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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小六畢業生的升中學位分配結果理想，九成四學生獲派首三志願，在此祝願各畢業生踏進學習另一階段後，繼續發揮本校「熱愛學習，

追求卓越」的精神，盡展潛能。

獲派往中學

聖保祿學校

協恩中學

聖保羅書院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港青基信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德信中學

林大輝中學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自本校辦學以來，轉眼間，17年過去。本校由原先的18班逐步擴展至現時的25班。我自本校辦學以來，轉眼間，17年過去。本校由原先的18班逐步擴展至現時的25班。我

們深信，本校的辦學成績，離不開香港教育大學在不同階段的鼎力支援。而過去一個學年，們深信，本校的辦學成績，離不開香港教育大學在不同階段的鼎力支援。而過去一個學年，

同樣成果豐碩的一年。本期校訊，帶領我們回顧過往，展望未來。同樣成果豐碩的一年。本期校訊，帶領我們回顧過往，展望未來。

首先，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向前任校監林惠玲太平紳士，前任校董吳敏珊首先，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向前任校監林惠玲太平紳士，前任校董吳敏珊

律師、朱景玄太平紳士、陳澧基先生及張偉文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謝。多年來，他們對學校發律師、朱景玄太平紳士、陳澧基先生及張偉文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謝。多年來，他們對學校發

展的貢獻功不可沒。同時，本校喜獲許俊炎先生MH接任本校校監一職，並擔任法團校董會展的貢獻功不可沒。同時，本校喜獲許俊炎先生MH接任本校校監一職，並擔任法團校董會

主席。我們相信憑藉許校監對教育工作的熱誠、視野及豐富經驗，與及在教育界的網絡及聯主席。我們相信憑藉許校監對教育工作的熱誠、視野及豐富經驗，與及在教育界的網絡及聯

繫，定能進一步提升本校的綜合實力，帶領本校的發展更上層樓。繫，定能進一步提升本校的綜合實力，帶領本校的發展更上層樓。

除了教育大學給予本校大力支持外，本校的發展離不開老師、家長以及同學的不懈努力。在教師發展方面，在張錦欣副校長的輔助除了教育大學給予本校大力支持外，本校的發展離不開老師、家長以及同學的不懈努力。在教師發展方面，在張錦欣副校長的輔助

下，各位高級主任、科組主任及老師都能各施其職，提供多采多姿的學習生活予學生；本校的家長不但支持子女的學習及成長，更積極下，各位高級主任、科組主任及老師都能各施其職，提供多采多姿的學習生活予學生；本校的家長不但支持子女的學習及成長，更積極

參與學校各項義務工作；我們的同學更是學習的主體，他們參與校內外的各項活動及競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參與學校各項義務工作；我們的同學更是學習的主體，他們參與校內外的各項活動及競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同時，本校歡送了第十四屆畢業生，我寄望畢業同學延續教大賽小精神，敢於嘗試，無懼AI年代向前行，開創精彩前路，帶領及提同時，本校歡送了第十四屆畢業生，我寄望畢業同學延續教大賽小精神，敢於嘗試，無懼AI年代向前行，開創精彩前路，帶領及提

攜學弟學妹。攜學弟學妹。

最後，我在此祝福我校學生前程錦繡，亦順祝辦學團體的各位成員及各位家長家庭幸福，身心康泰。最後，我在此祝福我校學生前程錦繡，亦順祝辦學團體的各位成員及各位家長家庭幸福，身心康泰。

	 	 	 杜莊莎妮校長	 	 	 杜莊莎妮校長

	 	 	 二零一九年九月	 	 	 二零一九年九月

編輯委員會
顧問：	杜莊莎妮校長							審閱：張錦欣副校長	 主編：梁鎮楠老師		丘雪雯老師

委員：	黎月華高級主任		羅金源高級主任		劉傲蘭高級主任		黃寶山高級主任		盧惠娟高級主任		鄧肇安高級主任		翁健華主任		劉雪瑩主任		何佩玲主任		蔡湘儀主任		
	 夏致興主任		余苡珊主任		伍卓施主任		鄺靈俊老師		戴淑敏老師		林竹老師		陳楊老師		卓煒嫻老師		龔偉欽老師		李楓老師		蔡蓓禧老師		李家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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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校長陪同許俊炎校監及莊校長陪同許俊炎校監及
林惠玲校監接受畢業生致送的紀念品
林惠玲校監接受畢業生致送的紀念品

學位分配概況	中學本校學生

羅定邦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迦密柏雨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王肇枝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恩主教書院

救恩書院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迦密聖道中學

神召會康樂中學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明愛胡振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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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暢談六年間的同學們在暢談六年間的
小學生活點滴小學生活點滴

