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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三月份首
輪派贈約三百份

防

疫包予家長和學
生，家校共同抗

疫

本校進行了全面清潔和消毒，專業
人員在校園每一個角落、空間噴防
菌塗層，有效防止細菌和病毒滋生

本校添置了紅外線探
熱器，確保所有進入
校園的人士體溫正常

社工藉着十多輯影片，發放正面的
抗疫資

訊，又提供不同的親子遊戲，讓家
長和學

生可以在停課期間透過遊戲增進親子
感情

社工製作了小冊子，提供有效方法幫助家長和學生紓緩負
面情緒，保持身心靈健康

  老師十分關心學生的靈
命成長，故製作了不少宗教
信息影片，讓學生在家裏也
能敬拜、祈禱和讀經等，一
同親近天父，依靠天父。

  老師藉「陽光電話」，慰問家長及學生，關心他們的需要。社工亦透過拍攝影片和設計小
冊子，提供防疫小知識，並發放正能量，提升家長和學生的心靈抗逆力。

  疫情肆虐，本校進行了以下抗疫工作，以保障全校師生的健康，讓學生在清潔衞生的校園
環境學習。

學生透過影片
與老師一起懇

切地為

疫情向天父禱
告

學生在家中觀看敬拜短片，唱詩讚美天父

本校邀請家長義工協助製作布口罩，
為每個家庭送上心意

崇真齊抗疫 身心靈並重

身體

社工透過直播工具，與六
年級學生見面和互動，教
授他們朋輩相處、自我管
理等技巧，幫助學生為升

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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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共同籌備網上教學，致力為學生設計
優質課程

老師分享製作電子教材的工具，又分級討論教
學內容，彼此交流，協力提升網上教學的成效

  本校現時五、六年級已
全級推行「自攜平板電腦
BYOD計劃」，停課期間更
將電子教學推展到一至四年
級。網上教學內容涵蓋中、
英、數、常、視、音、圖書
等不同學科，培育學生各方
面能力，達致全人教育。

中文科網上教材涵蓋讀、寫、聽、說各範
疇，例如：學生可以在Padlet上做寫作練習

老師透過教學影片，向學生推介了很多圖
書，鼓勵學生停課期間善用時間多閱讀

  本校另建了網頁，有系統地上載老師製作的各科
教材。老師也為學生搜羅了不同網上學習資源，如：
PaGamO、MyBooks和 Epic等，讓學生可以善用時間
自主學習。

本校特意另建網頁上載教材，
便利學生進行網上學習

網頁上載了一系列校本「英
語一分鐘」影片，提升學生

英語能力

學生善用「智愛中文平台」鞏固中文
閱讀能力

  老師透過每星期的網
上功課，持續地了解及評估
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在直播
課時作出適切的回饋，促進
學生學習。同時，本校透
過 Google form進行總結性
評估，以總結學生的學習表
現，也讓教師在過程中不斷
優化教學。

學生觀看教學影片，完成
相關功課，檢視自己是否
掌握老師所教的內容

網上功課可讓老師收集學生學習表
現的數據，以評估學生的學習進
度，從而調適教學策略

老師選用合適的網上學習工具，了解學
生的學習情況，從而作出適切的回饋

老師備課 製作教材

網上教學 自主學習

  停課期間，校
長、老師每週恆常進
行視像會議，羣策羣
力地設計網上教學內
容。老師施展渾身解
數，化身成影片剪接
師、編輯、監製⋯⋯
花盡心思製作不同的
學習材料，讓學生能
在家中持續學習，享
受學習的樂趣。

全面的教學內容

豐富的學習資源

學生觀看教學影片後，掌握了不少視
藝知識和技巧，還動手創作密舖平面

藝術作品

外籍英語教師拍攝教學影片，讓同
學在家中也能上饒富趣味的英文課

學生透過直播工具，實時遙距上課，足不出戶都
能學音樂

老師製作了有趣的網上
遊戲，讓學生透過遊戲
學習普通話語音知識

適切的學習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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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絞盡腦汁製作
教學影片，力求為學生
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讓學生體會學習的
樂趣，提升學習動機，
樂於學習。

P1-P2 STEM 活動：小熊軟糖大變身實驗

家長陪伴子女一起
做實驗，一起學
習，增進親子感情

學生將小熊糖浸在不同濃度的糖水中，觀察小熊糖變
大的程度，透過實驗認識水的滲透作用

P3-P4 STEM 活動：彩虹塔實驗

學生享受做實驗的樂
趣，很多學生屢敗屢
戰，最後成功做出彩
虹塔，又藉實驗明白

密度原理

學生認真地做實驗，用心
記錄每一個步驟

P5-P6 STEM 活動：冰晶棒棒糖實驗

學生發揮探究精神，
專心致志地做實驗

  除了製作超過1000 部教學影片外，本校推
行中、英、數、常及圖書科的直播教學，學生每
天根據學校編定的時間表上課，過有規律的學習
生活。全校直播課超過1500 節，逾九成半學生
出席直播課，課堂氣氛良好。

