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是一個自負盈虧的非牟利組織經營，這個就是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了。小五學生有機會換上短褲，穿著拖鞋，捲起衣袖，來到海
灘跟導賞員探索海洋生物的足跡，或是坐上玻璃船，近距離欣賞不同種類的珊瑚
礁。難得的是每位學生都身體力行，除了小心翼翼地觀賞海洋生物外，最後更將
自己帶來的垃圾帶走，減低中心的清潔工作，以行動去實踐保育的決心。

第二階段分別是高小的三個不同年級的戶外考察。海洋公園教育部為小四學生度身訂造
的活動是探究「環境豐容物」對海洋生物的重要性。 豐容物大約就是動物具及玩具，目的
想牠們活得快樂，玩得開心，這對海洋生物是非常重要的。學生有機會了解海豚、海獅等動

物的豐容物，推而廣之，不少學生回到家中也更留意飼養動物時，環境對動物的影響，從理論轉移至現實應用，
所學的已經不限於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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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海洋佔地球 7 成以上的面積，我們呼吸的空氣，有一半是來自海洋裡的浮游植物！今年基恩的
學生就有機會與海洋有更深的認識，得到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系陳博士的帶領，為基恩籌劃了全校大規模的
海洋計劃，將海洋知識與 STEM 教育作有機整合，我們更聯絡本地與海洋知識有密切關係的機構：海洋公園、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和南丫島漁民文化村等。透過講座、戶外考察、主題學習日等活動，從新將基恩學生
與海洋結連，探討海洋與人們生活的關係，反思保育的重要性。

科大到校海洋講座

小六學生以探究漁民生活與海洋的關係，作為考察的目標。經過兩次船
程後，學生可以登上漁排，走進古船，了解漁民日常的生活，探究為甚麼靠
海得食、為甚麼每艘船都會有一個「大葫蘆」。可惜的是因颱風關係，漁排
上有一些設施被破壞了，漁民準備交付食店的巨型龍躉也穿網而出，除了心
血，更直接是金錢損失。這令學生更明白漁民與海洋關係何其密切，甚至影
響了漁民對民間宗教的想法——祈求神明對幻變的未來作出護祐。

六年級到南丫島漁民文化村考察

我們相信，要孩子學得好，在課程上要有規劃。 作為 Ocean X STEM 的
第一個活動，我們先讓陳博士為學生上一課！ 陳博士是海洋科學家，主力做「海
洋生物的幼體及環變研究」。 除了介紹她的工作外，也為基恩學生帶來很多新
奇的海洋知識，隨著陳博士深入淺出為同學講解，她告訴我們鯊魚並不是最危險
的生物，蚊才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動物！陳博士更為學生解答不同問題，短短一小
時就過去了，但卻打開了學生對海洋的好奇和興趣，燃點了對海洋的熱情！

學年主題「Ocean X STEM」

 (明報-第141期 常識學堂)

四年級到海洋公園專題參觀

五年級到海下灣考察



 (Topick hket.com 親子版撰文 )

 (e-Zone 1073 期 eSCHOOL)

經過全校課程規劃，將海洋知識與學生課程結合，培養海洋素養。透過實

地考察與校內活動，深化學生對海洋知識的認識。這就是主題學習日的目標。

每級有一節 Ocean 主題活動，按照他們的程度，設計了不同的動手做活動，

計有初小了解水的循環的集體活動，認識水

密度的「水水偵探所」，又有製作浮游生

物的競賽活動，到高年級透過 STEM 與海

洋知識的結合，強化學生自學及動手解難的

能力，於是有豐容物設計、人工漁礁設計和

製作保育漁網等，都是運用了設計思維，將

不同知識結合與再造，去解決現實生活的難

題，實踐 STEM 教育。

Ocean 主題學習日活動

 ( 星島日報親子王 - 
跳出書本學海洋保育 )

透過泥膠船、浮浸子實驗，探索水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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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海洋
動手探索   



 (Topick hket.com 親子版撰文 )

體驗擴增實境(AR)海洋遊戲

閱讀海洋系列圖書

海洋電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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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環保物料製成海洋作品



