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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 
 

近年出席了不少由社會名人主講的講座或分享會，

他們總會談及自己成功的因素，當中不外乎是能力、熱

誠和堅毅，並且不約而同地強調「堅毅」是成功的關鍵

所在。 

 

「堅毅」是堅定而有毅力的意思。我深信名字能出

現在這本《傑出學生》小冊子上的同學們，一定是懷抱

着「堅毅」這份精神，才能獲取獎項。在師長的鼓勵下，

他們在學期初訂立目標，一直表現積極、投入熱情，即

使日子久了，又或者遇上障礙，都沒有「打退堂鼓」，

逃避困境，反而不斷付出努力，結果他們都能「名留冊

上」，為自己的學業寫下輝煌的一頁。 

 

「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荀

子．勸學》)，說明若能堅持不懈，就是硬如金石，也

可以雕刻成器物。我在此祝願同學求學做事要有恆心，

絕不可輕易放棄，憑着百折不撓的態度，定能邁向成功

之途。 

 

梁偉基校長 

二零一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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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度上學期期中試學科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A 吳家政  黃嬿澄  
劉學修  吳家政  

駱詩瑤  
駱詩瑤 

1B 伍子健 伍子健 黃志聰  
陳雨澤 廖文俊 

伍子健 

1C 李鴻哲  李鴻哲 李懿澄  關君茹 李偉浩  關君茹 李懿澄 

2A 鄭曉欣  鄭曉欣 黃嘉煒 鄭曉欣  鄭曉欣 

2B 古禮謙 古禮謙  金穎祺 林煒琪 馬潁蒑 

2C 吳 丹  張銳勇 梁慧恩  馬潁桐  陳穎琳 郭家鋒 

3A 張麗香  張巧柔  李英翰  伍凱琪 

4A 葉曉婷 陳盈盈 葉浣雯  陳盈盈 

4B 陳樂言  雷日朗 韓子傑  梁浚毅 蔡幸萍 

5A 黃凱盈 黃羽竣  馮芷欣  呂浚達 

6A 陳江春 鄭建邦 梁  樂  唐耀銘  
梁  樂 湯惟迪 

唐耀銘 余巧盈 

 

2012 至 2013 年度上學期期考學科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A 牛政朝 劉慧怡 吳家政 駱詩瑤 吳家政 

1B 陳雨澤 朱偉恩 廖文俊 
黃泓智 黃志聰 

梁懿汶 

1C 關君茹 李懿澄 
李偉浩 李鴻哲 

關君茹 
李懿澄 

2A 高樟萍 吳倩瑩 鄭曉欣 鄭曉欣 

2B 殷泳芯 馬潁蒑 鄭曉林 馬潁蒑 鄭曉林 

2C 吳  丹 馬潁桐 吳 丹 梁慧恩 馬潁桐 

3A 張麗香 張巧柔 盧漢樑 梁文杰 盧漢樑 張巧柔 

4A 陳盈盈 陳盈盈 葉浣雯 葉曉婷 

4B 梁浚毅 蔡幸萍 李珈易 蔡幸萍 

5A 戴籽言 吳燕昊 柯稼鑫 陳子豪 

6A 李懿恩 李懿恩 唐耀銘 鄭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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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度下學期期中試學科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A 陳雋雯 王愿心 吳家政 吳家政 

1B 梁懿汶 黃志聰 廖文俊 伍子健 

1C 李鴻哲 李鴻哲 李鴻哲 李偉浩 李懿澄 

2A 張海星 高樟萍 鄭曉欣 戴籽桓 吳倩瑩 

2B 馬潁蒑 馬潁蒑 鄭曉林 馬潁蒑 殷泳芯 

2C 梁慧恩 梁詠琦 吳 丹 
梁慧恩 馬潁桐 

鍾宇晴 

3A 伍凱琪 張巧柔 梁文杰 
張巧柔 梁文杰 

伍凱琪 

4A 李 藝 葉曉婷 李 藝 林詠琛 葉曉婷 

4B 陳樂言 雷日朗 李珈易 
劉子昂 李珈易 

梁浚毅 郭禧蕙 
陳樂言 梁浚毅 

5A 戴籽言 吳燕昊 馮芷欣 吳嘉俊 

6A 梁  樂 梁 樂 唐耀銘 李翠儀 陳江春 

 

2012 至 2013 年度下學期期考學科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A 吳家政 牛政朝 吳家政 吳家政 

1B 廖文俊 伍子健 陳雨澤 伍子健 伍子健 伍子健 

1C 關君茹 李懿澄 李鴻哲 關君茹 

2A 鄭曉欣 鄭曉欣 高樟萍 李碧瑤 戴籽桓 

2B 鄭曉林 馬潁蒑 鄭曉林 梁穎琳 

2C 馬潁桐 陳穎琳 吳  丹 郭家鋒 鍾宇晴 廖梓淇 

3A 張巧柔 張麗香 盧漢樑 梁文杰 孫靜怡 張麗香 

4A 陳盈盈 葉曉婷 李 藝 葉曉婷 葉曉婷 

4B 梁浚毅 蔡幸萍 廖詠琳 梁浚毅 

5A 吳嘉俊 李雲峰 李雲峰 吳嘉俊 

6A 梁  樂 梁 樂 李懿恩 李懿恩 余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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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度上學期學科獎 

級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一 關君茹（1C） 李懿澄（1C） 廖文俊（1B） 吳家政（1A） 

二 吳 丹（2C） 梁慧恩（2C） 鄭曉欣（2A） 
鄭曉欣（2A） 鄭曉林（2B） 

馬潁桐（2C） 

三 張麗香（3A） 張巧柔（3A） 梁文杰（3A） 張巧柔（3A） 

四 葉曉婷（4A） 陳盈盈（4A） 李珈易（4B） 蔡幸萍（4B） 

五 黃凱盈（5A） 吳燕昊（5A） 馮芷欣（5A） 陳子豪 呂浚達（5A） 

六 梁  樂（6A） 梁  樂（6A） 唐耀銘（6A） 鄭建邦 梁  樂（6A） 

 

2012 至 2013 年度下學期學科獎 

級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一 關君茹（1C） 王愿心（1A） 吳家政（1A） 關君茹（1C） 

二 梁慧恩（2C） 馬潁蒑（2B） 鄭曉林（2B） 鍾宇晴（2C） 

三 張巧柔（3A） 張巧柔（3A） 梁文杰（3A） 梁文杰（3A） 

四 葉曉婷（4A） 李  藝（4A） 梁浚毅（4B） 梁浚毅（4B） 

五 陳子豪（5A） 吳嘉俊（5A） 馮芷欣（5A） 陳子豪（5A） 

六 梁  樂（6A） 梁  樂（6A） 李懿恩（6A） 李翠儀（6A） 

 

 2012 至 2013 年度全學年學科獎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文 關君茹（1C） 梁慧恩（2C） 張麗香（3A） 葉曉婷（4A） 戴籽言（5A） 梁  樂（6A） 

英文 王愿心（1A） 鄭曉欣（2A） 張巧柔（3A） 李  藝（4A） 湯凱希（5A） 梁  樂（6A） 

數學 廖文俊（1B） 鄭曉林（2B） 梁文杰（3A） 梁浚毅（4B） 馮芷欣（5A） 唐耀銘（6A） 

常識 吳家政（1A） 馬潁桐（2C） 張巧柔（3A） 蔡幸萍（4B） 陳子豪（5A） 余巧盈（6A） 

普通話 李鴻哲（1C） 高樟萍（2A） 李英翰（3A） 郭禧蕙（4B） 劉煒濼（5A） 朱宴樓（6A） 

視覺 

藝術 
陳雨澤（1B） 鍾宇晴（2C） 梁文杰（3A） 葉浣雯（4A） 梁景量（5A） 陳江春（6A） 

音樂 甘少昕（1B） 鄭曉欣（2A） 張巧柔（3A） 陳樂言（4B） 黃凱盈（5A） 方俊康（6A） 

體育 牛政朝（1A） 司徒仲豪（2A） 譚穎琳（3A） 李珈易（4B） 呂浚達（5A） 吳韋樂（6A） 

電腦 吳家政（1A） 鍾宇晴（2C） 盧漢樑（3A） 周志霖（4A） 湯凱希（5A） 蒙志軒（6A） 

    



