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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愛主愛人  
盡顯潛能
學校本年度的主題為「愛主愛人 盡顯

潛能」，相信同學們經過了一年的學

習都會有不少的經歷。在這裏，讓我

用以下兩個故事作總結，希望同學能

更多關心有需要的人，和懂得如何發

掘自己不同的才華。

相傳，在耶穌降生時有一位年輕人，

嫩葉，兒子把這消息告訴父親。父親問兒子說：「你同時給

兩隻杯子裏的泥土澆水，同時為它們付出了辛勞和汗水，為

什麼一隻杯子裏長出了新葉，而另一隻杯子卻什麼也長不出

來呢？」兒子不知道當中有什麼奧妙。父親接著說：「那是

因為我在其中一隻杯子裏埋入了一粒種子，另一隻則沒有。

這粒種子就代表著生命的理想、信念和目標。那個沒有種子

的杯子就意味著生命沒有理想、信念和目標，這說明如果生

命沒有理想、信念和目標，就是付出再多的辛勞和汗水，生

命也不會有收穫。第二次，父親又給兒子兩隻杯子，裏面

也裝滿了泥土。這次，父親要兒子只給其中的一隻杯子澆

水。兩個星期後，那隻澆水的杯子裏冒出了新葉，而另一隻

沒有澆水的杯子裏卻什麼也沒有長出來。父親又說：「在這

兩隻杯子裏我各埋入了一粒種子，為什麼澆水的那隻冒出了

新葉，而沒有澆水的那隻卻沒有呢？那是因為，生命僅有理

想、信念和目標是不夠的，還要懂得為它付出，沒有辛勤汗

水的澆灌，就是再好的種子，再好的理想、信念和目標，也

只是海市蜃樓、空中樓閣，永遠成不了現實；有理想，要加

上奮鬥才能成功。各位同學，如要發掘我們的潛能，不能只

是空想，而是要有實際的行動。

透過上述兩個故事，我期望同學們明白要活出上帝的愛和發

展天父賜給我們美好的才華，是需要我們實際的行動！同學

們，我們一起努力吧，相信只要我們努力，我們的生命必定

更加精彩！

他帶著三顆珍珠做禮物要獻給耶穌，但他途中遇到了一個帶

著孩子的可憐寡婦，於是便分了一顆珍珠送給他們過冬，因

此耽誤了行程。他只好帶著僅存的兩顆珍珠到伯利恆，但因

為希律王派士兵在屠殺城裏的嬰兒，所以約瑟和馬利亞早已

帶耶穌走了!過程中，他又用掉了一顆珍珠，從武士的刀下

換回了一個嬰孩的生命。之後，這位年輕人沒有放棄尋找耶

穌，他在猶太全地打聽耶穌的下落。三十年後，他忽然聽到

耶穌正到處幫助窮人和有病的人，並傳揚天國的福音。忠

心的他又走到每一個有窮人和病人的角落去，希望能碰到耶

穌。途中，他看見窮人的需要，於是連最後一顆珍珠也變賣

了!為的是給窮人治病。一天，他忽然聽說耶穌竟被人釘在十

字架上!他又難過又激動!拖著年老衰弱的身體往各各他山的

方向跑去。但當他到達時，耶穌早已氣絕，並被人埋入墓穴

中。三天後，年邁的他失望地呆坐在家裏，忽然復活的耶穌

親自來到他家向他顯現!他跪拜在地，哭著說：「親愛的主，

太遲了!現在的我已身無分文，再也沒有珍珠可以獻給您了!」

怎料，耶穌卻扶起他，對他說：「老公公，謝謝你，你那三

顆珍珠我全收到了!你只要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個身上，就是

做在我身上了。」原來聖經教導我們以實際行動去關心有需

要的人，就是愛耶穌了！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兩父子。一天，父親給兒子兩隻杯，裏面

裝滿了泥土。父親要兒子把杯子放在窗臺上，每天給它們澆

水。兩個星期後，其中一隻杯子的泥土裏冒出了兩片細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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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歷史文化交流團
西安被譽為 「十朝古都」，又是絲綢之路東部的起始

點，因此成為了今年學校的周年考察的目的地。我

們師生一行44人，分為四個小組，探究著不同歷史

的主題， 包括：

1. 秦朝兵馬俑

2. 漢陽陵漢景帝的地下王國

3. 唐代皇室的日常生活及當時百姓的風俗文化

4. 西安現今的保育政策；以及其在「古絲綢之路」及

「新一帶一路」的角色

電子學習
自去年全校WIFI覆蓋後，本年度本校繼續積極推廣電子

學習，以「提昇課堂互動，積累經驗」及「自學生活化，

培養習慣」為目標，推廣了一連串活動，讓學生在生活

中培養並熟習運用科技自學，亦能在課堂上多與老師及

其他同學作互動溝通。

課室內，中、英、數、常各科老師利用了「Nearpod」、

「Kahoot!」等軟件提昇教學質素，讓學生進行全班即

時回應、投票、搶答比賽等，同時亦使用各種不同的

Apps 進行立體圖形、方向、創作等教學。電子學習讓

學生上課更投入、更有趣，亦讓課堂更互動、學生有更

多空間表達意見，展現才能。

課室外，本校已開始加入推廣資訊科技學習的「IT自學

站」，希望學生能於小息時段到操場輕鬆地從遊戲中學

習，包括用Photo Hunt遊戲訓練專注力、閱讀聖經動畫

及問答遊戲、常識書體驗AR等，務求學生能做到喜歡

自學、慣於自學。

視藝課使用 iPad 繪畫創作

英文課使用 Chromebook 故事創作

小息 IT 推廣 -
常識書 App-AR

此團最精彩的部分為「分享會」，報告的過程中同學們

都是笑容可掬、信心十足的。是次匯報配合了學校本

年度的發展重點：電子學習及匯報技巧。

各組同學施展渾身解數，利用不同的形式作匯報： 有的

用話劇穿越古今，將旅程有趣的點滴，以聲畫活現觀

眾面前；有的用「相聲」的形式報告資料性較重的「硬」

資料。

分享會的尾段組員更利用電子學習軟件－「Kahoot !」，

將匯報內容重點以搶答比賽的形式將分享會推上高潮，

為西安之旅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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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畢業生現就讀皇仁書院的袁沛豪同學
指導五位參加此計劃的同學使用 3D 打印
技術

同學正在向嘉賓介紹發明品的創作意念本校同學的發明品「家居垃圾壓縮器」

三位參與活動的同學與皇仁書院校長
李瑞華女士合照

聖公會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本校學生代表隊在本年度的聖公會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比賽表現優異，在五十多隊參賽隊伍

中，勇奪團體賽的季軍。

本校其中四位同學更可以參加聖公會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培訓班，在培訓班中，同學們積極參

與課堂活動，與老師和同學分享解難的方法。

通過培訓班的學習和甄選，本校黃宇熙同學

有幸能代表聖公會小學參加 2018 年 6 月 30 日

至 7 月 6 日於保加利亞舉行的「2018 國際數學

競賽」。在比賽中聖公會代表隊獲得全場總成

績第四名，而在隊際分卷賽更榮獲冠軍，成績 

驕人。

皇仁書院 － 第二屆小小發明家
資優創意計劃展覽
2018年3月23日，本校5位同學參加由皇仁書院舉辦的「小小發明家」活動，

此活動由本校畢業現就讀皇仁書院的學生與本校學生合作，透過運用3D打印

技術及其他科學原理，撰寫計劃書及設計製成品以表達減廢的概念，並於皇仁

書院開放日中向嘉賓及公眾人士講解意念。今次活動令參加同學獲益良多。是

次比賽，本校的製成品獲得比賽的優異獎。

黃宇熙同學遠赴保加利亞
參加「2018 國際數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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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閱讀節
（Marvels in TCN）

本年度的TCN閱讀節以「跨課程閱讀」的理念，進

行各科目活動，例如﹕小一英文科 (Create your 

own monster to fight with the Avengers)、小二視

藝科「喜愛的人物角色」設計及小六數學科「速度

猜猜猜」等，透過不同種類的活動，讓同學們閱讀

得更多，了解得更全面。

English Week 
25th-26th April 2018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followed hot on the heels of the 
Library’s excellent Marvel Heroes Month. Students took part 
in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designed to promote literacy, 
oracy and creativity (Full details of the activities are available 
on the English Corner of the school website). P5 English 
Ambassadors ran the activity stalls supported by some 
honorary P4 Ambassadors 
and some generous parent 
volunteers. Everyone had a 
wonderful time and students 
were delighted by the variety of 
activities available.