畢業生與班主任合照畢業生與班主任合照

畢業生表演文藝節目
畢業生表演文藝節目

8-10/5/2019 畢業營
5月8-10日，為期三日兩夜的六年級畢業營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

期間，畢業同學回顧和總結了小學生活的歷程，並進行了集體遊戲、

文藝表演等活動，暢敘六年間的同窗之情。

6/7/2019 畢業聚餐
本校升中專責家長小組及家教會在科學園ClubOne安排了畢業聚餐，答謝老師們多年來的用心教導。老師們與小六畢業生歡聚一堂，學生

們還為老師獻上悉心準備的表演，無論是樂器表演還是跳舞，個個節目均十分精彩，盡顯本校學生的多才多藝。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下棋老師和同學們一起下棋
畢業生在進行桌上足球遊戲畢業生在進行桌上足球遊戲

5/7/2019 第十四屆畢業禮 
第十四屆畢業典禮假香港教育大學C-LP-11演講廳舉行，本校榮幸邀得香港教育大學協理副校長(學生學習)姚偉梅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在

校監許俊炎先生MH及莊校長陪同下，主禮團上台就座，本屆畢業禮的序幕隨即展開。主禮團頒授完畢業証書及各獎項後，便到台下欣賞同

學們精心準備的節目表演。本屆畢業禮除了有手鐘隊、普通話話劇組的精彩演出外，還有全體小六畢業生以「夢想」為主題，盡展各人的

表演才華。最後，畢業禮在大合唱《初心》的歌聲中圓滿結束，場面溫馨感人。

莊校長陪同主禮嘉賓姚偉梅教授、莊校長陪同主禮嘉賓姚偉梅教授、
校監許俊炎先生致送紀念品予榮休校監許俊炎先生致送紀念品予榮休
校監林惠玲太平紳士。校監林惠玲太平紳士。

校監許俊炎先生致校監許俊炎先生致
歡迎辭歡迎辭

主禮嘉賓姚偉梅教授主禮嘉賓姚偉梅教授
致辭致辭

全體畢業生唱出A Million Dreams，全體畢業生唱出A Million Dreams，
氣氛感人氣氛感人



2018-2019學年 成就 報告
2018/19 教大實習生
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一直保持緊密的教育伙伴關係，每年均參與由教大
舉辦的小學職前教師培訓課程「學校體驗」活動，為教大學生提供實習
及駐校體驗。駐校期間，啟導老師與實習老師不時一同進行課前會議，
協助學員做好課前準備；啟導老師亦透過觀課及課後會議，就學員的教
學表現及效能進行討論，並給予意見及回饋。此外，實習老師也會在實
習期間協助學校帶領及組織各類活動，而外籍英語實習老師更利用小息
時間與學生一起進行英語互動遊戲，並於課餘時對部分學生進行家訪，
不但豐富學校的英語學習環境，更促進師生文化交流。

常識科顧問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蘇詠梅教授為本校常識科擔
任專家顧問，為課程發展提供具體及寶貴的建議。在蘇教
授的指導下，本校在常識科課程中滲入聯合國的可持續發
展目標‘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並
編製了「塑膠資源教育	–	3Rs	&	3Cs」校本課程及家居
小發明單元設計。同時，我們舉辦了多項STEM的專題研
習活動，包括：小小生物工程師、小小水務工程師等。此
外，我們設計了「我的科學旅程」(My	 Science	 Log	 Book)，幫助學生運用
科學的思考方式解決困難，以及培養學生客觀、嚴謹的學習態度。

資訊科技顧問
本校積極推動電子學習，並邀
請香港教育大學教學科技中
心總監暨本校資深校董江紹
祥教授擔任本校電子學習的
顧問。江教授邀請本校老師參加了有關設計思維、
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運算思維教育講座，安排老師
參加運算思維計劃學校攤位及編程工作坊等，對本
校資訊科技科給予寶貴的意見及支援，協助電子學
習及運算思維教育的發展。

英文科顧問
本校英文科顧問為香港教育大學英
語教育學系講師陳嘉賢女士。陳講
師擁有資深教學經驗，並於去年4
月為本校進行英文科觀課，為教師
提供優化課堂的建議。

數學科顧問
本校數學科顧問為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
資訊科技學系張僑平助理教授，張教授
為全體數學科教師進行觀課，促進教師
的專業成長，觀課後，學科顧問還與科
任進行課後研討，向科主任講解整體教
學表現，以作
出適時的跟進
及支援，提升
學教效能。

教大專家團隊擔任學科顧問
中文科顧問
去年4月本校邀請到中國語言學系暨本校校董梁
佩雲博士作為本科的專業顧問。梁博士對本校所
有中文老師進行了觀課，並個別作出回饋，及後
為本科教師做了一次教
學講座。同時，梁博士
為本科發展提供了積極
的參考意見。教師在學
科支援專家的指導下
對自身的教學水平進
行了反思及改進，有
效提升了學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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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家教會更為實習
學校與家教會更為實習老師安排了家訪活動，
老師安排了家訪活動，邀請他們到家中作客，
邀請他們到家中作客，同學們也相當期待呢！
同學們也相當期待呢！

