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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年度要結束了，學校本年度的主題為「身心正
向，愉快成長」。我們希望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學生
明白愉快的生活來自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培養他們有正
面樂觀的態度。

就如「半杯水」的比喻，我們會因為只得半杯水而埋怨？
還是會為擁有半杯水而感到滿足和幸福？同樣是半杯水，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快樂與否不是取決於我們擁
有多少，而是由我們的主觀看法所決定。物質能讓我們
有舒適的生活，但也可成為痛苦的根源，無止境的追求
會使我們成為物質的奴隸，受到束縛，沒有自由，何來
快樂？故此，我們需要調整對物質的態度，為自己所擁
有的感恩並且珍惜，以心靈滿足取代物質滿足。

另一方面，在人際關係或情感上的滿足，也可由我們主
觀意志所決定。讓我們看看以下一則故事：

有一個單身女子剛搬了家，她發現隔壁住了一戶窮人家：
一個寡婦和她的小孩子。有一個晚上，那一帶忽然停電，
那位單身女子取出了蠟燭正準備點燃的時候，忽然聽到
有人敲門。原來是隔壁鄰居的小孩子，只見他緊張地問：

身心正向 愉快成長

「姨姨，請問你家有蠟燭嗎？」女子心想：「他們竟窮到連
蠟燭都沒有！千萬不要借給他們，免得被他們依賴了！」
於是，對孩子吼了一聲說：「沒有！」正當她準備關門時，
那窮小孩展開關愛的笑容說：「我就是擔心你沒有！」說
完，竟從懷裏拿出兩根蠟燭，說：「媽媽和我怕你一個人
住沒有蠟燭，所以把這兩根送給你。」此刻女子自責，感
動得熱淚盈眶，將那小孩緊緊地抱在懷裏。

與人建立和諧的關係，也可取決於我們有沒有故事中那
位窮小孩和他媽媽這種大愛的精神，不計較，付出不望
回報。如果人人都可以這樣互助互愛，世界會變得更加

美好！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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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烤鴨宴（林靖）

參觀過後，同學在車上呼呼大睡，滿心期待着那富有北京特色

的晚餐——北京烤鴨宴。

下車後，同學都飢腸轆轆，如箭一般奔向餐館。當我們看到烤

鴨師傅在為鴨子切片時，所有人都目不轉睛，垂涎三尺，並忍

不住「嚓卡、嚓卡」地按下相機的快門。 

「美食送到！」同學們看見桌上擺着白色的、圓圓的麵皮，還

有葱、切了的烤鴨片和醬汁……都不知怎樣吃才好。經過老師

的講解，我們知道了吃烤鴨的方法。老師說：「首先將麵皮放

在碟子上，然後塗上美味的醬汁，最後放上烤鴨和葱，把麵皮

包好，便……」

老師的話還沒說完，同學們就已經狼吞虎嚥地吃着了。這些

「饞嘴貓」轉眼間便把眼前的烤鴨吃過精光。

晚飯結束了，所有「饞嘴貓」都滿「腹」而歸，返回酒店休

息，準備第二天精彩的旅程。

遊京拾趣

快樂時光（甄詠芯）

參加北京交流團後，不但增長了我對祖國的認識，也讓我

和內地的學生結成了好朋友，這經驗令我感到難以忘懷。

記得出發前，我們忙於準備禮物送給當地的學生，我們三

挑四選，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具有香港特色的禮物。到了

交換禮物的環節，我們都收到別具特色的「紀念品」，雙

方都樂不可支呢！

之後，當地的老師帶我們到了廣闊的操場，特意為我們準

備一節別開生面的體育課！老師突然播放音樂，我們的身

體不由自主地隨着節拍擺動。在艷陽高照下，大家都汗流

浹背，笑聲響徹雲霄。

接着，老師拿出了一個毽子，做出各種靈巧的動作，讓我

們看得目不轉睛，佩服得五體投地。由於我們不善於踢毽

子，所以我們的踢毽子動作都十分滑稽，令人笑破肚皮。

光陰似箭，短短半天的交流學習眨眼就結束了。當地老師

還熱情地把毽子送給我們，讓我們留住這寶貴而愉快的時

光。現在每當我看到擺在書桌上的那枚毽子，腦海中便會

浮現出北京新朋友的身影呢！

我成功了！（黃杜豔）

「空氣實在是太清新了！」欣喜若狂的我興奮得手舞足蹈，

那裏的風景簡直像仙境一樣美。你猜猜那究竟是甚麼地方？

沒錯！那便是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了。

踏上萬里長城的石階，發現長城果然是名不虛傳。每一個角

落、每一步階梯、每一塊石頭，都是那麼鬼斧神工，身在其

中，真讓人驚歎古代中國歷史、文化、建築的偉大，也令人

忍不住讚歎當時人民的智慧。

萬里長城景色十分壯觀，那裏的梯級一步一步直上雲霄，像

是一把尺一樣直。原來在隊中一直一馬當先的我越走越慢，

北京填鴨的製作過程簡單：「白布」其實
是薄餅，在其上放鴨肉片、京蔥、青瓜、及
甜醬等配料，包起來吃便是了！兩地學生交流後，互贈紀念品留念

越走越膽怯，後來更是提不起勁。我心急如焚，猶如熱鍋上

的螞蟻一樣，着急地想着：難道我因為害怕而在這裏停滯不

前嗎？突然……

我朝城牆往外看，那蔚為奇觀的壯麗山河正好映入眼簾，把

我深深地吸引着了。那山河景色有如為我注入了一支強心

針，讓我振作起來，下定決心向長城高處攀登！一步、一

步、一步……

「成功啦！」我激動地歡

呼着，想不到自己竟然能

夠成功登上萬里長城。在

長城高處往下望，彷彿大

地在我腳下，好不威風！

「不到長城非好漢」，今

天，我成功當上好漢了！

此行過後，大家都成了「好漢」！

2



Students practise running stitch

Students edit 
their story on 
iMovie.

Once Upon a Tale was a bespoke gifted programme 
designed for twenty P2-P3 students who are high-achievers 
in English. Its aims are threefold. First, it fosters students’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emotional growth through story-
telling. Second, it reinforces students’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rd, it builds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sense of fulfilment in English reading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

The programme covered a number of essential topics such 
as what makes a good story, different story-telling skills and 
how to make the written story come alive. It also introduced 
famous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itles such as the works of 
Julia Donaldson, Dr Seuss, Eric Carle, Tony Ross. Students 
not only had chances to explore these stories but also had 
fun re-telling them in a story-teller’s voice. 

The out-reach performance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me 
was a highlight, too. After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eight 
story-telling workshops, students used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erve two kindergarten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performance was structur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students performed a drama based on the Gruffalo by 
Julia Donaldson to the kindergarten children. After that, they 
became MCs and held a pop quiz checking th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erformance was group story-
telling. Each of our students became an independent 
story-teller and read his or her book to a group of five to six 
children whose English levels were diverse. Hence, students 
changed their story-telling skills to suit the audience’s 
needs. Students also had to maintain interaction with them 
on their own. Some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y, some 
led reading-aloud and some talked about reading habits. It 
allowed our students to gain hands-on experience in story-
telling, to practise what they learned,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share the love of reading with their younger peers. 

Once upon a tale

An exciting initiative was set up this year for high-flying 
KS2 students. The English Odyssey group was created 
in order to prepar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excel 
in secondary school. The goal i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come creative, critical thinkers who can adapt to new 
challenges and situations, and navigate a variety of 
social situations.

To achieve this the school NETs have designed an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skills-based course for 
students. Lessons focus on one primary skill at a time, 
and are structured in a way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secondary skills and core values, like perseverance, 
observation and analytical skills.

The first topic covered was filming and editing. Students 
learnt how to plan and capture the footage they 
needed, before editing it together smoothly. The next 
lessons challenged students to create a storyboard 
and retell the adventures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adding 
sound effects afterwards. Each student managed to 
create a unique version of the story using both practical 
and special effects.

