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蘭教育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推崇。今年 5 月，我獲邀參加芬蘭教
育考察團，計劃將一些值得借鏡的地方帶回香港。經過 8 天的考察，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地教育提倡的「空間」、「信任」和「自由」。

    「空間」是指不同學習能力的同學能互相尊重和欣賞彼此不同的學
習進程。芬蘭的家長和教師，都會從發掘孩子的品格強項開始，透過稱
讚鞏固孩子卓越之處。同時，對於孩子能力較遜的地方，則以鼓勵誘發
改善，因此能培育出懂得感恩和自理、自省及自學能力強的孩子。

    「信任」是指政府、學校、教師、家長之間的互信。芬蘭的家長充
分信任教師，教育局亦充分相信校長和辦學團體，讓學校能全力推展不
同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得到最好的照顧和教育。

    「自由」是指給予學生高度「自由」。芬蘭的教師十分清楚未來社
會的需要，最重要是令學生學會學習。他們以訓練學生的各項能力為
主，而非操練學科知識；並以「合作為本」的學習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所以學習氣氛很愉快。正因
為教師鼓勵學生互相尊重、協調，合作，因此老師十分信任學生，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差異，也給予高度「自
由」，讓不同的學生發揮潛能。

    回心細想，青松湖小是一所「啟發潛能」學校，一直推動「欣賞關愛文化」，尊重家長和各持份者意見，
大家建立起「互信」關係；並利用合作學習模式，教師讓學生有選擇，有獨立思考的空間，體現 7 個快樂習
慣（The Leader In Me）。原來芬蘭教育的種子，早已植根於青松湖小呢！

芬蘭教育@青松湖小校長的話

    在青信 20 期已介紹過學校的英文戲劇組，本期繼續介紹中文
戲劇組。中文戲劇組今年才踏入第二個年頭，並首次參加香港學
校戲劇節的比賽。

    「演員對故事和戲劇的理解很深入，在分享及討論時感到同
學對戲劇的熱愛。」這是本年度學校戲劇節評判對學生的評價。
在導師和學生的努力下，中文戲劇組獲得優異成績，包括傑出劇
本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九位同學獲得傑出演員獎
及評判推介演出獎，並獲邀於元朗劇院公開演出。

中文戲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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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亥
俄州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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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布里斯本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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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北京 姊妹學校交流—芳城園小學

頤和園

萬里長城 天壇

鳥巢 水立方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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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活動

台北
誠品書店 鳳梨酥夢工場

華山文創園區三峽藍染工坊

朱銘美術館

桃園小學交流

鶯歌陶瓷博物館

春池綠能玻璃
觀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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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M+ 機械人聯校大挑戰（社聯及有機上網合辦）

迷你 M+ 劇場 最佳舞台表演 5A 鄭鴻熙 5A 蔡梓燊 5B 劉沛喬 6B 陳子謙
接力計時及避障任務 最佳團隊 6D 鍾啟惠 6D 鍾啟源

MTOP12 5A 鄭鴻熙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

優異 3A 林汶俊 5A 周文喬 5A 魏 欣

學生支援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

獲頒「關愛校園」榮譽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

低年級組 3D 陳汝樺
高年級組 6B 劉曉冰

「成功有約」屯門區小學生獎勵計劃（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辦）
嘉許狀 5A 曹家琳 5B 李宇翔 5C 黃友鋒 5D 黃朗儀 5E 鄧夢娟 6A 周貝兒 6A 徐 越

6B 劉曉冰 6C 雷 玥 6D 鍾啟源
EasyEasy 好小事「好事日記」（以勒基金主辦）

嘉許狀 1C 周瑋琪 3A 李祖涵 5A 張藝馨 6B 麥希堯 6B 陳穎曈

資優教育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及澳洲教育評估中心主辦）

高級榮譽證書 科學 5A 鄒譽峰
數學 6A 鄺玉琦 6A 林顯涌

榮譽證書

英文 5A 蕭米澤
英語寫作 5A 蕭米澤
科學 4A 伍俊熙 5A 劉天晴 6A 羅浩洋 6A 彭可昊 6A 唐 興

數學
3A 董子悅 3A 林汶俊 3A 邱嘉怡 3A 鄭欣儀 3A 鍾舒杰
4A 薛文仲 4B 蔣銘浚 5A 周俊杰 5A 黎政諾 5A 梁苡澄
5A 葉慶豫 6A 潘嘉亮 6A 徐 越 6A 蕭漢文

