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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代表向校監、校長及
教師送上禮物以表敬意

	 為了鼓勵學生盡展潛能，並肯定同學的努力，本校安排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第二期得獎同學參觀「益力多廠」，
第三期得獎同學在學校禮堂進行「遊戲日、魔術工作坊」活
動，以及第四期得獎同學參加「海洋公園課程」，擴闊同學
的生活視野，寓學習於娛樂。

歷奇
活動	

心意頌親恩

活動，以行

動把愛意送

給父母親

二月份	 有進步了 !
三月份	 健康生活好榜樣
四月份	 合作學習互讚賞
五月份	 感激父母恩

	 《奇義旅程》義工服務計劃 12/13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
舉行了嘉許禮，本校五、六年級同學在活動中體現服務學習的
精神，助人自助，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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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了敬師日活動。當天活動
內容豐富，包括為良師獻上禱文、齊唱頌師恩、心聲頌師
恩短片及家長也敬師環節，場面溫馨。

填寫心聲紙
送給老師				

午間活動時
間製作敬師
心意書簽

三大關注重點：

一、發展資優教育，提昇學生學術水平

二、深化教師專業發展，優化教學效能

三、發展電子學習，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及促進學生自學能力

四大發展指標：
一、專業的教師、
二、優質的學生、
三、電子化的教與學
四、多元化的資優活動

敬師大使齊唱頌師恩

以示對老師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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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本校與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為四
年級學生舉辦「我們的城市」資優課程。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城
市的經濟發展、商機及就業機會，以及了解不同職業所需要的技
能，認識社會。

	 香港明愛為本校四至六年級學生舉辦成長的天空 ( 小學 ) 計
劃活動。活動內容和形式多樣化，如義工服務、親子黃昏營、原
野烹飪等，以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和促進親子間的關係。

年級學生帶
領幼稚園學
生玩遊戲          

學生和家長都很投入參與親子遊
戲

五年級學生在
西貢北潭涌郊

野公園

學習原野烹飪
									 五年級學生到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服務長者

	 為了增加學生表演的機會、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及自信心，本
校特設小舞台活動。以下是一些參與小舞台活動的學生和家長感想：

	 	德育講座主題圍繞子女、學生和公民的責任，講者透過影
片、故事、問答等環節，讓學生了解他們不同的身份和承擔責
任的重要性。

一二年級
「子女責任」德育講座																				 五六年級「公民責任」德育

講座

「愛與生命」性教育講
座																

「愛與生命」性教育講座

	「花樣少女」小組及「飛向男 TEEN	」小組

升中適
應講座		

教育營 ~「升中 Catwalk	show」

	 透過「閃耀大使訓練計劃」加強
大使的自信心及服務他人的精神。

閃耀大使到課室為
同學檢查閃耀小冊子	

閃耀大使推行攤位
活動以鼓勵同學爭
取更多的閃耀印章

	 提升學生自我認識、激發其學習動機、以及教導學生以積極
和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挑戰和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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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學生責任」德育講座

	 為發展學生正確的戀愛及性愛價值觀，與及讓學生更了解自
己的性別、青春期的發展，明白甚麼是「愛」，本校與香港明愛
家庭服務中心協辦「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為五、六年級學
生提供家長教育、學生講座和輔導小組。

6A

4B	

李美姻

黃斯蔚

學生感想

我覺得這個活動十分有
意義。它既可以激發我
們的潛能，又可以提高
我們的表達能力和自信
心，十分難得 !

這次表演讓我獲益良
多。我學懂欣賞別人的
優點和能力，也令我懂
得小舞台能發掘同學身
上不同的才能。只要我
們團結合作，就可以令
表演更精彩。

家長感想

這個活動及可以減輕
學生的壓力，又可以令
他們學懂欣賞自己，欣
賞別人，十分有意義。

通過這次表演，斯蔚增
加了自信，更令她明白
努力付出就
有收穫。

「戀愛大作戰」性教育講座								



	 本校的「第九屆安當家長學堂課程」在家長積極的參與和支
持下，已圓滿結束。本校為鼓勵各位家長努力持續進修，特為完
成課程的家長舉辦畢業典禮，典禮第二部份邀得浸會大學新聞系
講師、「怪獸家長」作者屈穎妍女士，主講「我不是『怪獸家長』」
的家長講座。

