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讓學生發揮團隊創意、愉快地提升寫作水平，分享創新點子，我校派出四位同學（5R馮焯欣、黃晟昊、陳卓
銳、盧彥風）組成「隨心好寫意」隊，參加了「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2021-2022」。他們完成了一系列創意寫作培訓
工作坊後，在五月下旬參加了初賽，並成功進身決賽。同學們對這嶄新的寫作模式，都感到十分有趣，他們從培訓課

程中掌握了創意寫作的知識，也在比賽中汲取了合作寫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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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經過一連三場的寫作工作坊後，我們學會了許多
寫故事的技巧。每次完成工作坊後，導師亦給我們功

課，既要我們互相合作，也要我們運用課堂上學習過

的寫作技巧，可以說是學以致用，令我獲益良多呢！

  我十分榮幸能夠參加這場比賽，它不但啟發了我的寫作潛能，還提升了我
的寫作能力，更讓我和隊友有機會互相合作，創作了一篇美好的文章。比賽前

兩個月，我們參加了激發創意的課堂，為比賽做好準備。直到比賽的那一天，

我們彼此合作，完成了初賽。我們希望可以在比賽中勝出，為學校爭光。

  我十分高興能參加這次作文比賽，賽
前課程令我的寫作能力提升了很多。我希

望日後可以多參加這類型的寫作比賽，和

同學合作，發揮創意，完成寫作。

  大家好！我是5R班的馮焯欣。大約三個月前，
中文科老師挑選了我和另外三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經過了三次的網上課堂後，真令我獲益良多啊！
原來寫作也可以分工合作來完成。記得有一次我忘了

怎麼寫「璽」字，組員及時教導我怎樣寫，這種團隊

合作寫作方式，確實能互補不足。

  希望這次的初賽能順利通過，進入決賽！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2021-2022」

P 1-33 課程與德育篇

P 34-48 學習活動篇

P 49-54 教師及學校篇

P 55-64 我們的驕傲

5R 馮焯欣

5R 陳卓銳

5R 黃晟昊

5R 盧彥風

  本年度參加「毛筆書法齊齊練」攝影比賽的同學相當踴躍，各位參賽者都在
相片中展現出參與中國書法藝術的樂趣。經過評審，得獎同學獲頒書券以作嘉

許，而作品已經在校園內中文科壁報上展出。

6S 盧永倫
5P 裘昕玥

4P 李 俊3H 陳奕曦2P 羅鎧晴1R 郭安妮

課程與
德育篇

比賽前，同學們信心十足。

同學們全力以赴，愉快地完成初賽，晉身決賽。

「隨心好寫意」隊已順利進入決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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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English Learning Circle among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this year. The 
scheme aims to facilitate reading skills of Primary 2 students. Through workshops and co-planning sessions with teachers 
from other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a set of materials was developed to teach students reading techniques. An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LiteracyPro was also used. Students were able to access a variety of ebooks and learn English at home. 

Two interactive and fun activities were organised for Primary 
3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games and storybooks. 

3H and 3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Language Lab Workshop 
in January. They read a story and played games such as 
crossword puzzles to learn vocabulary. They also made 
a puppet of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book. Although 
the workshop was conducted through Zoom, everyone 
participated actively and had great fun!

Dr. Grammar activity was held in May for 3G, 3P and 3S students. They also read a storybook and learned grammar 
through games like spot the differences and matching.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students brought home a beautiful 
bus model coloured by themselves. 

English Learning Circle among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P3 English Activities

英文科

It's story time!

Do you like our buses?

Promoting self learning with Literacy Pro Library

Post reading activity: students created and wrote about a robot that helped to 

do housework

While reading: Different graphic organizers are used to teach 

reading skills
Students sharing the housework they do at home before reading

Look at our cute puppets!

Time to test my pre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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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一、二年級的同學於課堂進行STEM活動。藉此培養同學們敏銳的觀察能
力、高度的解難能力及豐富的創造力。

  同學利用紙張摺出不同立體，進行測試時，同學把書放在柱體上，看看哪
一個柱體的承托力最好。

數學科

  同學在活動中製作了一個細菌機械人，利用能量轉換的原理，讓細菌機械
人移動。學生會進行測試，記錄細菌機械人所行走的距離，試一試如何可以令

細菌機械人走得較遠。

活動：細菌機械人

活動：哪個立體承托力最好？

一年級

二年級

成功製作細菌機械人，真開心！

正在記錄STEM活動結果

我成功了！我的立體能承托5本書。

學生認真地進行測試

同學小心翼翼地把書本放
在

立體上

同學認真地摺出各立體圖形

每個同學的設計都各具特色呢！

按步就班製作細菌機械人

1P 徐曉晴

1H 陳以航

這是我的細菌機械人

細菌機械人示範

細菌機械人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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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一 人 一 花 計劃
  疫情下，同學都要留在家中學習，很多常識科活動亦因此而受到影響。幸而學校在10
月份為每位同學派發三色堇花苗，大家能夠有更多時間體驗是次栽種活動。復課後，同學

陸續把活動紀錄表交回，就讓大家一同欣賞各同學的心血吧！

6P 吳荻軒

3R 李依楠

5H 徐念恩

1R 黃成禮
1R 鄧天皓

3H 陳奕曦
3H 陳奕曦3H 陳奕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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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常識課

  學生透過體驗活動學習利用POE（預測、
觀察、解釋）的科學過程，建構創新意念。

  大家有沒有想過防潮珠和鋼絲可用來做實
驗？三年級學生以「改變温度的奧妙」為學習主
題，利用鋼絲加入不同物質，令温度改變以體驗
鐵生銹放熱的科學反應，又把水放入防潮珠，量

度温度變化。親自試過便知道箇中奧祕。

  一年級學生以「驚奇的空氣實驗」為學
習主題，用超長氣球探索空氣的秘密，讓學

生發現空氣是有重量的，又找出瞬間把長形

氣球充氣的方法。在課堂學習了空氣流動的

原理，再體驗讓球飄浮在空中的感覺及操控

浮在空中的球。

來和我們一起做實驗

我們也一起試試吧！

讓球飄浮在空中，不容易呀！

看我們怎樣瞬間把長形氣球充氣！

太神奇了！溫度
上升，膠袋充氣

。開始生銹反應

倒入雙氧水，猜
猜會有甚麼變化

呢？

先用温度計量度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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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同學以不同媒介創作出來
的聖誕主題作品，別具特

色。

5P 田沐珊

6G 廖天藍、4H 廖天悅
6P 黎芷銦

5G 余祉瑩

2P 黃奕文
3S 蔡凱婷

  疫情下有愛，在疫情嚴竣的時候，有幸得到國家派出
專家隊伍及醫護人員來港與我們的醫療及義工團隊並肩抗

疫，為了表示衷心的謝意，我們連同其他官立學校的學生

透過電子心意卡，向抗疫英雄們致敬。

  以下便是部份的心意卡：  這個學年，我們成功申請了「港鐵社區畫廊」12
月份的展期，期間將學生及校隊—藝術特工配合主

題「軒小陪你過聖誕」的視藝佳作展示在灣仔地鐵站

入閘區內，讓同學們的作品有機會跳出校園，走進社

區，讓更多社區人士能欣賞本校學生的作品。

1S 郭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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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是一個普世歡
騰的節日，希望大家歡度的

同時，亦不忘把藝術融入生活，所

以視藝科本年度以「軒小陪你過聖誕」

為主題，舉辦了「親子環保聖誕帽設計比

賽」，同學們可以與家人設計及創作一頂獨

一無二的聖誕帽，過程中還可享受與家人利

用環保物料共同創作的好時光。聖誕聯歡會

當天更以時裝表演形式展示別具特色的作

品，並即時公佈比賽結果及進行頒獎，

帶動了活動的氣氛。

戴上獨一無二的帽子，節日氣氛添不少

小小模特兒，展示精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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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同學在視藝課時運用了不同的媒介來創作，由平面到立體作品，有素描、繪
畫、版畫、雕塑等作品，有富中國特色的，也有具西方特色，十分多元化，讓我們
一起欣賞同學的作品吧！

三年級　大自然之美：《被
“馬賽克”的大自然》《窗
外的星夜》《四季的美妙》

二年級　我的生活：
《紙板方磚》《賀年美食》
《奇妙世界》

一年級　親親大自然：《百變小魚》《年花》《燦爛的煙花》

3S 蕭柏容 3R 鄧芷姸3R 關仲朗

2H 羅允康

2G 劉俊霆

2H 方煒甯

2G 姚雯睿

1G 吳焯旻

1S 蔡卓廷

1R 尹思淇

1H 陳桸浵

1S 黃尚蒑

1H 蘇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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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放眼看世界：
《禪繞畫》《青花瓷》

四年級　太空之旅：《宇宙》《黑白世界》《米羅眼中的動物園》

五年級　基因變異：《特種蔬果》《我眼中的灣仔》《水墨畫》
4S 張佳朗4R 李嘉俊4G 蔡子研

5R 陳卓鋭5S 林家如5H 徐念恩

5G 何卓蕎5P 田沐珊5G 何靖悠

6P 洪子博

6R 陳珈晴6G 黃子晴

6S 伍悅6H 李思霆6H 何祖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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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工作坊
  本年度校方為了粉飾操場，再次安排壁畫工作坊給同
學參與。可惜受着新冠疫情的影響，同學有一段時間要在

家進行網課，而未能回校，但最終工作坊都能在特別假期

後開展。是次壁畫的主題是把大自然融入學校生活，為校

舍增添自然氣色。這次活動主要是「校園藝術特工」組的

同學參與，由於他們都是第一次接觸壁畫，從臉上看出他

們都是戰戰競競，興奮莫名。在導師循循善誘的教導下，學生獲益不淺。由於進行工作坊時正值中午，同學們畫得大汗淋

漓，但亦無損他們的興緻，反而愈畫愈起勁。經過同學悉心粉飾後，操場加添了不少朝氣勃勃的景象，畫作完成後，大家

不妨到操場感受一下吧！「校園藝術特工」組，謝謝你們！

為了令校園更美，同學不惜用手指塗畫，佩
服！佩服！ 同學們裝備充足， 大顯身手。 在導師的指導下，同學掌握了不少畫壁畫

的技巧。

「校園藝術特工」組同學來個大合照，見證參與時刻。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塗顏色
，十分落力。同學們分工合作，負責不同的區域。

A區、B區，正是這次壁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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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欣賞，提升他們的語文運用、表達能力和
學習興趣，幫助他們建立自信，並透過互相觀摩交流的機會，增進兩地姊妹學

校師生感情。本校在本年度選出15名學生與我們的姊妹學校深圳百草園小學的
15名學生合作演繹為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而改編的作品《始終有您》。雙方學
校各自以普通話集誦形式訓練，然後以錄影合併的方式呈交影片。

  本校參與的15名正選及2名後備學生努力訓練，原本預備在2月時拍攝朗誦
片段，因疫情關係學校停止面授課堂，拍攝因而延遲。在停止面授課堂期間，

同學們努力克服困難，在家拍攝比賽片段，再交予學校進行錄影合併。學校已

預備好參賽影片，準備上交比賽大會。在復課後，為了有更好的拍攝效果，同

學們積極練習，並在校園拍攝新一段影片參加比賽。

「2021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
朗誦比賽（香港賽區）活動」

普通話科姐妹學校合誦

深港齊賀香港回歸25週年

深圳同學活潑可愛地演繹
誦材

軒小同學珍惜回校練習的機會

兩間學校的同學拼成25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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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成長課於本年度重新被納入常規課程內，旨在幫助同學們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積極的處事態度，以及正確的價值觀。

  課堂上，同學們可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學習各種生活和成長中
所需的待人處世技能。