實習老師在課堂上與同實習老師在課堂上與同

學一同學習和遊戲，課學一同學習和遊戲，課

餘時也經常溝通，彼此餘時也經常溝通，彼此

間已建立了一份友誼。間已建立了一份友誼。

同學們擔當小導遊的
同學們擔當小導遊的

角色，帶領實習老師
角色，帶領實習老師

遊覽大埔著名景點，
遊覽大埔著名景點，

品嚐地道美食。
品嚐地道美食。

新加坡STEM科創之旅
本校於2019年7月10至14日舉辦了五天的「小五新加坡STEM創科之
旅」，我們帶領小五學生參訪了當地兩所小學，期間，我們與當地師生除
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外，更有機會參與科學及科技課堂，體驗新加坡尖子及
多元文化的學習模式。其後，我們還參
觀了新加坡科學館、新加坡國立大學、
城市規劃館及永續展覽館等地，讓學生
參與當中的實驗製作，即時活學活用，
獲取更多科學知識，並增加對STEM與
智慧城市發展的認識。

獲香港微軟表揚 
教師團隊積極推動創新教學
本校教師能善用網上資源及
電子工具提升教學效能，其
中4位教師更能熟練地運用
微軟工具及平台積極推動創
新教學，獲香港微軟教育部
認證為微軟創新教育專家及
頒予獎項以資表揚。

小四學生進行「塑膠小四學生進行「塑膠

資源教育 – 3Rs & 資源教育 – 3Rs & 

3Cs」探究活動3Cs」探究活動

梁佩雲博士在我校會梁佩雲博士在我校會
議室為中文老師作教議室為中文老師作教
學講座學講座

獲頒香港I.T.至專大獎
本校在「香港I.T.至專大獎2018」
中，獲PCM電腦雜誌頒發「最佳
STEM技術應用獎」。評選團對本
校在綜合科技科加入STEM元素，
引入程式編寫時採用的實踐、探究
學習模式表示十分欣賞。

普通話戲劇得獎情況
普通話話劇校隊憑劇目《校長，您好嗎？》
於香港學校戲劇節、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及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中獲得
合共十七項獎項，當中包括：傑出整體表現
獎、最佳舞台效果獎、最佳造型獎及傑出演
員獎等。



全方位活動 走出 課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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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北京小香玉藝術學校
2019年6月18日，莊校長回訪北京小香玉藝術學校。訪校期間，莊校長與

隨行老師參觀了該校的校舍，觀看了該校的才藝表演，並召開座談會，圍

繞開展學生課後延伸活動的話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與交流。

2/4/2019 悅讀嘉年華
4月2日，本校學生前往尖沙咀會堂，參加「我們一起悅

讀的日子系列活動」之《少年：悅讀書心》新書發佈會暨

閱讀嘉年華活動。活動中，學生們共聚一堂，一起閱讀本

次活動中發佈的新書，其後參與了攤位遊戲。他們表示，

參與了本次校外閱讀活動後，了解到作為作家發佈新書的

基本過程，也對閱讀課外書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7-28/3/2019 小三學生參觀教大生態園 
去年，常識科與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合作，安排小三學生

參觀教大生態園，並配合跨學科學習主題「小小生物工程師」進行

學習活動。學生透過實地考察及講座，探索自然界生物的外貌、結

構、行為及特性，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從而啟發學生在科學與

工程的探究精神。

師生一同到香港教育大學科師生一同到香港教育大學科

學與環境學系實驗室了解生學與環境學系實驗室了解生

態園及相關設施方面的知識態園及相關設施方面的知識

學生到教大生態園觀察蝴蝶園、
學生到教大生態園觀察蝴蝶園、太陽能系統、垂直風車、雨水收
太陽能系統、垂直風車、雨水收集系統、梯田 、人工濕地、魚菜
集系統、梯田 、人工濕地、魚菜共生及有機耕地。共生及有機耕地。

