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也驗身
　　為了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教育局一方面強調學校「自我評估」為優化教育工作
的核心，而另一方面輔以「校外評核」，推動學校藉著「策劃－推行－評估」 的自評循環，不
斷自我完善。為此，教育局每一學年都會選取一定數額的學校以「校情為本，對焦評估」的原
則來接受「校外評核」。
　　對於「校外評核」，不同的人士各持有不同的看法。對我而言，對校外評核的看法是正面的，
同時由於經歷多次的校外評核，因此，對校外評核的功用有了一些轉變。最初，我以「照鏡」來形
容校外評核，但到今天我會以「驗身」來形容校外評核。相信，各位完全明白「照鏡」的意義，在這裏我不用說明。
然而，當我們要追問，校外評核對受評學校的實質意義時，或校外評核能否指出學校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強項與弱
項，又或校外評核能否為學校的可持續發展給予一些具啟發性或參考性的意見……則「照鏡」一詞看來並不能充
份回答這些一系列的追問。故此，近這幾年來，我較喜歡以「驗身」來形容校外評核。對於「驗身」，東方人跟
西方人的看法很不同，東方人會介意多些、會顧慮多些，可能是「驗身」本身就存在着不穩定及不肯定的因素，
所以，有少部份的學校領導層對這種的「驗身」感到壓力或焦慮。
　　熟悉我的家長，一定知道我會以正向的方式來看校外評核。對！我就是這樣看這次的「驗身」。我來到鳳溪
廖潤琛紀念學校這個大家庭剛好踏入第三年，過去兩年，我感到本校老師熱心教育，對學生有要求，做到嚴而有愛。
這兩年間，我提出了一些觀點、一些教學研究的方法，各老師都願意嘗試，而各學生的學習表現都較過去的為佳，
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教育是育人的事業，是要專業導向，要有理論的基礎及專家論證，絕不能夠因為領導人員
的喜惡而隨意增刪。所以，我期待這次的「驗身」，讓我知悉現時學校發展方向的有效性、規劃性；同時，亦讓
我知道學校在現階段表現的局限及可改進的地方，讓我和各老師一起能為學校「續創高峰」。雖然，現在仍未收
到教育局的校外評核報告，但我和全體老師都蠻有信心，相信這次的「驗身」報告是正面的，亦肯定了上下員工
的努力。我希望在完成校內外既定的程序後，在 2015 年 3 月初能把校外評核報告上載到學校網頁，以供各位家
長查閱，讓各位更有信心繼續讓子女就讀於本校。

之最琛之最琛

　　星期六的早上七時，
同學們會做甚麼？可能你們還在被

窩裏睡覺，但「琛」小觀鳥隊
的成員已在學校齊集，迫不及待地往戶外觀鳥

場地進發。你可能會問為甚麼要那麼早去觀鳥，
　　正因為早上 ( 尤其是清晨 ) 是雀鳥最活躍的時光，
也是進行觀鳥活動最好的時段。因此，觀鳥活動也是
一個需要跟時間「競賽」的活動。
　　「快」也是觀鳥的要訣，並不是跑得快，而是睇
得快。雀鳥飛過或停留在樹上的時間瞬間即逝，觀
鳥隊成員要煉成「金精火眼」，學會細心觀察，

快而準地找出雀鳥的位置、認出牠們的名稱。
觀鳥活動很有挑戰性，你也想成為我們

「琛」小觀鳥隊的成員嗎？

「
琛
」
小觀
鳥隊 觀鳥小貼士：

1. 從雀鳥的大小、外型、特徵辨認雀鳥

   
 

2. 尋找雀鳥祕訣：抬頭看樹、放輕腳步、
仔細聆聽雀鳥的叫聲從哪裡傳來

3. 如有發現，不要太興奮，因為會嚇走
牠們

4. 習慣先用肉眼辨認雀鳥，才借助望遠
鏡來確認牠們的品種

最「睇」得成員—6A 蕭愛詩

頭頂尖尖，耳仔紅紅
就是紅耳鵯 

頸上像戴上珍珠鏈，
牠是珠頸斑鳩

有發現！用望遠鏡看清楚吧！

黑領椋鳥不要飛得太快，

我看不見你。

在耀眼的晨光下，「琛」小觀鳥
隊已在雙魚河畔觀鳥了。嘩！雀鳥圖鑑記載了很多雀鳥的資料。

我們個個是觀鳥的精英。

我的心得：
觀鳥就像跟鳥兒玩「捉迷藏」一樣，只
要你仔細觀察便能找到牠。當然你一定
要熟悉牠們特徵和名稱，因為同一品種
的雀鳥很多，外貌特徵也很近似。觀鳥
是一個很有趣味性的活動，從中可得到
無窮的滿足感。

