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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我們嚮往的理想校園是怎
樣的？我認為必須在孩子
小 學 畢 業 以 前 培 養 出 他
對 人、 動 物 和 大 自 然 的
情感，以及對自己最起碼
的信心，學校才稱得上有
理想的校園；理想的校園
裏更有悉心關愛學生的老
師，支援學習和以學生為
中心的課程，充滿愛閱讀

氣氛的環境，更重要的是擁有一群有探索求知精神及奮進心的學生。

理想校園必定是優質的。優質的學校是孩子的天堂，他們在這裏常歡
樂，常驚奇，主動地探索，健康地成長。而不斷完善的東莞學校，希
望以陽光校園為理想的目標，意思是學生在被關愛，有成功感，有自
信及被肯定的學習環境中成長，讓學生感受到像家一樣溫暖的感覺；
並以多元智能的活動培養有動力有智慧的孩子；每天生活在燦爛的陽
光下，展露美滿的笑容。

多年來，我們不斷變革，努力建築理想的校園。驀然回首，發現創校
先賢已在校歌中記載了理想的期盼，「以勤為本，以孝持身，盡忠任
事，存誠待人，奮發呀向前！服務社會為人群！」我們期望東莞學校
的畢業生有足夠的知識、良好的品格和積極上進的態度，將來成為回
饋社會的人。

勞子奔校長

上水東莞學校
Facebook 專頁



學習
模式的

轉變—

上水東莞學校全新形象：

我們的願景與使命

We are TKS

在 TKS 我們的使命是致力培養 TALENT 具能力、KNOWLEDGE 有智慧、STRIVE 奮進向前的新一代。

Talent：展現天賦

Knowledge：求知若渴

Strive：勇於奮進

我們幫助學生認識自我、發揮潛能 (Talent)

• 通過多元智能課程及活動，培養學生多元的
興趣及能力

• 建立自信，踏上成功的大舞台
• 開展全人教育，促進身心健康

我們幫助學生明辨真偽、學有所成 (Knowledge)

• 提供兩文三語教學，重視英文
• 鼓勵學生主動探究、勇於解難，運用綜合能力
• 開設多元及實務的學術課程，促進與時並進的教與學
• 營造自主學習的氛圍，激發學生個人探索的興趣和熱情
• 善用校本課程，優化學科，以確保學生獲得豐富的學習

經歷

我們幫助學生突破自我、追求卓越 (Strive)

• 以品德培養為基石，建立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 突破自我，全力以赴為理想奮進
• 自強不息，面對社會的挑戰

十一月，同學們又回到家中
上課。時隔三個月再次在校
園見面，為了慶祝這個開心時
刻，社工為同學預備了「小息
快閃拍照」活動，老師和學生
們都積極參與，記錄了很多歡樂
的面孔，為疫情下的校園增添歡
樂氣氛。

疫情下我們更珍視的校園生活

停 課 多 月，9 月 23
日 終 於 迎 來 第 一 階 段 復

課，老師學生都好開心啊！
終於不用再隔着屏幕見面啦！
好久沒有在走廊上聽到同學們
陣陣的讀書聲，整個校園都充
滿生氣。

為讓同學能遠離病毒，校園內都全面實施
防疫措施，例如進出特別室或體育課前後，
都要求同學消毒雙手，課堂保持適當社交
距離，確保同學都在安全環境下上課。

收 到 學 校 自 家 設 計 的 口 罩 套， 同 學 都
興奮不已呢！

疫情下，雖然我們上課的時數減少了，但我們學
習的時光仍然是愉快的，而且，同學都更珍惜
能回校上課的日子，積極投入於每一個活動中，
老師都感到很欣慰。

「小息快閃拍照」
活動花絮：



芒果大豐收

今年我校的芒果樹大豐收，校長定了 5 月
18 日為芒果日。當日，校工叔叔姨姨辛
勞地把約 1400 個胖嘟嘟的芒果從樹上摘
下來，再由校長、副校長以及服務生向同
學分發，讓全校師生職員都嚐到美味的成
果。我們也希望與校友分享，於是在學校
專頁發起了「芒果數量競猜遊戲」，最接
近的已收到我們送上的心意了。

本校多年來致力建設理想
的學習環境，為學生提供優質教

育，STEM Lab 於本年度落成，需添
置電子器材及設施，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有見及此，本校於 2 月 26 日舉辦了「新春
籌款便服日」，讓各位同學都能為建設一個
更美好的學習環境出一分力。當日，一眾老
師更打扮成動漫角色，與學生同樂，十分熱
鬧。我們亦十分感謝每一位捐款者對學校的
支持，部分捐款芳名見下表：

秋天播種，春天收成。疫情
反覆，栽種期間經歷暫停面授課

三個月，多得校工及恢復面授課的
高年級同學代勞，澆水、施肥、除

草等工作沒有因疫情而中斷。在疫
情下栽種，讓同學們親身體會到校園

內總有願意提供幫忙的好伙伴，而且每
棵生命都很珍貴，值得大家不分你我去照

顧。

新春籌款便服日

班別 學生姓名 捐助金額
1A 蔡子和 600
1A 鍾禮澄 2,010
1A 李正軒 1,000
1A 温緯森 500
1B 陳逸峰 600
1B 蔡菲菲 500
1B 梁寶儀 500
1B 黃坤旭 500
1B 王冠杰 1,000
1B 劉思諾 500
1C 陳芷盈 500
1C 湯皓程 500
1C 湯皓景 500

2B 蔡榕容 600

2B 何萬鑾 500
2B 林潣漮 800
2B 李啟樂 1,050
2B 周晋陞 500

班別 學生姓名 捐助金額
2C 歐陽晉尉 500
2C 陳希子涵 600
2C 李玥 500
2D 許鈞喬 500
2D 唐小桐 500
2D 張羽 500
3A 包煥騰 500
3A 曹宇君 500
3A 張媛 1,000
3A 董憫濃 500
3A 何沛恩 600
3A 廖樂怡 500
3A 林昌熙 500
3A 袁延香 500
3A 劉映辰 500
3B 鄭欣妍 600
3B 田佳緹 500

