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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始料不及的疫情，主風小學全體教職員帶着迎

難而上的心，實踐「停課不停學」，把知識、信仰和趣

味，以至親切的師生互動，帶進學生家中，見證我校

「停課不停學」從理念至實踐的重要時刻。

緣起︰危中見機，適時轉化
回想二零二零年二月停課後，老師反複思量該以甚

麼的教學方式以「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該如何增

加學生的互動性?在換個角度的思維下，老師想到用實

時直播教學方法，於是第一集「老師廚房-客家豆腐」

便誕生了，學生和家長的反應空前熱烈，亦為往後製作

「實時教育特備節目」播下種子。

延續︰持續優化，推陳出新
    承接第一集的好評，校方推出第二集「老師廚

房、抗疫良方」，以「抗疫」為題，除了首次使用綠幕

及 虛 擬 背 景 貫

穿 跨 學 科 「 英

文 、 普 通 話 、

常 識 及 圖 書 」

教 學 外 ， 亦 加

入 生 涯 規 劃 元

素 ， 邀 請 職 人

法國藍帶主廚

Bonnie So擔

任評判及分享

正面信息，與及老師們製作健康小吃比拼廚藝，節目內

容有趣幽默，家長及學生反應好評如潮。

隨後第三集的「老師拉筋、美麗健康」，在國際級

職人Tina Ng普拉提伸展操導師的指導下，師生進行柔

軟度和耐力訓練；第四集「全校舞動 踢走酸痛」，由

校長跳舞並向各人發出挑戰開始，師生及家長們均自創

「抗疫洗手舞」，即使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彼此的歡

呼聲；第五集「全校頌唱」，一首《晴天雨天》MV及

復活節紙偶劇治癒各人心靈，而《晴天雨天》MV更於

短短三個月內在YOUTUBE上積累有二萬多個點擊率；

第六集「Mother's Day Speical」，學生學習用「愛

的五種語言」向媽媽表達愛意，場面温韾感人，並創下

最多人上線的記錄；第七集「學是學STEM防疫MAKE 

SENSE」及第九集「學是學STEM︰我們的社交距離」，

老師們化身「是非精」，聯同校友—香港教育大學講師

曾耀輝博士運用科學方法及實驗，破解坊間對消毒方法

的謬誤及帶出正確的消毒知識，幫助學生做好復課的防

疫準備；第八集「全校桌遊SURE WIN」，以解救全球

瘟疫危為背景的桌遊，大家透過團隊合作，終於成功找

出「解藥」。

承傳︰勇於變陣，樂迎佳節
 延續上學年的成功經驗，特備教育節目正名為

C.A.S.T.，「C」代表文化CULTURE文化，「A」代表

ARTS藝術，「S」代表SPORTS運動、SPIRITUAL靈性及

SKILLS技能，「T」代表TECHNOLOGY科技。除了日

常的課堂教學外，我們也著重學生跨學習領域的發展。

迎著不同的佳節，我們善用實時直播系統，製作「月滿

主風迎中秋」、「主風聖誕傳頌愛」、「主風校慶迎金

牛」與及「復活節主風傳頌愛」節目，為全校家長及學

生帶來「知識」與「娛樂」俱全的新體驗。

匯聚︰混合學習，繼往開來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

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羅馬書5︰3-5) 生活

就是教材，社區、世界就是教室，校長及老師們在疫

情下仍抱持「堅毅不屈，逆境自強」精神，從生手至熟

練，調動智慧，用不同角度及方法，靈活處理課程及節

日活動，使教學變得更全方位，線上線下，隨時隨教。

我們成功建立混合學習模式，結合「事前錄影」及「現

場直播」，把網絡科技和課堂教學連繫起來，在不受場

地限制下，同時照顧面授課及網課的學生。

「課時有限，學時無限」，疫情打破了往常的教育

生態，學教新常態也因此誕生。憑藉以上的經驗，我們

已起動，並正努力地為未來的教育打併。

從「特備教育節目」至「C.A.S.T.」從「特備教育節目」至「C.A.S.T.」
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學——



聖公會主風小學創校4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生命教育劇場已於二零二一年五

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假聖公會靈風堂順利完成，藉以感謝天父的保守及帶領，

讓主風在沙田區茁壯成長，服務區內莘莘學子，並深受區內、區外的家長關

顧及愛戴。

當天，得蒙聖公會東九龍教區郭志丕主教光臨證道及為校慶親子標誌設

計比賽擔任頒獎嘉賓，非但令主風師生獲益良多，更令我們感到萬分榮寵。

回應主風校慶活動以「感恩•添愛」為主題，我們特別製作了一齣名為《蠟筆小

黑》的生命教育劇場。這齣故事以紙偶劇形式演出，先由老師設計劇中角色的造型，

製成紙偶在「綠幕」背景中演出，再配合由同學聲音演繹內容對話，以帶出故事的

精髓：每個人都是由上帝所創造，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應該彼此相愛，互相扶持

和接納，讓各人都能站對自己的舞台，發放光芒。

劇場播出後，嘉賓均一致讚賞，令一眾師生感到非常鼓舞。而壓軸播放的《活

出愛》音樂特輯更令大家耳目一新、聽出耳油。演出的同學以清脆悅耳的歌聲，伴以

歡欣、喜悅的神態表情，歌頌天父的慈愛比山高，比海深，讓我們都能效法天父，將愛傳

揚。

4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生命教育劇場4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生命教育劇場

為校慶灌錄詩歌《活出愛》，
同學們的歌聲皆優美悅耳

同學們戴著耳機錄音，十分專注《蠟筆小黑》紙偶劇製作
團隊合照

老師們在綠幕上演繹
故事，難度頗高

拍攝繪本劇場《蠟筆小黑》紙偶劇

全體老師大合照

郭子丕主教講道

校監葉子良牧師祈禱 到專業錄音室錄製《蠟筆小黑》對白 視藝科老師精心製作
紙偶及背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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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小二︰我是生活小主人小一、小二︰我是生活小主人

小五、小六︰客家文化小五、小六︰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共分為四個部分進行，包括服飾篇、飲食篇、建築篇

