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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祥校長

本校創校六十載，多年來在區內為學生提供了優質

的教育服務。得到校管會的帶領、歷任校長的領導、李

陞公家族的支持、教師的用心工作、家長和校友的支持

及同學的努力下，成就了今日的李陞小學，培育了社會

菁英無數。作為新任校長的我，對所有曾為

學校付出的人士深表感謝！本人將秉承

本校的辦學宗旨，兢兢業業，戮力以

赴，帶領全體教職員，與大家攜手努

力，在過去六十年的成功基礎上，繼

續追求優秀的教學質素，協助學生發

展潛能及培養他們有「敬業樂

群」 的良好品德，以適應未

來的社會，貢獻國家。

「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年幼的樹木能夠健康

地成長，一定要有溫暖的陽

光、清新的空氣、充足的水

分、豐沃的土壤去滋養；孩子們

亦同樣需要合適、理想的環境才

能快樂地成長，我們相信每位

同學皆可成材，每個人的天賦

不同，潛能各異，所以發展

的速度也有先後，要求學生在

同一時間達到相同的要求是不

實際的。我們應尊重和接納個別

差異，肯定及欣賞同學的努力，發

掘他們的長處，讓每個人都可以愉快學

習。我們深信「成功乃成功之母」，以成功創造另一個

成功，讓同學在自信中成長，得到肯定，所以學校提供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校隊，讓同學的長處得到發揮。開

學至今，同學們已在亞洲區的數學比賽、在區際繪畫比

賽、在中西區游泳比賽、田徑比賽、友校運動會等等獲

獎，亦有同學榮膺香港優秀學生，最近，非洲鼓校隊及

合唱團更在中西區青年展才華比賽中獲得全場總亞軍，

喜訊頻頻。獲獎固然令人振奮，但同學們透過這些活動

得到認同，他們臉上的笑容和心裏的自信才是最可貴

的，希望六年的小學生活中，同學們都能綻放出屬於自

己的光彩。

其實，現今的學習不再局限於教科書和課室，課

室外存在著更廣闊的學習空間，因此本校透過不同的

學科、多元化的教育活動及學習經歷等，鼓勵同學積極

進取，終身學習。當然，學習的道路不會永遠平坦康

莊的，在途中一定會遇上大大小小的障礙，

同 學 們 一 定 會 跌 跌

撞撞。所以，我們相

信「關愛」就是讓孩

子成長的動力，我有

幸到任李陞，能與一

班熱愛教學、關心學

生的教師團體並肩而

行，一起為同學們美好

的將來而努力。本人亦

代表全體教職員，向一直支持本校的家長教師會致以衷

心的謝意。多年來，家長教師會不單支持本校多個活動

的舉行，還籌備了不少親子活動，推動了家校合作的文

化，我深信透過家校合作，我們群策群力，便能一起推

動關愛文化，共建同學們另一個「家」—李陞小學。

2014年對李陞小學饒有意義，師生、家長和校友

將共慶創校六十周年，學校將會舉辦富有特色的活動來

慶祝，除了有精彩的表演節目外，學校更希望透過不同

的親子活動和比賽，邀請家長和校友參與，一起分享這

份喜悅。我們期待你們積極參與，齊賀李陞鑽禧校慶。 

最後，在此祝大家身心安泰，家庭和睦。

跨步 向緬懷 子李 陞甲 前情 昂首踏



陞 康成兒健 劃長長 計

校 日祖
一九五四年，李寶椿先生為紀念其先父李陞先生而捐建李陞小學，藉以

繼承李公興學育才的志願。本校一年一度的校祖日，一方面紀念李氏家族的

貢獻，另一方面提醒李陞小學的學生毋忘校訓，做

個「敬業樂群」的人。

本年度校祖日的主題是「成長足印．引領啟

航」。我們通過「李陞知多少」問答比賽讓學生更深

入了解學校的歷史和發展足跡；又邀請香港十大傑出

青年（二零零九）張潤衡先生蒞臨分享人生體驗及經

歷八仙嶺山火創傷後的奮鬥歷程，讓學生回顧成長足

印，反思成長方向。

希望李陞小學的學生常懷感恩之心，對自己的成長好好回顧和反思，定

立目標，勇敢啟航。

成長足印．引領啟航

崔家祥校長感謝主講嘉賓張
潤衡先生(右)既風趣幽默又
寓意深長的分享。

獅藝展能，樹木樹人；

李陞精神，敬業樂群。

李陞校祖日，校友顯濃情。

李氏後人李瑞智先生親臨頒發
李寶椿獎學金和盧如玉獎學金。

同學們要仔細觀察，你們可以在「李陞廊」
找到很多「李陞知多少」問答比賽的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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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季大秋本校於2013年10月15日舉