24/4/2019 學校教師發展日
2019年4月24日，莊校長及全體老師一同在本校觀看了

一齣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台灣電影--《老師，你會不會回

來》。電影講述一位實習

教師在地震後深生感觸並

願意留守資源缺乏的鄉村

學校為學生帶來改變。老

師們觀看電影後均感受

良多，互相分享教學的

心路歷程。

與北京師範大學 
實驗小學締結姊妹學校
2019年6月19日，莊校長與本校幾位老師親往北京，回訪北京師範大學

實驗小學，並簽定姊妹學校協議書，為京港兩地學校交流譜寫新編。姊

妹學校協議簽訂後，教大賽小與北師大實小兩校將會開展師生互訪及交

流活動，活動範疇包括：教師專業交流、學生共同學習、學生互訪、兩

地生活體驗等，為兩校師生打造交流平台。而北師大國際交流處新聞部

也為本次簽約交流進行了報道。

訪問清華大學附屬小學
2019年6月19日，莊校長帶領本校

三位老師到訪清華大學附屬小學開

展交流活動。清華附小竇桂梅校長

及代養兵副校長親自接待了本校訪

問團。在交流活動中，兩校彼此探

討自身作為大學附小的辦學理念，

並為未來打造兩校學生互動交流平

台的可行性作出多方面的討論。

27-28/6/2019 
JCPS 音樂大賽

參賽同學水準不斷提升，更在表
參賽同學水準不斷提升，更在表

演中加添不同的表演元素，實在
演中加添不同的表演元素，實在

創意無限，盡展潛能。恭喜所有
創意無限，盡展潛能。恭喜所有

獲獎同學!獲獎同學!

5A班錢子瞻同5A班錢子瞻同
學於高小樂器組學於高小樂器組
中，演奏古箏，中，演奏古箏，
獲取冠軍。她的獲取冠軍。她的
演奏技巧出眾，演奏技巧出眾，
樂曲旋律演繹得樂曲旋律演繹得
十分優美，實至十分優美，實至
名歸!名歸!

1E班符妙婷同學及許芯瑚
1E班符妙婷同學及許芯瑚同學於初小歌唱組中演唱
同學於初小歌唱組中演唱《學貓叫》，表現生動活
《學貓叫》，表現生動活潑，服飾可愛。潑，服飾可愛。

莊校長與小香玉莊校長與小香玉
校長合照校長合照

莊校長在小香玉校長
莊校長在小香玉校長
陪同下參觀校舍陪同下參觀校舍莊校長及隨行老師與莊校長及隨行老師與

小香玉領導團隊合照小香玉領導團隊合照

莊校長一行在清華附莊校長一行在清華附

小的校門前合照小的校門前合照

莊校長在清華附小代養兵
莊校長在清華附小代養兵

副校長陪同下參觀校舍副校長陪同下參觀校舍
莊校長一行與清華附小莊校長一行與清華附小
全體學生一起做課間操全體學生一起做課間操

莊校長與清華附小竇莊校長與清華附小竇
桂梅校長合照桂梅校長合照

莊校長在北師大實驗
莊校長在北師大實驗

小學吳建民校長陪同
小學吳建民校長陪同

下參觀校舍下參觀校舍
莊校長與北師大實驗莊校長與北師大實驗
小學領導團隊合照小學領導團隊合照

莊校長與北師大實莊校長與北師大實
驗小學吳建民校長驗小學吳建民校長
一起簽訂姊妹學校一起簽訂姊妹學校
合作意願書合作意願書

活動結束後，師生一起活動結束後，師生一起
大合照大合照

學生正專心學生正專心

閱讀，書不閱讀，書不

離手。離手。
同學積極參與攤位遊戲，
同學積極參與攤位遊戲，

獲取佳績。獲取佳績。



2018-2019 獲獎校外 紀錄表	
中文科

朗誦及演講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三粵語獨誦冠軍 徐嬌
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初小組冠軍 姜澤岐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集誦--粵語	小學一、二年級
男女子合誦亞軍

陳駿希	 范雪盈	 高肇澤	 李雨澄	
柯懿暘	 沙萱妮	 譚迦允	 周昱麟	
周穎欣	 方恩祺	 何益諾	 洪智天	
劉曦月	 劉思熳	 麥晞桐	 曾晰	
翁浩然	 尹悅心	 鄒萱一	
Prashadie	 陳芷盈	 張浩庭	 鍾妍希	
許雪蕎	 熊紫言	 劉淡雅	 李忠信	
梁沛澄	 梁文浩	 李晞怡	 廖文熙	
曾寶慧	 張紫漩	 關子浟	 蕭國憲	
譚雪	 鄧浚僑	 謝睿晉	 蔡旻臻	
黃思詩	 邱朗	 陳零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2018(英粵普)
小學粵語新詩組亞軍

辛梓瑜

第十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小學組亞軍 辛梓晴
第十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小學組季軍 辛梓瑜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五粵語獨誦季軍 廖曉賢

寫作
校際專題報導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陳樂怡	 劉德琦	 錢子瞻	 劉清榆	

奧莉菲亞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
代情」徵文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袁行芝	 尹婉淳

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小五優異獎 劉思彤
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小六優異獎 盧思衡	 麥銳言
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小六良好獎 林皓盈	 中田曉琳	 譚子淇	 王嘉虞	

