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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學思盃」2015小學組最佳辯論員 6A 翁可穎

2014 沙田節徵文比賽

高小組亞軍 5B 郭愷敏

李興貴中學「超越自己．超越別人」硬筆書法比賽       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高級組優異獎 6A 李卓伶 初級組入圍獎 1D 廖鎧霖

第三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本校獲頒「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優異獎  6A 李卓伶

[ 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
    小學組最佳辯論員  6A 翁可穎

2015 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高小組季軍 4E 林鈺和

  DBC數碼電台「非常班房」小學組辯論表演賽
                   網上最喜愛辯論員 6B 陳葦澄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屆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獎 6A 區晉僖 6A 陳子樂 6A 馬綺菡     良好獎 5A 黃粧禾 6B 楊芷琳

   [ 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
      小學組最佳合作獎及最佳表現大獎

       6A 陳子樂 6A 陳曉君 6A 曾詠欣 6A 翁可穎

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比賽

  嘉許狀  5A 李汶軒 5B 黃皓謙

第十一屆新雅全港小學生

閱讀報告寫作比賽

中級組季軍 4E 陸仕滔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屆小學生現場英文作文比賽
特級優異獎 : 5A 鍾翠盈

優異獎 :  6A 張海琪 6A 陳子樂  6A 蔡  顔  

            6A 鄧凱靖 6A 梁子樂

良好獎 :  5A 張迦善 5A 陳德鴻  6B 鄭詠仁  6B 楊芷琳

全港小學校際英文詞彙比賽 2015

課室盃殿軍 : 2A 陳紫晴  2A 林海晴

             
2B 區家睿  2B 劉逸朗五育中學「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英文創意寫作大賽           優異獎 : 6A 趙伯銘

 英
文科

Finalist Award (Starters level) 
                   1E 張晉匡   

Merit Award(Flyers level)  
              6A 趙正祥

  第六十六屆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英詩獨誦季軍 4A 楊曉東
五年級英詩獨誦亞軍 5A 張鈺雪
六年級英詩獨誦亞軍 6A 陳子樂

My SmartABC Online English Reading Programm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1E 林靖晞 2D 趙康然 2D 許晞瑜 6B 杜卓紋

The 7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015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沙田區 )
優異獎 : 6A 張巧瑤 6A 張海琪 6A 區晉僖
優良獎 : 6A 陳曉君 6A 庾子祐 6A 袁展培
           6A 周民豐 6A 嚴志健 6B 陳錦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金獎 : 2A 陳紫晴
銀獎 : 3C 張昊朗  4A 郭俊唯
銅獎 : 2A 蘇文傑  2B 梁志賢 2D 陳玥兒 2E 楊諾軒  4A 歐焯楠  4A 高莛茵
         4A 倪浚穎  4A 羅凱而 4B 李志豐 4B 陳曉盈  5A 李佩螢  5A 劉秀麟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 2A 陳紫晴
銀獎 : 1A 鄭梓軒 1C 李晋安 2B 區家睿 4A 郭俊唯

銅獎 : 1A 朱顥強 1C 劉建希 1D 林心悅 2A 梁啟謙 2C 梁銦軒  2D 余倩瑩 3A 劉晴琳 3A 李旭朗              

        3E 林卓維 4A 倪浚穎 4A 莊銘灝 4A 高莛茵 4A 謝朗軒 5A 張鈺雪 5A 黎嘉明 

        
  

        
  

 第二十三屆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季軍 : 6A 張海琪  6A 袁展培  6A 周民豐

         6A 嚴志健  6A 陳子樂  6B 楊卓軒

數

學

科

     2014/15 數學奧林匹克解難邀請賽
一等獎 : 2A 蘇文傑
二等獎 : 2B 戚文傑 2C 梁銦軒 2C 任曉彤 3B 郭竣凱 
           3E 劉建鋒 4A 倪浚穎 5A 黎嘉明 5B 吳子杰 
特等獎 : 2B 區家睿 3C 林靜心 4A 郭俊唯

