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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若望福音 1:16  
  感謝天父的恩寵及帶領，由21年8月下旬的遷校工程至22年7月學期結束前，我在充滿變數與挑戰的一年更能體現與整支優秀團隊齊心協作、共同努力的力量。教師不斷於網課及面授課中作出應變，竭力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自主學習經歷，促進學生學習。為整整一年的新校舍適應及疫情下新學習常態的挑戰之旅創出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遷入新校舍後，學校整體的行政運作也要重新審視及規劃，小至放學模式(一般放學及惡劣天氣放學方法)也不停修訂。新校舍為學生提供更多活動空間，而孩子們的安全問題也成為老師們最關注的項目，如何平衡場地與空間的運用、學生的自由度及安全性也在教師會議上反覆討論。 
    本 校 三 大 學 校 發 展 遠 景 ， 分 別 是 「 體 藝 校 園 」 、「書香校園」及「環保校園」。這一年因著疫情影響，引致學界比賽、服務學習、境外交流及多項課外活動等都被逼取消，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比昔日減少。唯老師們一直爭取機會為孩子們留下不同的美好校園回憶，包括在校內舉行體藝日、祈禱聚會、定期的慶生活動等。疫情下更激發長天小團隊的應變能力與創意，超越場地及時間的限制，舉行一個又一個新穎吸引的網上活動，例 如 ： 書 香 校 園 組 組 織 的 圖 書 趣 味 問 答 比 賽 、 聲 演 好書比賽、P.1-P.3「我最喜愛老師推介書」投票活動、P.4-P.6「我最喜愛正向教育圖書親子對談影片」投票活動等。而體藝校園組則設有《長小視藝自學之星》計

劃、「長天好聲音」歌唱比賽、「長天藝圓」活動挑戰賽等，使學生的學習經驗更多元化。今年度，環保校園組著重推廣節能措施及實踐種植活動。 
  此外，在品德及公民教育層面，今年度本校繼續以全方位校本獎勵計劃「Power Up Scheme」積極推行Let every child's light shine 的正向文化，使孩子能夠360度被欣賞；同時透過不同活動深化教師、學生及家長的關愛文化，培養學生積極及感恩的態度。我們為各級學生安排不同的生命教育主題活動，從而培養學生自律自主、熱愛生命、積極人生的態度和價值觀。而學校正向價值推動小組則致力推動校內、外不同的活動，以喚起家長及孩子們對身、心、靈健康的關注。  
  這一年我更見證着家長積極支持學校的各項發展工作，踴躍參與家長教育活動；對學校充滿歸屬感及高期望，就校政及校務提供寶貴的意見，為學校發展項目捐獻，支持及讚賞本校在疫情中的各項決策，使長天小不斷進步，我在此向各位家長表達由衷的謝意。   
  至於白天的校友們，我要藉此機會感謝大家對母校由白田邨遷往長沙灣的無限支持，並一直以社會對教育的變遷、家長對校舍空間上的期望、師弟師妹在學習及成長上的得益為最終的考慮依歸，使我們得到大家滿滿的愛護。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大家或在不一樣的校舍成長、穿著不一樣的校服、經歷不一樣的校長領導或不一樣但同樣是無私奉獻的老師教導，我們也是「明理崇德．愛主愛人」的白田及長沙灣天主教小學校友會的弟兄姊妹。 
  「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若1:16 ）儘管疫情的反覆、教育政策及防疫措施上的修訂及要求，我們得天父的眷顧及恩典，竭力締造了優質的教育環境，讓每一個「長天小」學生經歷不一樣的、充滿歡笑及難忘的校園生活。  
  願恩寵與平安由天主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賜與你們！（斐1:2）  