- 6 - 

 

 

 

2012 至 2013 年度上學期期中試全級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李鴻哲（1C） 關君茹（1C） 駱詩瑤（1A） 

二 馬潁桐（2C） 鄭曉欣（2A） 馬潁蒑（2B） 

三 張巧柔（3A） 張麗香（3A） 梁文杰（3A） 

四 葉浣雯（4A） 李珈易（4B） 陳盈盈（4A） 

五 吳嘉俊（5A） 馮芷欣（5A） 陳子豪（5A） 

六 梁  樂（6A） 陳江春（6A） 李懿恩（6A） 

 

2012 至 2013 年度上學期期考全級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關君茹（1C） 駱詩瑤（1A） 李懿澄（1C） 

二 鄭曉欣（2A） 梁慧恩（2C） 吳  丹（2C） 

三 盧漢樑（3A） 梁文杰（3A） 張巧柔（3A） 

四 陳盈盈（4A） 葉浣雯（4A） 葉曉婷（4A） 

五 李雲峰（5A） 陳子豪（5A） 呂浚達（5A） 

六 梁  樂（6A） 李懿恩（6A） 鄭建邦（6A） 

 

2012 至 2013 年度上學期全級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關君茹（1C） 駱詩瑤（1A） 李鴻哲（1C） 

二 鄭曉欣（2A） 馬潁桐（2C） 梁慧恩（2C） 

三 梁文杰（3A） 張巧柔（3A） 張麗香（3A） 

四 葉浣雯（4A） 陳盈盈（4A） 葉曉婷（4A） 

五 陳子豪（5A） 馮芷欣（5A） 呂浚達（5A） 

六 梁 樂（6A） 陳江春（6A） 李懿恩（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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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至 2013 年度下學期期中試全級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吳家政（1A） 李鴻哲（1C） 關君茹（1C） 

二 馬潁蒑（2B） 梁慧恩（2C） 鄭曉欣（2A） 

三 張巧柔（3A） 梁文杰（3A） 盧漢樑（3A） 

四 李珈易（4B） 李 藝（4A） 葉浣雯（4A） 

五 馮芷欣（5A） 吳嘉俊（5A） 湯凱希（5A） 

六 梁  樂（6A） 陳江春（6A） 吳東泓（6A） 

 

 2012 至 2013 年度下學期期考全級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關君茹（1C） 吳家政（1A） 伍子健（1B） 

二 鄭曉林（2B） 鄭曉欣（2A） 梁慧恩（2C） 

三 梁文杰（3A） 張巧柔（3A） 孫靜怡（3A） 

四 葉曉婷（4A） 陳盈盈（4A） 梁浚毅（4B） 

五 李雲峰（5A） 吳嘉俊（5A） 湯凱希（5A） 

六 李懿恩（6A） 梁  樂（6A） 吳東泓（6A） 

 

 2012 至 2013 年度下學期全級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吳家政（1A） 關君茹（1C） 李鴻哲（1C） 

二 馬潁蒑（2B） 鄭曉欣（2A） 梁慧恩（2C） 

三 張巧柔（3A） 梁文杰（3A） 孫靜怡（3A） 

四 葉浣雯（4A） 葉曉婷（4A） 陳盈盈（4A） 

五 吳嘉俊（5A） 馮芷欣（5A） 李雲峰（5A） 

六 梁  樂（6A） 陳江春（6A） 吳東泓（6A） 

 

 2012 至 2013 年度全學年學業獎 

級別 全級第一名 全級第二名 全級第三名 

一 關君茹（1C） 吳家政（1A） 李鴻哲（1C） 

二 鄭曉欣（2A） 馬潁蒑（2B） 梁慧恩（2C） 

三 張巧柔（3A） 梁文杰（3A） 張麗香（3A） 

四 葉浣雯（4A） 陳盈盈（4A） 葉曉婷（4A） 

五 吳嘉俊（5A） 馮芷欣（5A） 李雲峰（5A） 

六 梁  樂（6A） 陳江春（6A） 李懿恩（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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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進步獎（第一期） 

班別 獲獎學生 

1A 歐陽淑慧 魏俊達 鄭子琪 

1B 李軒歧 李港曄 施靜怡 

1C 曾子健 葉琪琪 陳恩立 

2A 葉騏碩 盧虹妃 李碧瑤 

2B 陸 晴 梁進軒 古禮謙 

2C 鍾宇晴 梁穎琛 張頌謙 

3A  孫靜怡 李英翰 孫梓烽 

4A 李曉彬 伍翠頤 林文權 

4B 王彩妮 陳 煬 鄧凱文 

5A 馬綺嬅 何展樂 鄧健偉 

6A 余巧盈 李翠儀 張珈怡 

 

學業成績進步獎（第二期） 

班別 獲獎學生 

1A 楊家恆 列耀權 雷林欣 

1B 李開元 林晴晞 林善彤 

1C 吳汭橋 曾子健 李家輝 

2A 鄧皕新 吳倩瑩 黃嘉煒 

2B IBRAHIM 何樂濠 鄭曉林 

2C 張庭毅 黎栢倫 曾培杰 

3A  譚穎琳 李 伟 徐紫游 

4A 伍翠頤 楊曉雯 馬浩榮 

4B 譚銳添 杜俊輝 鄧凱文 

5A 劉錦源 鄧卓琳 余可怡 

6A 吳韋樂 吳東泓 唐耀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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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進步獎（第三期） 

班別 獲獎學生 

1A 劉學修 何紫芊 梁家豪 

1B 李港曄 林善肜 梁懿汶 

1C 霍逸朗 莫梓鍵 方慧瑩 

2A Jasleen 葉騏碩 李愛琳 

2B 謝佳濠 徐佩雯 陸 晴 

2C 梁詠琦 廖梓淇 張銳勇 

3A  袁炳森 麥孝彥 周耀東 

4A 黃文俊 蘇天照 譚銳沖 

4B 余秋霞 李珈易 鄧凱文 

5A 劉煒濼 柯稼鑫 黃凱盈 

6A 鄭建邦 鄭彥壹 朱宴樓 

 

2012 至 2013 年度全學年進步獎 

班別 獲獎學生 

1A 劉學修 

1B 施靜怡 

1C 羅嘉悕 

2A 李碧瑤 

2B 梁穎琳 

2C 梁穎琛 

3A 孫靜怡 

4A 周添銘 

4B 杜俊輝 

5A 何智星 

6A 陳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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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度全學年操行獎 

班別 獲獎學生 

1A 駱詩瑤 吳家政 何紫芊 

1B 甘少昕 廖文俊 施靜怡 

1C 關君茹 方慧瑩 陳錦濤 

2A 鄭曉欣 張海星 司徒仲豪 

2B 徐佩雯 梁進軒 梁穎琳 

2C 陳穎琳 鍾宇晴 梁慧恩 

3A 徐紫游 張麗香 李  伟 

4A 李 藝 葉曉婷 陳盈盈 

4B 郭家虹 蔡幸萍 趙佩雯 

5A 鄺美芝 馬綺嬅 司徒仲賢 

6A 李懿恩 李翠儀 陳江春 

 

2012 至 2013 年度全學年服務獎 

班長                風紀                    圖書風紀 

班別 獲獎學生  班別 獲獎學生 

 

