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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深知道幫助學生瞭解自己和認識他人，建立一個健康和正面
的自我形象，學會學習及學習解決問題面對逆境的處理方法，對學生
的成長非常重要。我們透過不同性質的活動幫助學生在個人體驗及與
同學相處學習中，培育學生正面、積極、健康及愉快地成長。

    前一陣子我為一個機構舉辦的作文比賽做評審，詳閱了幾十篇《父母
的愛》的學生文章，從中得悉今天大部分孩子最難忘的是：父母買最好的
衣服和玩具，弄最美味的飯餐，為他們背書包，帶他們到外國旅行等。
    事實上哪個父母不愛自己的孩子？不過當家長過分保護孩子的時
候，孩子的抗逆能力便相應地調低了。為了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本年度
學校透過不同的活動和計劃為孩子的生命注入維生素，幫助孩子建立正
向的思維，加強他們發揮內在的資源，讓他們在學校和同學們相處時，
在老師的指導下反覆練習，儲存實力。
    家長亦可以配合學校在家中幫助子女，嘗試運用作家張笑容女士
《給孩子的幸福維他命》一書，善用正向心理學家馬丁. 沙利文(Martin  Seligman)的5個幸福元
素以陶造孩子積極、負責、樂觀、合群等美好的品格。張笑容女士指出的5種維他命包括：P（Positive  Emotion）正面情
緒，E（Engagement）全情投入，R（Relationship）人際關係，M（Meaning  and  Purpose）意義目標及A（Achievement）
成就。家長以身教引導孩子欣賞美好的事物，減少負面的批評，常懷感恩，小心獎賞，給予合適的挑戰，按孩子的興趣選
擇活動，讓他們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教導孩子體諒包容，樂於助人，以謙卑的態度和同學相處。父母只需向子女表示
進步就是成功，這樣孩子慢慢地便會相信自己有能力進步，以至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學習固然重要，若孩子擁有良好的品格，在未來的成就上必定會更高。願家長們都找到灌溉孩子心靈的維他命，使孩
子在成長的路上健康快樂！

培育成長護幼苗

學生齊心完成任務

六年級學生於「愛心之旅」探訪
幼稚園，信心充足地帶領小朋友
玩遊戲

四年級學生投入參與「挑戰日營」活
動，學習團隊合作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學生精彩的桌上遊戲，培養謙
遜、堅毅、守規、積極等良好
品格

釋放正能量活動

直捺撇勾  在字裏的
我竟找到一個深刻的意思
若沒有祂  白活此生
世界仿似走進悲傷的氣溫
白白賜給  祢愛子犧牲
完全為了愛我誠然為我割愛
但願全個世界也得享永生

放眼探索世界便可得知
山水間書寫着愛
蟲鳴蝶舞和唱
叢林綻放訴說祢大愛

抬頭小星星  繁華閃閃宣告
孩兒賜作活祭心甘捨尊貴
放下榮耀降世  萬民作見證
我也能看見主施的救恩
小星星  繁華閃閃宣告
神能赦免過錯  賜一顆新心
放下榮耀降世  萬民作見證
願望能與你手牽手細述愛

『釋放正能量』
活動主題曲

王校長的話
給孩子的維他命

閃閃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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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四月舉行了「開心『果』月」活動，以培
養學生每天吃充足水果的習慣。宣傳大使為「開心
『果』月」主題曲編上動感十足的舞蹈，吸引學生更投
入於活動中。     為了提高學生對鐵路安全的認知，我們參加了由

港鐵公司贊助，香港話劇團（劇團）舉辦的互動教育
劇場。
    正邪爭鬥再次上演！哈哈笑大隊長與扁扁咀大
魔王的銀河大戰由外太空打到地球！看看我們的學
生，都為哈哈笑大隊長打氣，承諾當乘搭港鐵時作出
安全和有禮的行為，以助哈哈笑大隊長收集燃料，重
新啟動太空船，那怕扁扁咀大魔王不斷破壞列車秩
序，學生們誓要幫助哈哈笑大隊長重返宇宙，看看他
們投入的程度，便知道哈哈笑大隊長一定成功！