  校務處及資訊科技組為家長和學生提供
即時網上學習的支援，幫助他們解決網上學
習時遇到的困難。為協助有需要的家庭，本
校也借出平板電腦供學生進行網上學習，以
及申請基金支援家長購買平板電腦。

為提升直播教學的果
效，老師出動多部電
子器材，分別用來觀
察學生反應、板書和
播放電子教材

老師透過直播教學，可以即時回應學生提
問，並圖文並茂地講解

直播教學讓老師與學生可以見面和互
動，學習之餘，亦可表達對彼此的關心

多位校務處職員功不可沒，他們在背後默默協助，
確保直播教學流程順暢

停課不停學 
    學習多姿彩

直播教學 加強互動 學習支援 即時全面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學生透過動手做，學習動力產生的方法，並透過不斷改良
及測試，體驗STEM的學習過程

製作冰晶棒棒糖之餘，
學生更學會先預測實驗
結果，再做實驗

本校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免
費流動數據卡，務求讓每一
個學生都能停課不停學

學生一邊觀看
教學影片，一

邊動手動腦學
玩扭計骰，樂

在其中

學生用A4白紙來製作紙橋，
測試紙橋的承重量，成為未

來的工程師！

P2 STEM 活動：親子自製環保玩具車

P1-P3 STEM 活動：
Paper Bridg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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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校內的閱讀風氣，本校舉辦多元化的閱讀
推廣活動，如：圖書分享午間廣播、作家講座、中英文
廣泛閱讀、網上閱讀、親子閱讀獎勵計劃等，連圖書館
的佈置也花盡心思，盼學生能愛上閱讀、主動閱讀，從
閱讀中學習。

圖書推介

點讀筆

老師經常向學生推介好書，分享閱讀的樂趣
圖書館定期以專題形式向學生推介書籍
系列，如：Oxford Reading Tree 系列

的英文圖書

大量英文圖書配備點讀筆，由本校兩位外籍英語
老師錄音，讓學生可以聆聽英文生字的讀音，提

升學習效能

老師設計了校本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與家長共享閱讀的樂趣

老師設計了假期閱讀計劃及相關工
作紙，讓學生善用假期閱讀

  本校老師積極上進，透過進修、同儕觀課、工作坊、教育局教師協作計劃等，
持續學習，羣策羣力地向着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努力前行。老師的專業水準不斷提
高，更屢次獲邀擔任校外教學研討會的講員，與其他學校的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老師各展所長，在崇真會聯校教師發展日帶領不同學校的老師
一同敬拜

教育局大型教師培訓講座

老師向他校教師分享如何利用校
本人才庫資料，發展課程及學生

活動

老師獲邀主持教師培訓講座，
分享本校電子教學豐碩的成果

一年一度全港最大型的「學與教博覽」

老師分享如何設計互動的
STEM課堂，深入淺出地教授
學生艱澀的天文學知識

老師分享如何運用網上平台提高
學生中文寫作的興趣和能力

   學習型學校

老師參與工作坊，
進深學習運用不同
的教學策略，提升

教學效能

本校參加教育局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由國
內資深老師駐校，與本校老師一同設計校本

中文課程

閱讀小先鋒透過午間廣
播向全校同學講故事，

推廣好書

  

    「學習型學校」是本
校一大特色，本校致力營
造優良的學習環境，培養
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尤
其重視建立學生的閱讀習
慣，引領學生成為終身閱
讀者、終身學習者。本
校的老師和家長亦持續學
習，不斷追求卓越，成為
孩子的好榜樣。

閱讀計劃

濃厚的閱讀 氛 圍

教師專業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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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偵探福爾摩斯》作家講座

圖書館佈置

學生投入講座，踴躍參與活動，
獲得圖書作獎勵

學生獲得厲河先生的親筆簽名，
心情非常雀躍

學生透過講座認識了改編經典故事的要訣，
大受裨益，還有機會跟厲河先生拍照留念

老師精心設計圖書館的壁報內容，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圖書資訊

天花板上的熱氣球掛飾為圖書館添生氣，
吸引學生走進圖書 每類書籍都有很多相關的小擺設，

盡顯心思

  除了學生和老師外，本校家長也熱愛學習，積極參與本校的家長教育課程，與學校緊密聯繫和合作，攜手用愛
與智慧培育孩子。

家長參加「小一家長學堂」，提升教養子女的技巧
家長參加閱讀工作坊，了解
如何提升子女對閱讀的興趣

《大偵探福爾摩斯》的作家厲河先生
到校分享故事創作的心得

為了讓學生更了解作家，老師特意設計了
介紹厲河先生的壁報內容

學生在台上扮演書中角色，
與厲河先生對談交流

校長感謝厲河先生為學生
上了充實有趣的一課

學校購入一系列《大偵探福爾摩斯》書籍供學生
借閱，鼓勵學生多閱讀

家長教育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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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是中國傳統節日，本校於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了中華文化日，師生當天穿上色彩繽紛的華服，
參與豐富的活動，包括：週會、遊戲、互送祝福、唱賀年歌、猜燈謎、介紹賀年水果及大掃除等。大家
一起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習俗，以濃厚的新年氣氛迎接和慶祝春節的來臨。