班別 獲獎學生 

1A 黃嬿澄 列耀權 4B 鍾本燕 6A 余巧盈 

1B 陳思恩 陳雨澤 5A  馬綺嬅 6A 湯惟迪 

1C 李懿澄 孔乙恩 
5A 

鄺美芝  

2A 吳倩瑩 高樟萍 司徒仲賢  

2B 李珈螢 徐佩雯  

6A 

陳瀅恩  

2C 鍾宇晴 吳  丹 吳智驊  

4A 李 藝  葉浣雯 李霜姸  

4B 謝信賢 趙佩雯 鄭建邦  

5A 呂浚達 馬綺嬅    

6A 李懿恩 吳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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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小小思考家  

上 

學 

期 

班別 金 獎 銀 獎 銅 獎 

4A 陳盈盈 

 葉浣雯 劉寶怡 羅嘉進 

 李 藝 馬浩榮 黃文俊 

 楊曉雯 

 蔡東森 蘇天照 黃健恒 

4B 梁惠瑩 陳樂言 陳慧文 鄧凱文 

5A 
 劉啟星 馬綺嬅 

 黃凱盈 

 方偉文 馮芷欣 何智星  

 劉煒濼 李雲峰 

 鄺美芝 梁景量 吳嘉俊 吳燕昊 

柯稼鑫 鄧卓琳 司徒仲賢  

6A 
 李翠儀 李懿恩 

 吳東泓 余巧盈 
 梁 樂 伍嘉豪 唐耀銘 

 陳志衡 陳麟杰 陳瀅恩 張珈怡 

 梁蘊盈 李霜妍 吳智驊 徐俊鋒 

 徐俊軒 

下 

學 

期 

4A  葉浣雯 李 藝  陳盈盈 羅嘉進 葉曉婷 
 陳曉清  劉寶怡  馬浩榮 伍翠頤 

 蘇天照 黃文俊 楊曉雯 黃傲天 

4B 

 陳慧文 梁惠瑩 

 鄧凱文 謝信賢 

 余秋霞 郭禧蕙 

劉子昂 

 陳樂言 蔡幸萍 趙佩雯 郭家虹 

 李珈易  李沛雯 雷日朗 廖詠琳 

 譚銳添 陶海楠 

5A 
 陳子豪 劉啟星 

 鄧卓琳 

鍾穎欣 馮芷欣 何智星 

鄺美芝 劉煒濼 李雲峰 

馬綺嬅 戴籽言 司徒仲賢 

湯凱希 黃凱盈 黃羽竣 

 張港生  方偉文  吳嘉俊 吳燕昊 

 鄧健偉 

6A 

 陳志衡  李翠儀 

 李霜妍  李懿恩 

 吳東泓 

陳麟杰  陳瀅恩  鄭建邦 

梁  樂  唐耀銘  徐俊軒 

余巧盈 

 陳江春 張珈怡 朱宴樓 方俊康 

 許莉容 林子瑜 劉炳材  梁蘊盈 

 蒙志軒 吳智驊  伍嘉豪  吳韋樂 

 徐俊鋒  邱靖淇  楊仲瑋  茹嘉俊 

 

「學生一人一花」盆栽種植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獎項 獲獎學生 

冠軍 羅嘉悕（1C） 

參 

與 

獎 

陳雋雯（1A） 劉慧怡（1A） 蔡樂然 （1A） 

列耀權（1A） 梁綽恩（1B） 陳韻之 （1C） 

方慧瑩（1C） 王慧妍（1C） 司徒仲豪（2A） 

鍾宇晴（2C） 張庭毅（2C） 馬浩榮 （4A） 

吳嘉俊（5A） 

亞軍 梁景軒（1A） 

季軍 梁文杰（3A） 

優異獎 李志賢（1C）吳汭橋（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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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日活動 

活動名稱 班別 最創意科技獎 

聲聲相識 

1A 鄭子琪 楊劍宇 駱詩瑤 梁家豪 

1B 朱偉恩 鄭 麗 黃志聰 黃創挺 

1C 霍逸朗 陳錦濤 莫梓鍵 

翻筋斗的玩偶 

2A 黃嘉煒 李碧瑤 甄子聰 盧虹妃 司徒仲豪 

2B 馬潁蒑 李珈螢 何殷婷 何樂濠 石梓揚 

2C 張庭毅 鍾宇晴 陳穎琳 梁詠琦 

保冷瓶 3A 周耀東 麥孝彥 張麗香 李英翰 陳永鋒 

雞蛋降落傘 
4A 陳曉清 陳盈盈 黃文俊 楊曉雯 

4B 鍾本燕 雷日朗 謝信賢 李沛雯 

自製萬花筒 5A 戴籽言 劉啓星 馬綺嬅 鄺美芝 馮芷欣 

無敵大炮台 6A 陳麟杰 陳江春 陳瀅恩 陳志衡 鄭建邦 

 

2012 電腦科比賽 

級別 項目 
獲獎學生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 
英文打字比賽 

吳家政（1A） 李鴻哲（1C） 朱偉恩（1B） 

二 鍾宇晴（2C） 金穎祺（2B） 張海星（2A） 

三 中文打字比賽 盧漢樑（3A） 徐紫游（3A） 陳樂怡（3A） 

四 簡報製作比賽 周志霖（4A） 劉子昂（4B） 李珈易（4B） 

五 創意相片比賽 戴籽言（5A） 湯凱希（5A） 鄧健偉（5A） 

六 動畫設計比賽 李霜妍（6A） 吳智驊（6A） 梁 樂（6A） 

 

2012 普通話歌唱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個人 合唱組 

高級組 

冠軍 郭禧蕙（4B） 4B  李珈易  陳 煬  謝信賢 

亞軍 鍾本燕（4B） 4A  楊曉雯  陳盈盈 

季軍 黃文俊（4A） 5A  黃羽竣  王 飛  王 鵬 

初級組 

冠軍 古禮謙（2B） 1A  駱詩瑤 黃嬿澄 劉慧怡 

亞軍 張銳勇（2C） 2A 吳倩瑩 李愛琳 張海星 鄭曉欣 葉騏碩 

季軍 殷泳芯（2B） 
3A   李炎燊 麥孝彥 陳江琳 

/  陸 晴（2B）  吳 丹（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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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主角」繪畫比賽 

級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一 

優異獎 

 吳家政（1A） 陳思恩（1B） 王慧妍（1C） 

二 

 鄭曉欣（2A） 高樟萍（2A） 吳倩瑩（2A） 鄧皕新（2A） 

 鄭曉林（2B） 李珈螢（2B） 何殷婷（2B） 陳穎琳（2C） 

 梁詠琦（2C） 梁慧恩（2C） 

三 
 陳永鋒（3A） 張巧柔（3A） 盧漢樑（3A） 徐紫游（3A） 

 袁炳森（3A）  

四 
 葉曉婷（4A） 劉寶怡（4A） 黃文俊（4A） 蔡幸萍（4B）   

 陳樂言（4B） 鄧凱文（4B） 雷日朗（4B） 

五  黃凱盈（5A） 戴籽言（5A） 馮芷欣（5A） 鄧健偉（5A） 

六  李翠儀（6A） 余巧盈（6A） 陳麟杰（6A）  

 

閱讀書籤設計比賽  

級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一 

優異獎 

吳家政（1A） 劉慧怡（1A） 黃嬿澄（1A） 

李軒岐（1B） 朱偉恩（1B） 黃泓智（1B） 陳韻之（1C） 

二 高樟萍（2A） 李珈螢（2B） 張銳勇（2C） 廖梓淇（2C） 

三 陳永鋒（3A） 張巧柔（3A） 梁文杰（3A） 

四 葉浣雯（4A） 葉曉婷（4A） 

五 鄧健偉（5A）  

六 張珈怡（6A） 余巧盈（6A） 李霜妍（6A） 李翠儀（6A） 

 

