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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香港每個家庭難以忘懷、充滿挑戰的一年。疫情下，全港學校停課四
個多月，我們除了關心孩子的健康，也關注孩子如何在停課的日子保持學習的動力。

	 自停課以來，我們每星期透過「網上學習平台Power Lesson」發放教師悉心製作
之學習材料和課業，並以電子通告和陽光電話聯繫家長，讓家長知悉學習資源、關心
及支援措施等，也讓家長透過電子回條表達意見。屈指一算，原來學校合共發放了二
十次電子通告和學習資源，還進行了五次收發紙本課業和圖書呢！

	 除了讓同學自習教學影片外，我們也循序漸進採用「網上實時教學」，考慮不同
年級的需要及學童每天宜進行網上學習的時間，由最初「升中會話練習」、「問問功
課傾吓偈」、「英語Zoom一Zoom」、「中英數常課堂」發展至按時間表上課，同學
還可以一起「齊來做運動」，高年級更增設音樂、普通話、圖書和正向課，在家學習
都充滿趣味啊！

	 實時課堂並非局限於學科學習，我們了解孩子的需要，也安排一些可以用視像形
式進行的校隊和小組練習，包括弦樂團、管樂團、樂器班、英語閱讀課、劍橋英語、
寫作小達人、樂在讀寫及言語治療等，讓孩子在停課期間仍可多元化學習。

	 教師和同學都很珍惜每天「網上實時學習」的時間，除了維持學習進度外，更重
要的是讓同學之間可以見面交談，也讓科任教師表達對同學的關心。學校課程組、培
賢組和世妹‧德仔也精心製作多輯影片，我也為同學錄製故事，期望從不同層面培育
世德孩子健康地成長。

	 回顧停課的日子，師生和家長面對學習模式的轉變，是需要適應和配合的。猶幸
世德在過去三年實踐正向教育，進行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推行正向課程和活動，
縱使面對疫情，感恩我們有盡心盡責的教職員、支持學校的家長，大家都能以正面思
維，攜手合作，讓孩子在家持續學習，發揮正能量。

	 來年度或許大家仍要與「疫」共存，只要我們憑著正向信念，以成長型思維面對
困難和挑戰，互相支援扶持，定能跨過「疫」境。

葉麗芳校長			

以「成長型思維」共跨「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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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扮演不同角色

  「點滴成河—傑出
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

(語文組)
傑出獎及優異獎

	 保良局世德小學成為「正正得正」正向教育
計劃的一分子，已踏入第三年了！	 	 	 	計劃讓世德
得到賽馬會的資助及中大的專業支援，讓我們可
為教職員、學生和家長們提供「正向教育」的各種
學習機會。在中大團隊的支持及啟發下，「正向教
育」在校園茁壯成長。
	 我們致力發展正向教育校本課程，把正向教
育融入學生的學習中，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推動
孩子發展正向價值觀。可喜的是我們二年級中文正
向課程「大木棉樹」及「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於
本年度分別得到香港教育大學「點滴成河—傑出
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語文組)傑出及優異兩個獎
項。這些獎項肯定了我們推展正向教育的努力，更
深信我們的努力會讓世德孩子學得更好。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

學生自己編寫募捐講稿

正向教育在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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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做的「雞錢箱」

「雞錢箱」的外形很有趣

同學續寫「大木棉樹的故事」，

插圖生動有趣。

齊演大木棉樹廣播劇 – 創設情境，

讓學生學習用正確方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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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賢在世德