班別 學生姓名 捐助金額
3C 陳欣霖 700
3C 何昕珏 500
3C 聶劍岳 540
3C 吳嘉俊 500
3C 沈子聰 1,220
3C 蘇舷芝 500
3C 吳華楓 500
4A 陳梓萱 500
4A 黎銘星 500
4B 邱珮雯 600
4B 余浚熙 600
5A 梁灝政 1,030
5A 龍浩然 600
5A 莫一帆 500
5A 吳倩盈 500
5A 鄔宗恒 550

班別 學生姓名 捐助金額
5A 余梓揚 500
5A 張恩琳 500
5A 張沁璇 1,200
5A 鄒卓彦 500
5B 陳佩怡 500
5B 李文甫 3,000
5B 林智塄 2,200
5C 羅鈺龍 500
5D 黃韻文 500
6A 陳裕賢 500
6A 林俊羽 500
6A 聶啟越 500
6B 黃秀慧 600
6C 黃慧欣 500
6D 李峻熙 500
6D 葉逸晨 500



61 年前的東莞學校與現在相比，簡直是煥然一新！
大家想不想知道以前的東莞學校是怎樣的？大家
心中理想的學校又是怎麼樣的？東莞學校一直致
力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培養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它又是不是你心中的理想校園呢？為了更了解
學校的今昔變化，我們請來舊生——溫雯同學和
黃小蔚老師分享他們在東莞學校的點滴。

龔： 你認為你目前就讀的中學與東莞學校最主要的分別是甚麼？

温： 我認為兩者最主要的分別在於教學語言的不同，在東莞學校讀
書時，大多科目都以中文為主，令人更容易理解。然而升上中
學以後，無論是數學科，還是科學科，都主要用英文教學，令
學習過程增添了不少困難。

龔： 你認為現時的東莞學校和以前的有甚麼不同之處？

温： 現在的東莞學校和以前相比，最明顯的不同之處是多了一間
STEM Room，外觀看上去非常漂亮，相信正式落成後可以提
供更多機會讓同學大展身手，參加更多 STEM 活動，發展共通
能力。

龔： 你最喜歡或最掛念東莞學校的甚麼？

温： 畢業至今，我最掛念的是東莞學校的各位老師和同學，所有老
師都非常友善，令我特別難忘的是我六年級的班主任，她同時是
我的中文科老師，對待學生非常親切，我至今仍會與她保持聯絡
呢！我覺得東莞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給予人非常溫暖的感覺。

龔： 你認為怎樣才是一個理想校園？

温： 我認為理想校園講求的是學生能夠全面學習，意指除了向學生提
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外，更能讓學生經歷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
例如學生可以在校內參與各類型活動，發揮個人潛能。

龔： 那麼，東莞學校有甚麼方面符合你所提及的特質？

温： 首先，我覺得東莞學校符合我所提及到的良好學習環境，校內有
各式各樣的植物，還有生態水池，同學們可以從中近距離觀察各
種小動物，例如：魚和青蛙，而校內圖書館有不同類型的書籍讓
同學增進知識。與此同時，東莞學校亦會為學生提供很多有趣的活動，例如：聖誕聯歡會、華服日等，
還有很多課外活動、校隊、興趣班，同學們可按自己興趣參加，豐富自己的小學生活體驗。

龔： 你有甚麼想和學弟學妹説？

温： 我想和你們説：「希望你們在小六的校園生活裏面，在讀書之外都可以盡情玩耍，盡情地追
求自己興趣。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珍惜這段快樂的小學時光！」

訪問對象：温雯
小記者：6B 龔彩煊

家長教師會已於十一月十四日 ( 星期六 ) 上
午舉行會員大會，選出第十二屆家長教師
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除現場投票外，本會
亦同步設有網上會員大會及選舉投票供居
住國內的家長參加。經點票後，9 位候選
人得票均超過半數，順利成為新一屆家教
會委員。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主席 吳  蔚女士（5A 余梓揚家長）
副主席 吳秀珠女士（1B 楊永楠及 4A 楊莉琳家長 )
義務司庫 勞子奔校長
義務秘書 曾翠瑩老師
外務 余鈴娜女士（3C 譚傲殷家長 )、

童愛芳女士（5A 梁灝政家長 )
康樂 吳秀珠女士、鍾雪梅老師
助理康樂 江一靈女士（2C 黃柏翹家長 )、

林曉燕女士（3A 林昌熙家長 )
聯絡 劉曉紅女士（1B 張晉及 3A 張媛家長 )、

周玉英老師
總務 吳  蔚女士、鄭劍雄老師
委員 楊偉玲女士（1B 曾鈺峰家長 )、

袁福英女士（3A 譚家樂家長 )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基礎教
育的融合，今年 4 月 30 日，本

校與深圳市紅嶺小學進行了第一次
線上交流會，拉開了粵港兩地姊妹學

校教育深度交流、學習與合作的序幕。會
議期間，雙方校長互相介紹了教學理念、辦

學特色、校本課程、未來發展方向等方面。本次
活動讓雙方學校都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達成了相

互交流、學習、合作的共識。願疫情早日過去，粵港兩
校能夠線上下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與學習。

姊妹學校交流會



龔： 黃老師好，請問你能否與我們分享以前上學最難忘的
回憶？ 

黃： 我小時候很活潑的，經常在校園散步，四處都可以看
見各種漂亮的景色。而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們小時候
的常識科與現時的不同，以前的科目會細分作三個部
分：「社會」、「科學」、「健教」，當中我最喜歡的是「科
學」，因為可以在課堂上完成各式各樣有趣的小實驗！

龔： 你認為現時的東莞學校和以前的有甚麼不同之處？ 

黃： 我認為兩者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校園設施上。現時課室數量較多，
各種設備亦相對增加，例如：早期的東莞學校既沒有電腦室、圖書
館，更沒有新教學大樓，除了課室外只有一間音樂跳舞室，也沒有
那麼多地方可供我們耕種。除此之外，現在的操場以前是一片田園，
改建後同學們的活動範圍也比我們以前大得多。

龔： 你最喜歡以前東莞學校的甚麼？又最喜歡現時東莞學校的甚麼？ 

黃： 無論是現在或以前的東莞學校，我都非常喜愛。整所學校正正是一個溫
暖的大家庭，雖然身份改變，但依然能夠感覺到老師關心同學，盡責教
導學生的氣氛，彼此相處融洽，關係密切，這種感覺歷久不變，實在難能可貴。

