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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麗芳校長

過去一年，疫情反覆持續，面授課與視像網課交替進行，接着更迎來一個漫長的特別假期。

猶幸自假期後恢復面授課以來，在全體師生及家長共同合作和努力下，大家都能遵守防疫措施，讓

全校得以繼續維持面授課至八月中旬。

疫情之下，大家都珍惜面授課堂的日子，我們善用每分每刻的時間，除讓同學持續學習學

科知識外，也能體驗全方位多元智能活動。儘管正值七、八月的炎熱天，同學均盡情地參與綠色 

『悅』讀日、English Fun Day，康體運動、數理探究日、綜藝匯演等活動，口罩掩蓋不了的喜悅笑

容正好體現同學們在「疫」境之下，仍能保持正向的態度面對任何轉變，學會珍惜每一個學習的機會。

回顧過去一年師生努力的成果，展現了學校年度主題「活出正向‧堅毅是力量」的精神。 

透過啟動禮、月會講座、堅毅小冊子訂立目標，分享名人堅毅故事、正向金句、主題活動等，期待

培育世德孩子擁有堅毅的意志，敢於接受挑戰，勇往直前向目標進發，經得起時間考驗，不輕言放棄。

最後，送上本校教師原創的年度主題曲歌詞，願大家能感受《堅毅是力量》的信念。

松柏傲挺於風中高更壯

蝴蝶羽化破殼豔陽中飛舞

莫怕挑戰

腳踏每一步

誰怕暴雪風撲面千萬遍

嘗盡挫敗

但理想永不變

自信堅決面對挑戰

如若有艱難輸得起

讓我交出勇氣絕對不退避

不靠運氣

只相信自己

明日會另有天地

如若有難關都勇闖不過

願每天不放棄從頭再開始

於風雪裏學會堅持

精誠所至

活出正向

堅毅是力量
活出正向

堅毅是力量
活出正向

堅毅是力量
活出正向

堅毅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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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藝日

多采多姿的多元化學習活動

本校善用半日課時段，為學生提供「多元智能活動課」，讓學生有機會定
期接觸與八項智能相關的活動，如：探究類的「開心大發現」、自我內省類的
「我的小庭園」、肢體運動類的「欖球」、「跳繩」及「乒乓球」訓練、自然
探索類的「水耕種植」、音樂類的「Ukulele學習班」、空間類的「創意立體書
設計」等等，在有系統的刺激及發展下，學生的身心得到均衡發展，同時也幫
助建立良好的品格。

此外，在課前或課後，甚至非上課日，本校亦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包括無人機課程、啦啦隊訓練、語文菁英班、小領袖訓練等，而部分高小
學生更參與了「自然保育小先鋒」計劃，在參觀海洋公園後分組進行專題研
習，完成後將研習成果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透過一系列多姿采的活動，豐富
了學生學習經歷，讓他們發揮潛能，盡展所長，擴闊視野。