行了秋季旅行日，是次旅行主

題為「健康食物共分享，身心愉快齊感恩」。學校藉著旅行活動，加強學生對健康及均衡

飲食的意識，讓他們藉着與同學一起參與健體活動，舒展身心之時，實踐健康生活。

旅行當天陽光普照，校長、
老師及家長們的心情跟同學一樣興奮。

來！我們一起進行團隊活動吧！

為了配合旅行主題，我們就一起分享健康美食吧！

活動有動又有靜，幼小的同學還是愛跟導師穿珠仔。

同學年紀小小，但也能用心聆聽導師的解說，真了不起！

看！我們的健康食物多豐富！

要玩得安全又開心，當然要

先了解場地的規則及設施。

水果健康美味又解渴，當然要多吃！

要玩得開心，當然要做好安全措施。

雖然簡單的玩意，但能跟

同學一起玩就是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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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傳情寄意

常識科

十月九日，小二至小六學生參加由香港郵政局

舉辦的「郵遞傳情日」，透過寫信向父母、師長、

同學和朋友表達關心，送上祝福。活動後，學校安

排學生運用學習日誌及透過廣播，表達對活動的感

受，培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我們準備出發到西營盤郵政局。

子晴和昆澤收到崔校長
的回信感到喜出望外。

隨着通訊的發展，已經很少收
到信了，而且是收到自己女兒的第一
封信，感覺特別高興和溫馨。雖然只
是短短的幾行字，但所代表的意義
卻是深遠的。 我希望她記住這次活
動，知道書信的用途及重要性。

二甲 陳韻伊家長

校 東張園「 」西望

不知道親友收到信件
時會有甚麼反應呢?

家長回應

We Love Learning English!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have been 

arranged for pupils to learn English in an 
enjoyable and meaningful way.  For lower 
primary,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has 
been implemented to enrich pupils’ 
knowledge in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like 
making funny biscuits are 
very interesting.  Pupils 
lo ve d it  an d they 
wrote  a  re c ip 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roducts.

我認為「郵遞傳『情』日」很
有意義，市民可以免費郵寄一封信，
收件者更感窩心。為何我這樣說 ?因
為現在很多人都擁有智能手機，並且
運用whatsapp通訊，而且寫信需時
較長，所以當我收到信件時，我會特
別感到愉快、幸福。「郵遞傳情日」
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呢! 

六甲  馮珮萱

Key Stage 2—Integration Programme(KIP)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upper levels to foster pupils 

English.  Interesting Big Books are introduced 
to pupils and they have to learn to write in 
different genres.  Through activities like 
making fruit kebabs, pupils learn English 
in an enjoyable atmosphere.

We are so glad to have our new 
Native English Teacher(NET), Ms Brennan, 

joining our school this year.  She is devoted 
to promote English through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Busy Bees Programme, English Week, 
Halloween activities, English Broadcasting etc.  
Don’t forget to say ‘Hi’ and talk to her when you 

meet her at school!

Fun learning phonics in Busy Bee Programme.

Happy moment!

學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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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傳情寄意 數學科

常識科

為了提升本校學生於度量範疇的計算能力，本學年數學科邀請了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數學科顧問吳沛榮先生到校與老師共同備課，一同探討和研究學

