 陳灝宏 (5B)
 男子甲組 400 米亞軍 張嘉希 (6D)
 男子甲組 鉛球亞軍 張嘉希 (6D)
 女子甲組 鉛球冠軍 鄧倩虹 (6B)
公民田徑錦標賽 ( 少年組 )
 男子 B 組 100 米冠軍 徐啟堯 (5A)
 男子 B 組 60 米季軍 徐啟堯 (5A)
飛達秋季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5
 男子 2005 年 100 米季軍 徐啟堯 (5A)
 男子 2005 年 200 米季軍 徐啟堯 (5A)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6 第一站 
 2005 年組 200 米冠軍 徐啟堯 (5A) 
 2005 年組 100 米亞軍 徐啟堯 (5A)
 2005 年組 60 米亞軍 徐啟堯 (5A)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
 季軍  徐啟堯 (5A)
 男子乙組 100 米第五名 徐啟堯 (5A)
聖貞德中學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徐啟堯 (5A)
   郭明中 (6A)
   司徒兆哲 (6C)
   張嘉希 (6D)
 女子組冠軍  莫詠儀 (5C)
   劉美詩 (6A)
   鄧倩虹 (6B)
   王嘉欣 (6B)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亞軍  徐啟堯 (5A)

   陳俊穎 (5B)
   陳灝宏 (5B)
   姚卓嵐 (5B)
 女子組亞軍  莫詠儀 (5C)
   劉美詩 (6A)
   鄧倩虹 (6B)
   王嘉欣 (6B)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季軍  陳家樑 (4D)
   郭明中 (6A)
   司徒兆哲 (6C)
   張嘉希 (6D)
 女子組季軍  劉美詩 (6A)
   王嘉欣 (6B)
   鄧倩虹 (6B)
   蔡　琳 (6C)
世界自然基金會主辦「跑出未來 Run For 
Change 2016」吐露港星夜下慈善跑 
 女子個人 3 公里 (10-12 歲 )
 季軍  譚沛兒 (4A)
2015-2016 年度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東區女子組季軍 劉美詩 (6A)
   梁嘉雯 (6B) 
   鄧倩虹 (6B)
     蔡　琳 (6C)
   朱珈葆 (6D)
   莫詠儀 (5C)
   羅智美 (5C)
   黃嘉穎 (5D)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球賽女子組傑出
 運動員
   蔡　琳 (6C)
2015-2016 年度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東區男子組優異獎 李志堅 (6A)
   黃振銘 (6A)
   鄭展希 (6A)
     黃頌明 (6A)
   司徒兆哲 (6C)
   王少鈺 (5B)
     蔡名郗 (5B)
   張柏軒 (5B)
   李洛桁 (5B)
   陳俊穎 (5B)
   朱紹泓 (5A)
   羅隽彥 (5A)
漢華中學第二屆校慶盃 3 on 3 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冠軍  劉美詩 (6A)
   鄧倩虹 (6B)
   梁嘉雯 (6B)
   蔡　琳 (6C)
   朱珈葆 (6D)
第八屆華山盃 3 on 3 籃球邀請賽 ( 第一回 )
 女子組亞軍  劉美詩 (6A)
   鄧倩虹 (6B)
   梁嘉雯 (6B)
   蔡　琳 (6C)
   朱珈葆 (6D)
 男子組殿軍  蔡名郗 (5B)
   王少鈺 (5B)
   張柏軒 (5B)
     鄭展希 (6A)
   黃頌明 (6A)
   司徒兆哲 (6C)
第八屆「華山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 第
二回 )
 女子組亞軍  莫詠儀 (5C)
   劉美詩 (6A)
   鄧倩虹 (6B)
     蔡　琳 (6C) 
   朱珈葆 (6D)
第三屆慈幼盃籃球邀請賽
 殿軍  朱紹泓 (5A)
   張柏軒 (5B)
   蔡名郗 (5B)
   王少鈺 (5B)
   陳俊穎 (5B)
   鄭展希 (6A)
   黃頌明 (6A)
   李志堅 (6A)