While the main skill taught was filming and editing, 
students also trained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and 
observation skills. They also trained their persever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beauty.

The most recent topic has been sewing. Students learnt 
how to thread a needle and sew running stitch and 
backstitch. After practicing diligently, students were 
challenged to create a triangular juggling chicken. 
Students were thrilled, and approached the task with 
real enthusiasm and success.

While the main skill taught was sewing, students also 
trained their fine motor skills,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hand-eye coordination. They also trained their creativity 
and self-regulation.

Future topics will cover new skills (such as cooking and 
juggling), and taking existing skills to the next level 
through more difficult challenges. This is a true learning 
journey, a true English Odyssey.

English Odyssey 

Principal Kwok 
and teachers 
exchanging 
souvenirs with the 
Kindergarten. 

Hendric using his 
book to make himself 
a 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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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膠船

M-Bot迷宮

開幕禮

家長教師會合力支持學校活動

本校的「電子學習」一直配合著學校發展計劃，務

求學生能做到喜歡自學、習慣自學。老師以不同的

Apps 讓課堂更互動、學生上課更投入、更有趣之

外，本年度校內電子學習已經成為各科的輔助工具，

例如四年級融合電腦及常識科學部分而成的科技課，

讓學生利用 Chromebook 編程 Micro:bit；數學科會

利用軟件協助完成工作紙等等。

另一方面，我們亦期望同學能利用網絡及電子工具，

在家延伸自學，所以各科均加入了網上功課，例如

每日十題、古詩詞練習及視藝科海報設計等，亦有

「翻轉教室」-學生在家先閱讀課文內容、網上短片

等，在掌握基本知識的同時，同學們更容易掌握課

堂上更深層次的學習內容。能力高的同學透過瀏覧

網上資訊料，獲取更豐富的知識，他們主動的學習

心態對課堂學習起了很大的作用。

電子教學

幼稚園親子 
STEM嘉年華

降落傘試飛

為加強幼稚園與小學的聯繫，推動運算思維

學習，本校在家長教師會的鼎力支持及協助

下於 2019 年 5 月 4 日舉行了第一屆「幼稚

園親子 STEM 嘉年華」。

是次活動共有三百多名來自南區和區外幼稚

園的小朋友及家長參加，氣氛熱鬧。在是次

STEM 親子嘉年華中，參與者有機會學習編

數學科利用iPad協助教學

學生透過親自動手
做，掌握科學與科
技的原理

程技巧，並利用相關技巧去製作簡單工具，同時亦可

從各個攤位遊戲中，以互動形式加深對運算思維的認

識，學習有關 STEM 和編程的概念。

在全校師生丶家長共同努力下，第一屆「幼稚園親子

STEM 嘉年華」得以順利完成外，同時亦得到參加者

的讚賞，認同本校師生對於 STEM 的推展工作不遺

餘力，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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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閱讀節— 
綠「惜」田始人Green TCNnion

「一人一書齊分享」可互換好書

南山七小福商量如何對付森魔

南山七小福細心聆聽村民的憂慮

家長義工指導同學摺出立體瀕危動物

森魔與南山七小福對決

學校圖書館每年舉辦的 TCN 閱讀節活動一向深受歡迎。

本年度 TCN 閱讀節以「綠『惜』田始人」為跨課程閱讀

主題，在不同科目中加入閱讀主題的元素，舉辦了一連

串精彩的閱讀活動，不但支持「世界閱讀日」，還響應聯

合國提倡保護環境的世界議題。同學們透過積極參加「專

題書展」、「卡通大放送」、「環保網上遊戲」、「環保講座」、

「殲滅廚餘怪」、「一人一書齊分享」、「瀕危動物獎勵卡」

等活動，培養了同學們珍惜地球資源的意識。

而今年圖書館與作者兼話劇導師 Vincci 姐姐合作，在校

內展開閱讀與話劇相結合的 < 南山七小福 > 話劇表演，

同學們粉墨飾演了最新一集的故事，並於二零一九年七

月的香港書展中公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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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那天，我第一次和同學們參加學校的賣旗 

活動。

起初，我一看到街道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就緊張得手心

冒汗、四肢僵硬，但是我一想到能幫助有需要的人時，

心中便鼓起勇氣，戰戰兢兢地向一位老公公走去，怯怯

地問：「可以……幫我……買個旗子嗎?」老公公笑着說：

「小孩子，你真乖巧!當然可以呀!」我聽到他這個讚賞，

心中頓時感覺到一陣暖意，這時，我不再害怕了，更大

膽地向其他人賣旗。

那天天氣炎熱，讓我汗流浹背，但是，我感受到「贈人

玫瑰，手有餘香」的道理。那種喜悅是無價的！

（高逸晞）

第一次賣旗，很緊張、很害羞，及也很擔心。

第二次賣旗，沒有前一次那麼緊張，我勇敢地主動跟路

人說：「早晨，可唔可以幫我買支旗呀？」

第三次賣旗，我能夠輕鬆大聲地呼籲行人幫忙買旗，並

且在捐款者離開時，跟對方一邊點頭微笑，一邊道謝。

透過這三次賣旗經驗，我明白了做事要堅持、不輕易放

棄，還懂得在面對陌生人的時候如何主動溝通，就算被

拒絕也不灰心、不放棄，繼續嘗試。                （黃汝政）

為公益出分力 
賣旗活動

4月13日基督教宣道會香
港區賣旗日

6月22日香港
學生輔助會全
港賣旗日

6月29日生命熱線港島賣旗日

為使同學進一步關懷區內一些無依無靠的獨居長者，

六年級同學們到田灣區獨居長者家中進行家訪。由家

訪前的籌備到與獨居長者交談和分享生活經歷，同學

們在導師的引領下，學會了關懷老人，對該區有了一

層更深入的了解，對生活及人生也多了一點認識。

平時，我們過着物質豐富的富裕生活，沐浴在爸媽的

愛護裏，可是我們有時卻不懂知足。自從參加了獨居

長者的探訪後，我受到了不少啟發。

我們探訪的老婆婆今年七十三歲，雖然患有小兒麻痺

症，但她從來沒有自暴自棄，退休後努力學習游泳。

現在每天早上 5 時去游泳，身體非常健康。老婆婆教

導我們做事要認真，對自己要有高要求。即使是一個

人生活也不能馬虎。她每一餐飯都親自下廚，而且吃

得很清淡，用心照顧自己。這種熱愛生命的態度給了

我們滿滿的正能量。

老婆婆還經常和伙伴們到香港各區參觀，有時還到國

內旅遊，看着她滔滔不絕地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讓

我真正明白了何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那一次探訪不但令我們獲益良多，還讓我們學會了很

多做人的道理。                                            （梁晞晙）

長者很感謝
同學到訪

與長者一起
樂也融融

六年級服務學習 
「社區探索2019– 
探訪獨居長者」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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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本年勇奪港島西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冠軍的氣勢，