校
長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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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生日的學生及教職員會寫下「星星

                紙」與大家分享生日願望

這是琛小的正向學習步道，掛滿
正能量的心靈雋語和生日願望   

每名「琛小生日之星」可獲送一張生日照

作留念

　　本年度開始為期三年的學校發展計劃，其中一項目標是「建立正向氛

圍校園」，期望以「正向心理學」理論為基礎，開展一連串的項目和活動，

如琛小生日之星、秘密天使、正向學習步道、正向班級經營、月訓短講、

德公課程、我最欣賞的同學選舉、愛心點唱站、我愛小魚兒、「世界因你

變得更美好」主題活動，以及出版「快樂加油站」單張等，讓校園充滿快

樂和關愛的氣氛，從而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快樂感、建立和諧人際關係

和對學校的歸屬感。

　　今期的琛訊，先讓我們為大家介紹其中三個正向校園活動：琛小生日

之星、我愛小魚兒和正向學習步道。

學校每個月舉行「琛小生日之星 -Make a wish」活動，建構師生及
同學間的正面連繫

1、2、3 笑一笑  大家來拍一張生日合照

今年學校在大堂添置了一個美麗的魚

缸，歡迎每天回到學校的同學和教職員

魚缸內養了小魚兒、小蝦、蘋果螺和水草，希

望同學從不同生物的成長和死亡，認識生命的

循環和學習愛惜生命

我們的魚缸是免換水的「生態魚缸」，讓大家

認識大自然的生態循環和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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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泡泡是深受小朋友喜愛的遊戲活動。透過動手操作，

讓同學們體驗到不一樣的寫作經驗，從吹泡泡的愉快經驗中，

老師引導同學欣賞泡泡的外觀與色彩，營造愉快的學習情境。

　　在吹泡泡的過程中，同學們既享受又愉快。隨風飄揚的

泡泡，在耀眼的陽光下折射出美麗的光芒，猶如風中的小精

靈，又仿似帶着夢想飛行的小汽球，一直飛翔，美不勝收。

　　同學們發現泡泡色彩亮麗，隨風起動，有大的，有小的，

有飄得高的，有飄得遠的……

　　回到課室，同學們展開想像的空間，與其他同學討論、

分享。學生都是有許多夢想的，藉着活動，讓學生馳騁在自

己的想像中，不受拘束，大家都變成了泡泡，進入了泡泡世

界。分享着來到哪裏？想幹甚麼？遇到了甚麼事情？那可能

是一個夢想，可能是一個冒險故事……在作文紙上揮灑自己

的內心世界。

　　活動中，學生學習動機強烈，對自己的表現具有信心，

期待以後還可以玩泡泡。

　　告訴你，老師和學生都一樣享受這個寫作活動，因為它

為大家帶來了一次美麗又愉快的經歷。

新任老師

5D 班主任袁雅茵老師

    袁老師在學校教授中文和普通話科，

她也負責帶領「環保大使」小組。她很喜

歡老師的工作，因為可以看見同學們的成

績有進步。不用上班的時候，她會聽音

樂，也和朋友吃飯。她喜歡吃巧克力和水

果，因為有營養，很健康。她喜歡紫色，

喜歡看笑話、散文和金庸的小說。她期望

教導的學生都可以升上心儀的中學。她跟

林小玲老師的感情較要好。她到過東南亞

和台灣旅遊，她覺得台北最難忘。                                        
小記者：(5D) 陳海蕙、陳子聰

4C 班主任朱啟敏老師

    朱老師在學校教授中文和普通話科，

她也負責帶領「健康新人類」小組。她很

喜歡老師的工作，因為她很喜歡小朋友。

不用上班的時候，她會做運動。她喜歡吃

水果，因為很健康。她喜歡黑色和白色，

因為很簡單。她喜歡看故事書，因為喜歡

書裏的小王子。她期望學生能努力學習。

她跟林小玲老師的感情較要好。她到過台

灣旅遊，她覺得台中的清境農場最難忘，

因為那兒有很多綿羊。    
小記者：(4A) 嚴匡琪、郭嘉瑩

3C 班主任李芷媚老師

    李老師喜歡吃巧克力，她喜歡常識科，

因為她喜歡以前教她的常識老師。她喜歡

白色，喜歡吃香蕉，她的願望是每天都開

開心心。李老師 她喜歡 3C 教室裏右邊

第五個的小丑裝飾。她很喜歡這間學校，

因為學生都很可愛，謝校長也很平易近

人。李老師和丁澤洪老師的感情較要好。

除了任教的科目，李老師還喜歡音樂科和

體育科。

小記者：(3C) 趙希敏、冼安兒、

                    劉靜頤 3



6D 陳展傑 陳嘉妮 陳子睿 林谷維 梁嘉雯 謝穎兒

深海奇觀

優秀作品展 ( 中、英、視藝 )