    香港消防處職員教導學
生慎用救護服務，避免傷者
延誤救治，加劇傷患甚至失
去性命。此外，透過示範，
讓學生認識如何處理傷者。
學生參觀救護信息教育車時
十分雀躍，加深了對救護員
工作的認識。

    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於
3月7日參加由香港聖約翰
救護機構主辦的一小時實
用急救講座，完成後獲得
聽講證書。學生學習了一
些基本急救常識，例如
處理傷者的原則和注意
事項等；講者邀請了學生即場示範哽噎的急救方法，
學生獲益良多。  

    15名學生於10月至12
月期間參加由家福會主辦
為期六節的朋輩調解員訓
練，由持有調解員資格
的執業律師訓練他們。
完成課程後於二月開始
為三年級學生服務，協助學
生調難解紛。當中4名隊員參加了第一屆
香港小學朋輩調解比賽並獲得優異成績。

開心『果』月
鐵路安全達人

調解講座
急救講座

心靈果樹栽心中

慎用救護服務講座及參觀救護信息教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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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大使不斷為校園營造「活出生命力」的氣
氛，在下學期積極參與服務，不但增加自信心，更
將勇敢克服困難及倚靠天父的信息傳遞開去。生命
大使透過探訪聖公會聖巴拿巴堂幼稚園的小朋友，
向他們說故事和一起做手工，鼓勵他們勇敢面對困
難。此外，本計劃亦安排學生參觀嘉道理農場，藉
着欣賞大自然而讚美天父創造生命的奇妙作工。此
外，25位四年級學生參觀聖公會聖匠堂生命繪本
館，透過閱讀繪本和做手工，體會生命的價值。

    「莫記憂與愁，要快樂常歌唱…… 」
隨着這首活動主題曲的響起，本年度五月
份為期兩星期「快樂五指法」的活動展
開。承接去年學生對「五指法」的認知，
今次每逢小息、午膳及午息，透過中央廣
播的分享，進一步鞏固學生對「五指法」
內容的認識，還透過書簽設計及撰寫感恩
咭，讓學生把「五指法」於日常生活中實
踐出來，活出快樂人生。

    為提升領袖生團隊精神，訓練他們成為優秀的隊員，
訓育組安排了70位領袖生於3月27及28日參加在校舉辦的
領袖生訓練宿營。宿營的節目內容十分豐富，除了真實個
案重演外，更邀請了觀塘區警民關係組警長與領袖生分享
及循道衛理中心導師提供專業的歷奇訓練。經過兩天的體
驗，領袖生的解決問題能力及領導才能也提升了不少呢！

快樂五指法

書簽設計一孩子們的作品多美呀！感恩咭一懂得感恩的孩子常喜樂！

參觀聖匠堂生命繪本館

生命大使探訪聖巴拿巴堂幼稚園學生

嘉道理農場風景美麗，可以見到很多小動物，
不禁讚嘆天父作工的奇妙！

領袖生一同在校留宿

活力地做早操

大家投入活動，
發揮團隊精神

個案演練

領袖生訓練宿營

活出生命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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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一向本乎基督的精神，培育學生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榜樣。我們不但鼓勵學生背誦聖經金句，亦鼓勵他們朗讀
聖經，拍成影片讓學生聆聽聖言，與主親近。
    主耶穌在小時候，給了我們孝順父母的好榜樣，我們在二月舉行了「親親加油站」活動，教導學生每天孝順父母
和長輩，為他們做一點小心意，以表達孝心及感謝。另外，學生在四月製作「雙親節」卡，於母親節當天向雙親獻上
心意。
    此外，在3月14日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福音使團到校帶領福音活動，藉着詩歌和遊戲，讓學生感受天
父賜予我們的恩典，及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犠牲的愛。學生喜愛唱詩，也喜歡聆聽主耶穌基督
旳道理。
    聖公會基督顯光堂在3月31日舉辦了復活節日營，透過聖經故事、遊戲、話劇、詩歌及手工
等，讓學生明白上帝對人的愛心，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章6節