常識科每年均會因應課程規劃不同的戶外學習活動予學生，讓學生走出課室親身體驗。

常識科戶外主題學習

一年級參觀動植物公園

三年級參觀房委會

四、五年級參觀新聞館

二年級參觀海洋公園

四、五年級參觀大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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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開創
ST EM時代

一年級 不插電編程機械人 ( 初階 ) （NEW）

二年級 不插電編程機械人 ( 進階 ) （NEW）

三年級 Scratch Jr

四年級 Tinkercad ( 初階 )

五年級
Tinkercad ( 進階 )

Microbit
Scratch(PC)

六年級
mbot

App Inventor 2

本年度於小一、小二電腦課新加入了「不
插電編程」課程，讓同學們運用智能機器人
Albert 自然而有效能地學習簡單編程。

SmartRobotAlbert

同學們參與理工大學 STEM

體驗計劃，認真地參與大學學生

設計的「動手做」活動。

理工大學 STEM 體驗

本校於 2017-2019 參與香港大學的校

本專業支援：大學 - 學校支援計劃之「促進

以自主學習開展 STEM 教學創新的多層領導

網絡」。透過港大教授與本校老師共同備課

及支援，促進老師專業發展能力——運用自

主學習策略開展 STEM 教學，增强同學們融

會貫通及應用跨學科的知識和技能，從而培

養同學們的創新和企業創造精神。

本校獲得「港大公開課」獎項

獎項：	1.STEM學習設計獎（積極求變進步獎）

	 2. 積極參與獎

電腦科課程
( 校本 STEM 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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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卷
萬 書

2018 年 12 月 1 至 4 日，本校五至六年級同學分別參加了前往南京、

新加坡的遊學團。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四日三夜「南京歷

史文化探索之旅」目的是讓學生探索南京的歷史文化，認識南京的歷史和

文化與人民生活的連繫，從而認識南京的變遷。而新加坡英語及科技學習

之旅，則讓學生從實驗、參觀活動中親身學習 STEM 的技能，從而探討科技發展對人們的影響。

行 里
萬 路

南京遊學團

分組進行不同課堂活動
( 包括製作風箏、搖控模型戰艦及麵粉臉譜 )

同學們一起上課餘興趣班

與內地同學一起上電影課

寧港兩地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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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到各個名勝古蹟參觀，包括靜海寺、南京總統府、
中國科舉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山陵、書城和秦淮河

新加坡遊學團

新生水中心
新加坡再造水「NEWater」水廠，將污水變為「新生水」，成品大部
分作工業用途。透過一連串參觀活動，增加了同學們對「新生水」的
認識，最後更每人獲贈一樽「新生水」呢 !

同學們參觀南洋理工學校，並由學長帶領，

在學習中心參與有關 STEM 的課程。

學長向同學們發出挑戰：如何用紙製作一個能承托最多紙包飲品的高臺呢？

參觀濱海灣花園 (Gardens by the Bay)，感謝神賜下極美的天氣。同學們
走過空中步道，穿過花穹，再到達霧林，沿途欣賞美麗景色及奇花異草，
為這次新加坡學習之旅畫上完美句號。

在新加坡科學館參與
DNA 實驗課。 我們成功從小麥中

分解出 DNA。 7



本校於上學期邀請了 7A 劇團到校為高

年級同學進行了三次的話劇演出，劇目分

別為：《廉頗藺相如列傳》、《竇娥冤》

及《三十六計》。同學們透過話劇欣賞，

以輕鬆的方式學習到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

更引起同學對中國典籍的興趣，於課後自

行借閱相關書籍作延伸學習。

 擴闊眼界 齊來起動

本校有幸參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的「賽馬會諸

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為小五學生進行精彩的教育劇場。在劇團造訪中，他們帶來了專業戲劇道具、

佈景，加上演教員精湛的演技，帶領同學進入先秦時空，接觸諸子百家的思想。同學們與演教員即時互動，

獲得難能可貴的學習經歷。

戲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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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級同學透過觀賞《三十六計》，
瞭解到「空城計」等兵書上的計謀。