   司徒兆哲 (6C)
   張嘉希 (6D)
聖貞德中學小學足鑽禧邀請賽 2016
 銀盃賽季軍  余永軒 (4B)
   冼力恆 (4D)
   羅隽彥 (5A)
   李洛桁 (5B)
   黎晉良 (5C)
   楊祖榮 (5C)
   許正謙 (5C)
   梁永濼 (5C)
   魏嘉熙 (5D)
     羅錦榮 (5D)
   孫熙浚 (6A)
   張嘉希 (6D)
 最有價值球員  張嘉希 (6D)
匯知中學匯知盃銀足球碟賽
 季軍  嚴家豪 (3B)
   余永軒 (4B)
   李洛桁 (5B)
     許正謙 (5C)
   梁永濼 (5C)
   楊祖榮 (5C)
     黎晉良 (5C)
   羅錦榮 (5D)
   魏嘉熙 (5D)
   孫熙浚 (6A)
   張嘉希 (6D)
躍進體育拓展公司主辦感恩盃足球比賽
 高級組冠軍  郭明中 (6A)
第三屆慈幼盃足球邀請賽
 季軍  余永軒 (4B)
   李皓朗 (4C)
   李洛桁 (5B)
   陳展浩 (5B)
   梁永濼 (5C)
   黎晉良 (5C)
   楊祖榮 (5C)
   羅錦榮 (5D)
   孫熙浚 (6A)
   王希帆 (6A)
   黃冠熹 (6A)
   張嘉希 (6D)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二十周年校慶小學排球
邀請賽
 男子組殿軍  朱紹泓 (5A)
   王少鈺 (5B)
   陳灝宏 (5B)
     陳俊穎 (5B)
   姚卓嵐 (5B)
   許正謙 (5C)
     鄭展希 (6A)
   孫熙浚 (6A)
   張嘉希 (6D)
2015-2016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
比賽
 男子甲組殿軍  江鎮海 (5A)
   麥敬滔 (6A)
   黃頌明 (6A)
2016 年復活節乒乓球分齡賽 U12
 男子少年組季軍  麥敬滔 (6A)
葵青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 1 組 ( 單打 )
 季軍  劉善汶 (6A)
離島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 FN 組雙打
 亞軍  劉善汶 (6A)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青少年乒乓球
比賽
 女子組亞軍  劉善汶 (6A)
九龍城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組雙打
 殿軍  劉善汶 (6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6 年度港島東區小
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優異獎  陳灝宏 (5B)
   李文熙 (5C)
   吳宇峰 (6C)
   李德豪 (6C)

   黎浚希 (6D)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組 9-10 歲 50 米胸泳
 季軍  陳毅誠 (6C)
2015-2016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游
泳比賽 ( 上午場 )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第六名 陳毅誠 (6C)
愉園體育會超新星短池水運會
 6 歲組別 25 米蛙泳比賽   
 第八名  盧逸昇 (1B) 
 6 歲組別 25 米自由泳比賽  
 第八名  盧逸昇 (1B)
香港區小小水運會 ' 2016 (Part 1)
 女子 7 歲訓練班 25 米自由持板踢腳
 第三名  曹浠楠 (2C)
中國香港品勢總會主辦全港品勢公開賽
2015 跆拳道
 冠軍  馮焯芝 (1D)
友好跆拳道賽事籌委會主辦第四屆香港跆
拳道套拳精英邀請賽 2015
 亞軍  馮焯芝 (1D)
香港跆拳道賢毅會第一屆搏擊賽 2015
 兒童男子 E 組季軍 陳俊穎 (5B)
 兒童男子 A 組季軍 鄭展希 (6A)
東區青少年速度滾軸溜冰分齡賽 2015
 男子 250 米第二名 周正熙 (3B)
 女子 250 米第三名 許巧榕 (1C)
 男子 375 米第二名 周正熙 (3B)
2016 香港國際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2006-
2007 組別
 500 米第五名  周正熙 (3B)
2015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
 男子 9-10 歲 300 米
 第四名  黃文溥 (6A)
 男子 11 歲及以下 3x250 米 
 第三名  黃文溥 (6A)
2015 年廣東省速度輪滑賽
 少年男子丙組
 300 米計時賽第六名 黃文溥 (6A) 
 200 米計時賽第七名 黃文溥 (6A) 
 500 米爭先賽第七名 黃文溥 (6A)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鄧倩虹 (6B)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全港跳繩錦標賽 2016
 十二歲或以下男子組
 1x180 秒速度耐力跳比賽
 季軍  陳俊穎 (5B)
 2x30 秒二重速度跳接力比賽
 冠軍  陳俊穎 (5B)
   姚卓嵐 (5B)
 1x30 秒速度跳比賽亞軍 陳俊穎 (5B)
 四人同步花式比賽冠軍 陳俊穎 (5B)
   姚卓嵐 (5B)
 個人花式比賽冠軍 陳俊穎 (5B)
 二人同步花式比賽冠軍 陳俊穎 (5B)
   姚卓嵐 (5B)
 個人花式比賽季軍 姚卓嵐 (5B)
 十二歲或以下女子組
 2x30 秒二重速度跳接力比賽
 季軍  朱凱晴 (6A)
   張沛瑤 (6B)
小學雜藝聯校賽 2016 個人花式賽
 女子甲組冠軍  朱凱晴 (6A)
 女子甲組亞軍  王嘉欣 (6B)
 女子甲組季軍  陳藹蕎 (6A)
 女子甲組殿軍  樊芷晴 (6A)
 女子乙組季軍  梁凱琪 (5C)
 女子乙組殿軍  何書欣 (5A)
 女子丙組冠軍及全場殿軍 劉芷言 (4A)
 女子丙組亞軍  蕭樂欣 (4A)
 女子丙組季軍  蕭筠穎 (3A)
 女子丙組殿軍  陳雅倩 (3B)
 男子甲組及個人全場冠軍 司徒兆哲 (6C)
 男子甲組殿軍  麥敬滔 (6A)
 男子乙組冠軍  陳灝宏 (5B)
 男子乙組季軍  陳灝言 (5A)
 男子丙組冠軍  鄭展駿 (4B)
 男子丙組殿軍  司徒兆浚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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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七屆香港「金紫荊盃」普通
話朗誦比賽

 小學 D 組 (P1-2)
 古詩組第三名  羅希桐 (2A)
 兒歌組第五名  羅希桐 (2A)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集誦 ( 粵語 ) 小學五、六年級女
子組