之彩琛之彩琛

Dishes that I like
3C Lau Ping

My name is Jason. I  l ike prawns wi th 

chillies and garlic and sweet and sour pork. 

I  l ike prawns wi th ch i l l ies and gar l ic . 

I t  tastes hot. You need to have prawns, 

chillies and garlic to cook this dish. I can 

have this dish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I like sweet and sour pork. It tastes sweet 

and sour. You need to have pork, vinegar 

and honey to cook this dish. I can have this 

dish at home.
I like these two dishes because they are 

yummy and good!

3D 張煜聰

小玩偶

4C 黃雅潼

色彩練習

6B 黃曉盈

梵谷的星夜
世界

1B 鄧宗銘

活潑的線條

我的心情萬能櫃
6A 黃靖桐

　香港人日理萬機，非常繁忙，但是他們為了選擇衣服而

遲到的問題屢見不鮮。為了解決這個讓人煩燥的問題，我決

定發明心情萬能櫃。　我的心情萬能櫃採用強力磁力板，可以拆開或合拼，十

分方便，而且那些強力磁力板十分輕巧，使人類在搬它的時

候不用那麼吃力。　我的心情萬能櫃能替人類選擇適合的衣服。一般的衣櫃

除了可以存放衣服外，便沒有其他功能，但我的心情萬能櫃

不但可以存放衣服，還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境或心情替主人選

擇衣服。只要他選了一個情境或心情後，它便會因應他的需

要為他選擇適合的衣服，多麼方便啊 !
  除此之外，我的心情萬能櫃還能說笑話。它裡面有超過

300 個笑話，例如：日常生活、食物、動物等類型，能讓主

人的生活增添樂趣，而且每一個月會更新一次笑話，令主人

的心情愉悅。  我的心情萬能櫃還可以和人類聊天。它有一個對話系統能

夠跟人類聊天，人們可以向它傾訴，減輕壓力，舒緩負面的

情緒；它還可以知道他們的困難，提供克服的方法。這個心

情萬能櫃真神奇啊 !  我的心情萬能櫃還可以提供防盜的功

能。它裝了一個由多組零件組成的辨識系

統來辨識主人和陌生人。它能牢記主人、

主人的家人和朋友的樣子。當有陌生人進

屋時，它能立刻通知主人。它通知主人的

速度快如閃電，能在五秒內把訊息傳給主

人，讓主人做出報警或妥善的決定保護主

人的財產。
  我希望將來能把我發明的心情萬能櫃製

造出來，使人類為了選擇衣服而大發雷霆

的問題能解決，使人類的生活更愉快。

5E 林穎妍

我和巨鴨在
香江

     2C 莊依桐 

小甲蟲

我的智能小
精靈 6B 羅萏

　智能小精靈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好幫手，有了它，人們的生活就會更方便。

　它有一個胖胖的身子，背上還插着兩對小翅膀，就像蜻蜓一樣。它頭上的

一對觸角就是衞星定位儀，會用語音對話向主人指引正確道路，這樣就令主人

在任何地方都不會迷路了。如果小精靈不小心在人羣中丟失了，它的衞星定位

儀能和主人身上的電子設備連繫，探測出主人的所在地，並以每秒 300 米的速

度飛回主人身邊，比汽車快多了 !

　人們出門的時候，時常忘東忘西，細心的小精靈在這時就能派上用場了。

如果今天會下雨，它就會提醒你帶雨具；如果天氣十分炎熱，它會提醒你穿着

淺色衣服和帶備防曬用品，這樣就不會再忘記帶東西了。

　如果你想要得知世界各地的準確天文氣象，無所不知的小精靈會向你詳細

報告，如果你有遠在他鄉的親朋好友，記得給他們報個信哦 !

　智能小精靈的大眼睛圓圓的，其實那是兩個智能攝像鏡頭，

比普通的攝像鏡頭厲害多了 ! 它在跟隨主人時，會留意且識別周

邊的事物，如果有危險，它會立刻提醒主人，並建議主人如何做

才安全。這些都是普通攝像鏡頭做不到的呢 !