齊齊畫「雙親節」卡

福音使團的哥哥姐姐在台上帶領學生唱詩歌 學生們投入地唱詩歌

四年級學生參加基督顯光堂的復活節日營，透過活動明白天父的愛
學生製作挪亞方舟

進堂行列手持棕枝步入禮堂，紀念耶穌在受難日前
進入耶路撒冷時群眾把棕櫚枝鋪在地上歡迎的情景學生在平安禮中互祝平安

親近天父學習愛

我們都愛背金句

黃家博牧師以風
趣幽默的故事來
說明主的愛

福音活動

復活節日營

基督受難及復活感恩崇拜

4



榮獲綠化校園工程獎
（園圃種植－小學組別季軍）

    本年度環保組與多間機構合作，透過連串教育工作坊及活
動，讓老師、家長及學生體驗不同的環保活動，身體力行，將珍
惜、減廢、重用的概念更深入地帶入校園，齊來實踐環保生活，
做個負責任保護地球的小管家。

計劃名稱 活動內容 合作機構/組織

賽馬會
綠色生活教育計劃

1.惜食教育講座 

齊惜福2.堆肥機應用工作坊及種植班

3.參觀「油塘社區廚房」

校園零廚餘計劃

1.大嘥鬼出巡

綠領行動 

2.零廚餘計劃講座

3.BOKASHI廚餘回收變堆肥計劃

4.廚餘農莊

利是封回收大行動

台灣環保生命教育四天交流團  永恆教育基金 

綠優校園認證計劃

1.廚餘精算師  地球之友 

2.節能宣言及實踐

3.中電綠D班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4.節能講座及能源審核服務

5.蝴蝶保育講座  綠色力量 

果皮酵素工作坊 製作環保酵素 綠在觀塘 

「一人一花」活動  黃時鐘花種植

康文署校園香草種植計劃 種植香草

綠化校園計劃 美化校園園圃         

著綠校園計劃

1. 參觀「零碳天地」

環保促進會 
2. 著「綠」日

3. 「著綠校園計劃Captain Green」
   聯校分享會暨頒獎禮 

4. 智慧城市講座

「大玩派」 商業電台節目
商業電台 

添惠資源回收發展有限公司

3R3CS 塑膠資源教育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

救救地球: 由「減塑、惜食開始」教育劇場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

環保校服回收及派發  家長教師會

環保資訊牆

6D林佩欣和李曉晴與蘇施黃及
環保組織人士一同主持節目

一人一花花展上，展出了三百多棵的黃時鐘花

環保大使參與智慧城市及環保活動

中電節能講座

惜飲惜食不浪費！

新生農場體驗

六年級學生利用膠樽及編程製作智能環保燈
綠色力量蝴蝶保育講座

綠色生活齊實踐

三年級學生利用膠樽製作豬
仔花瓶，盛載一人一花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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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閱讀，幫助學生培養閱
讀的興趣和習慣，學校於6月15日舉
辦Book   Day「圖書日」。老師和學
生可自選一個故事角色，裝扮成故事
主角。所有裝扮的學生都獲贈圖書一
本。每班亦選出一位優秀表現者參加
「今日我最似」比賽。著名作家林世
仁及插畫家余遠鍠為學生進行閱讀講
座及示範素描。學生亦一起跟老師
製作書籤或立體書。同時舉行特價中、英書
展。當日大家一起參與不同的閱讀活動，分
享閱讀的樂趣。

    英語話劇組在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參演The  Champion，榮獲傑出
整體演出獎、傑出導演獎、傑出演
員獎及傑出合作獎。劇中故事帶
出即使輸在起跑線，只要不斷努
力，每人都可以成功。

  This year, we had English Day for 
P1-P3 on 20th June, and P4-P6 on 21st June. The 
theme of our English Day was “Pirates”.  These two days 
were very fun, and the students ha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use their new English vocabulary.
  On the first day, the younger students watched a 
short movie about pirates and they started making their 

pirate ships. They played e-games and booth games to unlock more items for their ships. By 
completing the booths and games, they could earn sails, ships, and more to decorate their 
ships. By the end of the day, all students had made wonderful pirate ships to start their ocean 
adventures.  The students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ir work and couldn’t wait to show off 
their ships.
  On the second day, the elder students learned about the legend 

of the Flying Dutchman, a ghost pirate ship. They watched a movie 
about this legend and spent the rest of the English Day on solving 

the mystery of the buried treasure. There were also some game 
booths and e-games which provided students clues to help 

solve their mystery. The students enjoyed solving the 
hunt and playing the games, and were excited 

to learn new English phrases.