 季軍  葉凱旋 (5A)
   陳思琳 (5A)
   鄭羽珊 (5A)
   張敏瑩 (5A)
   何書欣 (5A)
   林卓凝 (5A)
   梁茈荍 (5A)
   羅漪蘊 (5A)
   趙穎錡 (5A)
   湯惠蘭 (5A)
   陳明曉 (5B)
   朱雅軒 (5B)
   宋嘉寧 (5B)
   徐　汧 (5B)
   葉梓彤 (5B)
   許欣慈 (5C)
   李子柔 (5C)
   梁凱琪 (5C)
   莫詠儀 (5C)
   羅智美 (5C)
   李沁怡 (5C)
   朱凱晴 (6A)
   林子凝 (6A)
   劉美詩 (6A)
   唐梓萱 (6A)
   葉穎婷 (6A)
   劉善汶 (6A)
   樊芷晴 (6A)
   勞嘉瑩 (6B)
   池凱程 (6B)
   王嘉欣 (6B)
   梁嘉雯 (6B)
   鄧倩虹 (6B)
   羅嘉欣 (6B)
   王智瑩 (6C)
   石靖雪 (6C)
   李曉華 (6C)
   黃頌偲 (6C)
   黎妙恩 (6C)
   陳佩欣 (6D)
   曾嘉琦 (6D)
   王穎芯 (6D)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合
誦
 優良  黃遠銘 (1A)
   鄭浠雯 (1B)
   鄭思雅 (1B)
   黃紫清 (1B)
   黃子鋒 (1B)
   黎偉豪 (1B)
   李依嵐 (1B)
   麥栩榕 (1B)
   王在暄 (1B)
   黃若恩 (1B)
   許巧榕 (1C)
   洪子嫣 (1C)
   林樂怡 (1C)
   謝曉嵐 (2A)
   梁梓賢 (2A)
   歐陽惠詩 (2A)
   趙諾希 (2A)
   蔡雅銘 (2A)
   鍾卓言 (2A)
   鍾青佑 (2A)
   鄺盈兒 (2A)

   黎靜儀 (2A)
   藍晞彤 (2A)
   劉如意 (2A)
   李富源 (2A)
   林賢昊 (2A)
   顏梓翹 (2A)
   冼暐喬 (2A)
   蘇澄雪 (2A)
   蔡卓琳 (2A)
   汪柏彥 (2A)
   易佩儀 (2A)
   李凱怡 (2B)
   莫至昕 (2B)
   陳樂熹 (2B)
   顧曉思 (2B)
   吉儆朗 (2B)
   黃加裕 (2B)
   李恩晞 (2C)
   陳昱毅 (2C)
   馬梓桓 (2C)
   陳卓勤 (2D)
   陳嘉怡 (2D)
   范穎茹 (2D)
   彭錦芝 (2D)
詩詞集誦 ( 英語 ) 小學一、二、三年級男女
合誦
 優良  陳晞麟 (3A)
   陳樂蓉 (3A)
   鄭灝瑤 (3A)
   鄭子濠 (3A)
   簡杏琳 (3A)
   黎芷霖 (3A)
   林偉斌 (3A)
   李承羲 (3A)
   梁詩棋 (3A)
   李偉東 (3A)
   盧證羽 (3A)
   麥潁欣 (3A)
   蕭筠穎 (3A)
   黃栢翹 (3A)
   邱博恩 (3A)
   嚴杺怡 (3A)
   鄭悅朗 (3A)
   陳洁輝 (3B)
   陳雅倩 (3B)
   莊洳鈺 (3B)
   洪婉翎 (3B)
   林恩同 (3B)
   羅晶晶 (3B)
   馬延菁 (3B)
   蘇俊彥 (3B)
   孫栢暠 (3B)
   施浩仁 (3B)
   謝家杰 (3B)
   吳卓鈴 (3B)
   嚴家豪 (3B)
   邱文信 (3B)
   余其駿 (3B)
   莊嘉琳 (3C)
   李子軒 (3D)
   畢偉諾 (3D)

二人朗誦（粵語）小學組
 優良  孫熙浚 (6A)
   陳子恆 (6A)
 良好  李志堅 (6A)
   方培煒 (6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男子組
 優良  林子皓 (1A)
   關浩翔 (1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女子組
 優良  呂倩雅 (1A)
   廖沛晞 (1A)
   鄭浠雯 (1B)

 良好  黃紫清 (1B)
   楊漪婷 (1C)
   麥芷晴 (1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汪柏彥 (2A)
   陳昱毅 (2C)
 良好  孫煒軒 (2D)
   黃梓淳 (2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蘇澄雪 (2A)
   莫至昕 (2B)
   羅彩瑜 (2B)
   顧曉思 (2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亞軍  陳晞麟 (3A)
 優良  邱博恩 (3A)
   蘇俊彥 (3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亞軍  李軍銳 (3C)
 優良  吳銘升 (3A)
   陳雅倩 (3B)
   吳卓鈴 (3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張明曦 (4A)
   胡澤恩 (4A)
   呂卓賢 (4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葉穎昕 (4A)
   陳紀君 (4A)
   劉芷言 (4A)
   姚臻怡 (4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優良  陳誠毅 (5A)
   韓智銘 (5A)
   江鎮海 (5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優良  陳可晴 (5A)
   張敏瑩 (5A)
   何書欣 (5A)
   岩穴 (5A)
   林卓凝 (5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  孫熙浚 (6A)
   方培煒 (6A)
   李志堅 (6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林子凝 (6A)
   葉穎婷 (6A)
   朱凱晴 (6A)
   唐梓萱 (6A)
   張沛瑤 (6B)
   施華悅 (6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施偉賢 (2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羅希桐 (2A)
 優良  謝曉嵐 (2A)
   莫至昕 (2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呂卓賢 (4B)
 良好  孫栢暠 (3B)
   施浩仁 (3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吳銘升 (3A)
   朱恩童 (3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男子組
 亞軍  郭明中 (6A)