愛護圖書多一點 － 親子愛護圖書標語創作大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 

優異獎 

  梁景軒（1A） 黃嬿澄（1A） 王愿心（1A） 林晴晞（1B） 

  陳雨澤（1B） 方慧瑩（1C） 吳倩瑩（2A） 梁穎琛（2C） 

中級組 
  袁炳森（3A） 李  伟（3A） 徐紫游（3A） 黃文俊（4A）  

  梁惠瑩（4B） 廖卓楠（4B） 

高級組   馬綺嬅（5A） 吳智驊（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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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度圖書閱讀獎 

班別 獎項 獲獎學生 

1A 

優異獎 

  駱詩瑤   劉慧怡   吳家政 

1B   甘少昕   梁懿汶   黃泓智 

1C   關君茹   李懿澄   方慧瑩 

2A   鄭曉欣   高樟萍   吳倩瑩 

2B   鄭曉林   陸 晴   李珈螢 

2C   鍾宇晴   馬潁桐   吳 丹 

3A   袁炳森   譚穎琳   盧漢樑 

4A   李 藝   劉寶怡   羅嘉進 

4B   趙佩雯   蔡幸萍   李珈易 

5A   鄺美芝   劉煒濼   馬綺嬅 

6A   余巧盈   李翠儀   吳東泓 

 

第十四屆傑出風紀選舉 

項 目 獲獎學生 

最傑出風紀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呂浚達（5A） 司徒仲賢（5A） 葉曉婷（4A） 

傑出風紀 劉寶怡（4A） 黃凱盈（5A） 王 鵬（5A） 方偉文（5A） 林子瑜（6A） 

 

「兒童議員」計劃 2012                   

項目 獲獎學生 

候選兒童議員 陳盈盈（4A） 陳樂言（4B） 劉寶怡（4A） 

兒童議員 雷日朗（4B） 

 

「陽光笑容滿校園」大使                                   

項目 班別 獲獎學生 

積極推動 

自發刷牙大使 
5A 

鄺美芝 吳嘉俊 馬綺嬅 湯凱希 王 飛 

陽光笑容大使 
 馮芷欣 鄺美芝 劉啓星 呂浚達 馬綺嬅 吳嘉俊 冼子浩 

 湯凱希 戴籽言 鄧卓琳 王 飛 王 鵬 黃凱盈 司徒仲賢 

 

和諧大使  

項目 班別 獲獎學生 

和諧大使   5A 
 何智星   陳子豪   何展樂   吳嘉俊   司徒仲賢 

 馬綺嬅   黃凱盈   劉啟星   馮芷欣   鄺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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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活動 －「每月之星」2012  

月份 項目 班別 獲獎學生 

九 

月 

禮 

貌 

之 

星 

1A 蔡樂然 何紫芊 梁景軒 吳家政 楊劍宇 

1B 黃創挺 梁懿汶 廖文俊 陳思恩 譚振文 

1C 陳錦濤 方慧瑩 關君茹 孔乙恩 李懿澄 

2A 鄭曉欣 張海星 黃嘉煒 吳倩瑩 司徒仲豪 

2B 鄭曉林 馬潁蒑 陸  晴 李珈螢 盧晴儀 

2C 陳穎琳 鍾宇晴 吳  丹 梁穎琛 梁詠琦 

3A 陳樂怡 梁文杰 盧漢樑 張麗香 徐紫游 

4A 陳盈盈 周超鴻 葉浣雯 李 藝 葉曉婷 

4B 李沛雯 趙佩雯 雷日朗 謝信賢 余秋霞 

5A 司徒仲賢 呂浚達 鄺美芝 王 飛 王 鵬 

6A 吳韋樂 陳江春 李霜妍 吳東泓 李懿恩 

十 

月 

秩 

序 

之 

星 

1A 劉慧怡 黃嬿澄 列耀權 吳家政 駱詩瑤 

1B 甘少昕 鄭 多 伍子健 陳思恩 施靜怡 

1C 陳錦濤 方慧瑩 關君茹 羅嘉悕 李懿澄 

2A 鄭曉欣 高樟萍 吳月兒 鄧皕新 葉騏碩 

2B 鄭曉林 陸 晴 馬潁蒑 梁進軒 殷泳芯 

2C 鍾宇晴 馬潁桐 吳 丹 黎栢倫 Benedetta 

3A 張麗香 梁文杰 譚穎琳 徐紫游 盧漢樑 

4A 陳盈盈 李曉彬 葉浣雯 李 藝 葉曉婷 

4B 廖詠琳 趙佩雯 雷日朗 謝信賢 梁浚毅 

5A 司徒仲賢 劉煒濼 鄺美芝 王 飛 黃凱盈 

6A 李霜妍 邱靖淇 徐俊軒 吳東泓 吳智驊 

十 

一 

月 

勤 

學 

之 

星 

 

1A 陳雋雯 吳家政 黃嬿澄 牛政朝 駱詩瑤 

1B 陳思恩 伍子健 廖文俊 施靜怡 梁綽恩 

1C 陳錦濤 方慧瑩 關君茹 李偉浩 霍逸朗 

2A 鄭曉欣 張海星 盧虹妃 吳倩瑩 司徒仲豪 

2B 鄭曉林 古禮謙 梁進軒 盧晴儀 馬潁蒑 

2C 鍾宇晴 馬潁桐 吳 丹 陳穎琳 Benedetta 

3A 張麗香 梁文杰 譚穎琳 徐紫游 盧漢樑 

4A 陳盈盈 李 藝 羅嘉進 葉曉婷 葉浣雯 

4B 陳慧文 李珈易 雷日朗 廖詠琳 謝信賢 

5A 陳子豪 吳嘉俊 馮芷欣 劉煒濼 司徒仲賢 

6A 鄭建邦 方俊康 梁 樂 徐俊軒 余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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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項目 班別 獲獎學生 

十 

二 

月 

 