由二、三年級學生組成的英語話劇組，在In te r na t i ona l 
Drama Competition中進入8強，在西灣河文娛中心演出，更
榮獲最佳戲服獎

繽紛學習多姿彩
BOOK DAY

ENGLISH FUN DAY

英語話劇

作家林世仁分享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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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運動會於1月24日假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感謝
天父，當日天氣良好，在運動場上的各位參賽者拼盡全力爭
奪殊榮，在看台上的觀眾亦落力地吶喊班口號，歡呼聲響遍
全場！前香港單車隊隊員及教練黃金寶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為我們訓勉，令全場生色不少。

同學們準備好，三二一發射！

劉善怡老師，歡迎你返回地球！

千人行

王校長及校監歐陽兆基牧師致送感
謝狀予主禮嘉賓黃金寶先生

家長們準備比賽

校長、老師、學生們熱烈歡迎黃金寶先生

運動健兒努力地跳 精彩的啦啦隊表演

學生們落力打氣學生精心設計橫額支持參賽者

跳出課室拓視野
    六年級學生於4月16日一同探索太
空。學生親身體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
威力，了解反作用力在推動火箭的原
理。學生再進入一個上下顛倒的虛擬太
空站，感受到身處於無重狀態下迷失方
向的感覺。最後學生躺臥在「神州號太
空船返回艙」內，幻想自己是一個已完
成太空任務，返回地球的小小太空人。
此刻，探索太空之旅完滿結束。

    為讓學生能全面了解發電原理及香港發電
設施，42位五年級學生於4月13日齊齊參觀青
山發電廠以認識有關發電和輸電的資訊。原來
中電是採用燃煤發電，當中兩台機組亦可採用
燃氣作輔助發電。此外，學生亦認識了不少
節能慳電錦囊，讓他們能夠將知識應用在生活
上，成為「節能小子」。

真神奇！金屬球會放電呀！我們齊心發電

升旗隊步操

運動會

參觀太空館

參觀青山發電廠

常識科 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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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深學生對內地科技、航空和經濟等各方面的了解，並
豐富他們全方位的學習經歷，40位四年級學生於6月22日參加了
「深圳航空與科技探索之旅」內地交流，到深圳考察一天。
    當天行程緊湊，早上我們參訪深圳寶安國際機場，認識內地
機場的建築、規模和設施，並了解深港兩地機場的關係和異同。
午飯後，我們參訪少兒科技館，從科普展廳中學習不同的科技知
識和原理，以及認識國家在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我們還觀看4D 

動感電影，親身體會4D電影的創
意和創新技術。
    經過一天豐富的航空與科技探
索活動，師生們都滿載科技知識，
盡興而歸。

    4月20日至21日，40位六年級學生參加了「同根同心」交流活動，藉以了解東莞高
科技工業及城市規劃的情況。
    我們參觀了東深供水工程、港資科技企業及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對東江水供水源由
及東莞高科技發展有更深認識。我們還進入工廠的生產線參觀玩具生產過程，對港資企業
遷移往東莞的原因及發展更加了解。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功能，包括科
技、研發及設計中心，擁有淡水湖及生態綠地，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科技城。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東莞展覽館及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館，館內的展品及介紹令我們
大開眼界。當中展示有關東莞發展歷程、成就和願景，濃縮東莞過去、現在及未來，是一
個綜合性展覽場館。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館主要展示「製造業科技」和「信息與高新技
術」兩大主題，是國內首創的具有東莞特色和現代意義的專題科技館。
    雖然兩天行程緊湊，但我們都感到十分充實。

    為建設編程室而進行籌款的義賣活動，已於4月14日順
利完成。得到各位家長、學生、老師和校友的大力支持，今
次所收集到的義賣物品非常豐富，種類繁多，如毛公仔、家
庭用品、玩具、文具、圖書、手錶、有機食品和衣物等。
    義賣物品按著物品不同價格分別有不同的攤位，包括
「＄50專賣區」、「福有油基區」及「VIP專區」，還有油
基出產的新鮮有機蔬菜等。當天最受歡迎的攤位是「老師
愛心區」，攤位內所有物品都是由校長和老師捐贈的珍藏
品，不消一個上午，很多物品已被搶購一空呢！
    此外，在5月11日和6月15日，學校也為學生們準備了
母親節和父親節禮物義賣，鼓勵他們善用零用錢，在節日向
父母表達敬意，活出感恩和孝順的生活！

