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等獎　6A 陳希言

　　　　6A 曹韾心

三等獎　6B 滕思攀

亞軍　6A 陳希言　6A 陳梓峰

　　　6A 蘇子傑　6A 黎日朗

　　　6A 葉立勤

智多星冠軍　　　6A 羅晉穎

智多星殿軍　　　6A 陳希言

數學比賽銅獎　　6A 羅晉穎　6A 陳希言

　　　　　　　　6A 許柏熊　6A 蘇子傑 

　　　　　　　　6B 梁逸軒　6B 滕思攀

數學比賽優異獎　6A 陳梓峰　6A 葉立勤

　　　　　　　　6A 黎日朗

二等獎　2C 張家怡　5A 葉詩瑩

三等獎　1A 林靜心　3A 黎嘉明　4A 袁展培

優秀獎　2E 施駿謙

銀獎　　2C 高莛茵　3C 張鈺雪　5A 馮思聰

銅獎　　1A 佘沅蕎　2B 倪浚穎　2C 張家怡

　　　　2E 李志豐　2E 莊銘灝　3A 黃樂晴

　　　　4B 張爾晉　4C 陳錦曦　6A 錢彥汶

優秀獎　6A 林穎翹

高級組全港優異　5A 張立賢

數 學 組

第五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沙田區 )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挑戰賽 2013」

計算競賽二等獎　6A 蘇子傑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陳梓峰

總成績三等獎　　6A 蘇子傑

　　　　　　　　6A 陳梓峰

第三十八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3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第廿一屆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全港分區榮譽學校大獎

數學 8達通

　　　　　　　　6A 陳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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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青苗獎—科學知識測驗 中銀野外動向導賞行程設計比賽

「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展覽 保護水資源大使選拔賽

第一屆全港小學生腦力王世紀大賽

一等獎

6A 陳希言

優異獎

5A 張立賢

5A 梁漪桐

5A 鍾栩晴

嘉許獎　6A 林雪盈　陳希言　

　　　　　 甘悅康　黎日朗　

　　　　　 林穎翹　劉景峰

優異獎　5A 梁漪桐　張立賢　  
　　　　　 趙不彤　鍾栩晴　

　　　　　 司徒建林　李進新

保護水資源大使　4B 梁永謙

　　　　　　　　4C 陳妙芯　莊欐瑩

　　　　　　　　4D 關浚熙　崔賀森

　　　　　　　　4E 陳妙然

分站賽總冠軍

5A 司徒建林

6A 陳希言

分站賽總冠軍

「講德公 .比畫功」德育及
公民教育繪畫比賽

優異獎　4E 何慧婷

亞軍　1C 魏綽邦

季軍　3A 伍柏彥

優異　1A 佘沅蕎　1A 陳卓軒

　　　1D 黎心怡　1D 王梓烽

　　　3A 韋卓謙　3C 黃粧禾

　　　3D 李佩螢

冠軍　6B 李衍澄

亞軍　5A 司徒建林

季軍　5E 陳珈御

優異　4E 石凱晴　5A 魏綽希

　　　5A 林穎忻　5B 趙琬殷

　　　5C 陳則明　5D 黃展浩

　　　6A 何賀堯　6E 馮安琪

優異獎　5A 徐穎錡

　　　　　 趙不彤　鍾栩晴　　　　　　 趙不彤　鍾栩晴　

　　　　　 司徒建林　李進新　　　　　 司徒建林　李進新

初小組：

高小組：

常識科

視
組藝

「踏上．星．彩每一刻」填色、標語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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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沙田區小學女子優秀運動員

2013 和富香港學生公民大使獎 「綠得開心」報料大行動

6A 鄭曉琳　6A 何賀堯　6A 廖絡瑤 小學組優異獎

6E 謝一謙

5B 曾曉昕

學界環保獎勵計劃電腦桌布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6B 吳欣呈

2013 年水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 )

季軍　　6B 林曉曈

優異獎　3B 余鎧瑩

小學組冠軍　5A 周梓諾

特別行政區成立 15 周年
慶祝活動

—沙田區國畫比賽

體育

公民 組教育

科

徑徑
田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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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小學組全港冠軍　
6B 滕思攀



2012 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

2012 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乙組 )

最佳運動員
6B 李冠言

100 米亞軍

200 米冠軍 6A 陳梓峰

跳遠冠軍 6B 李冠言

400 米冠軍
6D 陳震清

跳高殿軍

4X100 米接力 冠軍
6A 陳梓峰　6A 陳希言　6A 葉立勤
6B 李冠言　6B 葉卓文　6B 王  鎬

團體冠軍
6A 陳梓峰　6A 陳希言　6A 葉立勤
6B 李冠言　6B 葉卓文　6B 王  鎬
6D 陳震清

壘球冠軍 5A 洪維鈞

60 米季軍 5D 黎遠灝

200 米殿軍 5A 洪維鈞

跳高殿軍 5A 歐陽鏵

4X100 米接力 亞軍
5A 洪維鈞　5A 歐陽鏵
5B 羅筠皓　5D 黎遠灝
5E 陳學賢　5E 鄧偉豪

團體亞軍
5A 洪維鈞　5A 歐陽鏵
5B 羅筠皓　5D 黎遠灝
5E 陳學賢　5E 鄧偉豪

201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甲組 )