訪問對象：黃小蔚老師

小記者：6B 龔彩煊  理想校園填色設計比賽

隨着 STEM Lab 落成，東莞學
校即將迎來全新面貌。為了解
同學的想法，本校舉辦了「理
想校園填色設計比賽」，讓同
學發揮創意繪出自己心中的理
想校園，讓我們來看看以下優
勝作品吧！

初級組

1B 莫正希 

3B 鄭欣妍 2D 唐小桐 

冠軍

亞軍 季軍

創作理念 :

我想自己設計機器人。

創作理念 :
我希望有一個小涼亭，因為坐裏面可以乘涼，風
來時看着樹葉一片片地落下來，感覺真美妙！

創作理念 :
因為學校沒有韆鞦，所以我想有這樣的一個寧靜
的休憩地方。

龔： 如果要你在校內選擇一樣東西來代表學校，你會選擇甚麼？

黃： 我會選擇學校裏的銅鐘，它很早期就在這裏，陪伴着師生的成長。以前上下課時的鐘聲都是由它發出，每
當上下課時間，工友都會親自敲響它來提醒大家一眾老師和學生，最記得是火警演習時，工友會不斷敲鐘，
聲音特別急速，和現時鐘聲響起的情況大為不同！無論在我讀書時期，還是工作時候，都能看到這個銅鐘
佇立於東莞學校，令我覺得特別有紀念價值。

龔： 你認為怎樣才是一個理想校園？

黃： 我認為最主要有三個條件，第一：要有完善的設備，第二：要
有優良的師資，第三：要有良好的學習氣氛，三者並存自然便
可以營造出一個理想校園。

龔： 那麼，東莞學校有甚麼方面符合你所提及的特質？

黃： 我認為東莞學校都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特別是老師、學生、各
個崗位的職員都互相關愛，相處和諧融洽，共同建立一個友
善的校園環境，學生自然便可在愉快的氣氛下好好學習，探
索興趣。

小記者手記

這次訪問了東莞學校不同時候的舊生，了解到東莞學校的變化，讓人感慨萬千。黃小
蔚老師在訪問過程中更向我展示學校早前出版的 60 週年特刊，令我看見很多以前的
東莞學校的面貌，讓人感受到東莞學校一直與時並進，為學生營造一個理想校園。
我作為一個六年級的學生，現時的我也不免感到有些傷感，不久之後我會離開東莞學
校，走向人生另一階段，不過我會牢記在朝氣蓬勃的東莞學校留下的美好回憶！



全方位

2018-2019 年度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高小組別
卓越智能獎和優異獎 6A 余欣婷

中文

第十三屆滬粵瓊港
「寫作小能手」
現 場 作 文 邀 請 賽 
( 初賽組 )

一等獎 6B 陳蘊男  5B 林佳欣

二等獎 6A 蔡思潁  3C 張柔露

三等獎 6A 蔡嘉澤  6A 孫淑涓
6B 區翠麗  6B 陳沛薇
5A 梁智晴  4A 郭家渝
4A 龔彩煊  4A 庄琬燁
4B 劉祖榮  4B 喬子軒
4C 張極冰 

第十三屆滬粵瓊港
「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總
決賽

優異獎 ( 六年級組 ) 6B 陳蘊男

優異獎 ( 五年級組 )
5B 林佳欣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
「寫作小能手」現
場作文邀請賽（初
賽組

一等獎 4A 劉  榕

三等獎 3A 吳  曦  3B 汪思丹 
4A 吳倩盈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
文 章 展 廊 2018-19
年度第 48 期展覽

十優文章 6B 陳蘊男  5B 陳朗儀 
 6C 敖嘉彤 

2018-2019 年 度 消
防安全標語創作比
賽小學高年級（四
至六年級）

季軍

6C 敖嘉彤

「文化藝術在北區
2018」 - 「北區書
法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6A 林子熙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九學年上學期智
愛中文閲讀平台

金獎
3A 李明熙  2B 余浚熙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九學年下學期智
愛中文閲讀平台

白金獎 6B 曾美瀚

金獎 2B 余浚熙

優秀學員獎 3A 李明熙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七十周年全
港中小學書法比賽

高小組季軍
6B 陳朗儀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
小學中英文硬筆書
法比賽

高級組 - 
優秀入圍獎 6A 陳穎茵

中級組 - 
優秀入圍獎 4B 鄭淇勻

初級組 - 
優秀入圍獎 2A 鄧曉茵

帶 TEEN 童路禮貌·
品格·責任標語創作
大賽 2019

初小組優異獎
3B 張聚源

英文

第七十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 文 獨 誦 小 學 五、
六年級
男子組冠軍

6A 林子熙

學術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8
( 個人獎 )

個人總成績
第二名

6A 張澤恒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8
( 中文科 )

金獎 6A 邱子圓  6A 余欣婷
6A 張澤恒  6B 陳蘊男

銀獎 6A 蔡思潁  6A 陳俊均
6A 李宇鋒  6A 林子熙
6B 胡恒悅  6B 曾美瀚

銅獎 6A 蔡嘉澤  6A 林美雪
6A 黃雪穎  6A 林城宇
6A 鄭雅勻  6B 陳相涵
6B 龔煜涵  6B 梁琬娸
6B 香吉東  6B 詹斯婷
6B 鄭雙欣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9
( 中文科 ) 

金獎 6B 陳朗儀  6B 馬厚謙 
6A 黃宇紳  6B 江楹楹

銀獎 6A 陳穎茵  6A 梁智晴
6B 林康莉  6A 黃思哲
6A 余雪桃  6B 林佳欣

銅獎 6A 裘咏禧  6B 黃鑫媛 
6A 謝   菲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8
( 英文科 ) 

金獎 6A 張澤恒

銀獎 6A 余欣婷

銅獎 6A 蔡思潁  6A 林子熙
6A 林美雪  6B 陳蘊男
6B 香吉東  6B 曾美瀚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9
( 英文科 ) 