校長樂於親近學生，到不同的課室與學生玩遊戲，一同感受新春的喜悅

老師準備了滿載賀年糖果的福袋，
獎勵學生

學生齊向校內長輩說新年祝賀語，
長輩也向學生送上寓意祝福的賀年糖果

校長和學生向大家拜年，
祝願大家新年蒙福

培養學生愛惜校園環境的意識，學生分工合作
把課室打掃得乾乾淨淨

中華文化日

校長和老師都穿上華服，令中華文化日更繽紛、
更喜氣洋洋

齊穿華服

互送祝福 大掃除

紀念幣

校長嘉許設計紀念幣封套的
學生

學生收到了紀念幣後，珍而重之，歡喜極了！
本校學生設計的紀念幣封套
十分精美，且別出心裁

學校特意設計了首枚獨一無二的
紀念幣送給學生，遵從派利是的
傳統新年習俗，讓學生將象徵祝
福的紀念幣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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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外籍英語老師教學生用英語表達新年用語

學生投入賀年
遊戲，玩得樂

此不疲

學生眼明手快，完成速疊杯挑戰，
同祝全校師生福杯滿溢

學生絞盡腦汁，努力猜出紙箱裏放了甚麼賀年食品

老師在台上與學生一同享受玩遊戲的樂趣

學生在有趣刺激的賀年遊戲中取勝，
十分興奮！

週會

老師即席揮毫，讓學生感受書法之美
學生一邊拍手，一邊高唱賀年歌，
歡樂的歌聲充滿整個禮堂

學生敢於
向高難度

挑戰，

用頭部寫
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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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不斷完善校園設施，力求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在靈、德、智、體、羣、美各方面均衡發展。
本校更因應未來教育的新趨勢，特意添置與電子學習、資訊科技及環保相關的設施，盼能使學生在設備完善的環境裏
愉快且有效地學習。

  本校中文科、普通話科
及外籍英語老師為學生錄製
字詞、課文、故事音檔，讓
學生閱讀時可以運用點讀筆
邊看邊聽，老師更編製音檔，
配合讀本內容加入特別音效，
盼能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愛上學習，且提升自主學習
能力。有了點讀筆，學生可
以自己溫習默書，自己學拼
音，自己看中、英圖書，全
都毫無難度！

  跳繩機可以同
一時間記錄幾十位
學生跳繩次數，有
利於進行分組跳繩
比賽，從而提升學
生團體合作的精
神。此外，跳繩機
更可用作進行中國
歷史文化問答比
賽，可謂「動靜皆
宜」。

 設備校園新設施、新

  本校在所有一年
級課室添置了觸控電
視屏，此設備能促進
課堂上師生之間的互
動，有效提高教學效
能。其他年級的課室
隨後亦會逐步安裝觸
控電視屏。

  本校重新裝潢校園電視
台，添置了更完善和最新的影
音器材，讓學生多接觸多媒體
創作，透過參與演出、拍攝及
後期製作，以提升學生的創
造、溝通和合作等共通能力。
學生也可以透過校園電視台的
廣播，獲得更多校園資訊，從
而提高對學校的歸屬感。

  攀石牆於今年建
成啟用，設有高難度
及低難度路線，使高
低年級的學生都可以
學攀石。攀石可以鍛
鍊學生身心，提升學
生的體能，也培養學
生堅毅、勇於面對挑
戰等生命素質。

觸控電視屏

校園電視台

攀石牆

跳繩機

妙「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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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發電單車讓學生小息時可以多
運動，而且單車機能將動能轉化成電
能，讓學生從小實踐環保。

  本校禮堂將會安裝 LED電子顯示屏，此設備可以幫助
講者更清晰地向學生展示多媒體資訊，還可以提供一個更
完善、專業的背景舞台，讓學生盡情表演，發揮所長。

  本校購置了運動反
應器，提升學生手眼協
調能力、反應力，並鍛
鍊學生的體魄。

  本校為學生買了
新足球機，讓學生小
息時可以盡情享受玩
足球機的樂趣，放鬆
心情，並與同學建立
友誼。

  本校關顧學生的
需要，在各樓層增設
了熱水裝置，讓學生
可以多喝暖水，溫暖
身體。

  小息時，學生可
以 到 有 蓋 操 場 拼 砌
Lego，發揮無限的創
意。本校今年舉辦了班
際 Lego比賽，高年級
學生在 Lego牆上砌出
漂亮的圖案，為校園添
色彩。