   陳子恆 (6A)
   優良  梁裕鏗 (6B)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林子凝 (6A)
   樊芷晴 (6A)
 優良  陳思琳 (5A)
   唐梓萱 (6A)
   朱凱晴 (6A)
   劉善汶 (6A)
   葉穎婷 (6A)
   陳卓希 (6B)
   蔡君婷 (6B)
   勞家恩 (6B)
英詩獨誦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郭灝森 (1B)
   李彥宗 (1B)
   黃澤淳 (1B)
   陳東曙 (1C)
   鍾穎朗 (1C)
   鍾卓言 (2A)
   劉卓熙 (2B)
   鄧駿軒 (2C)
   黃梓淳 (2D)
英詩獨誦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陸愷淇 (1C)
  優良  黃穎晞 (1B)
   麥栩榕 (1B)
   張紫桐 (1C)
  良好  樊潔欣 (1A)
   蔡雅銘 (2A)
   易佩儀 (2A)
   李佳霖 (2D)
英詩獨誦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優良  盧證羽 (3A)
   施浩仁 (3B)
   孫栢暠 (3B)
   何浚朗 (3D)
  良好  張子康 (3A)
英詩獨誦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優良  李軍銳 (3C)
   莊嘉琳 (3C)
英詩獨誦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蘇彼特 (4C)
  良好  張明曦 (4A)
   梁栢濤 (4C)
英詩獨誦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陳紀君 (4A)
   洪嘉琦 (4A)
   劉芷言 (4A)
   黎茵桐 (4B)
英詩獨誦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優良  江鎮海 (5A)
   陳誠毅 (5A)
   徐啟堯 (5A)
   李浚軒 (5A)

英詩獨誦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亞軍  陳思琳 (5A)
  優良  羅漪蘊 (5A)
   何書欣 (5A)
   林卓凝 (5A)
英詩獨誦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  黃兆鵬 (6A)
   孫熙浚 (6A)
   黃振銘 (6A)
   方培煒 (6A)
英詩獨誦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劉善汶 (6A)
   唐梓萱 (6A)
   施華悅 (6B)
  良好  陳藹蕎 (6A)
   張沛瑤 (6B)

2015-2016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朗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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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6
 小學中樂 ( 二胡 ) 獨奏
 初級組銀獎  陳樂蓉 (3A)
 初級組銅獎  鄭展駿 (4B)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arp Competition 
2016
 Concert Repertoire Group Grade 4
 Champion  林卓凝 (5A)
第 68 屆校際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港島區域 中文男子和 / 或女子
初級組 8 歲或以下
 優良獎  戚籽湲 (1A)
   黃遠銘 (1A)
   李泳端 (1A)
   林子皓 (1A)
   廖沛晞 (1A)
   吳倩榕 (1A)
   樊潔欣 (1A)
   黃諾言 (1A)
   郭灝森 (1B)
   麥栩榕 (1B)
   黎溢信 (1C)
   林樂怡 (1C)
   黃懿諾 (1C)
   馮焯芝 (1D)
   顏珮詩 (1D)
   曾詩茵 (1D)
   歐陽惠詩 (2A)
   蔡雅銘 (2A)
   黎靜儀 (2A)
   藍晞彤 (2A)
   羅希桐 (2A)
   李富源 (2A)
   蔡卓琳 (2A)
   汪柏彥 (2A)
   易佩儀 (2A)
   陳羨貽 (2B)
   顧曉思 (2B)
   劉佩妍 (2B)
   劉思怡 (2B)
   羅彩瑜 (2B)
   莫至昕 (2B)
   陳姿廷 (2C)
   許方曦 (2C)
   李恩晞 (2C)
   譚婉淇 (2C)
   張浩進 (2D)
   蔡壹晉 (2D)
   方鈺淋 (2D)
   許文曦 (2D)
   李佳霖 (2D)
   李慧妍 (2D)
   陳樂蓉 (3A)
   鄭灝瑤 (3A)
   鄭子濠 (3A)
   李思諭 (3A)
   李偉東 (3A)
   吳銘升 (3A)
   蕭筠穎 (3A)
   邱博恩 (3A)
   鄭悅朗 (3A)
   張凱晴 (3B)
   郭恩琦 (3B)
   林恩同 (3B)
   馬延菁 (3B)
   施浩仁 (3B)
   吳卓鈴 (3B)