成長課

  為鼓勵同學培養正向、樂觀的
人生觀，本科邀請全校同學參加由

「華永會」舉辦的「正向創藝 閃
耀人生」填色比賽，同學透過填色

活動所給予的空間，思考何謂正向

情緒及人生的意義，獲益良多！

「正向創藝 
    閃耀人生」
創意填色比賽：

同學們透過「呼吸練習」來學習如何以輕鬆和正向的
生活態度，去面對考試及生活壓力。

猜猜我心情！同學們積極參與課堂遊戲，學習透過
觀察他人的面部表情。感受對方的情緒，藉此增進
與人溝通的技巧，同時增強自我情緒覺知。

課堂後，同學們在《成長課紀錄冊》
上為課堂的學習歷程進行反思。

同學以四格漫畫記錄課堂內容，真是生動又有趣！

同學、老師和家長在記
錄冊中填寫鼓勵的字

句，增加彼此的互動。

5S 錢顧元  3S 蕭柏容

6S 何浚本  4S 葉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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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我校本年度訓育主題為「守法規、顯自律」。無論是網上上課期間
及其後的實體課堂，蕭老師透過全年的十五個活動，讓學生從家庭、學

校、社會及國家四個層面，明白守法和自律的重要性。希望同學在任何

環境下，都能按規矩與人合作，達致社會整體和諧共處的目標。

  我校的校本訓輔小冊子一向附有校本輔導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在完
成校本輔導活動，並獎賞在學業、體藝、品行和服務各方面有良好表現

的同學。本年度我們仍然致力推動校本輔導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網上課堂，準時遞交Google Classroom或實體的功課，更鼓勵學生遞
交運用多元智能的課業。如能達到老師的要求，老師都會給予小冊子獎

印。同學們都積極儲存獎印，希望盡快獲得銅獎、銀獎和金獎。

  為配合今年的訓育主題—「守法規、顯自律」，訓育組特別增設一個新的活動，名為「給同學的留言」。老師們在

全學年輪流為同學送上不同的留言，更可選擇以英文或中文留言鼓勵同學，不論在守規、自律和其他範疇做好自己。

  早在學期初，校長和家長教師會主席已為活動留言，揭開序幕。所有老師的留言均由同學們輪流在早會的時候透過中
央廣播，用生動有趣的生活對話方式演繹出來。廣播完後，所有留言亦會在壁報板上展示，方便同學重溫各位老師的留

言。老師們的留言非常精彩，而且各具特色，有鼓勵性的，也有些引

導同學如何改進自己，更有些在節日時為同學們送上窩心的祝福。活

動雖然中途因網課而改為網上形式進行，由羅主任用錄播方式讀出留

言，但無損老師對同學的教悔和關心。老師們的正面留言，不但能進

一步增進師生關係，更可在疫情下為同學們注入源源不絕的正能量。

在此，訓育組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精心留言，與及同學們用心的演繹！

「訓輔小冊子」活動「訓輔小冊子」活動

「給同學的留言」活動「給同學的留言」活動

高年級同學帶著學弟讀出英文
老師的留言

不用怕狄軒哥哥來幫你。

小二的學妹也一起來讀留言
陳校長也前來為同學們打打氣

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以影片介紹民族共建盛世

中華

透過影片讓學生學會在表演場地應有
的禮儀

學生小冊子設有標誌設計，加深學生
的印象。

小冊子設自我反思自律守規記錄表，
讓學生進行

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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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天空小說創
作及製作工作坊
  本校2位老師參
加「老師天空小說創

作及製作工作坊」，

學習天空小說創作流

程，並一起創作三集

的天空小說連續故事—「呢間涼茶鋪」，然後由廣播界前輩和遴選入圍同學

一同參與錄製，用於天空故事平台與全港學校分享。

學生廣播劇工作坊
  如何善用說話和對白表達情感？如何透過聲音
帶出人物性格和故事氣氛？本校5位遴選入圍的同學
們參加「學生廣播劇工作坊」，進一步認識廣播劇

的製作和學習善用聲音來表達不同的情感和訊息。

「天空小說」聯合創作連續廣播劇
  經過一系列工
作坊的啟發和培

訓後，入圍同學參

與老師創作的天空

小說廣播劇。作品

會上載到「天空故

事」互動平台，分

享創作成果。

    本年度中文科與
圖書科合作參與由康
文署主辦，芳芳劇藝
協辦的「天空故事：
初小校園藝術計劃」
及由語文教育及研究
常務委員會資助，香
港基督少年軍主辦的

「探險時間‧文字偵
探計劃IV」，希望透
過有趣、具創意及富
教育意義的活動，加
強學生對聽、講、讀
及寫的興趣，增強學
生的語文知識及提升
語文的運用能力。

中文 科 + 圖書 科學 習活動

「天空故事：
初小校園藝術計劃」
「簡易廣播劇大召集」遴選活動
  「中文話劇組」及「故事小先鋒」學生參
與錄製「天空小說」的聲音作以參加「簡易廣

播劇大召集」遴選活動，結果5位學生順利入
圍，可以參加廣播劇工作坊及錄製廣播劇。

入圍名單：

3G 林祖祺 3R 方俊珽（左 1）：

  當我進入錄音
室時，我的心情十

分緊張，但錄音過

程很有趣，我鼓勵

大家也來參加啊！

  能入選錄製「天空故事」廣播劇，實在
獲益良多。過程中，我學習了不少配音的技

巧，而最難忘的是踏入

錄音室，戴上耳筒配音

的那刻，我彷彿成了真

正的播音員呢！

金剛前輩聲音
嘹

亮，是我們學
習

的好榜樣
謝謝芳芳導師教授我們說故事的技巧

同學參加學生廣播劇工作坊

「呢間涼茶鋪」第二集

老師天空小說創作及製作小組會議

4S 萬少龍3S 蕭柏容3G 林祖祺3G 陳桌泓3R 方俊珽 

同學成為廣播界王子，親身進入錄
音室參與廣播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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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廣播劇分享會
  以「承傳」為主題，由廣播劇界前輩現身說法，分享那些年創作及錄製廣播劇的心得與創作逸事，並即場模擬當年
的錄音情况，讓同學親眼及親耳體驗以往的藝術創作歷程，並感受那份用心創作、努力耕耘的毅力。

  校方挑選50位故事小偵探參與一系列的偵探活動，每位
小偵探獲贈1本偵探圖書，然後完成2張閱讀紀錄咭的基本閱
讀任務。

「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IV」
開卷有益

  四至六年級學生於農曆新年期

間參加「網上偵探體驗活動」，希

望透過有趣的網上偵探體驗活動，

讓學生化身文字偵探去學習破案，

並享受閱讀及寫作的樂趣。

網上偵探體驗活動

同學們有幸與廣播界前輩
合照可以現場學習廣播劇技巧，Yeah!

最佳

案情獎

得主：

4G李錞朗

最佳案情獎
學生作品

4S萬少龍 6P李昕晴

每位小偵探獲贈《大偵探福爾摩斯》或《牙唰唰神探的動腦遊
戲》系列圖書

  50位小偵探及五年級同學於5月5日參與由一樹哥哥主講的「一樹哥哥的創作
世界」。透過講座，讓學生學習故事創作的技巧。校方更鼓勵學生參加「偵探故

事—假如我是偵探」徵文比賽，讓同學閱讀偵探故事，然後化身為小偵探，從生

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加以想像，再進行創作活動。

小偵探在禮堂參與實體講座 五年級同學在課室參與實時直播講座

一樹哥哥在他的著作簽名
留念

作家到校分享會及「偵探故事創作」徵文比賽

15



  

  故事小偵探利用自己創作的偵探故事於校內協助語
文推廣活動。

「校本偵探日」校內語文推廣活動

5P 楊 玥

  這個活動不但提
升了我的推理能力和

觀察力，還能讓同學

們團結起來。

  

  

  

  50位小偵探於5月12日到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參與「偵探日活
動」，讓同學們親身體驗查案活動，以偵破奇案及尋寶為主題，提高學

生參與的積極性及主動性，並增加趣味效果。

小偵探活動後感：

  本校教師參與教師體驗工作坊，題目：「如何透過偵探
體驗式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結合有趣的語

文及查案活動，讓教師將所學引進日常課堂之內。

4S 曾皓勤

  我覺得這個偵探日活動十分
刺激，因為我們要在限定時間內

找出證物，而且還讓我學會了要

留意四周的事物，觀察入微。

6G 張柏瑜

  這個活動讓我
明白到偵探的必要

特質，要細心、公
正和聰明。

這是我們的指紋
失蹤了的小矮人在哪裡呢？

我成功開啟寶箱了

小偵探一齊來張大合照

經過搜證，案情已露曙光

根據我們詳細的分析，我們認為案件的主媒是⋯⋯

偵探日活動

「偵探故事—

假如我是偵探」

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教師體驗工作坊

冠軍 4G王張弛
小提琴消失案

亞軍 5R陳卓銳
消失的鋼筆

季軍 5S廖一言
假如我是偵探

老師化身查案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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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同悅閱讀獎勵計劃
  同學於圖書課閱讀指定閱讀主題的書籍，然後用心完成閱讀任務，可獲得獎
印。集齊3個獎印可獲扭蛋機會1次。集齊6個獎印可獲扭蛋機會1次及借書券1張。

  集齊9個獎印可獲贈圖書1本，送完即止。

閱讀  � 扭蛋樂繽紛
  最受軒小同學歡迎的閱讀 • 扭蛋樂繽紛配合「童心同悅閱讀獎勵計劃」推行，
校方繼續鼓勵同學閱讀優質的讀物，並學習與人分享，以換取扭蛋或其他獎勵。 

軒小書迷會
  圖書館設軒小書迷專場，讓軒
小書迷向同學分享好書，並可於課

前書迷專場時段到圖書館借書。

早讀課
  逢星期二及四班主任時段進行的早讀
課，培養同學閱讀習慣。 

自主 閱讀 ‧ 創建 未來 ~ 軒 小閱 讀推廣 活動

不知道我會抽到甚麼禮物呢？哈哈，看我們扭到了甚麼

早晨齊閱讀，頭腦更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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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學閱讀的啟蒙，透過同學
獲贈的第一本圖書，開展同學閱讀

的旅程。期望同學於六年後畢業前，

回贈一本圖書予小一學弟學妹，延續

推廣閱讀的好風氣。

e 悅讀學校計劃
  透過e悅讀學校計劃，鼓勵學生閱讀
電子書，讓閱讀可以隨時隨地進行。 

家長伴讀好時光
  故事爸媽於星期五課外活動時段為小一同學說配合校本主題
的故事。

書伴計劃
  書伴爸媽於第一小息為小一同學說故事，校方更訓練小三同學成為故事小先
鋒，於第二小息為小二同學說故事。透過故事分享，建立同學的正確價值觀及與人

溝通的技巧。 

軒小爸媽說故事
  故事爸媽錄製故事，豐富閱讀資源，以推廣閱讀。

「夢想閱讀計劃」
  本年度校方為三年級學生報名參加由創意讀書會
主辦，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的2021至2022年「夢想閱
讀計劃」。創意讀書會推出一套18本以香港18區背
景為題及以學生的名字做主角的個性化圖書—《我

的香港故事》，希望透過送贈圖書活動，讓同學走出

校園，接觸社區，以生活體驗來增強閱讀的興趣。本

校三年級同學獲贈當中的3本圖書，分別是《我的灣
仔電車遊》、《我的西貢美食團》及《我的城門郊外

遊》。希望同學珍惜這次獲贈圖書的機會，好好愛惜

及保存圖書，閱讀後更可與他人分享，以推廣閱讀。

同學學習使用「e 悦讀學校計劃」閱讀電子書

我們擁有3本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圖書

書伴爸媽為小組同學說故事
故事小先鋒練習說故事

故事小先鋒為小組同學說故事

故事爸媽利用由校方提供的故事書為小一同學說故事

Book Start 小學一年
級新生閱讀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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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銜接與適應
  本校透過「幼小銜接」的安排，讓小一生及其家
長盡快適應及投入本校的校園生活。而經過上學期的

學習體驗，小一生都很快適應「軒小」的校園生活。

小一銜接資源套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舉辦的「教大賽馬會
升小銜接計劃」，該計劃先後兩次向本校的小一學生送贈「小一銜接資源套」，

內有學習卡、圖書、文具及月曆等，讓家長在家中也可善用這個資源套協助其子

女盡快適應校園生活。

評估方面
  為配合「幼小銜接」，校方會推行以下各項評估的措施：

• 上學期「測驗」及「考試」改為「評估一」及「評估二」；分卷、分額及時

限維持不變。

• 舉行評估的日期與其他級別進行測驗及考試日期相同。

• 上學期「評估」不計成績百分比，不會派發成績表，不影響升班。

• 一年級上學期普通話科「評估二」及下學期期考只考口試。

小一校園
樂繽 FUN
  經過了一個學期的學習，一
年級學生學會了甚麼新事物？他

們最喜歡跟同學一起做甚麼？當

中發生過甚麼趣事？讓我們一同

看看他們的分享吧！

幼 小 銜 接

小一校園樂繽FUN (1S)