謝至美校長

校長的話

校監 校長 法團校董會 學校類別 學生性別 宗教
李煜鴻先生 謝至美女士 已成立 資助全日 男女 天主教

辦學團體 校訓 創校年份# 主要教學語言 校車服務 學校佔地面積
天主教香港教區 明理崇德 愛主愛人 1973 中文 校車 約6500平方米

一條龍/直屬/聯緊中學 舊生會/校友會 家長教師會
/ 有 有

學校資料

2021/2022學年教師資料（包括校長）

核准編制教師職位數目 49 全校教師總人數 51
學歷及專業培訓（佔全校教師人數% ） 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 ）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博士或以上 特殊教育培訓 0-4年 5-9年 10年或以上
100% 100% 35% 46% 14% 25% 61%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2021/2022學年 班數 5 5 4 4 4 4 26
2022/2023學年 班數 7 5 5 4 4 4 29

班級結構

# 本校前身為白田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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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環保教育，為學生提供一個綠色的全方位學習環境。透過不同的活動培養學生關注環境，了解地區和全球各方面 的 環 保 問 題 ， 加 強 他 們 對 環 境 的責任感。例如：美化及改善校園環境，實行環保政策，宣傳環保訊息；鼓勵學生參與綠化活動，提高他們對植物的認識；推行有機耕種或園藝，減少學校產生的有機廢物；以常識科作為環保教育的平台，向學生灌輸 環 保 意 識 ； 設 立 環 保 大 使 ， 宣傳節能的重要性。

  除了學科知識外，本校積極推動體藝方面的培育，以實現全人發展為目標。通過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及戲劇科，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及批判思考能力。學生從參與藝術創作活動中獲得愉悅和滿足，提升鑑賞能力，培養美感素養，建立文化認知及溝通能力。

  新校提供一個舒適、寧靜的閱讀環境，藉此提升閱讀氛圍，也提高師生對閱讀活動的興趣。本校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培養閱讀興趣，使能「從閱讀中學習」。 
  透過跨課程閱讀，使學生從不同領域獲取知識，建構新知。從引導學生自製出版品，訓練學生資訊素養的能力;從科組協作的活動，訓練學生分析、組織、評估及與人分享的能力。從圖書館定期推薦優質豐富閱讀材料，使師生能善用圖書館資源，達至閱讀多元，以培養學生終生閱讀的習慣。

  為協助學生全面發展，提昇他們的活力、自信及正面情緒，好讓他們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成長，學校配合性格強項訂立了校本正向課程及價值觀框架，營造正向校園的氛圍。
  在課程及教學層面，與不同科組進行活動，例如：「長天小之星」選舉、小六團隊訓練課程、短片創作、班級經營活動及正向校園考試加油糖果活動等，建立學生的品格強項，培養正向的情緒。
  在家長層面，學校舉辦家長講座和工作坊，為家長提供有關正向管教的資訊，提升管教技巧，促進親子關係。 

環保校園

體藝校園

書香校園

正向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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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過 正 規 課 程 及 多 元 活 動 ， 提 升 學 生 對天 主教的認識和興趣，讓他們在關愛的文化下學習，待人態度友善，從而培養出正向的價值觀。
  每年均安排祈禱禮，學生透過參與禮儀，獲得福音的喜訊，更親近天主。本校宗教培育活動「一級一聖人」於每個年級加入所屬的主保聖人，讓學生深入認識及學習他們的芳表；設「宗教日」提升學生的宗教氛圍，也藉此為提供靈性培育的機會；於校內推動代禱文化，讓學生為有需要的人代禱；基督小先鋒於透過服務學習，關懷弱小，效法主耶穌關愛別人的態度。
  疫情下，學校於網上開展一系列宗教活動，包括線上宗教日，讓學生及家長一同參與祈禱聚會、親子手工製作及「天社倫」時事議題教學活動等，體驗不一樣的宗教日；學生自發參與線上宗教早會，培養學生在家也保持恆常祈禱的習慣，增加家庭宗教氛圍。

  為了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深化各範疇的學習知識，本科制訂校本讀寫課程及單元教學工作紙；安排多元化的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發展學生的潛能；透過各項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與適切的回饋，檢視學生的表現，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Our school dedicated to design and carry out 

innovative curriculum plans to help students enrich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across different KLAs. (Key Learning 

Areas) 

  We aim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our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with purposeful reading schema and activities such 

as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dramatization and 

readers’ theatre to help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readers.  