四、五年級同學透過觀賞《竇娥冤》，
學習到「六月飛霜」的典故。

六年級同學正在觀賞《廉頗藺相如列傳》，初次接觸《史記》。

後置戲劇活動，同學化身燕王及燕國大臣。
運用諸子百家學説，游説「秦王」。

同學與演教員即時互動，向演教員發問問題。
同學投入角色，成為隱世村村民。同學參與劇中活動，

安慰受傷的公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群美國的救護車司機覺得如果

國與國之間的人能互相認識，明白到當中的文化差異，便可

以避免衝突和戰爭了。於是，便成立組織促進國際間的學生

交流活動。而本校學生今年亦有幸參與這極具意義的活動。

當天，同學先透過問答遊戲認識某些國家的背景。然後

再到不同的課室，由不同國籍的學生介紹他們的國家。我們

先後「到訪」過瑞士、法國和匈牙利等國家，認識了瑞士的

地理環境、品嚐了一些意大利的小食、學習了法國的土風舞，

最後還有同學成功挑戰了匈牙利的急口令和扭計骰呢！ 

但願往後更多同學能透過國際交流，認識及尊重彼此文

化，減少衝突而達至世界和平。

英文 Fun Day 是為一至三年級同
學而設的活動。他們在英文語境下活用
英語，透過不同的遊戲來溫故知新，寓
學習於遊戲中。攤位的形式多元化，有
動有靜，更有小吃，深受同學歡迎。

聖公會英語國際文化交流日

Fun Day
 本校為小三及小四的閱讀時光舉行了多場作家講座，曾邀請

厲河、蔓玲姐姐、鄭丰及卓瑩等著名作家，以輕鬆的手法，在歡愉

的氣氛下為學生講故事。期間，更滲入品德素養教育，以啟發同學

們明辨性思考能力。

閱讀時光——作家到校講座

本校參與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開心 D」推行的「香港區區

笑故事」計劃，挑選了十多名同學參與話劇及工作坊，讓同學

透過活動，體會關愛社區之道。

區區笑故事話劇
為配合四年級下學期的課程，今年度首

次為同學設計了尋寶活動。同學需要應用課

文內有關問路指示的技巧，然後尋找校園內

不同的地方進行跨課程的活動，如速讀不同

名畫的描述、進行數學活動、唸繞口令、配

對國家與國旗等。期望同學能運用英語作為

一個學習工具，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

Treasure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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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活動前先來張大合照。

同學們都十分投入課堂活動。

手拉手，齊跳土風舞。

匈牙利語急口令，
你也來挑戰吧！ 聯同多間學校參與交流活動。

多元化的攤位遊戲。

由外藉老師開展
當天活動。

同學們都玩得出色，學有得益。

 來小食店，換取心頭好。

恭喜同學們演出成功。

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作者厲河

有女版金庸之稱的武俠小說作家鄭丰。

鬥嘴一班系列作者卓瑩。

童話夢工場之成語寫作本
作者蔓玲姐姐。

從作家手中獲得著作，
同學即時眉開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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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能在信的人

本校非常著重靈性培育，除每週有正規課程外，亦安排早會、早禱、節期崇拜、團契活動和主題活動等，讓學生

多認識天父是我們生命的主，主時刻看顧及指引我們過豐盛的人生。

主題金句 -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 馬可福音 9：23)

聖誕籌款：基恩學生都懂得為善最樂，學習主耶穌捨己愛人的精神，捐款幫助貧窮的孩子。



本校今年選取的金句目的是引導學生認識天父豐盛的恩典。在接著的馬可福音 9：24 記載的那人回答耶

穌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此時，耶穌沒有責備他信心不足，更立時應允他的祈求。希望基恩

學生能認識天父的慈悲和大愛，全然信靠祂，天父決不會因我們的不足，甚至失敗而放棄我們，有著這穩妥的

「信」，我們就常存感恩的心，及珍惜向天父祈禱的福份，使我們能常常經歷上主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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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崇拜：校牧帶領全體師生及家長進行聖誕崇拜，大家齊頌主恩，同頌主名。

