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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太平紳士、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先生、觀塘區區議會

主席陳振彬太平紳士及多位觀塘區區議員於5月6日到訪學校，了解學校環保教育和正向

教育的推行情況及實踐成效。

    眾來賓在校監歐陽兆基牧師和王校長陪同下細聽環保大使Captain  Green介紹校園小耕

地和廚餘種植區的設施，瞭解學校的環保活動及學生

的體會與得著。嘉賓們對學生的表現大表讚賞，並勉勵學

生要身體力行，珍惜地球資源。常任秘書長楊太更鼓勵學生要

努力保護環境，平日要減塑、節能，實踐綠色生活，緊記以愛人的心去過每一天。

    各來賓對學校推行的正向教育，包括快樂五指法、釋放正能量及自律自愛獎勵

計劃都甚感興趣，他們認同學生要天天多運動、多分享、多讚賞、多感恩和多發揮

長處，把快樂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最後，常任秘書長楊太讚揚學校積極推動環保和

正向教育，讓學生從中得到豐富的生活經驗，她更對老師和學生給予肯定及至高的

評價。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太平紳士到訪學校

嘉賓和Captain Green
一同澆水

參觀廚餘種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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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入學的孩子，臉上帶着天真的笑容和一顆單純的心，開始了學習的旅程，他們的人生應該是彩色的。在這個社會價值混淆的時代，如何能夠保存孩子們快樂的心境面對未知的將來？

    孩子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故此心理健康便需要儘早建立。「正向教育」的重要性，就像及早為孩子注射一劑防疫針一樣，扎下身心健康的基礎，培養正面情緒和快樂感，鞏固孩子迎向挑戰的自信與能力，為他們積極面對生活中的壓力和重擔打氣，從而讓孩子平安邁向豐盛的人生。 

活動組  柯小錚主任

    「釋放正能量」活動於考

試前舉行，透過口號、短片、

歌曲及舒緩壓力等活動，培育

學生正向思維及提昇學生良好

的抗逆能力，勇敢面對考試！

    正向教育是激發學生內心的正能量，使學

生無論任何時候都懂得用積極、滿足、愉悅等

正面情緒對抗挫折，即使遇到困難，仍不輕易

落入憂鬱的狀態，尋找方法迎接挑戰。

    但願我們的學生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以正

能量譜寫出鏗鏘的生命樂章。

學生支援組  潘嘉齡主任

    「因為上帝賜給我們不
是膽

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
謹守

的心。」
（提摩太後書1:7）

    共勉之！
王彩娣校長

釋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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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繪本故事生命教育繪本故事

我們都喜歡生命教育節的活動

    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和家

長於5月4日到昂船洲海軍

基地參觀由導彈驅逐艦、海

口艦、導彈護衞艦、黃山艦

組成的艦艇編隊。

家長和學生親身登

上軍艦參觀各種

裝備，又和艦艇

上的海軍戰士合

照，真是一次難

忘的體驗。

參觀昂船洲海軍基地參觀昂船洲海軍基地

學生們一看見武器裝備，就迫不及待上前仔

細鑑賞一番

學生們和海軍戰士合照，臉上露出了滿足的笑容

我們正學習對人表達關懷的方法

攤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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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關懷  互尊重

    「當生命給你檸檬時，就把它變成檸檬水！」，《檸檬的滋味》這本繪本

所述說的，是美國知名童書作家波拉蔻自己生命中的真實經歷。崔西是她的女

兒，瑪琳是崔西童年最好的朋友，溫老師則是她們五年級的導師。但最令人驚

奇和感動的是，瑪琳和溫老師勇敢戰勝癌症病魔的事實。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屯門綜合服務主辦的「愛．連

繫」生命教育推廣計劃之生命教育節，社工李瑞燕姑娘向學生講說《檸檬的滋

味》的故事時，學生們都深受感動。此外，再配合展覽、問答、攤位遊戲、以

及電影欣賞等一系列的預防性的生命教育活動，讓學生學習愛惜生命，提昇抗

逆力，建立正向的人生觀。



本年度的學生大使

多欣賞、多讚賞別人真開心！
看！快樂已經在我們手裡了！

    為了提升領袖生的領導才能及解難能力， 
成為名副其實的領袖，30位五年級學生於4月
10日在北潭涌度假營舉辦了領袖生訓練日營。
學生通過不同類型的歷奇訓練活動，學習到作
為領袖所需要的技能和特質，從中明白到領袖
生不單是一個獨立的精英個體，更是一個能引
領團隊衷誠合作的關鍵人物 ，亦體會到團隊精
神的重要性。