新足球機
熱水裝置

運動反應器

Lego 牆

環保發電單車

  為保障全校師生
的健康，本校安裝了
先進的紅外線探熱
器，可以更快、更準
確地了解校內外人士
的身體狀況，為防疫
設下防線。

紅外線探熱器
禮堂 LED電子顯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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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師生走入社區報佳音，傳揚救主降生的喜訊

學生帶領全校同學一同敬拜，
讚美天父

學生立志緊緊跟隨天父，
成為上帝的光明兒女

早會時，老師以聖經的真理教導學生，又分享個人見證，
以生命感染生命

聖誕節週會上，學生透過話劇更深刻
明白聖誕節真正的意義

學生全心全意投入敬拜，親近天父

學生享受營會活動，與老師、同學和天父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學生在街上高唱詩歌，
派發福音單張

師生透過基督少年軍訓練營，
學習作天父的精兵

宗教
活動

學生同心合意禱告，願崇真的學生和
老師在天父的帶領下，將福音廣傳

團契讓不同年級的同學有機會互相認識，

學習和實踐聖經的教導

學生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互相支持，彼此鼓勵

早會、週 會

福音營 學生團契

代禱勇士

基督少年軍

代禱勇士懇切為有需要的人祈禱，經歷天父的恩典和禱告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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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推動「親愛的天父．祈禱
行動」，鼓勵學生向天父禱告，將自
己的需要和感受告訴天父，依靠天父，
也為身邊的人，為香港，為世界祈禱。
老師透過網上平台收集了近二百位學
生的禱文，為學生代禱：

停課不停「愛」  停課期間，老師每星期製作宗教信息影片，鼓勵學生在家中
敬拜、禱告，以及聽神的話語，親近天父，明白天父的旨意，作
上帝的光明兒女。

  全校師生一同透過直播紀念主耶穌犧牲的大愛，
復活的大能，並感謝祂帶給我們救恩。

老師在設備完善的校園電視台進行直播，透過直播與幾百位學生一同
唱詩、聽信息分享，讓學生感受疫情並不能阻礙我們親近天父

校長透過直播勉勵學生積極面對逆境，靠天父的恩典跨過難關

親愛的天父‧祈禱行動

復活節崇拜直播

為醫護打氣

我希望這次疫情盡快結束，患病的人全部痊癒，阿們！

希望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口罩。

求祢與我同在，賜我們一家健康快樂！

我不會忘記行善和分享。

多謝祢賜我一個溫暖的家，讓我可以留在家中也不會感到沉悶。

我希望筲箕灣崇真學校全體師生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度過這次疫情。奉主名求，阿們！

多謝祢賜予我們美麗的世界，我衷心獻上感謝！

  學生將從天父而來的愛傳出
去，參與「為醫護打氣」行動，
為疫情中謹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獻
上感謝，送上祝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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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老師和學生都踴躍參與膠樽回收
活動，為環保出一分力

中秋節後，學生主動將月餅盒帶回學校回收

環保大使整理收集得來的環保物料，
用於視藝創作，體會何謂循環再用

環保大使參與環保章培訓，到回收廠
了解塑膠回收工作，獲益良多

The principal, Mr Kwan,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joy the 
English Week

Students are working out the clues in 
the murder case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solving the theft case

環
活動

保回收膠樽

回收月餅盒

環保章培訓
利用環保物料進行視藝創作

English Week

Our two NETs, Miss Lien and Mr Juan
Students dress up as the characters in 
Toy Story and play the game booths

All the students like the Toy Story 
themed game booths

學生從日常生活做起，學會了正確回收膠樽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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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小食義賣活動的日子，
學生大飽口福了

