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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嘗試，飛躍向前。
The harder we try, the more we accomplish ! 

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英

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

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嘉

許 狀（ 德 育

及公民教育）

2010-
2011

2009-
2010

關愛校園獎勵計

劃「卓越關愛校

園」之「最樂於

分享」主題大獎

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英

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

2005

生命教育

傑出教案獎

2003-
2004

2009-
2010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嘉許狀（德育及公民

教育）

我們對學生的關愛得到外間的認同

再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 生命教育，由我們做起。

首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 英國
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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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佛化教育，以人為本」是香海正覺蓮社一貫的辦學

精神。

★ 實踐佛化教育，有教無類，德、智、體、群、美、
靈六育並重，慈悲關愛，推動優質教育。

★ 以「覺正行儀」為校訓，辦學使命是要培養正知
正見，要求學生勵志學行。本著佛陀教化精神，

在協助學生建構學科知識和開拓世界視野外，更

讓學生認識佛理，建立正確人生觀，具備良好品

德操守，俾能日後貢獻社會、造福人群，以達佛

化教育目標。

★ 引導學生認識、了解及實踐佛陀的教誨。
★ 培養學生高尚的品格、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進
取的精神。

★ 發展學生學習策略，加強「兩文三語」及數學的
根基。

★ 發展學生各種共通能力，奠定學生終身學習的
基礎。

★ 發展學生體藝才能，讓學生得以全面發展。
★ 培養學生關心社區，服務社群及愛國愛港的
精神。

★ 鍛煉學生強健的體魄，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 發展教師專業，提高教學水平。
★ 推動家長教育，促進家校合作，讓學生有效愉快
地學習和成長。

辦學宗旨

學校教育目標

學校使命

教職員資料

學生人數

校長和教師學歷

教師與班級比例

開班情況

  積極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知識、
社交、身心和態度等方面得到均衡發展，使他們有更

多機會發展個人的潛能和接受均衡的教育；致力提供

多元化的課程，讓學生置身於兼顧學術、體育、藝

術、健康和安全的環境中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本校共有教職員 78人：包括校長、兩位副校長、
九位主任、一位學校圖書館主任、十六位助理學位教

師、二十八位教師、兩位外籍英語教師、四位資源教

師、兩位駐校社工、一位活動助理、一位文書主任、

一位助理文書主任、兩位文書助理、一位學校行政助

理、一位資訊科技技術支援人員、一位電子教學助

教、四位教師助理和一名校園電視台助理。

本校一至六年級合共開設三十一班。

本年度共錄取 1003學生，分別為男生 538人及女生 465人。

A. 校長和教師合共 59人，學歷如下：
 98％持有認可教育文憑
 98％持有大學學位
 25%持有碩士學位
B. 現已編入學位職系的共 28人：
 包括校長、兩位副校長、6位主任、
 18位教師及一位外籍教師。
 C. 教學經驗
 本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圖示如下︰

全日：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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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話劇組榮獲香
港學校戲劇節 2017-

2018「評判推介演出
獎」、「傑出舞台效

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及「傑

出導演獎」，更獲邀
於元朗劇院公演。

傑出演員獎包括：

4A單偉焌  4B 謝栢
謙  5D 黎恩偉  6A

陳梓軒  6A 劉錦鵬 

6A 羅浩賢  6C 黃胤
仁  6D 陳天穎

6C林子浩、6D黃元藝獲選為第九屆香港小特首
( 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 )

6C 黃安欣榮獲
2017-2018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女子重劍個人賽季軍及「香港小學劍擊邀請賽」
女子重劍亞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主辦
第十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榮獲團體冠軍
個人獎冠軍 6C 林子浩
個人獎亞軍 6C 陳倬綺
個人獎第五名 6D 孔令珊

“ Story to Stage ” Puppetry Compet
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2017-2018:  Second Prize（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主辦）

本校六年級同學在 TOEFL Junior 國際認可英語考試中成績斐然。
5位同學考獲最高級五級獎，已達到美國或英國教育系統的 GRADE 9 程度、
6位同學考獲四級獎 (GRADE 8 程度 )、
18 位同學考獲三級獎 (GRADE 7 程度 )。