許愫文
《陽光校園》童心童話欄目投稿高小組嘉許狀 林皓盈

書法
2018童心展藝-硬筆書法比賽高小組冠軍 吳鍇源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18小學初級組亞軍 陳聖之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18小學高級組銀獎 黃統禕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18小學初級組銀獎 孔立言	 莊文淵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18小學初級組銅獎 李恩陶	 李康瑤	 羅心培	 陳芍言	

陳啟麟	 鄭琛宜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初級組冠軍 高肇澤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高小組季軍 陳聖之
第五屆樂施「寫字扶貧」硬筆書法比賽初小組卓越獎 高肇澤	
第二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初小組金獎 高肇澤	 梁正然
第二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高小組金獎 陳聖之

普通話科
朗誦及演講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三、四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 陳安然	 陳聖之	 陳溢晞	 徐子樂	
鍾栢晴	 樊寶懿	 郝劉洋	 何汶瀚	
關子柏	 劉柏謙	 吳恩欣	 吳彥妤	
胡敬謙	 鄭琛宜	 張芷浧	 孔立言	
葉鳴軒	 賴景謙	 劉思睿	 羅心培	
梁凱晴	 李沛安	 李恩陶	 劉美樂	
沈子晴	 蘇寧生	 周美逸	 陳安喬	
林哲	 羅子婷	 梁卓鋒	 梁雋立	
孫子凌	 邱嵐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三普通話獨誦季軍 童綺雯
2018亞洲校際朗誦比賽小五、小六組
普通話古詩獨誦銀獎

許榮夫

第十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高小普通話散
文組季軍

何思滺

GAPSK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初小組考獲B等成績 姜澤岐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小學普通話組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傑
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歐陽泳	 童綺雯	 王曦彤	 樊寶懿	
郝劉洋	 吳彥妤	 葉淳昕	 李沛安	
歐陽心	 劉清榆	 陳樂怡	 許榮夫	
黃筱妍	 張琦郗	 何思滺	 劉思彤	
魏嘉杰	 鄧善晉	 Rory	 鄭子皓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新界區小學組最佳造型
獎、參與學校紀念獎座、積極參與學校獎

歐陽泳	 童綺雯	 王曦彤	 樊寶懿	
郝劉洋	 吳彥妤	 葉淳昕	 李沛安	
歐陽心	 劉清榆	 陳樂怡	 許榮夫	
黃筱妍	 張琦郗	 何思滺	 劉思彤	
魏嘉杰	 鄧善晉	 Rory	 鄭子皓	
劉思彤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小學組最佳
舞台效果獎、良好整體演出獎

歐陽泳	 童綺雯	 王曦彤	 樊寶懿	
郝劉洋	 吳彥妤	 葉淳昕	 李沛安	
歐陽心	 劉清榆	 陳樂怡	 許榮夫	
黃筱妍	 張琦郗	 何思滺	 劉思彤	
魏嘉杰	 鄧善晉	 Rory	 鄭子皓	
魏嘉杰

英文科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2018	Prose	Reading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簡御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Boys	
3rd	Place

柯懿暘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Girls	3rd	
Place

袁行芝

2018亞洲校際朗誦比賽小五、小六組英語獨誦銀獎 許榮夫
2018精英之星全港朗誦大賽英文獨誦初小組季軍 周霈嫻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English	Vocabulary	
Championship	2018-2019	Award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車君信	 陳芯頤	 張曦文	 楊景天	
許芯瑚	 崔文翰	 高肇澤	 劉子萱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Course	Champion 楊景天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Course	First	Runner-up 張曦文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Course	Second	Runner-up 劉子萱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Course	Award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彭行言	 張浩庭	 文雅樂	 車君信	
周沛瀅	 吳桐昱	 陳芯頤	 許芯瑚	
高肇澤

14th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Primary	5	students	
Distinction

冼祉喬

14th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Primary	6	students	
Distinction

林皓盈	 王翌安	 葉鎧銘

Oxford	Primary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Merit 蕭國憲	 顏逸軒
Learning	A-Z	Writing	Competitiom	“My	Coolest	
Avatar!”	Merit

譚雪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小六組銀獎 吳鍇源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小六組銅獎 張焯棋	 李卓楠	 李念澄	 王嘉虞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小五組優異獎狀 李欣慧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小六組優異獎狀 黃統禕
2018-2019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大埔區)數學急轉彎亞軍 萬蕊嘉	 張焯棋	 王嘉虞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暨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決賽小二銅獎

