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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詠琪老師、梁麗華老師、鄭穎煒老師和陳燕婷老師於復活節假

期間帶領三十六位高年級同學到台灣交流學習。

　　是次活動的主要學習目標是認識台灣的環保政策。同學們透過參

觀三峽碳中和樂園、北投大樹圖書館和慈濟八德環保回收站等地方，

實地認識和了解台灣的環保措施，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實踐環保，實在

獲益良多！

　　另外，同學們也到了台北日新小學和鶯歌國民小學交流學習。當

同學們一走進校園時，啦啦隊就熱烈地鼓掌歡迎。台灣同學帶領我們

參觀校園，介紹校園內的環保措施。之後，大家還一起上課和參與表

演活動，這些實在是難得的經驗。

　　五天的境外交流活動讓同學們走出課室、擴闊視野，並能獲得寶

貴的學習經歷，體驗了多元的學習生活。

參觀西門紅樓

參觀鳳梨
酥夢工場

參觀夜市

訪問活動

參觀碳中和樂園

學校交流

製作鳳梨
酥

廢紙分類
製作再造

紙

參觀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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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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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參觀夜市

製作再造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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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悠遊台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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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學習日

成長的天空

普通話活動

問答比賽普通話攤位遊戲

地球一小時

親子賣旗活動

愛心天使探訪

APSSS THEATRE

親子賣旗活動親子賣旗活動親子賣旗活動親子賣旗活動

童夢成真音樂會

鬼馬劇團

學 生 活 動
高年級科技專題
—水火箭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科學館參觀濕地公園

參觀九龍公園 參觀消防局 參觀香港太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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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社

　　轉眼間，學校推行社際已經踏入第三個年頭了。社際運作也漸趨成

熟，同學可以打破班級隔閡，發揮各年級之間互助友愛、團結合群的精

神。另外，藉着舉辦社際活動及比賽，增加學生對學校及社際的歸屬感。

　　本年度，舉辦的社際比賽包括︰社際中文問答比賽、社際普通話比

賽、社際音樂比賽、社際跳繩比賽、社際籃球比賽及社際打字比賽。同

學透過參加社際比賽發揮恩賜，比賽過後，累計四社成績，於學期末頒

發社際比賽年度大獎。

　　每年一度的社員大會及社際運動會更是社際活動的一大亮點！新一

任社監、副社監、社長、副社長及其他社職員在社員大會中進行交職儀

式，並接受由校長頒發的社旗。接着，各社社員便會互相認識，一齊為

社際運動會打氣活動作好準備。社際運動會當日，所有社員在運動場上

努力拼搏，為自己的社爭取最佳成績，以角逐「社際運動會全場總冠軍」；

在看台上，社職員力竭聲嘶地帶領社員為自己的社吶喊打氣，以爭奪「社

際運動會啦啦隊打氣冠軍」；各社員打氣之餘，更會遵守紀律和保持場

地清潔，以贏取「社際運動會秩序獎」及「社際運動會清潔獎」。

　　全賴社監、副社監、社長、副社長及其他社職員的英明領導，社員

在社際活動及比賽中爭勝的同時，仍能發揚「宣小上下，主內一家」的

合一精神。

社際運動會啦啦隊打氣雙冠軍

馬太社

馬可社

社 際 活 動

支持社員

宣小上下，主內一家 社際運動會全場
總冠軍

馬太社馬太社

宣小上下，主內一家
宣小上下，主內一家 社際運動會全場

總冠軍

約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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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周
　　本校於1月 12日至 1月 16日進行「康．

