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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校外比賽成績(截至31/5/2012
)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B 蘇靖藍 7-8歲外文歌曲聲樂獨唱   亞軍

2C 黃子盈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3B 陳樂瑤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5A 劉恩澤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音樂裡的點點綠學校聯演

魅力舞台表演獎、主題演繹獎、

潛質新星獎、最受現場觀眾歡迎獎

3B陳瓔琳  3B郭芯悅  3B梁愷珊

3B趙恩浩  3B林煒羲  3B莊昊燃

3C簡思慧  3C高穎雪  3C林芷銦

3C梁睿珉  3C雷婉瑩  3C鄧泳彤

4A張安琪  4A李思晴  4A林紫晴

4A盧佩影  4A黃芷蔚  4B李凱盈

4B林天朗  4B梅頌恩  4B孫希澄

4B傅恩培  4B陳泳蒑  4C徐宓柔

4C何雪恩  4C盧書婷  4C駱林尉

4C吳洛彤  4C曾頌名  6A梁沛瑜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第二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

小組銀獎

6A程珀清  6A曾凱琳  6A王晴欣

團體項目銀獎

5B 陳鋅潁  5B 張儆樂  5B 張芷瑩

5B 蔡涴雯  5B 鍾焯嵐  5B 何茜彤

5B 高明蔚  5B 關詠欣  5B 袁紹晴

5B 李承熹  5B 萬可晴  5B 吳亦喬

5B 黃文欣  5B 王以琳

「健康生活態度」填色比賽

6A 程珀清 高小組 優異獎

「讓孩子挺直」護脊心意卡設計比賽

1C 庾建峰 初級組  冠軍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5C 馮嘉麟 全港總冠軍

5C 馮嘉麟 新界東冠軍

6A 馮樂晴 新界東優異獎

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預防青少年罪行

「繪影繪聲」海報設計比賽

4C 曾在紓 高級組亞軍

4C 胡家皓 高級組優異獎

5A 李曉琳 高級組優異獎

5A 李恩潼 高級組優異獎

5B 鍾焯嵐 高級組優異獎

5B 萬可晴 高級組優異獎

5C 文  慧 高級組優異獎

5C 杜朗呈 高級組優異獎

6A 程珀清 高級組優異獎

6A 江心怡 高級組優異獎

6A 曾凱琳 高級組優異獎

6B 胡學然 高級組優異獎

6C 林逸晴 高級組優異獎

6C 李靜嵐 高級組優異獎

6C 梁芷淇 高級組優異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小學廣東話組)

5C 馮澤森 傑出男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3A 林彩兒  3B 蔡  遨  3B 彭凱羚  3C 林芷銦
3C 吳昊霖  4A 林子軒  4A 李垔諺  4B 李凱盈  
4C 陳詠欣  4C 盧書婷  4C 駱林尉  4C 岑令翹
4C 曾在紓  5C 蔡  逸  5C 蔡芯兒  5C 馮澤森  
6A 張昱行  6A 黎境豐  6C 梁君睿

北區短劇節比賽

5C 馮澤森  傑出男演員獎

3C 林芷銦  傑出女演員獎

良好表現獎

3A 林彩兒  3B 蔡  遨  3B 彭凱羚

3C 林芷銦  3C 吳昊霖  4A 林子軒

4A 李垔諺  4B 李凱盈  4C 陳詠欣

4C 盧書婷  4C 駱林尉  4C 岑令翹

4C 曾在紓  5C 蔡  逸  5C 蔡芯兒

5C 馮澤森  6A 張昱行  6A 黎境豐

6C 梁君睿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學校舞蹈節

低年級 甲級獎  高年級 乙級獎

5C 郭文皓 小五組  二等獎

5C 文  慧 小五組  三等獎

5C 蘇展博 小五組  三等獎

6B 馬弘忻 小六組  特等獎

6C 梁君睿 小六組  一等獎

6A 李濬閣 小六組  二等獎

6B 張昊揚 小六組  二等獎

6A 魏子俊 小六組  三等獎

6A 陸匯靈 小六組  三等獎

6B 葉詠琳 小六組  三等獎

6C 劉舒蔚 小六組  三等獎

中國教育學會數學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華夏奧數之星教師研究學會、華夏教育研究會