   任雅文 (3B)
   林俊傑 (3C)
   莊嘉琳 (3C)
   方思澄 (3D)
   江旭昇 (3D)
   黃靖嵐 (3D)
第 68 屆校際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9 歲或以下
 優良獎  歐陽惠詩 (2A)
   蔡雅銘 (2A)
   藍晞彤 (2A)
   羅希桐 (2A)
   李富源 (2A)
   蔡卓琳 (2A)
   汪柏彥 (2A)
   易佩儀 (2A)
   顧曉思 (2B)
   劉思怡 (2B)
   羅彩瑜 (2B)
   陳姿廷 (2C)
   李恩晞 (2C)
   譚婉淇 (2C)
   張浩進 (2D)
   蔡壹晉 (2D)
   方鈺淋 (2D)
   李佳霖 (2D)
   李慧妍 (2D)
   陳樂蓉 (3A)
   鄭灝瑤 (3A)
   鄭子濠 (3A)
   李思諭 (3A)
   吳銘升 (3A)
   蕭筠穎 (3A)
   鄭悅朗 (3A)
   張凱晴 (3B)
   郭恩琦 (3B)
   林恩同 (3B)
   馬延菁 (3B)
   施浩仁 (3B)
   吳卓鈴 (3B)
   任雅文 (3B)
   林俊傑 (3C)
   莊嘉琳 (3C)
   方思澄 (3D)
   江旭昇 (3D)
   黃靖嵐 (3D)
   姚臻怡 (4A)
   劉芷言 (4A)
   劉欣悅 (4A)
   譚沛兒 (4A)
   翁詠君 (4A)
   區盈禧 (4B)
   鄭展駿 (4B)
   馮栢耀 (4B)
   馮琛然 (4B)
   何柏羲 (4B)
   黎茵桐 (4B)
   麥浩霖 (4B)
   布震昇 (4B)
   卓芷瑤 (4C)
   黎芷晴 (4C)
   林杞樺 (4C)
   梁栢濤 (4C)
   蘇怡欣 (4C)
   譚婉雯 (4C)
   王愷悠 (4C)

2015-2016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音樂 )

   馮泳文 (4D)
   劉梓君 (4D)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小學牧童笛獨奏
 金獎  江鎮海 (5A)
   李志堅 (6A)
   黃兆鵬 (6A)
 銀獎  王愷悠 (4C)
   馮泳文 (4D)
   葉沛澄 (5A)
   萬家甄 (5A)
聯校音樂大賽2016小學手鐘比賽(高級組)
 金獎  鄭汝桐 (4B)
   鄭展駿 (4B)
   陳可晴 (5A)
   梁茈荍 (5A)
   許正謙 (5C)
   李沁怡 (5C)
   羅智美 (5C)
   陳子恆 (6A)
   方培煒 (6A)
   劉善汶 (6A)
   黃頌偲 (6C)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小學合唱 ( 高級組 ) 銀獎 姚臻怡 (4A)
   劉芷言 (4A)
   劉欣悅 (4A)
   譚沛兒 (4A)
   蔡子豪 (4A)
   翁詠君 (4A)
   區盈禧 (4B)
   鄭展駿 (4B)
   馮栢耀 (4B)
   馮琛然 (4B)
   何柏羲 (4B)
   何籽嫣 (4B)
   黎茵桐 (4B)
   麥浩霖 (4B)
   布震昇 (4B)
   卓芷瑤 (4C)
   黎芷晴 (4C)
   林杞樺 (4C)
   梁栢濤 (4C)
   蘇怡欣 (4C)
   譚婉雯 (4C)
   王愷悠 (4C)
   馮泳文 (4D)
   劉梓君 (4D)
   陳思琳 (5A)
   何俊穎 (5A)
   何書欣 (5A)
   韓智銘 (5A)
   鄺雅文 (5A)
   林卓凝 (5A)
   梁茈荍 (5A)
   陳明曉 (5B)
   蔡名郗 (5B)
   朱雅軒 (5B)
   李瀚霖 (5B)
   李洛桁 (5B)
   徐　汧 (5B)
   葉梓彤 (5B)
   余珮珊 (5B)
   梁凱琪 (5C)
   陳子恆 (6A)
   鄭展希 (6A)
   朱凱晴 (6A)