六年級同根同心交流
   －東莞的發展與規劃

四年級深圳航空與科技探索之旅

義賣籌款活動

學生正觀看機械臂用毛筆寫字

大家聚精匯神聆聽東深供水介紹

學生見到心儀公仔，十分興奮呀！

家長、學生、老師同出一分力！

出售新鮮油基蔬果

在寶安機場內大合照

師生正聆聽大自然的奧祕

準備觀看4D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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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燕校長主講「讚賞教育」，讓家長認識如何
透過讚賞去教育孩子，令孩子正面積極地成長

親子蚊油DIY

家校攜手一家親

陳美鳳姑娘透過有趣生動的演講，讓家長學習
到如何協助孩子把「黑雲思想」轉為「陽光思
想」，從而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親職教育講座
為了幫助家長以正面而有效的方式培育子女，學校持續推動親職教育，舉辦多元化的講座。

親子活動
利 用 廢 棄 及 天 然 物
料，家長與子弟共同
製作清潔環保酵素及
防蚊油，既環保，又
實用。

親子製作環保酵素

親子賣旗
為了培育學生服務社群的良好品格，140對家長與子弟於
4月28日參與了香港基督少年軍的全港賣旗義工服務，為
制服團隊服務籌款。

家校聊天室
為了促進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聯繫及溝通，下學
期持續推行「家校聊天
室」，讓校長、老師及
家長藉着不同的平台互
相分享及交流，共同培
育學生身心靈成長。

月份 講題 講者

1月
正向迎未來 黃柏茵姑娘（倡健學校計劃輔導心理學家）

學習記憶法
周勁濤先生

（遊戲輔導室的顧問及美國RDI關係發展介入法註冊顧問）
2月 提昇孩子自尊自信 陸月惠姑娘（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
3月 上網的迷思 羅詠沁姑娘（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
4月 提升孩子的專注力與學習動機 陳美鳳姑娘（聖公會福利協會臨床心理學家）
5月 讚賞教育 陳麗燕校長（本校前任校董、聖公會梁季  中學前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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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網球名宿Vijay  Amritraj、全英草地網
球俱樂部總教練Dan  Bloxham及前英國台維斯盃
隊長Leon  Smith於5月10日到學校探訪，為本校
參加賽馬會樂動網球計劃的學生舉辦工作坊，透
過遊戲實踐互相合作、基本網球禮儀及互相感
謝、讚賞對方的體育精神等，學生玩得開心之餘
亦獲益良多。

    每年六年級學生及家長都要面對升中選校的重大決定。為了加深學生對中學的認識，本校舉辦了
不同活動，協助學生選校。

英文學科問答比賽

校友升中資訊分享
校本中學巡禮

通識科講座：中學老師教授
我校學生通識科思維模式

觀塘瑪利諾書院派出本校的
畢業生主持問答比賽

    本年度邀請了12間觀塘區中學的校長或老師到校，為學生進行中學簡介，包括順利天主教中學、仁濟醫
院羅陳楚思中學、五邑司徒浩中學、觀塘瑪利諾書院、聖傑靈女子中學、聖公會梁季彜中學、聖言中學、藍田
聖保祿中學、聖公會基孝中學、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及寧波公學。
    此外，為使學生對中學課程有初步認識，本校還邀請中學替本校學生舉辦英文學科問答比賽、文言文及通
識講座等。

大大個簽名網球送贈學校作紀念

小網學員與嘉賓們大合照

    19位羽毛球校隊隊員於2月13
日參與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Big 
Big 小明星」電視節目拍攝，介紹本
校羽毛球校隊，讓學生展現潛能。

學生全神貫注地看示範，投入認真

Road to Wimbledon 
學校探訪及學生工作坊

「Big Big 小明星」
電視節目拍攝

升中銜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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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女子粵語
詩詞獨誦