2012 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乙組 )

60 米亞軍 6A 林敏瑜

100 米冠軍 6E 曾柏芝

4X100 米接力冠軍

6A 林敏瑜　6A 林宛泓
6A 潘嘉盈　6A 曹馨心
6E 曾柏芝　6E 李恩婷

團體亞軍

6A 林敏瑜　6A 林宛泓
6A 潘嘉盈　6A 曹馨心
6E 曾柏芝　6E 李恩婷

壘球冠軍 5B 曾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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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泳泳泳泳泳泳泳泳泳泳泳泳

—

女子羽毛球雙打亞軍及團體冠軍

2012-2013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2012-2013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5B 曾曉昕

男丙 50 米蛙泳亞軍
4A 區晉僖

男丙 50 米背泳季軍

男丙 50 米自由泳亞軍
4B 麥展俊

男丙 50 米背泳亞軍

男丙團體季軍
3B 陳俊豪　3D 朱衍恆
4A 區晉僖　4B 麥展俊

男丙 50 米蛙泳季軍 4A 區晉僖

男丙 50 米自由泳殿軍
4B 麥展俊

男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男丙團體冠軍 4A 區晉僖　4B 麥展俊

男子甲組個人亞軍 6D 陳震清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6A 葉立勤　6A 陳梓峰
6D 陳震清

男子丙組個人亞軍 4B 陳彥衡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4B 陳彥衡　4C 何翱儒
4D 鄭家軒　4D 嚴柏朗

男乙經驗組季軍 4D 鄭家軒

男丙新進組季軍 2E 陸仕滔

男乙經驗組隊際亞軍
4B 陳彥衡  4D 鄭家軒
4D 嚴粕朗

男丙經驗組隊際季軍
1D 王梓烽  1D 梁永健
2B 倪浚穎

男丙新進組隊際季軍
2A 謝朗軒  2E 陸仕滔
2E 施駿謙

女丙經驗組季軍 2D 戴晴堯

第四屆全港小學校際小型壁球比賽
2012-2013

泳泳泳泳泳泳泳

壁 壁 

泳 游游游游游游游

球 球 

羽 
毛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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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舞甲級獎

第五屆東區龍獅邀請賽

2013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小學初級組 )

球操冠軍及圈操冠軍

第六十五屆學校音樂節
中級外文合唱組 合唱團 冠軍

一級鋼琴獨奏 1E 蔡卓琳 亞軍

一級鋼琴獨奏 2C 高莛茵 季軍

一級鋼琴獨奏 2D 陳嘉儀 季軍

一級鋼琴獨奏 2E 戴仕嵐 季軍

一級鋼琴獨奏 3C 甘依蓓 亞軍

一級鋼琴獨奏 4D 馮業雯 季軍

二級鋼琴獨奏 4A 周民豐 亞軍

三級鋼琴獨奏 3B 黃敏熙 季軍

三級鋼琴獨奏 4A 楊芷琳 季軍

三級鋼琴獨奏 5A 張婷鈺 亞軍

三級鋼琴獨奏 6D 羅寶玉 季軍

四級鋼琴獨奏 4A 梁子樂 季軍

四級鋼琴獨奏 5A 李進新 季軍

四級鋼琴獨奏 6B 陳奕儒 季軍

五級鋼琴獨奏 6B 吳鈞澔 亞軍

五級鋼琴獨奏 6C 湯約禮 冠軍 及 通利琴行獎

獅藝地青兒童組冠軍

獅藝地青小學組殿軍

3A 梁庭源

音樂科

其 他 

五級鋼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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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

2012-2013 步操比賽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2-2013)

傑出演員獎　5B 馮柏熹

小學隊

季軍

4A 趙君睿　4E 石凱晴　4E 何慧婷

5A 李俊彥　5A 溫蕊詩　5B 李瑞卿

5C 黃浩賢　5D 黃詩雅　5D 柯蔚茵

5D 江逸明　5E 梁安利　5E 方希嵐

6A 黃敬澤　6C 黎玉淇　6C 石凱翹

6C 程  茵　6C 尹浩達　6C 邱靖喬

6D 何慧妍　6D 區穎彤　6E 卓詠妍

6E 陳可蕎　6E 譚朗怡　6E 邱羨婷

傑出舞台

效果獎

及

傑出合作獎

6A 陳靜妍　6A 陳凱愉　6A 鄭曉琳

6A 廖絡瑤　6B 梁亦彤　6B 李衍澄

6B 吳鈞澔　6B 吳欣呈　6B 葉惠敏

5A 陳綺琳　5A 彭珮珩　5B 歐令揚

5B 馮柏熹　5C 許文麗　5E 方希嵐

3D 李佩螢

交通安全隊頒獎照

交通安全隊

戲劇組

朗誦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詩詞獨誦 (粵語組 )

冠軍　1D 黎心怡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英詩獨誦

冠軍　5B 馮柏熹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英詩獨誦

亞軍　2B 楊曉東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英詩獨誦

季軍　5E 趙敖天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英詩獨誦

冠軍　4A 趙正祥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詩詞獨誦 (普通話組 )

冠軍　1C 李樂兒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英詩獨誦

亞軍　5A 彭珮珩

第六十四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詩詞獨誦 (普通話組 )

亞軍　2B 楊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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