　小精靈體內還有一個鬧鐘裝置，可以在早上叫醒主人去上

學，也會提醒主人一些重要事件，例如朋友的聚會、親友的生日

等等。

　只要有智能小精靈這個萬事通在，我們的日常生活會更加方

便 !4



A Shopping Centre
3D Kwan Wing Yin

There is a shopping centre near my 

house. I can buy a lot of things in it. 

I  c a n  b u y  s o m e  m a g a z i n e s  i n  a 

bookshop. It is on the third floor. I like 

bookshops because I like reading books. 

The bookshop is fun. I feel interested in 

the bookshop.

 I  can buy some key r ings in a gif t 

shop. It is on the second floor. I want to 

buy a key ring because my sister likes 

key rings. The gift  shop is fun. I  feel 

excited in the gift shop.

 I like the shopping centre. I like going 

shopping there.

我的機器人
6C 王偉強

    我設計的機器人是智能保安機器人，型號是 HK007，它的
生產地在日本。

　我的機器人戴着一副很帥的墨鏡，還有強而有力的雙臂、修
長的雙腿、堅硬的身體和大大的耳朵。

　我的機器人可以保護市民的安全。它的「眼晴」是電視攝錄
機，能看見東西和辨別形狀和顏色。它的「耳朵」是傳聲器，能
接收主人命令和理解語言表達的意思。它可以與人對話，它的
「手掌」能自由開合、手臂能擺動和回轉等。
它的腿經過特別的製造，能比人走快一些，它
的腳底還有噴射器，能飛上天空。

　如果有小偷偷了東西被它看到的話，它會
鎖定他，追踪他的位置，並將他捉住。而且它
的手心有麻醉藥，能把小偷麻醉，使他不能動。
如果對方用交通工具逃跑的話，它腳下的噴射
器能以每小時 350 公里追上去。

　我覺得我設計的機器人很優秀，它能保護
市民安全，維護社會秩序。

1C 林鎂鈴

我的手掌上
了色彩

2D 崔恩詠

我喜歡
的食物

我的機器
人 6E 王錦鎮 

　現今社會的科技突飛猛進，很多國家都已經發明了許多各種用途的機器

人，用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方便。

　今天介紹的機器人名稱是「學校環保大使」，它的身高只有一米，跟一般

高大的機器人截然不同，但是別看它的身形幼小，它的功能是多麼高超 !

　這個機器人是專門在各間學校裏清潔廢物，例如橡皮的碎屑……它手持吸

廢物機四處巡邏，只要看見廢物，便會立即運作，吸入的廢物貯存在體內的暫

存室壓縮貯存。它的「腦袋」有着一部高級程序的電腦，如身體上的部件受到

碰撞，損壞了，這部電腦就會立刻修復，過了一會便會變得完整無缺。

　機器人不可缺少的部分當然是讓它能活動自如的「腳」，

它的「腳」像一塊小的地磚，長 29 厘米，闊 25 厘米，可以

任意地跳上跳下樓梯，更能讓它保持平衡。

　它的「手」可以自由伸縮，採用高強度的鋼打造成，不

但能左右擺動，更能 360 度旋轉。它的「嘴巴」能應付一般

的會話，回答學生的問題。

　這樣偉大的發明，除了學校外，也能運用在其他地方，

它能讓我們的生活增添樂趣，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5C 區勇義

兩度空間

My school events
3B Cheung Man Pok

My name is Tony. I  go to Fung Kai Liu Yun Sum 

Memorial School. It is in Fanling.
I like Christmas party. It is on 19th December. On 

that day, we have lucky draw. We also play games and 

sing Christmas songs together. It is exciting.

I also like sports day. It is on 27th January. On that 

day, we run, jump and throw softballs. We also take 

part in the cheering team. It is tiring.
I like my school life. I like having different kinds of 

events in school.