	 本年度全球遇上新冠肺炎疫情，令人措手不及，教育局為

保障學童的安全，以免疫情擴散，香港的學生經歷了前所未

有，長達四個月的停課日子。學校培賢組及學生支援組合力統

籌「陽光電話」，老師主動致電關懷慰問學生及家長，讓家校

雙方在無情的疫症下，保持著溫暖的聯繫。培賢組在停課期

間，先後拍攝了世妹．德仔講場和不同類型的防疫片段，又為

學生和家長舉行了「正向快樂鬆一鬆」親子活動，更新設Zoom

課堂嘉許獎項。高年級的正向課程，也由實體授課變成網上教

學，全校上下一心為孩子，學生停課不停學，老師停課不停教

與關懷，讓學生仍然擁有寶貴的學習機會，在復課前作最好的

準備。

疫情下的關愛

老師的「陽光電話」，

就如陽光般溫暖

面對疫情，更要

注重身心健康
上視像課堂也可

得嘉許，令學生

喜出望外

正向快樂鬆一鬆，看看

我們的親子時光多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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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要忘記
上學期的一些開
心時刻啊！

獲最多「加許印」
同學的自訂獎勵 — 
跟培賢主任玩飛行
棋，令人羨慕！

疫情下的關愛

「世妹.德仔陪你齊抗疫」
QR code

You are not alone，
世妹.德仔陪你齊抗疫呢!

同學們用「加水紙」積極
回應「世妹.德仔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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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活動樂趣多

中華文藝日

	 本年度中文科進行不同類型的語文活動，例如開放中文室進

行午間活動、猜燈謎活動、拼字遊戲……同學們亦能積極參與，

享受在活動中學習的過程。從參與各項語文活動中，同學們除了

可以增加語文知識及提升學習興趣外，亦能培養彼此之間的協作

精神，實在獲益良多!

	 為了讓學生加深對中華

文化及藝術的認識，學校於

2020年1月17日舉行「中華文

藝日」。當天的活動多姿多

采，除各科設多樣化的攤位

活動外，還邀請了外間機構進

行協作，讓同學從中體驗及

學習，包括:	 雜耍表演、足毽

活動、蝴蝶風箏課、音樂數白

欖……學生積極參與，享受箇

中樂趣。

同學們猜中燈謎時雀躍之情溢於臉上!

來專注地猜猜中秋燈謎吧!

看！我們是粵劇小明星！

攤位活動樂趣多

午間開放中文特別室，學生
積極投入拼字遊戲中。

中
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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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藝日

看我們正在用心地學寫書法!

大家齊來接受挑戰—學踢毽子吧!

活動紀錄表

閱讀+想像=創意 6A梁幸苗

	 我很榮幸能夠在「一切從想像開始」創作比賽中獲獎。感謝學

校及「新閱會」邀請了鄧文瀚先生（STEM	SIR）主持「講生活．講

STEM」講座；又安排了得獎作家姚楓盈小姐來校指導我們創意寫

作技巧，令我獲益良多。這些講座及工作坊啟發了我，令我更有興

趣去閱讀有關STEM的書，而這些書對我構思是次參賽作品時亦非

常有幫助。

　　在這次比賽中，我構思了一件創新產品─「療癒貼紙」，它是一件貌似貼紙般、薄薄的「

機器人」，它可以進入一些損壞了的傢俬及電器內部，自動進行檢查及維修。其實我的靈感來

自參與義工活動，有一段時間我要經常到一些長者家中探訪，探訪時，我發現長者家中很多

傢俬、電器都損壞了，但他們不懂得修理，亦沒有金錢去修理，所以我想到，如果有「療癒貼

紙」，就可以幫到他們了。當然，「療癒貼紙」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構想，但我希望日後可以學

到多些STEM的知識，將來可以發明一些真真正正能夠幫助別人的產品。

　　最後，我想感謝老師的指導，爸爸媽媽的鼓勵，當然亦要感謝大會和各位評判欣賞我的作

品，這次獲獎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我日後定必會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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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

Festive Celebrations

Solving English riddles is the best way 
to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 Christmas baubles we’ve made 
is just the one thing I need!

P.4 and P.5 students have joined the reading programme on the topics of “Growing Up” and “Save 
the Animals!” this year. To promote “Reading to Learn”, students are provided more opportunities 
to do extensive reading in-class with diversified reading materials and reading after-class through 
the E-reader platform. Learning activities include doing a role play (P.4) and designing a brochure 
(P.5) which help further develop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ies. 