莫振軒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銀獎 周柏匡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銀獎 柯柏匡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初賽銀獎 池承澤	 陳知賢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初賽銅獎 莫振軒
2019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銀獎 郝劉洋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賽小四數學組銀獎 陳知賢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賽小四奧數組卓越獎 陳知賢
第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銅獎 黃靖然	 李卓楠	 李念澄	 萬蕊嘉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數學競賽三等獎 吳鍇源
2019華夏杯初賽一等獎 周柏匡	 柯柏匡
2019華夏杯初賽二等獎 洪智天	 池承澤	 蔡朗喬	 郝劉洋
2019華夏杯初賽三等獎 蔡朗喬
2019華夏杯晉級賽一等獎 周柏匡	 柯柏匡
2019華夏杯晉級賽二等獎 池承澤	 郝劉洋
2019華夏杯晉級賽三等獎 蔡朗喬
2019華夏杯總決賽二等獎 洪智天	 柯柏匡	 莫振軒
2019華夏杯總決賽三等獎 蔡朗喬	 萬蕊嘉
ICAS	Mathematics	in	Chinese	High	Distinction 鍾婧淇
ICAS	Mathematics	in	Chinese	Distinction 李欣慧	 王子豐	 李卓楠	 黃統禕

常識科
剪報比賽季軍 康浚鍩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銅獎 曾樂恆	 彭奕曦	 陳朗悠
香港小學生太空搭載生物實驗方案設計比賽優異獎 黎妙銦	 劉天妮	 劉思彤	 何思滺
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比賽金獎 鍾婧淇	 李卓楠	 錢子瞻	 張焯棋	

李彥哲	 鄧善晉
科學青苗獎			Appreciation	Award 劉清榆	 簡御	 許愫文	 王翌安	

鄧善晉
Turbo	Jet氣墊船設計比賽	三等獎 鄭錦環	 黎妙銦	 李品諺	 吳澤希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	傑出獎 何宛柔	 李品諺	 葉家朗	 譚皓元

胡叡維	 曾竟軒
2019	ICAS	Science	in	Chinese		High	Distinction 錢子瞻	 林家興
2019	ICAS	Science	in	Chinese		Distinction 郝劉洋	 鍾婧淇	 張焯棋	 李卓楠	

王嘉虞
綜合科技科

建構中的歷史．Minecraft創作比賽小學組季軍 張焯棋	 方曉陽	 梁栢寧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2018-
小世界	大公民小學組優異獎

劉德琦	 李立堯	 李德子維	 秦朗亭

2018	Make	X	機械人挑戰賽	香港賽區小學組金獎 謝東霖	 張梓灝	 何思齊	 劉德琦
音樂科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小學高級組金獎 林恩綸	 孫逸飛	 晏以清	 楊沛謙	
葉寧恩	 李安翹	 梁淨雅	 葉芊淳	
詹迦茵	 吳希韻	 徐諾晞	 陳芍言	
吳恩欣	 鄭琛宜	 羅心培	 李泳蕎	
李康瑤	 李恩陶	 鍾善凝	 李學宜	
邱嵐	 陳樂怡	 張雅菡	 鍾婧淇	
郭眷瓦	 奧莉菲亞	 劉清榆	 劉信悠	
黎妙銦	 張琦郗	 何思滺	 許愫文	
謝子翹	 黃曉蓁	 黃若堯	 張敏芊	
封天沛	 黃靖然	 羅心怡	 梁栢寧	
唐愷蔚	 袁行芝	 盧思衡	 中田曉
琳	 譚子淇	 萬蕊嘉	 黃達琦	
張皓昕	 符穎津	 林皓盈	 梁逸意	
馬梓諾	 麥銳言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隊外文合唱高級組亞軍 林恩綸	 孫逸飛	 晏以清	 楊沛謙	
葉寧恩	 李安翹	 梁淨雅	 葉芊淳	
詹迦茵	 吳希韻	 徐諾晞	 陳芍言	
鍾栢晴	 吳恩欣	 鄭琛宜	 羅心培	
李泳蕎	 李康瑤	 李恩陶	 鍾善凝	
李學宜	 邱嵐	 陳樂怡	 張雅菡	
鍾婧淇	 郭眷瓦	 奧莉菲亞	 劉清榆	
劉信悠	 黎妙銦	 何思滺	 許愫文	
謝子翹	 黃曉蓁	 黃若堯	 張敏芊	
封天沛	 黃靖然	 梁栢寧	 唐愷蔚	
盧思衡	 中田曉琳	 譚子淇	 萬蕊嘉	
黃達琦	 張皓昕	 符穎津	 林皓盈	
梁逸意	 馬梓諾	 麥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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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隊外文合唱初級組亞軍 和軒儀	 黎芊曈	 黎瑪迦	 杜浠誼	
張穎芝	 梁若藍	 陳駿希	 李雨澄	
劉奕琦	 阮愷晴	 沙萱妮	 周昱麟	
樊悅晴	 林晞澄	 劉曦月	 鄧卓怡	
曹誠致	 廖文熙	 張銘傑	 周霈嫻	
廖熙晴	 譚雪	 徐宜嫺	 黃思詩	
陳晞怡	 張敏騫	 張倩霖	 蔡欣彤	
王詩淳	 陳詩晴	 趙泳恩	 鄺筠霖	
梁楚峻	 麥善盈	 王曦彤	 鄭子澄	
莫振軒	 溫熙悅	 陳皓晞	 何仲軒	
楊雪婷	 葉紀嫣	 陳樂琛	 林潔嵐	
鄭曉恩	 卓樂瑤	 方茵玥	 許雪嵐	
郭海喬	 鄧靖然