侍從隊：校牧帶領本校侍從隊，

協助將臨期活動及聖誕崇拜。

P.4-6 開學崇拜：四至六年級

學生於學期初到聖保羅堂敬拜上主，

感恩讚美天父多年恩佑及保守。

宗教主題活動：一年一度的宗教主題活動日真開心！有砌圖、金句填充、背金句等攤位遊戲，同學們都踴躍參加，

大家都獲得豐富禮物。



一、二年級：鯉魚門渡假村

三至六年級：西貢北潭涌戶外康樂中心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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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
盡顯活力 樂在其中

運動會當天天朗氣清，同學們個個歡呼雀躍，精神抖擻，在運動場上大顯身手。

由前香港乒乓球港青隊
代表許麗盈小姐頒發全
場總冠軍。

啦啦隊大獎，乙社確係醒！

健兒們英姿颯颯，

好不威風！

運動員精神奕奕地
等候進場

健兒們在運動場上大顯身手，盡全力比賽。啦啦隊落力地為健兒們打氣。

低年級同學參加競技遊戲。全校師生、家長參與
心連心活力跑

齊做護脊操，健康身心由我做起！

卡拉 OK，齊齊唱好歌。

做足安全措施，玩得開心又安心。

男生們一起來個足球大比拼。

女孩們也來闖繩網陣。
大旗在手，大家都聽我號令！

一起欣賞大自然風光。

在公園蹦蹦跳跳，展現天真笑險。師生同樂，一起開心笑。
你攀我又攀，看誰攀得高！

齊來踏單車，健康又歡暢。



正向成長攜手同行
校本輔導活動

小四成長的天空—啟動禮 小四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小四成長的天空—
挑戰日營

小五成長的天空—戶外活動

小五成長的天空—
小組時段

小五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小六成長的天空—小組時段 和平大使大合照

家長小組、講座 地壺球訓練 雜耍興趣班 服務長者義務活動

校長欣賞大獎

親子賣旗活動

同學們合作砌一座最高的 LEGO 塔。

同學們探訪獨居長者，盡顯愛心。

同學們經歷三年的合作默契，成功踏上互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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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

本校鼓勵學生做個自主、

自律的好學生，每週達到目

標，再儲齊主題卡，即可登記

參與獎賞。

同學們走出學校到海灘清潔，親身經歷海洋環保的重要，
亦於活動時設計環保宣傳單張，向途人宣傳愛護環璄的訊息。

家長、老師出席啟動禮，帶給同學們
支持及鼓勵的訊息。

野外烹飪讓同學們學習由清洗、處理到烹煮食材的過程。

其中一組同學合力製作可放
置盒裝飲品的橋樑。

學校提供平台予家長討論
及學習管教同學的技巧。

讓同學們接觸新興的運動
項目——地壺球。

雜耍班同學除了基本功外，
已經可以進行花式動作。

同學們於中秋佳節探訪聖馬利亞堂
長青團，並送上果籃。

同學們憑努力取得大獎。
看！大家都興高采烈地
享用自助餐呢！



體藝精英 培育全人
體育科校隊

體育科興趣班

音樂科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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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國術太極加入四年級體育科課程內，並邀請同學參與聯校太極操大匯演。

13/4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鐘隊（初小組）銀獎
2/5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敲擊樂團（小學組）銀獎
19/5 歌詠隊前往聖保羅堂獻詩

乒乓球隊現代舞游泳隊

足球隊
排球隊 籃球隊

乒乓球興趣班
小網興趣班

太極劍班

敲擊樂隊 手鐘隊

歌詠隊



音樂科興趣班

視藝科活動

視藝科特式作品 視藝科興趣班

麵粉公仔班

書畫班

水彩畫班

青花瓷碟

魚兒的新衣
開心的我

星夜郵票設計

2019 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兒童繪畫比賽

「畫出香港」計劃展覽
1/3/2019 P.4-P.6 29 位同學到 PMQ 元創坊參觀逾 600 件由本地中、
小學生創作的畫作，並參與特設的繪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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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班
本年度中國戲曲班同學在 2019 年 4 月 12 日以「毛筆君子也」一曲參加了
「查篤撐第五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在團體賽中獲取了冠軍。

