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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妮老師指導
家長操作

平板電腦進行電
子學習 電子學習大使積極參與服務，協助

家長及低年級同學進行電子學習
家長及子女一起運用平板
電腦學習中文生字的筆順

陳婉芝老師指導家長運用

數學科電子學習應用軟件

家長及一年級同學留心
聆聽蔡錦亮老師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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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2013 年 12 月 6 日及 9 日分別為低

年級和高年級同學舉行無原罪聖母瞻禮禮儀。禮

儀中，同學透過話劇認識聖母無原罪的意義和有

關聖母的事跡。話劇後，由修女為同學作分享，

鼓勵大家效法聖母抵抗誘惑，依賴天主的善表。	

在禮儀的尾聲，每班的代表獻上鮮花，表達對

聖母瑪利亞的尊敬和感謝。

	 本學年上學期已經完結，各項計劃順利

推行，整體亦達到預期的成效，在此衷心感

謝各教職員的辛勤努力，以及家長和校友的

支持和配合。當中，學校在 2013 年 8 月 3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相信是比較重要的事。

	 對學校而言，成立法團校董會雖不能說

是天搖地動的改變，但也絕非只是加了「法

團」兩個字而已。成立法團校董會的籌備工

作，排山倒海，這樣說絕不為過。幸得全體

同事的合作，上下一心，才能大功告成。

	 籌備的工作，包括由辦學團體決定成立

日期，編寫「法團校董會」章則，確立法團

校董會的結構及成員，制定會議程序，委任

及選舉校董的程序法則等。校方要安排專業

會計師審核財務資產的轉移，在銀行開設新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是教育界近年發展方向。為讓

家長了解如何運用平板電腦協助學生學習，本校

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及 2014 年 1 月 4 日分別為

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的家長舉辦「如何讓子女利

用『平板電腦學習』成就學業」家長工作坊，藉

此提升子女的運用資訊科技自學的能力。兩次工

作坊共有約 70 個家庭出席。透過使用平板電腦內

的各種學習軟件，家長認識到如何有效運用資訊

科技協助子女提升學習動機、培養自學能力，從

而提升學業成就。電子學習組從五仁及五義班挑

選了二十多位學生，擔任電子學習大使，透過家

長工作坊向家長介紹如何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

學習，藉此提升學生的領袖才能和溝通能力。

的法團校董會戶口，進行教師校董、家長校

董、校友校董的選舉等等，都是非常嚴謹的

事務。此外，為了讓老師、家長和校友認識

辦學團體的教育理念、法團校董會的功能及

校董的角色等，學校特別安排了多次工作坊

予各個界別的持份者。

	 法團校董會成立後，學校的監督及決策

將會進入一個新紀元，但始終不變的，應是

家長和校友與學校和教師間的合作和互信。

期盼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學校不斷

自我完善，大步向前邁進。

法 團 校 董 會 2 0 1 2 - 2 0 1 5 年 度

顧問	 梁長才先生

主席 ( 校監 )	李笑容修女	 辦學團體校董

秘書	 羅國偉校長	 當然校董

司庫	 李淑芳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其他校董	 李好珍修女	 辦學團體校董

	 吳美珠修女	 辦學團體校董

	 李淑媚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羅家欣小姐	 辦學團體校董

	 何樹清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蔡美玉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黃婉冰女士	 獨立校董

	 楊錦銚先生	 教員校董

	 蔡錦亮先生	 替代教員校董

	 陳健兒女士	 家長校董

	 黃小慧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劉智偉先生	 校友校董



Christmas style 
games on the 
playground were 
enjoyed by all.