樂人生」主題學習周，期望增加學生對健康

生活的認識，並擴闊學生的視野。本年的主

題環繞護眼、護脊及傳媒教育三方面，除了

於早會及課堂時教授相關知識外，還安排了

不少活動，如：理大護眼中心眼科視光師到

校為全校學生進行視覺普查；明光社到校主

持傳媒教育專題講座；足科矯形公司的矯形

師到校為所有學生進行初步脊椎檢查等。藉

着這些全方位活動，學生的學習經驗更豐富、

更全面。

傳媒教育，明辨是非真偽

棋盤遊戲，展示學習成果

傳媒教育，明辨是非真偽傳媒教育，明辨是非真偽

暢遊馬灣挪亞方舟，超過400位家長及師生共度愉快的一天

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

一同參與「親子鳳梨酥製作班」，共享愉快的親子時光 

舉辦「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一同歡度聖誕

家 教 會 活 動 剪 影

領袖培訓，提昇協作能力

傳媒教育，明辨是非真偽

棋盤遊戲，展示學習成果棋盤遊戲，展示學習成果

一同參與「親子鳳梨酥製作班」，共享愉快的親子時光 一同參與「親子鳳梨酥製作班」，共享愉快的親子時光 

親子西式糕點班深受家長及同學歡迎

健康檢查，了解健康狀況

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參加親子DIY 釘飾袋班，設計獨一無二的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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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燒烤，樂也融融

 校友們十分投入參與集體遊戲

校友會燒烤晚會

珍惜相聚一刻，
齊齊拍攝大合照

升中派位首志願連年超越 全港

祝願小生
命

活潑健康
胡小麗老師
新婚之喜

周巧珠老師
全家福

周巧珠老師
女兒施芊允

燒烤晚會燒烤晚會燒烤晚會燒烤晚會

金芷洋老師
全家福

金芷洋老師
女兒袁希橋

胡小麗老師
校
園喜訊

校友功夫表演，身手不凡

抽到大獎
真開心

校友彈奏古箏，娓娓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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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朗誦節
全校總成績