小一校園樂繽FUN (1P)

小一校園樂繽FUN (1H)

小一校園樂繽FUN (1G)

小一校園樂繽FUN (1R)

1S同學們收到小一銜接資源套都感到很高興1P同學們收到小一銜接資源套都感到很高興

1R同學們收到小一銜接資源套都感到很高興

1H同學們收到小一銜接資源套都感到很高興

1G同學們收到小一銜接資
源套都感到很高興

升上小一後，我很開心可以識
到這麼多朋友，還有最開心的
事就是我坐校車的車長，每天
在車上和我談天。同學們都很
親切友善。

1R 杜卓謙

過去一年的校園生活，我認識了很
多新同學。在小息的時候，我們前
往圖書館，享受看圖書的樂趣。

吳焯旻1G(16)

小學有不同的科目，我學會了很多新知
識和事物，我尤其喜愛電腦科。另外，
同學間要互相幫助和照應，一同享受小
學新生活。我在小學感到真快樂！

1P何曉澄
2022年5月

小一的校園生活很愉快。
我學到很多新知識，也學
會如何跟同學相處。我最
喜歡跟同學聊天。我和幾
個同學曾經交換玩具，為
對方帶來歡樂。

1S 黃大仁

升上小一後，我認識了很
多同學，也認識了很多老
師。我喜愛上中文、體
育、電腦課，因為很有趣
和可以學到知識。我真的
很喜歡上學啊！

1H 吳靖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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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拔尖

六中拔尖

  本校四年級至六年級設有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拔尖班，讓學生的潛能在適當的範疇中充分發
展，從而得到提升。

  鑑於疫情，本年度上學期的拔尖班以網課形式進行。四月下旬，所有拔尖班恢復實體課堂，學生
都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從而啟發他們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創造力及提升個人與社交能力。

1,2,3 -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Filming in progressAdding an emoji to my 

video is a great idea!

討論自創故事的情節和提問內容製作自創故事簡報

同學們認真地討論辯題的論點和論據

金仔阿爸（5R陳卓鋭飾
演）連同金仔和金仔阿
媽獲得傑出演員獎

金仔阿媽（5H徐念恩飾
演）表情動作最生動

主角金仔（5R盧彥風飾演）學乖了

王聖仁先生（5R陳澔
正飾演）教導孩子學

習弟子規

五年級中文拔尖班同學以《弟子學堂》參賽
校際戲劇節，獲得傑出合作獎。

發揮創意 改寫結局
細心思考 故事發展

看動畫 齊學習

拔尖班：四年級劇本和廣播劇創作，五年級的司儀、小記者訓練和短劇演出，以及六年級辯論及講故事技

巧訓練，全面提升學生創意及傳意技巧。

四中拔尖

四英拔尖

中文科

英文科

資
優

教
育

拔尖班：內容包括視頻製作、布偶劇創作和學報製作，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書寫能力、創作能力和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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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拔尖

六數拔尖

拔尖班：上學期透過奧數課程，訓練學生的速算技巧及解難能力，提升對數學的興趣；下學期則教授創意

解難課程。

五英拔尖

六英拔尖

數學遊戲設計真有
趣！

認真思考，找出解題的方法。

同學們留心聽講，學習二進制。

同學們利用自製的
發射台發

射飛機

同學透過測試，找
出可擲出最遠距離
的角度。 試想想，有什麼方法令紙飛機飛得更遠？

專注地思考數學難
題

分享個人想法

遵守社交距離時，仍不忘熱烈地討論數學難題。

She was finding interesting pictures for her article.He was making his own word puzzle 

game.
she was searching for suitable pictures

Learning to make a video A group of story maker
We are puppeteers!

五數拔尖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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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helps develop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t also encourages children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Our English drama club consists of a group of talented and dedicated young actors and 
actresses. 

It was another challenging year because 
our students had to receive the drama 
training on Zoom. Thankfully the online 
learning mode did not hamper our 
weekly practice. Our students were so 
determined and self-motivated. They 
practised a lot by themselves which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instruction during 
the online classes. Delightedly their hard 
work paid off. They performed confidently 
in the show. Everyone was so devoted 
and each of them enjoyed the show 
very much. Their amazing performance 
deserved a stormy applause. 

Finally, eight of our students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They 
are Chan Shun Chi, Ho Cheuk Kiu Angie, 
Tam Shing Ho, Yip Ka Chuen, Ko Tsz 
Ho, Ng Tik Hin Kinsey, Cheng Cheung 
Chung and Chan Ka Long. Everyone did 
so well this year. We hope to see more 
amazing shows from our young actors 
and actresses soon!

School Newsletter
English Drama Group

All the group members did very well in the show. The comments given 
by the adjudicators were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This is our Smart Dram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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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rama Group

The P.5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group of fiv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selected to jo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stay with Miss Jones. While these students are working for 
the competition, the rest of the class stay with Miss Sim to create short 
videoed stories for the lower primary audienc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zoom lessons in the first term the students are 
finally able to act out their script, using the newly made puppet characters, 
in person this second term as the competition is approac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ents who 
are staying with Miss Sim also 
gather around to form a poetry 
circle to read and appreciate 
poems.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of 
the rehearsals for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Puppetry Competition

The group behind the scenes

Let's start!

Show Time!

Apart from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four of 
our group members participated the in 14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2022. They are Ng Tik Hin Kinsey, Ho Cheuk Kiu Angie, 
Tsang Yik Yeung and Yip Ka Chuen. After completed Phase 1 of 
the competition, they were selected to enter Phase 2 of the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picked from 180 teams and more than 80 
schools. They need to submit a 5-minute radio drama in MP3 format 
with the script online. The final result will be announced in July. 

We were delighted that eight of our students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n i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read the scripts for the 14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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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五位同學組隊參加了由聰穎教育慈善基金主辦的《第十四屆
「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憑《網絡真相》的改編

劇本成功入圍第二階段的比賽，五位同學有機會參加五月的劇本寫作

和語音訓練工作坊。同學們在特別假期期間，每星期參與排練，積極

準備五月復課後的錄音工作。我們希望以此劇帶出的訊息，正如劇終

旁白的總結所說：「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相比於戰爭可以在肉體上

摧毀一個人，網絡暴力可以在精神上摧毀一個人，互聯網給人暢所欲

言的機會，我們需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不要隨意說出傷害別人的話

語。我們要將心比心，顧及別人的感受，我們不應該容忍網絡暴力！

要向網絡暴力說『不』！」

以廣播劇帶出
「要向網絡暴力說不！」的訊息

積極投入錄音工作

  本年度中文話劇組由9位四年級同學組成，在課外活動課時段進行活動。同
學在課堂內學習了不同的戲劇元素，包括編劇、聲線運用、形體動作、配樂等。

同學有機會參與廣播劇和宣傳影片錄製，在每次收到劇本後，小演員們都認真圍

讀，分析每句對白的演繹方式。本組本年度錄製節目包括：天空故事之胡桃匧
子、識食劇場之餅乾風雲、弟子學堂、識食劇場之加工肉陷阱等，同學在中央台

收看時都十分雀躍呢！

中文話
劇組

同學在拍大合照時需設計不同的形體動作

跟老師研究劇本的演繹方式跟老師圍讀劇本

同學從急口令大賽中領悟
讀對白的技巧

中文話劇組正在拍攝健康飲食宣傳短片《識食劇場》

9位中文話劇組成員把自己的名字編
成故事，體驗編劇元素。

普通話 廣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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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電腦與編程」課外活動組，目的是讓同學體驗動手創造的樂趣，
認識機器人機械和電子零件，入門學習圖形化程式設計，並鍛煉邏輯和設計

思維。

  上學期，同學們先學習基本編程概念，利用「Kodu Game Lab 」的軟
件，以「視覺化遊戲程式設計語言」來設計自己的電腦遊戲。到了下學期，

同學們便會學習組裝mbot機械人，他們會透過圖形化的 Scratch 程式語
言，自行撰寫程式以控制mbot機械人。過程中，同學們需要進行測試與計
算，才能準確編程，指示mbot機械人需要幾秒內走多遠、轉方向時要轉多
少度、需要如何調整感測器的數值等，藉此讓同學能夠經歷科學家、工程師

或數學家在進行調查或解決問題時所採用的

方法。

  今年比賽的難度比我們預計的高許多，除了規定只可選用MIT
網上版Scratch外，還有因暫停回校進行面授課堂，令大家難以一起
製作和測試參賽作品；雖然困難重重，但同學們仍堅持借助線上視

訊會議共同研究和分工。最後經過許多次的會議，同學們終於在有

限的資源和環境下，在比賽限期前完成了參賽概念作品。

5P 田沐珊：
  我在這個比賽中學會了團隊合作，我和兩位成員都要透過
Zoom來商討點子，有時候還會邀請老師加入呢！我亦透過是次比
賽，運用既有的知識和工具，找出解決困難的方法，提升了我的

創造力和解難能力呢！雖然未能晉身決賽，可是我亦獲益良多！

微型電腦與編程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22

4P徐梓權：
  經過多番的努力，不斷改
良我們的構思，最終製成我們

的機械人—軒小防疫寶。

5H 徐念恩：
  雖然這次比賽未能晉級，但在這
段時間，我增長了不少Scratch編程知
識。透過這次經驗，希望能在往後的比

賽更有把握，為校增光。

學生們早期設計構思之一

參賽概念作品：軒小防疫寶

你看他們多投入！

同學正在組裝mbot機械人

同學看來正在設計run and jump的遊戲

同學正在學習Kodu Game Lab

透過線上視訊會議共同研究和進行分工

普通話 廣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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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實體課後，同學終於可以參加星期五的課外活動堂了！六年級LEGO EV3組的同學可以大顯身手，利用積
木建構機械車，並配合編程技巧完成各項任務。過程中不但能學到新的知識，更有助訓練思考，提升解難能力。

  在這次活動
中，我明白到團隊

精神的重要。因為

如果沒有同學的幫

忙，我可能完成不

了各種大大小小的

任務。

OL E G 3E V 同學們

試車情況

  參 加 這 次

LEGO課外活動，
令 我 對 科 學 和

STEM的知識增
加了不少。在砌

LEGO車時，同學
們分工合作完成

組裝，過程中充

滿樂趣，讓我感

到十分開心。

同學心聲
6P 徐文欣

6S 鄺穎青
6S 楊煦澄

6P 劉子希

  這次學習
編程LEGO機械
車，我覺得非常

好玩，不但讓我

學到新的編程知

識，更讓我與同

學之間的友誼增

進不少。

  這次流動組的
活動很有趣，砌好

模型車後便可利用

iPad操控車子移動
的方向，過程中有

很多挑戰和樂趣，

希望學校能多舉辦

同類活動。

成功編程，任務達成！機械車前進了！

同學正努力地編寫程式以驅

動機械車

建構LEGO車能訓練同學的耐性

面對大堆零件，同學滿有信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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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E G oW 2E .D 0

五年 級 L eg o 組

  透過每個小小的Lego組件，加上同
學的大大的創意，就是五年級的課外活

動—Lego組。

  課堂中，同學們由學習閱讀電子說
明書(R)，認識每項程式的運算纙輯(M)，
及至感應器的科學原理(S+T)，配合現實
情況地去作調整(E)及進行美化(A)，從而
拼合出理想的模組，去完成偵測、探索

等任務，讓同學獲得滿滿的成功感。

同學們愉快地展示探測車

同學正組裝探測車底盤

同學正在由部件開始組裝
，準備十足。

同學開心地把探測
車拼砌完成

同學興奮地測試探測車的紅外

線感應器

兩台探測車成功地合作完成任務

同學努力下的編程成果，你看得懂嗎？

探測物件任務
任務內容：要按探測到的物
件數量準備地數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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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3組共11位學生參加「第二屆小學創科 VR / AR 設
計獎（TIDA）」，同學們和家長先出席親子工作坊及網上課
程，學習CoSpaces Edu編程，跟着以「全民運動」為主題，
創作運動場景及遊戲，宣傳運動的好處。另外，更介紹做運

