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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英國語文
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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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傑出教案獎

10-11年度榮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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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於09-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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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猛精進，成就無限。

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嘉許狀
（德育及公民教育）

Dream it. Believe it. Achieve it.

2010-2011 2003-20042009-2010 2009-2010 2005

梁校長為我校首奪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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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本年度共錄取953學生，分別為男生520人及女生433人。

教師與班級比例
全日：1.5：1

校長和教師學歷
Ａ. 校長和教師合共60人，學歷如下：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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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人：
 包括校長、兩位副校長、6位主任、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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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簡介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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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育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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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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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情況
本校一至六年級合共開設三十班。

教職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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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位助理學位教
師、二十七位教師、兩位外籍英語教師、兩位資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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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電子教學支援
人員、五位教師助理和一名校園電視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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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me fly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2019
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聯校音樂大賽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金獎

《慈文共賞》中英文徵文比賽
冠軍  4D 古力琪 
優異獎
5D陳宥亦 5D鄧曉桐 6C曾泳霖
6C張羲宜 6D高可澄 6D文子曦

2018-2019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初小組亞軍及多元智能團隊獎

3A唐向晴
2018至2019年度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傑出運動員
男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男子乙組 50米蝶泳 冠軍 
5C吳奕晗

童心共繪大灣區深港澳兒童
友好地鐵紀念卡設計比賽

香港區 第一名
5C林子晴

Let me try 成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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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獲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教 育 研 究 所 優 質 學 校 改 進 計 劃 邀 請 ， 於
「中華文化×全方位學習成果及總結成果分享會」中分享如何
以「眾善奉行」的校本價值觀為主軸，配合服務學習的理念，
再因應學生不同發展階段的特性，設計一整年的全方位學習。

 ★ 安排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文組「觀課與評課研究計
劃」的學校發展主任、李孝聰博士、參與計劃的聖
安多尼學校及秀明小學中文科老師到本校參與中文
科教學視窗，透過專家觀課及評課，提升課堂的學
與教效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 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於「小學中國語文：透過觀
課評課促進學與教」研討會中，分享校本觀課及評課經
驗，加強小學中國語文科老師對觀課及評課的認識，以
促進中國語文科的學與教。

 ★ 獲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邀請，安排該校學生參
與本校德育課的觀課，並進行課後討論。

 ★ 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於「經驗分享系列：設計具校
本特色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下）」中分享，講題為「弘揚
文化 覺正行儀」，分享如何設計培育溝通協作能力和提升
學習動機的學習活動，以及如何透過行政安排和資源調配
推動連結社會的全方位學習。

 ★ 獲教育局北區學校發展組邀請，於北區小學輔導分享
講座中與小學教師及社工分享，主題為「家校同行：
營造三贏的局面」，分享學校如何透過家校合作措
施，一方面增進家校溝通和家長的參與，另一方面又
可以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專業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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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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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學生活動中心、多用途場地 (陳鴻琛堂)、
近二千呎的中央圖書館、文化廊、彩虹廊、Wisdo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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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英語樂園

校園電視台

Wisdomland

育苗
園 地

音樂室

電腦室

簡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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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室

彩虹廊

籃球場

禮堂

一樓陳鴻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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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round Wisdom
Reading is Fun!
Reading is essential to learning a language. To stimulate interest in reading, different school-based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are arranged for our students.

Literacy Programme
This programme is designed for P.1 and P.2 students to foster thei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hrough a sustainable literacy programme with a focus on shared and guided Reading.

Our NET teacher, Miss Sandie, is having a shared 
reading lesson with her students.

Intensive support is given to students 
through small group teaching.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A school-based reading programme has been developed in P.3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learner growth. Guided reading activities continue 
to be conducted in the school-based NET lessons in P.5 and P.6. 

Students use iPads for book sharing.

Students learn how to 
“make rain” in their lessons.