成就孩子Let me try Let me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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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香港教育大學邀請，於「小學價值觀教育計劃：

透過學習歷程檔案及圓圈時間促進教與學」計劃

分享會（優質教育基金贊助）中，以「圓圈時間：

教學與實踐」為主題，向全港中小學老師分享圓

圈時間的操作方法及其在課堂上的應用和果效。

★ 獲保良局莊啟程小學邀請進行教師講座，講題為

「價值教育課堂技巧實戰篇」，分享教授德公課

的課堂技巧及校本訓輔和班級經營的活動。

★ 接待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分校）英文科老師，分

享本校英文閱讀課程及計劃的經驗。

★ 獲教育局體育組邀請，安排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

到校觀課及評課  滑步 ( 配合韻律 )，推動小學體育

教師的經驗交流。

專業承擔

★ 常識科獲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邀請，於「以行

求知 ‧ 深化學習」經驗分享會作分享，講題為「簡

單機械與自主學習」，介紹以翻轉教室的自學模式發

展「簡單機械」單元。

★ 獲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及香港教師中心邀請，於

「學校圖書館成功案例分享論壇 2018」就「主題式

閱讀活動」和「台灣閱讀文化交流之旅」分別作講座

分享和攤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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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室

Wisdomland  閱讀天地

電腦室

自學坊

圖書館

  我校地方寬敞，總面積達 7000 平方米，建有教學主
樓及多功能大樓，設備完善。毗鄰綠草如茵的粉嶺高爾夫

球場，環境清幽，為莘莘學子提供理想的學習園地。

設施完備
＊ 教學大樓：設有三十一間空調標準課室；電腦、實物

投影機及影音設備一應俱全。各樓層更設有多功能學

習室：英語樂園、智趣數學園、校園電視台、中國文

化軒、三學坊及綠悠天地，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 多功能大樓：設有多用途活動中心、近二千呎的中央

圖書館、兩間電腦室、視覺藝術室、音樂室、電子琴

室及禮堂，配合全方位學習活動。本校更有綠色廚房，

午膳為「現場分飯」模式，推動環保。

＊ 戶外設施：建有露天劇場、小型足球場、陰雨操場、

三個籃球場、標準賽道、溫室及小型耕種園地。

校園電視台

園 地
育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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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場

地下午膳區
視覺藝術室

電子琴室

公民互動站

英語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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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西方文化，有助孩子更立體地習得英語。

英語遍慧園
  為孩子創設多元化學習平台，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
體驗成功和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English Language Camp
學生於模擬的情境中運用英語進行活動

Language is Culture
帶領學生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於

課室以外有更多學習英語的經歷。

學生近透過布偶劇，增進運用英語的信心。

Puppetry Team
學生運用課堂所學，以

英語設計故事劇本，自

己親手製作場景和布

偶，並作公開表演。

齊說英語多樂趣  孩子沉浸在英語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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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大使協助推動閱讀

小二學生於英語課學習與天氣有關的主題。 小三學生運用英文圖書學習

音樂劇讓孩子更愛學習英文 

Co-teaching 協作教學

Let’s Read for Fun

English Drama Team

老師設計多元化課堂活動，並進行協作教

學，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學生探訪幼稚園，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幼小的孩

子也能感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透過英語話劇訓練，讓學生樂於以

英語表達，加強他們運用英語的自

信心。

孩子透過運用英語拓展學習經歷－以3D筆進行創作

STEM in English Learning
在英文課程中引入 STEM，提升學習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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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德育課均由培育組教師及學校社工共同編訂，按照社會現況及本校學生的成長需要，從「個人」、「家