動的方法，鼓勵大家多做運動，保持身心健康。

掃描QRCode觀看簡介影片

A組組員

B組組員
C組組員

V 編程戲R 遊

請先安裝CoSpaces Edu，然後試玩學生作品

相約好友打籃球

堅持努力定成功騎單車健康快捷又環保參加團體運動身心健康

親子工作坊

活力女性齊跳舞

A組：6R江競程，6R羅景耀，6G陳亦暉，6G張栢瑜

B組：4P張睿熙，5R李天朗，5S盧禹軒，5S錢顧元 

C組：4P徐愉善，4G蘇文豪，5P林熙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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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學習是指利用數碼裝置和電子媒體進行學習，以達到
學習目的。在疫情下的課堂裏，雖然同學們個別地在隔板的保

護下上課，未能進行分組活動，但是借助平板電腦和各個學習

軟件，大大增加了學習的互動性和趣味性，提升學習果效。

  各科老師透過不同的學習軟件，包括Padlet、Peardeck、
Quizizz和Nearpod等，讓同學們能在課堂上即時表達自己的想
法，並上傳至同一頁面上與其他同學分享，進行互評。另外，

也能連結到互聯網進行資料搜集，豐富所學的內容，更可以利

用軟件以遊戲方式，評估同學的學習進度，讓同學能輕鬆愉快

地學習。

e-Learning 

上中文作文課時，同學們在Padlet上載香港不同景點的資訊，有助刺激同學思考，豐富寫作內容。

在常識課時，同學
使用iPad上網進行資料搜集

要讓同學們分辨Anything

和Anybody的分別，可以

利用Peardeck軟件，考考

同學們呢！

同學透過Peardeck把完成的英文習題上載至留言板，讓同學互相比對答案，進行互評。

利用Quizizz進行比賽後，老師為同學多犯錯的數學問題作詳細解釋。

同學在Quizizz精美的介面下進行數
學運算。

全班同學利用Quizizz進行數學比賽

在中文課堂，老師透過Padlet展示更多寫作材料，讓同學進行分析。

在常識課時，學生透過Nearpod表達意見，並按"Like"贊同同學們
的答案，達至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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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雖然受疫情影響，不少STEM活動也未能如期
進行，但校方仍盡最大努力，協助同學參加不同機構舉

辦的STEM活動及比賽，以培養同學對科學與科技的興
趣，成績有目共睹。

  本校六年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STEM培育協會舉辦的「童．築夢」建橋工作坊。同學通過學習橋的基本結構，然
後運用有限的材料，發揮創意及解難的潛能，設計及製作一道穩固、承重量高的童夢之橋。活動中，同學表現非常投

入和認真，探究興趣濃厚。當中有16位表現優秀的同學更獲學校推薦，代表學校參加相關的比賽，學益匪淺。

  本校四位六年級同學（6H曾奕揚、6R來俊傑、6S陳加朗、6S何
紹誠）參加由香港海事科技學會舉辦的小學組「水下海洋航行器設

計」比賽，透過學習SketchUp 3D建模程式及3D打印的知識和技巧，
設計一艘適合水下海洋航行，並能進行海洋生物取樣的船隻。同學以

環保為設計意念，配合太陽能供電系統及玻璃船底的概念，獲得一眾

評審的肯定，取得「水下海洋航行器建造大獎」季軍。

「童．築夢」建橋工作坊

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及建造比賽

教育

我們的童夢之橋承重量很高呢！

同學小心翼翼地放每一個砝碼。
16位同學準備就緒，預備出賽啦！

作品模型展及比賽同學努力向評審及嘉賓介紹作品

很期待設計作品完成3D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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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三位P.4-5同學（4P徐梓權5H徐念恩5P吳泓樂）參加由香港培僑中
學舉辦的培僑盃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火箭車工作坊及比賽，同學透過學習Wind 
Tunnel風洞應用程式認識空氣動力學，並要利用預備的物料自行設計一部獨
一無二的火箭車進行競速比賽，同學在工作坊及比賽的過程中，學會了製造

火箭車需要的科學原理，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能量轉換、空氣阻力、摩

擦力、速率、氣壓、對稱⋯⋯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為恭賀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鑽禧校慶，本校9位P.4-6同學
（P.6組別：6R譚承浩6R陳珈晴6R來俊傑6G吳荻軒6S何紹誠，P.4-5組
別：4P徐梓權5H徐念恩5G周禮曦5S何朗謙）參加由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舉辦的賀鑽禧骨

牌裝置設計短片比賽。於短

片中，同學們需要運用不同

的物料，如骨牌、氣球等

顯示60數字字樣及營造出
校慶的歡欣氣氛，並利用

micro:bit製作機械人表演裝
置。最後，本校P.4-5年級
組別於短片比賽中運用了

LEGO EV3及Micro:bit設計
編程，並使用了不同的骨牌

及材料設計裝置，終於獲得

「最佳裝置設計獎」，真是

可喜可賀！

培僑盃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火箭車工作坊及比賽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賀鑽禧骨牌裝置設計短片比賽

P.4-5同學設計的骨牌作品，最
終獲得「最佳裝置設計獎」

P.6同學設計的骨牌作
品

同學小心翼翼地運用LEGO EV3設計編程程式

3位同學：「我們設計的火箭車，終於
大功告成呀！」

梓權：「念恩，小心呀！小心受傷呀！」
念恩：「放心呀！我有戴上手套，這工具
也很安全呀！」

泓樂：「念恩、梓權，我決定這樣設計，你們認為如何？」
3位同學你一句，我一句，希望設計出一部速度最快的火箭車

得獎短片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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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你有多久沒有乘搭飛機，衝出香港，實現飛行夢想？近幾年因受新冠病毒病影響，同學們已有數載
未能外出旅遊，學習新事物。雖然大家未能衝上雲霄，拓闊視野，軒小老師們也盡最大的努力舉辦不同的飛行活

動及課程，務求同學們在疫情期間，也可裝備自己，為將來作準備，更可以培養自主探究的學習精神。

  本校三位P.4-5同學（4P李俊5H陳諾彤5S朱芷洛）於2021年12月18日參加了由林氏基金及HK Express航空公司主
辦的「慈善Flycation」活動。當天同學在HK Express機組人員的帶領下，乘搭特別航班，在30 000呎的香港上空盤
旋。在航機上，同學們在全港第一個空中教室學習基本的航空知識，更親身學習使用救生衣及氧氣面罩。活動中，3位
同學表現非常投入和認真，更在問答比賽環節中獲得小禮物，裨益甚大。

  大家有想過利用聖誕假期增值自己嗎？本校29位P.4-6同學於2021年12月28日至30日三天上午返校參加「衝上雲霄飛
行計劃：紙飛機設計及飛行理論課程」。這三天，同學們學習不同的紙飛機滑翔研究及理論，如：空氣動力學、牛頓三

定律、旋轉物理學及柏努利原理，最後更要自行設計一架可以滑翔最遠及在空中停留最長時間的紙飛機。在3天的學習過
程中，同學們真的做到學以致用。

慈善Flycation空中教室 

聖誕假期STEM拔尖課程—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紙飛機設計及飛行理論課程

I Believe I can Fly 軒小 同學 實踐 夢想

3天活動完成後，大家來個大合照留念，你看同學們「真的很興奮」。現職空中服務員教導同學穿上救生衣及氧氣面罩。

同學，你學懂
了利用氣球

模仿飛機引擎
操作嗎？

這是退役飛機的窗
框，同學們

能夠在學校觸摸，
機會難得。

諾彤：「我第一次學習使用救生衣，真是難忘！」

大家看到3位同學興奮的表現嗎？
3位同學和老師真的要用護照出入境的。

出發前，3位同學和大師兄林先生一同拍
照留念。大家

看到嗎？出發地和終點也
是HKG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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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天同一時段，另有29位P.4-6同學參加「衝上雲霄飛行計劃：創意機場策劃課程」。同學們發揮創意，在三天工
作坊自行學習設計獨一無二的創意機場，並透過課程對新加坡、北京及香港國際機場的設計及規劃加以認識，同學可從多

角度了解不同的國際級機場的最新發展。經過三天課程後，同學們學會利用不同的環保物料設計機場，並對建造機場有更

深的體會，對將來的發展有重大的啟示。

  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這重大日子，本校參加了由林氏基金聯同
HK Express航空公司主辦首屆「香港飛行明日之星計劃及比賽」。
有關課程包括校外參觀、校內飛行工作坊及參加「回歸盃」 港紙飛

機設計大賽。31位同學於2022年6月11日（六）上午到香港國際機場
HK Express工程中心參觀，同學們看見工程中心內的飛機，無不表現
雀躍及投入，並向工作人員查詢不少航空問題。老師及HK Express航
空公司工程人員對同學的表現讚不絕口，更期望他們長大後能投身航

空業，為香港出一分力。「回歸盃」香港紙飛機設計大賽將在2022年
8月6日（六）校內舉行，老師們期望同學把工作坊所學的知識得以發
揮，爭取佳績。大家也為他們打氣加油吧！

聖誕假期STEM拔尖課程—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創意機場策劃課程

「飛行明日之星課程及比賽」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衝上 雲霄 遨遊 四海

同學更可走入控制室和機師拍照留念，更能近距
離看看數百個按鈕，可算是夢想成真。

休假中的2位空中服務員更特意回
廠向同學講解機上

工作。

同學們有機會用手觸摸飛機輪胎，機會真是難得！
HK Express工程人員特別為同學打開飛機引
擎，讓同學一睹其「廬山真面目」！

5H徐念恩代表學校向HK Express航空公司致送紀念狀。

你看！同學們高舉機械工
具，像發現新玩具般興奮

！

男同學：「各位，我們繼續努力，希望能設計出一個環保機場！」同學們帶備不同的環保物
料製造機場模型。

同學們專注地聽從導師講解設計機場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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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乃教育局推行的三年個人成長輔助計劃，目的在於提升小學生的抗逆能力
(Resilience)，培養學生面對逆境的正確態度、協助學生掌握應付逆境的知識及技能，激勵他們積極面對成長中可
能遇到的挑戰。

日期 活動名稱

小四

10月
迎新及啟動禮

優質家長工作坊

10-5月 輔助小組

12月 挑戰日營

1月 愛心之旅（探訪長者ZOOM）
6-8月 再戰營會

7月 親子日營

8月 結業禮

日期 活動名稱

小五

10月 歷奇體驗

10-2月 強化小組

10-2月 黃金面談

2月 愛心之旅
（探訪長者ZOOM）

3月 結業禮

6月 優質家長工作坊
（原定3月前）

日期 活動名稱

小六

12-6月 強化小組

12-5月 黃金面談

6月
歷奇體驗

優質家長工作坊

7月
愛心之旅（畢業致謝

學校禮物）

結業禮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活動花絮：

抗逆力的三大原素：

「成長的天空」計劃 – 內容

效能感

(Sense of Competence): 

包括人際技巧、解決問題

能力、情緒管理、目標訂

定等。

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ness)：

被照顧及被支持的力量（家

長、師長、長輩）。

樂觀感

(Sense of Optimism)：

處事時的正面心態，並相信

未來是光明和充滿盼望的。

  透過輔助課程中的多元化活動，強化學生之三大抗逆能力，
讓他們相信自己擁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和管理情緒，並加強學生、

家庭、學校及社區之聯繫。

學習
活動篇

蒙著眼：「我信任你的指引，最終成功完成任務！」

了解自己感受，成為自己的情緒小主人。 我們分工合作，各
司其職，合

力建起的的們的小
屋。

隊友互相配合，相向交流，就
很容易完成任務！

每人都出一分力，就可合作完
成，拿到我們的小寶藏！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要啟動了，家長和老師的支持是學生成長中最重要
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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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先來個熱身大比拼！