一年一度的中華文藝日於一月十三日舉行，

當天的活動多采多姿，不同的年級進行不同的跨

學科主題活動，包括:中國民間童玩及藝術剪紙、

兩文三語皮影戲、農曆新年的故事、猜燈謎、足

毽、中國文學欣賞、粵劇欣賞、書法……讓同學

認識中國文化藝術及農曆新年的風俗和傳統。同

學都十分投入活動，校長、老師及同學更一同穿

上中國傳統特色的服裝，共同感受節日的氣氛。

我們穿上漂亮的華

服參與中華文藝日

的活動。

一年級同學繪畫的福虎真生動！

同學們一起踢足毽吧！

同學摺的紙蜻蜓飛

得遠也飛得久啊！

「攝影樂」：學生利用

i-pad捕捉學校毗鄰青衣

公園的美景。

完成訓練的小領袖們要進

行服務實踐—為低年級同

學設計及操作一次攤位遊

戲活動。

「創意立體書設計」：學生發
揮創意，利用舊簿冊製造自己
專屬的立體書。

學生在無人機課
程中不斷嘗試。

六年級同學經歷了一
次充滿挑戰的團隊訓
練活動。

參與「自然保育小先鋒」計劃的同學從參觀海洋公園開始，接著完成專題探究，並將研習成果分享。

「多元智能活動課」~「Ukulele學
習班」，全班學生在大合奏。

「我的小庭園」：學
生設計自己的小小
庭園。 大家動動腦筋，猜猜燈謎。

二年級同學學寫書法， 

齊寫揮春賀新年。

我們發揮創意， 

繪製不同角色， 

排演皮影戲。

中華文藝日	

一年一度的中華文藝日於一月十三日舉行，當天的活動多采多姿，不同的年級進行不

同的跨學科主題活動，包括:中國民間童玩及藝術剪紙、兩文三語皮影戲、農曆新年的

故事、猜燈謎、足毽、中國文學欣賞、粵劇欣賞、書法……讓同學認識中國文化藝術

及農曆新年的風俗和傳統。同學都十分投入活動，校長、老師及同學更一同穿上中國

傳統特色的服裝，共同感受節日的氣氛。	

	

圖 1ABCD	 	 	 	我們穿上漂亮的華服參與中華文藝日的活動。	

圖 2AB	 	 	 	一年級同學繪畫的福虎真生動!	

圖 3ABC	 	大家動動腦筋，猜猜燈謎。	

圖 4AB	 	 	同學們一起踢足毽吧!	

圖 5ABC	 	 	二年級同學學寫書法，齊寫揮春賀新年。 

圖 6ABC  同學摺的紙蜻蜓飛得遠也飛得久啊!	

圖 7ABC	 	 	我們發揮創意，繪製不同角色，排演皮影戲。 

圖 8   中華文藝日活動時間表 

	

2022 年 

1 月 13 日 

主題︰農曆新年 

珍惜家人 

主題︰民間童玩 

欣賞前人智慧 

主題︰民間藝術 

欣賞前人智慧 

主題︰中國文學 

中華藝文欣賞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第一節 

8:30-9:50 

新年習俗 

元旦 

除夕  

元宵節 

猜燈謎  
紙蜻蜓 雜耍示範講座 花木蘭電影欣賞 

1. 小詩欣賞-風箏 

2. 風箏工作坊 

第二節 

10:05-11:25 

農曆新年的故事 

兩文三語賀新禧 
書法課 足毽活動 剪紙 木蘭辭 風箏製作 

第三節 

11:40-1:00 
畫生肖-福虎 

寫揮春 

(百福圖) 
紙袋玩偶 皮影戲 粵劇欣賞 粵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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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賢組 學習支援

活出正向，堅毅是力量

由2020年開始，我們這一代的孩子便經歷了不

一樣的學習生涯，由實體面授課轉為網課，再由網

課變回面授課；現在上學前要做快速抗原測試；加

上經濟不穩對父母工作做成的影響，我們的孩子從

小可能已經需要面對變化多端的生活環境，除了靈

活變通的頭腦，如何訓練孩子獨立思考，訓練他們

擇善而固執的堅毅精神也同樣重要。

根據專家研究指出，一個好的活動如果可以連

續堅持做21天，便可以開始成為一個好習慣。有

見及此，學校培賢組把護脊操和嘉許印獎勵計劃結

合，舉辦了「堅毅21護脊操」活動，透過簡單健康

的護脊操來訓練孩子的堅毅精神。我們鼓勵學生於

早會時段，自行到雨天操場做一次全套的護脊操，

便可獲一個「堅毅嘉許印」，並一併計算到嘉許印

獎勵計劃內。同學積極參與，樂在其中，此活動既

可健身，又可讓同學學習堅持正確的信念，建立良

好的生活習慣，真是一舉兩得呢！

疫情持續，令到近年的學習模式大大改變，對長遠

的學習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近年，因著疫情的反覆，

停課的安排大大減少了幼稚園生上學學習的機會，缺少

與人溝通交流，對於孩子的社交發展、自理方面都造成

一定的影響。要讓小朋友順利升讀小學，早日適應小學

我今天又來參加 「堅毅21護脊操」了

看!我的護脊動作

做得多正確!

為活動特別訂做的「堅毅嘉許印」為活動特別訂做的「堅毅嘉許印」

停不了的關愛! 今年我們試行「秘密天使計劃」 每位「秘密天使」都在發放「正能量」呢!

