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安多尼學校                     第五期 

                課外活動通訊                  18/4/2016 

  

      
     「培養正面價值觀 建立快樂校園」正是學校(2015-2018)重點的關注事項。 

     要培養正面的價值觀，老師及家長可作為榜樣，在學校及家庭建立「欣賞」文化。 

     感謝各位家長在十二月的時候交回你們的心聲，以肯定的語言來讚賞及表揚你們的 

     子女，相信這是一份送給子女最佳的禮物。學校亦積極在校園推動「欣賞」文化， 

     老師們亦趁這個機會表揚班上的同學，收到的「讚賞信」多不勝數，今期只能展示 

     部分的信件，請家長及同學耐心等待下一期課外活動通訊的出版。 

 

 

 

  

 

2C 陳熙翎同學：老師十分欣賞你

願意多花心思、多費時間去服務

同學，而且做事有條理、盡責，是

同學的好榜樣。 

賴曉雯老師 



  

 

 

 

 

 

 

 

 

 

 

 

 

 

 

 

 

 

 

 

 

 

 

各位 5B 同學：欣賞你們樂於為班服務，當老師有

需要幫忙時，你們都會一呼百應，毫不猶豫伸出援

手。願你們繼續樂於助人，在不同的領域多關懷他

人，使生活充滿愛。 

陳芷珊老師 



 

班際學業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一甲 周  樂  蔡子聰 周子瑩 陳卓琳 朱樂瀅 

一乙 盧梓浚 劉曉陶 林桂旭 曾亦朗 梁寶盈 

一丙 楊子鐳  王展晴 鄭斯允 姚舜治 杜彥鋒 

二甲 鄺裕翀 許晉毓 黎晉熙 鄭仲希 司徒紀軒 

二乙 劉衍澤  袁天樂 謝芷欣 鍾子琳 李芷媛 

二丙 温馨怡 譚頌懷 陳奕雅 葉黛林 陳熙翎 

三甲 黃心柔 盧梓聰 程芷清 廖文駿 陳蝶依 

三乙 楊采穎  許統燊 鄭  祺 陳卓賢 甘家穎 

三丙 鄭思融 鄭至萱 黃景聰 謝偉東 袁灝駿 

四甲 呂頌雅 王倫晶 黃子俊 何雯詩 陳倩瑩 

四乙 林澤朗  彭敬華 陳釓澔 楊詠如 呂詠芯 

四丙 朱寶雯 馬皚淘 鍾子晴 郭柏羲 徐山豐 

五甲 任巧熒  伍綽熙 郭佩瑩 黃啟恒 陳風熹 

五乙 戴卓仁  葉盈婷 陳柏瑜 陳詠怡 黃尉瑜 

五丙 黃子軒  魏嘉熹 董  蕎 梁靜文 黃螢琛 

六甲 楊富桁  楊凱瑩 鄧杰華 袁建豪 蔡景豪 

六乙 陳亮燁  鄧悅兒 曹妙如 黃嘉怡 魏釨杰 

六丙 郭子峰  呂舒雅 鄧子悅 張樂怡 陳凱禧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冠軍 冠軍 季軍 

一年級 1B 林桂旭 1C 楊子鐳 1A 何敃漗 

二年級 2A 鄺裕翀 2A 茹筠庭 2C 鍾芷甄 

三年級 3C 周鉑棟 3B 吳灝恩 3A 游曉晴 

四年級 4C 范曉琳 4B 王碧心 4A 翁紫悅 

五年級 5B 戴卓仁 5B 謝珮詩 5B 施曉嵐 

六年級 6B 黃嘉怡 6B 蕭琛然 6C 洪綺蔓 

初級組 1B 林桂旭 2A 鄺裕翀 1C 楊子鐳 

中級組 3C 周鉑棟 4C 范曉琳 4B 王碧心 

高級組 5B 戴卓仁 6B 黃嘉怡 5B 謝珮詩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冠軍 冠軍 季軍 

一年級 1C 楊子鐳 1A 蔡子聰 1B 林桂旭 

二年級 2A 鄺裕翀 2A 張希怡 2C 黃靜文 

三年級 3B 楊采穎 3B 吳灝恩 3B 郭耀鴻 

四年級 4C 朱寶雯 4C 范曉琳 4B 謝嘉欣 

五年級 5C 梁靜文 5C 張嘉雯 5B 林希淼 

六年級 6B 陳亮燁 6B 鄧悅兒 6C 胡熹敏 

初級組 2A 鄺裕翀 1C 楊子鐳 2A 張希怡 

中級組 3B 楊采穎 4C 朱寶雯 3B 吳灝恩 

高級組 6B 陳亮燁 5C 梁靜文 6B 鄧悅兒 
數學科首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A 陳嘉琪 