和音樂篇。學生從「服飾篇」認識客家文化傳統服飾的特色、設計

背後的意義，並試穿起客家衣服及帽子，以及以客家布料製作「花

布筆記本」。學生在「飲食篇」認識客家名菜及飲食文化，了解客

家飲食習慣的背後意義，體驗製作擂茶。而在「建築篇」中，學生

認識客家傳統建築特色及功能、並尊重它及其背後的意義，之後製

作客家村模型並作介紹。學生透過「音樂篇」，認識及欣賞客家山

歌的特色，亦嘗試創作及演繹「哭嫁歌」歌詞。

跨學科學習日跨學科學習日

一至六年級學生於2021年4月28至29日參與了為期兩天跨學科學習日，全校共分為三個主題進行，包括《我是

生活小主人》、《公園設施大改造》及《客家文化》，讓學生透過一系列「動手做」活動，進行體驗式學習，掌握

相關知識、技能和態度。活動當天亦由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團隊到校協助策劃，令活動規劃更完善。

小三、小四︰公園設施大改造小三、小四︰公園設施大改造

學校位於瀝源村，村內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噴水池，學生從優化這項社區設施作出發點，認識公園內具有不同特色

設施的實際功能，探討不同人士在社區內的需要，經過仔細觀察、多角度思考、分析及整理資料，歸納不同人士的意

見，為他們設計模型草圖，把備有特定功能的公園設施置於其中，最後以拍片形式展示學習成果。

是次活動分為「個人習慣學校篇」及

「個人儀容家居篇」兩部分，學生透過日

常生活的自理常識，提升個人衛生及學習

收納方法，認識分擔家事及整齊擺放物

品，令家居環境保持整潔、衞生，令身體

更健康。學生從中亦學懂收拾功課、整理

課室的程序，並建立自我照顧的良好生活

習慣，注意自己的儀容和個人衞生，能令

朋友願意接近。

把小米、生
薑、花生、
芝麻、黃豆
等材料用
力地擂成粉
末，再加入
沸水沖泡，
「客家擂
茶」便大功
告成。

學生配合樂器演繹自創的

「哭嫁歌」，體現當時客

家婦女待嫁的心情。

在錯落有致的樓房互相配
合下，整條客家圍村活現
眼前。

穿上客家人儉樸的衣
飾，讓身處繁榮都市
的六年級學生體現農
村純樸的一面。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重温及
記錄不同人士在社區內的
需要，再設計公園設施作
配合。

經觀察及分析後，公園設施需

兼備美觀和實用兩項元素，並

配合服務對象需要。

學生設計供長者、兒童
和青少年舒展身心和玩
樂的「FUN	PARK」

學生設計供父母及孩子
增加親子互動機會的
「社區綠悠悠」

學生拍攝片段介紹公園
設施及設計意念。

在老師指導下，就算是
亂作一團的衣衫及襪
子，學生也能井井有條
地把它們堆疊起來。

拿着梳子認真地整理

頭髮，對男生來說也

是一門學問。

小掃帚要出動了，大家快來分工合作，

在限時內把課室打掃得乾乾淨淨。

先以紙卡學習穿鞋帶，
再替自己穿鞋帶，最後
束成蝴蝶結，便可大踏
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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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帶着別具特色的燈籠及穿上

應節華服的學生安坐課室收看直播節目 —《月滿主風迎中秋》，

節目於禮堂舉行，當日節目內容包括有「主風掏寶」、「月是故

鄉圓」、「中秋經典金曲 50 年」、「老師有燈謎」、「老師廚

房」及「校長SECRET」，學生能感受及體驗中國傳統節日氣氛，

建構不一樣的學習經歷。師生樂於學習，學生學會學習，老師亦

樂此不疲。

月滿主風迎中秋月滿主風迎中秋

主風聖誕傳頌愛主風聖誕傳頌愛

學生化身嫦娥，提着花燈到

禮堂參與活動。
外籍英語老師一邊聆聽一邊演唱中
秋經典金曲，由學生競猜歌名，活
動既刺激又有趣。

以親子形式製作紫薯月餅，既美味又温馨

校長SECRET是個「鬥智鬥力」的遊戲，學生需留意校長介紹月餅的方法，從中找出竅門，通過測試的學生皆獲得傳統花燈。

 2020年12月23日，我們於禮堂舉行一年一度的聖誕祟拜及聯歡活動，

老師們施展混身解數，為留在家中觀看現場直播節目的學生及家長，在記念

耶穌降生的同時，亦能認識與節日有關的「冷知識」，並感受節日氣氛，在

疫情下帶來一份暖意。節目以不同環節介紹有關聖誕節的資料及特別之處，

包括聖誕崇拜及經文演繹、生涯規劃訪問、環球聖誕節、聖誕小常識、環保

聖誕節、聖誕傳佳音及校長SECRET，讓在家的學生仍能感受節日帶來滿滿

的愛，為不一樣的學習經歷留下「愛的印記」。

主風聖誕大抽獎透過直播節目進行，豐富的獎品由校長和
老師們送出，透過熒幕也能感受「幸運兒」的喜悅。

在校監葉牧師、鄭校長、副校長及宗教老師帶領下，
進行了隆重而莊嚴的讀經及唱詩活動。

著名藝術家及傳道人馬穎章先生以靈巧的雙

手製作沙畫，一幕幕聖經故事活現眼前。

C.A.S.T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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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春節期間製作C.A.S.T特備節目—「主風校慶迎金牛」。活動以「春節」為題，透過一連串的精彩活動，

