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gapore Stud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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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宣道小學

第二十二期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Sheung Shui

During Easter break, 20 of our top English students from P.5 

& P.6 went to Singapore on a Study Tour. For four days they 

toured Singapore to explore the sights and culture. As English 

is the main language, students had to use their English skills 

in a variety of new situations.  

We partnered with a local Singapore school for a day. Our 

students joined lessons and made new friends at Geylang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Both students and staff were very 

curious about life in Hong Kong.

Som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tour were Gardens by the Bay, 

the Science Centre and Little India.  During the visit to S.E.A 

Aquarium, students actually had hands-on interaction with 

some sea life.  But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excursion was the 

Night Safari at the Singapore Zoo.

Although Singapore has a large Chinese community, our 

students experienced Indian, Malay and European culture too. 

Being adventurous in food, some students tried the traditional 

kaya toast breakfast, roti and Singaporean milk tea.    

Overall, a fantastic time was had by all. It created many 

incredible memories and useful English experiences. If you 

think you would enjoy an English Study Tour, ask about our 

travel plans for the future!!!travel plan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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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We are heading 
to night safari!!!

Very exotic breakfast, 
yum~~

Glad to have lesson 
with them!

We exchanged gifts 
with our buddies

Wow! Fire tornado

Nice to talk to their 
principal

We are here in 
Singapore!!!

What a quiet 
reading lesson!

Say hi to starfish

See our beautiful 
henna

That's how NEWater 
is made

Supertree Grove Let's buy some 
souvenirs

（2013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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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啦啦隊為健兒們
打氣

馬太社

馬可社

約翰社

　　為了提昇學生的領導能力、歸屬感和團結精神，本年度的周年運動會以「社
制形式」進行比賽，四社分別為：馬太社、路加社、馬可社、約翰社。運動會當天，
戰況激烈，氣氛非常熱鬧。

　　在田徑場上，每一位運動員都全力以赴；看台上，各社啦啦隊則各出奇謀，
務求以最突出的表現爭取獎項。社際接力賽及畢業班接力賽更把大會的氣氛推到
高潮。蒞臨的家長均表示運動會的氣氛熱烈，學生投入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

　　讓我們一起重温當天的片段吧 !

開幕禮

周年運動會　展現新氣象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四位老師帶同三十六位
來自五、六年級的同學到達連南進行交流。是次交流的
目的是認識連南瑤族人民的生活及風俗特色，同時讓同
學感受農村及城巿生活的異同。

　　同學們在三日的行程中到過不少地方，
包括：連州巿博物館、嘉農現代農業發展
有限公司水果基地、南崗千年瑤寨及三

排中心小學等。除了參觀以外，同學還有機會觀賞大型
瑤族風情歌舞篝火表演，當晚所有同學都感受到瑤族人
的好客熱情，亦認識了瑤族歌舞背後的風俗文化；同學
們曾探訪三排中心小學，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環境及學習
生活。

　　同學們都認為是次交流除了能
大開眼界外，還加深他們對瑤族文
化的認識。

同根同心

走過長長的梯級，
登上南崗千年瑤寨

到訪三排中心小學，
與當地學生交流

觀賞篝火晚會

四

各社代表準備就緒

運動員代表進場

鳴槍禮後，運動會
正式開始

運動員立願

路加社

健兒們落力參與

徑賽

起跑

跳高

跳遠

擲壘球

我們得獎了

觀賞篝火晚會觀賞篝火晚會觀賞篝火晚會

參觀連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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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水果基地，
分組進行農間勞作



　　為增加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及擴闊視野，
本校於 1月 14 日至 1月 18 日進行了「康．樂人
生」主題學習周。學生除了在課堂及集會時間學
習相關知識，還藉着全方位活動，豐富了學習經驗。