生於學習度量範疇時會遇到的難點，以提升教學成效。

現階段，我們已探討了有關時間的課題，這是同學普遍在第一階段的數

學課程中感到比較困難的部分。老師們一同拿起時鐘虛心向學者發問，希望

多了解學生的「難」處；又學習新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更易明白。另外，我

們亦有探討計算周界、面積與體積等課題，翻開TSA的最新試題，一同研究

學生容易答錯的原因，然後在課堂中重點教授。

經過共同備課，再回到課堂實踐，老師和學生都能「教」「學」相長。

本校常識科設校本課程，為學生安

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專題研習、

參觀、生物科技工作坊、科技及科學探

究活動，還舉辦了多項有關健康生活、

德育、公民及國情教育的活動，如「惜

飲惜食行動」、「沖沖水5分鐘」及「基

本法及國民常識問答比賽」等。為增強

學生的時事觸覺及對事物的分析能力，

本校在課堂上設時事分享時段，鼓勵學

生發表己見，並利用學習日誌分享感受

及得著。

今年暑假，4A梁傲德

同學遠赴台灣參加2013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

開賽總決賽，結果成績優

異，榮獲三年級銅獎，恭

喜！恭喜！

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光的科學實驗

製作萬花筒模型

創新科技嘉年華 - 生物科技工作坊

校 東張園「 」西望

常提醒學生上課要認真，
你看，老師上課時也一樣認真。

這學年有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數學科顧問吳沛榮先生(左一)
定期到校與數學老師講數令我們的備課會生色不少。

數學老師也上課

我們的驕傲

We Love Learning English!

Fun learning phonics in Busy Be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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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普通話科

為鼓勵學生進行音樂創作，讓他們在集體音樂創作活

動中表達自我和獲得樂趣，本校合唱團參加了香港教育

局藝術教育組及香港作曲家聯會合辦的「學校音樂創藝

展」，創作了聲響設計作品「課室嘉年華 ─ Happy Music 

School」。

齊來創作
校 東張園「 」西望

體育科

為了發揚「運動

有恆」，達致「身心健

康」的目標，我校體育組

與康樂文化事務署合辦「我智fit」運動技巧學

習先導計劃。透過參與「我智fit」運動計劃，

同學可接觸到跳繩、武術、社交舞、舞龍及足

毽五項運動技巧，從而培養熱愛運動和常做運

動的習慣。

舞姿多優美

齊心一致的同學們

程嘉慧 

2013年11月9日校園體育報三名小記者(古浩琳、陳
曉桐和我)跟隨鄺博立老師到維多利亞公園採訪當天李陞
足球校隊比賽的實況，我們更採訪了教練和一些球員比
賽前和比賽後的感受。教練（鄺sir）稱希望同學臨場發
揮所長，盡量爭取入球，但是亦對隊員們充滿信心，但
最重要的始終是他們在場上懂得應變，還有踢出穩守突
擊的部署。

比賽前夕，我們採訪了守門員施加榜同學，他向我
們透露了他的手指傷勢不會影響比賽，而球員表示緊張
的心情弄得腦子好像空白一片，能參與這次比賽已是一
種榮幸。還有足球校隊的“女中豪傑”雖然沒法下場比
賽，但在觀賽區亦有種很「肉緊」的感覺，希望自已終
有一天能作正選，可以下場和隊員們一起歡呼，享受一
起比賽那種快樂灑脫的感覺！

比賽手記

三位小記者到場支持及採訪
筆者: 程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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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視覺藝術

普通話科
為學生提供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增加學生聽說普通話的

機會,本年度將會在每月第四周舉辦「普通話周」，鼓勵學

生與普通話大使談談天或背誦繞口令，並邀請同學粉墨登

場，為李陞普通話電台擔任小主播或播音員，同學踴躍參

與，普通話傳遍學校每一角落。

月份 日期 歌曲 廣播主題

10 28/10~1/11 《那些年》 介紹自己

11 25/11~29/11 《老師老師》 語音笑話

12 18/12~20/12 《感恩的心》及聖誕歌 聖誕節

今年七月，三、四年級的同學參觀「2012-

13年度全港小學視覺藝術創作展」

今年九月，六年級同學參觀「四面八方．菁英藝匯藝術創作展2013」

上年暑假，2B梁賀正同學參加了香港教育城舉辦的「夢想小校園」填

色比賽獲優異成績。同年十一月他又參加了由《明報》及港鐵合辦的

「輕鐵及港鐵巴士道路安全繪畫比賽2013」，更獲小學組季軍，為校

爭光。

李陞之星藝術展才華校 東張園「 」西望

體育科

2012-13年度畢業生
蘇祈軒同學的作品

看畫展的同學為有份參展的同學感到高興

2012-13年度五年級
譚惜恩同學的作品

中學的師生和崔校長與部份
參觀的同學來個合照。

獎品很豐富啊！

付出努力，受各方面
嘉許，讓梁賀正更積
極發展他的才藝。

賀正同學獲勝作品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中的
導賞員為同學介紹他們

展出的作品

看六年級同學
看得多投入

崔校長接受普通話大使
小隊長訪問

普通話大使

普通話大使小隊長
訪問袁副校長

普通話大使小隊長
與薛老師

普通話大使與薛老師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季軍 6A徐英楠

7



社 融 3齊區 0共 12起舞
為推動「藝術教育」和「健康教育」，並藉此給予學生有更多演出的經驗，本校於2013年11月17日安排學生出席

「社會共融齊起舞2013」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與社會人士一起合作，透過藝術學習、分享和欣賞，表達對社會關心之