田始的足球隊成員於本年度 4 – 6 月期間參加了由香

港足球總會主辦的賽馬會五人足球盃 (學校組) 的賽事，

並獲得了香港分站季軍。

是次比賽，田始沿用獲得校際足球冠軍的球員作為班

底，期望在這項全港性的大型比賽上取得優異成績，並

以獲得香港分站冠軍作目標，以晉身於7月舉行的全港

賽。於4月27日和5月2日舉行的分組賽中，田始足球

隊在火熱的狀態下獲得全勝 (勝軒尼斯道官立小學 4:1 ； 

天主教明德小學 7:0 ；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4:1 ； 筲箕灣崇

真小學 3:0)，以小組首名晉身6月2日的複賽。

於6月2日的複賽，田始足球隊以3:1擊敗了聖保羅男女

中學附屬小學，成功打進四強並面對聖約瑟小學以爭取

決賽席位。面對這支老對手，其實田始足球隊隊員已有

足夠的經驗去應付；加上曾於校際足球比賽中擊敗對手，

我們都相當有信心能再次擊敗對手。

可是，田始足球隊隊員於當天的表現較為緊張，亦頻頻

受制於對手的壓逼性踢法，造成犯錯，最終以0:2不敵聖

約瑟小學，遺憾未能晉級決賽，球員們亦難掩失望之情。

最終，田始足球隊於季軍戰以4:1擊敗了聖士提反書院

附屬小學，獲得了香港分站季軍，為六年級的球員們帶

來了畢業前的最後一段美麗回憶。同時間，這次比賽亦

能令同學們知道球場上是沒有長勝將軍的，以勉勵他們

需要進一步練習、改善自己的不足、持續地進步！

本校的音樂活動多姿多彩，除了各音樂校隊及樂器班

的恆常訓練外，還有不同的音樂比賽與演出，可謂全

年無休。今年，本校高年級歌詠團首次與嘉諾撒聖心

書院進行合唱交流工作坊，體驗無伴奏合唱的樂趣；

獲香港文化博物館邀請參觀「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

故事」展覽，認識神秘的敦煌音樂；四至六年級同學於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欣賞香港藝術節芭蕾舞劇《胡桃夾

子》，現場觀賞國際級的音樂及舞蹈表演。

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校外各項音樂活動，從中學會欣賞

和分析古今中外的樂曲，拓寬視野。參加音樂比賽亦

培養了同學們的合作性，他們不但需要勇敢地站在台

前演出，還要兼顧平日練習前後的樂譜整理、樂器搬

運等工作。經歷了一整個學年的排練，同學們愈來愈

投入參與音樂活動，演奏水平亦有顯著提高，他們的

轉變實在令人感動。 

歌詠團獲「第九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合唱組冠軍

四至六年級同學欣賞德國漢堡
芭蕾舞蹈團演出《胡桃夾子》

田始足球隊於
賽事後合照

田始球員們比賽每刻
都保持高度專注

「樂」在其中

不怕失敗，再接再厲敲擊樂團正在布幕
後準備本年度畢業
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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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花木蘭的信> 潘依琳

親愛的花木蘭：

近來可好？看完你流芳百世的英勇事蹟後，我為你感到自豪，你
是女中豪傑，你是女兒們的驕傲，何等英勇，何等堅毅不屈，何
等堅定的人，讓我情不自禁要親自寫信讚揚你。

在幾千年前，你自從收到朝廷徵召後，看到家裏年紀老邁的父親
和母親，加上女兒身的姊姊和年幼的弟弟，你不忍看到他們白白
到戰場送死，因此甘願犧牲自己，是多麼的偉大啊！之後，你不
顧家人的反對，穿上父親年輕時穿過的戎裝，騎上家裏飼養多年
的馬匹，戴上媽媽為自己縫製的衣裳，就到戰場去了。

起初，你剛到戰場很不適應，你將自己改名為花子，努力地嘗試
融入同袍中，可惜由於你是女兒，不能讓其他同袍發現，所以顯
得格格不入。而當你訓練時遇上困難，同袍都會置之不理。不過
由於你知道自己的不足，每天日以繼夜地訓練，為了練習，你不
惜廢寢忘食，這些都彌補了你的短處。你鍥而不捨、持之以恆的
精神，同袍都看在眼裏，他們開始慢慢接受你。在你已經筋疲力
盡，打算放棄練習之際，你的同袍及時出現鼓勵你，他們告訴你
不要半途而廢，否則就會功虧一簣，在戰場上也必死無疑。於是
你振作起來，最後你的劍術和體力也突飛猛進。

在接下來與匈奴人的戰爭中，你優秀的表現有目共睹，所以你很
快就被封為將軍。而你成為將軍後，不但沒有因此而沾沾自喜，
反而把自己訓練得更優秀，在戰爭中穩操勝券。終於，你在戰爭
中一鼓作氣地進攻，最後獨佔鰲頭。你帶着赫赫戰功，到天子面
前接受賞賜，並坦誠自己是女兒的情景，你一定歷歷在目吧！而
你亦選擇繼續守護着自己的國家。

可惜好景不常，前將軍一直不甘你取代了他，便陷害你，使天子
氣得七竅生煙，便把你關進了監牢。我真是替你感到不值。另一
方面，你的事蹟已家喻戶曉，很多人「重男輕女」的偏見也因你
而摒除了。

假如我身處在你的時代，我一定會好好感謝你，因為你證明了女
子也能成為家中的頂樑柱，並不是瓶中花朵，女兒也有堅強的一
面。最後希望你能夠早日出監牢，回到家鄉。

祝

生活愉快

二十一世紀的小朋友 
潘依琳上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利用印章印製紙扇

利用竹篾製作器物

成功 ! 我們的竹籃能盛載如此
多雞蛋

<給謝婉雯醫生的信>   
彭東洋

親愛的謝婉雯醫生：

您好嗎？您在天家有結交到新朋友嗎？我想， 
您一定生活得十分快樂吧！天堂應該非常 
漂亮，是嗎？

最近，我在書本上看見了您的事蹟。這使我目瞪口呆，一個醫
生，竟然能夠犧牲自己的性命，救治病人，令病人早日康復。現
在，您的事蹟已流芳百世，您更成為了香港鼎鼎大名的英雄人
物，真令我敬佩啊！

在二零零三年，當時我還未出生，非典型肺炎（「沙士」）在香港爆
發。正當全港市民及醫護人員整天如坐針氈，擔心自己、家人
或朋友被病魔打敗時，您卻奮不顧身，毛遂自薦，主動前往非典
型肺炎病房工作。您踏入病房的第一步，心裏並不是害怕自己
染病，而是想着要為「沙士」病人出一分力，您這種偉大的精神，
是我們香港市民的好榜樣。

不久，您便染上了病。在您奄奄一息的時候，您並沒有感到絕
望，反而顯得更積極，希望同事們能把您身上的病魔趕走，繼續
工作。可是，冷酷無情的「沙士」不留情地把您的性命奪走。但
另一方面，您使更多醫護人員都走進「沙士」病房。大家同心協
力，很快地一隻隻病魔逐漸被您的同事們打敗了。

最後三隻……兩隻……一隻……完成！在眾多醫護人員的合作
下，病魔們全部被殺光了！大家都在熱烈地慶祝。這場人類與病
魔的「戰爭」終於結束了。

如果市民都有您這種精神，香港必定會成為一個人人和睦相處的
大都市呢！

祝

在天家生活愉快

小朋友 
彭東洋上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視藝科

學生佳作

中文科

8



Ng Sheung Ip, Ben

Gordon’s Dream
 One day, Gordon was watching a football match with his dad in a 
sports stadium.  He was absolutely amazed because his favourite 
team was playing very well in the match.  Because of this, Gordon 
decided he wanted to be a famous football player when he grew up.  
He thought, ‘I will be even better than Messi one day!’

 Gordon eagerly told his dad about his exciting dream, ‘Many people 
have dreams, mine is to play football!’  His dad was surprised but he 
encouraged him to join the school football team.  He believed that 
Gordon would be a successful football player in the future.

 The next week, Gordon was selected by the school football team.  
The football team’s coach enthusiastically welcomed Gordon with 
open arms and said, ‘I’m the team coach, Teddy.  Welcome to our 
football team, here is our team T-shirt.  We practice every Monday 
and Saturday.’  Gordon was very excited and started his first practice 
smiling happily.

 The next Monday, Gordon ate a lot of food right before football 
practice.  He was feeling very full, so he did not do any warm up 
exercises.  As he was practicing, he accidentally fell onto the ground.  
He had twisted his ankle badly.  His face turned green and he burst 
into tears.  Everyone was shocked and immediately came to help 
him.  His coach grabbed the first-aid box and called his parents and 
an ambulance at once.  The ambulance arrived quickly and he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Fortunately, Gordon was not seriously hurt.  The doctor told him to 
take a rest for a week.  Gordon learnt that he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before doing sports.