制服團隊
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周年頒獎禮（教育局主辦）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金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銅盃

公益少年團
高級章 6A 周貝兒 6A 王思穎 6B 劉曉冰 6B 蕭穎希 6B 伍媛媛

中級章 6A 林顯嫻 6A 戴兆聰 6A 黎喬惠 6B 陳穎瞳
6B 賴曉琳 6B 司徒子豐 6B 鍾詠珊

尊師重道好少年 初小組 3D 陳汝樺
高小組 6A 黎喬惠

中文
香港學校戲劇節（教育局主辦、香港藝術學院協辦）

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劇本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演員 3A 李奕德 3A 梁惠然 3A 邱嘉怡 3A 單雨婷 4C 陳秀賢 5A 黎政諾
5A 梁凱柔 6D 莫銳謙 6D 張家萁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寫作比賽）

香港區初賽

特等獎 3A 吳姝玉
一等獎 3A 梁惠然 4A 黎海澄
二等獎 3A 單雨婷 5A 張藝馨 5A 蕭米澤 6B 陳星豪 6B 黎承俊 6B 歐陽佩佩
三等獎 3A 張藝霖 3A 何紫萌 3A 許路然 3A 朱瀚陞

香港區決賽
一等獎 3A 單雨婷 6B 黎承俊
二等獎 3A 吳姝玉 3A 朱瀚陞 5A 張藝馨 6B 陳星豪 6B 歐陽佩佩
三等獎 3A 梁惠然 3A 張藝霖 3A 何紫萌 3A 許路然 4A 黎海澄 5A 蕭米澤

深圳區總決賽

一等獎 3A 吳姝玉 3A 張藝霖
二等獎 3A 梁惠然 3A 單雨婷 5A 張藝馨
三等獎 3A 何紫萌 3A 許路然 6B 黎承俊
優異獎 5A 蕭米澤
滬粵瓊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新界校長會主辦）

三年級組 二等獎 3A 何紫萌 3A 朱瀚陞
三等獎 3A 吳姝玉

四年級組 三等獎 4A 文曉旋
五年級組 三等獎 5A 魏 欣
六年級組 三等獎 6B 黎承俊 6B 歐陽佩佩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香港賽馬會、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合辦）

全港優異
4A 陳展朗 4A 章皓謙 4A 張芷榣 4A 伍俊熙 4A 蔡嘉傑 4A 文曉旋
4B 黃子真 4B 蔣銘浚 4B 梁嘉晴 4B 李茗茗 4D 蘇凱瑩 5B 林汶樂
5C 葉子瑄 6A 周貝兒 6A 幸欣瞳 6A 唐 興 6A 曾子晉 6B 陸浩然
6C 梁諾軒 6D 劉梓晴 6D 潘國煒 6D 吳卓晉 6D 張家萁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萬鈞教育機構匯知中學主辦）
優異 5A 劉天晴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香港青年培育協會主辦）

小學組
冠軍 3A 朱瀚陞
季軍 4A 蔡嘉傑
優異 2A 文景灝 3C 葉柔雅

「全民起動 快樂行義」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香港仔坊會主辦）
小四級別獎 4B 蔣銘浚
嘉許狀 2A 鍾卓男 3D 李熙琳 4A 黃莉淋 5A 曹家琳 5A 陳建銘 6A 鄒錦盈

小學硬筆書法比賽（裘錦秋中學主辦）
學校優異獎（初級組） 3A 邱嘉怡
學校優異獎（高級組） 4B 蔣銘浚

英文
侯寶垣杯朗誦比賽（青松侯寶垣中學主辦）

優異 4A 張芷榣 4A 林穗晞 4A 文曉旋
聯校英文辯論比賽（佛教梁植偉中學主辦）

最佳辯論員 5D 劉美琪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初賽

一等獎
2A 鍾曉揚 2A 朱雨萱 3A 董子悅 3A 何紫萌 3A 吳姝玉 4A 朱鈞來
4A 林穗晞 5A 葉慶豫 6A 潘嘉亮 6A彭可昊 6A 鄺玉琦 6A 徐 越
6A 林顯涌