情。當天學生分別跟同的藝術或義工團隊演出，更將由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創辦人鄒文輝導師為本校特別編排之

勵志健身舞帶到舞台，將健康及生命的訊息傳至社區。

活動當天，崔校長及一眾嘉賓上台
跟同學們一起跳舞。

崔校長和同學們正準備跟着拍子起舞。

同學們與區內義工長者
正演出「健康中國舞」。

所有參與活動的團體一起上台合照。

「勵志健身舞」正好帶給我們每個
同學健康及積極人生觀的訊息。

大家一起將本校獨特的「勵志健身舞」
搬到舞台上，給大家分享。

同學們從義工長者身上學到的不單是舞步，
更是他們寶貴的人生經驗。

活動當天，鄒文輝導師（前排左四）更聯同其他義工隊
伍一同透過藝術分享和欣賞，表達對社會關心之情。 「性格導向測試」講座8



生輔學 動導活
有鑒於從小建立孩子正確價值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本校今年繼續與

東華三院學生輔導服務合作，按各級學生的需要於放學後時段(指定星期五)而

推行不同主題的輔導活動。希望透過輕鬆互動的方式，引導學生反思個人的價

值觀，藉以提升學生身心靈的健康為目標。

年級 節數 主題 目的 內容

一年級 2 自律小先鋒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自律性和守規能力 體驗遊戲、短片及工作紙

二年級 2 成長列車 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歷奇活動、團隊任務及工作紙

三年級 2 男女基本法 提升與人有效溝通的方法和技巧 體驗遊戲、講座、小組討論及匯報

四年級 4 做個智「NET」
小勇士

提升學生善用時間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團隊遊戲、講座、小組討論及匯報

五年級 4 理財小學堂 提升學生善用金錢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模疑社會遊戲、小組討論及匯報

六年級 3 目標訂定
Go Go Goal

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
學習規劃人生

性格導向測試、體驗遊戲、
小組討論及匯報

一年級的同學正在學習安靜守規，
你看看我們是否很像樣呢？！

你看！我們多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性格導向測試」講座 攜手合作，互相扶持，
向目標進發！

六年級的同學創作的海報，鼓勵大家要
「做到最好，一起齊心，向目標邁進！」

大家來猜猜這是什麼動作？答案是提醒同學
要多聆聽別人的需要，主動關心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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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是學校的聖誕聯歡日，主題為「感恩‧分享」。當

天學校邀請了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聯同一些不同國籍人士來作嘉

賓，他們給同學們表演和分享，還派給每個同學一份小禮物，大家都興

奮極了。此外，為增添聖誕歡樂氣氛，校長及外籍老師更聯同合唱團同

學一起獻唱聖誕樂曲，而非洲鼓校隊同學亦跟來自非洲的嘉賓一起表演

非洲鼓，大家都過了一個既歡樂又難忘的聖誕聯歡會。

聖 歡會誕聯

聖誕老人扮相維肖維妙，難怪校長、

老師和同學們都想跟他合照。 

聯歡當天，校長和老師們一起進課室
跟同學們聯歡，大家都十分興奮。

為表達健康飲食，同學們於聯歡當天不忘
帶備一些健康的食物回校，跟大家一起分享。

吃過聖誕老人送出的糖，個個乖乖又聰明，怪不得同學們爭着要！

校長聯同合唱團同學一起上台獻唱
聖誕樂曲，增添不少聖誕的歡樂。

戴上聖誕帽後，每個同學都化身作小小聖誕老人，十分可愛。

外籍老師和同學一起扮演聖誕

 老人，你又喜歡哪一位呢？ 聯歡當天，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更聯同不同
的外籍人士來為同學們一起表演及分享。