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7th July 2018
Acting can be very demanding so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Drama Team’s performance this year as they won a 
number of awards and accolades including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s, best script, and best actors. Our wonderful 
cast put on a performance for parents and fellow students 
telling one of the stories from Wayside High by American 
author Louis Sachar. In the tale of Mrs Gorf, the students get 
a mean new teacher who turns them into apples if they are 
naughty, and must try to survive the school day. The team 
gave a good performance and showed real talent, which 
will make next year’s performance even better.

「Marvels 英雄人物動畫齊齊
睇」每個小息也吸引 70 名
以上學生參與，把整個學校
圖書館也迫滿了。

 「Marvels 人物剪剪又做做」每節
50 名同學用自己的一雙巧手，製
作出不同的英雄人物帶回家。

今年度的 TCN 閱讀節在大家的歡笑聲中度過，一

群Marvels 的英雄人物已經跑回自己的世界。不過

他們的到來，給我們一眾 TCN 同學留下深刻的印

象。透過動畫、圖書和不同科目的參與，同學從

中認識到不同人物的特點，加上在 Marvels 人物

天橋 show 一 show 的活動中，各班同學全力演出

和家長義工們粉墨登場，傾力表演，實在為這個

閱讀節錦上添花。一個既精采又豐富的閱讀節後，

同學是否會繼續追看Marvels人物的故事？我想大

家心裏有數了！

Marvels 人物天橋 show 一 show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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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長者進行外遊活動

六年級的服務活動
本年度於多元智能時段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與服務學習，

服務對象為長者。透過與協辦機構進行課程，讓學生

深入認識長者在生活上的需要。

我們上學期安排學生在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接受訓練，

然後帶領他們前往田灣邨獨居長者之家探訪那裏的老

人家，更與長者深入傾談，了解他們的需要，充分展

現關愛的精神。

CFSC 
全港賣旗日
5 月 12 日，本校一、二年級親子義工參加了

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主辦的「CFSC- 全港

賣旗日」籌款活動，所籌得的款項用作發展

非政府資助項目，使更多有需要人士得到照

顧，其中包括腦退化症長者認知訓練中心、

腎病腹膜透析及骨質疏鬆護理服務、退休人

士服務等。

透過賣旗活動，一、二年級賣旗義工學會如

何禮貌地請他人捐助，認識正確的行為表現

及態度，讓賣旗成為有意義的學習經歷。

兩位賣旗小義工十分享受賣旗的
樂趣

在下學期的服務學習，香港仔坊會安排長者和學生搜

尋一些老少咸宜的景點。兩代參加者一起商討外遊日

的細節，從中學習對長者的尊重、接納和體諒，增加

對他們的同理心。於外遊當日，長者與學生互相照顧

及幫助，並記錄活動的過程，回校後一同製作跨齡外

遊記事簿。
同學正在設法製作紙橋

同學到獨居長者家中進行探訪

同學與長者在分組
活動中合作愉快

長者感謝同學抽時間探望他們

5



本校手鈴手鐘樂團現有的 40 多位成員，他們都

是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各成員都熱心參與各種表

演和比賽，而手鈴隊更於香港手鈴節第十三屆校

際手鈴比賽手鈴高級組榮獲銀獎，而手鐘隊則於

手鐘高級組榮獲銅獎。

手鈴及手鐘樂團
       高年級歌詠團
本校高年級歌詠團有29位熱愛唱歌、對音樂充滿熱誠

的團員組成合唱小組MUSIK SPIELER，參加由聖公會

(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及春雨編輯委員會主辦的「第八

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並獲小組合唱項目冠軍。而

獨唱賽事方面，本校4E張芷昕獲初級組殿軍，6D陳翠

婷獲高級組優異。

同學參與各項演出及比賽訓練，除了提升歌唱技巧外，

更培育出追求音樂理想的堅毅精神。同學亦嘗試為歌

曲加上即興敲擊伴奏，再進一步提升音樂表現能力和

技巧，成為更優秀的音樂團隊。

足球校隊
本校一向注重同學的均衡

發展，因此在推動足球發

展一直不遺餘力。透過足

球隊的恆常訓練，同學

們的足球技術及知識得以進步外，同時亦學會與人相

處、勇於面對困難和保持永不放棄的精神。除了恆常

訓練，本校足球隊於本年度亦參與了多項校際比賽，

包括有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港島西區小學校

際足球比賽、香工思高盃小學足球邀請賽、聖公會杯

小學足球賽等。其中在聖公會杯小學足球賽中，本校

足球隊隊員充份展現了團隊精神，隊員間互補不足，

發揮出平日訓練的成果，勇奪亞軍。

同學經過參與校際比賽，從中體驗到比賽背後

的經歷和付出，培養堅毅精神，了解友校的音

樂水準，增廣見聞，給同學一個實踐性的學習

平台。同學對音樂活動參與程度非常高，透過

密集式訓練和比賽經驗，鍛煉他們的正向思維。

李呈同學榮獲
「2018 NIKE CUP 
HONG KONG」
U12 組冠軍

「聖公會杯小學足球賽」亞軍

「香工思高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碟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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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會員大會
第六屆校友會選舉已於2018年4月28日舉行，並順利

選出以下各執委。

家長教師會

校友會

校友日當天約 150 名校友回到母校出席會員大會，

之後便立即進行各項球類活動，校友們各適其適，

在歡聲笑語中重享快樂的小學時光。

主席： 張柏朗 

副主席： 洪振軒

文書： 葉映彤 

司庫： 彭思婷

總務： 丁苓

 聯絡： 蘇博豪/麥梓聰

家長教師會
為了增進本校家長間的交流，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不

同類型的家長天地活動，深受家長們歡迎。

烹飪班－特色巧味碗仔翅
是次烹飪班由主席馬啟文先生任教，

在他的細心指導下，家長們非常投入

碗仔翅的烹調過程，其後更共同分享

美食，樂也融融。

親子棋藝活動－
Rummikub
透 過 Rummikub 魔 力

橋數學棋之活動，有

助提升同學的邏輯思

維能力，並且能夠與

家長一起享受下棋的

樂趣。 

親子模型組裝活動
透過模型組裝活動，不但能夠增進親子關係，亦能讓

家長和同學一起探索電與磁的奇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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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佳作

當我看到小朋友在這籃球場打球時，那天發生的事歷歷在目。

在去年暑假的第一個週末，我約好了忠然在我家附近的公眾籃球場來一
場一打一的比賽。那天忠然先到我家看了一場美職聯籃球決賽，那是一
場由塞爾特人客場迎戰剛大敗勇士的火箭，最後火箭以一百二十一比
一百二十險勝，看得我們磨拳擦掌，躍躍欲試。