Promoting Reading Culture
To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various book series are promoted in 
the school library. Students can borrow these books and enjoy some related 
activities.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promoting the book series “Elephant & Piggie”. Students can borrow the Mr. Men & 
Little Miss book series from the library.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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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
To enr ich  the Eng l ish  language learn ing 
environment, various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for 
our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year. 

English Language Camp
Students are immersed in an authentic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rough various fun-filled 
activities. 

Students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different simulation rooms. 

Radio Play
The “Twelfth Night” radio play was performed by artists 
from “Shakespeare4All” for our P.5 and P.6 students.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performance

English Drama
Our English Drama Team members were ful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drama “The Wishing Tree”. 
They enjoyed their performance very much. 

Performance of “The Wishing Tree”

Puppetry      
Our Puppetry Team has a weekly practice,students can 
speak English freely.

High Frequency Words 
Reading Competition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 P.1 and P.2 schoolmates 
to learn words during re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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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德 好 正慧「三好」幼苗

  本校的德育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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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國家」、「世界」
五個範疇擬定不同的課題，並積極建構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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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堅毅
課題(舉隅) 學習目標

一年級 樂觀每一天 培育樂觀積極的人生觀
二年級 失敗乃成功之母 學習面對失敗，培養努力嘗試的精神。
三年級 快樂在我手 明白樂觀思想的重要，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四年級 中國第五大發明 透過了解袁隆平先生研發雜交水稻的過程，
學習堅毅、精益求精的精神。

五年級 先苦後甜 明白做事應該不怕辛苦，付出時間與努力，才有收穫。
六年級 擁抱挑戰 學習樂觀地面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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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大使協助宣揚關愛的校園文化

探訪長者安老院舍，將關愛之心傳揚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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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早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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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團隊

德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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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正面校園氛圍，提升學生的歸屬感，
培養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

  為弘揚中華文化，增加小學生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
情懷感悟及保育，建立文化歸屬感，以達至個人對社區、國家的身
份認同，本校於三、四年級全面推行由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及田家炳基金會合辦的「傳承『動』起來：香港小學中華文化
課程設計與推廣計劃」，以「服務學習」為重心，進行跨科學習，
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並促進與內
地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了解。
  作為活動的延伸，本校為五年級學生舉辦了「潮州的歷史
文化」交流活動。以本校捐辦人陳鴻琛先生的故鄉
為平台，讓學生透過認識潮州的歷史和文
物古蹟保育，明白潮州的文化特色，探究
潮州的人文精神，瞭解當地的經濟發展
及社會民生，並認識華僑對經濟及
民生的影響，擴闊學生視野，增加
其學習經歷，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
的認同。

  為了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升師生關係、生生互動，本年度特設
「校本獎勵計劃」。以班本為單位，透過不同形式的比賽，讓學生發揮所
長，為自己班爭取佳績。同時，亦提供了平台讓他們實踐「正慧精神」。 

舉行班級經營活動，師生上下一心，凝聚各人的力量。

透過遊戲，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各班努力爭取佳績。

中華文化日catwalk表演 學生於小息及午息時段到遊戲區參與桌上遊戲

在交流活動中，中港兩地學生
展現出相互關愛的精神，
比賽第二，友誼第一。

放眼世界，弘揚中華文化。

參與陶瓷製作時，體現堅毅不放棄的精神。

學生全神貫注地聆聽導遊講
解當地的人文生活及歷史

 各級的跳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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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得 好

  為了讓學生能有自信及主動地學習，我校因應不同學習階段的
特性，於課堂教學加強支援學生學習。

優化單元設計
    於 中 文 、 英 文 、 數 學
及 常 識 科 優 化 單 元 的 設 計
及 教 學 策 略 ， 並 調 適 課 堂
含 量 ， 以 切 合 不 同 學 習 階
段的學生需要。

一年級的視覺藝術課運用
資訊科技繪畫自畫像，引
發學生的無限創意。

在常識課中仔細觀察污水的
過濾，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數學就在生活中，大家小心翼翼地
以滾輪量度籃球場中圈的長度。

