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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正向
勇氣伴我行

葉麗芳校長

享

活出正向
勇氣伴我行

校長
分

在過去的一年多，因着疫情關係，我們都要在極短時間內面對學與教模式的轉變，而轉
變的過程中，正正是勇氣給予我們動力，因着老師、學生、家長都勇於學習新知識，以致我們
很快便能適應網課的學習模式。
「勇氣」能幫助我們培養自信心，勇於面對挑戰，永不放棄，這正是我們期望世德孩子擁
有的美德之一，因此學校本學年以「活出正向，勇氣伴我行」為主題，透過「情境學習」，與
學生分享真人真事及運用故事情境，例如繪本閱讀、電影欣賞等，來增加學生身歷其境的感受
和經驗，幫助他們從故事中所學的「遷移」或「投射」到現實生活中展現。
大家可想到世德孩子經歷不同形式的學習後，他們心中的「勇氣」是甚麼？
勇氣是做錯了事，向別人道歉
勇氣是選擇之後，能夠承擔的決心

校長送上禮物欣賞
我們的勇氣

勇氣是改掉壞習慣，不玩電子遊戲
勇氣是堅持做正確的事，讓世界更美好
勇氣是勇於挑戰一些從來未做得好的事情
勇氣是跟一些不認識的同學主動說話和做朋友
勇氣是明知面前有很多困難，也要勇於面對，努力不懈
「勇氣」不是要孩子做甚麼驚天動地的事，而是他們願意踏出一小步去思考不同的方法解
決問題。一個疫情確實給我們帶來了不少挑戰，但願每一位世德孩子能堅守着一份勇氣，在逆
境中自強，縱使困難重重，卻仍勇於面對，為自己創造更多的可能。

但我們可以用愛陪伴孩子成長，讓孩子能擁有面對困難的勇氣與對生命的熱情。

「勇氣俠」出動喇!

「勇氣俠」訪問同學，分享大家勇氣的經歷

“

“

我們無法時時刻刻陪伴孩子面對困難，

「勇氣俠」請你吃一口「勇氣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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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讀
悅
閱讀!
閱讀樂趣多! 我們最愛

閱讀是一種高尚的精神生活，可以給同學帶來豐富的知識，無比的快樂。同學要養
成閱讀習慣，使「閱讀」成為「悅讀」，感受閱讀的高尚和思想的正能量。
學校於6月30日舉行綠色「悅」讀日，倡導健康的閱讀，學校安排不同活動，如:故
事姨姨和我說故事、環保電影欣賞、心靈環保故事及跨學科閱讀成果展等，讓學生體驗
不同的閱讀形式和閱讀的樂趣。
當天舉行了「故事遊學團」的比賽，讓學生透過閱讀精選故事，剖析故事的情節、
角色及意義，啟發他們思考箇中的價值觀，進行改編故事並演說其創作。

得鼓勵。

參加者用心地演繹，值

閱讀成果展展示同
學的作品，你們來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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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悅」讀日-我們的感想

雲端校園集古村
為了讓同學們在疫情下也能得到多元化的學
習經歷，我校在農曆新年假前，舉辦了「雲端校
園集古村」主題活動日。當天各級安排了不同的
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學習活動，同時更有變臉、
話劇、茶藝等表演，讓同學們在雲端上暢遊了一
趟中華集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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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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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豪哥哥不但分享逆境自強
的經歷,更即席教同學空手
道,令人獲益良多

疫情不減我們向屬校網上分享「正向教育」的熱情

口罩下的微笑
今年隨著疫情的反覆，教育局分階段宣
佈，學校可以按照學生人數比例分級復課。我
們懷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期待著再次在校園
裡看見孩子們蹦蹦跳跳的身影、專注用心聆聽
老師教學的可愛模樣、小息時在防疫措施下的
愉快交談。
疫情下，我們都因戴著口罩看不見對方
的笑容而感到失落，然而隨著每天早上從孩子
們入校門的一刻開始，校長、老師與同學的對
望，彼此的問安，各人從眼神裡流露出來的微
笑及關愛，從不間斷，令人心感溫暖。學校上
下各人更是費盡心思，利用有限的時間及空
間，為學生、為家長安排計劃各樣精彩而有
意義的活動，務求一同「活出正向，勇氣伴我
行！」