好玩又刺激的「尼羅河」活動！

學生經歷一整天的活動後，變得更有自信心！

看！學生專注地進行活動

「起重機」活動，訓練學生的團隊合作性和溝通能力！

    學校已經第三年參加教育局訓輔組舉辦的「學生大使    積極人生計

劃」，本年度共有15位學生大使，協助推行「快樂五指法」。透過不同的學習活

動，深化學生「快樂五指法」的應用，培養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提升他們的正

向思維。

    此活動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多運動、多吃健康食物(食指)，學生

在小息時都多吃健康小食，例如水果和乾果。第二階段是多感恩、多分享(尾指

和無名指)。透過填寫感恩卡，以及跟不同老師分享他們的感恩事，學生學會了

凡事感恩。學生大使於小息時讀出學生的感恩卡文字，讓校園充滿了感恩的氛

圍。第三階段是多發揮長處、多讚賞(中指和拇指)，透過填寫自己的長處在蘋果

卡上，以及填寫讚賞卡讚賞同學或老師，學生學會了解自己的長處，運用自己

的長處去服務他人、欣賞別人，與人建立和諧關係，豐富生命的意義。

學生在蘋果卡上寫滿了自己的長處，讓自己的

長處得以發光發亮！

我們的快樂樹

快樂五指法

精英領袖生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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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舉辦不同的宗教活動，讓學生認識福音，加深對

信仰的理解，又與聖公會基督顯光堂保持緊密的聯繫，鼓

勵學生參與教會活動。

低年級歌詠組參與顯光堂獻詩，家長也一同參與主日崇拜

宗教活動

色士風佈道會
    激瀝牧師Pastor Craig
由美國來港，在5月10日
到校獻藝，他除了表演音
樂，大唱廣東歌曲，又與
學生分享福音美好信息，
播下福音種子。

探訪安老院
    11位基督女少年軍聯同４位小魔術師於5月4日探訪

聖公會恩慈長者之家，他們和老友記一同唱歌一同玩節奏

樂器。老友記們在遊戲環節中開心動腦筋，小魔術師的表

演出神入化，大家樂也融融。

大部分學生首次到護老院探訪老友記，真是難得的體驗

學生即時被邀請合唱英文詩歌，
一點也不怯場

    在3月 2 7日，聖公

會東九龍教區福音使團

E - M i s s i o n到校帶領詩

歌分享會，帶領三至五

年級學生唱出多首悅耳

動聽的詩歌，當中他們

更與學生分享有關「倚

靠」的個人經歷，勉勵

學生常倚靠天父。

天父，我愛禱告！

詩歌分享會

    全體師生參與

復活節崇拜，一同

藉着聖詩的唱頌、

聆聽上帝的聖言和

禱告，認識耶穌基

督受難的意義，並

認識祂是復活的

主，是帶給人類新

希望的上帝。

    本校和香港聖公會基督顯光

堂合辦之復活節福音日營於4月

13日舉行，主題為「尋找復活耶

穌」，有69位四年級學生參加。

當日節目內容豐富，讓學生明白

天父對人的愛心及主耶穌為我們

捨身的意義。 製作五色福音吊飾

學生以話劇表達耶穌與門徒最後一次共進晚餐

復活節福音日營

黃家博牧師與王校長及侍從

復活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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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天父  靈育培養

    在復活節前，低年級學生和家長設計了精緻的復活彩

蛋，而高年級的學生則在紙條上寫上祝福的字句，放進

復活彩蛋內，送給聯合醫院的病人，向他們送上祝福和耶

穌復活所帶給人的盼望。「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二十章35節)，這次送蛋行動讓學生實踐了關懷社區有需

要的人。

學生代表把全校學生製作的復活
彩蛋送到聯合醫院 很可愛的復活蛋啊！

「致送復活蛋」活動



童喜動聯校親子同樂日
    為推動家長與子女一起建立恆常體力活動的習慣，中文大學舉辦的「賽馬會家校童

喜動計劃」於4月13日在本校舉行「童喜動聯校親子同樂日」活動，透過一系列以基礎動

作技能及健康體適能為主題的遊戲站，讓孩子與父母一起體驗體力活動的樂趣，促進親

子溝通，讓參與此計劃的家庭一同歡度一個愉快的週末。

老師、家長和學生一起投入健康生活，一同歡度一個愉快的週末！

大家一起齊跳集體舞

感謝我校的家長義工

老師們也一起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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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綠色生活  展現健康人
生