家長積極參
與課程，獲
頒發嘉許狀

	 故事特工隊由家長義工組成，他們經過訓練和綵排
後，於六月份到課室為一年級學生講故事。在家長們生
動傳神的精彩表演下，學生都很專心和投入地聆聽。

	 配合本校推行資優教育的發展重點，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於二零
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為教師舉行「透過適異教學照顧資優較高能力之
學生」教師講座，以裝備教師對資優學生的深入了解。

	 為促進教師們對天主教福傳歷
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全體教師於二零
一三年七月十七日到西貢鹽田梓參觀。

	 本校於三月四至八日舉行以「致力行善．活現信
德」為主題的宗教周，透過一連串相關的活動和比賽，
鼓勵同學在日常生活中致力行善助人，活出信德。

	 活動內容包括愛心點唱、拜苦路、四旬期繪畫及
填色比賽、背誦《聖教三字經》、宗教書展及推介、
福音攤位遊戲、聖人故事齊齊讀、信德故事分享、宗
教光碟欣賞、愛心咭設計、基督小先鋒賣旗籌款及領
養巴斯卦羊十元大行動。

	 羅校長在開幕禮中為同學介給「信德年」福傳咭
的意義，並鼓勵同學效法聖人的芳表，用實際的行動
去關懷和幫助別人，效法耶穌為人犧牲的精神，從而
活出信德，光榮天主。		

	 同學們積極參與宗教周活動，尤其在基督小先鋒
賣旗籌款中慷慨解囊，樂於捐助有需要的人，活現樂
善好施的基督精神。宗教周洋溢着愉快、和諧的氣氛，
並於師生積極參與和支持下圓滿結束。

同學們熱心參與
「領養巴斯卦羊十元大行動」

同學們投入地參與
福音攤位遊戲

鼓勵同學致力行善，踏上信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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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一月十七日舉行感恩祭，慶祝學校主
保聖安當瞻禮，感恩祭由周孝忠神父主禮。當天，
四至六年級師生同頌天父的眷顧，與及感謝無原
罪聖母和主保聖人聖安當的代禱，讓本校得以持
續發展。

					 在感恩祭中，周孝忠神父勉勵同學們學習聖
人聖安當捨棄一切財富跟隨天主，提示同學「變
賣你所有的」，還要戒除自身的惡習，摒棄罪惡，
實踐愛德，多作善行，活出基督的精神。

	 同日，一至三年級同學則以聖道禮儀慶祝主
保瞻禮。當天，一至六年級的同學都懷着虔敬感
恩的心參與感恩祭或聖道禮儀。



主禮嘉賓教育局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伍詠欣小姐授憑			

	校監李笑容修女頒發學
業成績獎 畢業生代表致辭

致送母校紀念
品

醒獅表演																						
英語話劇（二年級組）--- 國王的新衣									

英語話劇（高
年級）--- 白雪

公主

英語話劇
（三年級組）
-- 綠野仙蹤

民族舞
表演

武術表演		

古箏演奏

故事演講

普通話
朗誦

	 我校舉行了「跨學科國民教育活動 - 珍

草廊拾趣」活動，讓一年級同學認識中國

的藥用植物及其藥用價值，藉此加強學生

愛惜草木及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月餅罐回收 捐贈玩具	

小提琴演奏

芭蕾舞表演	

	 本校致力提供

及建設一所綠色

學校予學生，讓

環保概念融入校園

生活的每一環中。

本校獲得第十屆綠

色學校獎榮譽。

	集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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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去年十一月下旬給全校每位學生派發

萬壽菊花苗，並於今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

舉辦校內種植比賽。同學積極參與比賽，反應熱

烈。同學在栽種花卉的過程中，學習用愛心去栽

種，珍惜和愛護

									大自然。

舊衣及

舊圖書
回收

		校董梁長才先生頒發學生獎項												



We saw what it was like to go 
to school in Singapore and met 
some wonderful new friends.