庭」、「社群」、「國家」、「世界」五個範疇擬定不同的課題或生活事件，並積極構建平台，讓學生透過觀察、討論、

反思及實踐等方式，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正慧精神）。

學生獲頒發「三好學生表揚計劃」的嘉許狀 自利利他，從服務別人開始。

德
好品

    學校積極培養學生「尊重、關愛、責任、堅毅、誠信、感恩」六種正面價值觀，透過德育課及多元化活動如早會、

義工服務、領袖培訓等，讓學生了解價值觀在待人處事方面的重要性，期望他們在小學生活中能成為具備「正慧精神」

的三好學生。

正慧精神

德育課程

正慧「三好」幼苗

課程：感恩
年級 課題（舉隅） 學習目標

一年級 做個感恩快樂人 明白時常感恩的人會感到快樂

二年級 學校的奇怪事件 感謝校園裏為我們默默付出的工友叔叔嬸嬸

三年級 感謝老師 學會尊敬和感謝老師

四年級 GOAL TO SCHOOL
了解貧窮國家兒童的生活情況，
明白有學習的機會並不是必然的。

五年級 無名英雄
生活上有很多人為我們無私奉獻，

我們要感恩惜褔。

六年級 感激我遇見 懂得感恩生命中曾為我們付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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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關係的發展對學生尤其重要，學校不時組織不同的趣

味活動，如生日會、遊戲日等，讓師生能夠享受愉快的校園生

活，同時促進學生的群性發展。

    21 世紀的學生需具備國際視野，成為懂得為他人設想的世界

公民。學校除了重視學生的個人成長外，亦安排不同的機會，如

舉辦「愛心行動-世界篇」舊衣回收活動、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廣

州、東莞環境保護及農業科技探索之旅」等，讓學生了解世界各

地的情況及發展，擴闊視野，關心世界。

    本校設立不同服務團隊，例如風紀、學長、愛心大

使、禮儀大使、關愛大使等，透過領袖訓練日、學生會

議、義工服務……讓學生實踐所學，培養領袖素質。

在班級經營課時段為同學
舉辦生日會

「愛心行動－世界篇」回收活動，將收集得來的舊衣物捐贈到東南亞國家。

領袖生協助宣揚禮儀校園文化

溫馨的班牆佈置，營造愉
快的校園氛圍。

廣州、東莞環境保護及農業科技探索之旅－體驗環保
種植的樂趣

校園氛圍

放眼世界 

服務團隊

班級經營遊戲日，老師同學上下一心，為自己班出一分力。

科技拉近兩代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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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合未來需要，回應最新的教育趨勢，各科持續更新課程，同時讓學生學會

學習，掌握多元的學習策略，推動有效學習。

策略 目的及執行方法

中文識字策略 於一年級推行校本識字課程，引入自編教材，讓學生有系統地掌握大量識字的策略。

閱讀圖書策略 於中文科及英文科推行圖書教學，選取合適的圖書，配合單元教學，全面發展學生的閱讀策略。

學習英文字彙策略 於一、二年級推行 Literacy Programme，透過大量閱讀英文圖書，增加識字量。

英語拼音策略
為了讓學生能掌握拼讀生字的技巧，協助他們閱讀英語圖書，於一至三年級推行校本英語拼音課程，

並增設一年級拼音增潤課。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四至六年級設外籍教師英語課，五、六年級進行分組閱讀計劃，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效發展閱讀策略。

數學解難策略
協助學生建構清晰的數學概念及提升解難能力，設計有趣的學習活動，並加入解難元素，同時加強課

後延伸活動，以鞏固學習成效。

研習技巧

於一至四年級推行不同主題的跨學科學習活動，五、六年級更以小組協作形式製作 STEM 專題研習報
告，讓學生掌握基本的研習技巧及進一步培養溝通、協作、解難、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和運用資訊

科技等不同的共通能力。

探究能力
於常識科課堂讓學生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如溫氏圖、天平圖等，逐步建構高階思維能力。設計富探

究元素的課堂活動，如小實驗、測試活動及科學小設計等，培養學生探究事物的精神。

運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進一步加強以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及音樂科分別於不同年級推行運用