    在4月29、30日、5月3及8日教育局學校質素保證組委派視學人

員到校，就學校的藝術教育範疇進行重點視學。視學人員了解音樂科

及視覺藝術科的發展概況包括：課程設計與評估、學生表現與成就及

課外活動的發展情況等。本校老師與視學人員也進行專業交流，以完

善及促進本校藝術教育學習領域、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的持續發展。

    本校積極推動藝術教育方面的發展，除了課堂的學習外，亦著力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藝術學習機會，不論在校外及校內讓學生有機會

參與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幫助他們發展潛能。

音樂科
校內活動 校外活動／比賽
午間廣播 全港小學英文民歌歌唱比賽
午間點唱站 觀塘區聯校音樂匯演

班際小組合奏比賽 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校慶感恩崇拜獻詩 香港學校音樂節高小合唱（教堂音樂）
低年級歌詠隊
到顯光堂獻唱

聯校音樂大賽（管弦樂）

聖誕佈佳音 聯校音樂大賽（手鐘隊）

畢業謝師活動
（獻唱）

聯校音樂大賽（小學合唱挑戰組）
快樂明TEEN！歌唱比賽

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9比賽
基督教聯合醫院聖誕節報佳音

視藝科
校內活動 校外活動

運動會場刊封面及
海報設計比賽

學生創作聯展2018/19

學生創作聯展 3D立體藝術打印體驗工作坊
家長日作品展覽 香港花卉展覽    學童繪畫比賽
漫畫工作坊 藝術巡遊2019
3D立體創作班 藝術日營活動
環保玻璃珠創作

到中學進行藝術交流黏土班
中學藝術交流

綜合藝術活動
台灣四天藝術交流團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舞蹈組學生觀賞芭蕾舞劇    胡桃夾子    學生專場

話劇組學生觀賞國際綜藝合家歡節目：
西港劇團《羅賓漢》綵排
挑選視藝資優學生參加

第五屆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展導賞團活動

藝術教育重點視學

本年度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活動

學生寫生繪畫 舞蹈組學生觀賞芭蕾舞劇

班際小組合奏比賽 觀塘區兒童歌唱比賽

家長日學生作品展覽

3D筆創作

藝術館展覽導賞團活動

黏土製作班

玻璃珠創作

手鐘隊

高年級歌詠隊參加聯校音樂大賽獲金獎

學生創作聯展

管弦樂團參加
聯校音樂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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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ard work of our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has paid off! Our origi-
nal musical ‘CHOICE’ has just won 6 awards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555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e festival. Only 14 primary schools won 6 prizes.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one of them. Our accomplishment was reported in Sing Tao 
Daily on 22nd May, 2019.
  Our English Drama Team has been set up for two years. Based on the recom-
mendations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and auditions conducted by the director, 
we select some talented actors who love English drama each year. We aim at 
unleashing and exploiting their potential by offering them an artistic and liter-
ate environment. We are delighted to see this programme has not only boosted 
students’ creativity, language skills, sense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musical skills, but also cultivated their multiple intel-
ligences such as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intel-
ligences, self-confidence as well as morals. We must 
constantly strive to motivate and inspire the gifted 
learners. Please keep supporting us.
  Please pay close attention to our next recruit-
ment in September, 2020!

We've 29 students in our drama team. What a big production!

1)‘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2)‘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3)‘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4)‘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5)‘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6)‘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 B

C
E

Congratulations to our English Drama Team, 

a pull-out gifted English programme Congratulations to our English Drama Team, 

a pull-out gifted English programme 

W e ' r e  i n t e r v i e w e d  b y  a  S i n g 
Ta o  D a i l y  j o u r n a l i s t !  W h a t  a 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We'd a happy chat with the adjudicators after the performance!

Chris'  family and Ms Li forgave Chris 
and suppor ted h im in  escaping f rom 
video game addiction.

C h r i s  w a s  d a n c i n g  a n d  p l a y i n g 
joyfully with the famous video game 
characters.

Sing Tao Daily reported our achievement! 
We are so thrilled!