真羨慕同學得到那麼多嘉許印! 堅毅+護脊，成果共賞

小一學生在「小一加強班」中，透過遊戲認識
「幼稚園」及「小學」學習生活的不同。

學生參與「小丑大大SEN」共融藝術計劃， 
認真聆聽導師指導如何扭氣球。

每個參與的孩子，均有機會在同學們面前展現
所學，儼如一位小小的魔術師﹗

小一學生透過情景學習， 
認識小學的課堂規則。

學生成功扭出「花花氣球」，滿有成功感﹗

小一學生模擬按照家課冊中的時間表， 
執拾要帶備的書本及課堂用品。

「我們結業了﹗」，演出過後， 
大家和導師來個大合照。

讓孩子擁抱挑戰，發放正能量

的校園生活，「幼小銜接」的安排實在是一大挑戰。有見及此，學校特別在本年度為一班受

疫情影響的小一學生開設「小一加強班」，透過專業社工有系統的訓練，富趣味性的方式，

讓孩子學習如何面對小學的日常校園生活，給予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同學，提升他們的溝通

能力，使他們及早適應新的環境。

此外，學校更於本年度參加了「小丑大大SEN」共融藝術學習計劃，透過專業小丑劇團

導師的指導，學習不同的魔術技巧。同學通過參與活動，除了能體驗魔術的趣味性外，更學

會把歡樂帶給身邊的人，發放正能量。

小一加強班

小丑大大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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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科 中文科

校
園
活動
樂趣多

「結合生活實踐，樂於解難挑戰」
本年度一年級中文科進行製作果凍活動，學

生配合生活上的實踐，透過分組活動，享受製作
果凍的樂趣。透過製作果凍的步驟，除了認識基
本的語文知識，例如相關的連接詞、抒發製作果
凍的感受，此外，從活動中亦能夠讓學生從遇到
的困難中找出解決的方法，從而培養學生迎向重
重挑戰及與同學之間協作的精神。

疫情雖然持續了三年，影響了不少慣常的學習
模式，但只要改變心態和想法，各方配合，學生們
仍能愉快地學習。

學習普通話的魔法離不開多讀、多聽和多說。
學校舉行不同的普通話活動，希望學生積極參與，
衝破學習普通話的障礙，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
強說普通話的信心，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與人
有良好的溝通。

「常懷感恩，傳揚愛心」
為了讓學生常存感恩的心，一、二年級於中文科分別進行「感恩樹」及「一件有意義的事」的課堂

活動。一年級透過「感恩樹」活動，學生能運用豐富的情感對身邊的人表達感恩之意。而二年級「童享
農場」活動，學生透過為慈善機構籌款，撰寫籌款講稿及書寫感受，表達關愛之心、感恩之意。活動能
喚醒大家多關心別人，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冀望大家也能「讓愛傳出去」。

「創意無限—你我齊來盡發揮」
四年級中文科配合圖書科進行動物成語表演活動，同學們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共同創作

動物成語劇本、不斷進行綵排練習、自製配合劇本的道具，並配合視藝科製作各式各樣的動
物面具，同學們亦能把動物角色演繹得活靈活現，於台上表演份外投入、表現出色。

讓我學習把果凍 
平均分配吧!

大家分工合作， 
就可以嘗到美味的果凍了!

學習製作的過程所使用的字詞是 
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齊來戴上動物面具表演吧! 同學們盡情投入角色之中，揮灑自如!
大家經過不斷的努力試演，終有成果啊! 

齊來做善事! 感恩有「你」!
大家也一起做個善心人， 

齊來捐款吧!

大家一起欣賞滿懷「感恩之情」的信!

看!同學們的感恩樹種出了 
「關愛的種子」，真有意思!

P.2「童享農場」活動滿載同學對 
身邊人關愛之意!

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一起迎向重重的挑戰!

你好嗎？ 不客氣。
謝謝！

高年級活動：他們是誰？

低年級活動：
讀出聲母

到底是哪一位老師？

他應該是……

請讀出這個聲母

「普通話大使」
積極協助低年級
同學進行活動

再讀一遍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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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Read, Reading to Learn
Reading enhance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it is fundamental in helping us 
learn in the world. Therefore, reading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our curriculum.

Learning to Read
In our Literacy Programme, an interesting story book is always included in every 
theme. Our NETs integrate the phonics skills and reading strategies to maximise 
students’ learning.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volving STEAM, positive education 
or humanities are conducted to allow every child to enjoy every moment of 
learning.

Reading to Learn
Reading is never boring. We enthusiastically introduce contemporary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our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appreciate learning and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Moreover, our students are leveled and assigned with suitable books 
via the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They can read hundreds of books anywhere at 
any time by utilising computers or tablets.