一年級的中文課─從有趣的課堂
活動中識字，打好閱讀的基礎。

於二年級舉行摺紙飛機大賽，學生
有機會探究怎樣令飛機飛得更遠。

優化家課質量及善用評估卷，有效回饋學與教。
按學生在不同階段的特性，調適家課及評估卷的質量，提升評估素養，促進學生學習 。

掌握多元的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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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選取合適的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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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基本語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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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年級增設拼音增潤課。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英文科任與外籍教師於一至三及五、六年級舉行分組閱讀計劃，安排不同能力的學生閱讀適合他們程度
的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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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至三年級推行不同主題的跨學科學習活動，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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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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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對課程內容的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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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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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通過相關的學習活動，如四年級常
識課的環保冷氣機、五年級常識課的環保動力船、五年級體藝春蕾課的3D立體打印及mbot編程、六年級
電腦課程加入coding(編程)等，協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把平日所學融匯於日常生活中，加強綜
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創意、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年級學生自行研製環保冷氣
機後，在展銷會中落力向老師
及同學介紹自己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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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多樣性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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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有更多發掘潛能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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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媽媽運用學會的講故事技巧分享故事，吸引不少小書迷。

感謝故事媽媽在工作坊花盡心思，
為正慧孩子製作講故事的道具。

於主題為「閱讀就是力量」的講座
中，台灣作家王淑芬老師教導大家
如何從閱讀中尋找快樂。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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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閱讀風氣及文化
yy 培養閱讀的興趣
主題閱讀活動
配合本年閱讀的主題——「一起上太空」，舉辦各類主題
活動，透過閱讀主題圖書及多元化的延伸活動，播下閱讀
的種子，每一個學習的瞬間都是我們的感動時刻，讓學生
一起經歷難忘的學習和閱讀體驗。

作家講座yyy
邀請作家到校分享，培養學生閱讀圖書的興趣，透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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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會舉辦超級書展，提供平
台，讓學生自由選購圖書，享受閱讀的樂趣。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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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爸媽於早會前及午息講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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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豐富閱讀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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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閱讀交流
與其他中小學的圖書館合作，舉辦跨校閱讀交流活動，透
過多元的閱讀活動，進一步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大家全力以赴，誓要完成「一起
上太空」的閱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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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感恩心製作的「感恩盆菜」

1.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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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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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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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一步發展潛能。

4.y制服及服務團隊
  學生可參加不同的團隊活動，以培養自律守禮及
服務他人的精神。

5.y「傳承『動』起來」中華文化課
程發展計劃

  課程讓學生體驗及領略中國及香港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透過參與「動手做」的活動，學習及傳承中華
文化。課程同時致力培養學生的尊重、責任、關愛、
堅毅、誠信和感恩等正面價值觀，一起從多元化的經
歷中學習和成長，並透過服務學習的平台，展現「眾
善奉行」的佛陀慈悲精神。

只要專注和有恆心，
才會有滿意的成果。

正慧孩子對眾生皆有愛心 五隻雄獅在台上展現堅毅不屈的精神

耆幼同樂

身
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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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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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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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外展示所學的太極，為自己累積寶貴經驗。

以如意結為社區送上祝福和心意

學習成為「港鐵小站長」，服務社區。

到新加坡拓寬學習的視野

三年級學生用心製作的香茅青蘋果茶，個個都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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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攜手  孕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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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老師製作教具，並參
與家長説故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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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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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透過「午間茶聚」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y 組織「妍慧社家長興趣班」，讓家長發展個人所長。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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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組織「舊校服義賣」及「頸巾義賣」慈善活動，協助有需要的

人。
 y 組織籌款活動，把家長義工製作的小飾物、捐贈的物品、親手寫

的書法作品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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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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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家長、老師與學生一起參與同樂日活動，增進師生情及親子情。