C h r i s t  r e g r e t t e d  t o  g e t 
addicted to video games, 
but the demons didn't let 
him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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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Friday, 21st June we had our English Day for the P1, P2 and P3.  There were many 
activities for the children to do.  One activity was a presentation with real animals!  We had 
a ferret, a snake, a hedgehog and many other animals for our kids to touch and interact 

with.   The students found it a wonderful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omething they will remember 
forever.
  We also had game booths and face painting.  
The children loved getting their faces painted 
like animals.  They also played many games that 
helped them learn English in a fun and interesting 
way.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talked in English 
with the students to help them play the game.  It 
was a very fun day!

Guided Reading
  
  In P2, students did guided reading lessons with the NET and their English 
teachers.  Students were grouped by ability level and read books together with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guides them through reading the books and helps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phonics and meaning in the stories.  Guided reading has 
been proven to b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of encouraging children’s 
reading growth and developing a life-long love of reading.

Recess Activities
  Every recess, the English Room is opened for students to come and play.  
The NET often goes to classrooms as well during recess to play games.  The stu-
dents come to the English Room to play various games such as Uno, Boggle, 
cards, Jenga and some come just to talk with the NET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Uno and Jenga are especially popular, sometimes a queue would form and 
students would need to wait to play! Students also read books and wrote letters 
to their friends and favourite teachers at recess time.  

English Fun Day

Students looking at some extrotic 
animals.

S tuden ts  p lay ing  a  ba l l 
throwing game. P1 students showing off their work.

P1 studetns petting a snake. Scary!

P2 students doing puzzle with English Ambassa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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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教師互相交流教學心得，彼此學習良好
的教學理念及方法，提高專業水平 

學生篇

老師篇

    3月29日，一行40位五年級學生隨全校老師到廣州探

訪我們的姊妹學校。

    清早，一眾師生乘坐高鐵往廣州去，除體驗到高速磁

浮列車的便利也親歷一地兩檢的經驗。不消一小時，列車

已抵廣州南站。一行人轉乘旅游車到花都區獅嶺鎮鎮御華

園小學參觀交流，跟該校學生一起上語文課、體育課和德

育課，課後大伙兒互相交流建立友誼，並交換親手製作的

紀念品，氣氛溫馨，讓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接著，學生參觀了氣象天文科普館，學習全球氣候變

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並了解防災減災、開發氣候資源的

重要性。這天的交流旅程，讓他們獲益良多呢！

    當日老師們與學生同時在御華園小學分別觀看了語文、品德、

心理、數學、英語、信息技術、美術、

音樂及體育課。本校及內地同工積

極參與教學討論，雙方校長也

帶領行政同工探討栽培卓越

教師及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

技巧。

參觀廣州花都區氣象天文科普館

我們留心觀察大氣層的影像，學習氣候的變化學生體驗虛擬演播室科技

兩校學生交流，促進彼此的友誼；觀摩內地小學的
設施及活動的情形，具體地認識內地的學習生活

老師們親身體驗高鐵對於促進大灣區成為「一小時生活圈」的意義和「一地兩檢」的安排 

五年級

「廣州科技探索及

與姊妹學校交流」

五年級

「廣州科技探索及

與姊妹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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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走出課室  豐富學習經
歷



    我們的六年級學生每年都會跟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基顯小學、聖約翰小學、基樂小學、九龍灣基樂小學一同舉行聖
公會九龍東區小學聯校畢業典禮。5月7日那天，八百多個畢業生濟濟一堂，出席典禮，好不熱鬧。我們十分榮幸，邀請了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局長除了勉勵畢業生要感恩，要珍惜，要努力進步外，當然少不了提醒我們要應對
香港環境的挑戰，努力源頭減廢，共同建設一個更能實踐「低碳減廢」的香港。
    其實，局長的勉勵是適用於我們全校學生，就讓我們一同為自己的學習努力，並積極保護環境，源頭減廢，共同建設
更美好的香港。

六校畢業生用心地同唱畢業歌
六校畢業生投入參與典禮程序

    每年學校都有多采多姿的閱讀活動。集
合老師、家長和校外機構的努力一起推廣閱
讀，幫助學生培養閱讀的興趣和習慣。
    Boo k   D a y是大家特別喜歡的其中一
個閱讀活動。每個人都期待這個一年一度
的「盛事」！在6月20日，學生和老師們
化身成不同的故事角色，參與故事角色扮
演、「今日我最似」比賽、科普閱讀活動
（今年有作家怪博士到校教學生做科學實
驗）、作家講座
（一樹哥哥的魔法
約會）、家長義工
故事劇場、手偶製
作、伊索寓言手偶
製作、立體書製作
等，還有特價書展
供學生和家長及老
師選購。