二等獎
1B 馬啟越 1C 郁宸言 2A 李奕和 2A 楊皓森 2A 楊將君 3A 朱瀚陞
4A 伍俊熙 4A 劉俞劭 4A 薛文仲 4A 秦柏希 4A 楊柏宇 4A 陳展朗
5A 陳溢熙 5A 鄒譽峰 5A 魏 欣 5A 周文喬 5A 周俊杰 5A 黃焯風
5A 鄭鴻熙 5A 張藝馨 5B 張暉浚 6A 唐為雷 6A 羅浩洋 6A 陳星豪

初賽 三等獎
1A 李宇航 1D 王珈恩 2A 文景灝 2A 覃昭研 3A 張藝霖 3A 潘韋柏
3A 鄺泳琦 3A 張舜榤 4A 曾梓明 4B 麥家盛 5A 黎政諾 5A 周小茜
6A 李兆軒 6A 周貝兒

晉級賽

一等獎 2A 鍾曉揚 3A 董子悅 3A 何紫萌 5A 鄒譽峰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6A 鄺玉琦

二等獎 1B 馬啟越 1C 郁宸言 2A 李奕和 2A 楊皓森 3A 張藝霖 3A 吳姝玉
4A 劉俞劭 5A 葉慶豫 5A 鄭鴻熙 5B 張暉浚 6A 徐 越 6A 林顯涌

三等獎 1D 王珈恩 2A 朱雨萱 3A 鄺泳琦 3A 張舜榤 4A 林穗晞 4B 麥家盛
5A 黎政諾 5A 黃焯風 5A 魏 欣 5A 張藝馨

決賽
一等獎 3A 董子悅 5A 鄒譽峰 5A 葉慶豫
二等獎 2A 楊皓森 3A 吳姝玉 3A 何紫萌 5B 張暉浚
三等獎 1C 郁宸言 2A 李奕和 3A 張藝霖 5A 鄭鴻熙 5A 黎政諾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Open》（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初賽

金獎 3A 董子悅 3A 吳姝玉 4B 蔣銘浚 5A 鄒譽峰 5A 黎政諾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6A 鄺玉琦

銀獎

1B 馬啟越 1C 鍾景彥 1C 鄭梓諾 1C 郁宸言 2A 朱雨萱 2A 楊將君
2A 楊皓森 3A 何紫萌 3A 朱瀚陞 3A 潘韋柏 3A 陳鑑林 3A 張舜榤
4A 伍俊熙 4A 林穗晞 4A 陳展朗 4A 朱鈞來 4A 薛文仲 4A 秦柏希
5A 葉慶豫 5A 黃焯風 5A 鄭鴻熙 5A 周俊杰 5A 魏 欣 6A 唐為雷
6A 林顯涌

銅獎
1A 王芊悠 1D 王珈恩 1D 高煒皓 2A 司徒子盈 2A 何俊軒 2A 楊承朗
2A 文景灝 2A 覃昭研 4A 文曉旋 4A 曾梓明 4B 麥家盛 5A 林澤彤
5A 周文喬 6B 陳星豪

晉級賽
金獎 3A 董子悅 5A 鄒譽峰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6A 鄺玉琦
銀獎 3A 吳姝玉 3A 何紫萌 4B 蔣銘浚 5A 黎政諾 5A 周俊杰 5A 鄭鴻熙
銅獎 3A 潘韋柏 4A 朱鈞來 5A 魏 欣 5A 黃焯風 6A 林顯涌

AIMO 決賽 銀獎 1B 馬啟越 2A 楊承朗 2A 楊皓森 2A 朱雨萱
銅獎 2A 覃昭研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華杯賽香港組委會主辦）

三等獎 6A 潘嘉亮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保良局主辦）

總成績
一等獎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二等獎 6A 鄺玉琦
三等獎 6A 徐 越 6A 林顯涌 6A 唐為雷

計算競賽

團體優異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6A 徐 越 6A 鄺玉琦 6A 唐為雷 6A 林顯涌
一等獎 6A 潘嘉亮
二等獎 6A 彭可昊 6A 徐 越
三等獎 6A 鄺玉琦 6A 唐為雷