We performed the poem and enjoyed acting like a monster. And…WE WON!

We love writing! We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writing 
competitions.

Students rewrote the script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d 
performed it on stage. 

Students wrote articles 
about endangered animals.

Reading to Learn

Under the Spot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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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Festive Celebrations

HUFF and PUFF! 
Let us build houses and test which one stays up the longest.

We tell you how the fruits taste and smell. 
Then, you guess our creative fruit riddles.

We put soil and seeds in a pot. Then, we added water and our extra love 
and care to make the tomatoes flourish.

check out more 
videos here

Castar Sunshine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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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一年級學生在玩甚麼？原來，他們在上數學課！

一年級數學科參加了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採用適異教學法

模式設計課程、學習材料，及進行教學和評估，讓充滿多樣性需

要的學生，均能主動及有意義地學習。

在「數的組合」課題中，中文大學的專家建議採用這套學具

Numicon，藉著結構性圖像，幫助同學深入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

和數理關係，從而學懂不同數字的組合、加法和減法。

如有興趣了解更多，可掃瞄以下的QR	 Code，看看賽馬會「校本

多元」計劃的工作，當中也有電子版的Numicon，供大家參考。

有趣的數學課

數
學科

同學都很享受活動的過程
只要不斷嘗試，
便會找到數字的組合了

電子版	Numicon	也很容易掌握

我完成13的組合了！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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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青衣運動場進行大維修，同學與世德陸運會緣慳一面，學生及家長都很失

望。幸好經過各方協調，學校可於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辦「全校旅行暨競技日」。

	 九月二十五日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老師、家長和學生浩浩蕩蕩到渡假營展

開這次特別的戶外活動！體育科老師為各級準備有趣又刺激的競技遊戲給同學們一展

身手，亦已跟學生在學校預習過相關的技能。進行競技遊戲時，看見學生能把課堂上

學習到的技能純熟地運用出來，老師感到很安慰。而一、二年級同學更可與家長進行

親子活動，令當天變得溫馨愉快。看見各位都精神奕奕，掛着一張笑臉，相信此活動

多少也能填補沒有陸運會的遺憾。

旅行競技樂融融

學校旅行暨競
技

日

雙人持藤枝運排球,

少一點合作都不能

完成!

藤圈橫越要於最快

時間運送全班同學

過河,小心不可跌出

圈外啊!

這位同學玩遊戲時相當

專注,不知他們的隊伍有

沒有勝出呢?

看！同學運送乒乓

球時信心十足,一定

做了不少練習呢!

以雪糕筒運送排球，

有如運送奧運聖火,

希望她將來也能成為

代表隊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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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動腦齊探究
	 常識科參加了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在一年
級進行相關的教學設計，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積極
參與課堂，享受學習的樂趣。

	 以學習單元：「照顧自己」為例，老師透過佈置
課前預習、多元化教材（圖卡、文字說明、影片），
以及技能訓練（摺疊衣衫、扭乾毛巾、打開零食包裝
及綁鞋帶）等活動，令學生能將課堂所學應用於生活
上，從而感到學習是有意義及實用的。

	 常識科在不同年級會進行多元化的科學探究活
動，透過有系統的觀察和實驗，讓學生研究日常的現
象，加強科學思維的訓練，同時亦培養其對世界的好
奇心。在探究過程中，學生能明白科學的本質，獲得
所需的科學知識和探究過程的技能。此外，本科將時
事資訊分析融入高年級單元學習冊中，低年級則配合
有關的課程進度另設課堂施教，讓學生實踐資訊分析
及確立意見，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每位學生都很
專心地聆聽老
師的講解。

學們一邊看着圖卡，
一邊學會摺衣物。

同學們看一看影片，便可知道扭毛巾的方法。

要如何才能綁好鞋帶呢?