六年級學生畢業禮

黃錦星局長為畢業生訓勉

五年級

「廣州科技探索及

與姊妹學校交流」

五年級

「廣州科技探索及

與姊妹學校交流」

11

Book Day圖書日



    為幫助家長以正面而有效的方式培育子女，促進親子關係，學校持續推動親職教
育，舉辦一系列的講座及活動。

    為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在「家校聊天室」活動
中，家長們就孩子的成長需要，主動跟老師互相分享及交流，積極為
培育孩子身心靈成長而努力！

    多元化的親子活動增進父母與子女間的情感交流，有助孩子的
健康身心靈成長。

家長親職教育講座及小組

家校聊天室

親子活動 家校聊天室

親子旅行西米粽DIY

「如何培育多元愉快的孩子」家長講座

6.15親子賣旗日

「親親孩子心」家長小組

多位家長踴躍參與家長講座，獲生活教育活動計劃（LEAP）頒發證書

十優港姐麥明詩的母親
麥何小娟女士分享育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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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嶺南文化匯西九暨
全港學屆朗誦節2018

粵語低小組 季軍 1C周樂筠

粵語中小組
冠軍 4D周樂晴
季軍 4E劉長平

粵語高小組 季軍 6B林孝藍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3A尹子洛
亞軍 2B余紫瑩  5B鄧雪晴  6B張滿馨
季軍 5E 劉珮希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5D莊晨希
粵語詩詞集誦 亞軍
女子、男子獨誦 33名優良獎  16名良好獎

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誦藝比賽、演講節 高小組普通話散文 季軍 5D莊晨希

2018-19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小學組 三等獎 5A劉海蕎

香港賽區 一等獎 5A劉海蕎

「GO GO GO小記者」校際比賽 小學組 最佳作文20強 5A劉海蕎  5A黃可兒

英文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嶺南文化匯西九暨
全港學屆朗誦節2018

英語中小組
冠軍 4F林惠橋
亞軍 4D周樂晴
季軍 3D陳晞潼  3F陳晞悠

英語高小組 亞軍 5A羅彥程

2018/19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英語組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2B余紫瑩  3A尹子洛  3B陳柏希 
3C劉鎧儀  3D陳晞潼  3E陳宇軒
3F陳晞悠  4A李泳兒  4A陳諾潼 
4A柳詩晴  4A鄧樂軒  4B鄭怡昕
4B戴家熙  4C畢睿哲  4C黃逸瞳
4D周樂晴  4D鄒一凡  4E盧晞彤
4E林烜斈  4F林惠橋  4F梁柏謙
4F鄺卓晞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獨誦 冠軍 4B鄭怡昕  4D周樂晴   5E劉珮希
獨誦 亞軍 3A尹子洛  4F林惠橋

獨誦 季軍
2A林恩悅  2D張晉承  3B陳柏希
4A李泳兒  4A林心悅  4C畢睿哲
5A孫智欣  5C黃婧翹  5F李熙燕

女子英文集誦 優異獎
女子、男子獨誦 51名優良獎  5名良好獎

牛津出版社“Green Travel”作文比賽 高小組寫作 亞軍 5D范芷嫣

榮譽龍虎榜榮譽龍虎榜

數學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 初賽 銀獎 6A張舜賢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小六組晉級賽 一等獎 6B何燊鏵
小三組晉級賽 一等獎 3D盧穎煜
小五組決賽 二等獎 5B林一麟
小三組決賽 二等獎 3A吳梓灝  3D朱諾恩

「環亞太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小三組進階賽 一等獎 3D朱諾恩

2019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小六組競賽 一等獎 6C藍  顥  6B何燊鏵
小五組競賽 一等獎 5F李諾禧
小三組競賽 一等獎 3A曾卓禧  3C黃柏熹  3D盧穎煜

2019《港澳盃 HKMO Open》晉級賽
小三組晉級賽 金獎 3D盧穎煜
小五組晉級賽 金獎 5E林子喬
小六組晉級賽 金獎 6B何燊鏵

2018-2019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觀塘區） 小六組比賽
銀獎

6A張舜賢  6B何燊鏵  6B陳孝藍
急轉彎季軍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小六組比賽
總成績二等獎 6B何燊鏵
計算競賽二等獎 6A張舜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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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全港mBot & Arduino 機械人挑戰賽2019 小學組
冠軍
季軍