Tau Kwong Sin, Lily

David and the  
antique sculpture
 David got up late one morning, so he rushed quickly to school.  
While he was running to school, he saw something special on 
the street.  It was an antique sculpture which was near a rubbish 
bin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David did not think too much, he 
grabbed it and immediately put it into his school bag.

 After school, David went home and took the sculpture out of his 
school bag.  He put it on the cupboard near his bed.  He thought 
it was so lifelike.  Later, when he was reading the newspaper, he 
was shocked.  He discovered that the antique sculpture he had 
found was lost from a rich man.  The picture in the paper looked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one in his bedroom.  He was scared and 
he called the police immediately.

 The owner of the antique sculpture was grateful that David 
could return it to him.  The owner gave David a special gift to 
thank him for being honest.  David was glad that he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helped someone in need.

Gordon’s Football Dream

The 2018/2019 Hong Kong Budding Poet (English) Award Primary Section
Organiser :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Award : Honorable Mention

Scary Nights  By Edwin Han 

 
The stormy storm, 
with lightning and thunder! 
But all I saw, 
was you roared with laughter! 
SOOO, WHY COULDN’T YOU 
FEEL ANY FRIIIIIGHTS??????
 
Ha! That’s so easy, 
It’s too babyish to think of these. 
I was never, never, NEVER scared 
of your horror stories, Mum. 
Now, I had to go to bed, good night!

 

Endless darkness without all the light, 
owls were hooting in the night. 
With cold wind and scary sights, 
why couldn’t you feel any frights?
 
Witch on broom, 
and her terrible fingers. 
There’s no use for gingers, 
even if there were vampires. 
So, why couldn’t you feel any 
FRIGHTS?
 
Shadows of ghost, 
and crawls of werewolves, 
Maybe you would shiver, 
but you said never! 
SO, WHY COULDN’T YOU  
FEEL ANY FRIGHTS?

his teammates tried very hard, so they won the championship! 
Everyone cheered for this amazing victory.

By Anson Leung, Jasmine Lai, Amy So, 
Gabriel Lam

One day, Gordon was watching a football match with his dad. It 
was his first time to see a football match live. The sports stadium 
was crowded and the audience was very excited. All the fans 
were cheering loudly.

 Gordon told his dad that he wanted to become a footballer 
when he grew up. Dad replied, “That’s a brilliant idea. I’ll 
give you full support, dear!”

 The next week, his school’s football team had a recruitment 
event. Gordon was selected to join the team after his audition. 
The football coach welcomed him joyfully. Gordon was given 
a cap with the words, “Football Team” printed on it. All his 
teammates congratulated him. He was excited and could not 
wait to tell his dad about this good news.

 After that, Gordon started to practice hard to improve his 
football skills. There would be a football competition soon, so 
Gordon practiced three hours every day after school.

One day, an accident happened. Unfortunately, Gordon fell 
on the ground and shouted in pain. He had twisted his ankle 
badly. The coach immediately dialed the emergency number 
and Gordon was taken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by ambulance. 
The coach accompanied Gordon to the hospital. He waited 
for Gordon outside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anxiously. Luckily, he was not seriously hurt. However, he 
still needed a rest for the whole month.

 All his teammates were so disappointed that Gordon couldn’t 
join the competition. Gordon told his teammates, “Don’t 
worry about me. Try your best in the competition.” After a 
month, his teammates joined another tournament. Gordon was 
happy to watch it and cheered excitedly for his teammates. Al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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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得獎名單2018-19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體育獎

「第三十五屆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4 x 100米接力)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5B 郭藹澄 5C 吳穎心 5C 張芷昕 5C 鄺家楹 亞軍

「第三十五屆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4 x 100米接力)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6B 彭東洋 6C 何業浩 6D 蘇曉揚 6E 潘浩賢 冠軍

2018-2019賽馬會五人足球盃  
(學校組) (香港分站)(U13組別) 香港足球總會

5B 秦宇灝 5C 盧梓禮 5D 羅子皓 6B 鄺天樂
6C 李呈 6D 李文哲 6D 冼卓謙 6D 林言睿
6D 袁灝朗 6D 麥宗淇 6E 何鈞浩

季軍

2018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男子A組200米) 公民體育會 6B 彭東洋 季軍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男子丙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A 朱栢言 4B 林家豪 4B 陳雨謙 4D 李樂哲

4D 麥瑋洛 4E 何鉻謙 團體亞軍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男子丙組4×100米接力)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A 朱栢言 4B 林家豪 4B 陳雨謙 4D 李樂哲

4D 麥瑋洛 4E 何鉻謙 冠軍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男子丙組60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D 李樂哲 季軍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男子丙組跳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D 麥瑋洛 亞軍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A 鄒學謙 6B 江柏希 6B 彭東洋 6C 何業浩

6C 梁智軒 6D 李樂 6D 蘇曉揚 6E 潘浩賢 團體優異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男子甲組200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B 彭東洋 殿軍

2018-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男子甲組4×100米接力)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B 江柏希 6B 彭東洋 6C 何業浩 6D 李樂

6D 蘇曉揚 6E 潘浩賢 殿軍

2018-2019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排球比賽(男子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A 陳家俊 6A 羅曉軒 6B 郭忠至 6C 何業浩
6C 李呈 6C 黃紫龍 6D 袁灝朗 6D 張天朗
6E 何鈞浩 6E 林銘滔

 季軍

6C 李呈 傑出運動員
2018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男子D組擲壘球) 公民體育會 3C 李宏鋒 季軍

2018香港仔盃跆拳道套拳錦標賽 香港仔跆拳道會
3C 樊凱澄 季軍
3C 盧均皓 優異獎

2019 HKFC Citi Junior Soccer Sevens – 
U8 Girls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2B 楊晴芝 U8 Girls Cup 

Winner
2019 復活節五人足球邀請賽 南區麗池足球會 4D 文卓華 U10 盃賽亞軍

50M Breaststroke of Boy's Division B 
(Aged 8-9)

South Horizons Resident 
Club 4D 劉進溢 冠軍

A1 x 瑞專聯乘游泳新星挑戰賽2018 
 (25 米蝶泳) A1 Swimming Club 6C 吳鍁頴 冠軍

Boys 11-12 200 LC Meter Freestyle 
Division III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6B 杜曉域 冠軍

C&J Summer Cup CJ 7人足球聯賽 6C 李呈 殿軍

HKFC Citi Junior Soccer Sevens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2D 鍾晉謙  U8 Premier Plate 

Winners

Hong Kong Inline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Beginner Group 3 Girls 

(2008-2009) 375M)

Eastern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Checker Inline Skating 
School 

5B 盧芷蕎 2nd Runner up

Hong Kong Junior Football League 
 (U11組)

Hong Kong Junior 
Football League 6C 李呈 冠軍

Kangaroo Cup Dance Competition 
8-9 Modern Jazz Solo (team B)

Hong Kong Dance 
Federation 4B 黃穎晞 Bronze

KCC Girls Tournament 2018 (U8 Cup) 九龍木球會 2B 楊晴芝 冠軍
TechieC Cup 2019 ( U10 ) Techie 2D 鍾晉謙 冠軍

U11 五人足球賽 時代足球總會 6C 李呈 季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40秒技巧挑戰) Ziberty Sports Studio 1A 鄉芷晴 2E 李可男 季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初級組)(120秒大繩走8字) Ziberty Sports Studio 1A 鄉芷晴 1B 葉天賞 1B 譚熙進 2A 何一心 冠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初級組)(2X60秒大繩) Ziberty Sports Studio 1A 鄉芷晴 1B 葉天賞 1B 譚熙進 2A 何一心 冠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初級組)(2X60秒雙人跳) Ziberty Sports Studio 1A 鄉芷晴 1B 葉天賞 1B 譚熙進 2A 何一心 冠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初級組)(4X30秒個人速度) Ziberty Sports Studio 1A 鄉芷晴 1B 葉天賞 1B 譚熙進 2A 何一心 亞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初級組)(團體總成績) Ziberty Sports Studio 1A 鄉芷晴 1B 葉天賞 1B 譚熙進 2A 何一心 冠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高級混合組)(120秒大繩走8字) Ziberty Sports Studio 6B 梁曉晴 6B 梁靜霖 6B 陳衍丞 6C 彭浚軒 冠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高級混合組)(2X60秒交互繩) Ziberty Sports Studio 6B 梁曉晴 6B 梁靜霖 6B 陳衍丞 6C 彭浚軒 冠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高級混合組)(2X60秒雙人跳) Ziberty Sports Studio 6B 梁曉晴 6B 梁靜霖 6B 陳衍丞 6C 彭浚軒 亞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高級混合組)(4X30秒個人速度) Ziberty Sports Studio 3D 林琳 4B 李宏毅 5B 林靖 5C 陳衍樹 季軍