學生踴躍參與慈善花卉義賣活
動，為慈善出一分力

學生爭相參與自製雪糕
實驗活動，發揮科學探

究精神

看似簡單的肥皂泡，
透過製作，能讓學生
掌握當中的科學原理

聖誕節到了！大家一起在視藝
課堂設計漂亮的聖誕掛飾

學生的卓越作品在地鐵社區畫廊展出，為社區添藝術色彩

中國舞蹈隊的舞姿很美妙，
真引人注目啊！

學生到社區中心探訪長
者，使長者感到很溫暖

領袖生在就職禮上立志為學校服務，堅守崗位

旅行日，師生同樂，一同野餐，舒展身心

校長、家長、師生一起遊農莊，
親近大自然

普通話日，學生透過平板電腦遊戲
學習語音知識，寓學習於娛樂

老師、崇真堂的
弟兄姊妹到學生

家中

進行家訪，重視
家校溝通

校友日，校長、老師、舊生聚首一堂，一同回味小學時光，分享近況

校園花絮

學生與老師一同在聖誕聯歡表
演日吹奏美妙的聖誕歌

樂器班培養學生的
音樂才藝

校長重視學生的成長，
每月均會與學生慶祝

生日

聖誕聯歡會上，師生一同
歡慶，樂也融融

學生在小小音樂會上發揮音樂
潛能，為同學帶來精彩的表演

「成家學理財」親子工作坊讓家長和
學生一同學習理財技巧，終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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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019年度中文百達通  
 全港優秀學生獎 莊逸昇（3C）
    曾詩茵（5A）
    藍晞彤（6A）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香港賽
區）初賽 
   小學三年級組 
 一等獎  莊逸昇（3C）
 二等獎  何綽琪（3A）
    藍浩晞（3A）
 三等獎  廖倬賢（3A）
   陳樂陶（3B）
   朱智佑（3B）
   鄭信一（3C）
   文卓譽（3C）
 小學四年級組 
 二等獎  羅智豪（4A）
 小學五年級組 
 二等獎  張煒謙（5A）
    曾詩茵（5A）
 三等獎  梁浩俊（5A）
 小學六年級組 
 三等獎  張尚哲（6A）
   顧曉思（6A）
   吉儆朗（6A）
   藍晞彤（6A）
   廖卓軒（6A）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小學高年級心算組 
 第二名  藍晞彤（6A）
 小學二年級心算組 
 第二名  藍浩晞（3A）
2019年國際心算邀請賽 
 海外A組 
 第二名  藍浩晞（3A）
 海外B組 
 第二名  藍晞彤（6A）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19（香港賽區） 
 小學四年級
 銅獎  曾詩茵（5A）
 優異獎  張煒謙（5A）

資訊科技 
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19：AI未來校園 
 小學組 
 季軍  陳 逸（6A）
    張尚哲（6A）
    施偉賢（6B）
    馮梓希（6B）

粵語朗誦 / 演講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校園生活集誦粵語敬師篇小學組女子合誦
 冠軍  蔡頴恩（4A）
   温芷彤（4A）
   周 穎（4B）
   黃灝瑜（4B）
   高雯鈺（4B）
   黎芷喬（4B）
   葉佩錤（4D）
   戚籽湲（5A）
   馮焯芝（5A）
   李泳端（5A）
   廖沛晞（5A）
   曾詩茵（5A）
   黃穎晞（5A）
   朱璧均（5B）

 麥栩榕（5B） 
   吳梓瑜（5B）
   顏珮詩（5B）
   孫潔瑤（5B）
   黎方榆（5C）
   吳暐昕（5C）
   黃諾言（5C）
   龔曉淇（6A）
   許凱晴（6A）
   顧曉思（6A）
   藍晞彤（6A）
   劉佩妍（6A）
   羅彩瑜（6A）
   羅希桐（6A）
   李梓筠（6A）
   冼暐喬（6A）
   蘇澄雪（6A）
   易佩儀（6A）
   陳羨貽（6B）
   蔡雅銘（6B）
   方蓓棋（6B）
   黎靜儀（6B）
   劉卓盈（6B）
   謝曉嵐（6B）
   陳嘉怡（6C）
   陳姿廷（6C）
   范穎茹（6C）
   許方曦（6C）

   江思穎（6C）
   李佳霖（6C）
   李恩晞（6C）
   盧詠澄（6C）
   施芳盈（6C）
   譚婉淇（6C）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女子組 
 亞軍  林鎧翹（1C）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男子組 
 亞軍  蘇梓軒（1A）
    仇國立（1C）
 優良  馬梓仁（1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喬子瑩（2A）
 良好  陳沛琳（2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二年級男子組 
 冠軍  譚喬熙（2B）
 優良  周諾賢（2A）
 良好  蘇衡樂（2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女子組 
 優良  陳芷珊（3A）
    曾立怡（3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 
 優良  魏奕華（3B）
    張元曦（3B）
 良好  鄭梓樂（3D）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李枻澄（4A）
    陳心瑤（4A）
    關紫芯（4B）
    鍾恩姸（4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陳天樂（4A）
    黃文彥（4B）
    黃晞朗（4B）
    周兆斌（4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亞軍  黎方榆（5C）
 優良  曾詩茵（5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季軍  黃懿諾（5A）
    楊樂健（5A）
散文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羅希桐（6A）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良好  歐陽惠詩（6B）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  劉在熙（6A）
二人朗誦粵語-小學組 
 季軍  黃俊謙（6B）
    陳姿廷（6C）
 優良  黎偉豪（5B）
  呂倩雅（5B）
  林樂怡（5C）
  麥芷晴（5C）
  鍾卓言（6A）
  羅希桐（6A）
第十一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小二粵語詩歌獨誦  
 銀獎  陳沛琳（2B）
普通話朗誦／演講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
合誦 
 亞軍  龔俊龍（5A）
  梁浩俊（5A）
  楊樂健（5A）
  黃子鋒（5B）
  林昊勤（5B）
  李卓熙（5B）
  孫 乾（5B）
  杜哲迅（5B）
  唐梓皓（5B）
  曾子軒（5B）
  張立言（5C）
  關浩翔（5C）
  林子皓（5C）
  盧逸昇（5C）
  彭思誠（5C）
  舒柏璇（5C）
  鄧子軒（5C）
  劉嘉希（5D）
  吳俊霖（5D）
  何金嶼（5D）
  趙諾希（6A）
  鍾卓言（6A）
  吉儆朗（6A）
  黎宗信（6A）
  廖卓軒（6A）
  劉在熙（6A）
  劉卓熙（6B）
  李富源（6B）
  林賢昊（6B）
   施偉賢（6B）
   黃俊謙（6B）
   黃加裕（6B）
   陳昱毅（6C）
   周善朗（6C）
   張曉俊（6C）