一年級同學完成「正向課」,
又獲四年級「抗逆大使」送
贈親手製作的小禮物

獲取最多「嘉許印」的同學
便可以跟喜愛的師長合照或
賽跑,再辛苦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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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和諧粉彩」活
動,讓同學達至平靜放
鬆的心情

看看我們的家長何等投入小
組活動(「給自己的信」、
「DIY冷靜瓶」)

學校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
期望可以切合家長及學生不
同的需要

學習支援
小一學生在「樂在讀寫」小組
中，透過導師的指導，在課堂
上分享自己的學習作品

破障礙
衝
．
情
疫
懼
無
迎難而上
疫情為學生的學習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無論是學習
形式、學習課時安排，就連課外活動等也因著疫情在這段時
間的反反覆覆而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於有各種不同
學習需要的孩子，這些突如其來的改變，為他們帶來了不同
的挑戰和困難，有見及此，學校仍然堅持為有需要的學生舉
辦不同類型的小組訓練，縱使因應防疫的需要而未能安排面
授課，然而透過持續、有系統的小組學習，能提昇孩子的學
習動機，加強學生的社交溝通能力，培養孩子的自信心。
本年度學校開設了以下不同的網上學習小組，包括：「
小一樂在讀寫」、「樂在讀寫(小二至小三)」、「寫作小達人
(小四至小六)」、「專注小特工」、「鼓樂飛揚(小四至小六)
」等。此外，學校亦邀請了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陳期芳先生為
家長舉辦了三場家長講座，透過網上講座形式，為不同年級
的家長分享支援孩子學習及管教方面的心得，讓家長有合適
的平台參與討論、互相交流。
小三學生學習運用「腦圖」來
說故事，訓練說話的組織力
完成課堂後，孩子分享他們的心聲：我
會勇於面對「讀寫妖怪」，並有信心克
服寫字的種種困難

網上課堂（Zoom）只要經過精心構思，
也能讓寫作變得有趣﹗

學生透過「字形結構卡」，加
深對各種字形結構的掌握

「網上桌遊」，你玩過嗎?
—透過加上標示，配合導師的講解，網上進行桌遊也能
訓練學生的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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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科
一年級中文科
環保花盆種植樂
本年度一年級中文科進行環保花盆製作活動，
學生透過實踐，在創設的情境下享受種植的樂趣。在
活動中，學生透過學習打繩結、製作環保花盆、放置
泥土、播種、施肥等程序，提升了學習動機，激發他
們對植物生長的好奇心。其中環保花盆的製作能發揮
學生的創意思維，在種植的過程中更可培養學生的觀
察力，從中找出植物生長需要的元素。

讓我們把製成的環保花盆掛好吧!

此外，透過不同的課堂，讓同學說出及寫出在
活動當中的感受、遇到的挑戰和困難，並從中如何找
出解決的方法。希望透過是次種植活動，期望每位同
學亦能為環保出一分力。

同學們互相幫忙，在認真地學習
打繩結。
大家一起做個勤勞的小農夫！

同學於活動後踴躍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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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些為我們的小盆栽澆水啊！

點滴成河

第一屆
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奬

兩個教學設計均以繪本為讀文教材，透過一系列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理解生命的意
義與本質，幫助學生建立人與人及與
環境之間相互分享、關懷和感恩。而藉由寫作歷
程，讓學生透過創作將內化的思維與情感，外顯與表達於作品中。

傑出教案設計獎

第一組 語文教育
大木棉樹

優異獎

第一組 語文教育
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得獎老師：
梁德儀老師、林淑儀老師、謝潔媚老師、鄭美珊老師、林雅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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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
文化閱讀日」
德
世
「

疫情無阻閱讀，「世德文化閱讀日」以部份同學
在校進行、部份同學在家參與的情況下如期舉行。當天
除了恆常進行的自主學習劇─動物成語短劇、拒絕誘
惑廣播劇、奮進名人短劇及「閱讀大使」分享故事外，
更新增了與各科協作的英語閱讀時間、書籤設計活動。
講座的主題亦更廣泛，與中華文化有關的講座有「吃的
文化」；介紹文學經典的講座有「西遊記」；配合學校
正向發展方向的有作家蔣慧瑜主持的「正向心理學」分
享。除此之外，本年度更作出新嘗試，邀請了身處台灣
的嚴淑女博士，為同學們主持了三場「超狗神探」創意
解難講座，激活了不少同學的創意細胞！
除了ZOOM的創意解難講座外，50位四、五年級同
學亦參加了「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完成了一系
列閱讀任務及活動後，並於「世德文化閱讀日」當天協
助「文字偵探」找「兇手」活動，與其他同學一起推理
案情。