Ziberty全港跳繩挑戰賽2019 
(小學高級混合組)(團體總成績) Ziberty Sports Studio 6B 梁曉晴 6B 梁靜霖 6B 陳衍丞 6C 彭浚軒 亞軍

二十週年五人足球邀請賽 港島民生書院
5B 秦宇灝 5D 吳卓峰 6B 鄺天樂 6C 李呈
6D 李文哲 6D 冼卓謙 6D 林言睿 6D 袁灝朗
6D 麥宗淇 6E 何鈞浩

盃賽冠軍

大埔盃足球比賽 2019 (U12組) 大埔足球會 6C 李呈 盃賽~冠軍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兒童F組 4 x 100接力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4A 朱栢言 4B 王楚軒 4D 李樂哲 4D 麥瑋洛
4E 何鉻謙 季軍

少年福音足球大賽 (U13組) Soccer in Christ 6C 李呈 銀碟賽冠軍
幼苗排球比賽 2018 香港排球總會 6C 李呈 金盃~冠軍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B 秦宇灝 5D 吳卓峰 6B 鄺天樂 6C 李呈
6D 李文哲 6D 冼卓謙 6D 林言睿 6D 袁灝朗
6D 麥宗淇 6E 何鈞浩

季軍

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2018 
(速度競技S71組) 樂武跆拳道會 3D 林琳 冠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單腳前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5B 林靖 亞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雙腳前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3D 林琳 季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交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黃穎心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單車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葉天賞 亞軍
1A 鄉芷晴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單車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譚熙進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二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交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2A 何一心 亞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二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交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2E 李可男 亞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三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二重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3D 林琳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三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單車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3D 陳穎霖 季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五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交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5C 陳衍樹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六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交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6B 梁曉晴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六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提膝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6B 陳衍丞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六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開交叉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6C 彭浚軒 亞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FLASH CUP2018 
(單車步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2E 李可男 季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FLASH CUP2018 
(單腳前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2D 李卓霖 季軍

坊會盃──青少年慈善足球賽 ( U12盃 ) 香港仔坊會 6E 何鈞浩 亞軍
足球小將培訓坊賀歲盃2019 ( U8 組 ) 足球小將培訓坊 2D 鍾晉謙 亞軍
亞洲足協女子青少年球會盃2019  

( U8盃賽 ) 亞洲足協及香港足球總會 2B 楊晴芝 冠軍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B 彭東洋 亞軍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F組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4D 李樂哲 冠軍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F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3C 李宏鋒 4A 朱栢言 4B 陳雨謙 4D 李樂哲

4D 麥瑋洛 4E 何鉻謙 冠軍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F組6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4D 李樂哲 冠軍

南區小學生七人足球比賽 2018 康文署 6C 李呈 亞軍

南區小學生七人足球比賽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6E 何鈞浩 亞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2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B 彭東洋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B 江柏希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B 彭東洋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C 何業浩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D 李樂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D 蘇曉揚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4×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E 潘浩賢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F組10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4D 李樂哲 冠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F組跳遠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4D 麥瑋洛 季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小學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5B 郭藹澄 5B 盧芷蕎 5C 鄺家楹 6C 王心姸

6E 林芊芊 6E 梁紫茵 亞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小學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B 江柏希 6B 彭東洋 6C 何業浩 6D 李樂

6D 蘇曉揚 6E 潘浩賢 亞軍

飛越啟德「第25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9」(男子E 組100米) 公民體育會 1B 譚熙進 季軍

香港個人全能跳繩公開賽2019 
(7歲女子公開組 全場總成績)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A 鄉芷晴 冠軍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足球比賽 (U13組)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6C 李呈 碟賽冠軍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H組) 深水埗體育會 
東方冬泳會 6B 杜曉域 冠軍

第七屆「胡振中盃」 
全港中小學籃球邀請賽 

(金盃賽男子A組)
明愛胡振中中學

4B 林家豪 4E 劉澤亨 5C 高天毅 5C 盧梓禮
5D 馮家謙 6A 陳家俊 6A 鄒學謙 6A 羅曉軒
6B 李堯浚 6B 張思律 6D 方卓宇 6D 李卓暐
6D 李昊庭

亞軍

第八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2019 
(女子2011年組)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2B 楊芷悠 全場總冠軍

第十九屆全港兒童細運會 
(小飛人大賽，男子A組，200米) 華人運動員協會 6B 彭東洋 冠軍

第十九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U8組盃賽)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2D 鍾晉謙 亞軍

第十九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U8組碟賽)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南區麗池足球會 2C 鍾翱晞 季軍

第三屆華基盃U15足球比賽 基督教宣道會 6D 袁灝朗 亞軍
第六屆青協盃五人賽 2018 青年協會 6C 李呈 季軍

第六屆黃大仙盃五人足球賽 ( U8 ) 黃大仙康樂體育會 2D 鍾晉謙 亞軍

第六屆黃大仙盃五人足球賽 (U8組別)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阿仙奴(香港)足球學校 2B 楊晴芝 亞軍

第四屆大埔足球會盃小型足球賽  
(U8 盃賽組 ) 大埔足球會 2D 鍾晉謙 季軍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計劃—小型壁球大比拼 
(女子13歲以下組別) 香港壁球總會 6D 張希婷 季軍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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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西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西
區小學分會

4C 吳梓熹 4D 文卓華 5B 秦宇灝 5B 黎展迅
5C 盧梓禮 5D 吳卓峰 5D 呂永幀 5D 羅子皓
6A 張毅弘 6B 鄺天樂 6C 李呈 6D 李文哲
6D 冼卓謙 6D 林言睿 6D 袁灝朗 6D 麥宗淇
6D 麥浩羲 6E 何鈞浩

港島西區冠軍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100M Freestyle (Boys 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西
區小學分會 6B 杜曉域 亞軍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50M Freestyle (Boys 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西
區小學分會 6B 杜曉域 冠軍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西
區小學分會 6B 杜曉域 6B 黃雋搴 6D 李樂 優異獎

感恩盃2018 Action-Pro Sport 
Development Company 2C 鍾翱晞 冠軍

新春盃兒童足球比賽2019 ( U10 ) GADGET FOOTBALL 2D 鍾晉謙 亞軍
粵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動 (U11組) 澳門足球總會 6C 李呈 冠軍
運動會友校接力(女子4 x 100米接力)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5B 郭藹澄 5C 吳穎心 5C 張芷昕 5C 鄺家楹 季軍
運動會友校接力(男子4 x 100米接力)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6B 彭東洋 6C 何業浩 6D 蘇曉揚 6E 潘浩賢 亞軍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1週年回歸盃 

足球邀請賽 (U8 碟賽組 ) 大埔足球會 2D 鍾晉謙 冠軍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E組60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6B 彭東洋 亞軍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H組50 米蝶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6B 杜曉域 亞軍

數學獎

2018至2019年度第十四屆全港 
小學數學比賽 (南區)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李堯浚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全場季軍
6B 李堯浚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銀獎

2018至2019年度第十四屆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南區) (數學急轉彎)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李堯浚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季軍
5B 陳凱鋒 5B 劉培熙 5D 張家穎 殿軍