 Level Champion 1st runner-up 2nd runner-up
P.1 to P.2 2C  Li Ka Kin 2D  Yang Ling  2E  Lit Wing Sze 
P.3 to P.4 4B  Yu Tsz Wai  4E  Pan Wing Yee  4B  Wong Ching Yi
P.5 to P.6 6A  Wong Sze Pui 6A  Chan Hei Tung
  Rosara  Angela  5A  Lo Vincent 

老師於 12 月 14 日參加由費
明儀女士主講的合唱工作坊

老師於 1 月 11 日到太古小學
出席音樂科電子教學工作坊

三智班湯嘉兒同學獲
初級組獨唱優異獎 四義班劉鈺瑩同學獲

初級組獨唱殿軍

六仁班鄭娉婷同學

獲高級組獨唱殿軍

合唱小組榮獲殿軍

得獎學生與老師的大合照

六仁班林靖玟同學
獲高級組獨唱亞軍

音樂科

The game booths 
in the hall for P1, 
P2 and P3 students 
got everyone using 
English.

T h e  c h o r a l 
s p e a k i n g 
competitions 
w e r e  v e r y 
imp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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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場進行口語活動

大合照

中文科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二忠		劉詩敏	 二義		余泳詩	 二仁		蔡家暉
中級組	 四仁		周琬淇	 四義		鄧思淇	 三忠		梁煥愉
高級組	 六仁		黃斯蓓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簡浩軒

校內中文書法比賽成績

一至三年級中文集誦比賽

 Our first term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the 16th December to the 19th of December. 
This year we decided to do a Christmas theme English week. Many of the playground booth 
games allowed students to learn new words related to Christmas which the students enjoyed 
thoroughly. P1-3 students had the chance to practice English by playing exciting booth games 
in the hall at lunch. Fun Christmas style word searches were given to students to enjoy while P4 
and P5 classes put on spectacular performances in the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witness such enthusiastic involvement during a wonderful festive period. 



	 參賽項目	 參賽學生	 獎項

	 空軍比賽	 五義	麥子軒、丁劍源、范字鍵	
季軍

	 ( 電容飛機 )	 五仁	洪知行、洪家銘、曾景祺	
	 海軍比賽	 五義	高紫琪、翁觀瑩、何健愉	

優異
( 太陽能模型船 )	 五仁	蘇詩婷、呂凱錡、陳慧心

1. 「聖若瑟社區科學推廣計劃」-- 
     小小科學家工作坊及科學比賽 2013

	 本校八位科學精英於 2013 年 11 月 9日出席由優質教育基金資

助舉辦之「聖若瑟社區科學推廣計劃」。是次活動讓同學親自製作

水球對戰機械人，然後利用控制器，指令機械人以最短時間在水中

把水球射進龍門。我校共派出兩隊學生出賽，每隊由四位五年級學

生組成。其中一隊於比賽中獲全場季軍。

	 參賽學生	 獎項
五義	麥子軒、張梓維、馮嘉欣、廖珮瑩	 季軍
五仁	張竣皓、洪知行、簡浩軒、周諾洛	 優異

請不要打擾我
們 ! 我們正在
專心地製作機
械人，每個步
驟都要一絲不
苟，絕不能出
現差錯。

經過多番努
力和嘗試，
我們的心血
結晶誕生了。

賽前測試是致勝的關鍵，務求令機
械人以最短時間把水球射進龍門。

同學在比賽

中 獲 得 季

軍，展露燦

爛的笑容。

3. 古物古蹟辦事處「大埔上碗窰村」戶外考察活動

	 為了讓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擴闊學生的視野，本校安排

學生到大埔上碗窰村參觀，認識碗窰村的歷史及燒製瓷器的過

程，以及增加對新界地區早期工業發展的認識等。

	 在各項目賽事中，共取得 5冠 1亞 2季 2殿，成績優異。另外，
女子高級組，勇奪團體冠軍；男子初級組及女子初級組，取得團體季
軍	;	男子高級組，取得團體殿軍。

男子高級組持棒穿圈冠軍

女子高級組跳繩冠軍

女子高級組
障礙賽冠軍

女子初級組

障礙賽冠軍

科識常 同學們在工作

坊時專心地聆

聽導師講解如

何製作模型。

望著一堆零碎

的組件，縱然

暫未有頭緒從

何入手，但我

們相信：齊心

便事成 !

信心，
我們有 !

憑著我們的堅毅精神和努力，
最終在空軍項目中奪得季軍 !