金獎 6B 黃鑫媛

銀獎 6A 黃宇紳  6B 葉庭豪

銅獎 6A 陳詩欣  6A 梁智晴
6B 陳朗儀  6B 林康莉 
6A 黃思哲  6B 江楹楹
6B 林蔓菲 

銅獎 6A 張澤恒  6A 林子熙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8
( 數學科 ) 

金獎 6A 余欣婷  6A 蔡思潁
6B 陳相涵  6B 龔煜涵 

銀獎 6A 陳俊均  6A 李宇峰
6A 楊明澤  6B 香吉東
6B 陳蘊男  6B 曾美瀚
6B 鄭雙欣 

銅獎 6A 林美雪  6A 邱子圓
6A 林城宇  6A 鄭雅勻
6B 梁琬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
英大挑戰 2019
( 數學科 ) 

金獎 6A 黃宇紳  6A 伍梓瑋 
6A 梁智晴  6A 余雪桃 

銀獎 6A 黃思哲  6B 陳日駿
6B 江楹楹  6B 黃鑫媛
6B 林康莉 

銅獎 6A 陳詩欣  6B 陳朗儀 
6A 裘咏禧 

學術

Fun Fun Arena - 
香港學科比賽 2020

金獎 1B 莫正希  1B 鄧芷茵

銀獎 5A 香瑞童  3A 林昌熙
2B 周晋陞  1B 劉思諾 
5A 鄔宗恆  3B 陳俊羽
1B 張晉  

銅獎 6A 曾汝樺  5A 王陳雅涵
5A 余梓揚  2B 陳子涵 
6A 尹康力  5A 梁灝政
4B 黃雨霏  2B 李浩然

3A 陳宇淨 3B 陳可楠 

3B 陳可楠 

創作理念 :
我想在學校裏面實
現我的各種願望。

創作理念 :
我想有一片草地，
可以讓同學們種植
和觀察植物的生長。

5A 莫一帆 

6B 龔彩煊 5A 林可盈 

冠軍

亞軍 季軍

創作理念 :

我 希 望 能 建 設 一 個 環
保而高科技的校園。

創作理念 :
我的創作理念是空中校園、呈書本形狀的學校，
每天能看見藍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輪金光燦爛的太
陽，一片片白雲像碧海上的弧帆在晴空飄遊，夢
幻極了！

創作理念 :
我在屋子上畫藤蔓是因為我認為這樣能代表綠色
校園，而韆鞦則希望在小息時可供同學玩耍。

高級組

初級組
優異

初級組
優異

5A 朱梓星 5A 梁灝政 
創作理念 :
我希望校園的氣氛
十分和諧，能為老
師和同學帶來歡樂。

創作理念 :
希望我能在校園裏
享有更多自由和歡
樂。

高級組
優異

高級組
優異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 華
南 賽 區 ) 晉 級 賽
2018

特等獎 6A 張澤恒

一等獎 6B 香吉東  4A 何宜燊

二等獎 6A 林子熙  6B 龔煜涵
6C 陳豪杰  5A 伍梓瑋
5A 余雪桃  4B 李鍾稷
3A 香瑞童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2018

三等獎 6A 劉鎮豪  6A 邱子圓
6B 劉耀城  6A 楊明澤  
5A 黃宇紳  5B 植錦泓
4A 潘建霖  4D 鄒家豪
3A 馮雅詩  3A 梁灝政
3A 李文甫  3A 王彩然
3A 鄔宗恒  3A 張恩琳
3A 鄒卓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全國
總決賽 2018

一等獎 4A 何宜燊

二等獎 5A 伍梓瑋  5A 余雪桃
5A 黃宇紳 

三等獎 6A 林子熙  6C 陳豪杰
3A 李文甫  2A 陳森華 

2019 港 澳 數 學
奧 林 匹 克 公 開 賽
《 港 澳 盃 HKMO 
Open》

金獎 6A 張澤恒  5A 余雪桃
4A 何宜燊  3A 香瑞童 

銀獎 6A 付子恒  6A 李宇峰 
6A 林子熙  6A 莫佳峰
6B 陳蘊男  6B 龔煜涵
6C 陳豪杰  6B 香吉東
5B 黃鑫媛  3A 鄔宗恒
3A 張恩琳  3A 李明熙
2A 汪思丹 

銅獎 6A 楊明澤  6A 陳俊均
6B 陳相涵  6C 鄭雅泳
5A 伍梓瑋  5A 蔣其佑
5A 黃宇紳  5B 植錦泓
5B 葉庭豪  5B 黃 鈞
5B 陳朗儀  5B 陳奇隆
4B 劉祖榮  4A 林智遠
4B 喬子軒  3A 張毅翔
3A 王彩然  3A 吳倩盈
3A 梁灝政  3A 林汝庭
3A 馮雅思  2A 陳森華 

2019 亞 洲 國 際 數
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杯晉級賽

金獎 6A 張澤恒  4A 何宜燊

銀獎 6C 陳豪杰  5A 伍梓瑋
5A 余雪桃  3A 鄔宗恒
3A 香瑞童 

銅獎 6A 陳俊均  6A 林子熙
6B 香吉東  5A 黃宇紳
5B 黃鑫媛  3A 王彩然
3A 張恩琳  2A 汪思丹 

2019 「華盃」數學
奧林匹克全國聯合
競賽（香港賽區）

特等獎 6B 香吉東  5A 黃宇紳

一等獎 5A 伍梓瑋

二等獎 6A 陳俊均  6B 陳相涵
6B 龔煜涵  5A 余雪桃 

三等獎 6A 邱子圓  6A 林子熙
6A 付子恒  6A 楊明澤
6B 劉耀城 

2019 優數盃國際數
學大賽 ( 選拔賽 )

一等獎 6B 香吉東  6B 劉耀城
3A 香瑞童 

二等獎 6C 陳豪杰

常識

2018 北區小學生
國情及基本法
問答比賽

季軍 6A 黎思琦  6A 邱子圓
6A 余欣婷  6A 張澤恒
6B 陳蘊男 

2019 北區小學生
國情及基本法
問答比賽

冠軍 6A 黃一淼  6B 葉庭豪
6C 張昊然  5B 林智遠 
6A 黃思哲  6B 陳朗儀
5A 何宜燊 

2019 香港小學
科學奧林匹克

金獎 6A 蔡思穎  6A 陳俊均

銀獎 6A 李宇鋒

銅獎 6B 龔煜涵  6B 鄭雙欣

參與獎 6B 曾美翰

2020 北區小學生
基本法及國情知識
問答比賽

殿軍 6C 張卓凡     6C 楊昇霖
6D 陳詩思     6D 李峻熙
6D 張極冰

資訊科技

2018-2019 北區
小學 STEM 比賽

季軍 6A 余欣婷  6A 莫佳峰
6A 張澤恒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JSIT) –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
錦標賽