讓學生明白「春節」的象徵意義。當中更邀請沙田區的幼稚園生與我們透過ZOOM，參與「牛軋糖」的製作，讓家

長與子女共享親子時光。校長及老師們又與學生載歌載舞，讓全校師生一同感受「春節」的熱鬧氣氛，在疫情下共

渡節日。

主風校慶迎金牛主風校慶迎金牛

本校於2021年3月30日，舉行了基督受難及復活崇拜暨聯歡活動。由於疫情關係，雖

然絕大部份同學只能觀看現場實時直播，但透過各種活動，希望能夠加深同學對復活節

的認識，從而了解節日的意義，並感受耶穌基督對世人的愛。

活動以「復活崇拜」為序幕，並由一眾老師配合紙偶聲演不同角色，講述耶穌受難

的事跡。「復活節彩蛋」環節，一眾老師透過暢談紅雞蛋和彩蛋與復活節的關係，再聯

繫至中國傳統二十四氣節中春分時會玩的豎蛋遊戲，帶出了復活節慶祝耶穌基督復活重

新的意義。

在疫情下，本校老師繼續堅守崗位，以靈活多樣的手法，讓同學們在享受節日的同

時亦不忘學習，並感受到滿滿的愛。

老師示範製作牛軋糖。

師生同向大家拜年

學生進行探究，找出熟雞蛋。

復活節主風傳頌愛復活節主風傳頌愛

老師聚精會神地進行「豎蛋」比賽

全隊同學合作找出生蛋與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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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教 業師

本校教師參與北山堂基金主辦的2020/21學年「正向教育專業研習圈」，進行八次研習培訓。並參加澳洲

Geelong Grammar SchoolInstitute of Positive Education舉辦的「探索正向教育」專業培訓課程，學習正向教

育理論及由老師個人自身實踐與體會。

參與的老師認為在分享會培訓中為個人以及教育工作或家庭生活帶來了不同的啟發，包括常存感恩、保持正

面樂觀、正向思維、建設性的對話、培養抗逆力、調整心態、分配時間處理大事和小事。各人都表示能將這兩場

分享會所學習到的運用在未來，包括正向思維、調整個人心態、常存感恩、與人溝通模式。

正向教育正向教育

教師發展  混合式學習教師發展  混合式學習

本學年，本校參與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研究所合辦的優質教學改進計劃（QSIP），QSIP的學校發展主任到校

為教師進行有關混合式學習的培訓，讓老師認識混合式學習的重點及好處。透過講解讓老師學習如何優化教學方法

和設計，並運用資訊科技軟件去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全體教師參與的教師培訓。
老師們都全神貫注地聆聽。

老師用zoom參與「探索正向教育」專業培訓課程。

老師在校內進行正向教育內容分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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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發業 展
教師發展  善意溝通教師發展  善意溝通

本學年訓輔組邀請了JUST FEEL感

講機構到校為教師進行善意溝通教師培

訓，首先安排了全體教師進行一次大規

模的培訓，讓老師初步認識善意溝通

的四個步驟「觀察、感受、需要、請

求」。透過活動讓老師學習分辨觀察和

評論的分別，學習運用感受需要卡來表

達自己的感受，並學習如何簡單直接表

達自己的需要及請求。

校方安排不同的老師參與善意溝通

小組培訓，導師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

讓老師實踐於生活中運用善意溝通，從

而與學生建立更好的關係。

學習利用感受需要卡表達自己的感受

全體教師參與的教師培訓

學習利用感受需要卡表達自己的感受

善意溝通小組教師培訓 善意溝通小組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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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戲說文言」品德教育計劃賽馬會「戲說文言」品德教育計劃

本科為六年級學生安排了「說書文言大使培訓」，讓學生學習以「說書技巧」來演繹文言文，以及讓學生掌握

文言文篇章內的傳統處世智慧和文化值。因疫情關係，學生運用視像形式，在課堂上學習以有趣的戲劇方式演釋及

解說文言文。他們分別就劇目為《鷸蚌相爭》及《塞翁失馬》自行編寫劇本，並以錄影方式為同級同學作表演，同

學都非常投入演出，亦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說話能力及公眾展演能力。

「賽馬會詩人別傳教育劇場發展計劃」「賽馬會詩人別傳教育劇場發展計劃」

中 科文

本科參與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舉辦的「賽馬會詩人別傳教育劇場發展計劃」，藝團到校為四年級學生舉辦戲劇

教學。當天，五位「專員」粉墨登場，服飾、對白、故事情節，甚至場景佈置，都使同學仿如穿越唐朝。學生搖身

一變成為翰林院準學生，跟隨翰林院士入戲，與劇中人物共度難關，那種氛圍已令學生馬上投入活動中。學生在活

動中嘗試排整詩句，創作「五言絕詩」，表現有板有眼。這種另類的學習模式，的確令學生留下難忘的印象，也令

學生上了一節深刻的課。

學生化身翰林院準學生，認真地「抱拳作揖」，
彷彿回到了唐朝。 學生與翰林院士認真地討論，

完成一個接一個的學習任務。

學生在紙扇上畫上漂亮的水墨畫，為演出增色不少。 學生自行編寫劇本，演出《鷸蚌相爭》。

*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A Presentation of Alice Theatre Laboratory Jockey Club   

 Theatre-in-Education Project on Legendary Stories of Chinese Poets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賽馬會中國詩人別傳教育劇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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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話劇工作坊 莎士比亞話劇工作坊 

英文話劇課英文話劇課

本校將戲劇元素融入於

四年級的英文課，既可增加

課堂的趣味，亦可加深同學

對課文的理解。他們不僅學

習了不同的技巧，亦能用戲

劇的手法，將選擇健康食物

或是零食的掙扎演繹出來。

英語辯論英語辯論

學與教學與教文英 科

低級組的隊員正在為其論點進行拍攝。
高級組獲得獎章和獎狀

朱古力的誘惑
如何決擇?	天使與魔鬼之爭 吃了太多零食變了小胖豬！

同學們運用想像力扮演
一部洗衣機。

同學們運用想像力呈現於海洋公園

遊玩的情景。

同學們跟導師朗讀劇本。

其中一組正在認真地排練。

今年英語辯論隊的低級組及高級組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辦的「英語辯論」比賽，辯論題目為 

“Online learning is effectiv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同學積極參與，評判欣賞高級組員的主線、反駁

和論點。最後該隊獲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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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及30日，20位四年級及五年級學生參與了由香港小莎翁劇團舉辦的莎士比亞話劇工作坊。透過遊戲、

想像力及基礎的戲劇訓練，同學們都能於短短六小時訓練後演出莎士比亞名著“Antony & Cleopatra”的修訂版

本。同學們都表示獲益良多，不但能學到優雅的英文句子，也能培養自信心、鍛練公眾演講能力。



數 科學

二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數學科於下學期利用數學課堂四步曲設計了不同的教學活動，以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及讓學生明白數學不只是限