Learning without Boundaries
We embrace all possible opportunities to allow our students to gain 
exposure to the greater world.

Making a pinwheel to  

celebrate Castar’s anniversary.

A live musical performance 
showing the skills of acting, 

singing and dancing.

Participating in an online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Making origami animals.  
How lovely they are!

Filming a short puppetry show using hand-made pup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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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科

航空課程

今年數學及常識科合作，在試後活動共同舉辦了「航空課程」
，五年級學生在課程中，可學到航空歷史、飛機航行的原理、伯
努利定律實驗、進行距離、溫度、油缸容量和重量的換算、學習
航空通話、以及製作配重滑翔機、竹蜻蜓、飛機發射台和微型發
電機等。另外，以AR協助學生了解飛行與流體力學、電壓與電流
的變化，將數學的概念與常識的應用融入一起。

學生更可以利用飛機模擬器學習駕駛飛機，尤如機長置身在香
港上空航行，根據不同的天氣與地理環境，作出相對的應變。

期待來年將航空課程融入學科課堂中，讓學到的知識緊扣生
活，從而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得到更大的啟發。

期待我們一起衝上雲霄！

坐上機長座位，學習在香港上空飛行

透過實驗，同學可更明白飛機飛行的原理

經過一輪製作、實驗、改良後， 

我們的成品誕生啦！

學校邀請了一位現任機師， 

為同學作出生涯規劃

學習理論課後， 

同學親手設計滑翔機

  閱讀

推動多元閱讀活動，「閱讀攤位遊戲」確是不二之

選。「閱讀」+「攤位遊戲」，既有趣，又能推動閱讀

文化。透過攤位遊戲，鼓勵學生運用「圖書知識」參

與活動，挑戰自己。攤位主題包括：適合初小的「童閱

樂」延伸活動大挑戰，高小的對作者的認識、圖書分

類、書籍排架及各國響應世界閱讀日所舉辦的活動。

「閱讀攤位遊戲」能成功進行，有賴家長義工協助
主持攤位遊戲，讓同學們雀躍、投入地參與。

自製玩具─「橡筋繩」

我挑戰成功了！

書籍排架， 

完全難不到我！

閱讀結合資訊科技， 

相得益彰。

圖書分類難不到我！

原來不同國家各有支持 

世界閱讀日的活動， 

我們長知識了！

你們認識多少個 

「外來語」呢？

這本書的作者…… 

我釣對了！

自製玩具─「抓子」

你看！我抓到1個「抓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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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本科於一至三年級設立專題研習，是以學生為主的自主學習模式，讓學生透過研習

特定的專題，學會有效的搜集資料，並進行歸納、整理、分析、綜合、反思等過程。在

知識領域方面，專題研習側重於透過學生的自我發現去建構新知識或從新角度看事物。

技能及態度方面，致力培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研習能力、創造力及溝通能力。

專題研習
學會學習的實踐

一年級同學初步觀
察公園裏的設

施，再為校園增設
相關的設施

一年級同學自行設計專題研習封面～
「公園設施多樂趣」

三年級同學自製保溫杯，利用實驗中的
觀察、分析，找出減少熱傳導方法。

二年級同學
完成專題～

「社區深度

遊」後，匯報
個人設計的社

區遊行程

同學設計出甚具特色的保溫杯呢!

動手做實驗

為提升學生對STEM的認識及興趣，除了進行課本裏的科學實驗
外，常識科亦採用了來自日本的「科學實驗教室」教材，讓學生可透過
趣味性的實驗，一邊觀察，一邊動手實踐，激發潛能與創造力，藉此培
養學生的科探精神、思維頭腦、解難態度及共通能力。

這套教材着重學生透過實驗前的預測、觀察實驗的過程、為實驗
後的結果作出解釋。一至六年級學生都會收到相關的學具，讓他們可在
家中自行閱讀說明書，製作學具及研究有關的科學知識，學生也樂在其
中，更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