香海正覺蓮社社董、本校校監及各校董出席家長教師會在新學年的家長義工簡介會。

校長、家長和師生齊參與親子同樂日活動，

一同分享歡樂。

「中華文化日」花燈義賣活動

家長書法班導師及學員除了協助學校書寫
揮春作義賣外，還舉辦書法展。

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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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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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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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會員大會暨燒烤活動」，以維繫
校友與教師間的情誼。

校友陪同小一新生適應校園生活

師生樂相聚

  為了讓學校營造學習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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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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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從科學實驗瞭解熱漲冷縮的原理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組「觀課與評課研究」
計劃—專業交流，提升學與教。

參與的專業支援計劃包括：
1. 語常會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PE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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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組「觀課
與評課研究」計劃

4. 教育局「在第一學習階段推動學生適
性化學習」(數學科)

5. 教育局(NET Section) 「外籍英語教
師計劃」

6. 香港中文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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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商務印書館教育學院STEM「科學實驗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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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

凝聚專業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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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全方位體育會水運會2018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蝶泳冠軍 3E 吳奕晞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背泳冠軍 3E 吳奕晞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自由泳冠軍 3E 吳奕晞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蛙泳冠軍 3E 吳奕晞
9至10歲男子組 50m自由泳冠軍 5C 吳奕晗
9至10歲男子組 50m個人混合泳
冠軍 5C 吳奕晗

9至10歲男子組 50m蛙泳冠軍 5C 吳奕晗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背泳季軍 4D 林嘉添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蝶泳季軍 1C 林奕旻
8歲或以下男子組25m背泳亞軍 1C 林奕旻
9-10歲男子組50m 蛙泳季軍 4B 黃子軒
9-10歲男子組50m 蝶泳季軍 4E 李威杰

沙田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FE組200米亞軍 4E 劉琪琛
男子青少年FE組跳遠亞軍 4E 劉琪琛
男子青年ME組跳高亞軍 6B 繆嘉俊
女子青少年FE組跳遠亞軍 5E 郭沁怡
女子青少年FE組200米亞軍 5E 郭沁怡
男子青少年ME組400米季軍 6D 林子鈺
男子青少年ME組跳高季軍 6D 林子鈺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E組跳高亞軍 6B 繆嘉俊
女子青少年E組跳遠季軍 5E 郭沁怡

多元智能盃2018 心算比賽初級組銀獎 3B 王甯琛
小二組三等獎 3D 李承軒

第三十九屆全港牛頓數學精英挑戰盃 小五組別亞軍 6C 鄧匡正
全港數學大激鬥2018 銅獎 5D 李樂熙
2018泰國公主盃暨總理盃
數學心算競賽

金獎 4D 林卓蘊
心算比賽第2名 1A 吳岳霖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
邀請賽進階賽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5D 郭家欣

2018年泰國公主盃暨總理盃國際數學
心算競賽

心算競賽個人組第三名 1A 侯寧怡
數學競賽團體組第二名 1A 侯寧怡

2018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 三年級組 三等獎 3C 余炅聲

中華孝道文化問答比賽 傑出表現獎

6B 劉匡悅
6C 張羲宜
6D 劉雨霏
5D 鄧曉桐
5C 黄潔頣
6B 楊寶茵
6D 劉卓諺
6D 李家兆
5C 曾君悅
6C 侯名峻
6D 麥凱晴
6D 李霖林
5D 郭家欣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2018 女子小童組套拳三等獎 3A 黎恩彤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貳等獎 5D 羅宇霏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全港品勢及
花式邀請賽2018 個人品勢男子品勢色帶組別季軍 6D 黎恩偉

全港舞蹈藝術家大賽
沙田區校際盃及
全港公開拉丁舞標準舞大賽

全港藝術家大賽Rumba乙等獎 6D 劉雨霏
公開組單項高級花步Rumba冠軍 6D 劉雨霏
公開組單項高級花步Samba亞軍 6D 劉雨霏
獨舞高級花步Rumba亞軍 6D 劉雨霏
獨舞高級花步Samba季軍 6D 劉雨霏