1A 蔡睿哲 

1B 盧梓浚 

1C 鄭斯允 

1C 杜彥鋒 

1C 楊子鐳 

1C 姚舜治 

1C 袁晴茵 

 

 

二年級 

2A 鄺裕翀 

2B 鍾子琳 

2C 施鍵銘 

 

 

三年級 
3B 甘家穎 3C周子瑜 

3C鄭至萱 

 

四年級 

4B 林澤朗 4B LIANG 

JOHNATHAN 

4B 黃新康 

4B 阮鎧樂 

4C 馬皚淘 

五年級 

5B 黃賢燁 5B 陳柏瑜 

5B 郭宇宸 

5B 何智堅 

5B 李正浩 

 

六年級 

6B 陳亮燁 

6B 陳兆峰 

6B 何易羲 

6B 李耀彬 

 

 

中文科首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C楊子鐳  1A蔡子聰 1B梁鏸瑤 

二年級 2A鄺裕翀  2C温馨怡 2B鍾子琳 

三年級 3B楊采穎  3C鄭思融 3B陳卓賢 

四年級 4B林澤朗  4C朱寶雯 4C鍾子晴 

五年級 5B葉盈婷  5B施曉嵐 5B陳柏瑜 

六年級 6B黃嘉怡  6B曹妙如 6C鄒  乾 

    

英文科首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C杜彥鋒  

 

1A周  樂 

1C王展晴 

 

二年級 2A鄺裕翀 2A黎晉熙 2C譚頌懷 

三年級 3B楊采穎  3C鄭至萱 3B陳家瀚 

四年級 4B楊詠如  4B林澤朗 4B彭敬華 

五年級 5B李浩宏  5B戴卓仁 5B王蔚喬 

六年級 6B鄧悅兒  6B陳亮燁 6B曹妙如 

 

課外活動大使襟章設計比賽 

冠軍 5C 黃子軒 

亞軍 6B 鄧悅兒 

季軍 6A 楊睿琳 6B殷梓晴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聖誕漫報填色比賽 

小學乙二組全體總季軍 3C莊子瑤 4A陳倩瑩  兒童組季軍 3C 陳旭琪 

4A何健銘 4B鄭兆程   

5B黃卓琳 6A楊凱瑩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第三級) 

6B Johnathan 6B黃樂瑩  第二名 3B吳灝恩 

6C 陳詩雨    

    第九屆運動會海報設計比賽 

慈幼會主辦 鮑思高神父誕辰 200週年填色比賽  冠軍 6B陳亮燁 

獎項 得獎學生   亞軍 4B呂詠芯 

第一名 2C鍾芷甄   3C陳旭琪   季軍 6B黃嘉怡 

 4B呂詠芯    

第二名 2A盧卓彤   3B張  靜    

 4B簡諾宏    

第三名 2B陳嘉楠   3B郭耀鴻    

 3C周文傑   4B梁駿豪    

     

慈幼會主辦 鮑思高神父誕辰 200週年閱讀報告比賽 

獎項 得獎學生 

第一名 5B郭宇宸 

6B蕭琛然 

 

第二名 5C梁靜文 

6B許馨文 

第三名 5C黃子軒 

6B黃嘉怡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冠軍 1C 曾亦晴 

英詩獨誦亞軍 3C 黃景聰 

英詩獨誦亞軍 6A 陳嘉慧 

英詩獨誦季軍 1C 楊子鐳 

英詩獨誦季軍 2A 黎晉熙 

英詩獨誦季軍 5B 陳煒臻 

英詩獨誦季軍 6B 李  晞 

英詩獨誦季軍 6B 陳嘉浩 

英詩獨誦季軍 6B 黃嘉怡 

普通話獨誦冠軍 6B 魏釨杰 

普通話獨誦季軍 5C 魏嘉熹 

普通話獨誦季軍 6B 黃嘉怡 

英文集誦季軍 5B趙詠姍 5B崔綺薇 5B洪潁芯 5B林皓瑩 5B林希淼 5B李浩宏 

5B羅振鵬 5B施曉嵐 5B孫建宏 5B溫俊隆 5B王嘉怡 5B黃卓琳 

5B黃尉瑜 5B袁建嵐 5C馮希彤 5C何靖賢 5C吳紀佑 5C戴鈺娜 

5C董蕎 5C魏嘉熹 6A霍瞳熙 6AShaiber 6B陳昊東 6B洪豪臨 

6B葉達羲 6B高凱翔 6B關煒杰 6B李晉維 6B李耀彬 6B吳宇瀚 

6C陳詩雨 6C鄒乾 6C鄭心雨 6C張君浩 6C張樂怡 6C洪綺蔓 

6C劉藹怡 6C李彥樺 6C譚逸聲 6C葉嘉儀 6C余澤林 6C呂舒雅 

6C郝晉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