當我們到達籃球場，正想拿球出來時，卻發現已有四名成年人在使用球

「莫醫生，有病人，快來幫忙！」聽到這句話的我便立即穿上白袍，掛好聽診器，興致勃勃
地跑過去病房……光陰似箭，過了二十年的我，現在是一名著名的兒科醫生。每天，我都要
接觸數以百計的「小病人」，好不忙碌。

在登上我那光輝的「寶座」之前，我每天都要到大學聽課進修，以吸取更多有關醫學的知識，
還要手不釋卷，廢寢忘餐地温習到深夜。不過就算很累，一切也是值得的。經過整整八年的
殘酷洗禮，我終於獲得博士學位，並成為了一名真真正正的醫生。

為什麼我要當一名醫生呢？因為我自小就體弱多病，而且患有胃病，要經常去看病。因此，
我心中的醫生就像一條支柱，支撐着我的生命。這促使我想成為一位醫生，造福人羣。

現在我的工作就像心臟一樣「噗、噗、噗」頻繁地、不斷地起伏，根本連氣也喘不過來。雖
然很疲累，但是為了病人和其家人的將來，我拼了！

在這段令我嘔心瀝血、念念不忘的生涯中，我最想感謝的是媽媽，因為無論在任何時候，她
都會在旁為我打氣、照顧我。還有是我的妻子和孩子，當我為工作感到煩躁時，他們就會從
電話的另一邊，對我 ︰「爸爸加油！」如果不是他們，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二十年後的我
(莫政軒)

你和朋友約好週末到公眾籃球場打籃球，不料到達後，卻發現
已經有人在使用籃球場......

(鄺天樂)

場。我用有禮貌的語氣問︰「請問你們可不可以讓半場給我們？」其中一位「怪叔叔」以極之懷疑
的眼神，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瞪着我倆 ︰「只要你贏了我們，就讓給你們吧！」我毫不猶
豫地答應了，因為我和忠然苦練球技多時，要大敗他們可真是易如反掌呢！

比賽開始了，由我們先開球。我一接球，那個「怪叔叔」便立刻做出一個完美的防守動作，我雙
手拿起球，在三分線前舉手就射！「怪叔叔」只顧攔阻我射球，卻萬萬想不到這是假動作，令他
措手不及，這時我一個跳射，完美的拋物線，「穿針」！第二個「怪叔叔」 ︰「你們只是三分，還
有十七分才滿分呢！」這次，我在外圈一直拍球，其中一個「怪叔叔」向着我衝來，我一個轉向、
加速、過人、傳球，最後由忠然一個反手上籃，一個完美的組織打得他們落花流水。結果我們以
二十一比零痛擊四個「怪叔叔」。

對方信守承諾，我感到十分爽快，除了因為對着四名成人也能輕鬆取勝之外，更重要的是證明我
們過往的刻苦鍛鍊是沒有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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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佳作

Everybody must 
have been ill, at 
least one time. 
So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illness I suffered from last time.

Last time I suffered from the Flu and a 
runny nose, I felt awful. My family was planning to watch 
an amazing movie, but I couldn’t watch it since I had to 
visit the doctor. When I was at home, I kept sneezing and 
sneezing non-stop. I had a fever and a horrible headache, 
I felt like I was burning, on fire! I told mum that I felt 
horrible and she rushed me to the clinic at the speed of 
light.

We waited for quite a long time for my turn to see the 
doctor. When we went in the doctor asked me a lot of 
questions like “Does your nose hurt?” or, “Do you feel 
cold?” It was a bit boring, until the doctor said, “Since 
you have the Flu, you should rest at home and take your 
medicine on time, then you should be all right.”

After visiting the doctor, I felt better. My nose felt normal, 
my head was okay and I didn’t sneeze that often thanks to 
the pills and medicine.

After that horrible experience, I know how bad it is to be 
ill, so I’ve worked on five healthy tips that I do every day, 
let me share them with you.

First, you should drink eight glasses of water every day. 
Second, you should try to do exercise for thirty minutes 
per day. Third, you should try to eat a lot of vegetables. 
Fourth, you should eat lots of fruit. Last of all, you 
shouldn’t eat too much or too little, it’s not healthy.

No pain, no gain! Let’s start a healthy lifestyle today!

In Good Shape  
By Yancy Lam 

Scions grow in Spring ;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

Leaves fall in Autumn; 
Snowflakes dance in Winter .

 
All of the creatures on the planet,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However,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be friends with one another.

Shouting and squabbling for order;
killing and struggling for money.

 Why don’t people stop the wars between countries?
 

No more wars in the world,
life will be wonderful;

 Everyone becomes friends,
problems can be solved easily.

 
Each person cares about others;

Each country collaborates with each other.
Work hand-in-hand together
and the Earth will be better!

Come on!
Forget the hatred and embrace each other,

we’ll make a peaceful world
together!

視藝科佳作

  低級組 - 冠軍 

 區卓楠  
Au Cheuk Nam

  低級組 - 亞軍

徐韻旂 
Tsui Wan Kei

  高級組 - 亞軍

盧巧怡 
Lo Hau Yi

2017-18金句海報 
設計比賽

  高級組 - 冠軍

劉培熙 
Lau Pui Hei

  低級組 - 季軍

容晞兒 
Yung Hei Yi Betty

  高級組 - 季軍

林曉進 
Lam Hiu Chun

Peace in the  
World

By Edwin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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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獎

2017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高小組） 
（三弦）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6B 蔡梓瑩 冠軍

2017 第四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3A 張天穎 一等獎
2018 亞洲國際青少年鋼琴邀請賽 
幼兒 C 組（5-6 周歲）（香港站） 音韻藝術推廣協會 1C 吳䔝凝 一等獎

2018 美麗校園 -  
亞洲青少年藝術盛典港澳台區選拔賽 

（幼兒組鋼琴）
音韻藝術推廣協會 1C 吳䔝凝 銀獎

2018 美麗校園 - 亞洲青少年藝術盛典 
港澳台區選拔賽（兒童 B 組鋼琴） 音韻藝術推廣協會 5D 莫卓祈 金獎

2018 香港手鈴節第十三屆校際手鈴比賽
（手鈴高級）（小學組） 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4B 郭詠欣 5B 韓旻賢 5B 孔佩霖 5B 梁皓潼
5B 丘柔 5D 江伊嵐 5D 魏琛悅 6B 陳汶鍵
6B 符逢元 6B 謝健朗 6B 黃俊富 6B 黃宇熙
6B 葉𣲵妡 6D 陳梓杰 6D 張譽熹 6D 張詠儀
6E 董詠儀

銀獎

4B 陳頌欣 4B 張安玲 4B 余澤軒 4D 甄詠芯
5B 陳芷悠 5B 江柏希 5B 鄺梓然 5B 梁軒誠
5B 梁葦姸 5B 竇廣倩 5C 彭浚軒 5D 陳禕靖
5D 鄺子軒 5E 何鈞浩 6A 陳毅霖 6B 孫樂雯

銅獎

The 18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al 

Round (Piano Section I E2)

Hong Kong Regional 
Committee,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Committee
5B 梁皓潼 Third prize

The 18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al 
Round (Piano Section III Infant A)