憑著我們的合作，成功取到很多寶物！

我們一起完成的友誼堡
壘，為彼此遮風

擋雨！

同學需要學習處理情緒的方法，於日常生活中好好應用
出來。

雖然隔著屏幕，但同學仍十分投入小組活動。

線上探訪長者，疫情沒阻隔我們的愛心和對長者的關心。

保護行動靠每個人一雙手，去保護脆弱的雞蛋。 學習處理衝突模式，在日常生活中找出雙贏的方法去處理衝突。

動動腦，轉轉彎，提升解難能力。 回顧自己做義工時發揮的特質，好好繼續於平日去服務身邊有需要
的人。35



日期 活動名稱 合作機構 內容

10-11月 給同學的留言 校本活動
「給同學的留言」活動是讓同學投稿，
透過中央廣播及張貼於輔導組壁報，與
同學分享校園自律守規的小貼士。

5-7月 軒小知多D 和富基金
邀請小六服務團隊以「自律守規」為題
拍攝短片，讓小一學生認識校園中不同
場景的規則。

11-4月

「老而嚟堅」親子活動
• 「家家不停盡展活
力」工作坊

• 中國文化共融活動

凝動香港
體育基金

透過一系列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運動
工作坊及手工藝兩部份，讓家長或祖
父母從旁協助或與小朋友一起進行活
動，增加親子關係。同時透過活動建
立正面品格和傳承中華傳統道德價
值，使身體維持良好的狀態，精神放
鬆，齊齊抵抗疫情。

生方 位 學全 導 活 動輔

「軒小知多D」拍攝花絮

「軒小知多D」小劇場「給同學的留言」貼堂作品壁報

透過運動，增進親子的溝通。

「給同學的留言」吸引了很多同學踴躍投稿呢！

彩虹書法具創意又有趣，又可以讓參加者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參加者對雙節棍運動深感興趣

詠春除了可以強身健體
，其哲理重點更可訓練

我們，用

最直接有效快捷方法地去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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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小童耆樂長幼  多元實踐顯共融

  為增加學生服務學習的機會並實踐所學，本校
「軒小童耆義工隊」並聯同「長者學苑」及「尊賢

會」合辦一系列不同的長幼活動，耆樂導師與學生

搭伴一起，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互動及進行服務學

習。活動內容多元化、動靜兼備，亦會引入國情教

育元素，不但有助他們建立及提升協作、溝通、創

作、自我管理等能力，在學習服務之餘也能增加其

自信心及促進長幼融洽關係。

服務學習

大家利用親手種植的艾草製作成「艾草萬用膏」，並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種植的清新氣味。

將中國傳統的節日食品（湯圓）加入創意元素（麥提沙內餡），學生在過程中輕鬆愉快地掌握了包湯圓的技巧。

輕鬆愉快的椅子舞能使大家寓運動於娛樂，釋放壓力，舒緩情緒，提升快樂指數。

耆樂導師與學生一同利用茶葉製作
葉形書簽，

寫上感言後互贈對方，以證彼此之情
誼。

童耆互動，盡顯溫馨。

耆樂導師給學生介紹茶的歷史知識，
傳承中國文化及智慧。

學生與耆樂導師一起製作香蕉薄餅，然後帶回家中享用，感覺不但甜在嘴裏，更是暖在心中。

童耆共舞，舞出小天地，這就是「快樂椅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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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已在本校開展了兩年，本年度
在教育局的安排下，軒小連同離島區的一所中學組成

群組。 

 本年度的言語治療本着三大宗旨：「及早預

防」，「及早識別」和「及時治療」提供服務。首先

在及早預防上，因教育局推行「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

務」，言語治療師可以有更多時間留守軒小，所以上

學期分別舉行了小二至小六共五場的懶音講座，旨在

提升學生對不同懶音的認識，亦在聖誕前獲小四中

文科老師的協助下舉辦了有關看圖說故事的協作教

學。下學期特別假期後，為小三及小六學生舉辦了

有關小組討論中文協作教學，這些活動都有助提升

學生的語言能力。 

 為了及早識別有語障的學生，在10月的首
三星期，言語治療師為全級小一學生以看圖說故

事、問答的形式作言語能力的識別。此外，小息

時學校也特別舉辦了社交小組，以提升學生的溝

通能力。

 「及時治療」上，經評估後的學生，我會致電或
以面見形式與有語障的學生家長聯絡，報告學生表現

並共同建立訓練目標。課堂時亦透過提供多元化的言

語治療服務，令有需要的學生不管在實體課還是網

課，都可以繼續言語治療服務。於每科節後亦有為學

生設計家居訓練並記錄進度，務求學生可將所學運

用到生活中。

  在日後期望可以舉辦更多活動，以提升學生、
教師和家長對言語治療服務的認識，以加強學生的

溝通能力。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與科任老師開會討論協作內容
為小二至小六舉辦的懶音

講座

中文科小組討論技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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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學堂—中華優秀文化
校園計劃

  由善德基金主辦的「善德學堂—中華優秀文化校

園計劃」，目的是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藝術教育及提升青少

年的文化自信、藝術修養及民族身份認同。本校的小三及

小四同學，獲邀參加了武術及戲劇兩個課程。透過習武，

同學不單對中國傳統的武術和文化藝術有初步認識，對於

武德、禮儀、自信和個人修養，都有很大的裨益。至於戲

劇課程，則以家傳戶曉的「花木蘭」故事大綱作為主題，

不單讓學生了解故事內容，從而感受箇中的中國文化及美

德，更可培養學生的想像力、觀察力、模仿力及合作能

力。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寶貴經驗！

入宮選秀女，要打扮得靚靚架！

看！我們的官差和士兵多
麼威猛啊！ 

我們的服裝多漂亮啊！

齊齊練武，強身健體。

有形有力又有勁

欣賞我們的腿功和腰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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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年伊始，部份五年級同學在課
外活動時段齊集於二樓活動室，欣賞了一

齣互動環保音樂劇「膠積未來」，演員們

落力演出，透過音樂劇的劇情及悅耳的歌

曲，讓同學們了解到塑膠垃圾對環境造成

的禍害，並作深刻的反思，一起來看看

同學們的分享：

「減碳小偵探」來了！
  而約53位來自二、三年級的同學就參加了由「綠
匯學苑」舉辦的「減碳小偵探」網上體驗工作坊。同

學們雖然年紀小小，但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

行，齊齊減碳，為環保出一分力！

夏天沒有冷氣怎麼辦？
  炎炎夏日，如果連續一星期沒有冷氣，會是怎樣的景況呢？
2021年10月初，本校高年級學生參加了由「環保觸覺」舉辦的「無
冷氣夜2021週記徵文比賽」，其中5R班黃晟昊同學的文章在全港
眾多參賽作品中獲得優異獎，值得表揚！

  ⋯⋯減
少使用即棄

塑膠。

環保 音樂 劇

  我學會了
減少使用即棄

物品⋯⋯

  ⋯⋯話劇
內容十分寫

實，令人引起

共鳴⋯⋯

  ⋯⋯不要
用太多一次性

的東西⋯⋯

⋯⋯there is only 
one planet.  So if 
we don’t protect 
this planet, there 
will be no planets 
to live on⋯⋯

I  l o v e  t h e 
show because 
it’s so cool.

探索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2021年10月
7日，約百多位
四至六年級同學

參加了由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教

育部舉辦的「探

索香港的生物多

樣性」網上體驗

工作坊。同學除

了能多了解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外，還可以製作屬於自己

的「森林光影盒」，十分有趣呢！

5H王家熙 5R陳美言

5G何靖悠5G覃韻澄

5P吳泓樂

5S羅淳傑

大家都全神貫注地欣賞精彩的音樂劇表演！

同學們與演員打成一片，十分投入。

黃晟昊同學領獎

「森林光影盒」既立體又有層次，多真實！

踏入10月，我們舉辦了兩場網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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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大使有話說
  2021年11月20日，我們
一行約20多位的環保大使到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

變化博物館」參觀。此行讓

環保大使們認識到人類的活

動對自然生態造成了極嚴重

的破壞，我們要立即行動，

保護我們的家—地球！

特別假期  ･ 特別工作坊 — 一隻候鳥的遷徙歷險
  今年3月至4月，全港學生放了一個「特別假期」，假期期間，
環保活動仍然繼續。於2022年3月24日，一班三至五年級同學參加
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2022外展教育活動
「Lolo飛行手記」網上工作坊。網上工作坊以遊戲形式進行，讓同學
們跟隨黑臉琵鷺Lolo經歷一次由北到南的遷徙。從中，同學們認識
了黑臉琵鷺的習性、生存壓力。讓同學們反思人類行為對野生動物

（如候鳥）所造成的威脅，身體力行，減少破壞自然環境。

      身為環保大
使，我一定會在夏

天少開冷氣，希望大家

也能做得到，為地球

出一分力。

4G蘇文豪

 我學會了以後

減少乘坐交通工具，減

少對環境造成破壞。我很

高興可以來這裏參觀，希

望下次可以再來。

    ⋯⋯令我知
道了全球暖化的原

因。全球暖化的情況已

達嚴重。全球暖化已經

影響了住在北極的生物，

令牠們失去居所⋯⋯

4P胡妙姿

 這次活動

令我感受到動物所

受的威脅，以及牠們

的悲哀和痛苦的滋味

是怎樣的。

   ⋯⋯令我最傷
感的是看見北極熊

的屍體，我希望人們

可以停止破壞環境。

 ⋯⋯我才知

道人類無時無刻都在

破壞環境⋯⋯所以我們

要保護環境。

 這次的活動令

我獲益良多，我從參

觀中學到各種在極地生

活的動物也會因氣候變

化而滅亡。我也學會怎樣

保護地球⋯⋯

6G廖天藍

 這次的參觀

令我大開眼界⋯⋯我

反思自己是否太浪費

電，並改善了。

  我覺得很
有趣，我不但學到

環保的知識，還學到

一些減碳的方法⋯⋯

4H林熙雯 4H陳家朗

6H曾奕揚

5H陳樂軒

5H羅曉晴

4H翁耀廷

雖然是線上工作坊，但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聽導師講解。

參觀完畢，來張大合照！

參觀前，同學們專心地聽導賞員講解參觀時要注意的事項。

同學一邊觀察展品，一邊聆聽導賞員詳盡的介紹。

環保大使在出發前與校長留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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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健康大使致力推動「開心『果』月」活動，以「水果益處多 日日要Encore」
為活動口號，推廣每天都要吃水果，身體健康益處多的訊息。今年「開心『果』月」

的活動有填色遊戲同摺紙活動，大家都踴躍參加。每個星期五是水果日，學生都會帶

水果回校進食。

健康
校園

齊來參加水果日

小息時的摺紙活動

水果益處多

我們成功摺了香蕉

日日要Encore

我們很用心填色，當然也喜歡吃水果。

只要多吃
水果，就

會和我一
樣健康。

我很用心摺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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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班際及社際整潔比賽於6月13日至6月24日舉行。在比賽期
間，同學需要在課堂及小息期間保持個人及課室清潔，才能獲得老師給予

分數。同學們在一個整潔的環境下，亦能有助防止病毒的傳播。

整潔比賽得獎名單

班際：1G, 2P, 3S,

      4H, 5R, 6G

社際：H社

下學期社際整潔比賽分數（累計成績）

下學期班際整潔比賽（累計成績）

整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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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便服日
  本年度公益金便服日於2021年10月28日舉行，我校師生都踴躍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穿着便服來籌款。當天配
合英文科的萬聖節活動，同學們都以萬聖節為主題用心打扮，懷着輕鬆、愉快的心情回校上課為校園添上一抹色彩。

感謝大家慷慨解囊，全力支持是次活動，這次便服日共籌得超過六萬元善款，將用作幫助社會有需要的人士。

一眾公主們來個大合照！ 我們的服飾與萬聖節的佈景十分合襯

即使戴上口罩，也難掩我們的笑容呢
！我們都是蜘蛛俠！看招∼

同學們的衣服都各有特色，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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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幼童軍團隸屬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第三十六
旅，一直以來，老師積極帶領一眾軒小同學參與各種不

同具挑戰性的訓練，學習不同的童軍技能，當然少不了

參與本區的社區服務。因此，幼童軍無懼疫情的威脅

下，繼續迎難而上，更在本年度榮獲香港童軍總會頒發

的優異旅團殊榮。另外，去年受疫情影響的宣誓禮終於

能在本年度如期舉行，見證了一群新晉的幼童軍加入我

們這個大家庭。近年，為加強同學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國民身分的認同，幼童軍亦協助本校的升旗隊工作，表