  張浩進（6C）
  樊梓熙（6C）
  駱永鋒（6C）
  蕭頌軒（6C）
  鄧駿軒（6C）
  陳卓勤（6D）
  蔡栢喬（6D）
  譚子鋒（6D）
  麥時與（6D）
  孫煒軒（6D）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吳斯雨（1A）
 優良 楊芷晴（1A）
  古靄澄（2A）
  李沛璇（2B）
  陳沛琳（2B）
 良好                             梁天恩（1D）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龔象軒（2D）
 良好 洪鉅樺（2C）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陳舒恩（3A）
  張寶盈（3B）
 良好 曾立怡（3A）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梁一諾（4C）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 
 亞軍 羅希桐（6A）
 季軍 陸愷淇（5B）
  莫至昕（6B）
 優良 馮焯芝（5A）
             曾詩茵（5A）
             戚籽湲（5A）
             呂倩雅（5B）
散文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 羅希桐（6A）
第十一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小二普通話散文獨誦 
 金獎 陳沛琳（2B）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 
 金獎 陳沛琳（2B）
 小學組普通話散文集誦 
 金獎 陳沛琳（2B）
 小學組普通話詩詞集誦 
 金獎 陳沛琳（2B）
第十五屆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普通話新詩（雙人） 
 冠軍 盧逸彤（3B）
校際朗誦作品暨小荷之聲爭霸賽 
 初小組普通話詩歌 
 金獎 吳斯雨（1A）
 
英文朗誦 / 演講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優良 包思高（1B）
  黃牧之（1B）
  李仲一（2A）
  黎浩恩（2B）
  黎瀚恩（2B）
  周孝煒（2D）
 良好 李柱澔（1B）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優良 王依楠（1B）
  陳沛琳（2B）
  余東頤（2B）
  程芯柔（2D）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3 Boys 
 優良 陳樂陶（3B）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3 Girls 
 季軍 盧逸彤（3B）
 優良 何綽琪（3A）
  蔡子恩（3A）
  陳逸菲（3A）
  簡杏宜（3B）
 良好 穎 莎（3B）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4 Boys 
 優良 林德諾（4A）
  陳柏喬（4A）
  龔象湳（4A）
  張 隼（4C）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4 Girls 
 優良 李枻澄（4A）
  鄧君儀（4A）
  鍾恩姸（4B）
  關紫芯（4B）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5 Boys 
 優良 鍾穎朗（5D）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5 Girls 
 優良 曾詩茵（5A）
  馮焯芝（5A）

2019-2020 年度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以下校外比賽獲獎名單（截止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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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晞莜（3C）
  麥天勵（4C）
  張伊晴（5A）
  王凱蕎（5A）
  譚雅雯（5A）
  黃紫清（5A）
  吳倩榕（5B）
  趙藝嘉（6C）
 二重跳之王港島2區小學女子8歲以下 
 冠軍 麥天勵（4C）
 2分鐘大繩8字走位速度賽港島2區小學女子組
 亞軍 麥天勵（4C）
  張伊晴（5A）
  王凱蕎（5A）
  譚雅雯（5A）
  黃紫清（5A）
  吳倩榕（5B）
  趙藝嘉（6C）
 4x30秒混合速度接力賽港島2區小學女子組
 季軍 麥天勵（4C）
  譚雅雯（5A）
  趙藝嘉（6C）