正在門口迎接來賓的中華大使

合照

Fun games being played in th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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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誦冠軍

中華大使參加由孔子學院舉辦的「語常會 2012 年推廣普通話活動」

與 內 地 中 學 生 交 流

音樂室內，
中華大使即席演奏鋼琴，

歡迎來賓

中華大使即席表演朗誦

 Our school’s English Weeks were held during November and 
April. There were many exciting activities being carried out during 
those weeks. Some activities included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s, 
English songs, quiz shows, game booths, word searches etc.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play new games and learn new 
vocabulary through fun engaging activities. It was a pleasure to see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with great enthusiasm and having great fu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interesting game 

booths in the playground. 

Singapore study tour 2013
 This year P5 students had the fantastic opportunity to 
go to Singapore on an English study tour. It was a very interactive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They were able to visit many of 
the popular tourist spots like ‘Universal studios’ and famous icons that 
represent Singapore such as the ‘Merlion’. It was a special chance to 
experience what school life is like in Singapore, make new friends, 
interview other tourists and interact in English with tour guides and 
people from Singapore. The students thoroughly enjoyed the trip and 
as a result came away with many memorable experiences which really 
helpe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Students got the chance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booklets with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四 至 六 年 級
校 內 中 文 朗 誦 比 賽

One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was the Merlion! We had a 
great time taking photos here!

We interviewed many tourists in 
different places which gave us greater 
confidence when speaking English! 

Students practiced English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ies.

同學們積極參與華夏杯數學比賽、港澳盃數學比賽、
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全港十八區（觀塘區）數學
比賽、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世界數學測試及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獲得優異成績。( 見第 8頁 )

中華大使介紹陶瓷室



學生正在欣賞老師的陶藝作品

一 .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創意科技奧運會 2013

	 	 	 	 	這次比賽共有十五所來自本地及澳門的小學參與。本校派出十位同學以小組形式參與四個比
賽項目，除了在個別的單項比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外，還獲得一等獎及全場總冠軍。當日，同學
還接受＜星島日報＞的＜親子王＞雜誌記者訪問，分享獲獎心得，相關的報導已刊登於第 167 期
的＜親子王＞雜誌。同學積極參與，發揮團結和探究精神，最終獲得佳績，實在可喜可賀 !

	 為了貫徹教育改革路向——教學跑出課堂，讓學生進行
全方位學習。本校安排四仁班和四義班學生到嗇色園可觀自
然教育中心，參加環境教育課程，增加學生對瀕危動物的認
識和關注，以配合常識科課程發展，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
擴闊學生的視野。各同學積極
參與不同的探索活動，手腦並
用，學會保護動物，珍愛地球
的重要。

二 . 嗇色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戶外考察活動

	 為促進教師善用小班的教學環境優化學與教，以加強老師的專業發展，
本校於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參與教師於計劃期間透過設計教學單元，利用小班教學環境以促進師
生及生生之間的關係，營造良好的上課氣氛，以實踐小班教學的理念。計
劃期間教師參與多個教學工作坊、訪校交流、與中文大學導師進行共同備
課、校內教師同儕觀課及經驗分享會。

三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榮獲全場總冠軍與嘉賓合照留念

教學設計中加入
多個小組活動，

同學們學習時都
樂也融融。

合唱小組及獨唱組同
學於

2013.1.19 參加觀塘
區第三十三屆

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五仁林靖玟獲

高級獨唱組殿軍

六仁李美姻獲

高級獨唱組冠軍

歌詠團於 2013.2.1 參加第二十七屆觀塘區聯校音樂匯演
歌詠團同學於 2

013.3.12 參加校
際

音樂節比賽，獲
英文聖詩組良好

獎

學生正在
欣賞同學的
視藝作品

到訪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分享小班教學的經驗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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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獨奏季軍及
粵曲組對唱季軍