獲得佳績，
「聖安當，YES ！」

女子高級組持棒穿圈冠軍

3

2. 民生書院主辦 --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 2013 之海陸空大作戰

	 十二位五年級科學精英於 2013 年 11 月參加由民生書院主辦之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2013之海陸空大作戰」。同學們利用膠片、

木條、牛油紙、電容、微型馬達和螺旋槳等材料製作模型飛機和太陽

能模型船。縱然製作過程遇上不少挫折，但同學們以屢敗屢戰的精神，

克服了重重困難，最終在比賽中表現出色。在全港三十多隊中，海軍

隊能進入最後八強賽事，而空軍隊更於比賽中獲得季軍。

團體照

九 龍 東 區 遊 戲 賽

細心檢查
材料，否則製作
出來的模型不能運作。



●	橫額設計比賽冠軍得獎作品

一年級冠軍			陳芷瑩（一仁）

二年級冠軍			陳紫晴 ( 二智 )

三年級冠軍			王進禧（三智）

四年級冠軍		黃巧琳（四智）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一仁		陳芷瑩	 二智		陳紫晴	 三智		王進禧	 四智		黃巧琳	 五義		馬慧恩	 六仁		陳名龍
亞軍	 一智		李芷茵	 二禮		黃昱嵐	 三忠		賴卓廷	 四仁		陳一賢	 五仁		黃鈞琳	 六義		陳業基
	 	 	 	 四義		
季軍	 一忠		余昆航	 二義		石政曦	 三義		蘇文軒	 Ngamchaisawat	 五義		區雅婷	 六義		陸敏儀
	 	 	 	 Panvira	
優異	 一仁		梁凱韻	 二仁		梁日謙	 三仁		石政藍	 四智		宋曉嵐	 五仁		招學賢	 六仁		高紫晴
優異	 一義		鄭穎橋	 二禮		何依琳	 三忠		梁煥愉	 四智		楊楚蕎	 五義		黃凱晴	 六仁		梁焯婷

五年級冠軍		馬慧恩（五義）

六年級冠軍			陳名龍（六仁）

●	橫額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	敬師日活動

●	班級歷奇活動

透過歷奇活動令師生關係更融洽

●	齊來讚一讚

	 日期	 主題
	26/09/2013	 認識自己多優點
	28/11/2013	 上課專心的好學生
	09/01/2014	 為我們帶來歡樂的人
	20/03/2014	 積極服務的好學生
	29/05/2014	 合作學習互讚賞

●	成長的天空

學生透過探訪獨居長者，學習
關懷社區上有需要人士。

關 愛 遍 校 園  2 0 1 3

話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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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能在遊戲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精神

同學代表向老師獻上
心聲，

感謝老師的辛勤付出。
家教會代表向老師們致敬

牧童笛演奏

●	小舞台



●	「保護自己」 小一性教育講座

「談性說愛」
																											

「談情說
　愛 ~	戀
　愛教育」

「性在有你」

「如何培育
			資優兒」									

●	成長教育課 ~ 服務學習之奇「義」旅程 --- ( 五、六年級 ) 義工服務計劃

學生的攤位製作認真，幼稚園學生都玩得十分投入，並樂在其中。

服務生親自為家長講解。

愛心天使義工小組
資優培訓系列—— 

教育局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容美韶小姐為我們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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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當家長學堂	
	 ■	I.T. 系列 ---『如何使用學校網頁學習平台	』家長工作坊

「資優基本法」																													

日期

30/11/2013( 六 )

14/12/2013( 六 )

11/01/2014( 六 )

19/02/2014( 三 )

22/03/2014( 六 )

26/04/2014( 六 )

7/05/2014( 六 )

12/07/2014( 六 )

1.	

2.
	

3.
	

4.
	

5.	

6.
	

7.
	

8.
	