現令人欣喜。

幼童軍

軒小童軍  濟濟一堂  紮根灣仔  面向祖國

幼童軍在學習集會時的姿勢

幼童軍宣誓禮完結後，我們一起大合照。

本校幼童軍團領袖和隊員出席香港童
軍總會港島

地域的優異旅團嘉許典禮

幼童軍為了應付每週一次的升旗禮，因此
每週都會進行恆常的升旗訓練。

本校幼童軍負責本校的升旗工作
6P李承恩同學代表本校幼童軍團領取優異旅團榮譽 45



  我很榮幸今年能夠參選傑出風紀，並且當選，這是各位老師和同學對我的肯
定。這個活動我只是期望參選，並沒有想到會當選，所以當我知道我成功當選的時

候，我感到十分驚訝。在拉票的過程中，我要感謝同學為我提供「大聲公」，還要

感謝媽媽的支持和鼓勵。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所有支持我的老師和同學。

6S盧永倫

6S趙子詠

6G廖天藍

  2021至2022年度風紀共91人，縱使在疫情下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
有限度為全校師生服務。為了對他們的服務予以肯定和讚賞，訓育組

舉辦了傑出風紀選舉，藉此表揚表現優異的風紀。

  本年度參加傑出風紀選舉的同學非常踴躍，共23名。他們除了邀請提名、撰寫自我簡介、拍攝宣傳短片外，還要
自製各樣宣傳牌，爭取全校師生的一票。經過一輪民主投票，傑出風紀分別由6S盧永倫同學，6G廖天藍同學，6S趙
子詠同學當選，恭喜以上各得獎同學。

得獎 心聲

  我得到學校六年來的栽培、老師和同學的愛護，所以，我立志要當風
紀，服務同學。在當值的時候，我結識了很多老師和同學，這也驅使我參加

「傑出風紀選舉」。在投票當天，有很多同學投了我一票，令我十分感動。你

們的支持給予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勵。我現在衷心地向你們說聲「謝謝你們」。

我承諾日後我仍會謹守崗位，服務大家。

  我十分榮幸有機會參加今年的傑出風紀選舉，並以第三高的票數當
選。我十分感謝老師的提名和媽媽協助我製作橫額，我也十分感謝幫助

我拉票和一直在背後支持我的同學，更感謝投我一票的老師和同學們！

傑出風紀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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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風紀選舉候選人心聲

(17)號候選人  5R陳卓鋭  心聲
  對於是次選舉，無論勝負與否，對我來說也是
一個好好的體驗。這次選舉既是一場考驗，亦是一

堂課堂。它考驗我能否以身作則，履行職責，展現

出傑出風紀應有的表現，更要求我在眾多候選人中

脫穎而出。它同時也讓我學會如何展示自己優秀的

一面，從而爭取更多的支持，使更多同學認識我。

我也學會當遇到支持和不支持的聲音時，我也要樂

意接受，支持使我更加努力，不支持使我認清缺

點，加以改善。

(14)號候選人  5H徐念恩  心聲
  這次傑出風紀選舉真的讓我獲益良多。在這
次參選傑出風紀選舉中的每一個環節，由邀請提

名人，錄製自我簡介影片，製作拉票工具，以及

在學校門口向同學拉票，都是希望得到老師和同

學的認同，也讓我明白到原來想做好一件事是

要付出努力的。當我聽到同學對我說：「支持

你！」時，我滿心感謝，而當助選人賣力地協助

拉票時，我也十分感激。無論投票結果如何，我

也會繼續盡忠職守，維持校園秩序，服務同學。

候選人各出奇謀，向同學
拉票。

請投我4號候選人一票

同學們夾道歡迎，都是為了爭取選票。

這次參加傑出風紀選舉共有23名候選人，可謂競爭激烈。

恭喜三位獲得最高票數的傑出風紀

宣傳牌圖文並茂，遠處的同學也能看見。

同學們有的大聲叫喊，也有高舉宣傳牌，
真是各適其適。

支持及助選的同學濟濟一堂

宣傳牌製作得美輪美奐，色彩繽紛。

得獎傑出風紀與陳校長、羅主任及張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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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學生選舉是為了表揚小五及小六有傑出表現的同學，所涵蓋的範疇包括學行，體藝及服務三方面，分別由每
級兩位同學獲獎。傑出學行獎根據校內成績選出、傑出體藝及傑出服務獎則根據校外比賽成績及服務紀錄選出。

學行 體藝 服務
P.5 5H 徐念恩 5R 陳卓鋭 5R 王泳文 5S 何朗謙 5G 趙闓文 5G 何卓蕎

學行 體藝 服務
P.6 6G 曹銘軒 6P 卓子謙 6S 何紹誠 6S 趙子詠 6H 黃皓嘉 6S 趙子詠 6G 邱煦悦

傑出學生選舉

48



  家長義工的服務充分體現了「家校合作」的精神。縱
使過去一年疫情持續，但一眾家長義工仍克服重重困難，

協助學校舉辨大大小小不同的活動，熱心為學校及學生

服務。本年度學校共開放15項家長義工活動，共招募超過100位家長義工。在充足的防疫措施下，家長
義工也到校協助各活動的進行。除了原有的活動外，為配合防疫政策還增加了防疫（快速檢測及氣球攤

位）的工作。校方衷心感謝家長的熱心參與投入服務，讓孩子在健康、和諧、共融的環境下愉快學習。

1. 家長教師會理事 全年活動

2. 圖書處理 全年活動

3. 「軒小爸媽説故事」 全年活動

4. 家長伴讀好時光 全年活動

5. 書伴計劃 全年活動

6. 協助放學 全年活動

7. 裝飾佈置 全年活動

8. 選舉監票 2021年10月20日
9. 聖誕攤位活動 2021年12月17日
10. 防疫工作（快速檢測） 2022年4月開始
11. 外展疫苗接種日（氣球攤位） 2022年5月14日
12. 畢業熊製作 2022年5月24日
13. 「軒動分級競技日」 2022年7月13、14、25、28日及8月1日
14. 「全方位學習團」 2022年7月25日
15. 輔導組活動 2022年7月27日

家長義 工

家長義工活動：

大家都很用心地製作聖誕佈置呢！

聖誕聯歡會當天，家長義工為小一及小二的學生製作了很多精美的
小禮物，同學們都滿載而歸呢！

多得家長的幫助，大大縮短了同學們等待的時間，能夠很快回到課室。

有了家長義工的巧手佈置，校園充滿聖誕氣氛。

每位到校接種疫苗的同學都能獲得一
個可愛的氣球，同學們都很開心呢！

SMC主席及校長也一同打氣。

正在進行投票活
動，有賴家長義

工幫忙。

教師及
學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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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9月10日是杏壇
一年一度的敬師日，本校

之家長教師會為響應敬師

日，家長理事於9月20日精
心挑選水果，再由學生班

代表和家長理事代表向校

長及全校教職員致送香甜

的水果，藉此對老師們無

私之付出及辛勤的教學表

達謝意，亦期望在學期伊

始弘揚師道，提倡「敬師

愛生」的精神，讓師生建

立彼此互信互愛的教與學

環境，也突顯家校合作的

成效。

  輔導組透過安排不同主題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以提升家長管教及親子溝通之技巧。

日期 講座／工作坊名稱 合作機構 內容

10月 「一年級家長網上支援講座」 和富基金 支援家長在家教育及輔助小一子女適應校園生活

10月12日 「認識自閉症及專注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

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
年精神科資深護師陳

修鳴姑娘
認識有關病症的特徵及協助兒童學習的方法

10、12、6、
7、8月 成長的天空優質家長工作坊

循道衛理中心及浸信
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讓家長了解抗逆力的重要性及在家如何培養孩子抗逆力。另外亦會
讓家長懂得如何辨識學生情緒及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的方法。

11月 「陪伴子女走過情緒高山低谷」家
長講座

救世軍
協助家長以新角度，理解子女行為背後的需要，傾聽子女的心聲，
促進健康溝通，建立融洽的親子關係

1月18日 「湊孫同學會」祖父母／家長講座 香港仔坊會 如何建立融洽的三代關係

3月 「e$mart理財童學會」家長理財教
育講座

家福會
讓家長了解如何配合子女在理財教育上的需要，並由家庭開始作出
適切的培育

3月21日 關注學童在疫情下的身心健康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讓家長關注學童的身心健康情況

3月22日 如何在家居訓練學生的敍事技巧及
電子教材介紹

校本言語治療師 讓家長認識一些在家訓練學生敍事技巧及有關學習材料

5、6、7月 「6A品格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有品
讓家長掌握正向的家庭教育原則，並認識如何教出積極正向孩子的
心法，以釐清真愛與管教的觀念，走出管教誤區

7月 「湊孫同學會」祖父母／家長講座 香港仔坊會
提升本校學生的家長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在隔代管教及與孩子溝通
的技巧，從而促進和諧共融家庭關係

家校連繫—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家長 也敬 師

其中幾個學生代表出發向老師們送上「謝意」。

「敬師愛生」可從老師和班代表的笑面展現出來。

理事們代表全校家長送贈水果，體現家校合作，關係融和。

水果雖「輕」卻載着滿滿的心意。

小一家長專心
聆聽如何協助

子女

適應及過渡小
一校園生活。

讓家長了解現時潮流，再去明白新一代付費的習慣及模式。
陪伴子女走過情緒高山

低谷，陪伴子

女完成不同階段的成長任
務。

家長一起來組織家庭保護網，以建構子女的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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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協助學生準備升中面試，學校提供了一系列的升中
輔助活動，希望學生能夠入讀理想的中學。

  學校特意為學生準備「升中錦囊」小冊子，教導學生準
備個人概覽、介紹面試常見問題及模式。

  本年度，學校邀請了剛畢業的師兄師姐拍攝講解片段，
傳授面試心得。因應疫情，學校更為學生安排網上模擬面

試，讓學生有機會嘗試以中文、英文、普通話三種語言回答

導師的提問，模擬中學面試的情況，學生獲益良多。

校本升中輔助活動

6H 何祖銘

  我認為學校給我們
準備的「升中錦囊」對

我的幫助十分大。我們可以預先

預習面試題目，並做好準備，在

面試時就可以對答如流。

6R 陳乃羽

  為了支援六年級
學生準備升中面試，

學校特別為我們安排了網上模擬面

試，我們必須以中、英、普三種語言

來回答問題，相當不容易。經過導師

的提點，我學會了回答問題的技巧以

及面試的禮儀，也令我在面試時不太

緊張，真是獲益良多啊！

6G 孫梓昕

  學校舉辦的升中講
座對我們很有幫助，吳

姑娘詳細講解有關面試的重點，

還會解答我們的問題，令我們消

除疑慮。學校還舉辦了網上模擬

面試，讓我們在面試前練習，導

師還會告訴我們需要改善的地

方，令我們面試時表現得更好。

6P 楊致益

  不知不覺就要升中學了，
學校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幫助。

我們每人獲發一本「升中錦囊」，詳盡地介

紹如何製作個人概覽、認識面試的題型，以

及一些面試技巧。學校還安排了升中面試講

座及網上模擬面試，增強我對面試的信心，

全方位地幫助我們升中，令我獲益良多。

學生感想

6S 林熙晉 

  我十分感謝學校安排了這次網上模擬面試，令我獲益良
多。網上模擬面試的導師們指導我面試的技巧和個人做得不足

的地方，同時，也訓練了我的自信心和膽量，令我有足夠的勇

氣去跟陌生人面談，也為我日後的面試提供了寳貴的經驗。

學校派發「升中錦囊」，讓學生預早準備面試。

吳姑娘向學生簡介如何準備升中面試

網上模擬面試—學生認真地回答導師的提問

2020-2021年度畢業師兄師姐經
驗分享（6H何思慧，6G譚雋，
6S李尚穎）

學生正在全神貫注地
聆聽吳姑娘的講解

課室壁報板張貼了有關升中的最新消
息，希望同學獲得第一手資訊。

升中資訊壁報板張貼了有關升中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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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裝備教師的教與學，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學
校本年度邀請多位資深講者到校主持不同的講座及工作
坊。如邀請蘇文傑律師以輕鬆有趣的手法，深入淺出為
教師講解《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獲益不淺，也
加強了教師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信心。還有，柯佳列先
生（親子閱讀團體綠腳丫創辦人—長頸鹿叔叔）以
「童．閱．樂」德育繪本故事為主題，與教師分享：如
何透過繪本推行品德教育及共讀繪本的技巧，讓教師嘗
試以跳脫生動的德育繪本推行品德教育。