識常 科

樂音 科 藝 品視 作科 展

老師和學生一起欣賞視藝作品

合唱小組獲優
異獎

比賽內容及成績： 

水火箭
冠軍

磁力運輸車
第五名

羅馬炮架
冠軍

風力車
季軍 及

最佳設計獎

全場
總冠軍

同儕觀課。

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
經驗分享會。



參與營內活動

課室秩序比賽

製作羅馬炮架

同學正在
介紹自己設計
的升中戰衣							借書王：

							冠軍 4D 王曉瑤、				
							亞軍 6B 姚樂敏、
	 季軍 4B 王志欣

		「開心閱讀獎勵計劃」
			藍鑽獎：	6B 曾若嵐、
																6B 王曉茵、
																6B 鄭乾浩

6B 姚樂敏在
「悅讀越多 Fun

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中獲得亞軍	

2013.3.6	
齊來保護
大熊貓講座
講者：楊德英

頒發獎品給場刊封面設計
及啦啦隊口號比賽獎項。頒發家長、師生

接力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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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獎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一智		何逸文		 一仁		余欣璇		 一義		余泳詩	
	二		 二仁		梁凱晴		 二義		羅展鵬		 二忠		吳韋緹	
	三		 三仁		江嘉瑜		 三忠		鄺幃喬		 三義		莫文卓	
	四		 四義		黃凱晴		 四仁		黃鈞琳		 四仁		周諾洛	
	五		 五仁		吳旻津		 五仁		許慧儀		 五仁		梁焯婷	
	六		 六義		羅隽兒		 六義		曾梓軒		 六仁		劉嘉琪	

年六 級

育體 科

育教
營

燒烤前
來一張大合照

禮貌大使

課室整潔比賽

育
訓

組

齊來做早操

家長義工協助圖書館組進行義務工作

學生推介優質的圖書

傑 出 表 現 獎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一義	 余泳詩	 二仁	 林穎嵐
二義	 衛明蓁	 二智	 楊雅心
三仁	 許俊傑	 三忠	 鄺幃喬
三忠	 黃智瑩	 三忠	 關活朗
四仁	 呂凱錡	 四仁	 黃鈞琳
四仁	 姚雅雯	 四仁	 周諾洛
四仁	 唐煜瑩	 四義	 黃凱晴
四義	 高紫琪	 四義	 何健愉
四義	 翁觀瑩	 四義	 區雅婷
四禮	 盧漫淇	 四智	 王曉瑤
五仁	 許慧儀	 五仁	 林靖玟
五仁	 梁焯婷	 五仁	 黃斯蓓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五仁	 吳旻津	 五義	 黃洛濤
五禮	 邱			穎	 五智	 譚咏琪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宋逸蕎	 六仁	 林謙忠
六仁	 李美姻	 六仁	 劉嘉琪
六仁	 何麗穎	 六仁	 陳鉅森
六義	 陳曉程	 六義	 鄭乾浩
六義	 李皓傑	 六義	 馬頌恩
六義	 葉詠欣	 六義	 曾梓軒
六義	 羅隽兒	 六義	 姚樂敏
六智	 袁綽匡	 六忠	 何健盈

四至五年級閱讀講座

2013.6.19	
如何走上
寫作路講座
講者：君比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宗教週書展

校內故事演講比賽

二至三年級閱讀講座

書圖 館 活 動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本校於四月十二日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運動
會。當天，逾四百位運動員參加賽事，競逐四十
多項獎項及團體獎盃。賽事包括：60 米及 100 米
短跑、跳遠、跳高、擲壘球、推藥球、4x100 接
力賽。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兩場家長、師生接力
賽掀起了運動會的高潮。學校更邀請了教育局觀
塘區學校發展主任徐椿生先生主持頒獎禮。

小六女子 100 米決賽

四年級團體冠軍	 五年級團體冠軍	 六年級團體冠軍		

校監李笑容修女頒發
感謝狀給主禮嘉賓

評 估 三 成 績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一仁		何依霖	 一智		何逸文	 一仁		余欣璇
	二	 二仁		宋悅僑	 二義		羅展鵬	 二忠		吳韋緹
	三	 三仁		江嘉瑜	 三忠		鄺幃喬	 三義		陳一賢
	四	 四義		黃凱晴	 四仁		黃鈞琳	 四仁		周諾洛
	五	 五仁		伍啟豪	 五仁		吳旻津	 五仁		許慧儀
	六	 六義		羅隽兒	 六仁		劉嘉琪	 六義		姚樂敏