第八屆“亞洲杯”�數之星

創新思維初賽章程(香港賽區)

4C 王志謙  三等獎

1A 黃芓善  優異獎

香島中學

第二屆智趣無限-智力玩具嘉年華

全港中、小學「T字之謎」大賽

5C 郭文皓  季軍

6C 梁君睿  三等獎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

第十七屆全國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3B 趙恩浩 小學中級組  二等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C 黃曦樂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

4A 葉卓峰  4B 馮懷信  4C 黃曦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優異表現獎

4B 馮懷信  6B 馬弘忻

北區青年協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

    北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3A 朱栢霖 初小組  多元智能團隊獎

6C 姜依琳 高小組  季軍

   香島教育機構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B 馬弘忻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分齡賽

4B 馮懷信 9-11歲男子組 個人總成績亞軍

4B 馮懷信 9-11歲男子組 速度跳亞軍

4B 馮懷信 9-11歲男子組 耐力跳季軍

6A 郭文軒 9-11歲男子組 速度跳亞軍

6A 郭文軒 9-11歲男子組 耐力跳亞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精英賽

4A 葉卓峰 男子11歲或以下組別 個人總冠軍

4A 葉卓峰 男子11歲或以下組別 個人花式冠軍

4A 葉卓峰 男子11歲或以下組別 耐力跳亞軍

4A 葉卓峰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4人同步花式季軍

4B 馮懷信 男子11歲或以下組別 個人總季軍

4B 馮懷信 男子11歲或以下組別 花式冠軍

4B 馮懷信 男子11歲或以下組別 耐力跳季軍

4B 馮懷信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4人同步花式季軍

4B 馮懷信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2人同步花式季軍

4B 馮懷信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速度接力跳季軍

5A 林  山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4人同步花式季軍

6A 郭文軒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4人同步花式季軍

6A 郭文軒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2人同步花式季軍

6A 郭文軒 男子14歲或以下組別 速度接力跳季軍

5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同步花式亞軍

5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速度接力跳亞軍

5A 葉卡琳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交互繩速度跳季軍

6B 陳頌喬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同步花式亞軍

6B 陳頌喬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速度接力跳亞軍

6B 陳頌喬 女子14歲或以下組別 交互繩速度跳季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男子乙組 團體全場總成績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全場總成績亞軍

4B 馮懷信 男子乙組  連續二重跳冠軍

4B 馮懷信 男子乙組  個人花式跳冠軍

4B 馮懷信 男子乙組  交互速度跳季軍

4B 馮懷信 男子乙組  交互跳花式季軍

4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速度跳亞軍

4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個人花式跳季軍

4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交互速度跳季軍

4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交互跳花式季軍

5A 林  山 男子乙組  速度跳冠軍

5A 林  山 男子乙組  耐力跳亞軍

5A 林  山 男子乙組  交互速度跳季軍

5A 林  山 男子乙組  交互跳花式季軍

低級組舞蹈比賽(甲級獎) 高級組舞蹈比賽(乙級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優秀學生-6B馬弘忻

北區小學音樂比賽
小組銀獎

音樂裏的點點綠
學校聯演

預防青少年罪行
「繪影繪聲」海報設計比賽

華夏盃(香港賽區)小二組

華夏盃(香港賽區)小三組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四格
漫畫設計比賽

北區優秀學生
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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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王崇喆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2C 關毅俊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2C 文正豐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3A 胡啟邦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4C 李君浩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5A 劉恩澤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5C 郭文皓 男子乙組  大繩跳季軍

3C 卜子君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4A 蘇卓妍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4C 蔡恩橋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5A 李恩潼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5B 鍾焯嵐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5B 高明蔚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5C 張詠琳 女子乙組  大繩跳冠軍