資訊科技輔助學習的計劃，促進互動學習，加強掌握課程的內容，提高學習的成效。 

創造力、溝通、表達、

協作和解難等共通能力

－ 加強課堂互動元素 ( 如小組討論、匯報及角色扮演 )，並培訓學生成為籌組活動的小領袖、小司儀及
小導遊，提升溝通、表達及協作能力。

－ 逐步推廣 STEM 教育，讓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基本技能和質素。通過相關的學習活動，如五年級
常識課的環保動力船、六年級電腦課程加入 coding( 編程 )、六年級體藝春蕾課的 3D 立體打印等，
協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同時加強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培養創意，以及協作

和解決問題能力。

得
好學

於課堂內外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釋放學生學習能量，提升他們協作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促進自主學習。

學生在課堂主動
投入，表現自信

的一面。

    因應學生的特性，

於課堂教學加強支援學

生學習，培養正面的學

習態度，讓學生能有自

信及主動地投入學習。

觀看《三國》短劇，學
生更

立體認識三國的歷史背景
。

五年級學生到山頂實地觀察和欣賞景
色，為寫作遊記做好準備。

學生設計對白，投入地演繹英文圖書中的角色。

優化家課質量及善用評估卷，有效回饋學與教。

掌握多元的學習策略
·按學生在不同階段的特性，調適家課及評估卷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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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資優教育
 進一步協助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學生，讓每位學生都能發

揮所長。透過有系統的拔尖計劃，辨識學生於學習或活

動中的天賦才能，甄選資賦優異的學生參加合適的活動

和訓練，讓學生有更多發展潛能的機會；又安排四至六

年級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成績卓越的學生參加精研班，

提升學習效能。

‧ 加強幼小銜接
 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照顧，除推行雙班主任制外，透過小一識別測試，按學生的能力，安排入讀以普

通話或廣東話教授中文的班別，令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 培養閱讀的興趣
 主題閱讀活動
 配合全年性的閱讀主題  「我帶你去看世界」，邀請作家到校演講，舉行閱讀主題講座及各類主題活動，透過閱
讀主題圖書及多元化的延伸活動，培養學生閱讀中、英文圖書的興趣，並藉着閱讀更了解自己，認識世界，拓闊視

野，提升個人素養。

 書展
 除協辦家長日書展外，每年舉辦超級書展，提供平台，讓學生自由選購圖書，享受閱讀的樂趣。

 
‧ 提升校園閱讀風氣
 好書分享時段
 邀請老師、外籍教師及學生於早會透過校園電視台分享不同類型的圖書，一同推廣校園閱讀風氣及文化，全方位營

造濃厚的閱讀氛圍，更設中、英文閱讀週，鼓勵學生日日書隨身，養成隨時閱讀的良好習慣。

 「正慧故事小擂台」講故事比賽
 為了吸引學生閱讀好書，舉辦「正慧故事小擂台」比賽，學生自選故事，製作道具，演繹中英文故事。

‧ 豐富閱讀的經歷 
 「台灣閱讀文化之旅」
 舉辦「台灣閱讀文化之旅 2017  我的台北 STREAM」，帶領學生走進台灣閱讀文化中，讓他們親身體驗多元化
的學習經歷，感受和欣賞台灣人關懷友愛的待人態度，一起探索和思考世界萬物，拓寬個人的學習領域和視野。

 「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
 推行校本「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透過完成每月的專題閱讀及填寫閱讀紀錄冊，讓學生能多閱讀、樂分享及從閱

讀中自學，拓寬閱讀的經歷。

 校本圖書課
 為了幫助學生在不同學習領域中建構知識，持續發展他們的閱讀能力和資訊素養，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每

級均設有圖書課，配合學科的主題，推動跨課程閱讀。

推動閱讀風氣及文化

照顧學習多樣性

台灣著名專職童書作者林世仁先生到校進行講座及簽書活動，因書結緣，
孩子享受講座之餘，文化素養得以提升。

閱讀主題講座──由單車旅行家達達哥哥主講，講
題為「去一趟特別的旅行」，分享遊遍三十三個國
家的經歷外，更推介一系列的主題圖書。 

學生獲邀於香港書展，透過話
劇表演，展示閱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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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扛得起重擔，何況這小小的醒獅頭！