活動舉隅：

口號創作 健康飲食烹飪比賽

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健康直通車

健康飲食攤位遊戲 領袖培訓

運動與健康講座 運動創傷講座

兒童過胖木偶劇 家添戲 FUN 校園巡迴音樂劇

學生佳作

健康生活做得到，
快樂人生伴到老。     1A 陳婧萁

每日運動身體好，
均衡飲食快長高。     2C 陳雅詩

勤做體操身體好，
身體健康人最酷。     3A 吳睿祥

周年運動會　展現新氣象

第一次參加宣小運動會，
格外興奮

感謝各嘉賓撥冗光臨

老師和家長攜手合作，
令運動會順利完成

努力跳呀跳

我們勝出了

努力擲呀擲

家長們奮力向前衝

小一二競技遊戲及親子賽

陳朱素華紀念中學義工

「康•樂人生」主題學習周

在家長義工協助下，
同學們愉快地學習。 有趣的木偶劇提昇同學們

對過胖問題的關注。

學生與家長濟濟一堂，
欣賞互動音樂劇。

品嚐自己製作的健康
小食，份外滿足。

同學們用心觀看  
健康直通車的短片。

同學們合力完成
任務，同心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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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社取得全場總冠軍

約翰社奪得啦啦隊冠軍

閉幕禮



參觀科學館

主題為瘋狂實驗室

風帆同樂日

小小學生大使選舉

校園開放日

宣小環校跑

學校旅行

英文科訪問活動

中文科狀元爭霸戰

「大腳八」遊戲

挑戰膽識
乘風航

生火煮食

P.6 TsimShaTsui Interview

花式跳繩表演

投票過程保密
拉票活動

攤位遊戲

齊來學風帆

齊來打籃球

探訪前的培訓活動

探訪老人家

低年級比賽 高年級比賽

獲獎同學

愛心天使
探訪活動

風紀培訓

普通話音樂劇

宗教雙週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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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欣賞跆拳道表演

小小學生大使候選同學
校長投下神聖的一票

同學寫下感恩便條

同學們奮力向前衝

拼貼七大洲遊戲

表演者與同學作互動交流

暢遊馬鞍山公園

有營餐盒比賽

同來分享老師的喜悅



親子西式糕點班（第二期）

親子麵包班

親子旅行

家長教師會快訊

校園喜訊

興趣班

陳汶朗 (3A 陳靉唯家長 )

鄧笑梅 (3A 陳凱晴家長 )

王少賢 (2A 張曉欣家長 ) 倪翠蘭 (5C 李梓程家長 )

何寶琪 (2C 關晞彤家長 )

　　在整個製作過程中，能與子女合作，
也能享受親子之間相處的樂趣。活動安排
妥善有序，導師的指導簡單易明，並且生
動有趣，富新鮮感。

　　能再次參加這個班，感到很開心，我們可以多了解製
作麵包的過程和所需的材料，也可以知道製作麵包時要注
意什麼，才可做出美味的麵包，希望下次可以再參加，導
師再教我們製作一些新款式的麵包。

　　兩個多小時的麵包製作過程不但讓我增長了知識，而
且令我體會到製作一個個看似簡單的麵包原來需要如此多
心思與耐性，技巧方面更加要一絲不苟。此外，亦令女兒
欣欣明白食物來之不易，需要懂得珍惜，不可浪費。

　　真的感謝宣小舉辦此英語國際音標班，令我對英語
的發音認識更深，糾正了過往一直以來都讀錯的字音，
還可以幫助我能以最正確的發音去教導小孩；更重要的
是，我能以「身教」的方式教導小孩「上了課是要温習
的」，並要有尋根究底的精神（查字典）處理學習難點，
雖然這小小的舉動看似微不足道，但孩子們是知道的，
當我要求她們温習時，不是更有說服力嗎？

　　今次製作的「七彩甜甜圈」，真是色、香、
味俱全，有這樣的成果，當然要感謝導師林太
啦！

　　在整個製作過程中，除學會了製作方法外，
亦讓孩子有機會去體驗製作食品的樂趣。在那
一天，家長和小孩一起做出來的製成品，無論
外表和味道，都比一般在街上買的好。

鄧笑梅 (3A 陳凱晴家長 )

家長英語拼音班

黃潔雯老師

葉靜儀老師
李倩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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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分享老師的喜悅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校外比賽成
績