We promote RaC collaboration in support of STEM 

edu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to cultivate an e v e r -

improving capability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proiciently for personal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studies.

宗教教育

英文科

中文科及普通話科

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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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經驗數學」、「樂於數學」和「活出數學」，透過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和策略，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現和建構新知識，享受學習數學的樂趣，並在生活中應用數學知識。

  常識科的學習內容包含了科學與科技教育的基礎知識。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為配合STEM教育的需要，本校於初小課程增設「不插電」編程活動，讓學生掌握基本運算思維概念，打好編程的基礎；於高小課程配合mBot，讓學生從實作中體會樂趣，並透過討論與修正，啟發更多創意和想法。在學習互動編程中，培養學生對創科探究的興趣與動力。

體育科
  本科除了教授學生各種運動的基本技巧外，在課程中引入「地壺」、「匹克 球 」 、 「 巧 固 球 」 等 新 興 運 動 ， 擴闊學生的體育知識；推行校本體適能計劃，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態，從而鼓勵他們在課餘時間，作出針對性的自主強化練習；於早會前進行「動感校園」，培養學生清晨活動的好習慣。

  學生透過校本視藝課程培養創意和探究能力，從創作中學習藝術評賞、意念發展和如何表達情感。五年級的課程更加入虛擬網上展覽平台，學生可以從虛擬展覽中欣賞藝術家和同儕的作品，從而提升藝術評賞的能力。
  參與壁畫創作、全校聖誕裝飾、藝術展覽和比賽等多元化的藝術活動，豐富學生的藝術體驗，發展藝術潛能，從生活中學懂欣賞和發現美。

數學科

常識科

電腦科

視覺藝術科

STEM教育 體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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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着重培養學生的音樂教育：在初小灌注節奏、唱歌等基本技巧；於四年級推行校本課程，提升學生樂理知識；於五、六年級加入電子學習單元，利用iPad軟件創作音樂，增加趣味；推行「管樂妙韻美校園」計劃，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和能力；舉辦「長天好聲音」歌唱比賽，為學生提供演出機會，讓學生學習音樂樂在其中。

  戲劇課讓學生認識戲劇、運用戲劇及欣賞戲劇，在一個健康和沒有競爭的藝術空間中，令學生樂於學習和幫助他們成長。近年增設綜合藝術表演作為成果展示，過程中配合跨學科課程（戲劇、視藝、音樂和體育）以發掘學生潛能，讓學生從戲劇經驗中學習戲劇藝術，培養創意及表達感情思想。

音樂科

戲劇科

  透過靈活利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配合時、地、人各方面組成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達至擴闊及延伸，並促進課室學習的目的，讓學生獲得一般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從實際體驗中，學生更有效地培養在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培育為 社 會 及 人 類 謀 福 祉 的 正 面 態 度 ， 實現 全 人 發 展 的 目 標 和 發 展 終 身 學習的能力。

全方位活動

體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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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輔組致力建立學生及師生之間互相欣賞及支持的關係，強化正面的自我價值觀；培養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機遇和挑戰。
  上學期由老師利用「一切很美只因有你」書籤讚賞學生，下學期由學生負責分享和感謝身邊的教職員或同學，營造一個正面的環境，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讓學生學習感恩及施恩。
  透過多元智能課及與外間團隊協作，藉着訓練及活動提昇領袖生的形象，強化學生的使命感。再者，本年度開展培訓學生大使，讓他們成為愛己及人的服務團隊，強化他們的使命感。
  設立班本「Yes! We can!」活動，讓學生參與班本目標及獎勵方法，透過班本活動亦能提昇學生之間的凝聚力，發揮互助互勉的精神。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貫徹校訓「明理崇德，愛主愛人」的精神，旨在培養學生優良品格。本組透過多元化的德育課程推行價值教育，建立學生正向積極的人生觀和態度。
  本組為培育學生的公民意識，鼓勵學生 參 與 義 務 工 作 ， 建 立 責 任 感 及 正 面 價 值觀。