一 年 級 「 神 奇 的 聲
音 」 實 驗— 學 生
認識聲音經由震動產
生，並親身體驗回音
的有趣之處。

讓我來教你綁鞋帶吧！

老師請同學來示範扭毛巾。

原來令毛巾不滴水真的不容易！

摺好的衣服，
真的很齊整啊！

常
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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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二年級「驚奇的空氣」
實驗—學生探索空氣
具有的重量及流動性。

六年級「水生植物
探究」—學生透
過實地觀察及實驗
活動，認識水生植
物四大家族，並加
強學生對保育的認
知。

四年級「氣流的力量」實驗—學生了解空氣與壓力
的關係，體驗此原理產生的力量。

時事資訊訓練—學生透過分組活動，掌握時事
資訊的來源、閱讀和記錄方法。

為了增強學生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資訊科技科於本學年與常識科
跨科協作，規劃全校應用編程課程，由一年級教授不插電編程開始，至各級學生認識
不同的編程軟體，包括：Minecraft、Scratch	 Jr、Scratch、Micro:bit及Tinkercad。透過這
些軟體的學習，讓學生理解編程概念，以發展學生運算思維。

除了編程課程外，學校亦致力參與有關STEM的比賽，雖然本年度因疫情關係，能
參與的比賽不多，還幸於停課期間參與了一個由Coding	 101	 和	 Kittenbot	 HK舉辦的
「MAKECODE	 ARCADE齊心防疫遊戲設計比賽」。本校5A班張顯銘同學勇奪冠軍及最
佳人氣獎兩個獎項，3D班羅啟樂，4B班陳允怡、陳子恆，5A班李錦銘、何定信，6B
班周俊熹和施正諾皆取得優異獎。

防疫不忘科技

GAME
01_3D_羅啟樂  【參賽者 7】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3089658357724435/
02_5A_李錦銘  【參賽者 30】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547482709240829/
03_4B_陳允怡  【參賽者 38】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627132041469698/
04_5A_張顯銘  【參賽者 22】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542958149683274/
05_4B_陳子恆  【參賽者 39】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635267187318618/
06_5A_何定信 【參賽者 21】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514927072768878/
07_6B_周俊熹  【參賽者 13】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3648035875268108/
08_6B_施正諾 【參賽者 29】
https://www.facebook.com/makecodearcade2020/videos/268762865146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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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陳正昊（小提琴）、5A陳
銘謙（小提琴）和1C何嘉熙	
（大提琴）參加『全港音樂表
演藝術大賽』獲得季軍和金獎

初學弦樂的一年級同學
覺得有機會參加比賽很
開心呢！

停課不停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視像學習！

音
樂科

「停課不停『樂』」

	 美妙的音樂聲充滿世德校園，一班熱愛音樂的同學，喜歡透過旋律與大家分

享快樂。每年的九月份，我們都招募一班熱愛音樂的同學進入管弦樂團，透過有

系統的訓練，培養同學的藝術素質，鼓勵同學以音樂抒發情感，陶冶性情。

	 今年我們經歷了不一樣的2020年，雖然樂團的成員有幾個月的時間不能一

起上課和練習，但同學們並未因此停下來，而是積極運用電子學習方式，繼續學

習，鑽研音樂。

	 經過指揮老師的細心指導，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獲益良多!部分同學在疫情

中參加了『全港音樂表演藝術大賽』，獲得優良的成績，實在令人鼓舞，充分表

現了世德人不屈不撓，迎難而上的精神!

1C何嘉熙、5A黎凱
晴、4A關詠文、5A	
陳銘謙和3D	 羅啟樂
參加『全港音樂表演
藝術大賽』，獲得優
良的成績

弦樂團正進行小組練習，
看同學多麼認真!

弦樂團在活動室進行練習

如想觀看同學的精彩
片段，可掃瞄以下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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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七日是本校的中華文藝日，當天學校邀請了風箏藝術家陳健泉先生為六

年級的同學講解中國風箏的歷史，讓同學認識這民間藝術。風箏講座之後，同學

們在視藝老師的指導下，用心設計及繪畫自己的風箏。起初，老師安排了同學在

畢業營營地中完成風箏的後期製作和放風箏，可惜因疫情影響而停課，放風箏活

動只好延後。

一隻隻色彩繽紛的蝴蝶使校園更顯得生意盎然。

在風箏導師的指導下，同學們第

一次嘗試放風箏，多高興!