願榮耀頌讚歸與 神！香港學校朗誦節
全校總成績

冠軍 3   亞軍 4   季軍 12
榮譽獎狀 2　優良獎狀 137　良好獎狀 18

英詩朗誦比賽

2B 萬子杰　冠軍

5B 蔡恩橋　冠軍

5C 劉　俊　冠軍 

3C 周浩天　亞軍

2B 劉嘉熹　季軍

2B 王綽蕎　季軍

3A 黃頌怡　季軍

5A 黃芷蔚　季軍

5B 胡家皓　季軍

6B 劉　昇　季軍

粵語朗誦比賽
三至四年級女子集誦  季軍

3C 蔡欣琳　亞軍

6C 廖玉瑩　亞軍

2A 李東翰　季軍

4A 張靖宜　季軍

4A 林彩兒　季軍

普通話朗誦比賽

4C 廖凱鳴　亞軍

4C 趙恩浩　季軍

5B 胡家皓　季軍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5C 楊梓佑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星獎

6C 廖玉瑩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6C 張詠琳　新界區高小組優異獎

4B 黎曉桐　新界區中小組優異星獎

4C 廖凱鳴　新界區中小組良好獎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

6C 廖玉瑩　銅獎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公共圖書館

「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永亨盃全情投入大獎

3A 陳凱晴　3A 賴姵伶　3B 譚焯橋

3C 曹蘊怡　3C 簡仲茹　3C 劉卓霖

5A 張安琪　5A 林紫晴　5A 林子軒

5A 温頌欣　5B 曾在紓　6A 何海荍

6A 陳穎嵐　6A 李恩潼　6A 李曉琳

6A 李穎姿　6A 陳婉溶　6A 黃詠霖

6A 葉晞桐　6A 劉家翎　6A 鄧惠芯

6A 蘇文朗　6C 馮嘉麟　6C 何梓僮

教育評議會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大賽

5A 余帕熹　總冠軍

5C 羅志傑　總冠軍

5C 龐皓文　總冠軍

5C 王志謙　總冠軍

6B 陳家樂　總冠軍

6C 郭文皓　總冠軍

6C 文　慧　總冠軍

6C 蘇展博　總冠軍

「數學迷城之數獨接力賽」大賽

5A 余帕熹　亞軍

5C 羅志傑　亞軍

5C 龐皓文　亞軍

6C 文　慧　亞軍

「數學迷城之搭橋謎城」大賽

5C 王志謙　亞軍

6B 陳家樂　亞軍

6C 郭文皓　亞軍

6C 蘇展博　亞軍

「數學迷城之數字火柴」大賽

5C 王志謙　季軍

6B 陳家樂　季軍

6C 郭文皓　季軍

6C 蘇展博　季軍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 香港賽區 )

2C 曾傲頤　小二組　一等獎

2B 劉嘉熹　小二組　二等獎

2B 萬子杰　小二組　二等獎

2C 錢嘉禾　小二組　二等獎

2A 李東翰　小二組　三等獎

2C 嚴栢希　小二組　三等獎

3A 魏俊軒　小三組　二等獎

3C 張顯揚　小三組　二等獎

3A 蔡雲妮　小三組　三等獎

3A 李德熙　小三組　三等獎

3B 劉永信　小三組　三等獎

3C 周浩天　小三組　三等獎

4C 趙恩浩　小四組　一等獎

4B 鄧幸怡　小四組　二等獎

4A 蔡中儀　小四組　三等獎

4A 蘇靖朗　小四組　三等獎

4B 朱曉盈　小四組　三等獎

4B 李俊賢　小四組　三等獎

4C 梁睿珉　小四組　三等獎

4C 鍾之洋　小四組　三等獎

5B 簡志富　小五組　二等獎

5C 羅志傑　小五組　二等獎

5C 王志謙　小五組　二等獎

5A 李穎謙　小五組　三等獎

5C 龐皓文　小五組　三等獎

6B 陳家樂　小六組　一等獎

6C 郭文皓　小六組　一等獎

6A 劉家翎　小六組　三等獎

6B 吳奕銘　小六組　三等獎

6C 蘇展博　小六組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晉級賽 ( 華南賽區 )

2B 劉嘉熹　小二組　二等獎

2C 曾傲頤　小二組　二等獎

2C 錢嘉禾　小二組　二等獎

4B 鄧幸怡　小四組　優秀獎

5C 王志謙　小五組　二等獎

5C 羅志傑　小五組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2B 劉嘉熹　小二組　三等獎

2C 曾傲頤　小二組　三等獎

5C 王志謙　小五組　二等獎

5C 羅志傑　小五組　二等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香港賽區 )