到訪台灣，拓寬個人的閱讀世界和視野。

心
好身

Love and care is vital for a child’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為了使學生的身心有良好和健康的

發展，致力開展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提

供不同的機會，以拓闊學生的學習經歷

及啟發學生的潛能為目標。學生每天均

可穿著運動服，參加每日多姿多采的體

藝活動，令身心健康成長。

1. 全方位學習
  安排教育性參觀、戶外學習日、環保學習日、主
題日營、輔導宿營、各類教育講座及環保活動等，把
學習園地拓闊至課室以外。

2. 體藝才能
  一至六年級進行體藝春蕾計劃，讓每個學生都能
多嘗試、多參與、多發展。

3. 才藝教育、專科培訓及校隊訓練
  學生接受多元化的才藝教育、專科培訓及校隊訓
練，以進一步發展學生的潛能。

4. 制服及服務團隊
  四至六年級學生均可參加多個團隊活動，以培養
學生自律守禮及服務他人的精神。

帶著「正慧精神」，四處學習和探究。 承傳中華文化，由我
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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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到大埔林村認識本地非
物質文化遺產

每位孩子在舞台也可獨當一面，展現不同的個性
。 到動植物公園進行全方位學習

小女童軍的團隊生活樂滿 FUN 給與機會，讓孩子增
添自信。

搭建平台，讓學生服務區內長者，實踐「眾善奉行」的精神。 15



夥伴攜手 孕育英 才

「中華文化日」籌款活動

春季親子同樂日活動—種植樂

家長義工同心付出為正慧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加強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溝通及聯繫，提升家長支援子女學習與成長的果效。

家長教師會的義工團隊積極協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如參與製作教具及進行家長講故事活動等，發揮家

校合作的精神，落實優質教育。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
 協助學校舉行各項學習活動，讓學生擁有更多元化的學
習機會。

	透過「午間茶聚」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組織「妍慧社家長興趣班」，讓家長發展個人所長。

	組織家長講座及工作坊，推動家長教育，支援子女學習

與成長。

	組織「舊校服義賣」及「頸巾義賣」慈善活動，協助有

需要的人。

	組織籌款活動，義賣家長義工製作的小飾物、甜點小

食、捐贈的物品、親手寫的書法作品等，把籌得的款項

資助本校教育發展，為孩子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家長日
	老師與家長透過面談，了解學生學習與成長的情

況。

家長聯絡人
	家長聯絡人是家長與學校其中一道溝通橋樑，代表班中

的家長向學校及家教會反映意見。

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代表全校家長參與法團校董會會議，出席各項

重要活動及典禮。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定期舉行會議，組織家長教育活動及興趣班，加強家長

與學校的溝通和合作。

家教會春季親子同樂日
	家長、老師與學生一起參與同樂日活動，增進彼此間的

感情。

家長工作坊—學習心肺復甦法

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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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專業提升英文寫作教學

校友陪同小一新生適應校園生活

校友老師樂相聚

校友會

凝聚專業能量

專業導師示範如何透過鹽水來發電

  校友會凝聚校友力量，與
學校共同推動優質教育，於學

校的特別活動中，校友均會回

校擔任義務愛心工作。本年度

校友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例如

「小一新生體驗日」及「中華

文化日」，以行動把正慧精神

傳承下去。此外，校友會本年

度亦舉辦了「盆菜宴」及「燒

烤晚會」，以維繫校友與教師

間的情誼。

  為了讓學校營造學習文化，學校積極引進教育局、大學院校及各專業機構的支援，透過恆常及有系統的專業交流、
協作等活動，以拓寬教師的視野及專業對話平台，提升教學效能，強化專業領導，以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參與的專業支援計劃包括：

1.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英國語文）
2.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領導社群）
3.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組「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試驗計劃 2015-2018」
4.教育局（NET Section）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5.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及田家炳基金會合辦「傳承『動』起來： 香港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計劃」
6.商務印書館教育學院 STEM「科學實驗教室」
7.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悅讀新視野」計劃
8.教育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9.康樂及文化事務署「SportFIT獎勵計劃」及「SportACT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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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HKSAR 20th Anniversary 