冠軍 6C許潁琳

三年級女子粵語
詩詞獨誦

亞軍 3D周樂晴

六年級女子粵語
散文獨誦

亞軍 6D李詩樂

粵語詩詞集誦 冠軍
三及四年級

女子組

2017觀塘區小學生護齒
標語及書籤設計比賽

初小組

冠軍 4D劉海蕎

亞軍 4B葉昭彤

季軍 3C余心言

英文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69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三年級女子
英文獨誦

亞軍 3D周樂晴

三年級男子
英文獨誦

亞軍 3D畢睿哲

四年級女子
英文獨誦

亞軍 4E范芷嫣

四年級女子
英文獨誦

季軍 4D孫智欣

五年級女子
英文獨誦

季軍 5E鮑文佳

香港戲劇節
（英文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導演獎

2E陳柏希 2F尹子洛 
3A鄭穎孜 3A陳柏銘 
3C梁柏謙 3D陳諾潼 
3D周樂晴 3D鄺卓晞 
3D吳卓謙 3E黃俊樺 

葉紹微老師

數學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聖公會小學第21屆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個人 金獎 6B葉偉鑫

第29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
九龍東區

季軍
6B葉偉鑫 6D曾卓軒 
6E余信言 6F林日謙

個人
特等獎 6E余信言

一等獎 6B葉偉鑫

2018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小六組
冠軍 6E余信言

特等獎 6B葉偉鑫

小四組 特等獎 4C林子喬

2018香港數學盃比賽 小六組 金獎 6E余信言

2018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 一等獎 6E余信言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決賽

小二組 一等獎 2D朱諾恩

小五組 一等獎 5B何燊鏵

2018 COMO兩岸菁英
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小五組 二等獎 5B陳孝藍

全港數學大激鬥2018 金獎
4A李梓希 5A張舜賢

6E余信言

多元智能盃
心算組 銀獎 1F謝曉鋒 4A李梓希

數學組 總冠軍 6E余信言

2018聯校小學RUMMIKUB
（魔力橋）邀請賽

團體
亞軍

5D李冠諺 6A黃穎峰 
6A陳曉鋒 6B葉偉鑫

季軍
5A張舜賢 6E余信言 
6F方 宏 6F林日謙

個人 一等獎
5D李冠諺 6A黃穎峰 
6F林日謙 6F方 宏

第六屆小學數學棋盤比賽

金獎 6F林日謙

銀獎 4A李梓希 6A陳曉鋒

銅獎 6E 李樂兒

常識

比賽名稱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六屆聖公會小學
聯校機械人

冬季奧運會加強訓練及比賽
（跨科）

冰壺一等獎
4B李君翹 4B嚴鎧熙
4E李君悅 5C羅暘澤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奧運會2018

全場總冠軍

5F陳　博 6E李浚瑋
足球賽季軍

軌道賽亞軍

定向賽亞軍

觀塘區聯校水火箭比賽 冠軍
4F林　盛 5F陳　博
6E李浚瑋 6E吳竟暘

音樂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七屆春雨主題曲
歌唱比賽

高級組獨唱 亞軍 4B葉昭彤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鋼琴獨奏

冠軍 1A賴芊恩

亞軍
1F楊熠肜 2A劉昱希
2A李卓嵐 2A梁 圓 

6A葉倬霖

季軍
3F林心悅 4D黃婧翹 

5D張樂心

聯校音樂大賽2018
低年級歌詠組、

手鐘隊
銅獎 二至三年級

管弦樂團 銀獎 三至六年級

香港國際手鈴
奧林匹克2018

手鈴隊 銅獎 三至六年級

普通話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69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女子組普通話
散文獨誦

亞軍 4D黃婧翹

2018全港小學
普通話才藝比賽

初級組 銀獎 1F楊熠彤 5C黃柏熹 

中級組

金獎 4D黃婧翹

銀獎
3D畢睿哲 3C鄭怡昕 
4D連紹祈 4E范芷嫣

銅獎
3E曾栩政 4A李珮珈

4E潘曉彤

高級組
銀獎 5D簡欣彤

銅獎 5E陳子樂

視藝

比賽名稱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九屆春雨故事由我創比賽
季軍 6A駱詠恩

殿軍 4B黃子瑜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8 銅獎 1C蘇靖朗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2018 一等獎
6A顏子軒 6A駱詠恩
6D陳家俊 6D李詩樂 