資優

教育

系列

講座主題

畢業典禮
「如何激發孩子資優潛能」

主講機構 / 講者
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
專業講者
本校教育
心理學家
本校

言語治療師

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
專業講者

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
專業講者

資優基本法

如何培育資優兒

提升專注力的策略

口齒伶俐

情意百寶袋

解開創造力之謎

高階思維

資優教育 RAFT 教學法工作坊

■		性教育系列 --- 香港明愛「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家長講座

老師透過分組學習
，

設計及實踐 RAFT
教學法

	 4/1/2014 愛心天使義工探訪長者，透過活動籌備和推行義工服

務活動，提升領導才能和策劃能力，並善用課餘時間實踐愛德，關

懷社區上有需要人士，向長者宣傳家居安全和健康生活訊息。



班別	 作者	 	 	 	 				口號
一仁	 趙偉森	 一仁德行品格高，知書識禮能做到；不怕困難和考驗，一仁齊心向前衝。
一義	 郭浩揚	 一義同學好醒目，上課專心準備足；愛主愛人好同學，安當學生滿喜樂。
一禮	 關惠常	 我們一禮是最醒，是最勁，個個都是第一名。					
一智	 張逸朗	 一智「公誠勤毅」心，靈巧智健模範生；天主伴隨學習路，健康成長快樂人。
一忠	 王采妍	 一忠，一忠係最醒！讀書運動樣樣精，Yeah!
二仁	 黃浚熙	 二仁二仁，關愛助人，自信努力，成績倍增。
二義	 余泳詩	 二義個個係精英，讀書學習都咁醒；開心活潑多創意，超級無敵我哋最勁。
二禮	 羅詠恩	 二禮學習士氣高，品學兼優人讚好！
二智	 馮以澄	 二智二智有意志，意志必能成大志；凡事總有成敗時，一一堅守是二智。
二忠	 鄭家朗	 二忠，勤力不懶做精英，有禮盡責向前衝。
三仁	 林穎嵐	 誠實聰明三仁班，努力不懈人人讚。
三義	 伍宇斌	 三義上學很依時，個個學習好 easy，齊齊寫作有創意，成績優異好滿意。
三禮	 陳俊熹	 聖安當的三禮班，有禮整齊至架勢。
三智	 鄧詩琦	 齊心合力，勤學習；取長補短，同進步！
三忠	 李沁怡	 三忠三忠，一點就通，學習勤奮，絕不放鬆。
四仁	 黃智瑩	 四仁事事最齊心，互相幫助顯愛心，大家學習好開心，尊師愛友 No.1!
四義	 黃靜怡	 四義個個是精英，中英數常樣樣精，勤奮好學人人醒，全班考試個個升。
四禮	 甘美欣	 四禮四禮最開心，團結聰明又專心；個個學習至認真，老師家長都放心。
四智	 符詠瑜	 四智四智有愛心，每天學習很開心，不會談話只發問，四智個個 No.1!
四忠	 黎曉晴	 四忠學生是精英，讀書運動樣樣叻，孝順父母都做到，尊師愛友樂盈盈。
五仁	 王雅瑤	 五仁齊心攞滿分，齊升名校最開心。
五義	 馮嘉欣	 5 Ｂ個個係精英，操行成績無得頂；愛校守規盡責任，IQ 當然係至醒 !
五禮	 林曉君	 五禮五禮頂呱呱，甚麼難題都不怕。
五智	 林彩雯	 五智五智主動學習，一視同仁幫助別人，五智永遠 No.1!
五忠	 鍾綽珈	 五忠五忠實力高，善心愛心比人高；做人誠實要知道，讀書考試無難度。
六仁	 吳旻津	 六仁六仁，預習認真，上課專心，溫習用心。
六義	 黃浩	 六義齊心齊做到，守規有禮做得到，勤奮用功不懶惰，開心學習笑呵呵。
六禮	 葉芷瑤	 六禮踏上成長路，堅持信心可做到！	
六智	 陳藹穎	 和藹可親的六智，主動學習不會遲，尊師愛友人人讚，承擔責任懷大志！

聖誕禮儀	

Mr.Daniel 教唱聖誕歌

聖誕老人Mr.D
aniel

與同學玩遊戲 小提琴組演奏聖誕歌																								

秋季旅行
一年級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五年級地點：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三、四年級地點：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 班級經營