於課本的內容，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

二年級在香港通用的貨幣中加入了香港紙幣的別稱，如「花蟹」是$10紙幣的別稱、「紅衫魚」是$100的別

稱...讓學生於生活中聽到有關別稱時便清楚知道所指的是那一種紙幣。

三年級於分數教學中，加入了以分數表示人類於嬰兒及成年時期的頭身比例，如嬰兒兩個月大的時候，頭的長

度大約是全身的½。

四年級在教授對稱的課題時，利用學生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標誌作為教材，分辨該圖形是否對稱或多少條對稱

軸。

五年級在正方體摺紙圖樣的課題中，讓學生猜猜「世界上最出名的正方體玩具是甚麼？」，從而介紹扭計骰的

由來，並邀請同學可利用課餘時間試玩，最後更邀請了5D班古啟兆同學示範玩扭計骰。

六年級在速率的教學中加入了一個問題「為甚麼我們會先看到閃電才聽到雷聲？」，讓學生認識光的速率及聲

音的速率是多少。

老師透過不同的教學設計，讓學生認識數學其實一直在生活之中，希望學生更能發掘學習數學的趣味。

數學課堂四步曲數學課堂四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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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常識zoom大課《熱的探究》三年級常識zoom大課《熱的探究》

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人員支援本校常識科STEM的

校本課程，共同商議進行各級STEM活動內容及縱向能

力發展。經過備課後，各級的活動內容如下：

一年級：相架DIY

二年級：磁鐵娃娃夾

三年級：自製保溫瓶

四年級：迷你吸塵機

五年級：發光心意卡

六年級：水火箭

小學常識挑戰賽2020及小學校際常識大賽2021小學常識挑戰賽2020及小學校際常識大賽2021

本 校 3 4 位 學 生 在 2 月 2 7 日 參 加 《 小 學 常 識 挑 戰 賽

2020》，表現優異，除了獲得踴躍參與獎外，並入圍4月5日

舉辦的《小學校際常識大賽2021》。同學能到電台參與問答

比賽，考驗參賽同學在不同領域的認識與能力，例如香港與

國家的發展、學科知識、語文能力、國際視野、生活技能、

團隊合作等，成功為學生注入正能量。

常識科STEM活動常識科STEM活動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及培養學生

科學探究和解難能力，本校參加了由香港常識科

教育學會支援的優質教育基金項目(計劃編號：

2017/0675)「通過跨學科課程策略，提升小學常識

科 STEM 教育的實踐」，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吳本韓

博士支援，強化本校常識科課程中的 STEM 教育元

素。三年級常識科老師在1月21及22日進行Zoom大

課，與同學一起動手進行實驗，探討熱的傳導。

6月2日六年級學生到文物

探知館參與解構中式歷史建築

工作坊，學習中國建築的歷史

和常見的構件，加深對本地中

式歷史建築的認識。

解構中式歷史建築工作坊解構中式歷史建築工作坊

五年級學生運用閉合電路原理，製作“發光心意卡”。

常識科老師與吳本韓博士及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人員留影。

一年級學生完成“相架DIY”，

感到很滿足。

小學常識挑戰賽2020
表現優異的學生。

同學參與虛擬競技比賽中。

師生在文物探知館前留影。同學體驗中式
建築的設計。同學嘗試解扣

魯班鎖。

學與教學與教識常 科

校長、教師與吳本韓博士拍照留念。

教師進行實驗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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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風好聲音2020-2021主風好聲音2020-2021

《主風好聲音》是校內音樂科其中一個受同學歡迎的比賽活動。今年因受疫情影響，《主風好聲音》歌唱比

賽以錄影片段方式進行，學生反應熱烈，表現自信，準備充足，高質素的表現令老師們讚嘆不已。是次比賽由6D

程旻灝及3B吳允祈分別獲得高唱組及低唱組冠軍。

音 科樂

賽馬會中樂360音樂會賽馬會中樂360音樂會

為提升學生對中樂的興趣，學校於5月邀請香港中樂團到校，

舉行一場導賞音樂會。由於疫情關係，當天音樂會以視象形式進

行。透過故事形式，展現一名指揮家的奮鬥故事。再加上香港中樂

團及演藝學院戲劇團的傾力演出，使學生對中樂有更多認識，並提

升他們學習中樂的興趣。當天表演非常精彩，同學亦非常投入觀看

節目。

6D程旻灝表現出色，表現投入自然，擊敗對手奪高小組冠軍。3B吳允祈聲音甜美，表現出色自然，奪得低小組冠軍。

香港中樂團樂師非常專業，表現精彩，

為學生奏出悠揚悅耳的旋律。

演藝學院的演員演出生動有趣，將一名指揮家的奮鬥故事，用戲劇形式，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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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脊校園護脊校園

趣味體能骰趣味體能骰

學與教學與教育體 科

為了讓學生寓運動於遊戲，本科組推行

「趣味體能骰」活動，玩法是同學要按着擲

出骰子圖案而做出不同的動作，且能照顧高

低年級同學的能力。

「趣味體能骰」活動讓同學一面擲自製

的骰子，一面做運動，可謂寓運動於遊戲。

校內乒乓球比賽校內乒乓球比賽
20名六年級同學擔任裁判，

似模似樣!

鳳凰乒乓球會黃教練蒞臨指導、協助擔
任總裁判;她帶同兩位乒乓球精英進行了
一場表演賽，現場氣氛熾熱。
當中一位是我們的舊生黃煒傑，讓同學
大開眼界。

校內乒乓球比賽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1C羅廣迪 2A梁衍齊 2D黎日希 2D謝澔林

女子初級組 2D褚晞琳 2C嚴一芯 2C曾婷婷 2B蕭梓昕

男子中級組 4B鍾朗軒 4D黃浚生 3D廖丞彧 4B陳思穎

女子中級組 3B吳允祈 4D杜玉欣 4A杜玉玲 3A陳愷晴

男子高級組 6C梁梓烽 5D蔡瀚霆 6D江俊朗 6B呂梓亮

女子高級組 6D林思彤 6A陳心予 6A譚家薇 6D齊文菲

恭喜各得獎同學!