感 

恩 

之 

星 

1A 鄭子琪 劉慧怡 列耀權 蔡樂然 歐陽淑慧 

1B 梁懿汶 廖文俊 李軒岐 梁綽恩 林善彤 

1C 陳錦濤 蔡恩怡 霍逸朗 李懿澄 王慧姸 

2A 鄭曉欣 黄嘉煒 鄧皕新 甄子聰 葉騏碩 

2B 鄭曉林 金穎祺 林煒琪 盧晴儀 馬潁蒑 

2C 馬潁桐 吳 丹 鍾宇晴 廖梓淇 梁穎琛 

3A 張麗香 梁文杰 盧漢樑 徐紫游 袁炳森 

4A 李 藝 葉浣雯 葉曉婷 林文權 陳曉清 

4B 陳慧文 李珈易 梁浚毅 廖詠琳 謝信賢 

5A 鄺美芝 司徒仲賢 馬綺嬅 劉啓星 鍾穎欣 

6A 梁 樂 李懿恩 吳韋樂 蔡志鵬 邱靖淇 

一 

月 

及 

二 

月 

積 

極 

之 

星 

1A 陳雋雯 何紫芊 駱詩瑤 黃嬿澄 王愿心 

1B 梁懿汶 陳雨澤 譚振文 李港曄 李開元 

1C 霍逸朗 何子琛 吳汭橋 葉琪琪 羅嘉悕 

2A 鄭曉欣 張海星 司徒仲豪 葉騏碩 鄧皕新 

2B 鄭曉林 何殷婷 林煒琪 梁進軒 馬潁蒑 

2C 吳  丹 陳穎琳 郭家峰 梁穎琛 梁慧恩 

3A 張巧柔 張麗香 梁文杰 盧漢樑 麥孝彥 

4A 陳曉清 陳盈盈 李 藝 謝少杰 葉曉婷 

4B 李珈易 郭禧蕙 謝信賢 雷日朗 韓子傑 

5A 陳子豪 劉啟星 劉煒濼 鄺美芝 戴籽言 

6A 柯偉宏 梁 樂 梁子聰 徐俊軒 蔡志鵬 

三 

月 

盡 

責 

之 

星 

1A 駱詩瑤 何紫芊 吳家政 鄭子琪 Mohammad 

1B 陳思恩 梁懿汶 黃創挺 陳雨澤 廖文俊 

1C 陳錦濤 方慧瑩 關君茹 孔乙恩 李懿澄 

2A 鄭曉欣 高樟萍 吳倩瑩 司徒仲豪 張海星 

2B 鄭曉林 梁穎琳 馬潁蒑 盧晴儀 石梓揚 

2C  吳 丹 梁慧恩 梁穎琛 陳穎琳 馬潁桐 

3A 張巧柔 張麗香 梁文杰 盧漢樑 徐紫游 

4A 葉曉婷 陳盈盈 周超鴻 羅嘉進 李 藝 

4B 余秋霞 劉子昂 陳樂言 梁浚毅 謝信賢 

5A 劉啓星 李文杰 王  飛 司徒仲賢 冼子皓 

6A 陳江春 劉炳材 梁 樂 吳韋樂 唐耀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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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項目 班別 獲獎學生 

四 

月 

關 

愛 

之 

星 

1A 劉慧怡 黃嬿澄 駱詩瑤 梁景軒 雷林欣 

1B 何澤鋒 梁懿汶 李軒岐 施靜怡 林晴晞 

1C 陳韻之 張愉民 蔡恩怡 曾子健 李家輝 

2A 鄭曉欣 張海星 李愛琳 盧虹妃 吳倩瑩 

2B 李珈螢 馬潁蒑 石梓揚 徐佩雯 殷泳芯 

2C 陳穎琳 梁穎琛 郭家鋒 吳丹 黎栢倫 

3A 張麗香 梁文杰 盧漢樑 麥孝彥 徐紫游 

4A 黃傲天 李芯皚 陳盈盈 陳曉清 林文權 

4B 李珈易 雷日朗 廖詠琳 謝信賢 郭禧蕙 

5A 張港生 鄺美芝 司徒仲賢 王 飛 王 鵬 

6A 陳江春 李翠儀 梁 樂 吳韋樂 邱靖淇 

五 

月 

樂 

觀 

之 

星 

1A 李慧怡 黃昕浩 吳家政 黃嬿澄 劉學修 

1B 陳思恩 鄭  麗 林晴晞 李港曄 譚振文 

1C 何子琛 吳汭橋 陳恩立 霍逸朗 羅嘉悕 

2A 鄭曉欣 李碧瑤 李愛琳 吳倩瑩 司徒仲豪 

2B 鄭曉林 何樂濠 盧晴儀 馬潁蒑 Ibrahim 

2C 張頌謙 鍾宇晴 陳穎琳 吳  丹 梁碧兒 

3A 麥孝彥 袁炳森 李炎燊 張麗香 盧漢樑 

4A 周超鴻 陳盈盈 葉浣雯 李  藝 黃健恒 

4B 李珈易 郭家虹 鄧凱文 廖詠琳 謝信賢 

5A 陳子豪 鄺美芝 司徒仲賢 王  飛 呂浚達 

6A 張珈怡 邱靖淇 吳韋樂 李翠儀 梁文軒 

六 

月 

堅 

毅 

之 

星 

1A 吳家政 黃嬿澄 駱詩瑤 魏俊達 Jasan 

1B 朱偉恩 廖文俊 黃創挺 梁綽恩 黃泓智 

1C 陳錦濤 霍逸朗 關君茹 葉琪琪 方慧瑩 

2A 鄭曉欣 張海星 司徒仲豪 Jasleen 李愛琳 

2B 馬潁蒑 鄭曉林 金穎祺 林煒琪 梁進軒 

2C 黎栢倫 梁慧恩 吳 丹 梁穎琛 陳穎琳 

3A 李炎燊 張麗香 徐紫游 盧漢樑 梁文杰 

4A 楊曉雯 葉浣雯 陳盈盈 張晴朗 李 藝 

4B 李珈易 梁浚毅 廖詠琳 謝信賢 趙佩雯 

5A 司徒仲賢 陳子豪 劉啓星 黃羽竣 馮芷欣 

6A 吳韋樂 鄭建邦 鄭子健 吳智驊 吳東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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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詩獨誦 

等級 組別 誦材名稱 獲獎學生 

優良 

普通話 

 下雨天 

 鄭子琪（1A） 雷林欣（1A） 何紫芊（1A） 

 盧虹妃（2A） 高樟萍（2A） 殷泳芯（2B） 

 馬潁蒑（2B） 吳 丹（2C） 

 小狗讀報  牛政朝（1A）  楊劍宇（1A） 

 秋天的信  黃志聰（1B） 張銳勇（2C） 

 東湖蕩舟（節錄）  梁慧恩（2C） 

 鄉愁  陳子豪（5A） 王 鵬（5A） 

粵語 

 慈母  蔡恩怡（1C） 孔乙恩（1C） 

 拜訪  伍凱琪（3A） 譚穎琳（3A） 黃曉琳（3A） 

 一個小農家的暮  陳麟杰（6A） 柯偉宏（6A） 方俊康（6A） 

良好 

普通話 

 下雨天 
 陳思恩（1B） 葉琪琪（1C） 李珈螢（2B） 

 陳穎琳（2C）  

 秋天的信  譚振文（1B） 黃嘉煒（2A） 甄子聰（2A） 

 小狗讀報  金穎祺（2B） 林煒琪（2B） 

 未來的太空  袁炳森（3A） 陳永鋒（3A）  杜俊輝（4B） 

 小花瓣  陳盈盈（4A） 

 曬太陽  李沛雯（4B） 鍾本燕（4B） 

粵語 

 慈母  李懿澄（1C） 

 小螞蟻  李港曄（1B） 

 太陽的節日  梁穎琳（2B） 

 親恩  張庭毅（2C） 郭家鋒（2C） 

 太陽的節日  鍾宇晴（2C） 

 放生  馬潁桐（2C） 

 大地回春  李  藝（4A） 

 晨的戀歌  李霜姸（6A） 余巧盈（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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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詩獨誦 

等級 誦材名稱 獲獎學生 

亞軍  My Baby Brother’s Secrets  梁詠琦（2C） 

優良 

 My Baby Brother’s Secrets  劉慧怡（1A） 駱詩瑤（1A） 

 Song of the Kite  甘少昕（1B） 

 Until I Saw the Sea 
 朱偉恩（1B） 陳雨澤（1B） 李偉浩（1C） 

 曾子健（1C） 陳錦濤（1C） 石梓揚（2B） 

 Song of the Kite  鄭曉欣（2A） Jasleen Kaur（2A） 

 My Baby Brother’s Secrets 
 盧晴儀（2B） 鄭曉林（2B）  

 Busato Benedetta（2C） 

 Isn’t it Amazing?  何殷婷（2B） 

 The Swing  張巧柔（3A） Naz Aeishah（3A） 

 And Even Now  陳曉清（4A） 李芯皚（4A） 

 Haircut  李珈易（4B） 

 Homework! Oh, Homework!  鄺美芝（5A） 

 It’s Not What I’m Used to  吳嘉俊（5A） 黄羽竣（5A） 何展樂（5A） 

 Magic Cat  李雲峰（5A） 呂浚達（5A） 

 The Shooting Stars  徐俊軒（6A） 

 Nobody Rides the Unicorn  李懿恩（6A） 李翠儀（6A） 

良好 
 Missing Important Things  黄文俊（4A） 

 The Shooting Stars  吳東泓（6A） 徐俊鋒（6A） 

 