5B嚴鎧熙  6C施志軒  6E黃皓嘉
4C黃俊樺  5F梁景昆  6C黃朗軒

倫宗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七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中小組 季軍 4D周樂晴

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聯校音樂大賽2019
高年級歌詠組 金獎 四至六年級

手鐘 銀獎 手鐘校隊
管弦樂團 銀獎 管弦樂校隊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9 手鈴 銀獎 手鈴隊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冠軍 3C劉恩翹  3F李卓嵐 
季軍 3F陳晞悠

小提琴琴獨奏
長笛獨奏
鋼琴獨奏
聲樂

高音直笛獨奏
單簧管獨奏
古箏獨奏

42名獲優良
18名獲良好

教堂音樂（高級組） 優良

觀塘區歌唱比賽
低級組獨唱 冠軍 3A尹子洛
高級組獨唱 亞軍 5B葉昭彤

第七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低級組獨唱 優異獎 3A尹子洛
高級組獨唱 優異獎 5B葉昭彤

第六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四級 季軍 5C陳卓楠

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新加坡國際青少年羽毛球賽2018 U13男子雙打 季軍 6F王振兆
2018中銀香港全港羽毛球分齡錦標賽 04-05年組女子單打 亞軍 6D梁珈穎
2018—19全港校際精英羽毛球賽 男子雙打 亞軍 5E劉靖陽  5F黃垙圖
2018-19港澳學界埠際羽毛球比賽 個人男子雙打 冠軍 6F王振兆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第二十三屆麥綺華校長盃羽毛球邀請賽
女子公開組 冠軍 6D蔡靜賢

2019簡易運動大賽羽毛球賽

男甲
亞軍 6F王振兆
季軍 5E劉靖陽
殿軍 6C葉  朗

女甲
冠軍 6D蔡靜賢
殿軍 6E陳諾瑤

女乙 亞軍 2F李珮瑜

常識
比賽名稱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 良好獎 6C張以萱  6C羅芷晴  6C莫凱淨  6C庄巧晴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2019

全場總冠軍 6C黃朗軒  6D盧兆政  6E成兆傑  6E黃皓嘉
冰壺賽冠軍

4C黃俊樺  5B嚴鎧熙  5F梁景昆軌道賽亞軍及季軍
障礙賽冠軍及亞軍

全港mBot & Arduino 機械人挑戰賽2019 冠軍及季軍 6C施志軒  6E黃皓嘉  6C黃朗軒
觀塘區聯校水火箭比賽 亞軍 5F李君悅  6C黃朗軒  6E成兆傑  6F羅淳德

「反斗王」九龍東VEX機械人挑戰賽2019 季軍 5F梁景昆  6E成兆傑  6E王之望
Turbo Jet 氣墊船設計比賽2019 季軍 6C黃朗軒  6D溫梓皓  6E成兆傑  6E黃皓嘉

普通話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組詩詞獨誦 亞軍 1B招諾澄  5C黃婧翹

男子組詩詞獨誦
亞軍 1F許  迪  5D連紹祈
季軍 1C王威廉  6D吳愷晞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9 高小組 優異星 5B葉昭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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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2018-19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5B鄧雪晴  5E郭泳彤  6E陳諾瑤  6D蔡靜賢
6F傅珈諺

男子組 冠軍
4E陳佳的  5E劉靖陽  5F黃垙圖  6C葉  朗
6F王振兆

匯知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 亞軍
4D潘俊燁  5A梁日藍  6D陳柏鍵  6D鄭智恩
6A鍾浚浩

觀塘警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季軍
4D潘俊燁  4E何啟謙  5A梁日藍  5A佘羨睿
5D鍾其律  6A鍾浚浩  6D陳柏鍵  6B葉逸朗 
6C施志軒  6D鄭智恩  6F謝泓諾

家校盃足球比賽 男子組 亞軍
5A張栢榮  5A佘羨睿  5D簡孝諺  5E張瑋霖
5F馮景楠  6A霍璟德  6C李逸謙  6D吳愷晞 
6E王之望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足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3E招宇鴻  4E崔普琛  4E彭智燊  4D鄒一凡
5A張栢榮  5A佘羨睿  5D簡孝諺  5E張瑋霖
6C李逸謙  6E王之望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賽2018 男童色帶組
季軍 5B黃鉦然
季軍 6A黃柏燃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2019 男子搏擊組 亞軍 5B黃鉦然