1C 蔡恩歷　小一組　銅獎

1C 廖俊軒　小一組　銅獎

2C 錢嘉禾　小二組　金獎

2C 馮焯暉　小二組　金獎

2A 李東翰　小二組　銀獎

2B 萬子杰　小二組　銀獎

2C 趙恩詠　小二組　銀獎

2A 李宗盛　小二組　銅獎

2C 曾傲頤　小二組　銅獎

2C 嚴栢希　小二組　銅獎

教育評議會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大賽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及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全港十八區 ( 北區 ) 小學數學比賽

5C 羅志傑　銅獎

6B 陳家樂　銅獎

6C 郭文皓　銅獎

全港十八區 ( 北區 ) 小學數學比賽
之創意解難

6B 陳家樂　冠軍

6C 郭文皓　冠軍

6
閱讀嘉年華永亨盃全情投入大獎

全港十八區 (北區 )小學數學比賽

普通話演講
比賽獲獎同學

三至四年級女子
粵語集誦季軍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大賽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小二組 )

華夏盃香港賽區
(小六組 )

華夏盃香港賽區
(小三組 )

華夏盃香港賽區
(小四組 )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校外比賽成
績

願榮耀頌讚歸與 神！

(截至 31/5/2013)

3C 周浩天　小三組　金獎

3B 錢茵彤　小三組　銅獎

3B 文正豐　小三組　銅獎

3C 張顯揚　小三組　銅獎

4A 蔡中儀　小四組　銀獎

4B 鄧幸怡　小四組　銀獎

4C 趙恩浩　小四組　銀獎

5B 黃曦樂　小五組　金獎

5C 羅志傑　小五組　銀獎

5C 龐皓文　小五組　銀獎

5C 王志謙　小五組　銀獎

5A 李穎謙　小五組　銅獎

5A 余帕熹　小五組　銅獎

5B 簡志富　小五組　銅獎

6B 陳家樂　小六組　銀獎

6C 郭文皓　小六組　銀獎

6B 萬可晴　小六組　銅獎

6B 吳奕銘　小六組　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晉級賽

2C 錢嘉禾　小二組　銀獎

5A 余帕熹　小五組　銅獎

5C 龐皓文　小五組　銅獎

保良局及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C 郭文皓　總成績　　二等獎

6C 郭文皓　計算競賽　二等獎

6C 郭文皓　數學競賽　三等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

3C 黃子盈　高音直笛獨奏　　冠軍

3C 黃子盈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6A 黎凱盈　美樂笛小組合奏　亞軍

6A 劉恩澤　美樂笛小組合奏　亞軍

6C 蔡芯兒　美樂笛小組合奏　亞軍

6C 郭文皓　美樂笛小組合奏　亞軍

6C 文　慧　美樂笛小組合奏　亞軍

5B 黃曦樂　美樂笛小組合奏　亞軍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6B 萬可晴　高級組　優異獎

「童眼看世界」創作比賽

5B 曾在紓　亞太區一等獎

6A 李恩潼　亞太區三等獎

5B 岑令翹　亞太區優異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高小組　甲級獎

兒童舞低小組　乙級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 袁曉晴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優異表現獎

5B 黃曦樂
6B 莊昊霖

北區青年協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6A 劉家翎　多元智能團隊獎

香島教育機構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B 萬可晴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獎

6C 杜安生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精英賽

5C 馮懷信　男子 11歲或以下組別　個人總成績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 11歲或以下組別　單人繩個人花式冠軍

5C 馮懷信　男子 11歲或以下組別　單人繩速度耐力跳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 11歲或以下組別　單人繩速度跳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團體二人單人繩季軍

5C 馮懷信　男子 14歲或以下組別　單人繩速度跳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 14歲或以下組別　單人繩二重跳接力亞軍

5A 葉卓峰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團體四人單人繩季軍

6A 葉卡琳　女子 14歲或以下組別　單人繩速度跳亞軍

6A 葉卡琳　女子 14歲或以下組別　速度接力跳亞軍

6A 葉卡琳　女子 14歲或以下組別　交互繩速度跳亞軍

6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團體四人交互繩亞軍

6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團體三人交互繩季軍

6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團體四人單人繩季軍

6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團體二人單人繩季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分齡賽