長笛班小提琴班

非洲鼓班



第一天

珠行萬里鐵達尼號福音晚會：聖保羅堂的導師及梁會吏到訪

營地活動

16

豆腐花製作茶果製作白豆粥製作

大澳生態及文化旅遊自由活動及午膳

樂在基恩
 有愛傳承

小六畢業營——
大嶼山梁紹榮渡假村



第二天

羅馬炮架自由活動及午膳

營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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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同學
們！多謝您們的陪伴、

支持和鼓勵，孕育出現在這
個我！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您
們，亦感謝您們成為我一

生重要的伙伴。

六年的小學生
活真的十分難忘。雖然

不捨，但我們也要迎接人
生的新一段里程——中學生
活。希望我和同學們能友

誼永固，在學習路上能
一帆風順。

同學和老師們
啊！您們都是我在小學

生涯中重要的一部份，如果
沒有你們，我的小學生涯就
變得沒趣。謝謝你們六年

來一直陪伴着我。

這六年的小學
生活就此結束，這一刻

的我百感交集，在此我向各
位老師承諾我往後一定會努
力學習，讓我再次感謝老

師們的教導。

童年，是美好的
回憶，是一艘小船，承載

着我一路而來的歡樂和淚水。
花開的時候是那麼美麗，但終究
敵不過歲月的磨練，時間的流
逝，六年的小學生活，使我難

以忘懷。

親愛的老師，
感謝您們！是您們給我

許多知識，亦是您們的多番
勉勵，燃亮了我們。您們就
像一枝蠟燭，在漆黑中温

暖了我們。

畢業生感言

六甲	楊焯棋

六甲	李朗
六乙	彭凱莉

六乙	麥卉新

六丙	司徒碧霞

六丙	楊心玥



家校共融
校友歡聚   

親子大 行旅
家教會於 4 月 6 日舉行親子大旅行，報名人數踴躍，共有 360 名家長與學生參加，目的地是位於上水

大隴坑村的假日農場。我們參觀園內的農場設施、餵飼小動物、自製創意焗麵包、體驗農耕工作，如翻土、

灌溉、打水、腳踏水車等，之後還在園內燒烤，一起享受郊遊樂。

水果日
2019 年 4 月 10 日，常識科與家教

會合辦水果日，在校園內營造常吃水果的

氛圍，培養同學們每天吃充足水果的習

慣，感謝家長義工們為同學們的付出。

每位同學除了在校品嚐到香甜的水果

外，還可帶着少量水果回家與家人分享，

希望能把「吃充足水果的習慣」的訊息傳

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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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2018 年 9 月 7 日，本校聯同家教會舉行敬師日活動。家教會執委到校參與敬師日的早會活動，傳遞尊

敬師長的信息。

家長教 會師
本校家長教師會已達入第十九屆，會員大會已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舉行。會員大會前，校方為家長

安排了介紹本校新課程及數學科學習分享講座，由黃禮灝主任及朱碧慧老師主講。講座後隨即進行會員大

會，並通過修章，新一屆執委會亦隨即成立。

會員 會大

校友會 動活
本屆校友會活動於 2019 年 2 月 22 日傍晚舉行，當晚部份校友參加了籃球比賽，過程緊湊激烈。賽

後隨即召開本年度的會員大會，校友會主席帶領各會員修訂來年度會章。會後，一眾會員和各校友合照留

念，場面既温馨又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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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成就		我的驕傲

總獲獎共約 600 人次20

第五屆聯校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兩項冠軍 2A陳凱澄

兩項冠軍 3A梁心榆

一項冠軍一項亞軍 5C梁樂恆

香港速度單線滾軸溜冰邀請賽

亞軍 1A黎樂琛 

兩項亞軍 2A陳凱澄

兩項季軍 3A梁心榆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8公開組混合雙打

亞軍 6B馮諾禮	 6C盧諾欣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8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10-11 歲 )

季軍 6B馮諾禮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8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10-11 歲 )