1.	 老師示範把如何令水在盆中「跳
舞」，同學們都覺得很神奇呢！

2.	 一年級同學在家
中製作學具，你
看，她多麼聚精
會神！

3.	 一年級同學把製作
了的傳聲筒跟小妹
妹一起玩，連小
妹妹也玩得非常開
心。

4.	 猜猜這位學生為甚麼凝望着小膠袋？裏
面其實是防潮珠，混合水後會神奇地發
出熱力。

5.	 因為大氣壓力緣故，這兩位同
學要拿取瓶裏的糖果真是有點
難度。

6.	 四年級的科學實驗教
室學具可製作「水龍
捲」，還可改成「溫
度計」、「噴泉」，
有三種玩法，學生感
到很新奇。

12 13



資
訊科技

資訊科技科致力培養學生發展多元潛能，期

望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學生一展所長，因此

本學年本科引入Tello EDU無人機編程課程。此課

程透過結合Scratch圖像式編寫程式，引導學生學

習如何撰寫程式操控無人機，培育學生邏輯及運

算思維能力，並從遊戲和主題活動讓學生體驗駕

駛無人機的樂趣，了解無人機的用途和應用，以

及明白相關法規與使用安全。

本校學生參加香港教育城及Microsoft舉辦「Master Code

編程大賽2021：AI構想．智健康生活」，取得優異成績。

此比賽旨在加深學生對人工智能及身心健康的認識，並讓

學生發揮創意，以人工智能科技及編程設計出能改善人類

健康的工具，為人類未來賦予更多可能。

本校派出兩隊參加比賽，其中作品「世德老友記」取

得亞軍佳績，組員包括4A周皓悅、梁善童，4C馮柏熹和4D

黃鈞佑。作品「神農匯」取得季軍佳績，組員包括4C李梓

煜、黃靖晴，4D張子珅、林漮縉。在此恭賀得獎同學！

世德老友記
神農匯

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21季軍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21亞軍

無人機編程課程

Master Code編程大賽，榮獲亞、季軍！

各校隊訓練受新冠疫情影響需暫停或改為視

像形式進行，幸好下學期疫情好轉，校隊已恢復

課前和課後之訓練，學校亦舉辦多元化的體育活

動如欖球、法式滾球、躲避盤、花式跳繩和足毽

等，讓同學們體驗運動的樂趣。此外，全校同學

參與了「跳耀校園 活力人生」計劃，希望同學盡

早建立恆常參與體能活動的習慣。雖然今年度有

多項賽事因疫情影響而取消，幸而本校田徑隊、

花式跳繩隊、乒乓球隊和羽毛球隊能參與比賽，

並獲得佳績。6A梁施予同學於不同的花式跳繩比

賽中屢次獲得優異成績，讓我們聽聽他得獎感受!

體育

跳耀校園 活力人生

大家好!我是6A班梁施予，我感到非常榮幸可以分享得獎感受。我自二年級起參加了學校的花式跳繩班，教練非常用心認真地教我們跳繩，自此我便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努力學習各樣的花式，有時失敗，有時成功；但我深信，只要我一直繼續努力，加上教練的從旁協助，我便可以成功做到每一個花式。我要感謝父母及教練的支持，令我每天堅持練習，又在近年不同的比賽中獲取多個得獎項。這也算是我小小的成就吧！

乒乓球隊

排球隊

P5欖球體驗課程

田徑隊

花式跳繩隊

舞蹈組

羽毛球隊

躲避盤

疫
情

下
的體育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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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科 音樂科

一年級同學錄製主題曲 
《堅毅是力量》 一年級《堅毅是力量》 小提琴班

多元智能課：夏威夷小結他班優質教育基金：電子鼓板課程 手鐘隊練習

疫情下，停不了音樂體驗
新冠疫情持續多年，但音樂學習也總不能因此而停滯——我們相信音

樂，在疫情之下帶着振奮人心的力量。有見及此，音樂科在疫情下作出多項
新嘗試，為求把握機會讓同學體驗音樂。

主題曲

為配合年度主題「活出正向 堅毅是力量」，本年度學校原創了一首主題
曲《堅毅是力量》，由本校老師親自譜上歌詞。我們亦邀請了一年級同學錄
製主題曲，並為此拍攝音樂錄影帶。各方友好可以在學校網頁上欣賞到同學
的可愛演出。

音樂學習

在疫情稍為緩和之際，我們立刻教授樂器，包括三至六年級的牧童笛常
規課程，以及小提琴課程。本年度我們將小提琴課程從一年級延伸至二年
級，務求讓同學更深入認識小提琴。

另外，本年度我們成功申請為期兩年的「優質教育基金」──「正向音
樂校園計劃」，獲批撥款購置多套電子鼓板、鼓棍和電子鍵盤，旨在讓同學
掌握節奏樂的基礎。計劃首年，我們先在一年級引入鼓板課程，並藉演奏鼓
板向同學教授基本節奏；而明年會將鍵盤課程推展至二年級。