體育
2019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 
 個人品勢色帶組
 冠軍 蘇梓軒（1A）
 速度競技 
 季軍 蘇梓軒（1A）
2019年南區空手道分齡邀請賽
 10-15歲女子組手分組
 冠軍 孫潔瑤（5B）
The 33rd Checker Inlinespeed Skating Youth 
Championship 
 2011 girls race 4 laps 
 3rd Position 陳靖芝（3C）
 2011 girls race 2 laps 
 4th Position 陳靖芝（3C）
全國空手道聯賽（廣東站）
 女子兒童個人組手10-11歲 
 季軍 孫潔瑤（5B）
全港跆拳道公開賽2019 
 品勢YG2組 
 冠軍 蘇梓軒（1A）
跆拳道品勢賽2019
  品勢個人（女子）12歲以下 
 第三名 馮焯芝（5A） 
賽馬會樂動網球計劃冬日潛能挑戰賽 2020 
 男子9歲或以下組 
 亞軍 梁栢旭（3C）
 男子10歲或以上組 
 亞軍 黃澤淳（5A）
 7歲或以下混合組 
 殿軍 胡浩匡（2C）
 男子9歲或以上組 
 殿軍 鍾皓喆（3D）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胡浩匡（2C）
  梁栢旭（3C）
  鄭信一（3C）
  鍾皓喆（3D）
  黃澤淳（5A）
  胡浩天（5D）
賽馬會樂動網球計劃區際網球友誼賽2019 
 男子丙組
 亞軍 梁栢旭（3C）
 季軍 鍾皓喆（3D）
 殿軍 鄭信一（3C）
 女子甲組 
 亞軍 盧詠澄（6C） 
 女子丙組 
 冠軍 盧詠彤（3A）
鵬程萬里亞太區空手道 
 女童型
 冠軍 孫潔瑤（5B）
 女童組手
 季軍 孫潔瑤（5B）
2019-2020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推鉛球 
 冠軍 鍾青佑（6A）
 男甲60米  
 季軍 張浩進（6C）
 女甲400米 
 殿軍 冼暐喬（6A）
 男乙跳高 
 第五名 左 一（4C）
 男丙100米 
 第七名 黃晞朗（4B）
 女乙200米 
 第七名 黃紫清（5A）
 男甲4x100米 
 第七名 楊志輝（5D）
  廖家謙（6A）
  林賢昊（6B）
    馮梓希（6B）
    張浩進（6C）
    鄧駿軒（6C）
 男甲跳高 
 第七名  鄧駿軒（6C）
 男甲400米  
 第八名  林賢昊（6B）
 男甲團體 
 優異  楊志輝（5D）
  廖家謙（6A）
  鍾青佑（6A）

  林賢昊（6B）
  馮梓希（6B）
  張浩進（6C）
  鄧駿軒（6C）
  陳卓勤（6D）
  關頌賢（6D）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男子E組跳高（10-12歲） 
 亞軍 林賢昊（6B）
 男子F組60米（6-9歲） 
 季軍 黃晞朗（4B）
 女子E組400米（10-12歲） 
 季軍 冼暐喬（6A）
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盾賽 
 冠軍 李家樂（4D）
  陳柏源（5A）
  孫 乾（5B）
  李卓熙（5B）
  吳俊霖（5D）
  陳 逸（6A）
  劉仲熹（6D）
  劉仲昇（6D）
  黃逸朗（6D）
  陳卓勤（6D）
元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9
 男子單打MI組 
 亞軍 駱永鋒（6C）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9 
 女子青少年組（9歲或以下）雙打
 亞軍 關紫芯（4B）
 男子青少年組（10-11歲）單打 
 季軍 駱永鋒（6C）
水運會2019 
 女子訓練班/預備組/校隊7歲或以下50米自由泳
 第一名 何綽琪（3A）
 女子訓練班/預備組/校隊7歲或以下50米蛙泳
 第一名 何綽琪（3A）
 女子訓練班/預備組/校隊9歲50米自由泳 
 第一名 黃若恩（5C）
 女子訓練班/預備組/校隊9歲50米蛙泳 
 第二名 何翠珩（4A）
 女子訓練班/預備組/校隊9歲或以下50米背泳
 第二名 黃若恩（5C）
香港區小小水運會2019 
 女子泳隊/預備組/校隊9歲或以上50米背泳 
 第一名 黃若恩（5C）
 女子8歲訓練班/50米蛙泳 
 第二名 陳逸菲（3A）
 女子泳隊/預備組/校隊9歲或以上50米自由泳 
 第二名 黃若恩（5C）
 女子8歲訓練班/50米自由泳 
 第八名 陳逸菲（3A）
YMCA Children and Youth Speed Skating Summer 
Invitation Tournament 
 Children Mixed Pair Relay （8-10 yrs old） 
  3rd Runner-Up 歐頌朗（3D）