各班的班橫額懸掛在課室外牆

	 ■	白金戰士獎共 8人

	 ■	鑽石戰士獎共 44 人

	 ■	金戰士獎共 104 人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13 - 14

本 年 度 各 班 班 口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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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級地點：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		閃耀大使：協助老師推行「讓我閃耀」獎勵計劃活動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第一期 ) 得獎總人數



訓育組活動 領袖生宣誓 禮貌大使

賞識特區 和諧大使

好學生好行為 禁毒競技比賽

學生約章

11 月 23 日在校內舉行
書展，介紹益智圖書。         

六義班黃洛濤同學接受
了校內的故事演講訓練
班培訓後，在全港兒童
故事演講比賽中被香港
電台賞識，在香港電台
節目「好孩子星期天」
之故事 Fun 分享中演繹
了故事「生金蛋的雞」。

接受培訓後的「悅」讀大使在
午間給初小的學生伴讀。

家長義工為學校圖書館整理圖書，讓
同學能有一個舒適的環境閱讀圖書。

作家潘明珠蒞臨本校向同學講解童話寓言的閱讀和寫作。

齊東尼作家與繪畫家亞寶在 11 月 15 日與「悅」讀大
使暢談寫作心得，期望學生的寫作技巧能日趨進步。

7

悅讀大使不但為同學服務，還與鍾老師一起推介

圖書館的新書。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一智		唐煜明	 一智		李芷茵	 一義		張柏裕
	二	 二智		何逸文	 二仁		余欣璇	 二禮		馮思哲
	三	 三忠		吳韋緹	 三義		羅展鵬	 三仁		梁凱晴
	四	 四仁		江嘉瑜	 四仁		余雪寧	 四義		余家敏
	五	 五義		黃凱晴	 五仁		黃鈞琳	 五仁		姚雅雯
	六	 六仁		黃斯蓓	 六仁		梁焯婷	 六仁		許慧儀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一義		張柏裕	 一智		文詠洇	 一忠		許鈺斯
	二	 二智		何逸文	 二仁		何依霖	 二義		蔡子傑
	三	 三忠		吳韋緹	 三義		羅展鵬	 三忠		張駿浩
	四	 四仁		江嘉瑜	 四仁		鄺幃喬	 四義		何嘉欣
	五	 五義		黃凱晴	 五仁		黃鈞琳	 五仁		周諾洛
	六	 六仁		吳旻津	 六仁		梁焯婷	 六仁		羅隽韜

比賽 / 組織名稱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3 亞洲學生
音樂朗誦比賽

中國青少年才藝比賽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3

第 65 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2013 年世界數學測試
( 秋季 )

「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 香港賽區 ) 初賽

獎項 / 獎品詳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良好

		最高榮譽大獎 -				 亞洲盃

	普通話詩歌散文		 優異獎

	普通話繞口令	 冠軍

	普通話合誦									 冠軍	

	普通話拼音直讀			 金獎

	普通話故事	 優異獎

普通話新詩合誦	特頒證書	

最高榮譽大獎

九龍區中小組

優異星獎	

優良

優良

良好

解難分析‧良好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獲獎學生
五義		何健愉　

二義		余泳詩				五仁		呂凱錡				五義		黃斯蔚

一忠		邵幸怡				二仁		文芷焉				五仁		談楚鈺

一忠		文柏喬				二禮		馮思哲				二智		林錦澤

二忠		謝俊炬				二忠		林佳雯				三義		沈詩雅

三義		李卓琳				三義		衛明蓁				三義		倪韻珊

四仁		徐詩然				四仁		陳一賢				四仁		周琬淇

四仁		梁佩珊				四仁		江嘉瑜				四仁		勞淳和

四仁		黃智瑩				四義		羅珮容				五仁		楊琳琳

五仁		王雅瑤				五仁		唐煜瑩				五義		翁觀瑩

五義		伍蔓棋				五忠		曾詠思				六仁		李潔婷

六仁		何詩雅				六仁		林靖玟				六仁		魏汝安

六仁		黃斯蓓				六義		郭千榮				六智		王志如

六智		何逸晴　

一忠		陳詠儀				二忠		香紫逸				三義		蘇耀聰

六仁		陳穎浠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談楚鈺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談楚鈺
　