第七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
     三等獎 6A 嚴志健



 視藝 科

                   第十八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展覽

嘉許獎：5A 張迦善  5A 侯頌祺  5A 陳德鴻 5A 黎嘉明  5B 吳子杰  5B 黃皓謙

       綠色創新比賽
一等獎 :  5B 吳子杰  5B 黃皓謙

   常識 8寶箱網上課程
全港最高成績大獎 :3B 謝希潼

     科才種子培訓計劃
第二名：5B 吳子杰  5B 黃皓謙

            保護水資源大使選拔賽
保護水資源大使：5A 黃粧禾 5C 羅健允 5D 吳浩賢 6A 蔡  顏
                        6B 周梓軒 6C 鄭家軒 6D 劉偉昇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小學科學比賽
                 優異獎 : 5B 吳子杰

「孝愛在沙田」繪畫比賽
       優等奬 : 4B 何軒殷

2015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初級組優異奬 : 2E 鍾家澄
   中級組優異奬 : 3E 傅君浩

「向老師致敬 2014」繪畫比賽
          優等奬 : 3A 劉晴琳

「2015 畋園青年樂善行―環保生活」
     沙田區小學校際填色比賽
初級組優異奬 : 2E 梁嘉朗  3C 蔡修廉
高級組優異奬 : 6A 李卓伶
團體奬 : 最踴躍參與奬

第一屆梁棠杯 2015 全港中小學寫生比賽
小學組優異奬 : 5B 陳采淇  6A 林雅莉
                    6C 吳灝森  6C 張穎彤

常 識科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樂器演奏比賽
           鋼琴組優異獎 3E 林卓維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季軍 : 1C 黃智君  
一級鋼琴獨奏季軍 : 1E 蔡詠沂
二級鋼琴獨奏亞軍 : 2C 黃哲珺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 2E 張曉桐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 3C 許天渝
三級鋼琴獨奏冠軍 : 3E 蔡文山

2014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優秀獎 : 2B 陳晞桐 3D 林銘希

音樂科

              2014-2015 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200 米冠軍 6A 梁子樂     男子甲組 400 米第五名 6B 陳彥衡
男子甲組跳遠第五名 6D 劉偉昇      男子乙組壘球第四名 5B 何軍賢
男子丙組 60 米亞軍 4C  劉俊亨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4A 謝朗軒 4B 葉泓熹 4C 劉俊亨 4E 余偉謙 3D 張柏彥
男子丙組跳遠亞軍 4C 劉俊亨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4A 謝朗軒 4B 葉泓熹 4C 劉俊亨 4E 余偉謙 3D 張柏彥
女子乙組壘球第七名 5A 何柏蔚

屈臣氏周年田徑大賽 2014
男子戊組 4X100 米季軍
4A 謝朗軒 4B 葉泓熹
4C 劉俊亨 4E 余偉謙

田徑 體育科

            外展壁球隊際賽
男子高小組亞軍 5B 何軍賢 6B 陳彥衡  6C 鄭家軒 

男子甲組
個人亞軍 6B 陳彥衡
個人季軍 6C 鄭家軒
團體亞軍 6B 陳彥衡  6C 鄭家軒 6C 何翱儒  6D 嚴粕朗  6E 岑家逸
男子乙組
個人殿軍 5B 何軍賢
團體殿軍 5A 吳哲希  5B 何軍賢 5B 黃敬楠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3A 譚子盛 4A 謝朗軒 4A 施駿謙 4E 陸仕滔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3A 劉晴琳 3B 歐令瑜 3E 李綽婷 4A 戴晴堯

日本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4
       BU13 亞軍 6B 陳彥衡

新加坡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4 
       BU13 第五名 6B 陳彥衡

壁球全港小學學屆壁球錦標賽 2014—2015



    男甲經驗組隊際冠軍
5B 何軍賢 6B 陳彥衡  6C 鄭家軒

    男乙經驗組隊際亞軍
3A 譚子盛 4A 謝朗軒 4A 施駿謙 

簡易運動大賽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男子甲組冠軍 : 6B 陳彥衡  
男子甲組亞軍 : 5B 何軍賢   
男子甲組季軍 : 6C 鄭家軒