視藝 
IYACC第十一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分齡6歲 
 亞軍 吳海藴（1D）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19
 J6西洋畫組 
 金獎 張宇晨（2B）
小紅熊童樂盛夏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19 
 兒童組 
 銅獎 林靄莉（4B）
父親節親子繪畫比賽我的爸爸 
 高級組
 冠軍 莫恩霖（6B）
 中級組 
 亞軍 莫卓霖（3C）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地球破壞王 
 小童組國畫 
 銀獎 周孝煒（2D）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19年度 
 西洋畫（第六組） 
 一等獎 黃玥寧（4A）
 西洋畫（第四組） 
 二等獎 張宇晨（2B）
愛蝶灣美術比賽2019
 高級組 
 冠軍 劉詠茹（6A）
愛蝶灣聖誕兒童填色比賽2019 
 高級組 
 亞軍 葉心悠（3C）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第22卷）暨
2019華夏兒藝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展
 美術 
 一等獎 黃玥寧（4A）
 二等獎 張宇晨（2B）
2019中愛蝶灣兒童中秋綵燈設計比賽  
 冠軍 喬子瑩（2A）
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2019 
 中童組
 金獎 黃玥寧（4A）
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2019（背包設計） 
 小童組
 銅獎 吳海藴（1D）

 喬子瑩（2A） 

  廖沛晞（5A）
  王尉凌（5A）
  呂倩雅（5B）
  張佑衣（5B）
  鄭浠雯（5B）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6 Boys 
 優良 趙諾希（6A）
  鍾卓言（6A）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6 Girls 
 優良 冼暐喬（6A）
  羅希桐（6A）
  蔡雅銘（6B）
  李慧妍（6B）
  李恩言（6C）
  趙藝嘉（6C）
音樂 
第五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 
 初小小曲（個人組） 
 冠軍 吳衍儀（4A）

舞蹈 
環亞ADSA盃國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拉丁舞（單人） 
 優異 黃心柔（3C）
 拉丁舞（雙人） 
 優異 黃心柔（3C）
 Formation Dance 
 優異 羅澄霏（3B）
藝•牽舞動2019全港舞蹈比賽 
 兒童組 
 金獎 盧逸彤（3B）
香港舞林盛會暨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爵士舞 
 銅獎 盧逸彤（3B）
國際少兒精英舞蹈比賽2019 
 兒童組單項 
 優良 梁家敏（3B）
第十九屆舞動香江大賽 
 幼童組爵士舞 
 亞軍 藍苑銦（3C）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羣舞） 
 甲級獎 李栢昕（2A）
  陳沛琳（2B）
  陳信而（2C）
  鍾霈呈（2D）
  蔡子恩（3A）
  陳紀旻（3B）
  曹浠坍（3B）
  陳詠琳（3C）
  郭凱允（3C）
  梁芷悠（3D）
  麥天恩（3D）
  陳心瑤（4A）
  鄧君儀（4A）
  戚籽湲（5A）
  許巧榕（5A）
  張佑衣（5B）
  郭凱嵐（5D）
  羅希桐（6A）
  劉卓盈（6B）
  陳姿廷（6C）
  許方曦（6C）
雜耍 
香港國際雜耍盃2019
 小學團體組 
 冠軍 徐靖嵐（3D）
  方曉瞳（4D）
  李依嵐（5B）
  廖家謙（6A）
  易佩儀（6A）
  方蓓棋（6B）
 亞軍 藍浩晞（3A）
  陳柏源（5A）
  李彥宗（5A）
  李卓熙（5B）
 小學個人組 
 冠軍 方蓓棋（6B）
 優異獎 李卓熙（5B）
  李依嵐（5B）
  廖家謙（6A）
第55屆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E組才藝比賽 
 銀獎 李依嵐（5B）

跳繩 
金馬倫山獅子盃-全港跳繩挑戰賽2020 
 1x30秒二重速度跳比賽十一歲女子組 
 殿軍 趙藝嘉（6C）
 1x30秒前繩速度跳比賽十一歲女子組 
 殿軍 趙藝嘉（6C）
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30秒單側迴旋速度賽港島2區小學男子8歲以下
 冠軍 李仲一（2A）
  周樂恆（3B）
 30秒前繩速度賽港島2區小學男子8歲以下
 冠軍 瞿禮軒（3A）
 季軍 李仲一（2A）
 學界表演杯小學女子組 
 冠軍 許逸晴（2A）
  張倩甯（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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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集誦亞軍

2019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優異

賽馬會樂
動網球計

劃冬日潛
能挑戰賽

2020年度

最積極參
與學校獎

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19年度季軍

港島民生書
院

小學五人足
球邀請賽盾

賽冠軍

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學界表演杯小學女子組冠軍
（照片中全體成員）

2分鐘大繩 8字走位速度賽港島 2區小學女子組亞軍
（4C麥天勵、5A張伊晴、5A王凱蕎、5A譚雅雯、

5A黃紫清、5B吳倩榕、6C趙藝嘉）

4x30秒混合速度接力賽港島 2區小學女子組季軍
（4C麥天勵、5A譚雅雯、6C趙藝嘉）

校
外
比
賽

 
 

獲
獎
無
數

香港國際雜耍盃2019年度
小學團體組冠軍及亞軍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羣舞）
甲級獎 

由於版面有限，而得獎的團體照片眾多，恕未能完全輯錄所有得獎照片，請諒！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四至六年級女子粵語集誦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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