為增添氣氛，非洲鼓校隊聯同來自非洲的

嘉賓一起為大家表演非洲鼓。

10



主持人談笑風生，直播室滿載笑聲。

碼數 電 義 訪人 問台「 」世界

學校榮獲DBC數碼電台《義人世界》節目邀請，於11月24日(星期

日)出席節目接受訪問，介紹本校辦學理念，分享本校教育工作與義

工服務活動的心得。訪問於當日上午9:00至10:00在數碼1台旗艦

台《義人世界》節目直播，當天崔家祥校長、袁藹儀副校長和姚

佩藍主任大清早便到達數碼港DBC數碼電台的直播室，接受「香

港傑出義工會」鄒文輝先生等幾位節目主持人訪問，暢談本校致

力推動學生實踐校訓「敬業樂群」及服務社會的經驗，並分享當中

心得。

在參與義工服務及宣揚服務精神的過程中，本校師生透過身體

力行獲益良多，獲得不少家長的支持和鼓勵。

本校積極推動學生投入社會服務，藉此讓他們身體力行，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栽種 幼 服苗 務「 」 社會
同學們會將「一人一花」活動的花卉贈送到

社區老人中心去，藉此把愛心和關懷亦同時

送出。

健體中國舞班同學到老人院舍表演，服務社群。

同學和家人一起參與公益金賣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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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
yl

Hello my name is Cheryl 

and I am the N.E.T. at Li Sing Primary 

school. I have been living and working in Hong 

Kong for 11 years. Canada is my native country. I am 

originally from the province of Quebec. My 

family is still living in Quebec city and I 

enjoy visiting them once a year. 

My lif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moving to Hong Kong. The warm 

weather is one of the things I l ike 

the most about living in this region. I 

also love Hong Kong’s multicultural 

population. I find Hong Kong people 

friendly and kind.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listening to 

the radio, reading and hiking.

I feel privileged to work at Li Sing 

Primary School. As a newcomer I have been 

warmly welcomed by the staff. I find the students 

incredibly well-mannered and a pleasure to 

work with. 

李陞 軍新力

Ms. Yim Pui Man

5A

班
班

主任劉德謙老師

Who am I?   I  am a  new 

language teacher of Li Sing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English(4B, P.6), Putonghua(P.1, 4, 6) and 

General Studies(P.4).  As a newcomer, I enjoy the simple, 

harmonious life here.  Pupils are lovely, intelligent and naive 

while the colleagues are hard-working, considerate and 

collaborative.  After having graduated as a teacher, I have 

worked for differ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Some trips were amazing while some were 

crazy.  Can you imagine how I always took my dinner 

at 10:30 p.m. during one of my trips?  Although it was 

a “nightmare”, there were still some wonderlands 

in which some unforgettable, joyful events took place.  

Can you also imagine how a special event happened 

during another trip?  We had received $200,000 to run a 

drama.  The outcome was amazing and we all enjoye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organizing the performance.  I am sure Li 

Sing will be another wonderland.  You see, life is 

really a miracle if you can navigate the ups 

and downs.

各位家長，你們好! 我

是5A班班主任劉德謙老師，是本學

年新到任老師。我來自北角官立小學 (雲景

道)，主要任教4至6年級英文科，並先後多次擔

任高年級及畢業班班主任。今年我十分高興能夠

加入李陞這個大家庭，承蒙校方的信任，再獲委任

為高年級班主任，對我而言，這是一份信賴，縱然

工作環境有所轉變，但性質和意義卻絲毫沒有減

少，期望能與各位持份者同心

協力，為校園建設及教

育學生而努力，做

到最好。

鍾

婷
芝

老師

大家好！我是鍾婷芝老

師，很高興在這新學年加入李陞這個

大家庭。我會在英文課堂上幫助一、二年

級的同學。另外，我亦負責伴讀計劃，跟五年

級的小導師一起為二年級的同學伴讀。我很喜歡

小朋友，希望能夠認識你們每一個，互相分享生活

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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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服務團隊包括公益少年團、基督少年軍、童軍、風紀、圖

書管領袖生、伴讀大使、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和校園體育報小記者等。

學校透過社區探訪、表演、義工服務及賣旗等活動，提升學生的協作

能力、溝通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讓學生透過「服務學習」，提

升個人、社會及公民責任感，使他們更願意奉獻自己，服務他人。

陞 領袖兒小
公益少年團

大哥哥大姐姐計畫

午膳服務生

伴讀大使

基督少年軍

圖書館領袖生

風紀

班長

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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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英獎陞精 不停
2013-2014年度學生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本校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踴躍參與校外多項比賽，當中更屢創佳績，在此讓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喜悅及榮譽。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家」添正能量‧愛溢滿社區之 
「正能量」標語創作比賽