循線速遞分流賽一
等獎

6A 蔡嘉澤  6A 張善恒
6B 吳嘉樺 

e2Sports《塊學聯
盟》 X 香港 01《武
備志》公開賽 2019

冠軍 5A 余雪桃  5B 林康莉

2019 年塊學聯盟校
際比賽決賽

冠軍 6B 陳蘊男  5A 余雪桃 
5B 林康莉  6B 曾美瀚
5B 陳朗儀 

音樂

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

小學組 13 歲或以下
高 音 牧 童 笛 獨 奏 – 
優良

6A 林子熙

四級鋼琴獨奏 – 優良 6A 林子熙  5A 陳詩欣

三級鋼琴獨奏 – 優良 6B 伍熙藍

箏獨奏初級組 – 良好 6B 吳筱妤 

小學組 10 歲或以下
高 音 牧 童 笛 獨 奏 – 
良好

5A 陳雅婷  5A 黃字紳
5A 梁 優  5B 林康莉

一級鋼琴獨奏 – 優良 5C 陳凱晴

二級小提琴獨奏 – 
優良

5A 黃一淼  3A 伍岱琳

二級鋼琴獨奏 – 優良 5A 黃一淼  3A 伍岱琳

一級鋼琴獨奏 – 優良 3B 伍佩霖

2019 第六屆香港亞
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兒童高級組第四名 6A 林子熙

普通話

第七十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
散文獨誦亞軍 4B 梁霆軒  3A 李文甫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季軍

3A 余梓揚

小學五、六年級
散文獨誦優良

5B 瑪雅媚

小學五、六年級詩詞
獨誦優良

6A 黎思琦  6A 吳筱妤

小 學 三、 四 年 級 散
文獨誦優良

4B 方來伊  4B 朱 鴻

數學

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AIMO)( 泰國 )

金獎 6A 張澤恒

銅獎 6A 林子熙  6B 龔煜涵

華夏盃中港澳台數
學交流賽 2018(
台灣 )

一等獎
6A 林子熙

亞太菁英數學交流
營海外總決賽
( 台灣 )

優異獎
6A 林子熙

第五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團體賽第八名 6A 張澤恒  6A 林子熙
6B 香吉東  6B 龔煜涵 

個人賽金獎 6A 張澤恒  6B 香吉東

銀獎 4A 何宜燊

銅獎 6B 龔煜涵  6B 陳相涵
5A 黃宇紳  5A 伍梓瑋
5A 余雪桃  5A 蔣其佑 

優異獎 6A 林子熙  6A 陳俊均
6A 李宇峰  5B 黃    鈞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
學挑戰賽決賽

團體賽首六十名 6A 林子熙  6A 張澤恒
6B 龔煜涵  6B 香吉東

個人賽首六十名 6A 張澤恒 

英文

第七十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 文 獨 誦 小 學 五、
六年級
男子組亞軍 

5A 黃宇紳

英 文 獨 誦 小 學 五、
六年級
男子組季軍 

5B 葉庭豪

英 文 獨 誦 小 學 一、
二年級
男子組季軍

2B 余浚熙

優良 6A 張澤恒  6B 陳蘊男
5A 吳文恩  5A 梁智晴
4A 張樂然  4B 陳健鵬
3A 林可盈  3B 薛定謙
2A 馬榕禧  6B 吳嘉樺
5A 袁樂潼  5A 黃思哲
5B 謝睿琳  4A 何宜燊
3A 劉 榕  3A 馮雅詩
2A 汪思丹  2B 謝子軒

英 文 獨 誦 小 學 五、
六年級
男子組亞軍

6B 葉庭豪

英 文 獨 誦 小 學 三、
四年級
男子組亞軍

3B 余浚熙

優良 6A 梁智晴  5A 何宜燊
5B 林智遠  5A 尹康力
5A 張樂然  4A 林可盈 

2018-19 Asian 
English Usage 
Contest & 
2019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Invitational 
Contest 

Bronze Award

6A 楊明澤

i-learer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Gold Award 2B 余浚熙

數學

教育評議會
風采中學 - 
北區小學數學
比拼日

全場總亞軍 6A 張澤恒  6A 楊明澤
6A 盧俊豪  6B 陳相涵
6B 林子熙  6B 劉耀城 
6A 付子恒  6A 邱子圓
6B 香吉東  6B 龔煜涵
6B 陳俊均  6C 陳豪杰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 香港 ) 初賽 2018

一等獎 6A 張澤恒  6B 香吉東
3A 香瑞童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 香港 ) 初賽 2018

二等獎 6A 林子熙  6A 付子恒
6A 楊明澤  6B 陳相涵
6B 龔煜涵  6B 劉耀城
6C 陳豪杰  5A 余雪桃
5A 伍梓瑋  5B 陳朗儀
4A 何宜燊  4A 潘建霖
3A 馮雅詩  3A 林汝庭
3A 吳倩盈  2A 汪思丹 

三等獎 6A 邱子圓  6A 陳俊均
6A 劉鎮豪  6A 李宇鋒
6A 蔡家寶  6C 鄭雅泳
5A 黃宇紳  5A 黃鑫媛
5B 吳澤霖  5B 植錦泓
5C 紀錦填  4A 曾汝樺
4A 尹康力  4A 陳秋彤
4A 王源明  4A 林智遠
4A 曾嘉俊  4B 陳健鵬
4B 吳俊宇  4B 陸錦豪
4B 李鍾稷  4B 喬子軒
4D 鄒家豪  3A 王彩然
3A 鄔宗恒  3A 梁灝政
3A 李明熙  3A 李文甫
3A 張恩琳  3A 鄒卓彦
3A 張毅翔  2A 陳森華
2B 徐家睿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 香
港 ) 初賽 2019