   方培煒 (6A)
   郭明中 (6A)
   林子凝 (6A)
   劉美詩 (6A)
   劉善汶 (6A)
   李凱毅 (6A)
   馬子浩 (6A)
   蘇楚駿 (6A)
   孫熙浚 (6A)
   唐梓萱 (6A)
   黃文溥 (6A)
   楊逸禧 (6A)
   池凱程 (6B)
   何禮樂 (6B)
   羅嘉欣 (6B)
   梁嘉雯 (6B)
   梁裕鏗 (6B)
   勞嘉瑩 (6B)
   林柏燊 (6B)
   鄧倩虹 (6B)
   黃頌偲 (6C)
   曾嘉琦 (6D)
第 68 屆校際音樂節
 鋼琴獨奏第三級冠軍 鄭展希 (6A)
 鋼琴獨奏優良獎  樊潔欣 (1A)
   黃澤淳 (1B)
   陳東曙 (1C)
   汪柏彥 (2A)
   羅彩瑜 (2B)
   陳樂熹 (2B)
   李梓筠 (2C)
   馬梓桓 (2C)
   孫栢暠 (3B)
   莊嘉琳 (3C)
   林振飛 (4A)
   黃曦雲 (4A)
   張明曦 (4A)
   萬家甄 (5A)
   李志堅 (6A)
   黃兆鵬 (6A)
 小提琴獨奏優良獎 李凱毅 (6A)
 直笛小組 ( 小學 ) 優良獎 李志堅 (6A)
   黃兆鵬 (6A)
   萬家甄 (5A)
   岩穴 (5A)
   江鎮海 (5A)
 牧童笛獨奏優良獎 葉沛澄 (5A)
古箏獨奏高級組
 季軍  黃 兆 鵬 (6A)
The Hong Kong Youth Profess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iano Advance Clas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鄭展希 (6A)
第七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賽三級
 優異獎  鄭展希 (6A)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三級組
 銀獎  鄭展希 (6A)
2016 全港青少年專業鋼琴大賽
 優越大獎  鄭展希 (6A)
HKI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Harp Performance Distinction
   林卓凝 (5A)
 二胡銀獎  鄭展駿 (4B)
香江盃組委會主辦第七屆「香江盃」藝術
大賽 ( 音樂 )
 鋼琴組 - 初級組銅獎 莊嘉琳 (3C)

2015/16 年度東區公益少年團堆沙比賽 ( 小
學 )
 季軍  胡澤恩 (4A)
   趙穎錡 (5A)
   陳思琳 (5A)
   梁茈荍 (5A)
   陳可晴 (5A)
   文應深 (5C)
   柯振恒 (6C)

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第三組三等獎 林婉言 (4B)
第四屆青少兒創藝大賽 2016
 中級組金獎  胡澤恩 (4A)
香港半山獅子會主辦「閱書樂悠悠」我最
喜愛的故事書簽設計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莫恩霖 (2A)
2016 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
賽
 兒童 A 組─水粉彩優異 區盈禧 (4B)

2015-2016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視藝 )

2015 幸福家庭親子填色比賽
 小一至小四組別優異獎 莫恩霖 (2A)
GNET STAR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6
 小童組 ( 西畫 ) 銀獎 趙諾希 (2A)
   秦灝晞 (3C)
 小童組 ( 西畫 ) 銅獎 莊曉瀅 (1A)
   李汶映 (3A)
毛絨毯設計大賽 2015
 初小組銀獎  許巧榕 (1C)

HONG KONG GOLD BRUSH AWARD 2015
Art Competition for Teenagers & Children 
(HongKong Region) in Western Painting 
(Preschool Group) 2nd RUNNER-UP 
  許巧榕 (1C)

GNET STAR I LOVE SUMMER 黏土創作大
賽 2015
 亞軍  郭　諭 (2D)
愛蝶灣美術比賽 2015
 高級組亞軍  林子凝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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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
究
 傑出獎  林子凝 (6A)
   劉美詩 (6A)
   陳藹蕎 (6A)
   鄭展希 (6A)
   黃文溥 (6A)
   陳子恆 (6A)
保良局主辦 2016 全港小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三等獎  馮偉恒 (6A)
   洪嘉軒 (6A)
 計算機競賽二等獎 馮偉恒 (6A)
 數學競賽三等獎  洪嘉軒 (6A)
   黃文溥 (6A)
第十六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初小組兒歌組優良 羅希桐 (2A)
 古詩組第五名  羅希桐 (2A)
第十六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初小組節目主持人組優良 羅希桐 (2A)
第十六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初小組節目繞口令組優良 羅希桐 (2A)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主辦第四屆校際聖經故
事演講比賽
 初小組 ( 第一組 ) 亞軍 莫至昕 (2B)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小學普通話組冠軍 郭明中 (6A)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口號創
作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何書欣 (5A)
   朱紹泓 (5A)
   何俊穎 (5A)
   李彥鋒 (5A)
   陳灝言 (5A)
   陳可晴 (5A)
   李浚軒 (5A)
   李嘉儀 (5B)
   許清榮 (5B)
   黎晉良 (5C)

環亞 WDA 盃國際體育舞蹈邀請賽暨校際舞
蹈公開賽 2016
 拉丁舞單項第四名 梁凱琪 (5C)
 標準獨舞單項第二名 梁凱琪 (5C)
 拉丁舞單項第四名 梁凱琪 (5C)
 6-9's Standard Solo Waltz
 第三名  鄭展駿 (4B)
 Under 10's Latin ChaChaCha
 第四名  鄭展駿 (4B)
 Under 10's Latin Rumba
 第三名  鄭展駿 (4B)
 Under 10's Latin Jive
 第四名  鄭展駿 (4B)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 群舞 )
 優等獎  戚籽湲 (1A)
   廖沛晞 (1A)
   李泳端 (1A)
   黃穎晞 (1B)
   郭凱嵐 (1B)
   鍾凱澄 (1B)
   羅卓琳 (1C)
   陸愷淇 (1C)
   王凱蕎 (1C)
   沈詠詩 (1C)
   楊漪婷 (1C)
   張紫桐 (1C)
   吳梓瑜 (1D)
   麥詩欣 (1D)

