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今年是第二年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吸收了第一年的經驗，經過努力，    

      不斷嘗試，本校在 2013 – 2014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榮獲「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並有六位同學獲得「傑出演員獎」，他們分  

      別是 4A 陳嘉慧、5B 韓澤美、6B 洪臻、6B 王昱燦、6B 黃樂怡及 6C 許靜藍。 

                            

          學校致力推動戲劇發展，讓學生在課堂以外有更多機會接觸戲劇，從而發掘   

      有潛質及對戲劇有興趣的學生加入英文話劇組，希望把英文話劇成為學校其中一     

      項恆常性的課餘課外活動。 

                            

          本校聘請了“Dramatic English”協助本校舉辦英文話劇，最初的時候是由   

      機構導師作主導，雙方合作愈來愈緊密，漸漸本校的老師由協助的角色轉變成為    

      主導的角色，在創作劇本、選角、選歌、學生演技，甚至是道具製作上，都提供   

      了很寶貴的意見。  

                            

          學生有機會在「愛�創奇蹟」中演出，這給予學生一次很寶貴的舞台經驗，他     

      們將這經驗運用在比賽中，使他們在比賽的過程中顯得很輕鬆，每一位學生也很

享受演出的過程。最重要的是比賽後與評判的會面與交流，評判們給予學生專業

的意見，使學生的演技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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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王均騏 「我學會了如何運用聲線，我比以前說話更大聲更響亮。」 
6B 洪 臻 「參加英文話劇，讓我學會在遇到困難時，不會輕易放棄，反而會努力尋求解決困難的方法，例如在話劇中，有幾個動作我一直無法很自然地做到。最後，我請教同學後，我終於可以自然地演這個角色。」 

5B 韓澤美 「我學會了做事要有恆心，特別是主角的對白較多，難以在短時間內背好，所以我們要多練習，不要放棄。」 

5C 黃珈瑤 「我在最初參加英文話劇的時候覺得很難，因為要用全英語跟導師和同學溝通，但透過遊戲等熱身運動，令我覺得輕鬆得多，而且一向唱歌不太好的我，經過多月的訓練，比以前進步了不少。」 
5B 黃栢霖 「參加英文話劇除了學會英文外，還學會團結和與人相處，只有團結和良好的溝通才能作出一個好的演出。」 

6B 許曼莉 「參加了英文話劇，讓我明白到在話劇中無論是擔當主角或是配角都同樣重要。我在今次的話劇飾演一位英文老師，雖然不是主角，但如果一齣劇沒有配角去點綴，我相信不是一場好的話劇。配角也有自己出場的部分，無論演出時間有多久，對白有多少，那時候自己便是主角。」 

6C 陳詠霖 「我記得有一幕戲，我花了很多時間練習，又要跑，又要跳，其實真的很辛苦，不過我沒有放棄，我反而更加努力去克服。」 



 

 

班際學業成績優異獎班際學業成績優異獎班際學業成績優異獎班際學業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一甲一甲一甲一甲    楊采穎 鄭祺 甘家穎 周文傑 朱梓瑩 