    此外，本校還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數學
科），優化課程，透過觀課活動汲取經驗及教學策略，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教師專業發展 2021-2022年度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舉辦日期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3/9/2021
充足裝備 迎新學年
（一）香港國安法及版權法與校園關係

（二）聲帶保養

6/9/2021

充足裝備 助學生成長
（一）德育故事（繪本）

（二）全面認識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及心理健康問題

4/1/2022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凝聚官小智慧 發揮專業能量
6/1/2022

充足裝備 關愛在校園
（一）關愛在校園 
（二）如何在課堂中協助有語障學生及電子教材推介

2/6/2022

充足裝備 體驗式學習活動
（一）如何透過偵探體驗式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及動機
（二）和諧粉彩─回顧與展望

24/6/2022

2021-2022年度 教師參與全段時間進修及交流記錄

教師 內容 日期

蔡苡萁老師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2021年11月15日至
2021年11月30日（12天）

鄒敏邦老師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2021年12月1日至
2021年12月16日（12天）

盧文英副校長 「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課程
2022年5月30日至
2022年6月1日（3天）

蘇文傑律師以輕鬆手法為老師講解《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

在疫情下，保護聲帶更需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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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化身偵探，解謎破案。

老師透過小遊戲，學習為學生減壓的
方法

老師們齊集一起學習、討論及匯報，為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作準備

老師思考如何善用繪本向學生帶出德育信息

在網課影響下，老師更需要關心學生的精神健康

和諧粉彩活動讓老師有機會回顧與展望教學工
作，沉澱後再出發。

校本支援計劃（數學科）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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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與「香港島校長會」
聯同本校舉辦的「疫苗資助學校外展服務」—於5月14日
（星期六）舉行了「港島區學校疫苗接種日」，由外展醫生

到本校替港島區學童及其家人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為了紓緩小朋友接種疫苗的緊張情緒，當天本校安排
了一些活動，包括於等候接種區播放由本校老師親身錄製

的「軒小老師說故事」，以及家長義工扭氣球送給到場的

小朋友。

  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均獲贈港島區校長會送出的禮物
包，包括口罩、檢測棒、搓手液等，小朋友更可額外獲贈圖

書一本。

港島區疫苗注射日

等候期間，齊齊聽
故事，輕鬆一下！

感謝家長義工們扭出可愛的氣球

齊齊打針，你我做得到。

打完針了，禮物很豐富！

為了預防染病，同學甚麼也不怕！

同學們很勇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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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成績
文 科中

冠軍 1R 郭安妮 2P 羅鎧晴 3H 陳奕曦 4P 李 俊 5P 裘昕玥 6S 盧永倫
亞軍 1S 陳思妍 2S 黃文軒 3S 黃雋穎 4R 黃靖恩 5S 邱子諾 6R 楊樂風
季軍 1P 蔡竣翔 2G 司徒葆欣 3S 蔡凱婷 4S 曾皓勤 5P 鄭宏治 6R 鄭律銘

獎項 得獎學生

小學組（冠軍） 6H 黃皓嘉 6G 邱煦悅、曹銘軒、廖天藍

獎項 得獎學生

傑出演員獎 5R 盧彥風、5H 徐念恩、5R 陳卓鋭

傑出合作獎

5H 徐念恩、5R 陳卓鋭、5R 陳澔正、
5R 簡弘知、5R 盧彥風、5R 呂可唯、
5G 陳淳之、5G 周栢姸、5G 關宇城、
5G 黃啟洛、5P 吳泓樂、5P 田沐珊、
5P 楊 玥、5S 何韻妍

年度中國人物選舉2021專題研習報告
比賽（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毛筆書法齊齊練攝影比賽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022

P6P5P4

P3P2P1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及香港硬筆書法協
會舉辦）

小學組初級（優異 ）

1P 姚皓文

我們的
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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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Self -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獎項 得獎學生

小學組（優異獎） 3H 蔡依嵐
小學組（亞軍） 3R 鄧芷妍

1st Place 4S MAN MAX 萬少龍 (18)
2nd Place 4H LI HIM YEE CHLOE 李謙伊 (14)
3rd Place 4P CHAN YUI TAK 陳叡德(6)

Merits

4H LIU TIN YUET 廖天悅  (17) 
4R TSOI CHEUK HANG 蔡卓恆 (16) 
4R YEUNG HAILEY CHEUK WING 楊卓穎 (25)
4P SZETO SHING CHIT 司徒承哲(21)
4S YIP ALWIN 葉丞智 (24)

獎項 得獎學生

高小組（優異獎） 5R 陳卓銳
高小組（季軍） 6S 何紹誠

季軍 1H 吳靖妍 1S 郭天行 3S 蕭柏容 4H 陳均賢 4P 鄺珈瑤 5S 樊浩宏

優良 1H 周榆昕 1R 鄧天皓 1G 廖重之 1G 黃婉澄 1P 黎彥均 1P 姚皓文 2H 黃正健 2H 丘 悠

2R 梁笑豪 2G 謝澔霆 2P 鄺芊瑜 2P 廖重壹 3R 陳柏榮 3G 歐陽卓熙 3G 趙若晴 3G 何紹如

3G 王靖源 3P 劉紫嫣 3P 黃家穎 3S 林懿晴 3S 黃雋穎 4H 楊凱斐 4G 盧天朗 4P 陳潁潼

4P 司徒靖琳 4S 曾皓勤 5R 簡弘知 5R 盧彥風 5G 何卓蕎 5G 謝頌禧 5G 王彥博 5P 朱鈞灝

5P 吳曉頤 5S 梁偉滔 6R 陳珈晴 6R 陳乃羽 6P 程浩軒 6S 趙子詠

良好 1H 陳信希 1H 黎峻銘 1R 陳 諾 1R 莊洛言 1R 黃成禮 1G 楊秉羲 2H 葉韋霆 2R 張海鋒

2R 明尚智 2P 羅鎧晴 2P 黃奕文 2P 程逸羲 2S 歐陽伽俐 2S 陳奕橋 2S 巫卓謙 3H 黃奕昇

3R 鄧芷姸 3S 陸彥博 4G 梁海姚 5H 黃泰然 5R 陳卓鋭 5R 黎越恒 5P 黃子善 5S 林家如

6H 關梓浩 6R 陳冬姸 6G 邱煦悦 6P 李昕晴

文 科英 Self-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香港經濟日報》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2021）

道地綠色假期—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
比賽2021

P.4 Self-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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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Self-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022（英語組）

P.6 Self-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獎項 得獎學生

傑出演員獎
6R 譚承浩 6P 吳荻軒 5R 葉嘉銓 5G 陳淳之  
5G 何卓蕎 5S 高梓灝 4H 陳家朗 4P 鄭翔中

1st Place 5S SO LOK YU ABBY 蘇洛茹(21)
2nd Place 5P CHEUNG NAM 張 嵐 (27)
3rd Place 5R CHAN CHEUK YUI RINGO 陳卓鋭(2)

Merits

5G CHAN SHUN CHI 陳淳之(3)
5G CHOW LAI HEI ADEN 周禮曦(6) 
5P LAM HEI TAI 林熙泰 (11) 
5S HO LONG HIM 何朗謙 (5)
5S LAM KA YU EMMA 林家如 (12)

1st Place 6H IP SHING KAI 葉成皆 (9)
2nd Place 6G YAU HUI YUET 邱煦悅 (24)
3rd Place 6P HUNG TSZ POK 洪子博 (7)

Merits

6G CHOI YEE TUNG 蔡依彤 (7) 
LIU TIN LAM 廖天藍(13) 
6P KO CHING YIN 高靖然 (8) 
6P LEE SHEUNG 李 想 (12)
6S LAM HEI CHUN 林熙晉(15)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1）（英文朗誦）
亞軍 5G 何卓蕎 5P 梁善恆 6G 曹銘軒
季軍 1P 傅柏澄 4H 曹若彤 4H 楊凱斐 5R 李天朗 5S 樊浩宏
優良 1H 周榆昕 1H 黃智軒 1H 黃頌恩 1R 陳 諾 1R 盧芍茵 1R 尹思淇 1G 朱晉鏗 1G 范祉曜

1G 吳焯旻 1G 楊秉羲 1P 張淳銦 1P 何昭賢 1P 葉峻宏 1P 姚皓文 1S 陳皓南 1S 郭天行
1S 李懿希 1S 馬一喬 1S 蕭鉉洺 1S 湯在斐 1S 曾丞樂 1S 黃大仁 2H 劉承俊 2H 羅允康
2H 黃正健 2H 余律申 2R 張詠喬 2R 明尚智 2G 高梓潼 2G 李瀚庭 2G 盧貝妮 2G 謝澔霆
2P 崔天晴 2P 鄺芊瑜 2P 施 予 2P 秦敬善 2P 黃朗稀 2S 戴繼弘 2S 張顯譽 2S 黎子熙
2S 林峻喬 2S 巫卓謙 2S 黃凱羚 2S 楊心同 3H 梁宏琛 3H 林瑋峯 3H 蔡依嵐 3R 陳柏榮
3R 陳柏堯 3R 方俊珽 3R 林千晨 3R 李奕霆 3R 羅溢希 3R 鄧芷姸 3G 何紹如 3G 林祖祺
3G 李愷衛 3G 陸俊羲 3G 王靖源 3S 劉昇茹 3S 勞鈺淳 3S 蕭柏容 4H 陳家朗 4H 梁樂天
4R 李懿朗 4R 王霖澤 4R 楊卓穎 4G 林芯喬 4P 何茂杰 4P 關迪之 4S 呂卓睿 4S 萬少龍
4S 趙思言 5H 陳祉橋 5H 江曉晴 5H 尹尚哲 5H 黃泰然 5R 簡弘知 5R 黎越恒 5R 李 念
5G 陳淳之 5G 謝頌禧 5G 趙闓文 5P 田沐珊 5S 馮翺嘉 5S 高梓灝 5S 蘇洛茹 5S 朱芷洛
6H 陳俊賢 6H 關梓浩 6R 江競程 6R 高文昊 6G 周頌悠 6G 楊 謙 6P 黎芷銦 6P 李昕晴
6P 楊致益 6S 陳浩正 6S 何紹誠 6S 伍 悦 6S 楊煦澄 6S 趙子詠

良好 1H 陳信希 1P 黎彥均 2H 丘 悠 2R 伍濼搴 2G 李 澄 2S 歐陽伽俐 3H 盧博羲 3H 陳俊成
3R 郭昊琛 3P 黃思睿 4R 王奕維 4G 王張弛 4S 張顯仁 4S 林子涵 5G 譚亦彤 5S 陳幗婷
5S 林家如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022

P.5 Self-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P.6 Self-Discipline Writ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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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第十五屆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灣仔區）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

學 科數

識 科常

一等獎 4G 李錞朗
二等獎 4R 李懿朗 4P 魏子龍 5G 關宇城 5S 樊浩宏

5S 高梓灝 6H 葉成皆 6R 江競程 6G 周世澄
6P 吳荻軒 6S 何紹誠 6S 林思齊

三等獎 4G 盧天朗 4P 何承謙 4P 劉善慷 6H 彭彥洭
6G 蔡依彤 6G 曹銘軒

一等獎 4P 劉善慷 4P 魏子龍
三等獎 5S 高梓灝
優異 6G 曹銘軒

金獎 4R 李懿朗 4G 盧天朗 4P 劉善慷 5S 高梓灝
6S 何紹誠

銀獎 5G 關宇城 5S 何朗謙 6G 曹銘軒 6P 吳荻軒
銅獎 4G 李錞朗 4P 何承謙 4S 江梓豪 5P 廖家緯

6H 葉成皆

銀獎 4R 李懿朗
銅獎 6G 曹銘軒

銀獎 4P 魏子龍 5R 陳卓鋭 5S 高梓灝 6R 江競程

數學急轉彎
（殿軍）

6H 黃皓嘉 6R 江競程 6R 譚承浩
小學科學故事創作比賽

金獎 科學電子故事書版 5H 黃靖韜（已退學）
銅獎 科學故事純文字版 6P 吳荻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
預選賽2022（香港賽區）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
灣盃選拔賽2022(大灣賽區)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2（香港賽區）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22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
總決賽2022