數學競賽 二等獎 6A 彭可昊 6A 林顯涌
三等獎 6A 潘嘉亮 6A 鄺玉琦 6A 唐為雷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二等獎 6A 潘嘉亮 6A 徐 越
三等獎 6A 鄺玉琦 6A 彭可昊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合辦）

小五組 團體優異 5A 葉慶豫 5A 鄒譽峰 5A 周俊杰 5A 鄭鴻熙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主辦）

金獎 5A 鄒譽峰
銀獎 1C 郁宸言 5A 葉慶豫
銅獎 2A 楊將君 5A 周俊杰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屯門區）（香港理工大學、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合辦）

全場殿軍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6A 徐 越
創意解難季軍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智多星殿軍 6A 徐 越
銀獎 6A 潘嘉亮 6A 彭可昊 6A 徐 越 6A 鄺玉琦 6A 唐為雷 6A 林顯涌

優良獎狀 6A 周貝兒 6A 羅浩洋 6B 陳星豪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青松侯寶垣中學主辦）

小五組

團體冠軍 5A 葉慶豫 5A 鄒譽峰 5A 周俊杰
隊制賽金獎 5A 葉慶豫 5A 鄒譽峰 5A 周俊杰
個人賽金獎 5A 鄒譽峰
個人賽銅獎 5A 周俊杰

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踪大賽（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主辦）
銀獎 5A 鄒譽峰 5A 鄭鴻熙 5A 周文喬 5A 黃焯風

屯門區「數字串串橋」比賽（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主辦）
團體優異 5A 葉慶豫 5A 周俊杰 5A 鄭鴻熙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香港兒童數學協會主辦）
卓越獎 1D 鄧煦陶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主辦）
銅獎 2A 文景灝

超人盃珠心算數學比賽（中華珠心算數學協會主辦）
一年級組 心算季軍 1C 凌濼軒數學優異

五年級組 心算冠軍 5C 吳靖楠珠算優異

常識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合辦）

全港亞軍 5A 蕭米澤 6A 鄒錦盈 6A 唐為雷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小學常識挑戰杯（九龍樂善堂主辦）

良好證書 4A 林卓衡 5A 蕭米澤 5A 鄒譽峰 5A 黎政諾 5B 鍾宜和 6A 鄒錦盈 6A 嚴淳一
6A 黎喬惠 6A 林顯涌 6A 戴兆聰 6A 周貝兒 6A 冼子瓏 6B 陳星豪

全港小學生物速查「100」工作坊（長春社、嗇色園主辦）
球蘭獎 4A 楊柏宇 4A 林卓衡 4B 文澧榳 4B 黎喬恩

「現代激答開學篇」校際賽（現代出版社主辦）
小學組 冠軍

「現代激答暑假篇」校際賽（現代出版社主辦）
小學組 季軍

主場國情新認識比賽（第一期）（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主辦）
優異 4A 秦柏希 4D 蘇凱瑩 5B 梁沛芝 5E 吳卓軒 6A 冼子瓏 6A 殷珮瑜 6A 王思穎

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節（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新界西初級組 節奏樂冠軍
校際手鈴比賽（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手鐘初二級小學組 銅獎
聯校音樂大賽（香港聯校音樂協會主辦）

中樂合奏 金獎
香港敲擊樂大賽（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中國鼓樂合奏 銀獎
漫遊音樂世界（音樂事務處主辦）
優良表演獎及最受現場觀眾歡迎獎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青年天地發展基金主辦）
鋼琴自選高小組 銀獎 5A 魏 欣

2018-2019下學期校外獲獎一覽（截止至2019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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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主辦）
鋼琴一級組 銀獎 3B 陳曉藝

SAE 全國青少年鋼琴大賽暨英國 PURCELL 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全國青少年鋼琴大賽組委會主辦）
深圳賽區入門二組 二等獎 2B呂潤擇

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澳洲聖西西利亞音樂學院主辦）
小提琴獨奏二級組 冠軍 6B 陳子謙

視藝
「親情中華‧金水橋之戀」華裔青少年書畫大賽（北京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主辦）