一等獎 6A 伍梓瑋  1D 周晋陞 
5A 何宜燊 

二等獎 6A 黃宇紳  6A 余雪桃
4A 香瑞童  4A 梁灝政
4A 余梓揚  4A 張毅翔 
6A 蔣其佑  5A 曾汝樺
4A 林汝庭  4A 鄔宗恒
4A 張金淞  

三等獎 6A 陳穎茵  6A 梁智晴
6A 謝杭錡  6C 紀錦填
5A 李鍾稷  5A 尹康力
5A 曾嘉俊  5B 劉祖榮
5B 陸錦豪  5B 楊天宇
5D 唐永基  4A 吳倩盈
4A 張恩琳  4A 王陳雅涵
4B 楊文迪  4C 金浩斌
3A 陳星璡  3A 吳 曦
3B 劉 澤  2A 林智鋮
2B 劉濟愷  2B 張煜寬
1B 黃春霖  1C 林紫櫻
6A 黃思哲  6A 裘咏禧
6B 植錦泓  5A 陳秋彤
5A 潘建霖  5A 孫嘉琪
5B 侯克勤  5B 劉嘉謙
5B 王源明  5C 鄒家豪
4A 馮雅詩  4A 王彩然
4A 姚家俊  4A 鄒卓彦
4B 葉英豪  4C 林智彪
3A 鄭凱萱  3A 楊雨澤
3B 汪思丹  2B 陳俊羽
2B 楊永樂  2C 陳卓謙
1B 邱子翔  1C 趙人翊 



體育

2019 屯門區兒童
田徑錦標賽

60 米 亞軍
壘球 亞軍

3B 龍浩然

200 米 亞軍 3C 范順軒

4 X 100 米接力 季軍 3A 梁灝政  3A 葉英豪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2019 北區分齡
田徑比賽

男子 E 組 跳高 冠軍 5D 陸維譽

男子 E 組 跳遠 季軍 5C 鄭 濤

男子 F 組 60 米 冠軍
男子 F 組 100 米 冠軍
男子 F 組 壘球 冠軍

4C 龍浩然

男子 F 組 60 米 亞軍
男子 F 組 100 米 亞軍

4B 陳俊穎

女子 E 組 200 米 亞軍 6A 陳 華

女子 F 組 60 米 季軍 4B 莊佳穎

男 子 E 組 4X100 米 
冠軍

5A 曾嘉俊  5A 朱宇彬 
5C 鄭 濤  5D 陸維譽

男 子 F 組 4X100 米 
冠軍

4A 莫一帆  4C 范順軒 
4B 陳俊穎  4C 龍浩然

女 子 F 組 4X100 米 
冠軍

4B 莊佳穎  4C 陳佩渝 
4C 李瑞珺  3B 朱宇珊 

簡易運動大賽 - 
IAAF 兒童田徑
比賽

A 級方程式  冠軍 3A 葉英豪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3C 張琳智
2A 張聚源  2B 楊雨澤 

跳立定跳遠 季軍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3C 張琳智  2B 楊雨澤 

團體獎 ( 甲組 ) 
優異獎

3A 梁灝政  3A 葉英豪
3A 朱梓星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3C 范順軒
3C 莫一帆  3C 張琳智
2A 陳森華  2A 萬一桐
2A 張聚源  2B 劉 澤
2B 楊雨澤  2B 余浚熙
2B 朱宇珊 

救 世 軍 石 湖 學 校
2018 - 融合接力邀
請賽

4x100 接力 融樂盃 
殿軍

6D 胡駿宇  4C 鄭 濤 
5B 黃 鈞 

救 世 軍 石 湖 學 校
2019 - 融合接力邀
請賽

4x100 接力 融樂盃 
冠軍

6B 陳日駿  5C 鄭 濤 
5A 曾嘉俊 

鳳溪第一中學 -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4x100 接力 
冠軍

6B 陳蘊男  5A 陳 華 
6B 歐琨瑩  5B 溫 雯 

男子組 4x100 接力 
亞軍

6D 吳華宇  5B 陳日駿 
6D 丁晉杰  4A 曾嘉俊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
學 – 小學接力
邀請賽

女子組 4X100 米
接力 冠軍

6B 陳蘊男  5A 陳 華
5A 余雪桃  5C 成婉珊

男子組 4X100 米
接力 季軍

5B 陳日駿  5B 黃 鈞
4A 曾嘉俊  4C 鄭 濤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
玄學院第二中學 – 
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4X100 米
接力 殿軍

6B 陳蘊男  5A 陳 華
5A 余雪桃  5C 成婉珊

第四十一屆元朗區
舞蹈比賽

銀獎 6A 黎思琦  6A 楊心怡
6A 鄭雅勻  6B 何堃煥
6B 吳筱妤  6B 曾美瀚
6D 黃如意  5A 陳雅婷
5A 陳詩欣  5A 崔淯淇
5A 梁 優  5A 胡洛兒
5A 謝 菲  5B 麥可欣
4A 曾汝樺  4B 張倩雨
4B 朱 鴻  4B 方來伊
4B 黃曉彤  4B 廖 音
4B 徐梓琦  4B 楊詩琪
4C 黃慧敏  4C 黃慧欣
4C 張欣妍  4C 朱 洛

體育

第四十二屆元朗區
舞蹈比賽

銀獎 6A 陳雅婷  6A 崔淯淇
6A 謝 菲  5A 曾汝樺
5A 余秀儀  5D 張欣妍
4B 胡沁芮  4B 鄭淇勻
4C 陳佩渝  4A 王陳雅涵 
6A 陳詩欣  6A 梁 優
6B 麥可欣  5A 徐梓琦
5C 黃慧敏  5D 朱 洛
4A 黃雪欣  4B 梁煒林
4B 莊佳穎  4C 李瑞珺

第五十五屆
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
舞（群舞）
優等獎

6A 黎思琦  6A 楊心怡
6A 鄭雅勻  6B 何堃煥
6B 吳筱妤  6B 曾美瀚
6D 黃如意  5A 陳雅婷
5A 陳詩欣  5A 崔淯淇
5A 梁 優  5A 胡洛兒
5A 謝 菲  5B 麥可欣
4A 陳秋彤  4A 曾汝樺
4B 張倩雨  4B 朱 鴻
4B 方來伊  4B 黃曉彤
4B 廖 音  4B 徐梓琦
4B 楊詩琪  4C 黃慧敏
4C 黃慧欣  4C 張欣妍
4C 朱 洛  4D 黃秀慧