  本組為配合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工作，加強國民教育，透過舉辦升國旗典禮及早會分享，促進學生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國情。領袖培訓及班級經營活動-

訓輔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國民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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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佈置家長義工
合力協助遷校家長義工

薰香心晴家長工作坊

大笑瑜伽親子工作坊

故事爸媽家長義工工作坊體藝日家長義工 

  本校校友會自2010年成立，歷年來都以輔助母校發展為宗旨，並透過活動促進舊生與母校溝通及聯繫。截至2021年本會會員人數已達1435人，而FACEBOOK專頁更達至3147位成員。每年本會都會定期舉辦校友活動，如周年會員大會、校友盃球類比賽、盆菜宴等，增加會員與母校的互動，保持舊生們對母校的歸屬感。

會員大會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發展重點，家教會每年都會舉辦一系列相關的家長講座及親子工作坊，亦會舉辦大型親子活動及協助學校舉辦不同的主題學習活動，加強家校合作。本會多年送贈節慶禮物及書券獎勵在校學生，以鼓勵及正向培育學生各方面的成長。此外，家教會的家長義工們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服務，加入故事爸媽、午膳爸媽，亦有參與動感校園的清晨體能及大型活動協助等服務，為孩子們多出一份力，盡顯家校合作的精神。

家長教師會

正向教育講座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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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2021-2022年度長沙灣天主教小學學生獲獎紀錄

班別 學生姓名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4B 唐懿珩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最佳進步獎
4B 徐梓耀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垃圾清理賽冠軍
5A 王子傑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垃圾清理賽冠軍
5B 呂振東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垃圾清理賽冠軍
5D 朱澄儀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垃圾清理賽冠軍
4B 徐梓耀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循線避障賽優異奬
5A 王子傑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循線避障賽優異奬
5B 呂振東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循線避障賽優異奬
5D 朱澄儀 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計比賽 深水埗民政事務署 循線避障賽優異奬
6A 黃婉珊 葉紀南盃數學挑戰賽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二等獎
5B 蔡俊智 葉紀南盃數學挑戰賽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三等獎
5C 李世聰 葉紀南盃數學挑戰賽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三等獎
5C 林晓桐 英文書法比賽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亞軍
6C 莊思琳 YKN英文書籤設計比賽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亞軍
4B 唐懿珩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2021 Hong Kong Youth Nurture Association 優異獎
4D 劉銥嵐 2021香港學界精英音樂演奏大賽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小學組優異獎
5A 陳秋涵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金獎
5B 余仲熙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銀獎
5D 李心謙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銀獎
6B 羅嘉興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銅獎
6B 楊德榮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銀獎
6C 黃詠琳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銅獎
6D 陳以晴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銀獎
4A 高懿晴 第二屆全港親子玩具設計大賽小學組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季軍
4D 王鎧千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60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六名
4B 明芍言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100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八名
6B 楊德榮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跳高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七名
4A 張可妍 校際舊曲新詞創作及演繹比賽 培生教育 優秀表現
4A 劉子謙 校際舊曲新詞創作及演繹比賽 培生教育 優秀表現
4D 郭雅瑩 校際舊曲新詞創作及演繹比賽 培生教育 優秀表現
4D 吳詩霖 校際舊曲新詞創作及演繹比賽 培生教育 優秀表現
4A 高懿晴 聯校科學幻想畫創作大賽高小組 聖公會李炳中學 二等獎
4A 高懿晴 聯校科學幻想畫創作大賽高小組 聖公會李炳中學 最具創意及創新獎
1E 高懿婷 聯校科學幻想畫創作大賽初小組 聖公會李炳中學 一等獎
1E 高懿婷 聯校科學幻想畫創作大賽初小組 聖公會李炳中學 評判大獎
2A 伍志林 第一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及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優異獎
4B 唐懿珩 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 (2021/2022)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勞工處 優異獎
4B 徐梓耀 網上甄選學習課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獲取錄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1B 劉駿庭 優良1C 張睿朗 優良1D 湯沚峰 優良5D 李世聰 優良1E 白禛樂 良好1E 楊逸軒 良好2E 陳獅朗 良好3D 庾志康 良好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1A 湯海藍 優良1B 周巧旻 優良1B 馮恩雅 優良4A 林鎧呈 優良4D 黃晞潼 優良5A 李芯儀 優良5D 朱澄儀 優良1B 潘芷妮 良好2D 黃梓淇 良好3D 馮紫琳 良好4C 林彤彤 良好4D 吳詩霖 良好4D 郭雅瑩 良好5D 鍾梓欣 良好