殿軍 6C陳凱楓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 50米自由泳殿軍 5A梁昊亨 

男乙 100 米自由泳優異 5A梁昊亨 

女甲 50米蝶泳	優異 6A霍悅天 

振強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男子組

團體冠軍 6B馮諾禮	 6C陳凱楓	 6C雷嘉泓

團體殿軍 5B江君白	 4A 游肇熙	 3A 江君皓 

振強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女子組

團體亞軍 6C司徒碧霞	 6C 盧諾欣	 5C李芷瑩

團體季軍 5C呂珮悠	 4B 郭悅澄	 4C吳燕霖

振強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全場最佳運動員 6B馮諾禮

2018聖類斯中學乒乓球友誼邀請賽

冠軍 6B馮諾禮	 6C陳凱楓	 6C雷嘉泓
5B江君白	 4A 游肇熙

「升降機安全標誌設計」比賽

冠軍 3C黃讚謙

亞軍 4C林洐榛

優異獎 2B馮薏蒓	 6B 尤子浚	 1C 黃慧翹

「春雨」投稿

作品優異 2C張以汐	 2C董靜涵	 1C 林芯悠
6A霍悅天

2018胡振中紀念中學全港籃球邀請賽

金盃賽殿軍 共 12 人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擲壘球優異 6C陳溱僖

男甲跳遠優異 6C楊逸

男甲 400 米優異 6A鄭峻浠

男甲 60米優異 5A梁凱明

男乙跳高季軍 5B陳俊安

第三十屆閱讀嘉年華故事劇場 (小學組 )

團體季軍 6A鮑惠慈	 4A 馮子溢	 4B 李俊霆
4C夏天生	 2A 江侍力	 2A 何卓朗

第三十屆閱讀嘉年華小學組遊戲攤位

教協盃
全程投入大獎

13 人

第三十屆閱讀嘉年華小學組大會司儀

義工嘉許狀 6C司徒碧霞	 6C 劉天恩	 5B 黃祺凱
5C曾曦彤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基督教經文朗誦

粵語季軍 1B(1 名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詩詞獨誦

普通話冠軍 1B(1 名 )

粵語冠軍 1B(1 名 )

英語亞軍 1B(1 名 )

普通話優異 (8 名 )

粵語優異 (4 名 )

英語優異 (9 名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散文獨誦

普通話優異 (4 名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詩詞集誦

普通話優異 (42 名 )

中西區機械人比賽

最佳團體精神獎 4B吳曜宏	 4B 文啟希	 4B 丁綽山
4C周芷晴	 4C吳宥聰

聯校乒乓球比賽暨交泡營

男甲亞軍 6B 馮諾禮

男甲殿軍 6C 陳凱楓

男甲季軍 6C 雷嘉泓

女丙冠軍 4B 郭悅澄

女丙亞軍 4C 吳燕霖

男丙冠軍 3A 江君皓

男丙亞軍 3A 陳柏睿

男丙季軍 3B 陳灦瑋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隊獎

2018	-	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甲組 )

團體亞軍 6B 馮諾禮 6C 陳凱楓 6C 雷嘉泓
5A 潘俊華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 男乙組 )

團體優異 5 人

2018	-	2019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 男甲組 )

傑出運動員 6B 馮諾禮 6C 陳凱楓

中西南區RUMMIKUB魔力橋小學賽

優異獎 5B 胡偉臨

第二十一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6A 黃心朗

銅獎 6A 周子健 6C 劉天恩 6C 張敬溢

第五屆魔力橋小學邀請賽

團體殿軍 6B 馮諾禮 5C 吳天溢 5B 黃祺凱
6C 雷嘉泓

第五屆魔力橋小學邀請賽

鋼琴獨奏季軍 6A(1 名 )

小提琴獨奏冠軍 1B(1 名 )

箏獨奏冠軍 6B(1 名 )

長笛獨奏優異 (1 名 )

鋼琴獨奏優異 (7 名 )

男聲獨唱優異 (2 名 )