一乙一乙一乙一乙    許統燊 鍾詠芯 李再旭 周鉑棟 袁灝駿 

一丙一丙一丙一丙    陳梓塱 黃景聰 陳卓賢 鄭思融 郭柏朗 

二甲二甲二甲二甲    彭敬華 楊詠如 黃一峰 施海晴 陳諾軒 

二乙二乙二乙二乙    曹子欣 阮鎧樂 何旭鈞 羅詠琳 黃羽軒 

二丙二丙二丙二丙    林澤朗 鍾子晴 朱寶雯 郭柏羲 呂詠芯 

三甲三甲三甲三甲    任巧熒 鄭茵琪 方心怡 朱家正 陳風熹 

三乙三乙三乙三乙    麥曦文 李正浩 王蔚喬 孫建宏 黃朗謙 

三丙三丙三丙三丙    戴卓仁 黃尉瑜 謝珮詩 陳詠怡 陳柏瑜 

四甲四甲四甲四甲    袁建豪 蔡景豪 劉藹怡 楊凱瑩 陳家誠 

四乙四乙四乙四乙    任博章 何易羲 李晉維 鄧子悅 洪豪臨 

四丙四丙四丙四丙    萬銘康 鄧悅兒 陳亮燁 陳昊東 李再源 

五甲五甲五甲五甲    施思 李司華 周栩釗 譚皓文 溫俊熙 

五乙五乙五乙五乙    黃栢霖 曹詩穎 王均騏 張銳志 黃韻熙 

五丙五丙五丙五丙    鄭書琪 李樂儀 盧梓晴 黃浩俊 楊澔一 

六甲六甲六甲六甲    張莉宛 李姿賢 李籽澄 劉梓慧 陳伏琳 

六乙六乙六乙六乙    洪臻 譚穎彤 黃樂怡 戴鈺庭 王昱燦 

六丙六丙六丙六丙    吳思儀 伍鍩瑤 張舒婷 汪昊翀 袁鈺瑩 

中文科首三名中文科首三名中文科首三名中文科首三名     首一名首一名首一名首一名    首二名首二名首二名首二名    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1A 楊采穎 1B 許統燊 1A 鄭祺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2C 鍾子晴 2C 林澤朗 2C 朱寶雯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3C 戴卓仁 3C 陳詠怡 3C 黃卓琳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4C 萬銘康 4C 黃嘉怡 4C 陳亮燁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5B 曹詩穎 5B 黃栢霖 5B 王均騏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6B 高健堃 6B 陳慧渝 6B 洪臻  
數學科首三名數學科首三名數學科首三名數學科首三名  首一名首一名首一名首一名    首二名首二名首二名首二名    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1A 楊采穎 1C 陳卓賢 1C 周子瑜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2C 鍾子晴 2C 黃敬軒 2C 李卓賢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3C 周樂文 3C 李思諺 3C 温俊隆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4C 萬銘康 4C 鄧悅兒 4C 陳亮燁 4C 李再源 4C 陳昊東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5B 黃栢霖 5B 李泓毅 5B 曹詩穎 5B 黎皓文 5B 陳穎嘉 5C 鄭書琪 5C 黃浩俊 5C 蔡晉銘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6B 戴鈺庭 6B 李思齊  6B 譚穎彤 6B 陳潤蓉 

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1B 楊凱婷 1A 黃心柔 1C 童晉軒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2C 林澤源 2A 周家朗 2B 李幗湞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3B 李正浩 3A 張嘉雯 3B 戴鈺娜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4B 莫詠橋 4C 莫楚輝 4B 郝晉汶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5C 鄭書琪 5C 卜倩彤 5C 黃浩俊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6C 陳嘉樂 6C 許靜藍 6B 譚穎彤  
英文科首三名英文科首三名英文科首三名英文科首三名  首一名首一名首一名首一名    首二名首二名首二名首二名    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1C 陳梓塱 1C 黃景聰 1C 鄭思融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2C 林澤朗 2C 呂詠芯 2C 郭柏羲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3C 戴卓仁 3B 麥曦文 3C 李浩宏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4C 黃樂瑩 4C 萬銘康 4C 鄧悅兒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5B 曹詩穎 5B 黃栢霖 5B HENSON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6B 洪臻 6B 劉翠盈 6B 楊穎心   

第第第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童聲獨唱-英語(5-6 歲)  Grade A 1A 吳灝恩 古箏獨奏初級組  季軍 3C 陳詠怡 童聲獨唱(10 歲或以下) 亞軍 4A 鄺浩銘 二胡獨奏初級組  亞軍 4C 陳嘉浩 古箏獨奏初級組  亞軍 5B 彭嘉慧 長笛獨奏初級組  亞軍 6B 陳慧渝 鋼琴四級獨奏  季軍 6B 王昱燦 鋼琴二級獨奏  季軍 6B 劉翠盈 



 

 

 