DanceSport Cup
10-11 Single Latin 1 -  dance - 

Cha ChaCha (Group D) 1st Place 6D陳子盈

2017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中小組古箏冠軍 4D蘇子殷
「快樂的我」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冠軍 6D李 霈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7全國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二等獎

3E劉琪琛
3E陳曉強

第二屆「鯊魚杯」
全國兒童 STEM科學創新挑戰賽 一等獎 3D張涵釗

萬石盃全港 mBot
機械模型車比賽

個人賽橫掃千軍金獎 4D劉宗澤
個人賽獨闖龍潭金獎 4D劉宗澤
個人賽獨闖龍潭金獎 4D李 鑫
個人賽橫掃科軍金獎 4D李 鑫
個人賽橫掃科軍金獎 6C林子浩

第二十九屆牛頓數學精英
挑戰盃

小學四年級亞軍 5C鄧匡正

同心樂凝盈香港回歸 20週年
兒童問答比賽

初小組亞軍 2D何穎貞
高小組亞軍 5C侯名峻
初小組季軍 3B簡清源

2017香港學界龍獅武術比賽 男子高幼組 初級五步拳金獎 1D趙銘浩

2017年深港澳擊劍冠軍賽 女子重劍個人兒童甲組
第一名

6C黃安欣

2017「活現真我」繪畫比賽 兒童組一等獎 1B辛 穎
第八屆香港國際鋼琴公開賽 一等獎 2E周承希

全方位體育會水運會 2017

8歲或以下
男子組 50m蛙泳冠軍 3B黃子軒

8歲或以下
男子組 25m背泳冠軍 2D吳奕晞

8歲或以下
男子組 25m蝶泳冠軍 2D吳奕晞

8歲或以下
男子組 50m自由式冠軍 2D吳奕晞

9-10歲
男子組 100m個人四式冠軍 4D吳奕

9-10歲
男子組 50m蛙泳亞軍 4D吳奕

9-10歲
男子組 50m蝶泳亞軍 4D吳奕

7歲或以下
女子繽紛組 25m自由泳冠軍 2D趙樂儀

7歲或以下女子繽紛組 25m
浮板划手冠軍

2D趙樂儀

男子組 8-9歲組別
25米蛙泳冠軍 3E李威杰

男子組 8-9歲組別
25米自由泳冠軍 3E李威杰

男子組 8-9歲組別
25米浮板踢腳冠軍 3E李威杰

8至 9歲女子繽紛組
25m浮板划手季軍 3E呂羿穎

男子組 8-9歲組別
25米浮板划手冠軍 3D林嘉添

男子組 8-9歲組別
25米浮板踢腳冠軍 3D林嘉添

男子組 8-9歲組別
25米自由泳亞軍 3D林嘉添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17 8歲或以下
男子組個人花式比賽冠軍

3D張嘉朗

「我的最愛」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小童組金獎 3A林意莛

2017「夢想未來」
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少年組銀獎 3C黃立言

北區第三十二屆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J組
50米背泳冠軍 2D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 J組
50米蝶泳冠軍 2D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米胸泳冠軍 3B黃子軒

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3-P4 自選誦材冠軍 4C黎敏程

聖公會榮真小學迎 30校慶陸
運會友校 4X100米接力賽

男女子混合 4X100米
接力冠軍

6F黃卓君  
6F朱 軍
4D郭沁怡 
4E莊梓燁

2017-2018年度 上學期 學生表現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團體冠軍
個人總成績第一名 6C林子浩
個人總成績第二名 6C陳倬綺
個人總成績第五名 6D孔令珊