Hong Kong Regional 
Committee,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Committee
5B 梁皓潼 Bronze prize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2018 
（幼童組 P1-P3 - 鋼琴組） 元朗大會堂 1C 吳䔝凝 銀獎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鋼琴）（四級組）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5D 莫卓祈 銀獎
香港青年鋼琴大賽 2018（幼童組）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1C 吳䔝凝 銀獎

香港菁英音樂及演奏比賽 2017（中樂） 
（小學高級組 P.4-P.6）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6B 蔡梓瑩 銅獎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3 歲或以下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B 郭詠欣  4E 張芷昕  5A 陳月涎  5B 韓旻賢
5B 葉心柔 5B 江柏希 5B 孔佩霖 5B 梁皓潼
5B 盧悅臨 5B 吳葦澄 5B 彭東洋 5B 潘依琳
5B 蘇曉琳 5B 邱鎧彤 5B 周耀銘 5C 梁智軒
5C 黃舜賢 5D 鄭穎心 5D 張健煒 5D 方卓宇
5D 江伊嵐 5D 鄺子軒 5D 劉乙湘 5D 莫卓祈
5D 魏琛悅 5D 韋芷盈 5D 蘇靖琳 5D 蘇子聰
5D 楊梓嫣 5D 翁嘉蔚 5E 林芊芊 5E 李凱霖
5E 梁紫茵 6A 許彥澤 6A 羅梓恩 6A 吳紫瑩
6B 周曼芊 6B 蔡梓瑩 6B 朱燕銦 6B 霍安妮
6B 符逢元 6B 許嘉怡 6B 劉詠瑜 6B 李洛然
6B 梁啟駿 6B 羅欣懿 6B 孫樂雯 6B 戴筱悠
6B 謝健朗 6B 黃俊富 6B 黃梓聰 6C 林凱潮
6C 吳芷銦 6C 彭芷瑩 6C 黃凱琳 6D 陳翠婷
6D 陳浩銘 6D 張譽熹 6D 何愷澄 6D 洪乙心
6D 賴銘賢 6D 林漢彥 6D 李芷晴 6D 李欣庭
6D 劉梓豪 6D 吳珉朗 6D 潘冠熹 6D 成汶軒
6D 楊佩諭 6E 張曦諾 6E 黃慕嘉 6E 董詠儀

亞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9 歲或以下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A 鄭怡琳 2A 郭知行 2A 梁晓晴 2B 張晞兒
2C 黎旭昇 2D 梁業昇 2D 吳志康 2D 楊凱恩
2E 卓子晴 2E 張承軒 2E 林意臻 2E 馬正瑜
2E 吳祐希 3A 陳晉霆 3A 陳晞雯 3A 張嘉純
3A 林政熙 3A 梁譽慇 3A 潘悅源 3A 黃裕聰
3B 李樂哲 3B 馬嘉敏 3B 麥瑋洛 3B 吳鍱堯
3B 湯嘉維 3B 葉賞言 3B 袁依云 3C 郭浠澄
3C 林家豪 3C 林瑋聰 3C 廖婉晴 3C 吳梓熹
3C 楊子鍔 3C 楊穎渟 3D 鄺雪瀠 3D 林孟希
3D 謝尚知 3D 余晏僑 3E 陳東池 3E 鄒子誠
3E 江曉昕 3E 黎泳琳 3E 梁日蕎 3E 魏浩怡
3E 黃穎晞 4A 張晞苗 4B 趙子朗 4B 林悅施
4B 李思澄 4B 盧芷蕎 4B 吳嘉翹 4C 朱朗謙
4D 周巧楠 4D 李鍵希 4D 李世峰 4D 梁日歌
4D 盧芷葇 4E 許諾 4E 黃芍瑤 

季軍

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E 方𥫩雯 亞軍
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E 葉思憫 冠軍
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B 梁皓潼 亞軍
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箏獨奏 - 初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B 竇廣倩 冠軍

第七屆亞太傑出少年鋼琴比賽 
（四級考試校際組) 港青樂術協會 5D 莫卓祈 優異

第八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小組合唱)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有限公司

4B 郭詠欣 4E 張芷昕 5B 韓旻賢 5B 梁皓潼
5B 邱鎧彤 5B 周耀銘 5D 江伊嵐 5D 鄺子軒
5D 劉乙湘 5D 莫卓祈 5D 蘇靖琳 5D 楊梓嫣
5E 林芊芊 6B 周曼芊 6B 朱燕銦 6B 許嘉怡
6B 梁啟駿 6B 戴筱悠 6B 黃俊富 6B 黃梓聰
6C 彭芷瑩 6C 黃凱琳 6D 陳翠婷 6D 洪乙心
6D 林漢彥 6D 李芷晴 6D 楊佩諭 6E 董詠儀

冠軍

第八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初級組獨唱)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有限公司 4E 張芷昕 殿軍

第八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高級組獨唱)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有限公司 6D 陳翠婷 優異

第廿一屆南區少年兒童歌唱大賽 
（小學合唱組) 南區文藝協進會

4E 張芷昕 6B 何禹曦 6B 羅欣懿 6B 謝健朗
6B 黃俊富 6B 黃梓聰 6D 陳翠婷 6D 林漢彥
6D 李芷晴 6D 楊佩諭 

亞軍

視藝獎

抗流感戰隊填色比賽 
「UNO 話事卡創意設計比賽」

健康創富
親子頭條 2E 黃詩琪 3A 陳晞雯 4B 盧延哲 優異獎

第九屆「春雨故事由我創」親子創作比賽 
（高級組)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 
委員會有限公司

<<春雨>>編輯委員會
4B 劉培熙 5B 梁軒誠 殿軍

學生得獎名單2017-18

 
活動獎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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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民政事務處

5B 郭忠至 5B 梁采宜 5D 張天朗 5D 江伊嵐
6B 郭家豪 6D 陳翠婷 6D 周玉麟 6D 許壹 學生領袖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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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丘柔 南區傑出少年
（高小組）傑出

5B 鄺天樂 6D 周玉麟 南區傑出少年
（高小組）優秀

2017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高小組） 
（小組舞）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5C 李芯蕾 冠軍

2018 年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南區代表 公益少年團 6B 蔡梓瑩 南區代表團員
ViuTV<< 闔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 畢業生-廖浩蓁 亞軍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5B 郭忠至 5B 李堯浚 5B吳昊豐 5B 黃雋搴 金獎

中西南區小學校際比賽 -「聰明車比賽」 明愛莊月明中學
6B 陳汶鍵 6B 陳栢希 6B 梁國浩 亞軍
6B 陳沛彥 6B 李彥霆 6B 吳日俊 6B 謝健朗
6B 黃天泰 6B 黃宇熙 6B 黎凱澄 6B 羅欣懿
6B 黃天晴 6D 施浩榮 6D 鄧智衍 6D 丘啟榆

優異獎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 
（Group Dance） 黃日芝芭蕾舞學校 3A 張天穎 銀獎

索繩背包設計比賽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南區委員會

6B 黃俊富 冠軍
5E 張倬嘉 季軍

將軍澳區維景灣畔跆拳道 
友誼邀請賽 2017（品勢組）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3B 黃鎧淇 季軍

第 10 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兒童 B 組西方舞雙人或三人舞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5C 李芯蕾 冠軍

第 11 屆團隊盃準舞及接丁舞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探戈 ) 香港舞蹈藝術聯會

6D 李芷晴 冠軍
6D 鄧鎂雪 亞軍

第 11 屆團隊盃準舞及接丁舞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喳喳） 香港舞蹈藝術聯會 6D 鄧鎂雪 冠軍

第 11 屆團隊盃準舞及接丁舞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華爾茲） 香港舞蹈藝術聯會 6D 鄧鎂雪 亞軍