除了課堂活動，音樂科在星期五的多元智能課引入夏威夷小結他和杯子
敲擊課程，期望讓同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接觸不同樂器。

本年度我們成立了手鐘隊，隊員小試牛刀，在
2021年聖誕聯歡會上初次登台演出，合奏貝多芬的
名曲《歡樂頌》（Ode to Joy），亦在年度綜藝匯演
演奏《Over the Rainbow》一曲。

當然，除了手鐘隊，本年度仍然有弦樂團、管樂
團、合唱團和合唱小組的恆常練習，培訓世德音樂
人才。弦樂團和合唱小組更派出隊員代表學校參加
「聯校音樂大賽2022」，獲得多個金獎和銀獎。

此外，音樂科在開學初舉辦了「樂器示範表演暨
樂器評估」，期望讓同學更加全面認識不同樂器，
為自己選擇適合的樂器學習。本年度成功開辦24班
樂器班，樂器班包括弦樂、木管樂、銅管樂、敲擊
樂和中樂。我們在此鼓勵更多同學在下年度加入我
們「世德小小音樂家」行列。

音樂科在三、四月暑假期
間舉辦了一個名為「Perform 
From Home」的社際比賽，收
集各方同學演奏或演唱年度主
題曲《堅毅是力量》的片段。
同學反應非常踴躍，現已將同
學的參賽片段剪輯成音樂錄影
帶放上學校網頁，以供大家欣
賞。

聖誕聯歡會《歡樂頌》師生大合奏

音樂活動

音樂演出

今年仍然受疫情影響，音樂科未能如往年般舉
辦世德音樂會，但有幸在聖誕聯歡會上集合多支精
英隊伍，並聯同全體音樂科老師，進行了一次《歡
樂頌》大合奏。演出隊伍包括手鐘隊、合唱小組、
小結他隊以及弦樂小組，將歡樂的音韻帶給全校師
生。

「Perform From Home」社際比賽得獎名單

個人獎項 團體獎項

冠軍 6A 關詠文、4D 陳卓然 冠軍 愛社

亞軍 6A 黃皓晴、5D 陳卓希 亞軍 誠社

季軍 5C 梁桓曦、5D 陳柏賢 季軍 勤社

殿軍 敬社世德同學 
Perform From Home 
《堅毅是力量》

“願音樂在疫情下陪伴我們共渡時艱，
在我們的心靈注入正能量。”

Perfrom From Home社際比賽 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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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藝科

多元
藝術趣味多

2022年1月13日的中華

文藝日活動裏，一年級的學生認識

了中國的「福虎」。在中國傳統文化

中，「福虎」是寓意吉祥平安的瑞獸，所

以一些家庭會在家中懸掛虎畫，生活中也有

兒童戴虎頭帽、穿虎頭鞋用以驅邪。一年級

的學生運用剪貼和繪畫的技巧，創作出屬於

自己的獨特小老虎。他們的「福虎」把孩童

的童真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們用剪貼技巧

製作虎的眼睛和鬚，一隻隻「福虎」

都顯得十分可愛，而且能突出老

虎神采飛揚的面貌。

文藝日那天，四年級的同學

認識了皮影戲製作。同學把紅紅的

剪紙貼於紙碟上，製成了有傳統特色

的家居飾物；同學又利用畫紙，製作玩

偶或人物剪影，然後嘗試在幕布上操縱

自己的皮影戲偶。

下學期的多元智能活動課

中，三年級的學生認識了立體摺書

藝術。學生需要先預備一本舊廢書，

不少同學利用了舊課本和舊補充練習。

孩子利用極簡單的摺書技巧就可以開始

創作立體摺書雕塑。創作過程中，同

學不但可以學習廢物利用，更可以

沉澱心靈、緩解壓力。

福虎

中國傳統剪紙和皮影戲

立體摺書

校
外
獎
項

2
0
2
1
-2
0
2
2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冠軍 1A 侯星妤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冠軍 1A 蕭鎧澄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冠軍 1B 方雅盈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亞軍 3A 黃莛崴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6A 林莉筠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5A 陳倩澄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3C 孫子嵐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1D 王語庭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季軍 4D 何君兒