女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1B 顧皓軒 優良1C 宋傲航 優良1C 彭煜庭 優良2A 伍志林 優良2B 黃振揚 優良2B 沈豪 優良3B 陳浩霖 優良3C 黃子軒 優良3D 陳柏銘 優良5A 陳天齊 優良5A 伍文康 優良6B 王健東 優良1D 徐梓峻 良好2C 曾君雄 良好3A 傅煌博 良好3A 高愉翔 良好3D 李振凱 良好4B 薛竣禧 良好4D 何承熹 良好5B 陳宇楚 良好5D 張家誠 良好5D 徐浩霖 良好6A 陳李聖 良好6C 梁鈞翔 良好

男子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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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5A 陳秋涵 金章級5C 陳梓柔 金章級5D 關心 金章級5D 林芷彤 金章級6C 羅湘慧 金章級6D 陳以晴 金章級6D 陳琳 金章級6D 陳欣璐 金章級6D 盧胤仁 金章級6D 吳笑笑 金章級6D 吳泳佟 金章級5A 陳天齊 銀章級5A 朱麗賢 銀章級5A 何洛熙 銀章級5A 黎文哲 銀章級5A 王婧 銀章級5A 伍文康 銀章級5B 鄭浩賢 銀章級5B 李紫嫣 銀章級5B 彭蘊晴 銀章級5B 蔡俊智 銀章級5B 吳宝怡 銀章級5B 吳思琪 銀章級5C 丘雨澤 銀章級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男子組	粵語天主教經文朗誦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5A 何洛熙 優良5C 魏家浚 優良6A 曹源駿 優良6B 賴釗皙 優良

女子組	粵語天主教經文朗誦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5D 朱澄儀 優良2D 李懿晴 良好

班別 學生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1A 何泓鋒 一級鋼琴獨奏 銀獎1C 黎洛妍 一級鋼琴獨奏 銀獎3A 金晴雪 一級鋼琴獨奏 銀獎4A 林鎧呈 五級鋼琴獨奏 銀獎4B 徐梓耀 三級鋼琴獨奏 銀獎4D 劉銥嵐 五級鋼琴獨奏 銀獎5D 李世聰 三級鋼琴獨奏 銀獎1D 湯祉峰 一級鋼琴獨奏 銅獎1E 楊逸軒 一級鋼琴獨奏 銅獎2A 黃駿悕 一級小提琴獨奏 銅獎2C 陳獻邦 一級鋼琴獨奏 銅獎6B 張森維 三級鋼琴獨奏 銅獎6D 劉英羽 二級鋼琴獨奏 銅獎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6A Wong Tsoi Yi Second