評 估 四 成 績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一智		何逸文		 一忠		劉詩敏	 一禮		馮思哲	
	二	 二仁		梁凱晴		 二忠		吳韋緹	 二義		衛明蓁	
	三	 三義		何嘉欣		 三仁		江嘉瑜	 三仁		余祉慧	
	四	 四義		黃凱晴	 四仁		黃鈞琳	 四仁		姚雅雯	
	五	 五仁		吳旻津		 五仁		黃斯蓓	 五仁		伍啟豪	
	六	 六義		羅隽兒		 六仁		劉嘉琪		 六仁		林謙忠



																比賽	/	組織名稱

第十三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2012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 ( 香港 ) 才藝比賽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2012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誦藝比賽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第一屆紫荊盃
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
2013 第四屆金紫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3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瑪利諾中學英語日營

香港戲劇節	2012/13

2013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第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港澳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華南賽區晉級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華南賽區總決賽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第七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2013 年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華南賽區晉級賽
2013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第八屆全港小學遊蹤比賽

第三十八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3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類別

中
文
及
普
通
話
科

英
文
科

數
學 
科

																				獲獎學生

四仁		呂凱錡

四仁		談楚鈺		四仁		呂凱錡

五仁		黃斯蓓
三忠		黃智瑩
六仁		陳鉅森
三忠		余雪寧
五仁		陳名龍
六義		余祉霖		六義		洪知明		六義		姚樂敏
六義		梁皓軒		六義		黎嘉裕		六義		黃綺彤
六義		鍾映彤
六仁		江楚羡		六仁		關靜婷		六仁		葉汶希
六仁		李秀琳		六義		羅隽兒
六義		李皓傑
五仁		黃斯蓓		五義		黃洛濤		六仁		李美姻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宋逸蕎
五仁		陳晉烯		五仁		陳家澤		五仁		陳穎浠
五仁		陳詠茵		五仁		鄭娉婷		五仁		許慧儀
五仁		劉洋					五仁		羅隽韜		五仁		彭子琦
五仁		黃浩					五仁		楊建霖		六仁		陳琛儀
六仁		陳鉅森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江楚羨
六仁		林謙忠		六仁		劉嘉琪		六仁		李秀琳
六仁		丘曉嵐		六義		鄭乾浩		六義		羅隽兒
六義		蘇珊娜		六義		曾梓軒		六義		姚樂敏
六義		余祉霖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蔡仁澤		六義		曾梓軒
六智		袁綽匡
六仁		林宗翰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蔡仁澤		六義		曾梓軒
五仁		張嘉浩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林宗翰		六義		梁晴雲
六義		曾梓軒		六義		李皓傑		六智		袁綽匡
五仁		陳嘉怡		四仁		連雯浠		四仁		唐煜瑩
四仁		梁淇銘		四仁		呂凱錡		四義		張梓維
六仁		劉嘉琪		六仁		陳鉅森		六仁		原濼棓
六義		黃綺彤		六義		李紫荊		五仁		袁文健
五仁		梁焯婷		四仁		周諾洛		四仁		陳婧琦
四仁		蘇詩婷		四仁		莊子皚		四仁		羅嘉賢
四義		吳旻恩
六義		謝子君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宋逸蕎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林宗翰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林宗翰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蔡仁澤		六義		李皓傑
四仁		周諾洛		四義		張梓維		五仁		袁文健
五仁		梁焯婷		五義		楊栢琳		六義		李紫荊
六仁		原濼棓		六義		曾梓軒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林宗翰
五仁		吳旻津
四仁		呂凱錡
四義		何健愉		四義		高紫琪		四義		黃凱晴
五仁		陳名龍		五仁		黃斯蓓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蔡仁澤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林謙忠
六仁		宋逸蕎		六義		曾梓軒		六義		曾若嵐
六義		葉詠欣
四仁		梁淇銘		四仁		談楚鈺		四仁		唐煜瑩
四義		陳慧瀅		四義		張梓維		四義		張詠軒
四義		伍蔓棋		四義		翁觀瑩		五仁		區文浩
五仁		陳嘉怡		五仁		李子殷		五仁		陳詠茵
五仁		羅隽韜		五義		黃洛濤		六仁		陳鉅森
六仁		游皓竣		六義		何偉軒		六義		姚可怡
六義		李紫荊		六義		蔡森強		六義		姚麗珊
六義		余祉霖		六義		容子銘		六智		唐慧蕎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蔡仁澤		六義		曾梓軒
五仁		張嘉浩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林宗翰