第 12 屆港自由盃全港公開標準舞及拉丁
舞排名大賽（少年單人拉丁舞公開單項） 黃榮任舞蹈學校 3E 鍾羽蕎 亞軍

第 24 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小學 
自選陳式組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5B 吳昊豐 5B 彭東洋 5C 吳鍁頴 5D 鄭樂兒
6B 黃梓聰 6E 陳國仁
畢業生-李宇軒 畢業生-江德智
畢業生-莫煒謙 畢業生-林昱男

冠軍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1A 劉冰佑 1B 李卓霖 1D 黃凱韻 1E 區曉彤
1E 陳紫盈 1E 張凱晴 2D 郭希瑜 2E 李芍叡
3A 周嵐沂 3C 蘇芯怡 3D 郭詠瑜 3D 鄺雪瀠
3E 顏千淇 4A 蘇家瑩 4B 黃杜艷 4C 霍諾姸
4D 王小雪 4E 朱海琪 4E 王思莹 5E 何僥鑰

乙等獎

第二屆「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計劃 皇仁書院 5B 韓旻賢 5B 孔佩霖 5B 郭忠至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優異獎

第六屆「展藝盃」 
世界學生藝術交流聯誼賽 

（芭蕾舞 Ballet, pasdesolo）

香港表演藝術中心
復旦中學

加拿大温哥華中國大專院校 
校友會

3E 周天愍 金獎

第六屆「展藝盃」 
世界學生藝術交流聯誼賽 

（個人全能 Individual Allaround）

香港表演藝術中心
復旦中學

加拿大温哥華中國大專院校 
校友會

3E 周天愍 銀獎

第六屆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R-kids
聖公會基福小學 6B 李彥霆 6B 吳日俊 6B 黃宇熙 八強

（優異獎）

港島南區幼童軍支部比賽 2017 暨 
香港總監挑戰盾（港島南區選拔賽）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南區區會

4D 李依旋 5B 邱鎧彤 5D 李文琦 6B 洪瑋
6B 黃天泰 6D 許壹
畢業生-郭晉宇 畢業生-廖浩蓁
畢業生-陳宏博 畢業生-陳俊賢
畢業生-周朗琪 畢業生-張善琦

冠軍

跆拳道友誼邀請賽 2017（品勢組）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3B 黃鎧淇 亞軍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 2017（品勢組） 香港實用跆拳道協會 3B 劉澤亨 冠軍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 2017（摶擊組） 香港實用跆拳道協會 3B 劉澤亨 季軍

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小學組） 機電工程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5B 廖靜霖 5D 梁晞晙 5D 李文哲 5D 蘇曉揚 優異獎

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共融組） 機電工程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5B 梁軒誠 5B 丘柔 銀獎
5B 潘依琳 5D 麥宗淇 銅獎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Cha Cha 單項） 晉藝舞蹈體育學會

3E 鍾羽蕎 亞軍
3E 周天愍 冠軍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Rumba 單項） 晉藝舞蹈體育學會 3E 鍾羽蕎 3E 周天愍 優異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雙人同步 Cha Cha） 晉藝舞蹈體育學會 3E 鍾羽蕎 3E 周天愍 冠軍

閱讀• 分享計劃 2016-17 新閱會 5C 李芯蕾 喜閱之星
體育先鋒學界體操預備賽暨全港公開及 

新秀體操預備賽 2018（跳馬） 體育先鋒 6D 馬祖迪 亞軍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 2017 
（自由體操）（男子組 / 新手）

體育先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D 馬祖迪 優異獎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 2017 
（跳馬）（男子組 / 新手）

體育先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D 馬祖迪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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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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獎

「第六十九屆香港校際朗誦節」英文集誦 香港朗誦協會

2A 鄭怡琳 2A 高逸晞 2A 郭知行 2A 林巧彤
2A 姚凱尤 2B 區學銘 2B 黃凱琳 2C 林悅行
2D 李依諾 2E 陳貴衍 2E 莊凱喬 2E 鄒珽匡
2E 李倩甄 2E 馬正瑜 2E 吳梓攸 2E 吳祐希
2E 甄詠悠 3A 陳湘怡 3A 陳晞雯 3A 張嘉純
3A 孔慶霖 3A 梁譽慇 3A 彭可穎 3A 黃睿詩
3B 江柏晞 3C 李穎童 3D 何卓南 3D 鄺雪瀠
3E 鄒子誠 3E 鍾羽蕎 3E 江曉昕 3E 黎泳琳
3E 李軒舜 3E 伍朗維 3E 魏浩怡 3E 顏千淇
3E 鄧善渝 3E 任珞瑤

季軍

<< 陽光校園 >> 童心童畫 星島日報 6B 蔡梓瑩 優秀作品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Asia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 2C 林悅行 銅獎

Raz Plus 故事書封面設計比賽 Learning A-Z x Raz Plus 5B 梁軒誠 冠軍
我的圖書館 -  

「閱讀越樂在南區」Fun 享日： 
故事演繹比賽

香港公共圖書館
3E 鍾羽蕎 亞軍

3E 顏千淇 優異獎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公共圖書館

6B 鄭景桁 6B 蔡梓瑩 6D 周文龍 6D 周玉麟
6D 紀熙童 6D 馬祖迪

最積極推動 
參與學校

6B 鄭景桁 6B 蔡梓瑩 6D 周文龍 6D 周玉麟
6D 紀熙童 6D 馬祖迪

最積極推動 
閱讀學校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 2017/2018 比賽 
（填字遊戲比賽)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委員會 2A 曾禧曈 6D 鄧鎂雪 優異獎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 2017/2018 比賽 
（標語創作比賽)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委員會

5D 黎子謙 亞軍
6D 吳珉朗 優異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教育局

4C 霍諾姸 4C 林浩賢 5C 李芯蕾 傑出演員獎
2C 林悅行 4B 陳頌欣 4B 鄒芓妍 4B 林悅施
4B 李綽烽 4B 伍穎妍 4C 鄭嘉妮 4C 霍諾姸
4C 林浩賢 4C 吳穎心 4E 林梓濤 4E 呂永楨
5B 鄺天樂 5C 李芯蕾 5D 黎子謙 5D 麥宗淇

傑出舞台效果獎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C 林悅行 4B 林悅施 4B 吳穎哲 5B 孔佩霖 亞軍
5B 莫政軒 季軍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A 劉冰佑 1D 蕭肇泰 1E 張凱晴 3A 黃裕聰
4B 吳穎哲 4D 黃浩翹 4E 黃芍瑤 季軍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3A 陳晞雯 亞軍
5B 梁皓潼 6A 吳紫瑩 季軍

第六屆 
「展藝盃」世界學生藝術交流聯誼賽 香港表演藝術中心 3E 黃源梆 銀獎

第六屆「展藝盃」世界學生 
藝術交流聯誼賽（中文作文)

香港表演藝術中心
復旦中學

加拿大温哥華中國大專院校 
校友會

3E 黃源梆 銀獎

第六屆「展藝盃」世界學 
生藝術交流聯誼賽（中文作文 Chinese 

Composition Group B)（6-8 歲)

香港表演藝術中心
復旦中學

加拿大温哥華中國大專院校 
校友會

3E 周天愍 銀獎

第六屆「展藝盃」世界學生藝術交流聯
誼賽（粵語散文背誦 Mandarin Prose 

Recitation Group B)（6-8 歲)