同學們跑了一圈又一圈，
努力讓風箏迎風起飛！

風力微弱，
但我們仍會嘗試的!

同學們用心地為風箏穿線。

視藝科

畢業旅程 蝴蝶展翅高飛

	 復課後，終於迎來了期待已久的放風箏日。

雖然大家都明白校園不是放風箏的理想場地，但

同學們仍十分期待。同學們在視藝課中嘗試用竹

子做風箏的骨架，完成製作後，隨即到籃球場學

習放飛風箏的技巧。在夏日的豔陽下，同學們願

意接受挑戰，希望自己手中的風箏能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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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一切從想像開始」寫作
比賽

高小組金獎 6A 梁幸苗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冠軍 1B 黃莛崴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季軍 1D 陳子彥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冠軍 2B 黃靖晴

普通話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4A 關詠文

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集誦
季軍

三、四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成員

英文

YK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第三名 5A 安梓瑜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季軍 4A 梁施予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季軍 5A 陳銘謙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季軍

5A 管悅彤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季軍

6A 鄧文晞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亞軍

6A 任凱澄

Choral Speaking P.1-3(Boys)
冠軍

一至三年級英文集誦隊成員

數學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 初賽

小學二年級一等獎 2A 林卓彥、2D 張子珅

小學二年級二等獎 2B 林漮縉、2B 王皓、2D 何仲晞

小學三年級一等獎 3C 涂廣欣

小學三年級二等獎 3C 陳卓希、3C 張哲顥、3C 周彥銘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3C 張鈺寗、3C 譚雋言

小學四年級二等獎 4A 陳致熹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4A 郭思聰、4A 林漮蕎、4A 涂誠富

小學五年級一等獎 5A 程學韻、5A 何定信

小學五年級二等獎 5A 陳柏賢、5A 繆傑智、5B 吳天逸

小學五年級三等獎 5A 陳銘謙、5A 朱子治、5A 石浩言、5A 譚雋翹

小學六年級一等獎 6A 林樂昀、6A 趙博聞

小學六年級二等獎 6A 孔柏昇、6A 廖英鋒、6A 曾智健、6B 何立行、6B 郭梓銳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陳智彝、6A 梁嘉浚、6A 冼卓軒、6A 蘇泓睿、6A 王紀暘、6B 施正諾

音樂
全港音樂表演藝術大賽網

上比賽

大提琴金獎 3C 李逸嵐

小提琴亞軍 3D 羅啟樂

小提琴季軍 3D 羅啟樂

小提琴金獎 4A 溫梓傑

鋼琴金獎 4A 溫梓傑

小提琴亞軍 4A 關詠文

小提琴金獎 4B 吉珈嫻

小提琴金獎 4D 伍思睿

中提琴金獎 5A 陳銘謙

鋼琴亞軍 5A 陳銘謙

小提琴亞軍 5A 黎凱晴

小提琴亞軍 5A 劉蘊妍

中提琴金獎 5B 甘茜宜

小提琴季軍 6A 陳正昊

小提琴金獎 6A 陳正昊

視藝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Awards for Children and 

Teenagers 2019
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Second Prize(P4-6) 6A 石凱瑤

世界賽第一組三等獎 1A 鄭卓藍、1B 羅藹旻、1B 肖煜琳

世界賽第三組一等獎 6A 何思融、6B 姚嘉琳、6D 莊觀鑾

世界賽第三組三等獎 5A 安梓瑜、5A 李安蕎

香港賽第一組三等獎 1A 鄭卓藍、1B 羅藹旻、1B 肖煜琳

香港賽第二組三等獎 3A 袁樂曦、3B 陳博遙、3C 梁恩琳

香港賽第三組一等獎 6A 何思融、6B 姚嘉琳、6D 莊觀鑾

香港賽第三組三等獎 5A 徐宇陽

香港賽第三組二等獎 5A 安梓瑜、5A 李安蕎

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
壁畫設計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季軍 5A 安梓瑜、5A 柯韻晴、5A 林嘉怡