卓嘉體育會卓嘉體育會卓嘉體育會卓嘉體育會 
Cadet Girls 250m Champion 4C 陳森穎 

2014201420142014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 銀獎 1A 朱梓瑩 

銅獎 1C 郝樂汶 

兒童組 銀獎 4C 陳亮燁 

中童組 銅獎 6C 廖家嵐 
2014201420142014 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 
男子組 冠軍 4C 陳昊東 

亞軍 5B 郭子浩 

女子組 季軍 4C 陳森穎 

聖誕漫報比賽聖誕漫報比賽聖誕漫報比賽聖誕漫報比賽 金獎 1B 伍鈞浩 銀獎  1C 黃景聰 4C 李耀彬 
富士菲林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富士菲林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富士菲林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富士菲林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女子新進組-隊際團體亞軍 4C 許馨文 4C 陳森穎 4C 張樂怡 女子新進組-季軍 4C 許馨文 4C 陳森穎  
陸地冰球錦標賽陸地冰球錦標賽陸地冰球錦標賽陸地冰球錦標賽 

校際團體–小學組亞軍 

  1A 袁嘉熙 1C 羅尹駿 1C 陳家瀚 1C 陳卓賢 

   1C 譚梓健 1C 張  靜 2B 蘇詠淇 2C 陳鈞源 

2C 馬皚淘 2C 王心言 2C 李以恩 3C 溫俊隆 

少男組 – 個人冠軍   1C 羅尹駿 

少男組 – 個人亞軍   1C 陳卓賢 

少女組 – 個人亞軍   2B 蘇詠淇 

少女組 – 個人季軍   2C 王心言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4A 陳嘉慧 5B 韓澤美 6B 洪  臻 

6B 王昱燦 6B 黃樂怡 6C 許靜藍 

傑出整體演出獎 4A Jaira Dee Chan 4C 劉栢軒 4C 陳昊東 4C 陳亮燁 4C 鄧悅兒 

4C 陳嘉浩 5B 陳穎嘉 5B 莫智揚 5B 韓澤美 5B 王均騏 

5B 黃柏霖 5B 黃梓瑤 5C 黃珈瑤 6B 李思齊 6B 丁朗軒 

6B 林慶森 6B 許曼莉 6B 黃樂怡 6B 王昱燦 6B 周凱彤 

6B 呂子瑩 6B 洪臻 6B 譚穎彤 6C 陳詠霖 6C 許靜藍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小小運動會小小運動會小小運動會小小運動會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男子一年級 20 米來回跑 1C 羅尹駿 1C 李懿政 1B 李再旭 1B 伍鈞浩 

男子二年級 20 米來回跑 2C 黃敬軒 2B 黃羽軒 2C潘倬軒 2A唐政華 

女子一年級 20 米來回跑 1C 蘇楚淇 1C 鄭思融 1C 張  琛 1C趙詠姿 

女子二年級 20 米來回跑 2C 麥麗娜 2A 楊詩慧 2B 麥凱婷 2B蕭卓雯 

男子一年級立定跳遠 1C 陳啟諾 1A 楊賾名 1A 袁嘉熙 1C 何子樂 

男子二年級立定跳遠 2C 黃卓霆 2C 黃植朗 2B 林星宇 2C 李卓賢 

女子一年級立定跳遠 1A 陳紀諭 1A 吳灝恩 1B 王詩怡 1A 楊采穎 

女子二年級立定跳遠 2C 劉嘉惠 2C 王心言 2B 曹子欣 2A 韓栩冰 

男子一年級擲豆袋 1B 周子揚 1C 鄭文昊 1A 盧梓聰 1B 王瑜霆 

男子二年級擲豆袋 2A 楊子孝 2A 王聖丰 2C 周家驊 2A 許家樑 

女子一年級擲豆袋 1A 林潔明 1B 林嘉欣 1B 馬曉丹 1C 郝樂汶 

女子二年級擲豆袋 2C 朱寶雯 2A 鄭  漪 2A 劉桂香 2B 蘇詠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