香港表演藝術中心
復旦中學

加拿大温哥華中國大專院校 
校友會

3E 周天愍 金獎

徵文比賽 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 4B 梁卓峰 優秀作品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香港閱讀城 4E 張栢熙 5C 彭浚軒 優異獎

數學獎

「華夏杯」中港澳臺數學交流賽 2017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 

研究分會

3A 張晧鋒 3E 陳俊浩 3E 周天愍 二等獎

3E 黃源梆 三等獎

2017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4B 張家穎 4D 陳凱鋒 5B 李堯浚 5B 彭東洋
6B 陳汶鍵 6B 陳汶鍵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6B 符逢元 6B 李彥霆
6B 陳栢希 6D 陳浩銘 6D 馬祖迪 6D 丘啟榆

金獎

4B 劉朗延 4B 余澤軒 4D 李棨濠 5B 韓旻賢
5B 許靜怡 6B 陳栢希 6B 陳沛彥 6B 黃天晴
6B 黃天泰 6B 吳日俊 6D 周玉麟 6D 賴銘賢
6D 成汶軒 6D 馬祖迪 6E 劉睿言

銀獎

4B 趙子朗 4B 劉培熙 4D 梁家銘 5B 孔佩霖
5B 郭忠至 5B 梁皓潼 5B 吳昊豐 6A 陸子豪
6B 卓潣鋒 6B 張紫蕎 6B 朱燕銦 6B 霍安妮
6C 黎梓鋒 6C 蕭君豪 6D 藍于舜 6D 蔡子涵

銅獎

2017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五年級）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5B 李堯浚 冠軍
5B 彭東洋 亞軍
5B 許靜怡 季軍

2017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六年級）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6B 陳汶鍵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冠軍

2017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四年級）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4D 陳凱鋒 冠軍
4B 張家穎 亞軍

2017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團體獎項）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4B 張家穎 4B 劉朗延 4B 余澤軒 4D 陳凱鋒
4D 李棨濠 5B 韓旻賢 5B 許靜怡 5B 李堯浚
5B 梁皓潼 5B 彭東洋 6B 陳汶鍵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全場總冠軍

2017 至 2018 年度第十三屆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南區）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銀獎
5B 韓旻賢 5B 李堯浚 5B 彭東洋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D 馬祖迪 銅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決賽（一至二年級）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A 陳霆鏗 3A 黃裕聰 金獎
2B 黃凱琳 2E 余嘉恒 3A 張晧鋒 3A 葉浚義
3E 陳東池 銀獎

2A 查善衡 2A 張俊康 2B 李穎嵐 2E 鄒珽匡
2E 葉思憫 3A 區卓楠 3D 鄺銘然 3D 鄺雪瀠
3E 陳俊浩 3E 鄒子誠 3E 王楚軒 3E 黃棹謙

銅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三至六年級）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6B 陳沛彥 一等獎
2A 陳霆鏗 6B 謝健朗 二等獎
2E 葉思憫 3A 張晧鋒 3E 陳東池 3E 鄒子誠
3E 黃源梆 5B 莫政軒 5B 譚礎林 5D 鄺子軒
5D 翁嘉蔚

三等獎

5B 彭東洋 6B 郭景朗 6B 李彥霆 6B 黃宇熙 金獎
4B 余澤軒 4D 黃柏豪 4D 林宇傑 5B 梁景晉
5B 吳尚燁 5D 黎子謙 6B 符逢元 6B 梁啟駿
6B 梁國浩 6B 謝健朗 6D 陳浩銘

銀獎

4B 鄒芓妍 5B 郭忠至 6B 洪瑋 6B 黎凱澄
6B 吳日俊 銅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總決賽（三至六年級）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5B 譚礎林 銅獎

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A 張晧鋒 二等獎
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5B 譚礎林 三等獎
2018 年「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精英邀請賽 - 小學組（8-11 歲）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6D 陳浩銘 金獎

2018 年「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精英邀請賽 - 小學組（8-11 歲）（小學組）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傑出表現學校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香港賽區初賽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港澳盃 HK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A 莫傲言 1A 黃天予 1C 黃梓鳴 2A 陳霆鏗
2E 林意臻 3A 劉進溢 3A 李論 3A 黃裕聰
3E 王楚軒 4B 張家穎 4B 劉朗延 4B 余澤軒
4D 陳凱鋒 5B 李堯浚 5B 梁皓潼 5B 梁景晉
5B 彭東洋 6B 陳汶鍵 6B 陳栢希 6B 陳沛彥
6B 郭景朗 6B 梁國浩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金獎

1A 黎澤樺 1B 陳浩軒 1B 趙政宇 2A 查善衡
2A 張俊康 2A 丁俊瑋 2B 區學銘 2B 黃凱琳
2E 劉凱翹 2E 馬正瑜 2E 吳祐希 2E 余嘉恒
3A 張晧鋒 3A 葉浚義 3A 梁譽慇 3B 余嘉晞
3D 陳雨謙 3D 鄺銘然 3E 黃源梆 4B 鄒芓妍
4B 林卓言 4D 陳嘉富 4D 黃柏豪 4D 林宇傑
4D 梁家銘 5B 韓旻賢 5B 許靜怡 5B 孔佩霖
5B 梁曉晴 5B 吳昊豐 5D 黎子謙 5D 李文哲
6A 陳毅霖 6B 蔡梓瑩 6B 符逢元 6B 馮樂恆
6B 吳日俊 6D 陳浩銘 6D 周玉麟 6D 馬祖迪
6D 葉沛成

銀獎

1A 張雅詩 1C 吳䔝凝 1D 葉穎欣 2B 陳俊仁
2D 方浚軒 2D 梁舜 2E 張承軒 2E 鄒珽匡
3A 陳晉霆 3D 鄺雪瀠 3E 陳俊浩 3E 陳東池
3E 周天愍 4B 郭梓建 4B 郭詠欣 4B 林浩峰
4B 馬俊濠 4D 李鍵希 4E 張栢熙 5B 吳葦澄
5B 譚礎林 5B 竇廣倩 5B 杜曉域 5D 張健煒
5D 李昊庭 5D 冼卓謙 5D 翁嘉蔚 6B 洪瑋
6B 黎凱澄 6B 黃天泰 

銅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一至二年級）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A 陳霆鏗 金獎
1A 莫傲言 2E 林意臻 2E 余嘉恒 銀獎
1B 李卓霖 1C 吳䔝凝 2A 查善衡 2A 張俊康
2B 區學銘 2B 黃凱琳 2E 鄒珽匡 銅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三至六年級）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A 張晧鋒 3A 李論 3A 黃裕聰 3B 余嘉晞
4B 余澤軒 5B 彭東洋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金獎

3A 葉浚義 3A 劉進溢 3E 黃源梆 4B 林卓言
4B 劉朗延 4D 林宇傑 5B 韓旻賢 5B 許靜怡
5B 李堯浚 5B 梁景晉 5D 黎子謙 6B 郭景朗

銀獎

3D 鄺雪瀠 3D 陳雨謙 3D 鄺銘然 3E 周天愍
3E 陳東池 3E 王楚軒 4B 鄒芓妍 4D 陳嘉富
4D 黃柏豪 4D 梁家銘 5B 莫政軒 5B 吳昊豐
5B 譚礎林 5B 竇廣倩 6B 梁國浩 6D 陳浩銘

銅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一及小二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C 吳䔝凝 銅獎

2018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D 葉沛成 總成績三等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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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B 符逢元 6B 黃天泰
6D 陳浩銘 6D 葉沛成 三等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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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沛彥 6B 梁國浩 三等獎