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節2018決賽 幼兒鋼琴組傑出金獎 1C 曾子旻
兒童流行聲樂組三等獎 6A 方芷淇

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3C 黃星羲

全港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水上足球亞軍 6A 吳羿儒
三項鐵人賽 季軍 6A 吳羿儒

香港舞林盛會暨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CS4R Jazz (Solo/Duo/Trio)
Age 7-9 Bronze 5C 周思呈

第二十一屆通識通通識比賽 小五組別冠軍 6C 鄧匡正
第十七屆全港智趣科學博士盃 小五組別冠軍 6C 鄧匡正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一等獎 5D 郭俊浩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8 中童組西畫銀獎 5D 李 鑫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一等獎 5D 李 鑫
HOME SWEET HOME 填色比賽2018 銀獎(小學組) 4B 簡清源
皇馬基金會夏日籃球挑戰盃 冠軍 3A 馮敏樺
2018第二十屆香港－亞洲
鋼琴公開比賽 第67組英皇考級四級組銀獎 6B 劉匡悅

2018年圍棋夏季錦標賽 初級組季軍 3C 余炅聲

IYACC第七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小童9歲組冠軍 4A 林意莛
亞軍 2B 辛 穎

夢想起航兒童創作大賽2018 小童組銀獎 4A 林意莛

「我的家人」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小童組銀獎 2C 梁思彤
2B 辛 穎

2018華博星藝青少年美育成果展演 金獎 4C 巫明倩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2018 美術貳等獎 4C 巫明倩
My Smart ABC Interactive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me 2017-2018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3D 劉匡正

優秀女童軍選舉2018 隊伍優秀女童軍 4E 鄭羲旻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2018 美術特等獎 5C 林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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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中文科
8金獎  9銀獎  7銅獎
英文科
10金獎  9銀獎  4銅獎
數學科
9金獎  9銀獎  7銅獎

TOEFL Junior 國際認可英語考試 Level 4

6C 何穎恪    
6C 施俊銘
6C 王梓澄
6D 鄭曉悠
6D 馮凱琳
6D 黃穗茵

Level 3

6C 鄭羽希
6C 賴子銘
6C 司徒洛汶
6C 應子賢
6C 李思瑤
6C 耿雨馨
6C 周嘉軒
6C 胡浩鋒
6C 張羲宜
6C 張森焙
6D 侯名峻
6D 黃彥彬
6D 李建顯
6D 李家兆
6D 吳梓熙
6D 鄧雋瀚 
6D 楊騏瑋

2018-2019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多元智能團隊獎
初小組亞軍 3A 唐向晴

第70屆香港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冠軍 4D 盧凱君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粵語)
小學四至六年級 亞軍 6C 李思瑤

散文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 4E 陳韋燁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 4E 譚雅文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粵語)
小學一至三年級 亞軍 3B 張恩慈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 3A 朱海晰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小學三年級 亞軍 3A 崔栢力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小學二年級 亞軍 2E 王藝萱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and 2, Girls 亞軍 2E 黃家煊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and 2, Boys 亞軍 1D 游昊天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and 2, Boys 亞軍 1C 謝枳澧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4E 呂羿穎

散文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4B 韓嘉瑋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小學三年級 季軍 3C 黃星羲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小學三年級 季軍 3B 李朗維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2E 趙銘浩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 Proficiency 3C 余炅聲

北區小學創科同樂日

無人機比賽季軍

5C 劉宗澤
6A 吳羿儒
6A 李澤燿
6C 馬偉文

勇者機甲擂台比賽優異獎

4E 劉琪琛
5C 黃梓謙
5C 吳奕晗
6A 吳羿儒

北區第三十三屆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J組50米蝶泳冠軍 3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J組100米胸泳冠軍 3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HIJ組4x50米
四式接力亞軍 3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50米背泳亞軍 3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HIJ組4x50米
四式接力亞軍 5C 吳奕晗