冠軍 2　亞軍 3　季軍 16
優良獎狀 110　良好獎狀 12

粵語朗誦比賽
五至六年級女子集誦 季軍

5A 蔡雲妮 5A范凱澄 5A賴姵伶

5A黃頌怡 5B 鄺樂怡 5B 梁倩珩

5B 曾海桐 5B 黃曦瑤 5C蔡欣琳

5C洪雪兒 5C洪廷欣 5C林靖瑤

5C溫芷琳 6A張綽媛 6A張靖宜

6A蔡中儀 6A羌雯熹 6A羌芷熹

6A林逸朗 6A蘇慧琳 6A衛綽妍

6B 陳樂瑤 6B 陳芷芊 6B 鍾之洋

6B 黃文詩 6B 林芷銦 6B 梁愷珊

6B 雷婉瑩 6B 彭凱羚 6B 謝靜潼

6B 尹嘉瑜 6C簡思慧 6C高穎雪

6C林天恩 6C林詠彥 6C梁煒晞

6C吳思頴 6C 鄧泳潼 6C 黃紀然

1B 潘卓琳 冠軍

1B 林芷晴 季軍

2A 廖嘉朗 季軍

2A 黃巧瑤 季軍

3A 陳婧萁 季軍

3A 戴卓賢 季軍

5C 周浩天 季軍

6A 林彩兒 季軍

6B 黃文詩 季軍

英詩朗誦比賽

5B 錢茵彤 冠軍

1A 張天宇 亞軍

1A 黃尚弦 亞軍

3B 葉沛恩 亞軍

1B 何永礽 季軍

2B 張嘉淇 季軍

2C 周俊希 季軍

3B 李文綺 季軍

4B 卓思雅 季軍

4B 劉嘉熹 季軍

普通話朗誦比賽

4C 萬子杰 季軍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4B 楊永熙 中小組 優異星獎

5C 周芷欣 高小組 優異星獎

6C 鄧幸怡 高小組 優異星獎

1B 陳恩桐 初小組 優異獎

1B 丁思雅 初小組 優異獎

4C 林上曦 中小組 優異獎

4C 張殷榣 中小組 優異獎

6C 黎曉桐 高小組 優異獎

4C 李梓穎 中小組 良好獎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小學組 亞軍

4B 趙恩詠 5B 譚焯橋 6B 趙恩浩

6C吳昊霖 6C黃浩軒

「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比賽
華僑永亨盃全情投入大獎

4B 江一龍 5A陳靉唯 5A賴姵伶

5A李洛茵 5A羅晞文 5A馬穎昕

5A余曉澄 5C陳康全 5C陳詩潓

5C曹蕎因 5C蔡欣琳 5C洪廷欣

5C江紀澄 6B 尹嘉瑜 6C林詠彥

6C梁睿珉 6C廖凱鳴 6C吳昊霖

6C袁浚謙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 香港賽區 ) 初賽

2C 譚楚瑩 小二組 一等獎

2A 李汶錡 小二組 二等獎

2C 曾穎瑤 小二組 二等獎

2B 盧煒茵 小二組 三等獎

2B 何珈汶 小二組 三等獎

2B 賴頌堯 小二組 三等獎

2C 楊曼翎 小二組 三等獎

2C 譚傑夫 小二組 三等獎

3C 蔡欣悅 小三組 一等獎

3A 馮政樂 小三組 二等獎

3A 莊瑋賢 小三組 二等獎

3B 廖珈惠 小三組 二等獎

3C 張進晞 小三組 二等獎

3C 李俊廷 小三組 二等獎

3B 李其聰 小三組 三等獎

4B 錢嘉禾 小四組 一等獎

4A 李東翰 小四組 二等獎

4B 趙恩詠 小四組 二等獎

4C 萬子杰 小四組 二等獎

4C 嚴栢希 小四組 二等獎

4A 李宗盛 小四組 三等獎

4A 黃芓善 小四組 三等獎

4C 曾傲頤 小四組 三等獎

5B 張肇晉 小五組 三等獎

5C 張顯揚 小五組 三等獎

6B 趙恩浩 小六組 一等獎

6C 鄧幸怡 小六組 二等獎

6A 蘇靖朗 小六組 三等獎

6C 李俊賢 小六組 三等獎

6C 吳昊霖 小六組 三等獎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6B 趙恩浩 小六組 金獎

4B 錢嘉禾 小四組 金獎

4A 李東翰 小四組 銀獎

3C 張進晞 小三組 銀獎

3C 李俊廷 小三組 銀獎

1A 陳頌謙 小一組 銀獎

1B 林芷晴 小一組 銅獎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B 趙恩浩 個人總成績 一等獎

6B 趙恩浩 計算競賽 一等獎

6B 趙恩浩 數學競賽 一等獎

6A 蔡中儀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C 鄧幸怡 個人總成績 三等獎

6C 鄧幸怡 數學競賽 三等獎

全港十八區 ( 北區 ) 小學數學比賽

全場 亞軍

6B 趙恩浩 6C 李俊賢

6C吳昊霖

創意解難 冠軍

6B 趙恩浩 6C 李俊賢

6B 趙恩浩 銀獎

6C 李俊賢 銀獎

6C 吳昊霖 銀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 香港賽區 )