COMO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2018 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A 陳霆鏗 4D 黃柏豪 6B 謝健朗 一等獎
2B 黃凱琳 2E 劉凱翹 3E 王楚軒 4B 劉培熙
4B 余澤軒 4D 林宇傑 5B 鄺梓然 5B 吳昊豐
6B 梁國浩

二等獎

1C 吳䔝凝 3E 陳俊浩 4D 梁家銘 5B 郭忠至
5B 梁景晉 5B 譚礎林 6B 符逢元 三等獎

3A 張晧鋒 5B 彭東洋 特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6B 陳栢希 6B 陳沛彥 6B 郭景朗 6B 李彥霆
6D 陳浩銘 一等獎

6B 陳汶鍵 6B 符逢元 6B 洪瑋 6B 梁國浩
6B 謝健朗 6D 馬祖迪 6D 丘啟榆 二等獎

6B 何禹曦 6B 吳日俊 6D 周玉麟 6D 葉沛成 三等獎
世界數學測試 2017（解難分析）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4B 余澤軒 優秀

世界數學測試 2017（數學科）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4B 林浩峰 4B 劉朗延 5B 韓旻賢 5B 孔佩霖
5B 李堯浚 5B 吳昊豐 6B 陳栢希 6B 符逢元
6B 郭景朗 6B 吳日俊 6D 周玉麟 6D 馬祖迪
6D 葉沛成

優秀

世界數學測試 2017 
（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測試中心

4B 張家穎 4D 陳凱鋒 4D 李棨濠 5B 梁皓潼
5B 彭東洋 6B 蔡梓瑩 6B 陳汶鍵 6B 陳沛彥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6D 陳浩銘

兩科優秀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7（南區）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黃宇熙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全場亞軍
6B 梁國浩 6B 陳沛彥 6D 馬祖迪 全場殿軍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7（南區） 
（數學急轉彎）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黃宇熙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冠軍
6B 梁國浩 6B 陳沛彥 6D 馬祖迪 殿軍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7（南區） 
（數學創意解難）

培英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

6B 黃宇熙 6B 李彥霆 亞軍
5B 彭東洋 5B 韓旻賢 季軍

亞太菁英數學交流賽 中華數學協會
3A 張晧鋒 3E 陳俊浩 銅獎
3E 黃源梆 3E 周天愍 優異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總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5B 彭東洋 金獎

第 25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3A 張晧鋒 金獎
3E 王楚軒 銀獎
2B 黃凱琳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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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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mming Gala 2017（10-12 years old）
（25m breaststroke）

Hong Kong Golf & Tennis 
Academy 5C 吳鍁頴 季軍

Swimming Gala 2017 
（10-12 years old）（25m freestyle）

Hong Kong Golf & Tennis 
Academy 5C 吳鍁頴 季軍

The Nike Cup Hong Kong Five 2018 
U12 Nike 5C 李呈 冠軍

Ziberty 全港跳繩團體挑戰賽 2018 
（團體總成績） Ziberty Sports Studio

2D 林琳 4A 陳衍樹 5B 陳衍丞 5B 梁靜霖
5B 梁曉晴 季軍

4D 林靖 6D 鄧鎂雪 6D 林漢彥 6E 陳靜希 殿軍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女子 E 組 200 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6B 黃天晴 亞軍

友校接力賽（女子 4 x100 米）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5C 鄺朗詩 5C 王心姸 6B 黃天晴 6E 陳靜希 亞軍

友校接力賽（女子 4 x100 米）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5C 鄺朗詩 5C 王心姸 冠軍
友校接力賽（女子 4 x100 米） 海怡寶血小學 5C 鄺朗詩 5C 王心姸 5D 陳曉琦 5E 林芊芊 冠軍
友校接力賽（女子 4 x100 米）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6B 黃天晴 6E 陳靜希 冠軍
友校接力賽（男子 4 x100 米） 海怡寶血小學 5B 江柏希 5B 彭東洋 5C 何業浩 5D 蘇曉揚 亞軍

友校接力賽女子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5C 鄺朗詩 5C 王心姸 6B 黃天晴 6E 陳靜希 亞軍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組（混合組） 
（雙人 60 秒橫排跳）

匯知中學 5B 梁靜霖 6D 林漢彥 殿軍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組（混合組） 

 大繩 120 秒出入繩
匯知中學 5B 陳衍丞 5B 梁曉晴 5C 彭浚軒 6C 彭芷瑩

6D 鄧鎂雪 6E 陳靜希 季軍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組（混合組） 

個人 30 秒交叉跳
匯知中學 6E 陳靜希 殿軍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組（混合組） 

雙人 60 秒朋友跳
匯知中學 5B 陳衍丞 5B 梁曉晴 冠軍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組（混合組） 

（團體獎）
匯知中學

5A 陳月涎 5B 陳衍丞 5B 梁靜霖 5B 梁曉晴
5C 彭浚軒 6C 彭芷瑩 6D 林漢彥 6D 鄧鎂雪
6E 陳靜希

亞軍

坊會盃青少年慈善足球賽（U12 碟賽） 香港仔坊會 5E 何鈞浩 亞軍
男子十歲以下組別（100 米自由泳） 志佩游泳會有限公司 5B 杜曉域 殿軍

男子十歲或以下組別（50 米蝶泳） 海天體育會游泳部
志佩游泳會有限公司 5B 杜曉域 殿軍

男子十歲組別（100 米自由泳） 海天體育會游泳部
志佩游泳會有限公司 5B 杜曉域 季軍

足球技巧大挑戰控球王（個人）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5C 李呈 季軍
足球技巧大挑戰控球王（學校）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5C 李呈 5E 何鈞浩 6A 陳源灝 6A 毛洛文 季軍

兩岸四地柔道邀請賽 
（兒童 A 組男子 27kg） 香港柔道總會 3B 李樂哲 銅獎

南區小學生七人足球比賽 201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5C 李呈 殿軍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4x100 米小學接力請賽女子組冠）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4D 郭藹澄 5C 鄺朗詩 5C 王心姸 5E 林芊芊
6B 黃天晴 6E 陳靜希 冠軍

南區水運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南區康樂體育會促進會 5B 黃雋搴 季軍

南區青年團足球邀請賽 2017（碟賽）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南區青年團 6A 毛洛文 亞軍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第二站 
（男子 09 年組 800 米） 飛達田徑會 3C 朱栢言 季軍

香工思高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香港仔工業學校
3E 文卓華 3E 伍朗維 4A 吳卓峰 4C 盧梓禮
4D 秦宇灝 5B 鄺天樂 5D 林言睿 5D 李文哲
5D 麥宗淇 5D 冼卓謙 5D 袁灝朗 5E 何鈞浩

碟賽冠軍

香港區小小水運會 2017（Part2） 
（女子 6 歲或以下訓練班 25 米背泳）

海天體育會游泳部 
志佩游泳會有限公司 1C 洪詩翹 第四名

第 13 屆飛達新春慈善跑 2018 
（3 公里親子賽） 飛達田徑會 3C 朱栢言 季軍

第 18 屆全港兒童細運會小飛人大賽 
（女子 D 組擲壘球） 華人運動會協會 3E 何希晴 季軍

第 18 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U8 組） 南區麗池足球會 3E 何希晴 季軍
第七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 2009 年組）（跳遠）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3E 何希晴 亞軍

第七屆無界限運動同樂日嗇色園盃五人賽
（U12 組） 嗇色園 5C 李呈 亞軍

第十八屆南區紫荊盃足球邀請賽 -  
少年組（U8 組）

南區區議會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南區麗池足球會

1C 楊晴芝 季軍

第十八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 2017 
（U10 組）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南區麗池足球會 5C 李呈 冠軍