學們認真
廣播劇演出─同
極人生，
演出，傳揚「積
拒絕誘惑」的訊息

看！
我們創作的書籤色彩多麼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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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成語短劇─同學們的造型維
肖維妙

「文字偵探」活動─齊來找「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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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狗神探創意解難」延伸活動──「超音波喇叭」及「強大噴霧」，你有興趣試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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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urriculum
Our school aims to develop the reading curriculum and to
foster a favourable reading atmosphere for our students.
This year, we have designed more diversified reading
activities in GE and NET lessons to boost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including craft-making, puppetry
and visualising the characters. Students enjoyed the
extended activities after reading. Their good works and
performances were inspiring.

English Fun Day
Our English Fun Day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June. We organised different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like Quiz Challenge, game booths, craft-making session, etc. Students had a lot of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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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Spotlights
We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Our P.5 students have won the
silver prize in Little Maze Runner Competition in
May. In addition, P.3A Yeung Yui Chi and P.5A Lau
Yat Nam have attained the Excellence Awards in
TOFEL Junior/ Primary Test this year. Our puppetry
team has also won the 1st Prize in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1 of our students have given an amazing English
musical performance in Tuen Mun Town Hall in
July. You all made us p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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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科
學
一年級數學科校本課程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我們重新審視了一年級的數
學課程，決定自編教材，內容環繞小學校園生活，並將「世
妹」及「德仔」融入其中，務求讓同學們打開課本時倍感親
切。而一年級的同學，在疫情的影響下，更學會了在家拍攝
短片與同學彼此分享，猶如一位獨當一面的網紅 (KOL)。

德仔又帶大家到他的家，齊齊解決
量度的問題
你能在學校找到

這些地方嗎？

的青衣公園

世妹帶大家到附近

可愛的小小KOL，能以正確的數學語言介紹家中的立體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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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技活動
此外，本科每年均會舉辦不同形式的數學活
動，以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例如一年級的購
物樂，二年級進行長度的估量遊戲，三至六年級
年級進行數學遊蹤，四年級利用雪條棒製作ipad的
支架，六年級的畫圓活動等等，學生都能將數學
知識學以致用。

我想到同學設計的店舖買......
同學想盡辦法量度一
條繩的長度

監
你負責用滾輪，我負責
！
好
察，分工合作有多

大家互相合作來解決問題

動動腦筋，創造出形形
色色的iPad 支架

常見的跳飛機也跟數學
有關呢！

如何找出支柱的直徑呢？

學好數學，
將來可成為建築師嗎？

「圓」是一個藝術品

這是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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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校本多元添新知．

識科

校本多元計劃

透過課堂遊戲，我找出植物所需的生
長條件了。

發揮創意，我用環保物料製作了獨一
無異的玩具。

種植綠豆的探究活
動，結合STEM，豐富
了我的生活經驗。
我們每天觀察植物的
生長，親身經歷栽種
及照料植物的過程。

介紹自製玩具可以提升我的表達能
力。

本校二年級常識科課程延續去年參與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讓充滿多樣性需
要的學生，均能主動及有意義地學習。本學年二年級常識課選取植物、玩具及郊野公
園等主題進行優化課堂教學，以多感官學習，讓學生利用對照實驗的設計原理進行探
究、觀察及紀錄。課堂上善用小組學習模式，建構適切學習鷹架，學生初步掌握對比
概念及變項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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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科

． 常 識百搭顯創意
「常 識 百 搭 」 比 賽

每年我們都參加「常識百搭」比賽，目的為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以及培養學生的
創造及分析力，從而引發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並了解科學、科技應用於生活中。
今年的主題為「走進各行各業中」，經過學生們多番商討後，最終決定研製「智能
長者尿片」，希望可以協助看護員去照顧長者。雖然疫情關係影響了我們的訓練，但過程
中學生卻沒減少對科學探究的熱情。大家從積極討論到進行實驗測試，由後期的影片拍攝
到撰寫報告，態度非常認真。正如愛因斯坦說:「科學不過是把日常所思加以精煉。」因
此，這比賽能讓學生激發無窮小宇宙，發揮無限大創意，日後想出更多大大小小的發明，
實在是寶貴的經歷呢！