5C 蔡芯兒 女子乙組  速度跳冠軍

5C 蔡芯兒 女子乙組  交互速度跳亞軍

5C 蔡芯兒 女子乙組  交互跳花式亞軍

5A 葉卡琳 女子乙組  個人花式跳亞軍

5A 葉卡琳 女子乙組  交互速度跳亞軍

5A 葉卡琳 女子乙組  交互跳花式亞軍

5A 李恩潼 女子乙組  耐力跳亞軍

5A 李恩潼 女子乙組  連續二重跳季軍

4C 黃曦樂 女子乙組  交互跳花式亞軍

4C 黃曦樂 女子乙組  交互速度跳亞軍

君域扶輪社
第一屆扶輪盃跳繩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全場總冠軍

4B 馮懷信 男子丙組  二重耐力跳冠軍

4B 馮懷信 男子丙組  速度跳冠軍

4B 馮懷信 男子乙組  接力比賽亞軍

4B 馮懷信 男子乙組  6人跳大繩比賽季軍

5A 林  山 男子甲組  接力比賽冠軍

5A 林  山 男子甲組  2人橫排跳比賽冠軍

5A 林  山 男子甲組  6人跳大繩比賽亞軍

5A 林  山 男子乙組  二重耐力跳亞軍

5A 林  山 男子乙組  速度跳季軍

6A 郭文軒 男子甲組  接力比賽冠軍

6A 郭文軒 男子甲組  2人橫排跳比賽冠軍

6A 郭文軒 男子甲組  6人跳大繩比賽亞軍

6A 郭文軒 男子甲組  二重耐力跳季軍

6C 葉銘軒 男子甲組  接力比賽冠軍

6C 葉銘軒 男子甲組  6人跳大繩比賽亞軍

6C 陳�凌 男子甲組  接力比賽冠軍

6C 陳�凌 男子甲組  6人跳大繩比賽亞軍

4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接力比賽亞軍

4A 葉卓峰 男子乙組  6人跳大繩比賽季軍

4C 李君浩 男子乙組  接力比賽亞軍

4C 李君浩 男子乙組  6人跳大繩比賽季軍

5A 劉恩澤 男子乙組  接力比賽亞軍

5A 劉恩澤 男子乙組  6人跳大繩比賽季軍

6A 羅愷軒 男子甲組  6人跳大繩比賽亞軍

6B 歐陽民楓 男子甲組  6人跳大繩比賽亞軍

3A 胡啟邦 男子乙組  6人跳大繩比賽季軍

5C 郭文皓 男子乙組  6人跳大繩比賽季軍

5A 葉卡琳 女子甲組  二重耐力跳冠軍

5A 葉卡琳 女子甲組  速度跳季軍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6C 葉文迪 男子小學生組  殿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體育會
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4C 黃曦樂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4C 黃曦樂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6A 黃思樂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殿軍

香港乒乓總會
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4C 黃曦樂 女子A組單打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 團體冠軍

4C 黃曦樂 5A 何海荍 6A 黃思樂

6C 何海澄 6C 梁君睿

4C 黃曦樂 女子組單打  亞軍

        鳳凰乒乓球會
    新世代競力乒乓球比賽

4C 黃曦樂 少年組單打 冠軍

       香港乒乓球總會
   2012恆生學界盃乒乓球賽

4C 黃曦樂 小學組女子雙打  季軍

6A 黃思樂 小學組女子雙打  季軍

宣道會聯校乒乓球賽

團體 全場冠軍

6A 黃思樂 女子高級組單打  冠軍

6A 黃思樂 親子組雙打      冠軍

6C 梁君睿 女子高級組單打  亞軍

6C 何海澄 女子高級組單打  季軍

4C 黃曦樂 女子初級組單打  冠軍

5A 何海荍 女子初級組單打  殿軍

6B 梁啟賢 男子高級組單打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5B 莊昊霖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季軍

公民田徑會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4C 黃曦樂 女子戊組  跳遠亞軍

飛達田徑會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5B 莊昊霖 男子01年組  跳遠冠軍

5B 莊昊霖 男子01年組  100米亞軍

6B 文得殷 男子00年組  100米冠軍

6B 文得殷 男子00年組  跳遠亞軍

4C 黃曦樂 女子02年組  60米亞軍

4C 黃曦樂 女子02年組  100米季軍

2C 文正豐 男子04年組  立定跳遠季軍

6B 梁卓怡 女子00年組  60米季軍

6B 梁卓怡 女子00年組  100米殿軍

5B 何茜彤 女子01年組  100米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團體第四名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第四名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第四名