中文科
10金獎 8銀獎 4銅獎

英文科
21金獎 3銀獎 1銅獎

數學科
13金獎 8銀獎 4銅獎

TOEFL Junior
 國際認可英語考試

Level 5

6C林子浩 
6C鄺姿穎
6C張樂添 
6D周冠霖  
6F鄺彥丰

Level 4

6C陳倬綺 
6C侯凱晴
6C林煜軒 
6C彭菁嵐  
6D孔令珊 
6D廖欣蕾

Level 3

6C區懿其 
6C崔梓煒  
6C郭昊鈞 
6C黃安欣   
6C姜雨和 
6C老諾恩
6C吳君君 
6C趙家儀  
6D陳樂軒 
6D陳天穎
6D陳梓翔 
6D陳子康
6D鄭淳禧 
6D黃元藝  
6D文倩瑩 
6D吳量濤
6D曾靜兒 
6F劉子晴

多元智能盃

心算比賽中級組金獎 5C李思瑤
心算比賽中級組金獎 1B 李澤鋆
心算比賽初級組銀獎 3D林卓蘊
數學比賽小一組二等獎 2E李承軒
數學比賽小三組三等獎 4D李樂熙
數學比賽小三組三等獎 4D劉宗澤
數學比賽小二組三等獎 3E劉琪琛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說故事（粵語／女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季軍

2C張恩慈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小學二年級亞軍

2D簡啟恒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粵語）
小學一至三年級季軍

3C巫明倩

詩詞獨誦（普通話 /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季軍

3E吳天欣

詩詞獨誦（普通話 /男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亞軍

3E陳韋燁

詩詞獨誦（粵語 / 女子組）
小學四年級亞軍

4A陳蔚蕎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粵語）
小學四至六年級季軍

5C李思瑤

詩詞獨誦（粵語 / 男子組）
小學五年級季軍

5D黎恩偉

詩詞獨誦（粵語 / 女子組）
小學六年級季軍

6C侯凱晴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6, Girls季軍 6D林靖蕎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兒童鋼琴組 傑出金獎 5C賴子銘

2017第九屆粵港澳國際標準舞
公開賽

女單新人單項恰恰一等獎 4D蘇子殷
女單新人單項倫巴一等獎 4D蘇子殷
業餘 12歲女單新人
B組拉丁舞 一等獎 6D楊子懿

18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1CAA 國際少兒書畫大賽 金獎 4D劉宗澤

聯合體育舞蹈公開賽
10-11歲單人組拉丁舞單項   

冠軍
6D陳子盈

文化藝術在北區
2017北區書法比賽 小學組冠軍 6D陳姵瑩

2016亞洲青少年聲樂器樂舞蹈
大賽（廣東）

金獎 2E陳昱升

2017-2018北區小學校際田徑
比賽

女子乙組 200米  第一名 4D郭沁怡
男子乙組擲壘球  第三名 5B 蔡夏曆
男子甲組 400米  第二名 6D黃元藝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
英文中學 25周年校慶陸運會

友校 4X100米接力賽
（男子組）男子組冠軍

4E莊梓燁 
6F朱 軍 
6F龐文齊 
6D黃元藝         

2017-18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亞軍

4D沈致軒 
6C郭昊鈞   
6C柳 續
6C姜雨和  
6F梁榮熹

全國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7 小四組銅獎 5C鄧匡正

2017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美術特等獎 4D林子晴

美術貳等獎
4E譚佩珊
5A張沛謙

國際青少年數學競賽
（中國區）選拔賽

二年級銀獎 3E陳曉強

2017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中小組鋼琴季軍 4E徐 熒
中小組個人舞季軍 4E徐 熒

2017旭日盃全港朗誦及
講故事比賽

P1-2普通話朗誦亞軍 1C賴靜瑩

香港第十三屆校際盃珠心算
比賽

初級組季軍 1C秦毓駿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

三年級組銀獎 4E郭家欣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初賽

三年級組銀獎 4E郭家欣

香港舞林盛會暨香港挑戰盃
舞蹈比賽 2017 芭蕾舞獨舞銀獎 6C彭菁嵐

超新星大賞 2017 芭蕾舞獨舞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6C彭菁嵐

第三十九屆日本中國國際
書畫大賽

銅獎 6B 樊翠瀅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第七十屆校際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中級組）