我的飲品
售賣機器

人 6D 周浩輝

　我的機器人是飲品售賣機器人，他是為了讓路上的人不

用那麼麻煩去便利店買水止渴而設計的。

　我的飲品售賣機器人有十分強的訊號，只要你打這個機

器人的熱線電話，只要它在你的五公里範圍之內，離你最近

的機器人就會去到你的身邊，送飲品給你。它和其他那些普

通的飲品售賣機不同，普通的售賣機最多只有大約五至六種

飲品可供選擇，但是我的飲品售賣機器人的飲品應有盡有，

只要在地球上出現過的，他都能自己製造出該種飲品供人們

享用。

　它像人類一樣，有眼、耳、口、手、腳。它的「眼睛」

能辨別出客人的年齡，確保客人在合法年齡購賣含酒精類的

飲品。它的「耳朵」能接收客人的需要。它的「口」能告訴

客人飲品的價錢。它的「手」能幫助客

人拿出飲品。當有人想破壞它時，它也

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它的「腳」能走到

客人身邊，這就是它與普通售賣機不同

之處。它的「腳」像火箭一般快；擁有

的飲品也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

　有了這麼方便的機器人，我們便不

用愁着怕在路上口渴了。

1B 鄧宗銘

活潑的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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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放琛花放琛
( 活動花絮 / 剪影  )

音樂會

探訪老人院

天文入門

重陽省墓

北區田徑
運動會

中文科「郵遞傳情日」活動

跳繩比賽
《樂韻播萬千》的中樂樂曲悅耳動聽，
同學們也不禁隨着音樂擺動呢 !

四年級同學到北區大會堂欣

賞《舞林盛會》弦樂音樂

會，表現興奮 !

先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可見到的星座和
它們的位置。

再用天文望遠

鏡觀看不同的

星座。

同學們設計了不同的遊戲和
表演給予長者欣賞和參與。

同學們都很用心

與 長 者 傾 談， 了

解長者們的生活

情況及表達關心。

掛上獎牌，展示勝

利姿態！

勇奪全場總亞軍，來一幅大
合照！

在銀樂隊的奏樂下，同學先後唱出

數首具有鳳溪色彩的省墓歌。

學生來到了上水金錢村廖族祖墓前，
以表示「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傳
統美德。

看看我們琛小健兒屢獲佳績，快來加入我們田徑隊吧 !

琛小健兒跑姿勁，運動
場上必定無得頂 !

我 們 參 與 了
「 郵 遞 傳 情
日」免費投寄
活動，向父母
及師長表達愛
與 關 懷 的 訊
息。

老師帶領我們親自到郵政局投寄

信件呢 !
6



敬師日

沙田區舞蹈比賽

成長的天空戶外歷奇

小一適
應課程

及家長
座談會

欖球訓練

普通話
小小劇

場

校園開放日

一年一度的校園開放日，是我們和家長、來賓加深

認識的好機會。

平日跳蹦蹦的學生，指導

小朋友時也顯得頭頭是道。

老師收到我們送的蘋果都很開心呢 !

5C 班同學帶領我們高聲歌唱

< 良師頌 >。

猜 猜 我 們 在 做 甚 麼 ? 

我們正在綵排話劇《誰

是最棒？》。

小演員用心演繹每個角色。

同學們參加第 35 屆沙田區舞蹈比賽獲得銀獎。

欖球隊隊員在練習前，先來幅
大合照。

我已把球拿穩，準備前

衝突破敵人防線。

同學們運用沙灘的沙、海水和貝殼，
製作一些很美的沙畫。

同學們分工合作，一同享受
辛勞的成果和燒烤的樂趣。

看！我們的家長非常投入參與小

一家長座談會，感謝家長的支持。

哈哈！我們愛上學，愛學校，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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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中文

二十周年校慶小學徵文比賽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小學組徵文比賽亞軍 6B 羅萏

小學組徵文比賽優異獎 6A 梁寶玲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週年

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小學組徵文比賽優異獎 5A 何晉廷

英文 小學校際英文講故事比賽 聖公會陳融中學
英文講故事冠軍 6B 鄭嘉俊

英文講故事參與獎 6A 梁浩文

視藝

「北區青年節― 創意展才華」

中、小學繪畫填色比賽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小學初級組冠軍 3D 關泳妍

2014 上海國際書畫大賽暨精品展 上海國際書畫攝影大賽組委會 繪畫銅獎 4C 劉嘉明

音樂
「第五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

童聲妙韻頌師恩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多人項目銀獎 3A 黎文茵﹔ 5A 何晉庭、黃小津、李震東﹔ 5C 鍾志崇