   羅希桐 (2A)
   莫恩霖 (2A)
   劉卓盈 (2B)
   方蓓棋 (2B)
   陳姿廷 (2C)
   許方曦 (2C)
   趙藝嘉 (2C)
   倫詩敏 (2D)
   方鈺淋 (2D)
   溫芷慧 (3A)
   林冰冰 (3B)
   冼琬嵐 (3B)
   盧卓霖 (3C)
   黃紀茵 (3D)
   鄧恩霖 (3D)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中國
舞 ( 群舞 )
 甲級獎  劉欣悅 (4A)
   葉穎昕 (4A)
   柯樂宜 (4A)
   馮琛然 (4B)
   林卓凝 (5A)
   張敏瑩 (5A)
   陳思琳 (5A)
   何俊穎 (5A)
   趙穎錡 (5A)
   余珮珊 (5B)
   徐　汧 (5B)
   宋嘉寧 (5B)

   楊汶妮 (5D)
   葉穎婷 (6A)
   施華悅 (6B)
   郭安霖 (6B)
   許凱晴 (2B)
   許文曦 (2D)
   吳銘升 (3A)
   王芷盈 (3B)
   朱恩童 (3B)
   鄧思思 (3C)
   鄧芯芯 (3C)
   劉凱欣 (3C)
大埔區聖誕舞蹈之夜 2015
 拉丁舞 (Cha Cha Cha) 鄭展駿 (4B)
 優等獎 
 拉丁舞 (Jive) 優等獎 鄭展駿 (4B)
 自由舞優等獎  鄭展駿 (4B)
International Da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Amateur Award
 Together Dance Latin Dancing
 Gold  鄭展駿 (4B)
   梁凱琪 (5C)
 Silver  鄭展駿 (4B)
   梁凱琪 (5C)
 Bronze  鄭展駿 (4B)
   梁凱琪 (5C)
第一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比賽《舞聯盃》
 銀獎  朱恩童 (3B)
世界跳繩體育聯會主辦世界公開跳繩錦標
賽 2015

男子十歲或以下 1x180 個人單車速度賽
 亞軍  陳俊穎 (5B)
 季軍 姚卓嵐 (5B)
男子十二歲或以下 1x180 個人單車速度賽
 季軍 張浚彥 (2015 年校友 )
男子十歲或以下 1x30 個人單車速度賽
 冠軍 陳俊穎 (5B)
男子十歲或以下 2x30 二重接力速度賽
 冠軍 陳俊穎 (5B)
 亞軍 姚卓嵐 (5B)
男子十二歲或以下 2x30 二重接力速度賽
 季軍 張浚彥 (2015 年校友 )
男子十歲或以下 4x30 單車速度接力賽
 冠軍 陳俊穎 (5B)
  姚卓嵐 (5B)
男子十二歲或以下個人花式賽
 亞軍 張浚彥 (2015 年校友 )
男子十歲或以下二人同步花式賽
 冠軍 姚卓嵐 (5B)
男子十二歲或以下二人同步花式賽
 亞軍 張浚彥 (2015 年校友 )
男子十四歲或以下二人同步花式賽
 亞軍 陳俊穎 (5B)
男子十二歲或以下四人同步花式賽
 冠軍 陳俊穎 (5B)
  姚卓嵐 (5B)
  張浚彥 (2015 年校友 )
香港童軍總會
 金紫荊獎章  鄭展希 (6A)

2015-2016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舞台表演 )

第六屆智趣無限全港小學「T 字之謎」大賽 
 二等獎  陳子恆 (6A)
 三等獎  鄭展希 (6A)
   林振飛 (4A)
   張明曦 (4A)
2015-2016 年度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二等獎  洪嘉軒 (6A)
   陳子恆 (6A)
   馮偉恒 (6A)
 三等獎  黃振銘 (6A)
「 華 夏 盃 」 全 國 數 學 奧 林 匹 克 邀 請 賽
2016(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二等獎 黃振銘 (6A)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鄭展希 (6A)
   林子凝 (6A)
「 華 夏 盃 」 全 國 數 學 奧 林 匹 克 邀 請 賽
2016( 香港賽區 ) 初賽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鄭展希 (6A)
2015-2016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東區 ) 
 銅獎  郭明中 (6A)
   陳子恆 (6A)
   馮偉恒 (6A)
 優異獎  林子凝 (6A)
   黃頌明 (6A)
   黃文溥 (6A)
   洪嘉軒 (6A)
   鄭展希 (6A)
   林堃堯 (6C)
創意科技盃香港區公開賽公開組 (14 歲以
下 ) 
 最具原創性大獎  黃文溥 (6A)
   劉競謙 (6C)
   韓智銘 (5A)
2015 兩岸三地「優數盃」數學大賽
 心算組第一名  藍晞彤 (2A)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主辦 2015 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何柏羲 (4B)

2015-2016 年度校外得獎名單 ( 學術 )