2C 譚楚瑩 小二組 銀獎

2A 李汶錡 小二組 銅獎

2B 江桂司 小二組 銅獎

2B 石昊正 小二組 銅獎

3B 李其聰 小三組 銀獎

3C 張進晞 小三組 銀獎

3A 馮政樂 小三組 銅獎

3A 莊瑋賢 小三組 銅獎

3B 廖珈惠 小三組 銅獎

3C 蔡欣悅 小三組 銅獎

3C 蔡恩歷 小三組 銅獎

4A 李東翰 小四組 銀獎

4B 錢嘉禾 小四組 銀獎

4B 趙恩詠 小四組 銅獎

4C 嚴栢希 小四組 銅獎

4C 萬子杰 小四組 銅獎

4C 曾傲頤 小四組 銅獎

5B 陳君瑤 小五組 銀獎

5C 周浩天 小五組 銀獎

5A 蔡雲妮 小五組 銅獎

5A 魏俊軒 小五組 銅獎

5C 張顯揚 小五組 銅獎

6B 趙恩浩 小六組 金獎

6A 蘇靖朗 小六組 銀獎

6B 朱曉盈 小六組 銅獎

6C 吳昊霖 小六組 銅獎

6C 鄧幸怡 小六組 銅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香港賽區）晉級賽

2B 盧煒茵 小二組 二等獎

2B 何珈汶 小二組 二等獎

2C 譚楚瑩 小二組 二等獎

2C 譚傑夫 小二組 三等獎

2C 曾穎瑤 小二組 三等獎

3C 張進晞 小三組 二等獎

3A 馮政樂 小三組 三等獎

3A 莊瑋賢 小三組 三等獎

3B 廖珈惠 小三組 三等獎

3C 蔡欣悅 小三組 三等獎

4A 黃芓善 小四組 三等獎

4C 曾傲頤 小四組 三等獎

5B 張肇晉 小五組 三等獎

6A 蘇靖朗 小六組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總決賽 ( 港澳區 )

2B 盧煒茵 小二組 三等獎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粵語集誦隊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截至 31/5/2015)願榮耀頌讚歸與神！

全港十八區 ( 北區 )
小學數學比賽

普通話演講比賽

零零
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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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3A 陳婧箕 3B 廖珈惠 3C張進晞
3C蔡欣悅 3C曾蔚嵐 3C黃耀朗
4B 馮綽霖 4B 衛汶瑄 4C林上曦
5A戴卓羲 5B 錢茵彤 5B 梁倩珩
5B 曾海桐 5C周浩天 5C黃晞彤
6A祝浩東 6A蘇卓培 6B 梁諾希
6C賴詠希 6C黃海鏇

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外文歌曲合唱隊 冠軍

1A 馮曉晴 1A黃穎彤 1B 霍天愛
1B 林芷晴 1B 商富嵐 1B 黃子珊
1C何芷晴 1C王愷輝 1C關嘉祺
2C鄒沚鍁 2C 黎曉穎 2C 曾穎瑤
2C王芷盈 2C楊曼翎 3A陳曉晴
3A高　涵 3A林竟瑤 3A呂樂瑤
3A楊恩桐 3A姚逸賢 3B 陳卓駧
3B 張妙恩 3B 鍾世軒 3B 梁泳霖
3B 莫欣彤 3B 蘇靖然 3B 黃皓政
3B 黃珮兒 3B 葉沛恩 3C張進晞
3C張迎恩 3C蔡恩歷 3C高肇聰
3C李靜潼 3C曾蔚嵐 3C王譽鈞
4A陳慧桐 4A招曼瑩 4A李樂兒
4A黃思澄 4B 錢嘉禾 4B 馮綽霖
4B 關晞彤 4B 劉嘉熹 4B 伍敬業
4B 吳天慧 4B 衛汶暄 4C陳雅詩
4C林上曦 4C張樂怡 4C李米茵
4C伍敬文 4C王綽蕎
1B 何永礽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3B 江子桓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6B 蘇靖藍 聲樂獨唱 季軍

「星星河」全國
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2B 葉詠恩 國畫組 優秀獎
2C 鄒沚鍁 國畫組 優秀獎
3B 鄺澤林 國畫組 優秀獎
3A 戴卓賢 國畫組 二等獎
6B 彭凱羚 國畫組 二等獎
3B 邵彥文 國畫組 三等獎
5A 羅晞文 國畫組 三等獎

「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
青少年書畫攝影大賽

2B 葉詠恩 國畫組 銀獎
2C 鄒沚鍁 國畫組 銀獎
3A 戴卓賢 國畫組 銀獎
3B 鄺澤林 國畫組 銀獎
3B 邵彥文 國畫組 銀獎
5A 羅晞文 國畫組 銀獎
5C 洪雪兒 國畫組 銀獎
6B 彭凱羚 國畫組 銀獎
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作品交流展
2B 廖荊薈 金獎
3B 邵彥文 金獎
5C 洪雪兒 金獎
6B 謝靜潼 金獎
2B 葉詠恩 銀獎
3B 鍾世軒 銀獎
6B 彭凱羚 銀獎
3C 陳詠怡 銅獎
4C 李梓穎 銅獎