少年組 銀獎 3A 單雨婷 3A 梁惠然
銅獎 5A 曹家琳
化學品安全宣傳品平面設計比賽（職業安全健康局主辦）

小學組 季軍 6A 殷珮瑜
優異 5B 劉俊辰 6A 鄒錦盈 6A 黎喬惠 6B 麥希堯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

小學組 亞軍 6A 殷珮瑜 6A 黎喬惠 6B 鍾詠珊 6B麥希堯
季軍 5C 張宇霏 5E 陳中怡 5E 羅芷柔 6D 李 想

防火安全海報設計比賽（屯門區防火委員會主辦）
優異 5A 曹家琳 6A 鄒錦盈 6B 麥希堯
嘉許狀 5B 梁珉瑜 6A 殷珮瑜 6A 黎喬惠 6B 鍾詠珊

體育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女子甲組 60 米第五名 6C 劉倩嘉4X100 米接力第五名

男子乙組 60 米第五名 5B 黃瑞恒
跳高第六名 5B 許雲杰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第八名 4A 尹梓謙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屯門區體育會主辦）

男子 A 組
跳高亞軍 5B 張暉浚
擲壘球殿軍 5E 李銘泓

4X100 米接力亞軍 5B 張暉浚 5B 曹梓軒 6C 李東昇 6C 梁柏熙
女子 A 組 400 米殿軍 6B 陳穎瞳

男子 B 組

60 米冠軍 5B 黃瑞恒跳遠殿軍
跳高冠軍 5B 許雲杰
擲壘球亞軍 5C 黃友鋒

男子 C 組 200 米殿軍 4A 尹梓謙
擲壘球亞軍 4B 黃卓翹

女子 C 組

200 米季軍 4A 陳 曦
60 米殿軍 4D 李婉芯
擲壘球季軍 3A 邱嘉怡

4X100 米接力亞軍 4A 陳 曦 4B 梁嘉晴 4D 梁熙穎 4D 李婉芯
男子 D 組 跳遠冠軍 3B 江俊禮
女子 D 組 擲壘球殿軍 3A 鄭欣儀

男子 F 組 立定跳遠季軍 1C 黃皓廷60 米殿軍
簡易運動大賽—IAAF 兒童田徑比賽（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

乙組

前拋藥球亞軍 1C 黃皓廷 1C 倫民博 1C 鄭梓軒 1C 覃子研
擲標槍殿軍 1B 何嘉晉 1B 何嘉晟 1C 黃皓廷 1C 鄭梓軒

A 級方程式殿軍 1A 黃振皓 1B 何嘉晉 1B 黃頌瑋 1C 倫民博
1C 鄭梓軒 1C 鄭梓諾

聯校田徑錦標賽（鳳溪創新小學主辦）

男乙

60 米冠軍 5B 黃瑞恒跳遠季軍
跳高冠軍 5B 許雲杰200 米優異
200 米優異 5B 曹梓軒
跳高季軍 5B 張暉浚
60 米優異 5B 邱衍熙
壘球優異 5C 黃友鋒
100 米優異 5D 練洪林
60 米優異 5E 黃俊然
壘球優異 5E 李銘泓

4X100 米接力季軍 5B 黃瑞恒 5B 許雲杰 5B 曹梓軒 5D 練洪林

女乙

60 米亞軍 5B 劉思甜跳遠優異
跳高優異 5B 劉詩淇
100 米季軍 5C 張宇霏壘球優異
跳高優異 5C 許馨月跳遠優異
壘球優異 5C 李 澄

4X100 米接力殿軍 5B 梁沛芝 5B 劉思甜 5C 張宇霏 5C 許馨月

男丙

100 米季軍 4A 尹梓謙200 米亞軍
跳遠優異 4A 楊柏宇
跳高亞軍 4B 鄧灝軒
壘球季軍 4C 胡錦豪
跳高優異 3A 鍾舒杰

4X100 米接力優異 4A 尹梓謙 4B 鄧灝軒 4B 黃卓翹 4C 胡錦豪

女丙

200 米亞軍 4A 陳 曦跳高季軍
壘球優異 4B 歐陽思語
60 米冠軍 4D 李婉芯100 米殿軍
跳高優異 4D 梁熙穎

4X100 米接力優異 4A 陳 曦 4B 梁嘉晴 4D 李婉芯 4D 梁熙穎

男丁

跳遠亞軍 3B 江俊禮60 米殿軍
壘球優異 3B 胡良玉

4X100 米接力殿軍 2D 高晫恆 3B 江俊禮 3C 黎韋權 3D 丁恩澤
女丁 4X100 米接力優異 3A 梁惠然 3B 譚智心 3B 羅子希 3D 丁婉姿