一智		文詠洇	 二仁		周之瑩	 二仁		謝佩踰

二仁		周智浩	 二仁		梁日謙	 二仁		麥俊榮

二智		李奕君	 三仁		梁凱晴	 三義		呂穎欣

三義		蘇文軒	 三義		羅展鵬	 三義		許家寶

三智		孔惪朗	 三忠		吳韋緹	 四仁		鄺幃喬

四仁		吳泳婷	 四仁		丁晞媛	 四義		廖嘉諾

四義		朱可晴	 四義		林珍妮	 四義		何嘉欣

五仁		莊子皚	 五仁		黃鈞琳	 五義		張皓揮

五義		張詠軒	 五義		陳慧瀅	 五義		馮嘉欣

五義		高紫琪	 五義		馬慧恩	 五義		黃凱晴

六仁		陳晞彤	 六仁		鄭娉婷	 六仁		王旌懿

六義		黃洛濤	 六智		林昊鈞	 六智		施偉倫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陳慧心	 六仁		凌桐

六仁		吳旻津	 六仁		袁文健	 六仁		鄭娉婷

六仁		鄺文杰	 六仁		黃斯蓓　

五仁		周諾洛	 五仁		洪家銘	 五仁		楊琳琳

五仁		連雯浠	 五仁		鄭梓熒	 五仁		黃鈞琳

五義		張皓揮	 五義		朱玟琪	 五義		高紫琪

六仁		吳君儀	 六仁		林靖玟	 六仁		梁焯婷

六仁		羅隽韜	 六仁		鄺芷晴	 六仁		高紫晴

六義		楊柏琳	 六智		彭子琦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蘇詩婷	 六仁		吳旻津

二仁		何依霖	 二智		何逸文	 三仁		梁凱晴

三忠		吳韋緹	 四仁		江嘉瑜	 四義		蔡希敏

六仁		吳旻津　

一智		唐煜明	 二義		蔡子傑	 三義		羅展鵬

三義		蘇文軒	 四仁		勞淳和			 四仁		洪志杰

四仁		鄺幃喬	 四義		廖嘉諾	 四義		米俊燁

四義		關活朗	 五仁		黃鈞琳	 五義		張皓揮

六仁		王錦樘	 六仁		鄺文杰	 六仁		羅隽韜

六仁		梁焯婷

二仁		余欣璇			 二仁		勞銹汶			 二義		陳家潤

二禮		馮思哲			 二禮		黃穎怡			 二禮		羅詠恩

二智		關家欣			 二智		張凱斌			 二忠		香紫逸

二忠		鮑玲瓏		 三仁		李健瑋			 三義		衞明蓁

三義		李卓琳		 三智		楊雅心			 三忠		杜天睿

四仁		洪雅妮		 四仁		陳一賢			 四仁		譚穎妍

四仁		吳泳婷	 四仁		余雪寧			 四義		莫文卓

四義		許俊傑		 四義		劉鈺瑩			 四義		何嘉欣

五仁		呂凱錡		 五仁		姚雅雯			 五仁		楊琳琳

五仁		羅嘉賢		 五仁		連雯浠			 五仁		周諾洛

五仁		唐煜瑩		 五義		黃凱晴			 五義		張幗烜

五義		李匡楠		 五智		何智恒			 六仁		伍啟豪

六仁		何詩雅		 六仁		陳晉烯			 六仁		張嘉浩

六仁		黃斯蓓		 六義		鄧學謙　　

類別

中
文
科

英
文
科

數
學
科

比賽 / 組織名稱
全港十八區 ( 觀塘區 )
小學數學比賽

聖若瑟英文中學	
小小科學家科學比賽

全港學界太陽能挑戰盃
2013 之海陸空大作戰

小校園暑期活動 2013「夢
想小校園」繪畫設計比賽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2013 全港愛心學校