兒童誦經、童謠及親子故事講演比賽 2013 

獎項 組別 獲獎學生 

一等獎 
「誦經比賽」 

初小組（一年級）- 集誦 

 陳雋雯（1A） 劉慧怡（1A） 列耀權（1A） 

 駱詩瑤（1A） 吳家政（1A） 魏俊達（1A） 

 黃嬿澄（1A） 

二等獎 

「誦經比賽」 

初小組（一年級）- 集誦 

 何澤鋒（1B） 梁懿汶（1B） 廖文俊（1B） 

 黃志聰（1B） 梁綽恩（1B） 陳雨澤（1B） 

 孔乙恩（1C） 關君茹（1C） 李懿澄（1C） 

「誦經比賽」 

初小組（二年級）- 集誦 

 李碧瑤（2A） 吳倩瑩（2A） 鄭曉林（2B） 

 林煒琪（2B） 馬潁蒑（2B） 殷泳芯（2B） 

 金穎祺（2B） 梁慧恩（2C） 馬潁桐（2C） 

 吳 丹（2C） 廖梓淇（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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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項目 曲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高音木笛獨奏 

（13 歲或以下） 

Noel’s Galliard from 

Two Galliards 

優良 方俊康（6A） 

良好 
余巧盈（6A） 柯偉宏（6A） 陳江春（6A） 

湯惟迪（6A） 伍嘉豪（6A）  李翠儀（6A） 

高音木笛獨奏 

（10 歲或以下） 
青春舞曲 

優良 湯凱希（5A） 

良好 
陳盈盈（4A） 李  藝（4A） 雷日朗（4B） 

冼子皓（5A） 馮芷欣（5A） 陳泊然（5A） 

笛子獨奏 

（初級組） 
句句雙 良好 劉寶怡（4A）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Little Song by 

Kabalevsky  

優良 

李懿澄（1C）李珈螢（2B） 

Robin Redbreast by 

Jessie Fruze 
林頌雅（3A）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Impertinence by 

Handel 
羅嘉進（4A）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Catch Me by 

Karganov  
良好 雷日朗（4B） 

 

2013 新界區學界牧童笛公開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銀 獎 鄭建邦（6A） 

優 異 劉寶怡（4A） 方俊康（6A） 

優 良 劉炳材（6A） 李霜姸（6A） 

 

我的香港夢音樂會 2013 

獎項 獲獎學生 

參與獎 

4A  陳曉清 劉寶怡 李芯皚 楊曉雯 陳盈盈 黃文俊 

4B 
 廖詠琳 杜俊輝 鄭 絲  郭禧蕙 陳樂言 蔡幸萍 鍾本燕 

 李珈易 梁浚毅 

5A 
 馮芷欣 馬綺嬅 吳嘉俊 柯稼鑫 冼子皓 湯凱希 司徒仲賢 

 王 飛 王 鵬  黃凱盈  黃羽竣  余健森 

6A 
 陳江春 張珈怡  方俊康  許莉容  柯偉宏  李翠儀  梁 樂 

 李霜妍 李懿恩  吳智驊  吳東泓  徐俊鋒  余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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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區小學分會 2012-2013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甲 
60 米 第六名 吳韋樂（6A） 

推鉛球 第七名 陳麟杰（6A） 

女甲 擲壘球 第八名 梁紫筠（5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區小學分會 2012-2013 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第五名 

李珈易（4B） 呂浚達（5A） 黃羽竣（5A） 陳麟杰（6A）  

鄭子健（6A） 柯偉宏（6A） 劉炳材（6A） 梁文軒（6A）  

梁子聰（6A） 湯惟迪（6A） 徐俊鋒（6A） 

女子組 第五名 

葉浣雯（4A） 郭家虹（4B） 鄺美芝（5A） 梁紫筠（5A）  

余可怡（5A） 許莉容（6A） 邱靖淇（6A） 梁蘊盈（6A）  

余巧盈（6A）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舞龍章別獎勵計劃 

獎項 獲獎學生 

銀章   呂浚達（5A） 余健森（5A） 茹嘉俊（6A） 

銅章 

  葉浣雯（4A） 陳曉清（4A） 楊曉雯（4A） 陳盈盈（4A） 

  李珈易（4B） 韓子傑（4B） 梁浚毅（4B） 伍嘉豪（6A） 

  楊曉嵐（6A） 郭梓樂（6A）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簡易運動大賽 

獎項 組別 獲獎學生 

紀念狀 

第一隊 

 陳曉清（4A） 葉浣雯（4A） 梁浚毅（4B） 李珈易（4B） 

 韓子傑（4B） 王  飛（5A） 呂浚達（5A） 吳東泓（6A） 

 伍嘉豪（6A） 鄭子健（6A） 

第二隊 

 陳盈盈（4A） 楊曉雯（4A） 梁卓熙（4B） 王 鵬（5A） 

 雷日朗（4B） 梁紫筠（5A） 余健森（5A） 郭梓樂（6A） 

 茹嘉俊（6A） 楊曉嵐（6A） 

 

高雷中學 － 小學籃球邀請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冠軍 

李珈易（4B） 陳麟杰（6A） 徐俊鋒（6A） 梁子聰（6A） 

劉炳材（6A） 蔡志鵬（6A）  鄭子健（6A） 湯惟迪（6A） 

梁文軒（6A） 柯偉宏（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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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基書院（東九龍）足球四角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代表晨曦足球隊 銀牌 吳韋樂（6A） 

 

黃大仙盃五人足球賽區際盃 U10 

獎項 獲獎學生 

亞軍 司徒仲賢（5A） 

 

香港足球總會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2012-2013 區際錦標賽 － 八人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青苗培訓 （12 歲以下組別） 冠軍 司徒仲賢（5A） 

幼苗培訓 （10 歲以下組別） 季軍 司徒仲豪（2A） 

 

九龍城區賀回歸十六周年青少年足球邀請賽挑戰盃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10 歲或以下 冠軍 司徒仲豪（2A） 

12 歲或以下 
冠軍 吳韋樂（6A） 

亞軍 司徒仲賢（5A） 

 

未來部 40 周年運動會「躍動」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少年少女部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鄭曉欣（2A） 

女子丙組 60 米 冠軍 鄭曉林（2B） 

 

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 － 友校接力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女子 4X100 米 季軍 蔡志鵬（6A） 邱靖淇（6A） 吳韋樂（6A） 梁紫筠（5A）  

 

五育中學 － 沙田區多元繽紛同樂日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生親子科學班 優異獎 何展樂（5A） 

中文創意寫作比賽 
入圍 

梁 樂（6A） 

才能盡展繪畫比賽 李翠儀（6A） 張珈怡（6A） 梁 樂（6A）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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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兒童好讀 2012                     

項目 獎項 

十本好讀選舉 積極參與學校獎 

 

「兒童繪本創作比賽」暑期閱讀獎勵計劃 2012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 高級組 

優異獎 張巧柔（3A） / 

故事獎 高樟萍（2A） / 

繪本獎 陳穎琳（2C） 李翠儀（6A） 

 

十字奶世界牛奶日 －「甜心媽媽變變變」形象設計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嘉許獎 張巧柔（3A） 

 

向老師致敬 －「頌師恩」繪畫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優異獎 
吳家政（1A） 陳雨澤（1B） 陳韻之（1C） 吳倩瑩（2A） 

陸 晴（2B） 廖梓淇（2C） 黃曉琳（3A）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班別 獲獎學生 

銀獎  李霜妍（6A） 

入圍獎 
 葉浣雯（4A） 劉寶怡（4A） 馬綺嬅（5A） 許莉容（6A） 

 陳江春（6A） 李翠儀（6A） 邱靖淇（6A） 

 

二零一三年香港花卉展覽 －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嘉許獎 劉寶怡（4A）   

 