二等獎 4P 劉善慷 4P 魏子龍 5S 高梓灝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

2021-22年度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灣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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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 司徒靖琳

藝 科視
親子 環保 聖誕 帽設 計比 賽

初級組（一年級、二年級）

中級組（三年級、四年級）

4R 蔡卓恆4H 林熙雯3S 黃雋穎3R 方俊珽3H 吳旻霏

3S 梁綽軒3P 周鎧翹

林晉嶢（已退學）2R 盧芍嵐 2G 張文謙1S 黃尚蒑

1S 郭天行

1S 蔡卓廷 1S 葉思澔

1R 黃成禮1R 尹思淇 1P 黎彥均1H 周榆昕

2P 廖重壹1G 廖重之2S 陳洛臻 2S 馮婧嵐1R 鄧天皓

優
異
獎

優
異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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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科電

樂 科音

冠軍 4P 何茂杰
亞軍 4G 郭冰冰
季軍 4S 張佳朗
優異獎 4H 梁凱婷 4R 蔡卓恆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R 鄧天皓 2R 譚綵蔓 3H 林瑋峯 5P 田沐珊 6H 蔡汶滈
亞軍 1H 張慧翹 2P 李宜謙 3P 何柏亨 5P 吳泓樂 6P 吳荻軒
季軍 1P 何曉澄 2R 楊文瑄 3S 蕭柏容 5H 徐念恩 6G 黃子晴

組別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小學A組 中樂小組比賽 銅獎

4S 陳凱晴
5R 周峻熙
5S 樊浩宏
5S 嚴雅婷

高級組（五年級、六年級）

電腦科與視藝科合辦四年級
ArtRage繪畫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
「2021香港青年音樂
匯演中樂小組比賽」

電腦科校內比賽(主題:中國節日, P.1:企鵝畫板繪圖、
P.2：企鵝畫板繪圖、P.3：ScratchJr、P.5：
Scratch 3.0、P.6：Scratch 3.0)

全校最積極參與大獎

6S 郭衍揚6G 楊 謙5S 樊浩宏5R 李 念 5G 何卓蕎

5P 梁宏浚6S 盧永倫

5H 鄭海琳

優
異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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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合唱新量主辦2022「結伴
唱將來」線上千人大型合唱活動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合唱新量主辦2022香港校際合唱
團五週年主題曲「今天一起唱的歌」

參與學生 5S 林家如 5P 裘昕月 5H 羅曉晴

參與學生 3R 郭昊琛 3S 劉昇茹
4H 曹若彤 4R 柴智妍
5R 區芷盈 5G 周栢妍 5S 林家如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小學五年級 亞軍 5R 王泳文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冠軍 3G 何紹如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3P 何柏亨
小提琴獨奏—三級 亞軍 4H 楊凱斐
分級鋼琴獨奏—八級 6S 趙子詠
小提琴獨奏—一級 季軍 1G 楊鈞喬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3S 蔡凱婷

獎項 得獎學生

金 3G 何紹如 6S 趙子詠
銀 1G 楊鈞喬 1P 張淳銦 1S 馬一喬 2H 黃正健 2H 余律申 2R 霍韻瑜

2P 徐湛韜 3R 李奕霆 3P 何柏亨 3S 蔡凱婷 3S 劉昇茹 4H 楊凱斐
4H 廖天悦 4H 周頌樂 4G 陳晉亨 4P 韋頌恩 4P 關迪之 4P 陳叡德
4S 呂卓睿 4S 趙思言 4S 康博鍶 5H 魏海鈴 5R 張穎天 5R 李天朗
5G 何卓蕎 5G 謝頌禧 5P 田沐珊 5S 高梓灝 5S 嚴雅婷 6R 江競程
6R 羅景耀 6G 廖天藍 6G 周頌悠 6S 趙子詠 6S 何紹誠

銅 1R 鄧天皓 1G 楊秉羲 1P 張淳銦 1P 黎彥均 1S 陳藹瑤 2H 邱旻希
2R 張詠喬 3H 黃日熙 3R 陳詠浠 3R 林千晨 3P 吳宥希 3S 梁綽軒
4P 劉善慷 4P 司徒靖琳 4P 徐愉善 4P 張睿熙 4S 劉洛謙 4S 楊詠晴
5P 莫飛兒 6R 羅景耀 6G 邱煦悦 6G 梁柏瑜

2021《朗文音樂》校際舊曲新詞創作
及演繹比賽

5P 梁宏浚

冠軍 3P 何柏亨 3G 何紹如

季軍 3S 蔡凱婷 1G 楊鈞喬
亞軍 6S趙子詠 4H 楊凱斐

銀獎 銅獎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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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普通話音樂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普通話音樂劇）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2021)

傑出運動員得獎名單

中華經典美文比賽（姊妹學校）

2021 - 2022年度港島
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中銀青少年發展計劃港九
小學分區劍擊比賽

女乙 5R 王泳文

女乙 5S 朱芷洛

育 科體
女乙 冠軍 5R 王泳文

女乙 冠軍 5R 簡弘知

女乙 冠軍 4P 陳鈞甯

女乙 冠軍 5S 朱芷洛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港島西區男子乙組重劍 冠軍 4H 劉佳鑫
港島西區男子丙組花劍 冠軍 2R 張海鋒

通 話 科普

獎項：（深圳賽區）三等獎、（香港賽區）優異獎（創意）。

得獎學生

4H 廖天悦 4G 梁海姚 4G 王張弛
4P 何茂杰 4P 韋頌恩 5H 魏海鈴
5H 楊梓恒 5H 徐念恩 5P 楊 玥
5P 余明軒 5S 嚴雅婷 5S 朱芷洛
6H 黃皓嘉 6G 廖天藍 6S 趙子詠
4H 李謙伊 4R 黃靖恩

獎項：傑出演員獎

得獎學生
6H 黃皓嘉 6P 蘇煜竣 5G 鄭宏治
4G 梁海姚 4S 趙思言

冠軍 2P 黃朗稀 3P 吳宥希 
亞軍 4R 王霖澤 5P 鄭知婷
季軍 2S 黃凱羚 4S 江梓豪 5R 黎越恆 5P 黃子善
優良 1G SHUAI JEREMY 1P 黎彥均 1P 張淳銦 1S 蔡卓廷 1S 蕭鉉洺 2H 王若曦 2H 黃正健 2R 張詠喬

2R 明尚智 2G 林晉嶢 2S 袁晨曦 2S 鄭芷琳 2S 蕭楚頤 2S 巫卓謙 2S 楊心同 2S 陳奕橋
3H 林瑋峯 3H 蔡依嵐 3R 黃曦晨 3G 趙若晴 3G 何紹如 3S 陸彥博 3S 勞鈺淳 3S 王文涵
3S 林懿晴 4R 王奕維 4G 許竹雨 4G 王張弛 4P 韋頌恩 4P 何茂杰 4P 張顯揚 4S 呂卓睿
4S 韓佳兒 4S 林子涵 5H 林佳欣 5H 王家熙 5H 陳祉橋 5H 陳正謙 5R 簡弘知 5G 何卓蕎
5G 潘 瀅 5G 趙闓文 5G 謝頌禧 5P 朱鈞灝 5P 金天豪 5P 鄭宏治 5S 朱芷洛 5S 嚴雅婷
5S 樊浩宏 5S 錢顧元 5S 盧禹軒 6H 莫梓瑩 6H 黃皓嘉 6R 江競程 6G 曹銘軒 6P 林炎羲
6P 楊致益 6S 趙子詠 6S 何紹誠

良好 1H 陳以航 1H 黃日謙 1P 蔡竣翔 2R 鄧諾言 2S 戴繼弘 3H 王貝堯 3H 莊鳴謙 3G 趙明悅
3S 劉昇茹 4H 林熙雯 5P 湯在睎 6G 邱煦悅 6P 黎芷銦

獎項：傑出合作獎

得獎學生

4H 李謙伊 4R 謝佳濠 4R 王奕維 4R 黃靖恩 4G 梁海姚 4P 陳新玥
4P 司徒靖琳 4S 趙思言 5H 楊梓恒 5G 羅梓淇 5G 謝頌禧 5P 鄭知婷
5P 鄭宏治 5P 黃子善 5S 許長叡 6H 伍欣俐 6H 黃皓嘉 6G 黃苡晴
6P 高靖然 6P 雷子賢 6P 羅靖喬 6P 屈家麒 6P 蘇煜竣

2R 張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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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育 及 訓德

T E MS

他其

班際（優勝班別） 1G 2P 3S 4H 5R 6G
社際（優勝社） H社

獎項 得獎學生

水下海洋航行器建造大獎
小學組季軍

6H 曾奕揚 6R 來俊傑
6S 陳加朗 6S 何紹誠

獎項 得獎學生

最佳裝置設計獎 4P 徐梓權 5H 徐念恩
5G 周禮曦 5S 何朗謙

獎項 得獎學生

每周最強知識王（第一周） 6H 葉成皆
每周最強知識王（第一周） 6S 何浚本
每周最強知識王（第二、三、四周） 5G 關宇城
每周最強知識王（第一、三、四周） 5G 周栢妍
每周最強知識王（第一、二周） 5P 楊 玥

校內整潔比賽

香港海事科技學會及香港大學主辦21-22 
STEM 海洋航行器設計及建造比賽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網上問答比賽
（校外機構舉辦）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舉辦：第二屆
全港小學「我是KOL!比賽」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紅馬六十周年鑽禧校慶

《鑽禧骨牌裝置設計短片比賽》

［最佳裝置設計獎］

H社

我是KOL

6G5R4H

3S2P1G

獎項 得獎學生

最佳演繹獎（女）（粵語—初小組） 3H 陳奕曦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網上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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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量最高及完成最多「閱讀記錄咭」

「書卷濃情」全年社際比賽

「童心同悅閱讀獎勵計劃」優質分享報告 「童心同悅閱讀獎勵計劃」2022至
2023封面設計比賽

「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IV」網上
體驗活動

「偵探故事—假如我是偵探」徵文比賽

「e悅讀學校計劃」積極閱讀獎

書 科圖

獎項 得獎學生

「最佳案情獎」 4G李錞朗 4S萬少龍 6P李昕晴

獎項 得獎學生

閱讀之星 4G 盧天朗 4S 曾皓勤

冠軍 4G 王張弛
亞軍 5R 陳卓銳
季軍 5S 廖一言
優異獎 4H 陳家朗 4P 陳叡德 5G 趙闓文 5G 陳淳之 5G 余祉瑩

冠軍 1R 楊子博 2S 袁晨曦 3R 袁晞嵐 4H 楊凱斐 5G 關宇城 6R 譚承浩
亞軍 1S 黃大仁 2R 何允曦 3R 李奕霆 4H 梁凱婷 5H 陳祉橋 6H 蘇希雅
季軍 1R 鄧天皓 2G 張文謙 3S 梁綽軒 4G 鄧俊希 5H 陳正謙 6H 何祖銘

獎項名稱 閱讀龍虎榜 閱讀人氣榜

冠軍 G社 S社
亞軍 S社 P社
季軍 P社 G社

冠軍 1R 杜卓謙 2P 關佩芝 3S 梁綽軒
4H 陳家朗 5P 鄭知婷 6R 陳珈晴

優異獎 1S 葉思澔 2H 王若曦 2R 霍韻瑜
2G 李瀚庭 3R 鄧芷妍 4P 司徒靖琳
5P 梁善恆 6S 趙子詠

冠軍
1P 徐曉晴 2G 姚雯睿 3G 何紹如
4S 萬少龍 5G 陳淳之 6S 何紹誠

亞軍
1P 區筱悠 2P 關佩芝 3H 蔡依嵐
4S 曾皓勤 5H 徐念恩 6G 蔡依彤

季軍
1G 廖重之 2R 林柏浠 3H 陳奕曦
4P 張睿熙 5G 謝頌禧 6R 陳乃羽

閱讀龍虎榜 閱讀人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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