第六屆國際公開音樂大賽　Piano	-	Concert	Class	
Grade	2亞軍

譚雪

第19屆大阪國際音樂比賽青年組(指定曲目)第三名 李念澄
鋼琴獨奏	一級亞軍 蔡欣彤

鋼琴獨奏	一級季軍 潘子欣	 周昱麒
鋼琴獨奏	二級亞軍 莊文淵	 陳駿霆
鋼琴獨奏	三級亞軍 陳芍言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中級組季軍 陳聖之
Piano	Solo	-	Junior	Exhibitioner	Award	Honours 陳聖之
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手鈴板銅獎 梁楚峻	 徐嬌	 葉芊淳	 陳皓晞	

姜一諾	 樊寶懿	 莊文淵	 孔立言	
李康瑤	 蘇寧生	 鍾善凝	 許愫文	
鍾婧淇	 劉信悠	 簡御	 姜一言	
廖曉賢	 張敏芊	 張焯棋	 王翌安	
萬蕊嘉	 張皓昕	 林皓盈

體育科
足球

2018-2019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小學男子組冠軍 黃竣賢	 封天沛	 黎思睿	 陳彥霖	
劉卓羲	 封天詠	 文睿	 葉家朗	
區浚豪	 伍天諾	 梁祉賢	 洪聲富	
麥顥曦	 陳焯珩	 霍日親

第十一屆卍慈禁毒盃五人足球邀請賽小學男子組盃賽季軍 劉卓羲	 封天詠	 封天沛	 文睿		
葉家朗	 陳焯珩	 洪聲富	 阮禮信	
何弘毅	 葉思謙

全港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2019男子組	─	銀碟賽冠軍 區浚豪	 梁祉賢	 霍日親	 麥顥曦	
葉家朗	 張哲浠	 楊栢熹	 陳彥霖	
陳焯珩	 阮禮信	 伍天諾	 洪聲富

全港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2019男子組	─	銀碟賽最佳防
守球員

霍日親

全港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2019男子組	─	銀碟賽最佳守門員 葉家朗
2018-2019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U13	─		
新界東冠軍

陳彥霖	 黃竣賢	 封天沛	 黎思睿	
劉卓羲	 封天詠	 葉家朗	 伍天諾	
區浚豪	 何穎佳	 胡叡維	 彭奕曦	
文睿	 陳焯珩

2018-2019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U10	─		
新界東殿軍

葉思謙	 霍日親	 洪聲富	 麥顥曦	
梁祉賢	 阮禮信	 何弘毅	 陳亦禮	
葉鳴軒	 封天南	 張哲浠	 柯柏匡	
楊栢熹	 姚晞樹

Red	Kids	冬季足球邀請賽2018	U8組亞軍 梁晴豐
閃避球

2019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新界東區小學混合殿軍 林幹甯	 王希哲	 徐潤	 魏嘉杰	
李彥哲	 吳婷寶	 何芍窰	 王梓恩	
方君頌	 方君揚	 方曉陽	 羅心怡	
黃曉晴	 陳滌	 羅灝龍

田徑
Hong	Kong	Kids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cum	
Carnival	2018	Boy	2011/2012	Group	Relay	冠軍

陳梓朗

Hong	Kong	Kids	Athletics	Championship	cum	Carnival	
2018	Boys	2012	Group	Standing	Long	Jump	亞軍

陳梓朗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鉛球	─	男子甲組亞軍 吳鍇源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跳高	─	女子乙組亞軍 何思齊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0米	─	男子甲組季軍 吳鍇源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跳遠	─	女子丙組亞軍 徐諾晞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100米	─	男子乙組亞軍 劉卓羲
兒童運動會2018男子2012年F組60米田徑亞軍 陳梓朗

籃球
大埔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組亞軍 林駿騫	 羅灝龍	 林幹甯	 吳鍇源	

方曉陽	 張景橋	 李德子維	 關子柏	
林諾謙

欖球
北區欖球同樂日暨非撞式欖球比賽小學女子組碗賽冠軍 李恩陶	 王梓恩	 廖曉賢	 黃筱妍	

劉柏謙	 梁若曦	 王日言	 張滿淮	
彭子謙	 謝學津	 伍天諾	 RORY	
馬梓諾

乒乓球
2018-2019年度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單打─小學女
子組冠軍

羅心怡

大埔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組季軍 羅心怡	 文倚林	 盧思衡	 徐諾晞	
歐陽泳