兒童脊科基金-盧淑宜校長於
2-6-2021	到校核實，本校
「護脊校園」獲得認證。

學生進行課間操表現熟練，
態度認真。

護脊小先鋒帶領同學每天
進行三式課間操

MVPA 60校本獎勵計劃MVPA 60校本獎勵計劃

本 科 組 特 別 設 計 了 「 活 躍 校 園 新 體

驗小冊子」，把校本獎勵計劃融合「發

展活躍及健康校園計劃 (MVPA60)」及

SportACT獎勵計劃，鼓勵學生每天進行至

少60分鐘的中等至劇烈的體能活動，提升

學生的運動意識，鼓勵學生建立恆常運動

的健康生活模式。

第一期「SportACT獎勵
計劃」獲得獎狀的學生。

護脊校園認證於本學年上學期啟動

本年度學校參加「護脊校園計劃」，學生每日

進行課間護脊操，身體力行，建立良好護脊習慣。

2020至2021年度校內乒乓球比賽於6月23及25日進行，全校約有70名運動

員參加比賽，同學都全力以赴，爭取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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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科藝

本年度主風的藝術大使參加多元化的藝術活動，發揮藝術才

華與潛能。學生透過參加「禪繞畫工作坊」、「創意繪畫工作

坊」、「壁畫工作坊」、「渣打藝趣嘉年華：玻璃彩繪工作坊」

及「城市藝坊─公共藝術導覽遊」等活動，認識不同的藝術形

式，還累積了豐富的創作經驗。

藝術大使藝術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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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畫工作坊 完成作品

藝術大使在「創意繪畫工作坊」表現
投入，累積了豐富的創作經驗。

四至五年級學生於6/7/2021到沙田大會堂
參加「城市藝坊─公共藝術導覽遊」，欣賞
大型公共雕塑。

結合電子學習進行繪畫渣打藝趣嘉年華：玻璃彩繪工作坊



	 	
普通話活動普通話活動

本學期普通話科除了舉辦網上「翹口令」、「唐詩朗讀」及「廣普對譯」等活動外，也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

賽，以提升同學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學與教學與教

話通 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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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小四「水墨畫工作坊」學生作品

別小看一年級的同學，你看！經過不斷的努力，在「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1」也表現出色。

「普通話大使」協助拍攝唐詩朗讀宣傳短片

「普通話大使」示範朗讀唐詩。



  本校於四至六年級推行「PaGamO塊學聯盟」以遊戲形式學習。透過故事背景，以回答題目來擴建領土的遊

戲，正面激發同儕間互相較勁的心理，驅使學生更有動力參與，達到自主學習的目標。本年度更於7月在校內舉行

「PaGamO塊學聯盟學術問答挑戰賽」，讓一眾平日訓練有素的同學可一展身手，為班爭光!

PaGamO塊學聯盟學術問答挑戰賽PaGamO塊學聯盟學術問答挑戰賽

3D打印筆3D打印筆

本年度於四年級的資訊科技科中加入了教授「3D打印筆」的操作及小飾物設計。讓同學能對3D打印筆的原理

及操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並讓同學們自行設計及動手做小飾物，以供其視覺藝術科製作的襪偶之用。

科資 科技訊

2021全國青少年無人機挑戰賽(香港站)2021全國青少年無人機挑戰賽(香港站)

本年度參與了「2021全

國青少年無人機挑戰賽(香港

站)」，目的是透過積木編程

控制無人機，培養學生的編程

思維，亦可培養其空間思維能

力。過程中的動手應用與實踐

亦能培養學生面對挑戰的態度

與能力。經過一輪激戰，同學

們最終獲得「優異獎」。

比賽前同學們自行組建
模擬賽場。

賽前合照。

比賽情況。

看看我們的作品吧!同學們都十分認真地進行創作呢！

參賽的同學們都沉著應戰，一臉認真呢！
比賽開始前認真商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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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學與教教宗 科

基督受難及復活崇拜在3月30日以直播形式進行。 

參與崇拜的24名宗教科大使，有負責持十架、讀經及持棕枝，大家都表現投入和積極。聖公會靈風堂鄭凱韻傳

道幹事作信息分享，說出主耶穌的復活帶給我們盼望，全校參與師生和家長也深受感動。  

基督受難及復活崇拜基督受難及復活崇拜

 本年度的家長團契，由聖公會靈風堂委派助理事工幹事鍾黃

美珍女士負責。

家長團契的聚會因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實體團契聚會仍然

未能舉行。現時家長團契只作網上有限度的聚會為主，在群組維

持不定時發放代禱禱文和親子訊息。靈風堂於三月至八月舉辦網

上主日家長團契第二季課程，主題包括親子管教及信仰。

家長團契家長團契

2020-2021聖經科獎勵計劃2020-2021聖經科獎勵計劃
 本年度漢語聖經協會主辦的「聖經科獎勵計劃」，由四至六年級科任

提名宗教科大使和學生參加，學生以主題：「信有明天」寫讀經心得或設

計金句明信片。

從作品中，發現學生對經文有一定的認識，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人會感到不安和憂慮，但只要先求神的國和義，我們不用為明天憂慮。

派發教友捐贈的愛心口罩給團契的家長及學生

葉子良牧師分享主題：「主的恩典夠用」

得獎同學獲頒一本《聖經─新普及譯本》及

獎狀乙張

宗教科大使負責持十架及
持棕枝

宗教科大使燃點復活之燭
靈風堂鄭凱韻傳道幹事分享主復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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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訓 輔組學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

本年度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均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承辦。

● 本學年成長的天空計劃(四年級)疫情持續下，計劃透過網上進行輔助小組及家長工作坊，並於下學期課餘時 

 間，於校內舉行挑戰日營、校園義工服務、親子日營及結業禮，以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親職管教之重要。