							獎項	/	獎品詳情

詩歌散文組	集誦冠軍
普通話經典文學 - 弟子規	冠軍
普通話繞口令	冠軍
普通話朗誦	冠軍
普通話故事	季軍
車淑梅盃	最高榮譽獎
普通話經典文學 - 弟子規	
銀獎
普通話詩歌散文獨誦	冠軍
挑戰盃	總季軍
普通話組	優良獎

小學詩歌組	第五名
優異星獎
良好獎
中文硬筆書法中級組	冠軍
中文硬筆書法高級組	季軍
亞軍

季軍

傑出男演員獎
傑出女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
Distinction
Credit

銀獎

銀獎
銅獎
優異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秀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秀獎
二等獎
三等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銅獎
金獎
二等獎
High	Distinction
Distinction

Credit

優異

計算競賽	三等獎
總成績				三等獎

																		比賽	/	組織名稱

2013 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爭分奪壘」九龍東 VEX 機械人挑戰賽

創意科技奧運會 2013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音樂家協會	舒伯特作品比賽
艾斯爾 2012 國際文化交流香港繪畫比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舉辦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12/13）
「講德公．比畫功」德育及公民教育繪畫比賽

四旬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四旬愛心學校獎勵計劃繪畫比賽 ( 高小組 )
四旬愛心學校獎勵計劃親子填色比賽 (初小組 )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中銀全港公開迷你軟排球挑戰賽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2-13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港九地域自由體操女子新秀組
Asia	Pacific	Kids
	Sports	Meet	2013
香港實用跆拳道協會跆拳道套拳比賽
香港胡氏跆拳套拳比賽
精英會跆拳道 2012 搏擊比賽
「悅讀越多 Fun 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香港交通安全隊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北京舞蹈學院
世界舞蹈著名舞蹈家		
第一屆會長盃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邀請大賽		
「誠信跨世代」觀塘倡廉活動 2012/13 高小
「心聲相悅」親子手機短訊創作比賽
Grin	Chef	Challenge	烹飪比賽
和富青少網絡香港學生公民大使獎 2013

							獎項	/	獎品詳情

金獎
銀獎
銅獎

亞軍
季軍
水火箭冠軍
風力車季軍
羅馬炮架冠軍
風力車最佳設計獎
一等獎及全場總冠軍

粵曲對唱	季軍	
粵曲對唱	良好
粵曲獨唱	良好
教堂音樂外文歌曲	良好
鋼琴獨奏	季軍
鋼琴獨奏	優良

鋼琴獨奏	良好

鋼琴二重奏	良好
三等獎
兒童組	優異獎
視覺藝術大獎

初級組冠軍
初級組優異獎
愛心獎
季軍
優異
男子組	殿軍

傑出運動員
女子組	季軍

傑出運動員
男女子混合組	亞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亞軍

Long	Jump:	Champion
60	meters:	3rd	Runner-up
套拳	優異獎
套拳	季軍
搏擊 B組	季軍
亞軍
特別嘉許狀
最傑出隊員
獎學金
第十屆綠色學校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小學低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中國舞一級	優良
兒童組	獨舞		Rumba	第三名
兒童組	獨舞		Jive	第六名
優異獎
	
