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獲獎項目

北區優秀學生 北區青年協會 高小組 多元智能團隊獎

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北區中小學校長會
學業組獎學金
體藝組獎學金

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進步獎

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
中小組 2銀獎、1銅獎
高小組 1銀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季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散文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亞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季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冠軍、2亞軍、2季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集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冠軍

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 中小組銅獎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小學組菁英 銅獎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中華文化問答比賽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小學組優異獎

「兩代情」徵文比賽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高年級4優異獎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公開賽 GAPSK執行委員會
小學組1季軍、1卓越獎、1亞軍、
1季軍及1優異獎

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普通話小組 冠軍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巿鎮文化教育協會
初小組2優異星獎
中小組2良好
中小組優異星獎

香港亞洲音樂比賽 國際優質教育協會 鋼琴獨奏自選樂曲 季軍

香港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低小組兒童舞 甲等獎
高小組現代舞 乙等獎

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中文 7金獎、2銀獎、4銅獎
英文10金獎、5銀獎、3銅獎
數學 2金獎、5銀獎、10銅獎

資優解難大賽(初賽) 國際新標準教育

小二組全港2銀獎、
新界東區3金獎、1銀獎、2銅獎
小三組新界東區1銀獎
小四組新界東區1銀獎、1銅獎
小五組新界東區2銅獎
小六組新界東區2銅獎

資優解難大賽(決賽) 國際新標準教育
小二組校際3優異獎、
小二組銀獎、
小二組銅獎

學生表現

同學以小組形式參加普通話才藝比賽,喜獲冠軍

同學們踴躍參加

普通話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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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同學榮獲

「亞洲音樂比賽」季軍

六年級同學獲「北
區優秀學生高小多
元智能團隊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港澳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小二2金獎、4銀獎、4銅獎
小三1金獎、7銅獎
小四5銀獎、2銅獎
小五2銀獎、3銅獎
小六2銀獎、1銅獎

北區小學「數學謎城之競智競速」大賽 風采中學 亞軍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小二2銀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中國教育研究會

小二組1一等獎、4二等獎、5三等獎
小三組1一等獎、10三等獎
小四組2二等獎、2三等獎
小五組6二等獎
小六組1一等獎、2三等獎、
1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晋級賽 中國教育研究會

小一組1二等獎 . 小四組3三等獎
小二組2二等獎  小五組1二等獎
小二組4三等獎  小五組3三等獎
小三組3三等獎  小六組1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中國教育研究會
小一組1二等獎
小二組2三等獎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初賽)暨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中華數學協會 小四組二等獎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計算競賽二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數學競賽3三等獎
總成績2三等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晋級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小一組2銀獎  小三組2銅獎
小二組金獎    小四組2銀獎
小二組3銀獎  小四組2銅獎
小二組3銅獎  小五組2銅獎
小三組金獎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北區)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小五組2銅獎、2優異獎、
數學智多星1殿軍
小六組1銅獎、7優異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 屈臣氏集團 學生運動員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學體會

女子丙組
接力冠軍、100米季軍、
60米殿軍、接力冠軍、
100米殿軍、接力冠軍、
60米冠軍、接力冠軍、
跳遠亞軍

飛達春季兒童田徑錦標賽 飛達田徑會

女子4X100米接力亞軍
女子07年組60米亞軍
女子07年組100米亞軍
男子05年組60米第四名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學體會
女子組團體  殿軍
男子組單打  殿軍

聯校乒乓球比賽 大坑東宣道小學
男子初級組1亞軍
女子初級組1亞軍、1季軍

北區乒乓球隊際比賽 康民署 女子兒童組2季軍

本校籃球隊榮獲「北區小學籃

球邀請賽男子組盃賽」季軍

乒乓球校隊於「聯校乒乓球邀請賽」獲佳績
同學在「北區小學排球

比賽」展現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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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北區小學校際
田徑賽」獲得優異成績

同學們於田徑
賽中大顯身手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獲獎項目



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北區體育會
名次賽女子組 亞軍

名次賽男子組 季軍

陳震夏中學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男子組盃賽季軍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女童色帶組  亞軍

男童色帶組  季軍

香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品勢比賽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3冠軍、1亞軍、2殿軍

香島盃跳繩大賽 天水圍香島中學

六人大繩賽冠軍及亞軍

男子甲組橫排跳優異獎、二重跳殿軍、
單車步優異獎、個人花式優異獎

男子乙組橫排跳冠軍

女子甲組單車步優異獎、交叉跳季軍、
個人花式殿軍

憶步親子田徑賽 憶步田徑會

女子07年組

全場總冠軍、60米冠軍、

60米亞軍、100米亞軍

女子隊際接力2X100米冠軍

100米冠軍、跳遠冠軍、

女子隊際接力2X100米冠軍

男子05年組 全場總冠軍、

擲壘球冠軍、100米亞軍、

60米季軍、200米季軍

「第28屆閱讀嘉年華」遊戲攤位設計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小學組 金章

伊萊克斯盃全情投入大獎

樓宇安全靠大家漫畫創作比賽 屋宇署 高小組 優異獎

司各脫探索深海世界填色設計比賽 司各脫與《BBG親子月刊》 小學組 冠軍

北區青年節動感活力創意填色及繪畫比賽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小一至小三組 優異獎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攝影作品大賽 中國青少年書畫藝術研究會
國畫組 3優秀獎、2二等獎、1三等獎

書法組 1三等獎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中童組(西畫)銅獎

創意繪畫比賽 北區婦女聯會
初小組1冠軍、1亞軍、2優異獎

高小組1亞軍、1冠軍

「活現真我」繪畫比賽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中童組(西畫)一等獎

中童組(西畫)二等獎

母親節頌親恩填色比賽 林卓廷議員辦事處

初級組1優異獎

中級組1冠軍1亞軍1優異獎

高級組1優異獎

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香港賽) 保良局教育部 高小組5優異獎

北區青年節動感活力創意填色及繪畫比賽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小一至小三組 優異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小學話劇比賽 香港藝術學院 粵語組傑出合作獎、5傑出演員獎

全港學界中文打字達人比賽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高小組首二十名

低年級同學於「創意填

色及繪畫比賽」獲獎 本校榮獲「閱讀嘉年華攤位設計比賽」冠軍

五年級同學於漫畫創
作比賽中雙喜臨門

六 年 級 同 學 喜 獲
「學生運動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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