5B 莊昊霖 男子乙組 跳遠   冠軍

5B 莊昊霖 男子乙組 100米  冠軍

6A 梁沛瑜 女子甲組 跳高   亞軍

5B 何茜彤 女子乙組 擲壘球 亞軍

5B 何茜彤 女子乙組 100米  季軍

4C 袁曉晴 女子丙組 60米   亞軍

5B 萬可晴 女子乙組 跳高   第四名

5B 陳家樂 男子乙組 擲壘球 第四名

6B 梁卓怡 女子甲組 100米  第四名

6B 文得殷 男子甲組 100米  第四名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5B 陳霆堃 男子兒童F組 100米  冠軍

5B 陳霆堃 男子兒童F組 60米   亞軍

5C 蔡芯兒 女子兒童F組 擲壘球 季軍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小學女子組 冠軍

5C 文  慧  6A 陸匯靈  6B 梁卓怡  6C 林逸晴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小學女子組 亞軍

6A 梁沛瑜  6A 陸匯靈 6B 梁卓怡  6C 林逸晴

神召會康樂中學
康樂盃小學籃球邀請賽男子組殿軍

4B尹富康  5A陳灝榆  5B陳家樂  5B莊昊霖
5B劉  昇  5B黃景渝  5C陳琛陶  5C郭羽謙
6A朱栢賢  6B陳毅然  6C李震南  6C吳朗齊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4B劉美欣  4C梁曉嵐  5A葉卡琳  5B何茜彤
5C蔡顏儀  5C朱晞藍  5C馮穎妍  5C林婉甄
6A梁沛瑜  6B梁卓怡  6C林天悅

6A 梁沛瑜 女子組  神射手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香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拳比賽

1B 嚴栢希  優異獎  4A 余帕熹  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1-2012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6C 葉文迪 男子甲組 50米蛙泳  冠軍

6C 葉文迪 男子甲組 100米蛙泳 亞軍

香港劍擊總會
隊際外展劍擊(花劍)比賽 男子初級組季軍

5C 蘇展博 6A 余溢希

6B 劉佐靈 6C 陳顯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1-2012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5C 蘇展博 男子乙組  季軍

6B 邱靖桐 女子甲組  季軍

康樂盃小學籃球邀請賽男子組殿軍乒乓球隊

跳繩隊

隊際外展劍擊
(花劍)比賽

6C葉文迪
校際游泳比賽
50米蛙泳冠軍

恆生學界盃乒乓球賽
女子雙打季軍

飛達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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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國界‧探索世界」校本綜合藝術課程圓滿結束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跨越國界‧探索世界」校本綜合藝術課程於本學年已圓滿結束。從「中國藝術」，走到
「亞洲藝術」，再到「世界藝術」。高小學生以不同的主題探究世界，透過多元化學習
活動及主題式課程，深入淺出地體驗世界藝術。

本校在過去三年已就不同的主題邀請了專業藝術家到校作教師培訓、參與共同備
課、與教師進行協作教學，讓學生得到專業指導。此外，計劃裏提供學生欣賞各種藝術
文化活動的機會，學生可外出觀賞藝術表演或活動，藉以豐富藝術學習經驗。

藝術學習的成果展示都會在每個學年終結時以「藝術周」的形式進行。當中有綜藝
表演、各類型藝術工作坊、大型綜合藝術活動等，供全校師生、家長、區內幼稚園學生
及結龍中學師生共同參與，讓他們見證本校學生藝術學習成果。

謝佩盈老師

謝嘉穎老師

「兒童脊科基金」是由一群熱
心的脊骨神經科醫生組成，致力推
廣兒童脊骨保健。本學年，本校
參與其舉辦的「全港挺直—護脊
行動」，活動包括﹕護脊導師培訓
班、兒童健脊關注日、全港挺直日
籌款活動及「讓孩子挺直」心意卡
設計比賽等。透過這些活動，把護
脊信息傳遞給學生及家長，並讓學
生從小建立脊骨護理的文化。

「全港挺直—

護脊行動」

謝嘉穎老師

「兒童脊科基金」是由一群熱

5脊醫替學生作脊骨檢查

參加護脊填色活動

進行課間操

早會齊做護脊操

木結他演奏

粵劇化妝
中國音樂

菲律賓竹舞

口風琴演奏

具亞洲特色的服飾

土風舞

第一年主題
—中國藝

術

第三年主題—歐美藝術

第二年主題—亞洲藝術

中國舞蹈

他們都是脊骨健康的學生

家長學習護脊操

* 本學年藝術周於校訊出版時尚未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