體育
2019-2020年度青衣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400米 殿軍 6A 冼卓軒

男子甲組鉛球 冠軍 6C 林朗天

男子乙組60米 亞軍 5B 何昊軒

男子乙組100米 殿軍 5B 何昊軒

男子乙組200米 殿軍 5A 張文洛

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 5C 蔡珀喬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5B 鍾文浚

男子乙組壘球 季軍 5B 鄭迦澧

男子乙組4 X 100米 冠軍 5A 張文洛、5B 何昊軒、5B 鄭迦澧 、5C 蔡珀喬、5B 鍾文浚、5B 陳梓熙

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 世德田徑隊男乙成員

女子甲組60米 季軍 6A 林卓賢

女子甲組400米 亞軍 6A 劉倬熒

女子甲組200米 冠軍 6A 劉倬熒

女子甲組400米 季軍 6B 林啟陽

校
外
獎
項

16



體育

2019-2020年度青衣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200米 季軍 6B 林啟陽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6A 李柔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A 李柔

女子甲組鉛球 亞軍 5A 柯韻晴

女子甲組壘球 亞軍 5A 柯韻晴

女子甲組4 X 100米 季軍 5A 柯韻晴、6A 劉倬熒、6A 李柔、6A 林卓賢、6A 鄧文晞、6B 林啟陽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世德田徑隊女甲成員

女子乙組60米 殿軍 5B 呂澄

女子乙組100米 殿軍 5B 呂澄

女子乙組100米 冠軍 5D 張芷晴

女子乙組200米 冠軍 5D 張芷晴

女子乙組200米 亞軍 5B 甘茜宜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5B 甘茜宜

女子乙組壘球 冠軍 5B 莫亦瞳

女子乙組4 X 100米 冠軍 5A 程學韻、5B 甘茜宜、5B 張芷菁、5B 呂澄、5B 呂瀅、5D 張芷晴

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 世德田徑隊女乙成員

女子丙組壘球 季軍 4A 黃皓晴

女子丙組壘球 殿軍 4A 徐尉芯

2019-2020年度青衣區小學
校際足球比賽

冠軍 世德小學足球隊成員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六屆
聯合運動會

女甲60米 冠軍 6A 林卓賢

女甲200米 季軍 6B 林啟陽

女甲400米 亞軍 6A 劉倬熒

女甲壘球 殿軍 5A 柯韻晴

女甲團體 季軍 世德田徑隊女甲成員

女乙60米 冠軍 5D 張芷晴

女乙壘球 季軍 5B 莫亦瞳

女乙4X100米 季軍 5A 程學韻、5B 陳桸旻、5B 甘茜宜、5B 呂澄、5B 呂瀅、5D 張芷晴

女乙團體 季軍 世德田徑隊女乙成員

男乙60米 冠軍 5B 何昊軒

全場總團體 殿軍 世德田徑隊成員

第56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優等獎 世德舞蹈組(高級組)成員

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
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二重跳之王 亞軍 4A 梁施予

新界區小學男子初級組30秒
前繩速度賽 冠軍

4A 梁施予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8至9歲30秒交叉速度賽 亞軍 4A 梁施予

8至9歲30秒前繩速度賽 殿軍 4A 梁施予

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單打 季軍 5A 程學韻

男子單打 殿軍 6C 蔡鎧滔

IT
MakeCode Arcade 齊心防疫

遊戲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 5A 張顯銘

小學組最佳人氣獎 5A 張顯銘

小學組優異獎
3D 羅啟樂、4B 陳子恆、4B 陳允怡、5A 李錦銘、5A 何定信、

6B 周俊熹、6B 施正諾

其他
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

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 安梓瑜

科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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