Tennis Rocks 2018 冬季小型網球比賽

男子B1組 冠軍 4F張溢迅

男子A1組
冠軍 5C林  盛
亞軍 5F尹頌熙
殿軍 6C李逸謙

女子B2組 殿軍 4A王泳力

跳繩強心2018 小學甲一組 殿軍
5C張焯嵐  5D黃梓君  5D莊晨希  5D張焯喬
5E張雅程  5F黃子瑜  6A褚結琳  6A陳泳兒
6B胡柏詠  6B許柏佑  6E黃皓嘉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9

女子12-14歲交叉速度跳
單車步速度跳

女子45秒個人花式賽
冠軍 6B胡柏詠

女子12-14歲組 全場總冠軍 6B胡柏詠

奉基三十周年校慶劍擊邀請賽
女子花劍甲組 季軍 6A梁靖喬
男子花劍甲組 季軍 6A張子洛

觀塘區分齡田徑比賽
跳遠 季軍 4B馬仲賢

男子接力 季軍 4A吳卓謙  4B馬仲賢  4D林子敬  5F馮景楠
慕光英文書院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6B高穎珊  6B胡焯荍  6B彭  晴  6C羅芷晴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第三中學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5F楊芷蒑  6B高穎珊  6B胡焯荍  6C羅芷晴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5E范倚瓊  5F楊芷蒑  6B高穎珊  6B胡焯荍
聖公會基德小學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 冠軍 4A吳卓謙  5E林子喬  6B高穎珊  6B胡焯荍
聖公會基樂小學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 冠軍 4A吳卓謙  5E林子喬  5F楊芷蒑  6B高穎珊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 殿軍 4A吳卓謙  5E林子喬  5F楊芷蒑  6B高穎珊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 季軍 4A吳卓謙  5E林子喬  6B高穎珊  6B胡焯荍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外展(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
女子D組100及200米 冠軍 5F楊芷蒑
男子E組跳遠 冠軍 4B馬仲賢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團體 季軍
女甲團體 季軍
女乙團體 優異獎

女甲4X100米接力 殿軍
5F楊芷蒑  6B高穎珊  6B胡焯荍  6B彭  晴 
6C羅芷晴

女乙4X100米接力 季軍
5A陳慧端  5B黃曉晴  5B陳雨沁  5E范倚瓊
5E陳海琳

女甲跳高 亞軍 6C梁海瑤
女甲擲壘球 冠軍 6D蔡靜賢
女甲200米 亞軍 5F楊芷蒑
女乙200米 亞軍 5E范倚瓊
女乙跳遠 季軍 5E陳海琳
男乙擲壘球 冠軍 5E劉靖陽
男丙100米 季軍 4A吳卓謙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團體 季軍
男丙團體 季軍

男丙50米自由泳及50米蛙泳
冠軍
亞軍

4A劉天朗

男甲50米背泳 亞軍 6F鍾凱竣
男甲50米背泳 季軍 6E陳子樂
男乙50米自由泳 亞軍 5D鐘其律
女甲50米蛙泳 殿軍 6A黎靜萱
女甲接力 季軍 6A梁靖喬  6E雷樂怡  6A黎靜萱  6E曾  雪滢
男丙接力 殿軍 4A劉天朗  4E陳卓機  3F陳泓治  3D陳泓靖

九龍東區遊戲比賽
男子初級組團體 亞軍
女子初級組團體 亞軍
男子高級組團體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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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文化盃(小學)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B葉昭彤
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特級優異獎 6B陳婥琳

全港小學英語演講比賽2019 備稿演講 亞軍 5B葉昭彤
全港小學英語演講比賽2019 即席演講 冠軍 6E鮑文佳

HKPTU Primary Speed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9  冠軍 6E鮑文佳  5A劉海蕎  6F許超評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蒙古族舞 甲級獎 高年級舞蹈組
小學低年級漢族舞 甲級獎 低年級舞蹈組