第五十六屆學校
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6A 陳雅婷  6A 崔淯淇
6A 謝 菲  5A 曾汝樺
5A 余秀儀  5D 張欣妍
5D 朱 洛  4B 胡沁芮
4B 鄭淇勻  4B 莊佳穎
4C 陳佩渝  6A 陳詩欣
6A 梁 優  6A 胡洛兒
6B 麥可欣  5A 徐梓琦
5C 黃慧敏  4A 王陳雅涵
4A 黃雪欣  4B 梁煒林
4C 李瑞珺 

2019 盐田杯青少年
體育舞蹈 ( 國際舞 )
邀請賽

一等獎 5A 陳詩欣

第 21 屆 廣 東 省 體
育舞蹈錦標賽

三等獎 5A 陳詩欣

2018 - 2019 年度 
北區小學
校際水運會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6A 楊明澤  6B 陳 早
6C 何偉樂  6B 梁梓賢
6C 黃家輝  6C 姚澧希
5A 陳逸朗  5D 彭偉程
4A 曾嘉俊  2A 黎銘星
2A 文寶德 

男子乙組 總團體 
亞軍

5B 吳璟希  5C 黃子軒
5C 陳科言  5C 戴皓政
4B 林智遠  4C 梁柏豪 

男 子 甲 組 4X50 米 
四式接力 
殿軍

6B 梁梓賢  6B 陳 早
6C 文寶德  6C 何偉樂
4A 曾嘉俊 

男 子 甲 組 4X50 米 
自由式接力
季軍

6A 楊明澤  6C 姚澧希
6C 黃家輝  5A 陳逸朗
5D 彭偉程  2A 黎銘星 

女 子 甲 組 4X50 米 
自由式接力 季軍

6A 劉海倫  6A 鄭雅勻
5C 陳凱晴  5B 温 雯
2B 鄭凱萱 

男 子 乙 組 4X50 米 
自由式接力 季軍

5B 吳璟希  5C 黃子軒
5C 陳科言  5C 戴皓政
4B 林智遠  4C 梁柏豪 

男 子 甲 組 100 米 自
由泳冠軍

6B 陳 早

體育

2018 - 2019 年度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總團體 
亞軍

6A 黎思琦  6B 歐琨瑩
6B 陳蘊男  6C 敖嘉彤
5A 余雪桃  5B 溫 雯 

女子乙組 總團體 
優異

5A 陳 華  5A 黃語晴
5A 胡洛兒  5C 成婉珊
4A 郭穎頤  4A 庄琬燁 

男子丙組 總團體 
季軍

4A 朱宇彬  4C 鄭 濤
4C 陸維譽  4D 廖聖暉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女子甲組 60 米 季軍 6B 陳蘊男

女子甲組 跳高 冠軍 6B 歐琨瑩

女子特組 鉛球 亞軍 6D 陳紫晴

女子乙組 200 米 
冠軍

5A 陳 華

男子乙組 100 米 
季軍

5B 陳日駿

女子丙組 跳遠  季軍 4C 黃子漩

男子丙組 60 米 亞軍 4C 鄭 濤

男子丙組 跳遠 亞軍 4C 鄭 濤

男子丙組 60 米 殿軍 3B 龍浩然

女 子 甲 組 4X100 米
接力 亞軍

6B 陳蘊男  6B 歐琨瑩
5A 余雪桃  5B 溫 雯 

女 子 乙 組 4X100 米
接力 季軍 

5A 陳 華  5A 黃語晴
5C 成婉珊  4A 庄琬燁 

男 子 丙 組 4X100 米
接力 季軍

4C 陸維譽  4C 鄭 濤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女子甲組  團體 優異

男子乙組  團體 季軍

男子丙組  團體 亞軍

傑出運動員

女子特組 100 米 
冠軍 ( 破大會紀錄 )

普通話

第七十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優良

4A 王源明  3A 陳佩怡
3A 吳倩盈  3A 王陳雅涵
3A 鄔宗恒  3A 葉英豪
3A 張毅翔  3B 伍佩霖

小學一、二年級
散文獨誦優良

2B 尹夢然  1B 何昕珏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優良

2A 陳森華  2A 張聚源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良好

1C 吳柏橋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亞軍

4A 李文甫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2B 黃裕玲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良好

4A 鄔宗恒

小學五、六年級
散文獨誦 良好

5A 余秀儀

第二十屆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8

新界區初賽中小組 -
優異

3A 李文甫

培生校際朗誦
比賽 2019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優異

4A 張毅翔  3B 劉 澤

體育

2018 - 2019 年度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組 鉛球 冠軍 6A 余雪桃

女子特組 400 米 
冠軍

6B 溫 雯

女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6A 陳 華

男子甲組 跳高 冠軍 5A 曾嘉俊

男子乙組 跳遠 冠軍 5C 鄭 濤

男子乙組 60 米 季軍 5C 鄭 濤

男子乙組 跳高 亞軍 5D 陸維譽

男子丙組 60 米 冠軍 4B 陳俊穎

男子丙組 100 米 
冠軍

4C 龍浩然

男子丙組 壘球 季軍 4C 龍浩然

男子丙組 跳遠 殿軍 4C 范順軒

男 子 乙 組 4X100 米
接力 殿軍

5A 朱宇彬  5D 廖聖暉 
5C 鄭 濤  5D 陸維譽

男 子 丙 組 4X100 米
接力 季軍

4A 莫一帆  4C 范順軒 
4B 陳俊穎  4C 龍浩然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
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 甲 4X100 米 接 力 
亞軍

6A 陳蘊男

男 丙 4X100 米 接 力 
亞軍

4C 鄭 濤

2018 大埔區分齡
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跳高 冠軍 6B 歐琨瑩

男子甲組 跳高 冠軍 6A 文謙誠

女子甲組 60 米 亞軍 6B 陳蘊男

女子甲組 100 米 
亞軍

6B 陳蘊男

女子乙組 200 米 
季軍

5A 陳 華

女子乙組 跳遠 亞軍 4A 郭穎頤

男子丙組 60 米 亞軍 4C 鄭 濤

男子丙組 100 米 
亞軍

4C 鄭 濤

男子丙組 壘球 亞軍 3B 龍浩然

2018 屯 門 區 分 齡
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60 米 季軍 6B 陳蘊男