我們在訓練中認真構思實驗的過程。

我們一起動手參與。

我們要在實驗中反覆測試，確保結果
準確。

有了結果，便要進行分析及
製作報告。

每個步驟都要謹慎處理，剪出大小相同
的測試物料，以符合公平測試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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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技
科
訊

生活中不少的事物，如果懂得觀察、分析及運用數碼科技
來解決困難，便能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數碼時代。為了啟發學
生能動手動腦愉快學習，體現日常生活中的數碼創意，為他們
的創新和應對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本年度資訊科技科引入
「CoolThink@JC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畫，於高小推行運算
思維課程。課程以運算思維的「概念」(Concepts)進行「實踐」
學習解決問題技巧(Practices)，從而擴闊學生運算思維的「視
野」(Perspectives)，能運用科技進行創作和表達自己的想法。
本校教師團隊率先參與教師培訓，體驗如何教授運算思維及編
程技能，並加入該計畫的創新社群，為教學作好準備。

喜訊
本年度資訊科技科於疫情下參與活動或比賽的機
會雖然不多，但亦於兩項比賽中有優秀表現。6A班張
顯銘、許贍文、朱子治同學於「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20：AI起動．智啟零饑餓未來」運用MINECRAFT程
式創作一個虛擬的農場「CASTAR AI FARM 」，此設計
取得優異獎。
除此之外，本校學生於「MakeCode Arcade 與老童
遊樂齡遊戲設計比賽」亦取得佳績，6A班張顯銘同學
憑設計作品「騙徒行者」取得二等獎，5B班陳允怡、
曹靜桐同學憑作品「小心火種」取得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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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科

三月三十日．本校邀請了早前染上新冠肺炎的空手道港
隊代表李振豪先生到校，為我校同學分享患病經歷。當天，
振豪哥哥身穿空手道服裝，顯得精神奕奕，很是威風，吸引
學生全神貫注聽他述說經歷。振豪哥哥憑着勇氣與堅毅擊退
病魔，與本年度學校主題「勇氣伴我行」不謀而合。講座當
天，各社社長分別詢問振豪哥哥有關於他由染疫至康復期間
的心路歷程。同學們都聚精會神聽他的分享，希望同學在聆
聽嘉賓演講後能有所啟發及得着。最後，振豪哥哥教授同學
基本空手道的招式，他們都獲益良多。

普通話科
一至三年級普通話攤位遊戲
本年度的普通話攤位遊戲，有朗讀聲韻母、句子、音節，
猜謎語、繞口令等活動，學生積極參與，反應熱烈。活動提升
了學生對普通話的興趣，增強了學生說普通話的信心。
讓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讀出這首繞口令

我們正在認真地朗讀句子。
猜猜看，謎底是甚麼呢？

看看我們的戰利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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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科 不「疫」樂乎

疫情持續反覆，本年度的音樂活動大多改為網上舉
行：有網上遞交比賽短片的「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以及
「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也有歌詠團、管樂團和弦樂
團的網上練習。另外，我們亦收集了各方音樂好手演繹年
度主題曲【當你有了勇氣】，並剪輯成短片，於「綜藝匯
演」中放映（大家可以掃瞄QR Code收看同學的演繹）。
疫情稍為緩和，音樂科聯同視藝科在試後舉辦了一個
以「環保」為主題的「綠色
藝術日」。當日有繪本分享
和同學的樂器表演，也有環
保唱遊活動，以及環保敲擊
樂表演，同學們參與其中，
CastarTube Music呈獻：
小一合唱
不亦樂乎！
【當你有了勇氣】
【當你有了勇氣】
CastarTube Music 呈獻
【當你有了勇氣】

在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

賽獲得優異獎的歌唱小

組

綠色藝術日

同學在綠色藝術日分享繪
本《敲打夢想的女孩》

同學也參與環保敲擊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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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在綠 色藝 術日 分享 繪本
《1000把大提琴的合奏》