亞軍
公民大使獎

類別

常
識
科

音
樂
科

視
藝 
科

宗
教
科
體
育
科

圖書
交通
安全
隊

健
康
校
園
及
環
保
大
使

民
族
舞

其
他

																				獲獎學生

六仁		林宗翰
五仁		吳旻津		六仁		蔡仁澤		六義		李皓傑
六仁		原濼棓		六義		曾梓軒		六義		李紫荊
五仁		袁文健		五仁		梁焯婷		五義		楊柏琳
四仁		周諾洛		四仁		張竣皓		四義		張梓維
六義		洪知明		六義		李皓傑		六義		馬頌恩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林謙忠		六仁	 蔡仁澤
六義		黃			玥	四仁		洪家銘		四仁		洪知行
六忠		林俊廷		六義		李皓傑		六義		洪知明
五仁		袁文健		五仁		何柱鵬		
六忠		林俊廷		六義		李皓傑		六義		洪知明
四仁		呂晞儀		四義		趙靜而		六義		黃			玥
四仁		洪家銘		四仁		洪知行		六忠		林俊廷
六義		李皓傑		六義		洪知明		五仁		袁文健
五仁		何柱鵬
五仁		黃斯蓓		五仁		鄭娉婷
六智		陳卓敏		六忠		何健盈
五仁		魏汝安
歌詠團組員
四仁		黃鈞琳		六義		黃淽君
一禮		黃昱嵐		一禮		黃懿嵐		二仁		沈詩雅
二忠		蔣芷晴		三忠		陳苑芝		五仁		陳名龍
六仁		陳方煒
二仁		杜天睿		二忠		孟少俠		三仁		何依玲
五仁		吳旻津		五仁		何詩雅		五義		楊柏琳
六智		林靄彤
五仁		陳名龍
六仁		陳方煒
三仁		許俊傑
四義		范宇鍵		四忠		簡嘉俊

一禮		張珮茹
一忠		列穎詩
全校
六義		馬頌恩
三義		徐詩然
六忠		江啟聰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黎閔軒
五仁		陳名龍		五義		傅后鴻		四智		楊文超
四禮		陳泳霖		四仁		梁淇銘		四仁		洪家銘
四忠		許銘鋒
六忠		江啟聰
六忠		楊文丹		六智		陳瑤				六義		曾若嵐
六義		李紫荊		六仁		何麗穎		六智		彭若桐
五義		鄭詩敏		四義		伍蔓棋		四義		黃凱晴
四義		區雅婷		四智		袁凱殷
六義		李紫荊
六忠		江啟聰		六仁		林宗翰		六仁		黎閔軒
五仁		陳名龍		六智		陳瑤				六智		彭若桐
六義		李紫荊		六仁		何麗穎		
六忠		江啟聰
二智		楊雅心

四禮		蘇姵諭

三義		陳奕綸
二忠		孟少俠
一智		陳宇航
六義		姚樂敏
六仁		冼穎宜		六智		張珈瑜
六仁		江芷希
六仁		冼穎宜		六智		張珈瑜

六仁		關雅穎
五智		王曉嵐
五義		郭美怡		五智		林美慧		五智		何逸晴
六義		馬頌恩		六義		姚可怡		六義		譚正翹
六義		楊振傑		六禮		廖穎璇		六禮		施蘋真
六智		劉嘉盈		五仁		高紫晴		五仁		陳思韵
五義		王旌懿		五義		黃麗兒		五義		郭海晴
四仁		羅嘉賢		四禮		賴凱穎		四忠		鄭曉婷
一義		林芯而		一禮		馮思哲		一禮		姚心怡
一忠		梁凱淇		一忠		列穎詩		一忠		香紫逸
一忠		李霈晴		二義		黃凱嬋		二忠		關嘉寶
三仁		曾凱琳		三義		謝嘉慧		三智		黎曉晴
三忠		馮樂怡		三忠		米俊燁		三忠		林倖旭
二義		麥詠琳
六仁		趙佩琳

五仁		梁焯婷		六仁		劉嘉琪

三忠		宋曉嵐		六仁		趙佩琳
五仁		許慧儀		五仁		黃斯蓓		六仁		林謙忠

8 雅軒設計：23655628

編輯小組	
顧問：羅偉國校長			統籌：梁偉文主任			本期編輯：張文茵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