女子甲組 100 米 
季軍

6B 陳蘊男

男子丙組 60 米 冠軍 
* 破大會紀錄

4C 鄭 濤

男子丙組 跳遠 季軍 4C 鄭 濤

男 子 甲 組 4X100 米
接力 季軍

6A 文謙誠  6D 丁晉杰
6D 吳華宇  4A 曾嘉俊

女 子 甲 組 4X100 米
接力 季軍

6B 陳蘊男  6B 歐琨瑩
6D 敖嘉彤  5B 溫 雯

男 子 丙 組 4X100 米
接力 亞軍

4A 朱宇彬  4C 鄭 濤
3B 陳俊穎  3B 龍浩然 

2019 屯 門 區 兒 童
田徑錦標賽

鉛球 季軍 6B 楊祖琪

跳高 殿軍 6A 余欣婷

200 米冠軍
60 米 亞軍

5A 陳 華

200 米 殿軍 5B 馬厚謙

壘球 亞軍 5C 成婉珊

跳遠 冠軍 4C 黃子漩

60 米 亞軍
跳遠 季軍

4C 鄭 濤

100 米 季軍 3B 陳俊穎



體育

2018 - 2019 年度 
北區小學
校際水運會

男子甲組 50 米
自由泳冠軍

6B 陳 早

男子甲組 50 米
蝶泳季軍

6C 何偉樂

男子甲組 100 米
自由泳殿軍

6C 何偉樂

男子甲組 50 米
背泳殿軍

6A 楊明澤

男子乙組 50 米
自由式殿軍

5B 吳璟希

男子乙組 100 米
蛙式殿軍

5B 吳璟希

男子乙組 50 米蛙
亞軍

5C 黃子軒

男子乙組 50 米蝶式
季軍

4C 梁柏豪

男子丙組 50 米蛙
季軍

3B 林智彪

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男子 200 米蝶泳 H、
I 混合組 12 歲以下亞
軍

6C 何偉樂

男子 50 米胸泳 I 組
9-10 歲季軍

5B 吳璟希

大埔分齡游泳比賽 
2019

男 子 8 歲 以 下 100
米蝶泳亞軍

2B 黃鈺銜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小學組 季軍 6A 蕭有志  6A 付子恒
6B 楊祖琪  6D 黃逸晞 

女子小學組 亞軍 6A 邱子圓  6B 歐焜瑩
6B 龔煜涵 

明愛粉嶺
陳震夏中學 – 
第十一屆小學
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碗賽 亞軍 6A 蕭有志  6A 李宇鋒
6B 楊祖琪  6D 胡駿宇
4A 張宇林  4C 梁柏豪 
6A 付子恒  6B 鄭雙欣
6D 黃逸晞  5B 吳璟希
4B 陸錦豪  4C 張卓凡 

女子組 盃賽 季軍 6A 邱子圓  6B 歐琨瑩
6B 龔煜涵  6B 陳蘊男 
6B 胡恆悅  6B 伍熙藍
6B 曾美瀚 

全港速度競技
挑戰盃 2018

六年級組 30 秒
全轉跳 冠軍

6A 文謙誠

六年級組 30 秒
雙腳跳 亞軍

6B 劉梓洋

六年級組 30 秒
交叉跳季軍

6B 李珺婷

五年級組 30 秒
開交叉腳跳亞軍

5B 謝雨軒

五年級組 30 秒
雙腳跳季軍
五年級組 30 秒
單車步亞軍

5C 張昊然

五年級組 30 秒
二重跳冠軍
五年級組 30 秒
提膝雙腳跳亞軍
五年級組 30 秒
單車步亞軍

5D 譚詠心

體育

全港速度競技
挑戰盃 2018

五年級組 30 秒
全轉跳亞軍
五年級組 30 秒
開交叉腳跳季軍

5D 趙俊杰

三年級組 30 秒
雙腳跳冠軍
三年級組 30 秒
提膝雙腳跳冠軍

3A 劉 榕

賽馬山扶輪社盃全
港 小 學 跳 繩 比 賽
2019

女子乙組 
雙人橫排跳 亞軍

3A 劉 榕

香 港 中 小 學 花 式
跳繩聯賽 - 元朗盃
2019

男子新秀組 30 秒
單車步 季軍

6C 張昊然

2018 龍崗區第五屆
運動會擊劍比賽

U12 男子重劍 亞軍 6D 高映川

香港騰龍扶輪社國
際劍擊邀請賽

U12 男子重劍 亞軍 6D 高映川

2019 年度劍藝會
聯賽 ( 第一站 )

U12-14 男子重劍
季軍

6D 高映川

恆生校園乒乓球訓
練計劃聯校友誼賽

團體賽季軍 5A 蔣其佑  5B 黃鑫媛
5B 麥可欣  5B 黃 鈞
4A 曾嘉俊 

視藝

2018-2019 年 度 消
防安全填色創作比
賽小學高年級
（四至六年級）

亞軍 6B 梁梓賢

季軍 5A 梁智晴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會 - 藍天綠地
在香港板畫設計
比賽

優異獎 6A 邱子圓  6C 梁梓賢
6B 陳蘊男  6B 區翠麗
6B 詹斯婷 

粉領基督聖召會 － 
和平之境降人間親
子創作填色比賽

亞軍 4B 張柔露

優異 6D 譚詠心  6D 李彥璐

無塑北區小學
繪畫比賽

亞軍 3A 馬榕禧

北區公民教育委員
會及北區民政事務
處合辦－有禮守法 
北區共榮 填色比賽
2020

冠軍 5A 莫一帆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會－藍天綠
地在香港－花鳥蟲
魚親子填色比賽
2020

優異獎 1B 莫正希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香港海洋生態保育
填色比賽、海報及
標語設計比賽 2021

優異獎 1B 莫正希

其他

第八屆青少年德育
勵進盃全港校際圍
棋錦標賽

小六年級亞軍 6B 張澤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