季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初賽

2B 盧煒茵 小二組 銅獎

2B 何珈汶 小二組 銅獎

2C 梁灝汛 小二組 銅獎

2C 曾穎瑤 小二組 銅獎

2C 蘇惠錡 小二組 銅獎

3B 李其聰 小三組 銀獎

3A 馮政樂 小三組 銅獎

3B 廖珈惠 小三組 銅獎

3C 蔡恩歷 小三組 銅獎

3C 蔡欣悅 小三組 銅獎

3C 張進晞 小三組 銅獎

4A 李東翰 小四組 銀獎

4B 錢嘉禾 小四組 銀獎

4C 曾傲頤 小四組 銀獎

4C 萬子杰 小四組 銀獎

4A 黃芓善 小四組 銅獎

4B 趙恩詠 小四組 銅獎

4C 嚴栢希 小四組 銅獎

5C 周浩天 小五組 銀獎

5B 陳君瑤 小五組 銅獎

5C 文正豐 小五組 銅獎

5C 張顯揚 小五組 銅獎

6B 趙恩浩 小六組 金獎

6A 蘇靖朗 小六組 銅獎

6A 蔡中儀 小六組 銅獎

6C 吳昊霖 小六組 銅獎

6C 鄧幸怡 小六組 銅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決賽

2B 盧煒茵 小二組 銅獎

2B 何珈汶 小二組 銅獎

2C 曾穎瑤 小二組 銅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晉級賽

3A 馮政樂 小三組 銅獎

4A 黃芓善 小四組 銅獎

4C 曾傲頤 小四組 銅獎

資優解難大賽

5B 曾海桐 小五組 銀獎

5C 周浩天 小五組 銀獎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數字行行看」大賽

冠軍

5C 周浩天 6B 趙恩浩 6C鄧幸怡

6C吳昊霖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數式大作戰」大賽

季軍

5C 周浩天 6B 趙恩浩 6C鄧幸怡

6C吳昊霖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 小學廣東話組 )

3A 陳婧箕 傑出演員獎

3C 曾蔚嵐 傑出演員獎

4B 馮綽霖 傑出演員獎

5A 戴卓羲 傑出演員獎

童心創未來慈善創作比賽
6C 廖凱鳴 高小組 冠軍
「共建和諧賀聖誕」填色比賽

5C 蔡欣琳 高小組 冠軍
3C 蔡欣悅 初小組 亞軍

北區是我家填色比賽
1B 劉恩滔 低小組 季軍

香港學校舞蹈節
高小組現代舞 乙等獎

4B 陳樂晴 4B 何芷彥 4C李梓穎
4C曾傲頤 4C黃穎妍 4C翁芊慧
5A蔡雲妮 5A林柔霞 5B 黃曦瑤
5C林婉晴 5C廖思思 6A蔡中儀
6B 黃文詩 6C馬綺淇 6C鄧幸怡
6C鄧泳潼

低小組兒童舞 甲等獎
1A 陳詠姿 1A魏潔瑤 1A邵慧喬
1B 陳思桐 1B 陸妍霈 1C陳思薇
1C黃芷伶 2A陳鈺霖 2A林菀蔚
2A李凱瑩 2A吳天心 2B 周聖恩
2B 廖荊薈 2B 盧煒茵 2C鄒沚鍁

2C 張芷浠 2C 何梓慧 2C王芷盈
3A呂樂瑤 3A戴慧雪 3B 陳卓駧
3B 何梓澄 3C林欣彤 3C王昕昫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優異表現獎

6A 林逸朗 6B 朱曉盈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C 吳昊霖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

5A 黃頌怡 5C 文正豐 6A衛綽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林逸朗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3C 關雯善 女子色帶組 亞軍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4B 黃俊偉 男童組中量級 季軍
3C 關雯善 女童組鰭量級 季軍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拳比賽
1C 曾若晞 四方拳 亞軍
3C 吳景琛 太極五型 季軍
6A 祝浩東 太極四型 季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小學組決賽
5C 王崇喆 男子乙組