多人項目優異獎 3A 麥嘉慧﹔ 4A 鍾嘉希﹔ 5C 許綽恩﹔ 5E 吳姻穎

舞蹈 第三十五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中國舞少年組銀獎

4A 嚴匡琪、郭嘉瑩﹔ 4D 龍家宇﹔ 5A 江欣彤、郭嘉潁﹔ 5C 劉嘉雯、麥軒榕、

林芷晴﹔ 5D 陳海蕙、張善行﹔ 5E 王嘉卉、謝凱詩﹔ 6A 李天恩、吳可欣、

 鄭潔雅﹔ 6B 郭可儀、李卓穎、黃曉盈﹔ 6C 李敏熹﹔ 6E 董詠嘉

體育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團體獎季軍
6A 黎浚賢、鄧永濠、黃建中﹔ 6B  薛梓維﹔ 6C 文子豪、鄭嘉駿﹔ 6D 黃 維、

葉汶峰

女子甲組團體獎優異獎
5E 林𩓙妍﹔ 6A 徐梓蘊、呂雪茵、梁寶玲、穆詠欣﹔ 6B 袁栩瑩、馮玉怡﹔

6E 羅佩珊

男子丙組團體獎優異獎 3D 陳柏軒、鄧嘉聰﹔ 4B 梁文彬、鄭嘉偉﹔ 4C 楊靜、王諾言

女子丙組團體獎優異獎 4A 鄭育之、趙寶怡﹔ 4B 林詩欣﹔ 4C 翟子晴﹔ 4D 龍家宇、何詠恩﹔ 5C 莫欣桐

男子甲組 100 米冠軍 6D 黃 維

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6D 黃 維

男子特組 100 米冠軍 6E 張鵬洋

女子特組推鉛球冠軍 6B 劉依惠子

男子甲組 60 米亞軍 6B 薛梓維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4A 鄭育之、趙寶怡﹔ 4B 林詩欣﹔ 4D 龍家宇、何詠恩﹔ 5C 莫欣桐

男子特組 400 米亞軍 6E 黃佳葦

男子丙組 100 米亞軍 4C 王諾言

男子特組 100 米亞軍 6D 周浩輝

男子特組 400 米亞軍 6E 施林峰

男子特組 4 推鉛球亞軍 6E 施林峰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6A 黎浚賢、黃建中﹔ 6B 薛梓維﹔ 6C 文子豪﹔ 6D 黃 維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賽季軍 5E 林穎妍﹔ 6A 徐梓蘊、呂雪茵、梁寶玲、穆詠欣﹔ 6B 馮玉怡

女子甲組跳遠季軍 5E 林穎妍

女子特組 100 米季軍 6B 劉依惠子

男子乙組 60 米第四名 4A 馮梓豪

女子甲組 100 米第五名 6A 穆詠欣

女子甲組擲壘球第五名 6B 袁栩瑩

鳳溪第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鳳溪第一中學
小學男子組 4x100 米接力冠軍 6B 薛梓維﹔ 6D 黃 維、周浩輝﹔ 6E 張鵬洋

小學男子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5E 林穎妍﹔ 6A 穆詠欣、梁寶玲﹔ 6B 馮玉怡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小學男子組 4x100 米接力冠軍 6B 薛梓維﹔ 6D 黃 維、周浩輝﹔ 6E 張鵬洋

小學女子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5E 林穎妍﹔ 6A 穆詠欣、梁寶玲﹔ 6B 馮玉怡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小學男女子組 4x100 米接力冠軍 5E 林穎妍﹔ 6A 穆詠欣﹔ 6B 薛梓維﹔ 6D 黃 維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 屈臣氏集團 傑出運動員 6D 黃 維

全港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 麒麟盃 元朗體育會

團體全場總亞軍 花式跳繩隊

男子二年級組單車步冠軍 2A 陳智樂

男子六年級組後交叉跳冠軍 6E 張鵬洋

女子二年級組單車步冠軍 2A 廖敏彤

女子六年級組二重跳冠軍 6A 呂雪茵

高級組四人跳大繩亞軍 6B 周健恆、張雋康、馮翱齊﹔ 6D 林谷維

男子一年級組單車步亞軍 1A 譚梓軒

男子四年級組二重跳亞軍 4B 梁文彬

男子五年級組單車步亞軍 5A 黃諾峰

男子六年級組單車步亞軍 6A 劉浩然

男子六年級組交叉跳亞軍 6A 梁浩文

男子六年級組後鬥牛勇士亞軍 6A 薛梓維

男子六年級組鬥牛勇士亞軍 6D 林谷維

女子三年級組單車步季軍 3C 譚鈺怡

男子四年級組後交叉跳季軍 4B 麥守辰

男子五年級組交叉跳季軍 5D 吳淦松

女子六年級組單車步季軍 6A 李鳳美

其他 2014 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優秀小學生獎 6A 劉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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