同學在綠色藝術日分享繪
本《愛達的小提琴》

同學參與環保互動遊戲

在校際音樂節獲得亞軍的
黃心妤同學獻唱粵曲

同學欣賞校際音樂節得獎者粵曲獨唱

視藝科X音

樂科

二年級的同學嘗試設計色彩繽紛的南

美洲圖案

三年級禪繞藝術結他設計

跨學科活動 : 綠色藝術日
綠色藝術日已在試後活動期間順利舉行，當天同
學們透過不同的繪本故事為視藝創作活動帶來靈感。
低年級的同學為自己的環保樂器增添富有南美洲
民族特色的圖案。
三年級的同學初次接觸禪繞藝術，同學們驚歎於
線條的神奇魅力。只要掌握簡單的線條重複技巧，大
家都可以創作出獨特的平面圖案。

四年級蔓陀蘿藝術結他設計

風格前衛的環保帽子設計

四級的同學初次接觸蔓陀蘿藝術，蔓陀蘿的意思
是指圓圈和圓形圖案。只要重重複複地印上圓形，就
能設計出賞心悅目的圖案。
高年級的同學參與環保帽子設計活動，他們用自
己搜集的環保物料設計不同風格的帽子，過程中同學
戴起自己製作的帽子時，都會互相給予改良的意見，
一同分享創作的樂趣。

嬌豔迷人的環保帽子設計

華麗獨特的環保帽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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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科目

校
外
獎
項

中文

比 賽 名 稱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獎 項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初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5-6年級)二等獎
決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5-6年級)二等獎
總決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5-6年級)三等獎
初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5-6年級)一等獎
決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5-6年級)三等獎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季軍
第三名
第四名

獲獎學生姓名
1B 甄子悠

初級組優秀入圍獎

1C 何梓翹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Boys)亞軍
Solo Verse Speaking(Boys)亞軍

2B 馬恩悅
2B 黃莛崴
2C 王妍澄
2C 黃柏朗
5A 梁施予

“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20/21

1st Prize

4C 陳宥蓁、5A 關詠文、
6A 安梓瑜、6A 石浩言、6B 李宏立

2020-2021年全國青少年語
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菁英盃」

普通話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YK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
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

傑出演員奬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傑出影音效果奬
傑出合作奬
傑出整體演出奬

Learning A-Z Competition
2021
第七屆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
荃葵青小學數學競賽(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 2021(晉級賽)
數學

Champion
Merit Prize
初賽優異賽
小六組優異獎狀
三年級三等獎
四年級三等獎
五年級二等獎
五年級三等獎
六年級二等獎
六年級三等獎

2A 麥心翹
6B 陳悅怡
6C 文澤霖

4A 廖籽晴、5A 梁施予
5B 李樂賢、5B 陳允怡
4A張樂倫、4A廖籽晴、4C周彥銘、4C梁芷晴、
4C梁恩琳、4C黃心妤、4D黎姵怡、5A黃湘瑜、
5A林漮蕎、5A梁施予、5A溫梓傑、5A黃皓晴、
5B陳忻研、5B陳允怡、5B鄺穎蕎、5B李樂賢、
5B王廷熙、6A陳銘謙、6A梁靖童
4D 關稀文
5B 曹靜桐
5A 黃樂言、6A 石浩言、6A 何定信、6A 李安蕎、6A 陳柏賢、6A 繆傑智
6A 程學韻
3C 張皓勤
4C 譚雋言
5A 陳致熹
5A 郭思聰、5B 郭思愉
6A 何定信、6A 繆傑智
6A 陳柏賢
3B 林卓彥、3B 黃鈞佑、
6A 何定信
3B 林立、4C 譚雋言、
6A 繆傑智

銀獎

2021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銀獎

6A 繆傑智

小學組葵青區第二名

4C 周彥銘、4C 陳晉軒、4D 黃迦晴、4D 黎姵怡、
5A 周浩逸、5A 林漮蕎、5A 黃樂言、5A 鄺嘉淇、5A 關詠文、
6A 布雪瑩、6A 石浩言、6A 江浠璇、6A 李安蕎、6A 林子堯、6A 陳柏賢、
6A 陳銘謙、6A 黃雅詩、6A 管悅彤、6A 劉蘊妍、6A 蔣心盈、6A 鄧詠之、
6A 黎凱晴、6A 賴文昇、6A 譚雋翹、6A 曾璟匡、6B 甘茜宜、6B 何澄銦、
6B 李宏立、6B 周巧柔、6B 楊俞琛、6B 顧芷琳