2018至2019年度第十四屆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南區) (數學創意解難)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李堯浚 季軍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A 何一正 金獎
1A 張海進 銀獎
1A 陳嘉俊 1A 黃煒晉 1A 葉熙桓 1B 張梓進
1C 黃文稀 1D 林晉輝 2A 譚兆衡 2B 林俊良
2B 洪尚亨 2B 劉津嘉

銅獎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A 林意臻 4B 張晧鋒 4B 黃裕聰 5B 李棨濠
6B 李堯浚 6B 彭東洋 金獎

3A 陳霆鏗 冠軍
3A 余嘉恒 4B 王楚軒 4D 李論 5B 鄒芓妍 銀獎
3A 鄒珽匡 3D 黃凱琳 4D 黃棹謙 4D 鄺銘然
5A 梁家銘 5B 余澤軒 5B 黃柏豪 5C 張栢熙
5D 郭梓建 5D 陳嘉富 6B 郭忠至 6B 譚礎林

銅獎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6B 彭東洋 總成績一等獎
6B 李堯浚 6B 許靜怡 總成績三等獎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計算競賽)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6B 彭東洋 一等獎
6B 吳昊豐 6B 李堯浚 三等獎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數學競賽)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6B 許靜怡 6B 彭東洋 二等獎
6B 李堯浚 三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8/19
名創教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信義中學

6B 丘柔 6B 李堯浚 6B 許靜怡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一等獎

6B 吳尚燁 6B 梁軒誠 6B 梁景晉 6B 梁皓潼
6B 陳國庭 6D 李文哲 6D 鄺子軒 二等獎

6B 吳昊豐 6B 郭忠至 6B 蘇國禮 三等獎

中西南區魔力橋小學賽 培英中學
5B 余澤軒 5B 李棨濠 5B 林宇傑 5B 陳凱鋒
5B 黃逸熙 5B 劉培熙 5D 林浩峰 5D 張家穎 團體季軍

5D 林浩峰 優異獎

世界數學測試(2018秋季)(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3A 陳霆鏗 4B 王楚軒 4D 李論 4D 陳東池
4D 黃源梆 4D 劉進溢 5B 余澤軒 5B 周依彤
5B 馬俊濠 5B 黃柏豪 5B 趙子朗 5D 李綽烽
6B 江柏希 6B 吳昊豐 6B 梁軒誠 6B 郭忠至
6B 譚礎林 6B 竇廣倩 6D 李昊庭 6D 張健煒
6D 黎子謙

良好

5B 黃逸熙 5D 林浩峰 優秀

世界數學測試(2018秋季)(數學科)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3A 陳霆鏗 4B 王楚軒 4D 黃源梆 4D 劉進溢
4D 魏浩怡 5B 李依旋 5B 李鍵希 5B 馬俊濠
5B 梁卓峰 5B 劉培熙 6B 江柏希 6B 吳昊豐
6B 梁軒誠 6B 郭忠至 6D 黎子謙

良好

4D 李論 5B 余澤軒 5B 林宇傑 5B 黃柏豪
5B 鄒芓妍 5B 趙子朗 5D 李綽烽 6B 陳國庭
6B 盧悅臨 6B 譚礎林 6B 竇廣倩 6D 李昊庭
6D 冼卓謙 6D 張健煒 6D 鄺子軒

優秀

世界數學測試 (2018秋季) 
(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4B 張晧鋒 4B 黃裕聰 5D 陳嘉富 6B 孔佩霖
6B 吳尚燁 6B 李堯浚 6B 梁景晉 6B 許靜怡
6B 韓旻賢 6B 蘇國禮 6D 江伊嵐 6D 李文哲

兩科優秀

全港數學挑戰賽2019 (小學五年級組)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5B 林宇傑 季軍
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2019年數學組五年級組 正統心算協會 5B 林宇傑 冠軍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5B 林宇傑 銀獎
4B 王楚軒 4B 張晧鋒 銅獎

第十四屆 (2019) 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個人賽)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5D 張家穎 冠軍
6B 許靜怡 優異

第十四屆 (2019) 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團體賽 - 第一隊)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5B 余澤軒 5B 李棨濠 5B 林宇傑 5B 陳凱鋒

5D 張家穎 5D 劉朗延 優異

第十四屆 (2019) 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團體賽 - 第二隊)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6B 丘柔 6B 李堯浚 6B 梁皓潼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6D 李文哲 優異

第十四屆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6B 李堯浚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6D 李文哲 金獎

第三十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9 香港教協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教育大學

6B 丘柔 6D 李文哲 二等獎
6B 彭東洋 三等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香港教育大學

4B 黃裕聰 5B 陳凱鋒 5D 張家穎 金獎
4B 余嘉晞 5B 李棨濠 5B 劉培熙 6B 李堯浚 銀獎
4B 王楚軒 4B 張晧鋒 4D 李論 4D 劉進溢
5B 林宇傑 5D 劉朗延 6B 丘柔 6B 郭忠至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6D 李文哲

銅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 
(小四團體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香港教育大學 4B 余嘉晞 4B 張晧鋒 4B 黃裕聰 4D 鄺銘然 第六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2019 - 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A 何一正 1A 吳家豪 1C 黃文稀 2B 符朗峯
2E 黃天予 3A 林意臻 3A 查善衡 3A 陳霆鏗
4B 張晧鋒 4B 黃裕聰 4D 李論 4D 劉進溢
5B 陳凱鋒 5D 林浩峰 5D 張家穎 6B 李堯浚
6B 梁皓潼 6B 彭東洋

金獎

1A 張海進 1A 陳嘉俊 1A 黃煒晉 1A 劉鎧熒
1A 魏萱 1D 林晉輝 1D 陳傲兒 1E 陳亭之
1E 黃善遙 2A 謝健舜 2A 譚兆衡 2B 洪尚亨
2B 劉津嘉 2D 陳浩軒 2E 莫傲言 3A 余嘉恒
3B 區學銘 3D 黃凱琳 4B 王楚軒 4B 葉浚義
4D 黃源梆 4D 鄺銘然 5B 余澤軒 5B 李棨濠
5B 李鍵希 5B 黃柏豪 5B 黃逸熙 5B 鄒芓妍
5B 劉培熙 5C 張栢熙 5D 劉朗延 6B 孔佩霖
6B 梁景晉 6D 李文哲 6D 張健煒 6D 黎子謙

銀獎

1A 葉熙桓 1B 張梓進 1C 李文信 1D 吳珉昊
1D 陳浩朗 1E 郭朗鋒 2A 查善謙 2A 張雅詩
2B 林俊良 2D 吳徑昊 2D 洪詩翹 2D 趙政宇
2E 黎得愉 3A 馬正瑜 3A 鄒珽匡 3B 陳俊仁
3D 林琳 3D 林溢軒 3D 郭俊榮 3E 張承軒
3E 劉凱翹 4B 李宏毅 4B 周天愍 4B 梁譽慇
4B 陳雨謙 4D 陳東池 4D 陳晉霆 4D 黃棹謙
4E 鄺雪瀠 5A 梁家銘 5B 秦宇灝 5B 郭詠欣
5B 趙子朗 5D 郭梓建 5D 陳嘉富 6B 吳昊豐
6B 梁軒誠 6B 許靜怡 6B 郭忠至 6B 譚礎林

銅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香港賽區)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A 周楚蕎 2A 黎澤樺 2E 莫傲言 2E 黃天予
3A 林意臻 3A 陳霆鏗 4B 余嘉晞 4B 李焯姸
4B 張晧鋒 4B 黃裕聰 4D 李論 4D 劉進溢
5B 李棨濠 5B 林宇傑 5D 張家穎 5D 劉朗延
6B 李堯浚 6B 梁景晉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6D 黎子謙