● 承上學年因疫情而停課，成長的天空計劃(五年級)先後透過網上舉行小組及家長工作坊，並在下學期於校內舉 

 行不同體驗學習、親子營及嘉許活動，目的強化學生面對成長挑戰的抗逆力，及親職管教之重要。

● 成長的天空計劃(六年級)舉行強化小組、家長工作坊和個別面談。

為了鼓勵同學在勤學、服務、體藝、感恩、閱讀、品德、自律、靈性八方面有積極的表現 ，於本年度推行 「自我

挑戰獎勵計劃」App。同學在各方面有良好或進步的表現，便可獲得老師獎勵的寶石。

學生在學期末根據獲得寶石數量換取禮物，感到開心。

盡心盡意獎勵計劃app盡心盡意獎勵計劃app

成長的天空計劃(四年級)
親子日營暨嘉許活動
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打成一片，透過LEGO	learn	and	
play	學習更多親子溝通技巧、體會親子共聚之重要。

同學可以在譽榜知道
自己得到寶石數量的
排名。

同學可以在禮物櫃了解

可以換領甚麼禮物。

成長的天空計劃(四年級)
挑戰日營
透過不同經驗學習活動，如小小步操、團體解難活動，學
生體驗與人合作之重要，圖中學生要在指定區外運用繩合
力將將物品帶回安全區。

成長的天空計劃(五年級)
校內愛心之旅
學生一同寫上祝福心意，並以行動在班上與同學一同分享心聲

成長的天空計劃(五年級)
親子日營暨嘉許活動
家長及學生透過LEGO	learn	and	play	學習更多親子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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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圖書館與中文科合作成立讀書會，利用不同的圖書與學生分享書中

內容及進行討論，因疫情關係改為以ZOOM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活動期間同學積極參與討論，老師利用「ORID焦點討論法」帶動分享。

在老師的帶動下，同學能分享自己的想法。

小五及小六讀書會小五及小六讀書會

書圖 科

老師們與學生彼此分享書中內容。

菜姨姨閱讀下午茶菜姨姨閱讀下午茶

圖書館老師在一至二月期間與菜姨姨及媒氣烹飪中心合作舉辦三場「閱讀下午茶」活動。活動以ZOOM網上

直播形式進行，配合圖書分享及烹飪活動推動親子閱讀，故事內容與生命教育內容配合，讓學生認識正確的處事

態度。

學生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圖書分享及親子閱讀 學生與家長親子閱讀及製作甜品

學生邊閱讀圖書邊製作甜品

本學期學校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我

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計劃，透過

不同的活動於校園推廣有關訊息，培養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

訓輔組安排了學生參與「感恩-由我做起」

周會作為啟動，再透過專題周會（善意溝通四

步曲）令學生認識善意溝通。

在推廣正面的價值觀方面，訓輔組於生命

教育課中安排了不同的題材，讓學生認識基本

感受、與人相處及同理心等不同的價值觀。

配合感恩珍惜的主題，校方更設計了感恩

日記，希望學生利用21天建立感恩的習慣，並

與同學及老師分享其值得感恩的人或事。

「感恩-由我做起」周會

蒙著眼睛畫自己

「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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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 支 援

為了推動校園共融及關愛文化，提升學生對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同學的認識和理解，本校於生命教育

課中，舉行「繪本共融活動」，讓學生透過遊戲、

繪本故事，了解及接納每一個人都是獨特，學習互

相尊重和包容。

各級內容如下︰

一年級 愛闖禍的小天使

二年級 胡森討厭上學

三年級 我和我的亞斯伯格超能力

四年級 小希的網不一樣

五年級 風是什麼顏色

六年級 消除緊張的體操

繪本共融活動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全級活動，融合輔導員金姑娘利用ZOOM在線上跟課室的同學

先以熱身遊戲來集中學生的專注力，接著透過講述繪本故事的內容，從而帶出共融的主題，期間金姑娘更利用

Kahoot進行全級問答比賽，令學生都緊張刺激，令學生對繪本故事的內容及主題更深刻。

第二部分為分班活動，由金姑娘播放示範短片，再由班主任帶領進行。班主任會簡單分享與主題相關的內

容：會不會尊重及接納身邊比較特別、有需要的同學等，再與全班一同製作壁報在課室當眼處，以提醒或鞏固學

習記憶。

繪本共融活動繪本共融活動

本年學習支援組舉辦不同的培訓，協助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訂下學習目標，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培養努力進取的精神。

	由於疫情關係，融合輔導員金姑娘利

用ZOOM與課室中的同學進行「繪本

共融活動」。

於進行繪本教學前，齊來進行一些熱
身遊戲，以提升他們的專注力。

利用Kahoot進行全級問答比賽，同學們
都很雀躍，每班希望能拿得第一名。

金姑娘預先安排一名同學錄製示範短片，於進行分班活動播放。

同學們都將心意句子，分享在海報上，

讓更多人了解他們對共融的想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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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發 展組學
鼓動節拍鼓動節拍

本年度學校參加由香港國際鼓手節

及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辦的學校演藝實

踐計劃「鼓動節拍」鼓樂實踐計劃，

計劃日期由2020年9月至2021年7月進

行，活動讓學生利用輕巧的鼓板，加上

鼓棒花式技巧訓練，再配合身體動作，

成為音樂、節奏和身體動作的「鼓」樂

手。雖然疫情關係，活動以網課形式進

行，但同學們亦能認真上課，更能以錄

影的方式完成演出項目，他們對學習的

堅持和努力，實在難得。

表演順利完成，同學獲發證書，大家歡喜地分享學習成果。

疫情下，同學利用zoom上學，

透過視像進行練習。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參與演出。

中文科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語文智能之中英文寫作比賽2020(高小組)
中文寫作

良好獎 5C	廖詠恩

社企民間高峰會
社創追月記-追月夜講故事大賽

優異獎 1C	高銘霆
3C	高鈞霆		

太平盃學生徵文大賽比賽籌委會
太平盃學生徵文大賽

中國太平特別
獎

6B	李考峰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耳朵悦讀」小學生聲演比賽

優異獎 5D	陳晞兒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0-2024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

現場初賽
(三等獎)

5D	何卓衡

現場決賽
(二等獎)

5D	何卓衡
5B	王穎姿

現場總決賽
(三等獎)