友校接力邀請賽（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主辦）
優異 6C 李東昇 6C 梁柏熙 6D 李澤軒 6D 黎韋鏗

屯門區足球賀歲嘉年華（屯門體育會主辦）
U6 組季軍 1C 馬爾希 1D 趙浩森 2A 楊皓森 2A 林嘉燿

2B 凌梓皓 2C 劉晧昀 2C 陳柏鈞 2D 廖敏學
藍天盃五人足球比賽（藍天足球會主辦）

冠軍 3A 張舜榤 4B 黃卓翹 4D 曾晴瑋 5C 陳梓齊
5D 何天樂

季軍 4A 陳展朗 4A 章皓謙 4A 蔡嘉傑 4B 龍煒程
5D 楊楚謙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主辦）
單車步亞軍 1A 張廸琋

後單車步冠軍 二重跳冠軍 1C 鄭梓軒
側擺交叉跳冠軍 跨二跳冠軍 1C 鄭梓諾
交叉開跳冠軍 側擺開跳殿軍 1C 張愷桐
交叉開跳亞軍 側擺開跳亞軍 1D 陳浩軒

側擺開跳冠軍 2C 黃晉邦
單車步殿軍 2C 梁凱晴
側擺開跳季軍 3A 鄭家承

交叉開跳亞軍 側擺交叉跳季軍 3A 鄭欣儀
後側擺開跳冠軍 後單車步季軍 3B 胡良玉
交叉開跳亞軍 側擺開跳殿軍 3B 盧沛垚
單車步冠軍 側擺交叉跳亞軍 3B 江俊禮

側擺交叉跳亞軍 4A 張芷榣
單車步季軍 二重跳殿軍 4B 鄧灝軒

側擺開跳季軍 後側擺開跳季軍 5A 魏 欣
單車步亞軍 後單車步季軍 5A 張藝馨

側擺交叉跳季軍 後側擺交叉跳季軍 5A 梁凱柔
二重跳亞軍 跨二跳季軍 5B 劉沛喬

後交叉開跳冠軍 5B 劉詩淇
交叉開跳冠軍 跨二跳亞軍 5B 林卓毅

側擺交叉跳亞軍 側擺開跳殿軍 5C 黃晉朗
後側擺開跳殿軍 5D 楊楚謙

單車步殿軍 交叉開跳殿軍 6A 羅浩洋
後側擺交叉跳季軍 側擺交叉跳殿軍 6C 李東昇
側擺開跳亞軍 後側擺開跳季軍 6C 梁柏熙

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天水圍香島中學主辦）
男甲 30 秒交叉跳優異 5B 林卓毅
女甲 1 分鐘橫排跳優異 5A 魏 欣 5A 張藝馨
男乙 30 秒單車步亞軍 3B 江俊禮

女乙
30 秒單車步優異 4A 張芷榣1 分鐘橫排跳優異
1 分鐘橫排跳優異 3A 鄭欣儀

男丙

30 秒單車步亞軍 1C 鄭梓諾1 分鐘橫排跳亞軍
30 秒二重跳優異 1C 鄭梓軒1 分鐘橫排跳亞軍

女丙 30 秒交叉跳季軍 1C 張愷桐
全場總成績（屯門區）殿軍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賽（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主辦）
二重跳殿軍 5B 劉沛喬
四人大繩殿軍 3A 鄭欣儀 3A 單雨婷 4A 張芷榣 4D 梁熙穎
IDA 香港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香港標準舞總會主辦）

青少年公開單項倫巴組第四名 6B 吳凱晴
天藝盃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排名大賽（天藝舞蹈天地主辦）