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3A 楊季元	 2A 葉薈天	 1A 黃麒

銀獎 共 9人

銅獎 共 28人

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足球項目一等獎 3A 鄭俊健	 3B 陳俊霖

香港區步操比賽

團體亞軍 共 14 人

第55屆香港舞蹈節初小兒童舞組

團體甲級獎 共 18 人

香工思高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團體殿軍 6B 馮諾禮	 6C陳凱楓	 5B 江君白
4A游肇熙	 3A 江君皓

第 10屆「春雨故事由我創」親子創作比賽

殿軍 4B 魯芓遜

振強盃「小學乒乓球個人挑戰賽」男子組

亞軍 6B 馮諾禮

殿軍 6C 陳凱楓

振強盃「小學乒乓球個人挑戰賽」女子組

殿軍 6C司徒碧霞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藝術節舞蹈比賽

中國舞亞軍 1B 鄭佳韻	 1C 楊靜揚	 1C 徐安霖

兒童舞冠軍 1A 林同興	 1A 劉心妤	 1A 劉意衡
1A 王績霏	 1B 潘若璠	 1B 封傲悠
1C唐心瑜	 1B 馮薏蒓

爵士舞冠軍 3A 張巧若	 3B 黃靖筠	 3C薛愷兒
4A梁芷甄	 4A 羅穎妍	 4C黃心柔

敬師心意卡設計比賽

優異獎 共 2人

第五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

初小小曲團體冠軍 共 12 人

中環半山扶手電梯「連繫•社區•文化」繪畫比賽

季軍 4B 魯芓遜

«《春雨》歌唱比賽

優異獎 4C 羅皙璿	 6B 林曉晴

親子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 4B 魯芓遜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季軍

「以身傳教	以心傳愛」敬師心意卡設計比賽

初級組優異 2B 馮薏蒓

高級組優異 4B 陳贊宇

第 14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共 3人

優異獎 1 人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手鈴及手鐘 (小學組 )

銀獎 共 12 人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敲擊樂 (小學組 )

銀獎 共 30人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豎琴獨奏

金獎 6A 鮑惠慈

第 13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團體優異獎 5 人

第五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團體優異獎
本校榮獲
最積極參與獎

6 人

2019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

冠軍 3A 梁心榆

季軍 3A 梁心榆	

殿軍 5C 梁樂恆

優異 2 人

2019陸地冰球錦標賽

冠軍 2A 陳凱澄	 5C梁樂恆

亞軍 3A 梁心榆	 1A 黎樂琛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

接力賽季軍 2A 陳凱澄

卓嘉速度單線滾軸溜冰公閞賽女子組

兩項亞軍一項季軍 2A 陳凱澄

卓嘉速度單線滾軸溜冰公閞賽男子組

兩項優異 1A 黎樂琛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高小組銅獎 共 5人

爵士舞低小組冠軍 共 7人

2019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三等獎 6A 黃心朗

《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 2B 李俊延	 3B 陳俊霖	 3A 楊季元
5A黃卓朗

銀獎 共 19 人

銅獎 共 18 人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AIMO)

金獎 6A 黃心朗	 2B 李俊延	 1C 林明縉

銀獎 共 4人

銅獎 共 7人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華南賽區）初賽

一等獎 2B 曾思翱	 2A 楊正賢	 2A 葉薈天
3A楊季元	 3A 葉漫天	 3A 陳柏睿
4A梁宇軒	 5C呂珮悠	 5B 黃澄峰
6A鄧宇晉	 6A 黃心朗

二等獎 共 17 人

三等獎 共 40人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華南賽區）晉級賽

狀元獎 3A 楊季元

一等獎 2B 李俊延	 3A 葉漫天	 6A 黃心朗

二等獎 共 16 人

三等獎 共 25人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華南賽區）總決賽

一等獎 2A 葉薈天	 3A 楊季元	 3A 葉漫天

二等獎 1C 林明縉	 3A 陳柏睿	 2B 曾思翱
2A楊正賢

三等獎 共 16 人

2019年《多元智能盃》大賽

學校團體獎

優異 共 4人

數學組二等獎 2C 曾思睿	 2A 葉薈天	 5B 陳心意

數學組三等獎 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