6A	陳心予
6A	鄭彥博

英文科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秀入圍獎 4A	蔣昕彤

Kids4Kids
My	Story	Creation

Overall	
Winner
Most	
Promising	
Writer
Most	
Promising	
Illustrator

6B	余思彤
4A	鄭逸嵐
5B	王穎姿

Fun	Fun	Arena
Hong	Kong	Aptitude	Competition	
2020-2021																									English	
Language	Contest	(Second-term	
preliminary)

Gold	Award 5D	何卓衡

Bronze	
Award

5A	黃天樂

HKPTU	Debating	Competition	(Division:	
Primary	Senior	1C)

4th	place 6A	鄭彥博
6A	郭美美
6C	謝逸康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香港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2C	謝慷輝		
6B	李考峰		
5A	周浠言	
4D	梁栢維	
5D	何卓衡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香港賽區)決賽

三等獎 2C	謝慷輝
5D	何卓衡

FUN	FUN	ARENA
FUN	FUN	ARENA	2020-2021香港學科
比賽(數學)

金獎 5D	何卓衡

銀獎 6B	李考峰

銅獎 5A	周浠言
5D	黃載軒
6D	潘瑞麟
6D	陳祉滔

FUN	FUN	ARENA
FUN	FUN	ARENA	2020-2021香港學科
比賽(數學)(下學期)

金獎 5D	何卓衡
6B	李考峰
6B	葉穎欣
6D	潘瑞麟

銀獎 6D	王麗婷

銅獎 5D	黃載軒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四屆全港數學挑戰賽

亞軍 2A	梁衍齊

卓越獎 4D	梁栢維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四屆全港數學挑戰賽

冠軍 2B	鍾柏譽

亞軍 1A	葉晉廷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第五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三等獎 4D	梁栢維

常識科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20

優異獎 5B	張紫瑤
6B	李考峰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香港學界創意紙飛機競技大賽
飛行距離最遠

一等獎 5D	盧冠丞
5D	楊尚哲

二等獎 5A	黃天樂
5A	譚健豪
5A	黃進業
5A	盧韜丞
5D	張宇恒
5D	何卓衡
5D	盧冠丞
5D	楊尚哲
5D	張宇恒
5D	何卓衡

音樂科
香港演藝精英協會
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20
結他中級組

冠軍 6B		劉欣誠

校外活動/比賽獲得獎項校外活動/比賽獲得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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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小學初級組-豎琴

金獎 3B	吳子晴

國際藝穗協會
2020國際藝穗音樂大賽	
結他青少年組

冠軍 6B		劉欣誠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音樂智能之第三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
比賽(豎琴：一級組)

優異獎 3B	吳子晴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弦樂演奏比賽	中小組
（P3-P4）

亞軍 3B	吳子晴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第十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優異獎 3B	龎偉研
3B	吳允祈
4B	李卓盈
6A	張家楠
6B	呂梓亮
6D	程旻灝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第七屆網上兒童粵曲比賽				
低小組團體賽

冠軍 3A曾詩韻																					
3A卓康翹
3B龎偉研
3B陳悅琪
3C戴鉫諺
3B李瑜
3D朱芍蒻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第七屆網上兒童粵曲比賽				
高小組團體賽

突出表現獎 4B李洛彤
5D林曉彤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第七屆網上兒童粵曲比賽				
個人賽

突出表現獎 3A曾詩韻
3B龎偉研
4B李洛彤

HKCMAA香港兒童音樂及藝術協會
香港兒童音樂才藝大賽2021(第12季)

優異獎 3B	李凱喬

上‧文化
上‧文化國際青年音樂節2021初小組	弦
樂豎琴

優異獎 3B	吳子晴

ItalyHongkongInternationalMusicCompe
tition	
Italy-Hong	Kong	國際音樂大賽	中級組	豎
琴

銅獎 3B	吳子晴

資訊科技科
HKMOOC
e-STEAM@Home獎勵計劃

銅獎 4C	朱栩德

香港青年協會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2019/20	Scratch	x	數
碼公民	親子挑戰賽

親子挑戰賽銅
獎

4C	朱栩德

Inno
Inno	x	Eco	Maker	Competition環保創客
大賽

優異獎 4C	朱栩德

亞洲機器人聯盟及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2020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

機械人大賽金
獎

5A	黎家恩
5D	何卓衡
5D	羅力臻

亞洲機器人聯盟及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2020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

機械人新星獎 5A	黎家恩
5D	何卓衡
5D	羅力臻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	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銀獎 5D	何卓衡

銅獎 5A	黎家恩
5A	李彥臻
5D	羅力臻
5D	張慧琪

香港警務處主辦
數碼港及香港課外活動協會協辦
網「樂」安全比賽2020/21

銀獎 4C	朱栩德

優異獎 5B	盧丞捷
6A	盧靜雅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	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複賽)

金獎 5D	何卓衡
5D	羅力臻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優異獎 5D	何卓衡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AiTLE小學創作VR/AR設計獎(TIDA)

金獎 4C	朱栩德
5D	何卓衡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Google	CS	First
GEC	Hong	Kong
HO	JENG	AR好正呀!@Scratch比賽

銅獎 4C	朱栩德

普通話科
思研動力語言學社
2020香港「閃耀之星」朗誦比賽

中小組亞軍 3C呂恩熹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優異星獎 1B曾昳優
4B李洛彤
4B李卓盈
5B石映瑤
6A姚紫穎

良好獎 1B張嘉湳
3B劉易睿
3C呂恩熹
5A李彥臻
5B王穎姿

視覺藝術科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珍愛沙田系列活動2020	開開心心好
「煮」意暨健康餐盒填色比賽

優異獎
最具創意獎

4D	曹天愛

國際藝穗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	填色比賽及
繪畫比賽

優異獎 5B	馮貝兒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	填色比賽及
繪畫比賽

優異獎 6B		高子晉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	填色比賽及
繪畫比賽

入圍獎 6A	陳心然
6B	葉曉恩

賽馬會體藝中學
第八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藝學生選舉暨展覽

入圍獎 6B	葉曉恩

Crazy	Colouring
中秋節填色及繪畫比賽

季軍 6B	葉曉恩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Arts	
Association
環保袋設計繪畫比賽

銅獎 6B	葉曉恩

Hong	Kong	Children	Art	&	Speech	
Association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暨錢箱黏土創作大
賽