 優異獎  萬家甄 (5A)
   梁鈺祺 (6C)
2015 國際心算邀請賽
 海外幼童組第二名 藍晞彤 (2A)
兩岸三地『優數盃』數學大賽 ( 決賽 )
 數學小五年級組別特等獎 馮偉恒 (6A)
 心算高年級組別第一名 馮偉恒 (6A)
 心算小二年級組別第三名 黎芷霖 (3A)
 心算小一年級組別第一名 藍晞彤 (2A)
兩岸三地『優數盃』數學大賽 ( 初賽 ) 
心算組小二組別
 第一名  黎芷霖 (3A)
第十一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高級組亞軍  馮偉恒 (6A)
 中級組季軍  麥浩霖 (4B)
兒童心臟基金會學業獎勵計劃 2015
 學業進步獎  方培煒 (6A)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主辦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蘇澄雪 (2A)
   邱博恩 (3A)
   姚臻怡 (4A)
   陳子恆 (6A)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馬梓桓 (2C)
   張子康 (3A)
   黃穎嵐 (4D)
   江枳其 (5C)
   洪嘉軒 (6A)
15-16 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  Merit  盧卓霖 (3C)
   李懷恩 (5B)
   羅棟賢 (6A)
 英文科  Credit  陳誠毅 (5A)
   郭明中 (6A)
   黃文溥 (6A)
 數學科 High Distinction 林堃堯 (6C)
 數學科  Distinction 莊洳鈺 (3B)
   羅晶晶 (3B)
   孫栢暠 (3B)

   蔡鍵熹 (4A)
   蔡子豪 (4A)
   呂卓賢 (4B)
 數學科  Merit  陳雅倩 (3B)
   秦灝晞 (3C)
   林卓凝 (5A)
   李凱毅 (6A)
   陳卓希 (6B)
 數學科  Credit  張明曦 (4A)
   林振飛 (4A)
   何柏羲 (4B)
   何俊穎 (5A)
   羅漪蘊 (5A)
   王俊立 (5A)
   梁凱琪 (5C)
   馮偉恆 (6A)
   蘇楚駿 (6A)
   施逸朗 (6A)
   黃振銘 (6A)
 科學科  Distinction 方培煒 (6A) 
   郭明中 (6A)
   黃文溥 (6A)
 科學科  Merit  姚偉誠 (4B) 
   李凱毅 (6A)
 科學科  Credit  蘇栢賢 (4A) 
   何俊穎 (5A)
   葉沛澄 (5A)
   蘇楚駿 (6A)
   劉競謙 (6C)
   石靖雪 (6C)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故事創作演繹比賽冠軍 汪柏彥 (2A)
 故事書簽設計比賽優異 莫恩霖 (2A)
   文中惠 (4B)
全港普通話故事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呂卓賢 (4B)

美夢成真協會主辦 2015 秋季全港兒童繪
畫比賽
 二等獎  許巧榕 (1C)
亞美斯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5
 兒童組銀獎  林杞樺 (4C)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主辦 2015 回歸盃香港
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 A 組─水粉彩優異 林杞樺 (4C)
 兒童 A 組─中國畫優異 林婉言 (4B)
星匯點畫出心中所想之「春夏之旅」全港
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幼小組金獎  郭　諭 (2D)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 香港 )
2015「奔向未來」繪畫比賽 ( 亞太區 )

 少年組二等獎  林婉言 (4B)
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5 年度
 西洋畫 ( 第六組 ) 一等獎 林杞樺 (4C)
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
 銀獎  林婉言 (4B)
「華夏世紀之星」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作品展

 美術一等獎  胡澤恩 (4A)
   區盈禧 (4B)
   林杞樺 (4C)
 美術二等獎  郭　諭 (2D)
   莊嘉琳 (3C)
 美術三等獎  張瀚昇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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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全港小學田徑挑戰賽 
2015 男子乙組 4x100 米季
軍、男子乙組 60 米冠軍、
男子乙組 100 米冠軍、男子
乙組 200 米季軍、男子甲組 
400 米亞軍、男子甲組 鉛球
亞軍、女子甲組 鉛球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東區小學
分會周年大會暨頒獎典禮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東區小學
分會周年大會暨頒獎典禮二

2015-2016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港島東區小學分會男
子甲組400米季軍、鉛球季軍、男子乙組100米冠軍、

200 米殿軍、擲壘球殿軍、女子特別組鉛球季軍

東區分齡田徑比
賽男子Ｆ組壘球
冠軍、4x100 米

接力亞軍

第三屆慈幼盃
足球邀請賽季軍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小學友校
邀請賽男子組季軍、女子組季軍

第八屆華山盃 3 on 3 籃球
邀請賽 ( 第一回 ) 男子組殿軍

第八屆華山盃 3 on 3 籃球
邀請賽 ( 第一回 ) 女子組亞軍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詩詞集誦
( 粵語 )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季軍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
中國舞 ( 群舞－親親荷塘 ) 甲級獎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組
兒童舞 ( 群舞－布谷播穀 ) 優等獎

世界跳繩體育聯會
主辦世界公開跳繩
錦標賽 2015 男子
十二歲或以下同步

花式賽冠軍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亞軍、女子組亞軍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手鐘
比賽 ( 高級組 ) 金獎

15-16 年度東區公益少年團
堆沙比賽 ( 小學 ) 季軍

2015-2016 年度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 ( 東區 ) 銅獎

聖貞德中學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女子組冠軍

2015-2016 年度校際田徑
錦標賽港島東區小學分會
男子乙組 4X100 米季軍

INNO CUP 2016
創意科技盃香港區公
開賽公開組 (14 歲以
下 ) 最具原創性大獎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
新科學與環境探究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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