「馬拉松 101“跑出信念”設計大行動」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 

入圍 

4A  葉浣雯 劉寶怡  葉曉婷 

4B  趙佩雯 李珈易 雷日朗 

5A  何展樂 梁景量 黃凱盈  戴籽言 

6A  方俊康 李翠儀  李懿恩 李霜姸 許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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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2 

獎項 關愛校園榮譽 

 

傑出青年協會 2013 年度「明日領袖獎」  

獎項 獲獎學生 

明日領袖獎 司徒仲賢（5A）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吳韋樂（6A） 

 

第五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獎項 獲獎學生 

校園藝術大使 李霜姸（6A） 方俊康（6A） 

 

2012 第四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獎項 獲獎學生 

優秀小學生獎 梁 樂（6A） 

 

「飛躍學童」獎勵計劃 

獎項 獲獎學生 

嘉許狀 

Jasanveer（1A） 林善彤（1B） 葉琪琪（1C） 葉騏碩（2A）  

陸 晴  （2B）  梁詠琦（2C） 梁文杰（3A） 黃文俊（4A）  

鄧凱文  （4B） 鄧健偉（5A） 

 

童權舞台計劃 2012  

項目 獎項 學生名單 

童權舞台匯演 - 假如我是特首 嘉許獎 
 劉啟星（5A） 呂浚達（5A） 黄凱盈（5A） 

 梁  樂（6A） 方俊康（6A） 劉炳材（6A） 

 

劇場英傑 － 英語戲劇培訓計劃 

班別 參與學生 

4A 陳盈盈 劉寶怡 

4B 李珈易 雷日朗 

5A 陳子豪 何展樂 鄺美芝  劉煒濼  李雲峰  呂浚達 湯凱希 黃羽竣 司徒仲賢 

6A 鄭建邦 方俊康  許莉容  梁 樂  李霜妍  李懿恩 吳東泓 吳韋樂 余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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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沙田區中國象棋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組 
亞軍 徐俊軒（6A） 

殿軍 柯偉宏（6A） 

 

沙田區公開象棋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組 優異獎 徐俊軒（6A）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盛人生」才藝 SHOW 

獎項 獲獎學生 

感謝狀 
呂浚達（5A）  劉啓星（5A） 黃凱盈（5A）  劉炳材（5A） 

方俊康（5A）  梁 樂（5A） 

 

2013「無煙健康生活」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季軍 陳雋雯（1A）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2011-2012  

獎項 獲獎學生 

個人賽成績優異獎 陳凱軒（3A） 

 

基本法與國情探究計劃 － 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 

嘉許狀 6A 
 茹嘉俊   陳志衡   梁 樂   丘靖淇   方俊康  

 梁子聰    余巧盈   鄭健邦   陳瀅恩 

 

2012 正字大行動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 

最佳表現獎 6A 李翠儀  陳麟杰     陳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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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綠絲帶」關愛@生活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2012 年度沙田區 

傑出家庭義工 
優異獎 盧漢樑及家長 

 

香港路得會社會服務處「2012 售旗籌款」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 

感謝狀 

1A  陳雋雯 魏俊達 

1B  梁綽恩  

1C  陳錦濤 陳恩立 方慧瑩 孔乙恩 

2A  鄭曉欣  

2B  馬潁蒑 何樂濠 鄭曉林  

2C  馬潁桐 吳 丹 鍾宇晴  

3A  張巧柔 陳永鋒 張麗香 盧漢樑 

4A  陳盈盈 黃文俊 劉寶怡 羅嘉進 葉曉婷  

4B  陳樂言 李沛雯  

5A  鄧卓琳 黃羽竣 吳嘉俊 吳燕昊 司徒仲賢 馬綺嬅  

6A  茹嘉俊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售旗籌款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 

感謝狀 

1B  林善彤  梁綽恩  

1C  陳溢釗 

2B  梁進軒 

2C  鍾宇晴  

3A  張巧柔  

4A  陳盈盈 劉寶怡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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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學生比賽及活動項目 

校內舉辦之比賽及活動 

  
「親子校園遊學團」幼稚園參觀日暨「心堅毅志‧共迎挑戰」 

填色比賽頒獎典禮 

9/2012 

 

  好書分享活動 9/2012-6/2013 

  每月英語活動 9/2012-6/2013 

  週一英文及普通話早會 9/2012-6/2013 

  常識科 – 小小思考家 9/2012-6/2013 

  「學生一人一花」盆裁種植比賽 11/2012-3/2013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朗誦觀摩表演  11/2012 

  秋季旅行 

 - P.1-3 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 P.4-6 清水灣郊野公園 

11/2012 

 

 

 

 

  聖誕聯歡會 12/2012 

  2012-2013 年度陸運會暨頒獎典禮 12/2012 

  「親子校園遊學團」幼稚園參觀日 1/2013 

  「心堅毅志、共迎挑戰」專題研習 1/2013 

  幼童軍遠足 – 獅子山郊野公園 1/2013 

  中文科主題學習日 – 靈蛇賀歲喜迎春 2/2013 

  六年級升中模擬面試 2/2013 

  三、六年級 TSA 模擬口試 4/2013 

  科學日 5/2013 

  第十四屆傑出風紀選舉 5/2013 

 ＼ 兒童議員諮詢會 6/2013 

  一至六年級學科問答比賽 6/2013 

  四至五年級籃球比賽 6/2013 

  六年級閃避球比賽 6/2013 

  電腦科比賽 6/2013 

  數學遊蹤 7/2013 

  普通話歌唱比賽 7/2013 

  一至三年級競技比賽 7/2013 

  畢業聚餐 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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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及活動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2011-2012 9/2012 

  向老師致敬「頌師恩」繪畫比賽  9/2012 

  2012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9/2012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10/2012 

  沙田培英中學 – 小六趣味英語日營 10/2012 

  「鐵路通通識」漫畫填色比賽 10/2012 

  馬拉松 101「跑出信念」設計大行動跑手設計比賽 10/2012 

  愛鄰舍服務協會三人籃球賽 10/2012 

  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 – 友校接力賽 10/2012 

  基本法與國情探究計劃 – 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10/2012 

  高雷中學 － 小學籃球邀請賽 10/2012 

  第五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10/2012-7/20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區小學分會 2012-2013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 11/2012 

  沙田區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填色比賽 11/2012 

  2012 沙田全城清潔運動填色比賽 11/2012 

  滙基書院(東九龍)足球四角賽 11/2012 

  兒童快報「浪花四濺 DR-MAX 水運會」小學生填色比賽 11/2012 

  沙田區多元繽紛同樂曰「才能盡展」繪畫比賽 11/2012 

  黃大仙盃五人足球賽區際盃 U10 11/2012 

  2012 第四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11/2012 

  「基督教國際學校」師生訪校 11/2012 

  「路德會協同國際學校」師生訪校 11/2012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英詩獨誦 

- 中詩獨誦 

11-12/2012 

 

 

  2012 正字大行動 12/2012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2 12/2012 

  五育中學 – 小學通識問答比賽 12/2012 

  五育中學 – 小學生親子科學比賽 12/2012 

  五育中學 – 強身健體三人籃球賽 12/2012 

  「清仔廚房」親子烹飪工作坊 12/2012 

  沙田區公開象棋比賽 2/2013 

  澎湃鼓樂迎新春 2/2013 

  傑出青年協會 2013 年度「明日領袖獎」  3/2013 

  兒童誦經、童謠及親子故事講演比賽 2013 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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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笑容流動教室 3/2013 

  香港花卉展覽 2013 –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3/2013 

  馬文‧狄斯玩轉音樂會 3/20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區小學分會 2012-2013 年度校際籃球比賽 3/2013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3/2013 

  六年級戶外教育營 – 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3/2013 

  第 38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繪畫比賽」 3/2013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2013 