填色比賽

第三屆卓傑杯全港兒童
書畫大賽

2013「童眼看世界」
繪畫比賽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
遊戲比賽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跆拳道套拳比賽 2013
香港胡氏跆拳

觀塘區第三十四屆公開兒童

歌唱比賽

獎項 / 獎品詳情
優異獎

優良獎

季軍

表現良好

空軍隊伍 ( 超級電容飛機 )-

季軍

優異獎

宏施大盃

優異獎

亞軍

兒童組二等獎

男子高級組	團體殿軍　　

持棒穿圈	冠軍

障礙賽　殿軍

男子初級組	團體季軍　　

持棒穿圈	亞軍

障礙賽	殿軍　

女子高級組	團體冠軍　　

跳繩	冠軍

持棒穿圈	冠軍

擲接豆袋	季軍

障礙賽	冠軍

女子初級組	團體季軍　　

跳繩季軍

障礙賽冠軍　

女子甲組跳遠

第五名

男子乙組 60 米

第四名

女子乙組跳高

第六名

女子乙組跳遠

第一名

男子丙組 60 米

第四名

女子丙組 60 米

第二名

色帶組亞軍
		

套拳比賽季軍

初級組

獨唱殿軍

獨唱優異獎

高級組

獨唱殿軍

獨唱亞軍

合唱比賽殿軍

獲獎學生
六仁		吳旻津		 六仁		黃斯蓓		 五仁		連雯浠

六仁		鄺文杰			 六仁		袁文健		 六仁		鄭娉婷

五義		麥子軒			 五義		張梓維			 五義		廖珮瑩

五義		馮嘉欣　

五仁		簡浩軒	 五仁		洪知行	 五仁		周諾洛

五仁		張竣皓	 六仁		羅隽韜	 五仁		張竣皓

五義		麥子軒	 五義		丁劍源	 五義		范宇鍵

六仁		黃斯蓓

全校

三仁		梁凱晴				五義		馬慧恩
　

六仁		黃斯蓓		　　

一忠		邵幸怡
　

　

三仁		黃澤曦			四仁		洪志杰				四忠		凌斌

四義		蔡煒坑			四禮		高志偉				四智		梁家輝

四智		潘俊成			四智		賴智恒				四智		關耀東

四忠		郭惟浠

二仁		劉國維			二義		張錦康				二忠		陳頡豐

二仁		馮卓裕			二仁		劉灝鋒				二仁		梁日謙

二義		呂浩正			二義		黃俊熙				二義		張永瀚

二智		馮禮康

四義		余祉慧			四義		米俊燁				四忠		潘穎儀

三仁		余慶琳			四義		林珍妮				四智		符詠瑜

四仁		歐海珊			四義		李倖旭				四義		鄧思淇

四義		孔穎儀　

四仁		龔芷誼			四義		鄭穎婷				四禮		麥可盈

四智		楊楚蕎			四忠		阮靜詩				四忠		李穎雯

四智		吳曉晴

二義		蔡詠思			二禮		姚心怡				二忠		劉詩敏

二仁		勞銹汶			二仁		吳安琪				二禮		黃穎霖

二智		馬宜倩			二智		曾樂怡				二忠		梁君寧

二忠		黃清霖　

六仁		王旌懿

五仁		梁淇銘

五義		袁凱殷

五仁		張懿君

四智		梁家輝

四義		鄭穎婷

二智		陳宇航
　

四智		潘俊成

六仁		鄭娉婷

六仁		林靖玟

一仁		陳芷瑩				三智		湯嘉兒				三忠		伍梓茵

四義		劉鈺瑩				四義		羅珮容				四忠		潘穎儀

六仁		鄭娉婷				六仁		林靖玟				六智		陳敏瑄	

六智		彭子琦				六智		樊展鵬

雅
軒

設
計

印
刷

公
司

：
23

65
56

28

8

類別
數學
科

常
識
科

視
藝
科

體
育
科

	

音
樂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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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