6A 葉卡琳　9-11 歲女子組　速度跳冠軍

6A 葉卡琳　9-11 歲女子組　個人總成績亞軍

6A 葉卡琳　9-11 歲女子組　耐力跳亞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男子甲組　隊際總成績冠軍

3B 文正豐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3B 關毅俊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3B 王崇喆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4A 胡啟邦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南聯教育基金
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6A 李恩潼　小學組　季軍

5B 曾在紓　小學組　優異獎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
「不賭人生 : 預防青少年賭博」計劃
預防網上賭博填色設計比賽

3B 嚴海藍　初小組　優異獎

北區婦女聯會
「濃情頌親恩」填色比賽

2C 庾建峰　初小組　冠軍

6A 李恩潼　高小組　季軍

6C 馮嘉麟　高小組　優異獎

國際少年書畫大賽 ( 書法 )

5B 曾在紓　金獎

5C 彭祉穎　金獎

1C 彭祉熹　銀獎

國際少年書畫大賽 ( 國畫 )

1B 歐皓鈞　金獎

2B 邱凱韻　金獎

4B 彭凱羚　金獎

5B 陳詠欣　金獎

2B 張殷榣　銀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 小學廣東話組 )
4C 梁睿珉　傑出演員獎

5B 駱林尉　傑出演員獎

5A 林子軒　傑出演員獎

6C 蔡　逸　傑出演員獎

6C 馮澤森　傑出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
3A 戴卓羲　3B 林婉晴　3B 唐崇林

3C 周浩天　3C 黃曦瑤　4A 張靖宜

4A 林彩兒　4A 蘇慧琳　4B 簡思慧

4B 李俊賢　4B 彭凱羚　4C 高穎雪

4C 林芷銦　4C 梁諾希　4C 梁睿珉

5A 林子軒　5A 李垔諺　5B 駱林尉

5C 李梓程　6C 陳秋而　6C 蔡　逸

6C 馮澤森　6C 杜朗呈

北區短劇節比賽
6C 蔡　逸　傑出男演員獎

4C 梁睿珉　傑出女演員獎

良好表現獎
3A 戴卓羲　3B 林婉晴　3B 唐崇林

3C 周浩天　3C 黃曦瑤　4A 張靖宜

4A 林彩兒　4A 蘇慧琳　4B 簡思慧

4B 李俊賢　4B 彭凱羚　4C 高穎雪

4C 林芷銦　4C 梁諾希　4C 梁睿珉

5A 林子軒　5A 李垔諺　5B 駱林尉

5C 李梓程　6C 陳秋而　6C 蔡逸

6C 馮澤森　6C 杜朗呈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預防網上賭博填色設計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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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O OPEN) 晉級賽

低小組舞蹈比賽
(乙級獎 )

多元智能團隊獎

北區短劇節良好表現獎

高小組舞蹈比賽 (甲級獎 )

國畫比賽獲獎同學

書法比賽獲獎同學

美樂笛小組
合奏亞軍

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大合照

中華宣道會優異表現獎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初小組優異獎：3B 嚴海藍

「濃情頌親恩」填色比賽

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小五組晉級賽 )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碗賽 　季軍

3C 吳仲銘　4A 朱栢霖　4C 陳熙賢

5A 麥晉維　5A 余帕熹　5C 劉　俊

5C 尹富康　6A 陳灝榆　6B 劉　昇

6B 黃景渝　6C 高漢禧　6C 郭羽謙

智力乒乓球會
週年活力賽乒乓球比賽

5B 黃曦樂　少年組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4A 衛綽妍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5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冠軍5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冠軍

5B 黃曦樂　女子雙打青少年組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5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冠軍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乒乓球賽

5B 黃曦樂　女子組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　團體季軍

3A 黃頌怡　4A 衛綽妍　4C 鍾之洋

5B 黃曦樂　6A 何海荍

5B 黃曦樂　女子組單打　季軍

天朗乒乓球會
新春挑戰賽

5B 黃曦樂　女子少年組單打　冠軍

香港乒乓球總會
青苗乒乓球培訓計劃區際錦標賽

5B 黃曦樂　女子 B組單打　季軍

中華宣道會聯校乒乓球友誼賽
團體 全場季軍

5B 黃曦樂　女子初級組　冠軍

4C 鍾之洋　女子初級組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5B 袁曉晴　女子乙組跳高　 冠軍