第十八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 2017 
（U12 組）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南區麗池足球會 5C 李呈 季軍

第三屆大埔足球會盃五人足球賽 大埔足球會 5C 李呈 季軍

第五屆聖公會盃小學足球賽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5B 鄺天樂 5C 李呈 5D 林言睿 5D 李文哲
5D 袁灝朗 5E 何鈞浩 6A 陳源灝 6A 毛洛文 亞軍

6A 毛洛文 神射手
潮文化國慶同珍盃 2017（2006 組 / 碗賽） 香港北區清河球會 5C 李呈 冠軍
體育先鋒學界體操預備賽暨全港公開及 

新秀體操預備賽 2018（自由體操） 體育先鋒 6D 馬祖迪 季軍

灣仔區小學足球邀請賽 
（U10 組）

香港小型足球總會
灣仔體育總會 5C 李呈 冠軍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男子青少年 1 組 100 米蝶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灣仔體育總會
5B 杜曉域 亞軍

編輯委員會    顧問：郭妙嫻校長丶馮玉榮副校長    總編輯：黎銘賢主任丶周珮雯老師    編輯：全體老師丶家教會執委

第二十九屆全港小學 l 數學比賽 2018 
（港島區）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6B 梁國浩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亞軍

第二十九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6B 黃宇熙 一等獎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二等獎
6B 梁國浩 三等獎

第二十三屆全國華羅庾金杯少年數學比賽
（南區）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協會 4B 張家穎 三等獎

第二屆世界菁英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6B 黃宇熙 6B 陳汶鍵 金獎
6B 陳沛彥 銀獎
6B 李彥霆 6B 梁國浩 銅獎

第十三屆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團體賽）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6B 陳汶鍵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B 李彥霆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冠軍

4B 張家穎 4B 劉朗延 4B 余澤軒 4D 陳凱鋒
4D 陳嘉富 4D 李棨濠 優異

第三屆「圓玄 - 中盃」 
Rummikub 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校第一中學 6B 陳汶鍵 6B 陳栢希 6B 吳日俊 6D 馬祖迪 隊際冠軍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小六團體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香港教育大學 6B 何禹曦 6B 梁國浩 6B 黃天泰 6B 黃宇熙 優異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全國總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6B 李彥霆 6B 黃宇熙 一等獎
2A 查善衡 3A 張晧鋒 3A 葉浚義 3A 黃裕聰
3E 王楚軒 4D 林宇傑 5B 韓旻賢 5B 梁景晉
5B 彭東洋 5B 譚礎林

二等獎

2A 陳霆鏗 特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總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A 陳霆鏗 3A 黃裕聰 5B 李堯浚 6B 黃宇熙 一等獎
3A 張晧鋒 3E 王楚軒 4B 劉朗延 4D 林宇傑
5B 韓旻賢 5B 許靜怡 6B 梁國浩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A 黃天予 2A 陳霆鏗 2E 林意臻 2E 余嘉恒
3A 張晧鋒 3B 余嘉晞 4B 張家穎 5B 韓旻賢
5B 李堯浚 5D 黎子謙 6B 陳汶鍵 6B 梁國浩
6B 李彥霆 6B 黃宇熙

一等獎

1C 黃梓鳴 2B 區學銘 2E 劉凱翹 2E 馬正瑜
3A 葉浚義 3A 劉進溢 3A 李論 3E 陳東池
3E 王楚軒 3E 黃源梆 4B 劉培熙 4B 余澤軒
4D 黃柏豪 4D 林宇傑 5B 許靜怡 5B 郭忠至
5B 梁景晉 5B 蘇國禮 5D 李文哲 6B 謝健朗

二等獎

3A 黃裕聰 特等獎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一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競賽 - 隊際賽） 聖公會小學校長會 6B 陳汶鍵 6B 陳沛彥 6B 梁國浩 6B 李彥霆
6B 吳日俊 6B 謝健朗 6B 黃宇熙 6D 馬祖迪 季軍

體育獎

 全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 2017
（小學女子新秀組） 
（2X30 秒單側迴旋跳）

元朗區體育會 5B 梁曉晴 6E 陳靜希 冠軍

全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 2017 
（小學女子新秀組） 

（2X30 秒雙腳及單車步 4 人交互繩速度）
元朗區體育會 4D 林靖 5B 梁靜霖 5B 梁曉晴 6E 陳靜希 亞軍

 全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 2017
（小學男子新秀組） 元朗區體育會 4A 陳衍澍 5B 陳衍丞 5C 彭浚軒 6D 林漢彥 全場總亞軍

 全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 2017
（小學男子新秀組）（30 秒二重跳） 元朗區體育會 4A 陳衍澍 亞軍

 全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 元朗盃 2017
（小學男子新秀組）（30 秒單車步） 元朗區體育會 5B 陳衍丞 季軍

 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組（混合組） 

（團體獎）
匯知中學 6A 張雅祺 亞軍

「動向杯」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2017  
（U10 精英組）（盃賽） Dansport Hong Kong 5C 李呈 冠軍

2017-2018 年度港島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200 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B 黃天晴 亞軍

2017-2018 年度港島西區小學 
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B 郭忠至 5C 何業浩 5C 李呈 5D 張天朗
5E 林銘滔 6A 毛洛文 6A 施秉賢 6C 陳焯彥
6C 張柏熙

殿軍

2017 幼苗排球培訓計劃（男子組金盃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排球總會 5C 李呈 冠軍

2017 年「赫德盃」青少年五人制足球國際
邀請賽 Studia-Abeunt-In-Mores 5C 李呈 亞軍

2017 南華體育會小飛挑戰日 -  
25 米自由泳 南華體育會 3E 周天愍 亞軍

2017 南華體育會小飛挑戰日 - 25 米蛙泳 南華體育會 3E 周天愍 冠軍
2017 南華體育會小飛挑戰日 -  

男子組七至八歲五十米蛙球 南華體育會 3A 劉進溢 冠軍

2017 第七屆回歸永匯盃中港 5 人足球 
公開賽（2007 組（冠名））永匯盃賽 香港北區清河球會 5C 李呈 亞軍

2018 第二屆兒童學界黃金田徑賽 
（100 米）

Kidsports Athletic Club 
(HK) 5E 潘浩賢 冠軍

2018 第二屆兒童學界黃金田徑賽（60 米） Kidsports Athletic Club 
(HK) 5E 潘浩賢 冠軍

2018 第二屆兒童學界黃金田徑賽 
（擲壘球）

Kidsports Athletic Club 
(HK) 5E 潘浩賢 亞軍

4x25 Stairstep Free style Relay 
（Aged Group Under 30） 海怡半島 2E 李光懋 冠軍

Banana Wifi Futsal Cup 2017 
（U10 Cup） 阿仙奴足球學校 5C 李呈 冠軍

Boys Division A 4 x 25 Freestyle Relay 海怡半島 2E 李光懋 冠軍
HKFC Citi Junior Soccer Sevens -  

U7 Premier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1C 楊晴芝 1D 鍾晉謙 冠軍

Kaisev 盃足球比賽 元朗足球會 5C 李呈 季軍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青少年及 

兒童田徑日 2018（甲組十字跳）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3B 李樂哲 3B 麥瑋洛 3C 朱栢言 3C 何鉻謙 季軍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青少年及 
兒童田徑日 2018（甲組前拋躍球）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3A 黃梓熙 3B 李樂哲 3B 麥瑋洛 3E 王楚軒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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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