3C Chung Lau Hei Proiciency
4C Mak Pui Yi Proiciency
6A Wong Yu Ching Proiciency
1B Chan Yu Ching Merit

2A Liu Jiali Merit

2C Shahzad Ayesha Merit

2C Hu Kai Ying Merit

3A Wong Yik Tung Merit

3B Jin Ching Suet Merit

3B Ng Sum Ue Merit

4A Yuen Siu Ching Merit

4A Wong Tsz Yi Merit

4D Yao Ka Yi Merit

4D Hon Yan Ue Merit

5A Chu Lai Yin Merit

5B Tam Ka Kiu Merit

5B Wen Yee Tung Merit

5D Chu Ching Yee Merit

6A Chen Jia Zhen Merit

6B Lo Ka Hing Merit

6C Wong Wing Lam Merit

6C Kwan Wing Lam Merit

6D Cheung Ka Ki Merit

6D Ho Hei Yu Merit

6D Chui Wing Ka Merit

6D Chen Sum Yuet Merit

6D Chan Yee Ching Merit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5C 王鵬添 銀章級5D 胡藝涵 銀章級5D 梁惠婷 銀章級5D 鄧凱霖 銀章級6A 陳李聖 銀章級6A 盧漫琳 銀章級6A 任遙遙 銀章級6B 黃心雨 銀章級6C 陳梓聰 銀章級6C 黃巧詩 銀章級6C 周子豪 銀章級6D 陳心悅 銀章級6D 韓卓男 銀章級5A 陳穎鍇 銅章級5A 張文浩 銅章級5B 李倩欣 銅章級5B 譚家喬 銅章級5B 王凱澄 銅章級5C 甄杰琳 銅章級6B 張森維 銅章級6C 梁鈞翔 銅章級6C 彭永炫 銅章級6D 黃依菲 銅章級

女子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6D 陳琳 冠軍1A 龍思羽 優良1B 朱家淇 優良1C 朱熙怡 優良1D 梁心語 優良2C 馮紫菲 優良2C 吳雨希 優良3A 王奕桐 優良3A 劉雅婷 優良3A 梁依林 優良3A 王美婷 優良3C 譚茵慈 優良4A 楊穎蕎 優良4A 曾梓熒 優良4B 曾雯淇 優良4B 陳美臻 優良4C 梁芊提 優良4D 郭雅瑩 優良5A 朱麗賢 優良5B 伍子欣 優良5B 彭蘊晴 優良5B 譚家喬 優良5C 羅亦琳 優良5C 甄杰琳 優良5D 鄧凱霖 優良5D 關心 優良6A 黃若楠 優良6B 蔡詠琳 優良6D 盧麗儀 優良6D 陳心悅 優良6D 陳欣璐 優良6D 黃依菲 優良6D 吳泳佟 優良1D 楊穎柔 良好3B 王瑜 良好3B 司徒薏蕎 良好3C 陳嘉愛 良好3C 林靜瑜 良好5B 鄭婼予 良好5B 李倩欣 良好5B 劉烯淇 良好6C 黃巧詩 良好6D 吳笑笑 良好6D 廖启思 良好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1C Poon Ivin Yu Long Third

1A Lau Yan Lam Proiciency
4B Law Tsz Lung Proiciency
4A Wan Ho Dik Proiciency
5A Tsui Ying Shek Proiciency
5A Leung Chun Ming Proiciency
6A Chan Heung Wing Proiciency
6D Lu Yinren Proiciency
6D Lau Ying Yu Proiciency
1A Lau James Merit

1A Ho Wang Fung Merit

1A Li Ryder Merit

2A Wong Yui Chun Merit

3D Li Ching Lam Merit

5A Wang Tsz Kit Merit

6C Li Kwan Lam Merit

6C Cho Cheuk Yin Merit

6D Hon Cheuk Nam Merit

6D Chan Chak Hei Merit

6D Murphy Ip Merit

6D Ying Pok Fung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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