2019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女子U12組─	
單打賽冠軍

羅心怡

第四屆全港小學區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組冠軍 羅心怡
第四屆全港小學區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羅心怡
SET	Thailand	Junior	&	Cadet	Open	2019	
WORLD	JUNIOR	CIRCUIT亞軍

羅心怡

羽毛球
大埔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組殿軍 鄭雋彥	 姚棋浚	 王子豐	 莫子樂

游泳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冠軍 吳彥妤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50米蛙泳季軍 吳彥妤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乙組─50米蛙泳殿軍 吳彥泓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50米自由泳亞軍 林幹甯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50米蝶泳亞軍 林幹甯
警察游泳會36米自由泳比賽女童6歲至8歲冠軍 梁淨雅
警察游泳會36米蛙泳比賽女童6歲至8歲亞軍 梁淨雅
巨鯨游泳會25米自由泳比賽女童8歲及以下組殿軍 梁淨雅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	4X50米自由泳接
力殿軍

林幹甯	 張焯棋	 羅灝龍	 巫昱希
鄧善晉	 陳祐唯

舞蹈
第55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兒童舞	─	小學低年級組優等獎 李家恩	 劉逸恩	 沙萱妮	 陳朗懿	

周穎欣	 樊悅晴	 方恩祺	 劉曦月	
劉思熳	 麥家澄	 巫曉澄	 曾晰		
謝思蕎	 蕭悅	 譚雪	 鄧安苡	
葉殷瑜	 靳菁	 鄺筠霖	 晏以清	
龍霏	 陶婥寧	 陳樂霖	 詹迦茵	
賴旻慧	 文雅樂	 唐御珈	 徐晞瑤	
辛梓晴	 鄧靖然

體操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女子丙組─新界地
域二區殿軍

李泳蕎	 樊寶懿	 莊文淵	 詹迦茵	
姜一諾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男子丙組─自由
體操亞軍

曹格致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男子丙組─跳箱
季軍

曹格致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男子丙組亞軍 曹格致	 曹誠致	 賴景謙
劍擊

Asian	Collaborative	Trophy	2018	Boy’s	Epee	Under	
8	Champion

黃任峯

2018	第四屆粵港擊劍精英對抗賽　	
U8花劍團體賽　第二名

黃任峯

2018	第四屆粵港擊劍精英對抗賽　	
U8男子花劍個人賽　第三名

黃任峯

Tomorrow	Star	Awards	2018	Boy’s	Epee	Under	8	
Gold	Star

黃任峯

Tomorrow	Star	Awards	2018	Best	Progress	Award 黃任峯
2018	Third	Quarter	Competition	Mixed	Epee	Age	8-9	
Champion

黃任峯

搏擊
2018至2019年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搏擊比賽季軍 梁晴希

柔道
2018	中華盃柔道邀請賽25AGI	kg銅獎 張毓雅

溜冰
Ice-Skating	Beta	Level	Female	7	yrs第一名 羅超蔚

高爾夫球
2018領途青少年高爾夫積分賽(分站賽)	女子U13組季軍 劉思彤

小輪車
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2回合9-10歲組亞軍 劉庭安
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3回合9-11歲組亞軍 劉庭安
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4回合男子9歲組亞軍 劉庭安

視藝
第43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國畫初小組冠軍 李雨澄
藝術眾樂樂全港繪畫比賽2018高小組別亞軍 李敏晴
你想童年由你繪畫青少年及兒童繪畫大賽2018兒童（A)	
組季軍

陳晞怡

蜜糖潤喉齊接棒親子填色比賽初小組優異獎 楊沛澄	 熊紫言	 孫竣宥
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李子希
第十二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初小組優異 孫竣宥
Hong	Kong	Kids	Association	of	Creative	Department	
香港兒童藝術發展協會Group	CSecond	Class	Honours

鄭琛宜

其他
新年愛心慈善跑親子組冠軍 梁泰弦
新年愛心慈善跑親子組季軍 梁凱晴
新年愛心慈善跑最高籌款額季軍 鄒子諾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小學組)小學組大埔區傑出服務
公民獎

姜一言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卓越表現獎冠軍 李子希	 蘇以溢	 區浚豪	 曾樂恆	
張敏芊	 麥銳言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卓越服務計劃獎季軍 李子希	 蘇以溢	 區浚豪	 曾樂恆	
張敏芊	 麥銳言	 	

同燃希望獎優異獎 莊文淵
同燃希望獎熱心服務 林皓盈
傑出團員計劃傑出團員 王翌安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全港中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蔡洛珉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全港中小學標語創作比賽網
上點擊讚好大獎第三名

蔡洛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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