2B 梁賀正
6A 黃胤傑
6A 蘇祈恩

冠軍
季軍
優異獎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

3B  曾卓穎 季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

6A  徐英楠 季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

6A  譚惜恩 亞軍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

3B  梁傲德 銅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2014

4A 陳心悅 4A 梁傲德 一等獎

2A 梁傲行 4A 袁天恩
6A 蕭渝峰

二等獎

2B 馮正彥 3A 陳澤鎧 
3A 祝友銘 3A 黃心悅 
5A 李家豪 5A 梁凱雯 
6A 莫偉鋒

三等獎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 全校 1. 第二回合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小學組)
2. 第二回合累積分數最高分學校獎

「常露笑容、我家樂融融」 
初級組填色比賽

2B 梁賀正 冠軍

中西區滅罪宣傳海報設計比賽 2B 梁賀正 小學組 冠軍

輕鐵及港鐵巴士道路安全
繪畫比賽2013

2B 梁賀正 初小組 季軍

「夢想小校園」填色創作比賽 2B 梁賀正 優異

「家」添正能量‧愛溢滿社區之 
「正能量」家庭繪畫比賽

2B 梁賀正 優異

年輕人藝術展才華比賽 非洲鼓校隊及合唱團 全場最佳表現「銀獎」

6A何耀洋
男子特別組100米季軍14



體 佳育隊 績
   2013年的秋季是我校體育隊伍「豐收」的一個季節，

因為我校游泳校隊、田徑校隊、足球校隊分別在港島西區小

學校際比賽中及友校運動會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5B陳偉豪 
男子乙組50米蝶泳冠軍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男子組4×100米接力亞軍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4×100米接力季軍

6A陳晓桐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殿軍

比賽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5B  陳偉豪 男子 乙組 50米 蝶泳 冠軍

5B  陳偉豪 男子 乙組 50米 自由泳  殿軍

6A 蕭渝峰 男子 甲組 50米 蛙泳  殿軍

4B 黃駿鎧 5A 孫瀚
5B  趙建鈞 5B  陳偉豪

男子 乙組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第八名

港九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5B  陳偉豪 男子 乙組 4x50米 四式接力  冠軍

5B  陳偉豪 男子 乙組 50米 蝶泳  第八名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1B 黃曉朗 2B 郭常晞 3A 姜以諄 
3A 姜以謙 3A 李昆洛 3A 雷銘澤 
3B 陳朗軒 4B 王嘉欣 5A 黃曉峰 
5B 陳偉豪 6A 張敬希 6A 李昆霖 
6A 施加榜 6A 溫耀鏗 6A 徐英楠 
6B 區展傑 6B 羅梓聰 6B 李昆澤 
6B 李宇涵

晋身最後十六強

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何耀洋 男子 特別組 100米 季軍

6A 馮珮萱 女子 甲組  60米 殿軍

6B 何毅榕 男子  甲組  400米 第八名

6A 陳晓桐 女子  特別組  推鉛球 殿軍

6B 王靈傑 男子  特別組  推鉛球 第六名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5A 林煜棋 6A 何耀洋 6B 何毅榕 
6B  王靈傑

男子組4×100米接力亞軍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6A 馮珮萱 6A 古浩琳 6A 莫雪梅 
6B  郭珮琳

女子組4×100米接力季軍

6A何耀洋
男子特別組100米季軍 6A馮珮萱

女子甲組60米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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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華藝術輕人 展才
本校的非洲鼓校隊及合唱團於2014年1月10日參加由中環及半山分區委員會

主辦，於上環文娛中心五樓劇院舉行之「年輕人藝術展才華」比賽。憑著精彩的

演出，他們在十多個表演團體中脫穎而出，獲大會頒發全場最佳表現「銀獎」，

同學們表現出色，得到現場觀眾熱烈的掌聲。

非洲鼓校隊於1月12日應演藝人扶老基金會之邀請，到民生書院為

「新春敬老盆菜宴」演出，在寒寒冬日為千多位老人家送上溫暖。

約二百多位參賽者與嘉賓大合照

兩隊傾力演出，十分精彩

兩隊代表上台領獎

關 演區 參懷社 與表

大會頒發紀念狀予非洲鼓隊

同學們投入演出，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多謝梁導師及張導師帶領非洲鼓校隊作出精彩
的演出，更多謝各位家長協助及到場支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