2014-2015 年度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蛙泳亞軍
男甲 100 米蛙泳亞軍
6A 區晉僖

男甲 50 米背泳季軍
男甲 100 米自由泳亞軍
6A 麥展俊

       男甲團體殿軍
6A 區晉僖 6A 麥展俊 6D 劉偉昇

2014-2015 年度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4×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男甲 100 米蛙泳第五名
男甲 50 米蛙泳第八名
          6A 區晉僖

男甲 4×50 米自由接力冠軍
男甲 100 米自由泳第六名
          6A 麥展俊

乒乓球

游泳

沙田學界乒乓球錦標賽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5A 黃粧禾 5A 陳德鴻 5D 羅振源 6A 譚諾然 6A 袁展培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 陳彥衡

富士菲林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2014

女丙新進組隊際冠軍
1B 何咏珈 1B 王澤心



普通話科 公民教育組

 優異星獎 4C 莊彥喬優異獎 4A 黃美琪楊葛小琳中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小組亞軍 3A 李樂兒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5

第四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比賽
小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
2D 江致遠 3C 吳騰逸

第十五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
網上問答問題

優秀証書 6B 陳葦澄

資優組

第十二屆資優解難大賽分區賽

個人賽金獎 3A 黎心怡 6A 陳子樂

個人賽銀獎 3E 林卓維 6A 張海琪

全港個人賽銀獎 3A 黎心怡

全港個人賽銅獎 6A 陳子樂

校際賽初小組季軍

3A 黎心怡 3B 謝希潼 3E 林卓維

校際賽高小組季軍

6A 陳子樂 6A 張海琪 6A 陳曉君

智能機械由我創 (RIDIY)2015
NXT 小學組一等獎

4A 郭俊唯 4B 羅智穎 5C 楊梓軒 6C 李嘉穎  

電腦科

第十五屆全港學界

普通話傳藝比賽

古詩組季軍 4D 莫海琳

小女童軍

6A 陳曉君 6A 林雅莉 6A 鄧凱靖 6A 謝詠斯 6B 陳琬兒 6C 江碧瑜 6C 王允靜 
6D 馮業雯 6D 李苑荷 6E 何善潼 5A 梁欣桐 5A 黃敏熙 5A 游晋欣 5B 郭愷敏
5B 陳珮誼 5D 黃穎賢 4A 陳嘉儀 4A 鄭懿翹 4A 戴晴堯 4B 陳雅怡 4B 陳靖欣
4B 何軒殷 4B 許蕊蕊 4C 熊佳馨 4D 鄧樂施 4E 邱琬瑩

女童軍優秀隊伍選舉
2014 小女童軍優秀隊伍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隊伍優秀小女童軍 6A 林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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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甲級獎
2A 陳向晴 2A 陳蔚彤 2A 黎縉欣 2A 林海晴 2B 陳晞桐 2B 何宛詩 2C 陳秀玲 2C 陳思宇 
2C 衛梓昕 2D 許晞瑜 2D 賴芷晴 2D 董衍鉦 2E 梁嘉朗 2E 雷柏淇 2E 胡凱程 3A 蔡依晴

3B 佘沅蕎 3C 陳詩怡 3D 鍾騏蔚 3D 王譽晴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2A 李震邦 2E 葉凡菁 2E 梁嘉朗 3B 謝希潼 4A 黃美琪 
4A 何昱希 4A 巫蕊彤 4D 佘仲綸 5A 張迦善 5A 陳嘉淇
5A 林芍形 5C 劉肇麒 5C 林桑雅 6D 林洛怡 6E 何善潼

第二十二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2015
自選器材陣式組亞軍

1E 李梓軒 2A 梁宬銨 2C 陳文杰 4D 莫海琳
5C 林樂軒 5C 陳啟進 6C 鄭嘉浩

2015「卓越今天、成就未來」青少年領袖
6A 陳曉君

   兒
童舞校隊

戲劇組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4-2015

獅藝

2014 第六屆香島教育機構優秀小學生
6A 張海琪

傑
出
學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