5B 袁曉晴　女子乙組 60 米　季軍

5B 黃曦樂　女子乙組跳遠　 亞軍

6B 何茜彤　女子甲組 100 米 季軍

4C 畢駿禧　男子丙組 60 米　季軍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 E組　4x100 米接力冠軍

男子 E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男子 F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女子 F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6B 莊昊霖　男子 E組跳遠　　冠軍

6B 陳霆堃　男子 E組跳高　　亞軍

6B 陳家樂　男子 E組擲壘球　季軍

6B 何茜彤　女子 E組 100 米　季軍

4B 朱曉盈　女子 F組跳遠　　亞軍

4B 郭天祐　男子 F組跳遠　　季軍

4C 蔡嘉鏵　男子 F組跳遠　　亞軍

4C 畢駿禧　男子 F組 60 米　 季軍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小學女子組　季軍

6B 萬可晴

6C 文　慧

6C 馮穎妍

6C 何茜彤

大埔體育會、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5A 余帕熹　男子兒童組中量級　亞軍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精英跆拳道會
東九龍區小學品勢跆拳道邀請賽

1B 吳景琛　男子 A組　亞軍

4A 祝浩東　男子 B組　季軍

3C 彭凱亮　男子 B組　季軍

2C 嚴栢希　男子 B組　優異獎

1B 關雯善　女子 A組　優異獎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香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拳比賽

1B 吳景琛　冠軍

4B 林煒羲　冠軍

4A 祝浩東　亞軍

5A 余帕熹　亞軍

1B 關雯善　季軍

2C 嚴栢希　季軍

2A 鍾弘傑　殿軍

4B 林志軒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5B 李君浩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6A 劉恩澤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6C 郭文皓　男子甲組　大繩跳冠軍

5A 葉卓峰　男子甲組　速度耐力跳季軍

5A 葉卓峰　男子甲組　三人交互速度跳季軍

5C 馮懷信　男子甲組　個人花式跳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甲組　三人交互速度跳季軍

6A 林　山　男子甲組　速度耐力跳亞軍

6A 林　山　男子甲組　三人交互速度跳季軍

　　　君域扶輪社
　　扶輪盃跳繩比賽

5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大繩跳比賽亞軍

5B 李君浩　男子乙組　大繩跳比賽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乙組　大繩跳比賽亞軍

5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二人輪排跳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乙組　二人輪排跳亞軍

6C 蔡芯兒　女子甲組　個人速度跳亞軍

5C 馮懷信　男子乙組　個人速度跳季軍

6A 林　山　男子甲組　二人輪排跳季軍

6C 郭文皓　男子甲組　二人輪排跳季軍

3B 文正豐　男子乙組　接力跳季軍

4A 胡啟邦　男子乙組　接力跳季軍

5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接力跳季軍

5C 馮懷信　男子乙組　接力跳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6C 蘇展博　男子甲組　季軍

6C 蘇展博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5C 黃諾行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新亞中學
新亞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　季軍

5B 梁曉嵐　6B 何茜彤　6B 蔡涴雯

6C 馮穎妍　6C 林婉甄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馬振玉體藝邀請賽

男子組　第二名

5A 余帕熹　5C 尹富康　6A 陳灝榆

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5B 黃曦樂　5B 蔡恩橋　5B 梁曉嵐

5B 劉美欣　5C 黎　燕　5C 林倬如

6B 何茜彤　6B 蔡涴雯　6C 林婉甄

6C 文　慧　6C 馮穎妍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盃賽　季軍

5B 黃曦樂　5B 蔡恩橋　5B 梁曉嵐

5B 劉美欣　5B 袁曉晴　5C 黎　燕

6B 何茜彤　6B 蔡涴雯　6C 林婉甄

6C 文　慧　6C 馮穎妍

4C 畢駿禧　男子丙組 60 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B 何茜彤　6B 蔡涴雯　6C 林婉甄

編輯委員會　顧問：蘇詠思校長　組長：洪雅蓮主任　組員：鍾綺明老師　周巧珠老師　黃錫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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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扶輪盃跳繩比賽

女子籃球隊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男子甲組季軍

品勢跆拳道邀請賽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
中學體藝邀請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分齡乒乓球比賽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接力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