耐力跳
冠軍

5C 文正豐 男子乙組
個人花式跳

亞軍

3B 梁泳霖 女子丙組
速度跳

季軍

男子乙組交互繩速度賽 季軍
5A 黃博豪 5C 文正豐 5C王崇喆

男子乙組大繩跳 亞軍
3A 溫聯順 3B 鍾世軒 3B 吳亦軒
4B 趙焯男 5A王頌然 5B 高明新
5C關毅俊

星星河全國
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
大賽

香港小學跆拳道
隊際賽

鬼馬劇團

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合唱隊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截至 31/5/2015)願榮耀頌讚歸與神！

九龍塘基
督教中華
宣道會優
異表現獎

童心創未來
慈善創作比賽

高小組舞蹈比賽 低小組舞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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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丙組大繩跳 季軍

2C 蘇惠錡 3A林竟瑤 3B 陳穎晞

3B 梁泳霖 3C蔡欣悅 4B 趙恩詠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 新界東區 )

男子乙組全場總成績 亞軍

3A 溫聯順 3B 鍾世軒 3B 吳亦軒

4B 趙焯男 5A黃博豪 5A王頌然

5B 高明新 5C關毅俊 5C文正豐

5C王崇喆

男子乙組大繩跳 亞軍

3A 溫聯順 3B 鍾世軒 3B 吳亦軒

4B 趙焯男 5A王頌然 5B 高明新

5C關毅俊

男子乙組交互繩花式 亞軍

5A 黃博豪 5C 文正豐 5C王崇喆

男子乙組交互繩速度賽 季軍

5A 黃博豪 5C 文正豐 5C王崇喆

5B 高明新 男子乙組
連續二重跳

冠軍

5C 王崇喆 男子乙組
耐力跳

冠軍

5C 文正豐 男子乙組
個人花式跳

亞軍

5C 文正豐 男子乙組
速度跳

季軍

5B 高明新 男子乙組
耐力跳

季軍

5C 關毅俊 男子乙組
連續二重跳

季軍

元朗及北區小學
香島盃跳繩大賽

校際總成績 季軍

6人大繩跳 季軍

5A 黃博豪 5B 區珀源 5C文正豐

5C王崇喆 6A胡啟邦 6B 蔡遨

女子甲組橫排跳 亞軍

5A 黃頌怡 5C 蔡欣琳

男子甲組橫排跳 季軍

5B 戴唯一 6A謝格迪朗

2C蘇惠錡 女子丙組
連續二重跳

冠軍

3B 梁泳霖 女子乙組
單車步

冠軍

3A 溫聯順 男子乙組
單車步

亞軍

6A 胡啟邦 男子甲組
連續二重跳

季軍

4B 趙焯男 男子乙組
連續二重跳

季軍

5C 王崇喆 男子甲組 30
秒個人花式

季軍

九龍塘宣道小學
六十週年校慶盃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5B 郭縉諾 5B 畢鈞皓 5B 吳仲銘

5C許　献 5C文正豐 6A朱栢霖

6B 陳熙賢 6B 蔡　遨 6B 郭天祐

6B 畢駿禧 6C廖凱鳴 6C蔡嘉鏵

女子組 季軍

3A 林竟瑤 3B 林禧繻 3C關雯善

4A李樂兒 4A張曉欣 5A范凱澄

6B 陳樂瑤 6C簡思慧 6C高穎雪

6C梁煒晞 6C梁睿珉 6C馬綺淇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小學男子組 冠軍

5B 畢鈞皓 6B 陳熙賢 6B 郭天祐

6B 畢駿禧

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盃賽 亞軍

3C 蔡恩歷 4B 趙朗希 4B 連文聰

4C馬榮佑 5B 郭縉諾 5B 畢鈞皓

5C許　献 5C文正豐 6A朱栢霖

6B 陳熙賢 6B 郭天祐 6B 畢駿禧

女子組盾賽 亞軍

3A 林竟瑤 3B 林禧繻 3C關雯善

4A李樂兒 4A張曉欣 6B 陳樂瑤

6C簡思慧 6C高穎雪 6C梁煒晞

6C梁睿珉 6C馬綺淇

全港校際閃避球錦標賽

混合組 季軍

5A 范凱澄 5A任柏行

5B 曾海桐 5B 郭縉諾

5B 吳仲銘 5B 畢鈞皓 5C洪雪兒

5C廖思思 5C文正豐 6A蘇靖朗

6B 朱曉盈 6B 郭天祐 6B 謝靜潼

6C高穎雪 6C林志軒 6C廖凱鳴

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6A 林逸朗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