男子青少年I組50米蝶泳亞軍 5C 吳奕晗
男子青少年I組100米蝶泳亞軍 5C 吳奕晗
女子青少年J組100米胸泳亞軍 3A 張穎妍
男子青少年J組100米胸泳季軍 4D 林嘉添
男子青少年J組50米胸泳季軍 1C 林奕旻

2018-2019年度 上學期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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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2018第七屆榮雯盃中港澳台
體育舞蹈公開賽

公開11歲或以下女子雙人B組二項拉丁
舞等級賽第二名 6C 耿雨馨

皇馬基金會夏日籃球挑戰盃 冠軍 3C 馮崇傑
第三屆舞動中華全國少兒
才藝電視大賽 特金獎 3E 麥詩尉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
男九歲以下
太極-型第三組品勢冠軍 3B 李朗維

男八歲以下
黃綠-藍紅帶搏擊冠軍 3B 李朗維

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節2018音樂比賽
(深圳市地區決賽) 幼兒鋼琴組一等獎 1C 曾子旻

2018WRO機器人高手大會南區聯盟
賽-百變創享專校賽 創意賽小學組二等獎 4D 張涵釗

第八屆「青苗杯」
兒童電視藝術大賽 銅獎 4E 譚雅文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美術壹等獎 4D 盧卓希

第十一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2018 幼兒組普通話集誦冠軍 1A 侯寧怡
2018亞太才藝舞蹈精英盃 7-10歲雙三芭蕾舞銀獎 2C 王綵潁

香港北區小學學界田徑比賽2018-2019

男子甲組跳高季軍 6B 繆嘉俊
男子甲組100米殿軍 5B 莊梓燁
男子甲組400米季軍 6D 林子鈺
男子丙組壘球亞軍 4E 劉琪琛
女子甲組200米亞軍 5E 郭沁怡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2018(總決賽) 銀獎 4E 劉宇婷
第八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亞軍 4C 麥詠兒
賀國慶中港5人足球同珍盃 2009組同珍盃碗賽季軍 2B 呂芍賢
兒童繪畫大獎賽2018 少年組季軍 6B 黃穎燊
ASICS Hong Kong Junior Age Group 
Athletic Championships 2018 女子4×100m接力D組亞軍 5E 郭沁怡

屈臣氏田徑周年大賽2018 女子U12組別4×100米接力冠軍 5E 郭沁怡
2018年橫崗街道「品味人生」第四屆
文化沙龍系列活動之「橫崗杯」青少
年拉丁舞比賽

8歲或以下女子單項恰恰一等獎 2D 馬璟雯

第一屆跆拳道武藝及品勢比賽
暨嘉年華會 B3a組季軍 6D 黎恩偉

第七屆慶祝國慶小飛魚游泳公開賽
2018

男子6歲50米蛙泳季軍 1C 林奕旻
男子6歲50米背泳冠軍 1C 林奕旻

ISI香港滑水賽2018 花式二級女子自由滑第二名 2E 董奕萱
第七屆I love Summer兒童
創作大賽2018 小童組銀獎 2B 辛 穎

第18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 16-20級組(F2) 亞軍 3C 余炅聲
GADGET CUP U10亞軍 2B 呂芍賢
2018全港兒童普通話
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銀獎 1A 侯寧怡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2019

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3A 黎恩彤
4A 盧健誠 
4A 黃雅維
4B 張惠柔
4E 呂羿穎
5B 鄧雋騰
5C 梁芑萱
5C 徐 熒
5D 李灝桐

聯校音樂大賽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金獎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級合唱組 亞軍
2018-2019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歌唱比賽 中級合唱組 亞軍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 管樂組 銅獎
第55屆學校舞蹈節(低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甲級獎
第55屆學校舞蹈節(高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乙級獎