6F謝有雙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 一等獎 3E黃俊華 6C李穎琳

第六屆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
美術比賽2017

一等獎 4B黃子瑜

第六屆 I Love Summer 兒童
創作大賽2017（黏土創作）

冠軍 3E黃俊樺

2017觀塘區小學生護齒標語及書籤
設計比賽

亞軍 6C施佳宜

跨科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二十週年
「書情廿載•堅信筆二」

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 最積極參與獎

榮譽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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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組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54屆學校舞蹈節
比賽

小學高年級
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4A莊晨希	4A黃藹欣	
	4B彭逸晴	4D鄧潔瑩		
	4D潘欣喬	4D王曉圻	
	4E陳信盈	4E陳善彤	
	4E符鎧晴	4E盧穎芯		
	4F梁雅然	5A周婉靜	
	5B張滿馨	5B何燊鏵
	5B高穎珊	5E唐灝慈	
	6A談汶希	6B甄詠珊	
	 6E劉長今		

小學低年級組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A伍梓悠	2B鄭怡湉		
	2C麥泳兒	2C黃嘉琪		
	2C翁家晴	2D梁詠欣
	2E廖婧彤	2F王倩悠	
	3B李愷晴	3B黎健婷		
	3C林惠橋	3C黃予菲	
	3D繆雅婷	3E李珈韻	
	3E譚日晴	3F關皓兒		
	 3F劉長平

課外活動龍虎榜
資優組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全港小學英語演講比賽2018
即席演講 冠軍 6F陳悅瞳

備稿演講 冠軍 6A駱詠恩

POSTIES	英文創意
寫作比賽

STAGE	2 全港20強
3D畢睿哲	3D陳諾潼
3D王奕蓓	3D周樂晴

公益少年團

比賽名稱 班別及學生姓名

2018年公益少年團（觀塘區）
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成員

6C張顯華

圖書組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小麥文化創意作比賽2018 初小組 亞軍 3F黃致浠

比賽名稱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九屆香港小特首選舉 全港最後60強 6D李詩樂

（由於獎項眾多，未能一一盡錄）

體育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及學生姓名

OUE	Singapore	youth	international	series	2017
羽毛球比賽

U	13	女單 季軍 5D梁珈穎

中銀香港2017學界羽毛球比賽
雙打 冠軍 5D梁珈穎	6F黃浩然

單打 亞軍 5D梁珈穎	5F王振兆

17-18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
單打 冠軍 5D梁珈穎	6F黃浩然

雙打 亞軍 5D蔡靜賢	6A劉曦韻

17-18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女子組冠軍

17-18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冠軍 6E庾泳棋

聖公會盃四人足球比賽 冠軍

4E余羨睿	6B梁偉恆
6C黎洛軒	6C甄卓惟
6E庾泳棋	6E房家晉

6F吳子溢

17-18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200米 季軍 4D楊芷蒑

男子乙組擲壘球 冠軍 4A劉靖陽

女子甲組擲壘球 季軍 5D梁珈穎

女子乙組擲壘球 季軍 5D蔡靜賢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小學組初賽）（港九）

女丙30秒速度跳 季軍 2F林以安

男丙30秒個人花式跳比賽 季軍 1C麥繼恆

45秒個人花式跳比賽 亞軍 5B胡柏詠

男甲30秒二重跳 季軍 5E黃皓嘉

17-18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男子高級組持棒穿圈 亞軍
4B嚴鎧熙	4E李君悅

4F尹頌熙

男子高級組擲接豆袋 冠軍
4B張栢榮	4B鍾其律
4D簡孝諺	4E佘羨睿

男子初級組跳繩 季軍
2B林曉煥	2B歐　力

2F陳泓治

女子初級組跳繩 冠軍
2C翁家晴	2F林以安

2F劉愛恩

男子高級組跳繩 冠軍
3C彭智燊	4B黃子瑜

4C李振希

女子高級組跳繩 季軍
4A莊晨希	4A黃芷筠

4C黃梓君

賽馬會樂動網球計劃—
Tennis	Rocks	2017網球比賽

暨同樂日

男子單打B1組 亞軍 3E張溢迅

男子單打B1組 季軍 4F林　盛

女子單打A2組 冠軍 5A李子妍

女子單打A2組 季軍 5A莫凱喻

最具體育精神獎 4B張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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