ADSF Asia Single Dance Championship Hong 
Kong 2018

Cha Cha Cha,Rumba,Jive-Age 
10-11 Pair

Champion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
10-11歲雙人組拉丁舞三項

(查倫牛)
冠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香港2019第一站 10-11歲雙人組 亞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香港2019第二站
10-11歲雙人組 冠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11歲以下雙人組 亞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
女子組10-11歲森巴舞
鬥牛舞，倫巴舞，查查查

第一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女子組10-11歲查查查/牛仔舞 第二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組分區賽
第一、二，第三名

及季軍
5B余靜琳  5F朱晞怡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公開組 銅獎

5B余靜琳  5D李鈞瑤  5F黎柏言  5F朱晞怡
6A褚結琳  6A陳泳兒  6B胡焯荍  6C梁鈞愉
6D馮佩珊  6E李穎津  6F陳樂昕  6F丁玄原
6F張潁森

第十七屆香港國際武術節「平凡盃」，
武術套路大獎賽 

國外男子M4陳式太極劍  第一名 6F陳俊傑
國外女子F4陳式太極劍  第一名 5F陳悅怡

少年警訊抗毒定向大比拼 小學組 冠軍
6A李子妍  6B胡焯荍  6C施志軒  6C張以萱
6C羅芷晴  6D許皓綸  6D李韻妍  6D許卓仁 
6E盧欣琪  6E黃皓嘉

觀塘區優秀學生  6B張滿馨
「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6E黃皓嘉
2018年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觀塘區中小學生圓夢計劃獎學金 5A劉海蕎 6A余桐恩

齊惜福「賽馬會綠色生活教育計劃」
本校獲「惜福學校」：金獎
「惜福老師」：金獎 

環保促進會「著綠校園計劃2018/2019」
本校獲：校服回收嘉許計劃嘉許狀
舊書回收嘉許計劃嘉許狀

綠領行動 本校獲：「校園零廚餘」感謝嘉許狀

視藝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創意獎勵計劃2017-18 小學組 鑽石章 4D黎安喬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 傑出獎 4C黃俊樺
向老師致敬2018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級組 季軍 5F黃子瑜
2018國際珊瑚礁美術設計比賽 小學組 三等獎 4F黎健婷  4A陳諾潼

趙素仲和同學們作品展    欣賞我們的香港 優異獎
4A陳諾潼  4C黃俊樺  5F黎柏言  5F黃子瑜 
5F梁景昆  6E盧欣琪

【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 小學組
冠軍 4C楊浚睿
優秀獎 4B陳凱琳  4D張頌樂  5D梁韵琳

第十屆「春雨故事由我創」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5F黃子瑜  5F黎柏言

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九龍東區遊戲比賽

男子初級組擲接豆袋 亞軍 2C馮俊瑋  2D孫  朗  2E麥皓然  2F冼泔羲
女子初級組擲接豆袋 亞軍 2B楊熠彤  2C廖樂怡  2E馮藝晴  2F李珮瑜
男子高級組擲接豆袋 殿軍 4A李奕霆  4A曾柏颺  4B陳則衡  4C戴朗然
男子初級組持捧穿圈 季軍 2C曾維正  2E陳宇軒  2E楊嘉豪
女子初級組持捧穿圈 季軍 2E卓泳廷  2E馬愛兒  2F羅善庭
男子初級組跳繩 冠軍 2A楊耀文  2B麥繼恒  2D黃皓俊
女子初級組跳繩 亞軍 2A吳芯瑜  2C鄭皓月  2F劉  悅
男子高級組跳繩 亞軍 3A歐  力  4D張竣程  4C陳俊賢
女子高級組跳繩 殿軍 3F林以安  4B潘穎程  3B劉愛恩

女子初級組障礙賽 亞軍
2A黎紫澄  2B江靖恩  2D余菁芯  2D林子悠
2E馮善瑜  2E賴怡君  2F黃靖禧

男子高級組障礙賽 殿軍
3E陳宇軒  4A劉煒桁  4A吳卓謙  4B陳柏銘
4B馬仲賢  4C梁傲正  4D林子敬

女子高級組障礙賽 殿軍
3A羅若菲  3B嚴心榆  3B吳逸詠  3C郭裳莉
3C林在澧  4B鄭怡昕  4D劉巧意

香港單輪車協會2019單輪車競速挑戰賽
100米競速賽、
靜止賽U13女子組

殿軍 6E盧欣琪

2019 Ice Hockey 5'S Hong Kong Most Valuable Player 5E袁裕天

由於獎項眾多，未能一一盡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