一等獎

1A 張海進 1A 葉熙桓 1A 魏萱 1D 黎柏謙
2A 謝健舜 2A 譚兆衡 2B 林俊良 2B 洪尚亨
2B 符朗峯 2B 黃梓鳴 2B 劉津嘉 2D 吳徑昊
2E 祁厚誠 2E 袁健偉 2E 郭康喬 2E 劉冰佑
3A 余嘉恒 3A 查善衡 3B 區學銘 3D 林琳
3D 黃凱琳 3E 劉凱翹 4B 王楚軒 4B 鍾羽蕎
4D 陳晉霆 4D 黃棹謙 4D 黃源梆 5B 余澤軒
5B 陳凱鋒 5B 黃逸熙 5B 趙子朗 5B 劉培熙
5D 李綽烽 5D 林浩峰 6B 吳昊豐 6B 梁皓潼
6B 許靜怡 6B 郭忠至 6D 張健煒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香港賽區)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A 吳子穎 1A 呂文軒 1B 李思諾 1B 林家兆
1B 張梓進 1B 陳志謙 1B 葉天賞 1B 劉展聰
1C 李文信 1C 洪梓朗 1C 郭心悠 1C 黃文稀
1C 黃嘉慧 1C 盧梓悅 1D 吳珉昊 1D 周文浠
1D 林晉輝 1D 陳傲兒 1E 余承駿 1E 岑智儉
1E 張希媃 1E 郭朗鋒 1E 譚希信 2A 查善謙
2A 張雅詩 2A 陳凱琳 2A 盧天恩 2A 謝雅晴
2B 陳希瑜 2B 曾耀陞 2B 嚴靜頤 2D 洪詩翹
2D 陳浩軒 2D 趙政宇 2E 黎得愉 3A 張俊康
3D 方浚軒 3D 施雪悠 3D 梁舜 3D 郭俊榮
4B 李君皓 4B 周天愍 4B 陳雨謙 4B 葉浚義
4D 林梓韜 4D 陳東池 4D 黎澤恩 4D 鄺銘然
4E 鄺雪瀠 5B 李鍵希 5B 周依彤 5B 郭詠欣
5B 黃柏豪 5D 郭梓建 5D 陳嘉富 6B 吳葦澄
6B 梁軒誠 6B 鄺梓然 6B 譚礎林 6D 李文哲
6D 李昊庭 6D 冼卓謙 6D 翁嘉蔚 6D 鄺子軒
6D 羅柏堯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香港賽區)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A 魏萱 2D 洪詩翹 4E 鄺雪瀠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A 林意臻 4B 余嘉晞 4B 張晧鋒 4B 黃裕聰
4D 李論 5D 張家穎 5D 陳嘉富 6B 李堯浚
6B 許靜怡 6B 彭東洋

一等獎

1A 張海進 2A 黎澤樺 2A 譚兆衡 2E 袁健偉
2E 莫傲言 3B 區學銘 4B 王楚軒 4B 李焯姸
4D 陳東池 4D 劉進溢 5B 余澤軒 5B 李棨濠
5B 林宇傑 6B 吳昊豐 6B 梁景晉 6B 韓旻賢
6D 李文哲

二等獎

1A 吳子穎 1A 葉熙桓 1B 張梓進 1B 劉展聰
1C 黃文稀 1D 林晉輝 1D 陳傲兒 2A 周楚蕎
2B 洪尚亨 2B 劉津嘉 2B 嚴靜頤 2E 祁厚誠
3A 余嘉恒 3D 黃凱琳 4B 周天愍 4B 鍾羽蕎
4D 林梓韜 4D 黃棹謙 4D 黃源梆 4D 黎澤恩
4D 鄺銘然 5B 黃柏豪 5B 趙子朗 5D 劉朗延
6B 譚礎林

三等獎

3A 陳霆鏗 特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總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A 陳霆鏗 4B 黃裕聰 5B 林宇傑 5D 張家穎
6B 李堯浚 一等獎

4B 張晧鋒 4D 劉進溢 5D 陳嘉富 6B 許靜怡
6B 彭東洋 二等獎

1A 葉熙桓 1B 張梓進 1C 黃文稀 1D 林晉輝
1D 陳傲兒 2B 劉津嘉 2B 嚴靜頤 2E 祁厚誠
2E 袁健偉 3D 黃凱琳 4B 李焯姸 4B 鍾羽蕎
4D 李論 4D 林梓韜 4D 陳東池 4D 黃源梆
4E 鄺雪瀠 5B 黃柏豪 5B 趙子朗 5D 劉朗延
6B 梁景晉

三等獎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二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競賽) 聖公會小學校長會

6B 丘柔 6B 許靜怡 6B 彭東洋 6B 韓旻賢 銀獎
6B 李堯浚 6B 梁皓潼 6D 李文哲 銅獎

語文獎

2019第25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5B 周依彤 季軍
4B 陳晞雯 冠軍
6D 鄭樂兒 優異獎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19 Education Bureau

4D 區卓楠 6B 梁軒誠 6C 李芯蕾 傑出演員獎
3A 姚凱尤 3C 林悅行 4B 孔慶霖 4B 王楚軒
4B 張天穎 4B 鄒子誠 4D 文卓華 4D 區卓楠
4D 黃源梆 4D 黎泳琳 4D 鄺虹如 5A 霍諾姸
5B 林悅施 5B 陳頌欣 5B 鄒芓妍 5D 李綽烽
5E 伍穎妍 5E 林浩賢 6A 吳嘉嵐 6B 梁軒誠
6B 鄺天樂 6C 李芯蕾 6D 麥宗淇 6D 黎子謙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
傑出合作獎

The 2018/2019 Hong Kong Budding 
Poet (English) Award Primary Section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6B 韓旻賢 Honorable 

Mention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小五、六組) (粵語)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5D 吳穎哲 季軍
5D 吳穎哲 金獎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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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公共圖書館 6B 梁采宜 6B 梁皓潼 6B 郭忠至 6C 李芯蕾
6D 張健偉 6D 陳曉琦

最積極推動 
閱讀學校

奇妙的閱讀世界廣播劇大賽 香港公共圖書館
5B 何梓羽 最佳男播音員
4B 任珞瑤 4D 黃棹謙 4D 顏千淇 5B 何梓羽
5B 李思澄 5C 朱海琪 優異獎

東亞銀行繪本故事演繹比賽(初小組) 宗教教育中心 1D 陳浩朗 2D 陳浩軒 亞軍

國家級藝術考級普通話朗誦專業試(七級) 騰飛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4B 周天愍 一等榮譽
4D 郭浠澄 二等榮譽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 
比賽 (小學高級英文硬筆書法)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6D 梁晞晙 優良獎

閱讀•分享計劃2017-18 新閱會 5B 鄒芓妍 喜閱之星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香港閱讀城 6C 彭浚軒 優異獎

視藝獎

第十屆「普藝盃」2018朗誦才藝大賽 
暨明信片繪畫比賽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6E 何鈞浩 季軍

音樂獎

2019 香港手鈴節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 
手鐘初級二 (小學組) 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本校手鐘隊 金獎

2019香港手鈴節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 
手鈴高級 (小學組) 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本校手鈴隊 金獎及 

最佳小學手鈴隊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 鋼琴組-  

兒童高級組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6B 梁皓潼 第一名

第22屆南區少年兒童歌唱大賽 
(決賽)(小學合唱組)

南區文藝協進會 
南區民政事務署 本校高年級歌詠團 冠軍

第22屆南區少年兒童歌唱大賽 
(決賽)(個人初級組)

南區文藝協進會 
南區民政事務署

6D 莫卓祈 亞軍
5C 張芷昕 優異

第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13歲以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本校高級合唱團 亞軍

第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9歲以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本校初級合唱團 優異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七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B 韓旻賢 冠軍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C 彭浚軒 季軍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3A 林意臻 季軍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B 梁皓潼 季軍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3E 葉思憫 季軍

第九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合唱)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春雨》編輯委員會 本校高級合唱團 冠軍

第九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初級組獨唱)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春雨》編輯委員會 4B 黃穎晞 優異