單人拉丁舞倫巴冠軍
6B 吳凱晴ChaCha亞軍

華爾滋亞軍
屯門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主辦）

倫巴舞組 最傑出獎 6B 吳凱晴華爾滋舞組 最傑出獎
麗豪盃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計分賽（岑伯龍舞蹈學校主辦）

單人雙項 亞軍

4A 張天穎單人三項基本步 季軍
單人單項花步 ChaCha 季軍
單人單項花步 Jive 季軍

全港十八區第三十二站公開賽（18 區體育舞蹈聯會主辦）
SoloSamba 冠軍 3B 鄭心怡Paso 冠軍

亞洲城市國際跆拳道錦標賽（義禮跆拳道會、世紀跆拳道會合辦）
男子組搏擊比賽 金獎 1C 梁焯嵐

鳳凰武藝國際邀請錦標賽（香港跆拳道超級聯賽主辦）
個人搏擊組 總季軍 1C 梁焯嵐

學界和香港跆拳道超級聯賽 ( 鳳凰跆拳道會主辦 )
個人搏擊 亞軍 1C 梁焯嵐

跆拳道邀請賽（義禮跆拳道會主辦）
初級組 冠軍 1C 梁焯嵐

跆拳道錦標賽暨大專院校跆拳道品勢錦標賽（香港跆拳道勵誠會主辦）

個人品勢
亞軍 2B 劉雪盈 2D 龍家希
季軍 2C 何柏民
優勝 2B 黃星皓

個人速度
亞軍 2B 劉雪盈
季軍 2C 何柏民
優勝 2B 黃星皓 2D 龍家希
恩福跆拳道邀請賽（恩福堂主辦）

女子組 電子靶競速賽冠軍 3C 陳子晴搏擊比賽季軍

男子組 搏擊比賽亞軍 6B 陳子謙品勢比賽季軍
空手道正心館形比賽（全日本剛柔流空手道正心館主辦）

8-9 歲女童 高級組季軍 3B 陳曉藝

普通話
全港《弟子規》演繹比賽（國際經典協文化會主辦）

誦讀比賽 ( 個人 ) 高小組季軍 5A 林澤彤
高小組優異 6B 劉曉冰 6B 歐陽佩佩

其他
屯門盆景蘭花暨中國文化藝術展覽（道教香港青松觀主辦）

小學組種植比賽總冠軍
小學盆景組兩個季軍

小學環保盆栽組

冠軍 5D 鍾凱瑤 5D 黃朗儀 5D 劉美琪

亞軍 1B 林灝昕 1C 馬爾希 3D 楊仲軒 4B 林灝謙
5D 施嘵鴻 6C 陳家晞

優異 5D 施嘵鴻

小學時花／綠葉／蔬果組
冠軍 葉惠森女士 3A 李祖涵 5C 黃子淇
季軍 4C 陳秀賢 4C 王琪琪
優異 4C 彭海喬

中、小學園圃設計比賽 銀奬 5C 范栢兒 5D 楊楚謙
園圃攝影比賽（道教香港青松觀主辦）

青松觀景色（小學組） 銅獎 5A 梁 豐 5A 林澤彤
就讀學校園圃（小學組） 銀獎 6A 周貝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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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與香港中樂團舉辦
的《種籽計劃》，樂團為本校
學生提供樂器大師班、樂隊排
練指導，有效提升學生的演奏
及合奏技巧。同時，樂團更為
學生安排演出機會，讓同學參
與《中樂嘉年華》，通過觀摩
其他學校的演出互相學習，實
是難能可貴！

2B 劉雪盈

    為了參與《中樂嘉年華》，事前我除了參與校內的排練，
亦要到香港中樂團排練廳綵排。表演當天，我既興奮又緊張，
因為《駿馬奔馳》一曲是由近百位同學組成的聯隊演奏的，我
從沒試過與這麼多人一起演出。最後表演順利完成，我很開
心，希望明年可以再次參加這個活動。

4B 黎蓁蕎

    今年我被老師挑選加入中樂
團學習揚琴。由於初學習樂器，
內心難免戰戰兢兢。幸得老師悉
心的教導與栽培，加上香港中樂
團派出駐團演奏家到校指導，令
我可以自信地踏上舞台。

種籽計畫中 樂

學生感想

中樂嘉年華

（聯隊表演）

中樂嘉年華
（本校樂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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