「好山好水好香港」全港中小學生
創意寫作比賽

小學組優良一等獎

6A 林莉筠

6C 梁樂軒

6D 郭晉驊

2021-2022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小學組一等獎 6A 謝琛瑩

小學組二等獎

4D 吳泳瑤 4D 吳翹因

5D 譚雋言 5D 孔子菾

6A 劉加霖 6A 關詠文

小學組三等獎

4C 趙凱瀅 4D 陳卓然

4D 張皓勤 4D 黃鈞佑

5C 陳靖悠 5D 趙岢澄

6A 蔡潤彤 6A 尹天藍

6B 劉芷詠 6B 梁洛兒

6B 郭思愉 6C 葉梓諾

2021-2022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小學組二等獎

4D 陳卓然 4D 張皓勤

4D 吳翹因 5D 趙岢澄

6A 蔡潤彤 6A 尹天藍

6B 劉芷詠 6B 梁洛兒

小學組三等獎

4D 吳泳瑤 4D 黃鈞佑

5C 陳靖悠 5D 譚雋言

5D 孔子菾 6A 劉加霖

6B 郭思愉 6C 葉梓諾

「香港拼圖」中文寫作比賽 高小組積極參與獎 6A 林正皓

普通話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亞軍 3D 陳裕文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亞軍 4D 黃鈞佑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季軍 3D 許樂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2B 葉睿程

英文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冠軍 2C 趙芊悅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冠軍 4D 何仲晞

Solo Verse Speaking(Boys)亞軍 6A 陳致熹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亞軍 3A 馬恩悅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亞軍 5A 黎宥佃

Solo Verse Speaking(Boys)亞軍 1C 吳家潁

Solo Verse Speaking(Boys)亞軍 1C 朱衍朗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2C 黎宗晴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2D 朱巧澄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4C 黃靖晴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季軍 3B 黃柏朗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季軍 3B 葉灝宏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傑出演員獎

5B 朱芊燁

5D 張殷誠

6A 梁施予

6B 陳允怡

6B 鄺穎蕎

6B 李樂賢

傑出影音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4D 林漮縉 5D 趙岢澄

5B 朱芊燁 5D 梁芷晴

5B 劉欣婷 5D 梁恩琳

5B 黃展灝 6A 林漮蕎

5C 陳宥蓁 6A 梁施予

5C 張哲顥 6B 陳允怡

5C 林恩樂 6B 鄺穎蕎

5C 黃心妤 6B 李樂賢

5D 張殷誠 6B 王廷熙

HKYPAF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21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英詩獨誦(小學P1-P2自選組)亞軍

1C 方鎮浩英詩獨誦(第73屆校際朗誦節
參賽組別 P1-P2男子組)亞軍

表現卓越獎

16th Daily Readers“Read Out Loud” Competition 2021-2022 Senior Primary Section Semi-Finalist Award 5D 方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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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

第六屆圓玄一中盃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 暨
第二屆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α分區)初賽

優秀表現獎 3D 陳師朗

第二十八屆荃葵青區小學數學競賽 小六優良獎 6A 陳子恆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葵青區)

小六解難智多星殿軍
6A 鄺嘉淇 6A 黃皓晴

6A 關詠文

優良獎狀
6A 鄺嘉淇 6A 黃皓晴

6A 關詠文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2022
(晉級賽)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6A 林莉筠

二年級三等獎
2A 林芊瑜 2D 袁翊舜

2D 胡苡琳

四年級二等獎 4D 張皓勤 4D 黃鈞佑

四年級三等獎
4C 胡駿謙 4C 潘璟昕

4D 陳卓然 4D 何君兒

五年級三等獎
5C 李懿堯 5D 翟心妍

5D 譚雋言 5D 陳卓希

六年級三等獎
6A 陳致熹 6A 郭思聰

6B 郭思愉

2022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

金獎 4D黃鈞佑

銅獎

4C 林立 5C 李懿堯

5D 譚雋言 5D 陳卓希

5D 翟心妍

常識及資訊科技

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21：
AI構想．智健康生活

Minecraft小學組亞軍
4A 周皓悅 4A 梁善童

4C 馮柏熹 4D 黃鈞佑

Minecraft小學組季軍
4C 李梓煜 4C 黃靖晴

4D 張子珅 4D 林漮縉

第二屆「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獎」

創意設計(高小組)銀獎 4D 張皓勤

創意設計(高小組)銅獎 4C 李梓朗

創新發明(高小組)銅獎 4C 蔡以琳

視藝

「書香滿溢‧喜閱60」賀卡設計比賽 初小組優勝獎 1D 陳祉靜

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初小組冠軍 1D 陳祉靜

童心童想繪畫大賽2022 6歲組別金獎 1C 方鎮浩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6A 林漮蕎