  「甜夢童話」填色大賽 3/2013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 4/2013 

  數學挑戰盃 – 沙田培英中學 4/2013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4/2013 

  「餓農傳說」樂施會互動劇場 4/2013 

  簡易運動大賽 – 舞龍比賽及章別測試 5/2013 

  「傷健攜手展才能 畫出您我顯共融」手印畫作品展 5/2013 

  地質公園户外寫生 5/2013 

  四川地震籌款活動 5/2013 

  十字奶世界牛奶日「親子唔易做」角色大冒險 5/2013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5/2013 

  「武漢市紅領巾學校」師生訪校 5/2013 

  化石摺紙樂趣坊 6/2013 

  賽馬會海洋公園教育計劃 6/2013 

  「香港漫畫星光大道」活動 6/2013 

  沙田公立學校籃球暨保齡球同樂日 6/2013 

  兒童議員選舉 6/2013 

  SNC 數學能力測試 6/2013 

  巴斯夫小小化學家 6/2013 

  香港舞蹈團表演 6/2013 

  滙知中學戲劇表演 6/2013 

  培英中學音樂劇表演 6/2013 

  學童足脊健康檢查 6/2013 

  第十八屆表揚教師計劃選舉 6/2013 

  保育大使行動 6/2013 

  「解『構』中式歷史建築」工作坊 6/2013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7/2013 

  蔡姨姨講故事 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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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 

  參觀香港科學館 10/2012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10/2012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11/2012 

  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12/2012 

  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1-5/2013 

  參觀歷史博物館 3/2013 

  參觀大埔海濱公園 – 昆蟲屋 3/2013 

  參觀新立法會大樓 3/2013 

  參觀九龍公園 4/2013 

  參觀建造業議會 – 「零碳天地」 4/2013 

  參觀香港文物探知館 6/2013 

  參觀黃鳳翎中學極地博物館 6/2013 

 

月會/學術講座 

  「鐵路安全」話劇 9/2012 

  「網上侵權」講座 9/2012 

  衞生署健康講座 10/2012 

  言語治療講座 10/2012-1/2013 

  「齊享健康資訊」教育短劇巡迴表演 11/2012 

  「飛龍薈萃暨積極人生」舞龍表演 1/2013 

  「天城故事」戲劇表演 2-3/2013 

  「童黨問題」講座 3/2013 

  從默劇看堅毅 3/2013 

  滴露清潔講座 6/2013 

 

領袖生培訓 

  風紀訓練工作坊 9/2012 

  國民領袖培訓課程 10/2012 

  「和諧大使」領袖培訓工作坊 11/2012 

 + 「陽光笑容滿校園」領袖培訓工作坊 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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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活動及比賽 

  中文小說類圖書展 9-10/2012 

  「兒童繪本創作比賽」閱讀獎勵計劃 2012 9-11/2012 

  「每日一篇」網上閱讀 10/2012-7/2013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彩色鉛筆畫設計 – 小小手兒做家務 

 高小組：給家人的一封信 – 讓我說愛你 

10/2012-1/2013 

 

 

  藝術類圖書展 11-12/2012 

  閱讀書籤設計比賽 11/2012-1/2013 

  書籍、教育光碟、電腦軟件展覽 12/2012 

  英文小說類圖書展 1-2/2013 

  「十本好讀․我最喜愛的兒童好讀 2012」選舉 3/2013 

  自然科學類圖書展 3-4/2013 

  愛護圖書多一點 – 親子愛護圖書標語創作大賽 4/2013 

  青少年讀書會（香港公共圖書館 – 沙田區） 4/2013 

  我最喜愛的主角繪畫比賽 5/2013 

  傳記類圖書展 5-6/2013 

  參觀公共圖書館 6/2013 

  暑期閱讀獎勵計劃 7-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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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訓輔活動 

全方位學生輔導 

  小一適應課程 8-9/2012 

  路德會售旗籌款義工服務 9-10/2012 

  振翅高飛 9/2012-7/2013 

  
成長的天空 

– 迎新及啟動禮 

– 優悠農場樂 

– 家長工作坊 

– 挑戰日營 

– 愛心之旅 

– 開心大派對 

– 親子日營 

– 再戰營會 

 

10/2012 

10/2012 

10/2012-2/2013 

11/2012 

11/2012 

12/2012 

2/2013 

5/2013 

5/2013 

  飛龍薈萃 10/2012-1/2013 

  童權舞台 10/2012-2/2013 

  和諧大使訓練日營 11/2012 

  社交技巧小組  11-12/2012 

  武術遊記 12/2012 

  合味道工作坊 12/2012 

  「童」來歡聚聖誕節（香港迪士尼樂園） 12/2012 

  沙田區「綠絲帶」關愛@生活 12/2012 

  小六升中面試工作坊 1/2013 

  孩子理財工作坊 1-2/2013 

  獅子會港澳青少年輔導基金週年會慶暨感謝宴 1-3/2013 

  打開天空小組 1-5/2013 

  溫情暖香江之愛心天使行動 2/2013 

  乘風航 – 賽馬會歡號 3/2013 

  社交小偵探小組 3-6/2013 

  定向遊蹤 4/2013 

  愛․行動 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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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參與輔導計劃 

  紀律訓練 9/2012 

  一人一職 9/2012 

  「好人好事」獎勵計劃 9/2012-6/2013 

  慶生會 10/2012-6/2013 

  每月之星選舉 

– 禮貌之星 – 秩序之星 – 勤學之星 

– 感恩之星 – 積極之星 – 盡責之星 

– 關愛之星 – 樂觀之星 – 堅毅之星 
 

9/2012-6/2013 

 

 

  班際比賽 

 – 班規大比拼 

 – 秩序比賽 

 – 清潔大比拼 

 

9/2012 
11/2012 
1/2013 

 

 

  堅毅小勇士 2-6/2013 

  兒童議員計劃 2013 – 諮詢大會 6/2013 

   – 兒童議員選舉  

 

家長支援服務 

  「小小茶藝師」家長分享會 9/2012 

  「手心道」自我保健講座 10/2012 

  「同路人」家長小組 10/2012 

  「防疫注射知多點」家長講座 11/2012 

  「如何增强子女專注力，以提升語言能力」家長講座 1/2013 

  「如何培養孩子堅毅精神」家長講座 5/2013 

  「兒童啟蒙老師」家長講座 6/2013 

 

學校與家長的聯繫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分級家長會」 9/2012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家長日  12/2012 

  六年級升中家長會 12/2012 

  家長教師會 – 賀年親子盆菜宴 2/2013 

  一至六年級「下學期第一次分級家長會」 3/2013 

  家長教師會 – 沙頭角親子一天遊 5/2013 

  一至五年級「下學期第二次分級家長會」 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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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訓練課程 

  TSA 應試預備班   英語戲劇培訓計劃   中文‧英文‧數學提升班 

  新來港學童英語班   白普理課後功課輔導班   小一英語拼音班 

  獅子會輔導計劃   田徑隊訓練（田項）   田徑隊訓練（徑項） 

  繪畫班   陶笛班   結他班 

  跆拳道班   女子籃球隊訓練   飛龍薈萃 

  初小籃球班   男子籃球隊訓練   英語寫作班 

  英語文法班   奧數班   古箏班 

  龍藝訓練班   六年級升中模擬面試   HipHop舞班 

  鼓樂班   排球訓練班   合唱團訓練班 

  小一英語拔尖課程     

 

多元智能課 

  小小書法家   數學特攻隊   趣味編織 

  精靈小領袖   童聲妙韻   趣談普通話 

  校園電視台   Smart 孩子   棋樂無窮 

  閱讀越有趣   摺紙達人   English Fun 

  跳躍閃避球   創意小手工   小廚神大挑戰 

  小童軍   乒乓好友   幼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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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學生事務組編印 

二零一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