冠軍

6A 林逸朗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冠軍

5A 黃頌怡 5A范凱澄 6A衛綽妍

6B 鍾之洋 6C梁睿珉

6A衛綽妍 女子組單打 冠軍

5A 黃頌怡 女子組單打 亞軍

中華宣道會
聯校乒乓球
邀請賽

全場團體亞軍

5A 黃頌怡 5A范凱澄 5A黃博豪

5B 吳仲銘 5C趙浩廷 6A陳旭棋

6A衛綽妍 6B 鍾之洋 6C梁睿珉

5A黃頌怡 女子初級組 冠軍

5A 范凱澄 女子初級組 亞軍

6A 衛綽妍 女子高級組 亞軍

6B 鍾之洋 女子高級組 季軍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男子丙組 4×100 米接力 亞軍

3B 李雋堯 4A林超宇 4B 楊永熙

4C萬子杰 4C譚浩文 4C嚴栢希

6B 畢駿禧 男子甲組
200 米

季軍

5A 任柏行 男子乙組
擲壘球

季軍

4A 林超宇 男子丙組
100 米

季軍

飛達春季兒童田徑錦標賽

4C 嚴栢希 男子 05 年組
60 米

季軍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5A 任柏行 男子 04 年組
擲壘球

亞軍

中華兒童親子田徑競技大賽

4C 嚴栢希 男子 05 年組
60 米

冠軍

4C 嚴栢希 男子 05 年組
200 米

冠軍

香港兒童親子田徑新星大賽

3B 李雋堯 男子 06 年組
100 米

冠軍

3B 李雋堯 男子 06 年組
60 米

亞軍

3C 張迎恩 女子 06 年組
立定跳遠

亞軍

香港兒童親子田徑錦標賽

2C 蘇惠錡 女子 07 年組
100 米

亞軍

2C 蘇惠錡 女子 07 年組
60 米

亞軍

3C 張迎恩 女子 06 年組
跳遠

亞軍

3B 張妙恩 女子 06 年組
跳遠

季軍

香港兒童奧林匹克田徑錦標賽

2C 蘇惠錡 女子 07 年組 全場總冠軍

2C 蘇惠錡 女子 07 年組
100 米

冠軍

2C 蘇惠錡 女子 07 年組
60 米

冠軍

2C 蘇惠錡 女子 07 年組
60 米跨欄

冠軍

3B 張妙恩 女子 06 年組
跳遠

亞軍

3B 林禧繻 女子 06 年組
60 米

季軍

3B 林禧繻 女子 06 年組
100 米

季軍

3C 張迎恩 女子 06 年組
跨欄

季軍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4A 林超宇 男子 F組跳遠 冠軍

4C 陳欣彤 女子 F組 60 米 季軍

6B 畢駿禧 男子E組 200米 季軍

6B 郭天祐 男子 E組跳遠 季軍

男子 F組 4×100 米接力 亞軍

3B 李雋堯 4A林超宇 4C嚴栢希

4C萬子杰

女子 F組 4×100 米接力 季軍

4A 蘇文穎 4A招曼瑩 4B 何芷彥

4C陳欣彤

男子 E組 4×100 米接力 季軍

6A 岑樂謙 6B 畢駿禧 6B 郭天祐

6C蔡嘉鏵

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接力邀請賽

小學男子組 亞軍

6A 岑樂謙 6B 畢駿禧 6B 郭天祐

6C蔡嘉鏵

塘宣六十週年校慶盃籃球邀請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全港閃避球大賽

香港兒童親子
田徑新星大賽

香島盃跳繩大賽

中華宣道會聯校乒乓球邀請賽

編輯委員會　顧問：蘇詠思校長　組長：洪雅蓮主任　組員：陳韻琪老師　胡小麗老師　周巧珠老師　葉麗雅老師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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