「滅罪貓曦曦」繪畫及填色比賽

初小組銀獎 1D 陳祉靜

初小組銅獎 3D 關睎瑜

初小組網上至多LIKE 大獎 3D 關睎瑜

初小組優異獎
1B 蔡善如 1D 梁愷晴

2C 胡晉熹 2D 何卓謙

高小組銅獎 5D 黎姵怡

高小組優異獎 5D 黃芷晴 6A 黃皓晴

【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 2021/22年度主題活動--繪畫比賽 小學組亞軍 5C 關稀文

音樂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亞軍 2C 黎宗晴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季軍 3A 邱愷婷

保良局音樂積點獎勵計劃2021

銀校徽

5C 陳靖悠 5C 陳宥蓁

6A 蔡潤彤 6A 林詩淇

6A 李心琛 6B 陳曉漫

6B 郭思愉

銅校徽

4C 馮柏熹 4C 林詩喬

4C 潘璟曈 4C 石穎汶

4C 黃靖晴 4D 周芷舜

4D 黃鈞佑 5B 李可瑩

5C 陳晉軒 5C 程朗

5C 李紫悅 5C 李逸嵐

5C 杜紫晴 5D 區可沂

5D 盧立仁 5D 譚雋言

5D 葉詠賢 6A 陳致熹

6A 關詠文 6A 劉加霖

6A 劉溢霖 6A 梁施予

6A 梁詠琛 6B 陳忻研

6C 葉梓諾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2 小學初級組 低音弦樂特優獎狀 3B 何嘉熙 

體育

2021 - 2022年度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400米亞軍 6A 關詠文

女子甲組60米季軍 6C 蔡昕澄
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6B 姜樂兒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6A 李心琛
女子甲組壘球亞軍 6A 黃皓晴
女子乙組100米冠軍 5A 陳映慧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體育

2021 - 2022年度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200米殿軍 5D 羅晞瑜
女子乙組跳遠季軍 5C 黃心妤
女子乙組壘球冠軍 5B 黃澤禧
女子丙組60米季軍 4A 周皓悅
男子甲組60米季軍 6A 梁顥藍
男子甲組400米季軍 6A 黃樂言
男子甲組跳高冠軍 6B 盧逸昇
男子甲組鉛球冠軍 6B 余啟泰
男子乙組壘球冠軍 5D 譚雋言
男子乙組跳遠殿軍 5D 游天賜
男子丙組100米季軍 4D 張皓勤

2021-2022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 余啟泰

青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亞軍

5C 梁桓曦 5C 程朗

5D 楊安健 6B 王廷熙

6D 梁柏狄
傑出運動員 6B 王廷熙 6D 梁柏狄

青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亞軍

5D 譚雋言 5D 陳卓希

6C 蔡銘軒 6D 李梓謙
傑出運動員 5D 陳卓希 6C 蔡銘軒

全港跳繩網上聯賽

1 x 10 秒前繩速度跳比賽(10-12歲)冠軍

6A 梁施予
1 x 10 秒單車速度跳比賽(10-12歲)亞軍

1 x 10 秒二重速度跳比賽(12歲以下)亞軍

個人花式比賽(12歲以下)亞軍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二重跳(五、六年級男子組)季軍

6A 梁施予雙腳跳(五、六年級男子組)優異獎

單車步(五、六年級男子組)優異獎

獅子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2022

1 x 30 秒前繩速度賽第四名

6A 梁施予20秒單車步冠軍

11-12歲男子組總成績殿軍

2022 「舞台之星」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個人舞—Belly(Sawa Aatoul) P.5-P.6冠軍 5A 黎宥佃
第二屆世界舞蹈家表演舞大賽 個人表演舞銀獎 5A 黎宥佃
2021勵誠盃搏擊邀請賽(S1) 男子兒童一組季軍 5A 蔣禮謙

中銀青少年發展計劃新界小學分區劍擊比賽 葵青區男子乙組花劍亞軍 3A 李坤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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