亞軍

2017-2018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佛經故事」演說比賽

一等獎
6C郭昊鈞 
6C鄺 左

2018年度香港佛教界大埔區
慶祝佛誕大會之第十三屆小學

佛教常識問答比賽

最佳學校參與獎

高小組冠軍 6C張文鳳
高小組亞軍 6C鄺姿穎
高小組季軍 4E朱芷玥
高小組優異獎 6C甄卓樂
高小組優異獎 5C鄭羽希
高小組優異獎 5C簡浩倫

2018年度香港佛教界大埔區
慶祝佛誕大會之第十三屆佛誕

親子填色比賽

初小組 冠軍 3B簡清源
初小組 優異獎 3E劉宇婷
初小組 優異獎 2E麥詩尉
初小組 優異獎 3C黃立言

2017-2018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劍擊比賽

女子重劍個人賽季軍 6C黃安欣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區際
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季軍

4D郭沁怡

第二十九屆 GAPSK全港普通
話朗誦比賽 (第二十九屆 )

P3-P4 校際邀請賽亞軍 3B韓嘉瑋
P3-P4 校際邀請賽冠軍 3E陳韋燁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六級鋼琴冠軍 6D郭嘉靖

2017-2018年度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 50米自由泳冠軍 4D吳奕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冠軍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全港佛教小學
2017-2018年度聯合運動大會

男子甲組團體 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團體 團體季軍
男子丙組團體 團體殿軍
女子甲組團體 團體冠軍
女子乙組團體 團體冠軍
女子丙組團體 團體季軍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 4X100米接力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團體冠軍

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團體冠軍

男子甲組 60米冠軍 6F朱 軍
男子甲組 400米冠軍 6D黃元藝
男子乙組 60米冠軍 5D戴子樂
男子丙組擲壘球冠軍 3E劉琪琛
女子甲組 60米季軍 6A胡綺晴
女子甲組 200米亞軍 6F黃卓君
女子甲組 200米季軍 6C黃安欣
女子甲組 400米季軍 6D楊子懿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6C黃安欣
女子乙組 100米亞軍 5D高可澄
女子乙組 200米冠軍

4D郭沁怡
女子乙組跳遠冠軍

女子丙組 100米季軍 4E張雯涵
女子丙組跳遠亞軍 4E郭家欣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8

良好獎
1C李賢宇 
6A蕭承昊

優異星

2E周子銣 
3E陳韋燁
3B韓嘉瑋
3E吳天欣
3E呂羿穎
5C耿雨馨
5C龔文慧

優異獎
1C江芷恩
2B黃瀅瀅
6D陳姵瑩

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 07年組 100米第三名
4D郭沁怡

女子 07年組 200米第三名
男子 06年組擲疊球第三名

6F朱 軍
男子 06年組 60米第三名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誕徵文比賽
季軍 6C 老諾恩

優異獎
6C 陳倬綺 
6C 吳君君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4A單偉焌 
4B 謝栢謙
5D黎恩偉 
6A陳梓軒

第九屆香港小特首計劃 香港小特首
6C 林子浩 
6D 黃元藝

第 54屆學校舞蹈節
高年舞蹈組

甲級獎 4C李慧蓮

第 54屆學校舞蹈節
初級舞蹈組

甲級獎 4C李慧蓮

2017-2018年度全港
佛教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冠軍

個人冠軍 6C林子浩
個人季軍 6D孔令珊

第十二屆滬粵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邀請賽總決賽

六年級組二等獎 6C陳倬綺

2017-2018年度孔教學院大成
何郭佩珍中學

IPad遊踪挑戰賽
團體冠軍

5D戴子樂 
5D劉芷曈
5D劉雨霏 
5D梁德亨
5D辛穎珊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on for Primary 

School 2017-2018
 Second Prize

4D劉宗澤 
5C曾泳霖
5C黃彥彬 
5D鄭曉悠
5D馮凱琳

全港佛教小學歌唱比賽 2018 團體季軍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三屆小學生
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英文組特級優異 6D陳慧宜

2017-2018年度北區閱讀節 閱讀之星 6D彭菁嵐

2017-2018年度 
下學期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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