高小組優異獎

4D 黎姵怡

優異獎

5A 黃樂言、5A 梁施予
6A 柯韻晴、6A 賴文昇

兒童C組第五名

4C 陳宥蓁

銅獎

常識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
問答比賽2020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
學STEM探究展覽(2020-21)
2020第七屆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粵曲獨唱(子喉)小學高級組亞軍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季軍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冠軍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冠軍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亞軍
第十九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
優異獎
組合歌唱比賽
金校徽
銀校徽
保良局音樂積點獎勵計劃
2019
銅校徽
金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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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李錦銘

2021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
(晉級賽)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
學中國歷史文化
常識問答比賽」

音樂

5B 劉芷詠

保良局音樂積點獎勵計劃
2020

銀校徽
銅校徽

4C
4D
4C
5A
6A

黃心妤
倪浩森
陳宥蓁
蔡潤彤
繆傑智

4C 區可沂、4C 陳卓希、4C 陳晉軒、4C 譚雋言、4C 趙博雅、4D 張鈺寗、
4D 關稀文、4D 黎姵怡、4D 黃展灝
5A 關詠文
5A 溫梓傑、6A 劉蘊妍、6A 張澤群、6C 施愷婧
3A 陳卓然、3C 何仲晞、4B 劉曉鍶、4C 葉琛賢、4C 趙博雅、4D 黎姵怡、
4D 麥向賀、5A 韓沐麟、5A 郭思聰、5A 謝琛瑩、5B 關凱晴、5B 李樂賢、
6A 劉蘊妍、6A 黎凱晴、6A 盧立言、6A 譚雋翹、6A 曾璟匡、
6B 林心穎、6D 張逸皓
6A程學韻、6A管悅彤、6A林嘉怡、6A繆傑智、6A 張澤群
6A林子堯、6A李錦銘、6A繆傑智、6A 譚雋翹、6A鄧詠之、6A 曾璟匡、
4C 陳靖悠、4C 陳宥蓁
6A歐邇雅、6A李錦銘、6D林卓宏、6D 吳焯希、5B 陳忻研、4A 李可瑩
4C 區可沂、4C 陳晉軒、4C 譚雋言、4C 杜紫晴、4C 葉詠賢、3B 馮柏熹、
3B 潘璟曈、3B 黃鈞佑、3C 石穎汶、3C 黃靖晴、3D 周芷舜、3D 林詩喬

科目

比 賽 名 稱
保良局視藝積點獎勵計劃
2019

視藝

香港兒童冬日填色創作比賽
2020 奇幻聖誕之旅»
2021玩轉繽紛復活節─
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0/21

獎 項
金校徽
銀校徽
銅校徽

獲獎學生姓名
6A 安梓瑜、6B 鄭睿晴
5A 徐尉芯、6A 鄭幸宜、6A 徐宇陽
2A 鄭卓藍、2B 羅藹旻、4A 陳博遙、4C 梁恩琳、4D 丁志培、5A 黃皓晴、
5B 鄺穎蕎、6A 林嘉怡、6B 周巧柔、6B 蔣希敏、6B 甘茜宜、6B 林心穎

小學中級組亞軍

4C 陳宥蓁

填色─兒童B組金獎

4C 陳宥蓁

小學組銀獎

6B 林心穎

1X30 秒前繩速度賽
(10歲男子組)季軍
體育

全港個人速度跳繩比賽

1X30 秒前繩速度賽優等獎

5A 梁施予

1X30 秒單車速度跳比賽優等獎
1X30 秒二重速度跳比賽優等獎

IT

其他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2020：
AI 起動‧智啟零饑餓未來
MakeCode Arcade與老童遊
樂齡遊戲設計比賽
第五屆「老友鬼鬼」
共融故事演繹比賽
第三十三屆和平海報設計
比賽《以服務創和平》
【積極樂觀迎挑戰 逆境自強
建社群】2020/21年度主題
活動--繪畫比賽

Minecraft 小學組優異獎

6A 張顯銘、6A 朱子治

小學組二等獎
優異獎

6A 張顯銘
5B 陳允怡、5B 曹靜桐

初小組季軍

2D 趙梓寧

小學組優異獎

6A 林子堯、6A 安梓瑜

小學組季軍

6A 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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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世德小學
PLK Castar Primary School
校址：新界青衣青綠街23號
電話：2436 3923
傳真：2436 4113
電郵：info@plkcastar.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