亞軍 6B	葉曉恩

Hong	Kong	Children	Art	&	Speech	
Association
全港兒童繪畫暨黏土立體聖誕樹創作大賽

亞軍 6B	葉曉恩

GNET	GROUP	LTD
B.Duck	閒遊世界填色比賽

銅獎 6B	葉曉恩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2020

亞軍 6B	葉曉恩

機電工程署
機電嘉年華2020四格漫畫比賽初小組

冠軍 4C	簡愷瑤

星島雜誌集團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

一等獎 4C	簡愷瑤

中央美術學院對外美術教育
2020鳥巢杯
全國青少年冰亞文化藝術創作活動

二等獎 3C	林家俊

創意學堂
第十三屆斯洛文尼亞國際創作比賽

金球獎 6B	葉曉恩

創意學堂
波蘭第19屆世界和平國際兒童純藝術賽

全球金獎 6B	葉曉恩

體育科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站(抗疫第三撃)公開錦
標賽(Solo	Cha	Cha	Cha)

第二名 5C譚穎迦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站(抗疫第三撃)公開錦
標賽(Solo	Rumba)

第二名 5C譚穎迦

生 發 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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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藝舞蹈學院/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
32nd	CREATION	CUP-HONG	KONG	
OPEN	DANCE	CHAMPIONSHIPS
-U10	Solo	Rumba	C組
-U10	Solo	Cha	Cha	A組
-U10	Solo	C/R		C組

第五名
第五名
第八名

5C譚穎迦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	
Kindergarten	Invitation	Competition	
-Girl’s	Sabre	U11
-Under	12	Sabre	Team
-Sabre	Team	2008
-Girl’s	Sabre	2009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5C譚穎迦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標賽(Solo	
Jive)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標賽(Solo	
Cha	Cha	Cha)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標賽(Solo	
Jive)

第三名
成績優異
第二名

5C譚穎迦

九龍城區體育會
九龍城區體育會全港少年及兒童劍擊錦標
賽2021—U12女子佩劍

第七名 5D劉卓琳

Academy	of	Fencing	(Hong	Kong)
1st	Quarter	2021	Fencing	Competition	
U11	Girl’s	Sabre

第三名 5D劉卓琳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第64屆體育節-2021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
標賽-A組-38kg

第三名 5D羅力臻

香港優秀游泳運動員及教練Sports	Pro抗
疫基金
-抗疫自強U系列游泳比賽25米浮板
-抗疫自強U系列游泳比賽-25米自由泳

第三名
第二名

1A	葉晉廷

匯友體育協會主辦
香港拯溺總會協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第三屆救生小鐵人錦標賽2021
100公尺游泳障礙賽女子甲組

第二名 5B	王穎姿

第三屆救生小鐵人錦標賽2021 第一名 5B	王穎姿

宗教科
漢語聖經協會
2021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優異獎 6A	陳心予
6A	鄭彥博
1D	任朗晴
2D	陳珈琳

漢語聖經協會
2020-2021聖經科獎勵計劃

提名獎 4A	許仕偉
4B	鄧兆甯
4C	朱栩德
4D	曹天愛
5A	李彥臻
5B	石映瑤
5C	楊詩晴
5D	張慧琪
6A	陳心予
6B	葉曉恩
6C	曾嘉慧
6D	程旻灝

圖書科
香港多元智能
教育協會
語文智能之中英文寫作比賽2020(高小組)
中文寫作

良好獎 5C	廖詠恩

團結香港基金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之星銅獎 6C	劉曉彤
6A	潘鋑
6C	齊樂翔
4A	蔣昕彤

閱讀之星銀獎 6D	齊鴻翔
4A	許仕偉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一級 銀獎 1C	吳悅揚

3B	劉欣霖

銅獎 2A	梁衍齊
3C	林家俊

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1C	劉奕涵
3C	許穎妍
3D	黎樂恩

鋼琴獨奏三級 銀獎 2A	楊栢翹
3D	李俊軒
4A	余心柔
5C	陳一珊

鋼琴獨奏四級 銀獎 2B	鍾柏譽

鋼琴獨奏五級 銅獎 5D	何卓衡

鋼琴獨奏七級 銅獎 6C	陳朗

小提琴獨奏一級 銀獎 1C	吳悅揚
2A	陳正朗

小提琴獨奏二級 銀獎 4C	林睿沂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 銅獎 5A	盧韜丞
5D	盧冠丞

箏獨奏(中級組) 銀獎 6A	譚家薇

銅獎 5D	劉卓琳
6D	林思彤

二胡獨奏(中級組) 銀獎 6D	潘瑞麟

結他獨奏(初級組) 季軍 6B	劉欣誠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2D	陳珈琳

二年級男子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 2C	張子康
2C	莊灝迅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3B	吳允祈

三年級女子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 3C	呂恩熹
3B	陳悅琪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B	李洛彤
4B	李卓盈
3C	呂恩熹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3B	吳梓喬
3B	劉思睿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4C	簡愷瑤

四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4A	張家成

四年級男子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 4C	朱栩德
4C	簡愷瑤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A	蔡汶恩

五年級女子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 5D	蔡恩曦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6C	劉曉彤
6D	陳泳同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5B	王穎姿
5C	郭蕊

六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6A	盧靜雅

六年級女子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 6A	陳心予
6D	陳泳同
6B	何炤霖

六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6A	鄭彥博

六年級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6A	鄭彥博

優良獎狀 6B	張伯麟
6B	李考峰
6D	江之琳

小學組粵語二人朗誦 良好獎狀 6A	張家楠
4A	張家成

小學組粵語歌詞朗誦 優良獎狀 6B	呂梓亮

發 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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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家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本校於1988年11月成立家長教師會。

一直以來，家教會積極為學生及家長舉辦多

元化的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及親子活動

等，讓家長充分掌握教導子女及親子溝通的

技巧。家長亦經常參與及協助學校舉辦各類

活動，彼此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真正體驗

家校合作的精神。

家教會為每位學生送上聖誕禮物

蔡姨姨閱讀下午茶網上工作坊

計算思維親子網上工作坊

禪繞畫親子及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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