《慈文共賞》中英文徵文比賽

冠軍 4D 古力琪 

優異獎

5D 陳宥亦
5D 鄧曉桐
6C 曾泳霖
6C 張羲宜
6D 高可澄
6D 文子曦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8-2019 女子甲組4×100米接力賽 第二名 5E 郭沁怡

2018至2019年度北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傑出運動員 5C 吳奕晗
男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冠軍 5C 吳奕晗
男子乙組 50米蝶泳 冠軍 5C 吳奕晗
男子丙組 50米蛙泳 冠軍 4B 黃子軒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 季軍 3E 吳奕晞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1C 林奕旻
3E 吳奕晞
4B 黃子軒 
4D 林嘉添
4E 李威杰

女子丙組 4×50米自由接力賽 季軍

2E 蔡詩慧
3A 張穎妍 
3D 陸怡霏
4E 吳天欣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班別/姓名

2018-2019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4D 熊禮琪
5C 沈致軒
5E 陳紀正
6B 麥世壠
6C 黃彥彬

第十四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

小五中文組 季軍 5C 羅熙媛 
小六中文組 特級優異 6D 楊騏瑋

小五英文組 特級優異 5C 周思呈
5D 鄧曉桐

小六英文(優異)

6C 周嘉軒
6C 何穎恪
6C 應子賢
6D 鄭曉悠
6D 馮凱琳
6D 劉卓諺
6D 辛穎珊 
6D 許祐齊
6E 谷盈芝

小六中文(優異)

6B 楊寶茵
6B 劉健宇
6C 龔文慧
6C 侯名峻
6C 曾鈺玲
6C 吳樂怡
6C 應子賢
6D 張文豪
6D 黎恩偉
6D 劉雨霏
6D 李霖林
6D 文子曦

小五英文(優異)
5C 鄭 維
5C 劉宗澤
5C 容逸曦

小五中文(優異)

5C 徐淑怡
5C 賴凱欣
5C 林子晴
5C 彭允愉
5C 曾君悅
5C 徐 熒
5C 袁枳煣 
5D 郭俊浩
5D 郭家欣
5D 余錦欣 
5D 朱芷玥 
5D 王銘宇

數學‧思維大激鬥2019 P3個人賽(香港賽區) 銀獎 3A 唐向晴
2019《港澳奧數埠際盃》總決賽 小六組別 銀獎 6C 鄧匡正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三年級組 金獎 3C 余炅聲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全國總決賽 小學三年級組 二等獎 3A 唐向晴

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

個人亞軍 6D 李家兆
個人季軍 6C 汪鼎盛

團體總亞軍 6C 汪鼎盛
6D 李家兆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0

優異星獎 2C 楊華若熙
4E 陳韋燁

優異獎
4D 張紫莘
6A 方芷淇
6C 龔文慧

北區小學STEM比賽 季軍

5C 袁枳煣
5C 吳奕晗
5C 劉宗澤
5D 鄧曉桐

童心共繪大灣區深港澳兒童
友好地鐵紀念卡設計比賽 香港區 第一名 5C 林子晴

第71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 鋼琴獨奏一級 季軍 4B 鍾雯芳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2019 中童組 銀獎 5D 趙思樂
第九屆「善行杯」全港才藝大賽 高小組聲樂獨唱銀獎 4B 張藍之
2018-2019年度全港佛教小學「佛經故
事」演說比賽 一等獎 6C 胡浩鋒

6C 余芯怡

2018年度消防安全填色創作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冠軍 4C 黃立言
小學低年級組季軍 3C 楊培焜

第二十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3年級E組速度賽冠軍 3A 梁浩鈞
男子小學初級帶3年級E組正拳賽亞軍 3A 梁浩鈞

2018深圳滑冰邀請賽(國際賽) 花樣滑冰二級 一等獎 2E 董奕萱

2018-2019年度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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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界上水清城路6號
電話：2668 9088 傳真：2668 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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