第九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高級組獨唱)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春雨》編輯委員會 6D 莫卓祈 優異

活動獎

2018年南區「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南區學校聯會 
南區青年團 6B 周耀銘 6B 莫政軒 6D 翁嘉蔚 6D 鄭樂兒 學生領袖

2018年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南區民政事務處 5D 林浩峰 5B 鄒芓妍 5B 劉培熙 南區傑出少年 

2019年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數理科學教育中心

6B 韓旻賢 金獎
4D 鄺銘然 銀獎
4B 周天愍 4B 張皓鋒 4B 鍾羽蕎 4D 林梓韜
5B 陳凱鋒 5D 張家穎 5D 郭梓建 6B 譚礎林
6E 何鈞浩

銅獎

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6B 彭東洋 金獎
6B 郭忠至 銀獎
6B 丘柔 6D 冼卓謙 6D 林言睿 6D 梁晞晙 銅獎

Hong Kong Inline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 Beginner Group 3 Girls 

(2008-2009) 250M

Eastern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Checker Inline Skating 
School

5D 盧芷葇 季軍

IYACC The 9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2C 徐韻旂 金獎

LMC Sidewalk Scientist Paper  
Aircraft Competition

S.K.H. Lui Ming Choi 
Secondary School

6D 李卓暐 6D 李昊庭 6D 黎子謙 6D 蘇子聰
6D 蘇曉揚 亞軍

4B 余嘉晞 4B 袁依云 4B 馬嘉敏 4B 葉浚義 冠軍

小學校際比賽 – 羅馬炮架比賽 明愛莊月明中學
6B 郭忠至 6B 韓旻賢 亞軍
6B 孔佩霖 6B 丘柔 6B 梁皓潼 6B 黃雋搴
6D 江伊嵐 6D 林言睿 6D 梁晞晙 6D 黎子謙 優異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 (2018-19年度) 
(小學地青規定組)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4A 林昫男 4C 鄧善渝 5B 陳凱鋒 5D 馮家謙

6A 羅曉軒 6B 彭東洋 6C 吳鍁頴 6D 蘇子聰
冠軍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 (2018-19年度) 
(小學自選陣式組)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4A 梁浩賢 4D 李樂哲 5A 關子健 5D 馮家謙

5E 李承禮 5E 李靖悠 5E 蔡泳欣 6B 吳昊豐 冠軍

香港仔跆拳道套拳錦標賽2019 - 色帶組 香港仔跆拳道會 6B 彭東洋 冠軍
香港仔跆拳道會套拳錦標賽2019 - 色帶組 香港仔跆拳道會 3B 黎梓熙 亞軍
香港紅十字會港島總部城市追蹤2019 -  

少年團 香港紅十字會 5B 林靖 冠軍

第25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4A 林昫男 4A 梁浩賢 5D 謝碧熒 6A 羅曉軒
6B 梁軒誠 6B 彭東洋 6C 吳鍁頴 6D 鄭樂兒
6D 蘇子聰

亞軍

第25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自選器材陣式組)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4D 李樂哲 5A 關子健 5B 陳凱鋒 5D 馮家謙
5E 李靖悠 5E 蔡泳欣 6B 吳昊豐
畢業生-李靖思   畢業生-陳國仁

冠軍

第3屆「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計劃 皇仁書院 6B 孔佩霖 6B 梁皓潼 6B 莫政軒 6B 郭忠至
6B 韓旻賢 銅獎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 (群舞) -  
小學高級組

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1A 郭穎恩 1A 魏萱 1B 張可欣 1B 黎昭琪
1C 李逸晴 1E 吳子晴 1E 梁恩瑜 2A 黎凱晴
2C 陳紫盈 2D 李卓霖 2E 區曉彤 2E 劉冰佑
3E 李芍叡 4B 周嵐沂 4D 黃鎧淇 4E 鄺雪瀠
5A 霍諾妍 5A 蘇家瑩 5B 黃杜艷 5C 王思莹
5C 朱海琪 5E 王小雪 6E 何僥鑰 6E 鄭卓凝

甲級獎

第一屆全港學界STEM飛機設計比賽2019 
飛行時間最長項目- Best Timeloft 林氏兒童發展基金 4B 余嘉晞 4D 李軒舜 4D 李論 冠軍

第一屆全港學界STEM飛機設計比賽2019 
飛行準確項目- Precision 林氏兒童發展基金 4D 馮柏童 4D 黎澤恩 4D 鄺銘然 優異

第一屆全港學界STEM飛機設計比賽2019 
飛機設計概念匯報- Presentation 林氏兒童發展基金 5B 鄒芓妍 6C 李芯蕾 6D 蔡欣桐 優異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香港遊樂場協會 4A 梁浩賢 4D 李樂哲 5A 關子健 5D 馮家謙
5E 李承禮 5E 李靖悠 5E 蔡泳欣 6B 吳昊豐 亞軍

港島南區幼童軍支部比賽2018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南區
5B 李依旋 5B 黃逸熙 5E 顧梓兒 6A 黃冠達
6A 黃樂瑤 6B 邱鎧彤 6C 方悅恆 6C 黃舜賢
6D 李文琦   畢業生-洪瑋   畢業生-張柏熙   
畢業生-蕭君豪

冠軍

賽馬會「連•齡」跨代共融計劃 -  
智齡活都市創作比賽 香港仔坊會 6B 梁軒誠 冠軍

A1 x 瑞專聯乘游泳新星挑戰賽2018  
(25米自由泳) A1 Swimming Club 6C 吳鍁頴 季軍

Boys 11-12 50 SC Mater Freestyle 
Division II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6B 杜曉域 季軍

Hong Kong Inline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 Beginner Group 3 Girls 

(2008-2009) 375M

Eastern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Checker Inline Skating 
School

5D 盧芷葇 第5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 (二重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5B 林靖 亞軍
3D 林琳 季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 (交叉開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3D 林琳 亞軍
5B 林靖 季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 (側擺側擺開)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5B 林靖 亞軍
3D 林琳 季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 (單車步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5B 林靖 亞軍
全港速度跳繩比賽2018 (單腳前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3D 林琳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側擺側擺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葉天賞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提膝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黃穎心 季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開交叉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葉天賞 亞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黃穎心 季軍
1A 鄉芷晴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交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譚熙進 季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一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1B 譚熙進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三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全轉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3D 林琳 冠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三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3D 林琳 亞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五年級組別 男子組 30秒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5C 陳衍樹 亞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2018 
(六年級組別 女子組 30秒提膝雙腳跳) 繩研跳繩運動學院 6B 梁曉晴 季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FLASH CUP2018 
(交叉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2E 李可男 季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FLASH CUP2018
(側擺側擺開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2E 李可男 季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FLASH CUP2018 
(單車步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2D 李卓霖 季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FLASH CUP2018 
(雙腳前跳) 香港花式跳繩中心 2E 李可男 季軍

香港仔跆拳道會套拳錦標賽2019 – 雙人組 香港仔跆拳道會 3B 黎梓熙 季軍
香港個人全能跳繩公開賽2019 

(7歲女子公開組 2分鐘速度耐力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A 鄉芷晴 冠軍

香港個人全能跳繩公開賽2019 
(7歲女子公開組 30秒速度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A 鄉芷晴 冠軍

香港區小小水運會2018  
(女子7歲組25米背泳)

海天體育會游泳部 
志佩游泳會有限公司 2D 洪詩翹 第五名

第八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2019 
(女子2011年組)(60米)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2B 楊芷悠 亞軍

第八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2019 
(女子2011年組)(跨欄)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2B 楊芷悠 冠軍

第八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2019 
(女子2011年組)(跳遠)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2B 楊芷悠 冠軍

第八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2019 
(女子2011年組)(擲壘球)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2B 楊芷悠 冠軍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H組100 米自由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6B 杜曉域 亞軍

第一屆全港學界STEM飛機設
計比賽2019

本校男子排球校隊榮獲「2018-2019年度港
島西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男子組)」季軍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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