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失敗乃成功之母」，只要不畏困難，從失
敗中學習，屢敗屢試總有機會成功。但若不斷經歷失敗而一

直未能嘗試成功，只有挫敗感而沒有成功感，誰人又能夠持之以恆

地不斷嘗試呢。若後面加一句「成功乃成功之父」相信會更完整呢！

 我們致力培養同學成為獨立、積極及充滿信心的學習者，快樂地持續學習。
在學習路途上，每位同學的能力也獨特的，他們就像是一塊寶石，擁有著無限的潛

能，只是待被開發、雕琢，而老師便按每位同學的獨特為同學創造成功的經驗，更助

他們增強自信；老師憑著專業調節方法，有需要時把同學的目標拆細，讓他們按步就班

調校至可達到的範圍，掌握有效的策略，逐步達到目標。

 令同學獲得成功感，首要發掘同學在不同領域的潛能，為他們開創更多小宇宙，讓大家

初嘗成功。在過程中多讚賞及認同同學的付出、努力，帶領同學自身變得更優秀，不斷進步。

讓同學達到階段式的成功，從中領略努力與收穫是相輔相成的，學會堅毅付出的同時享受著學

習的過程，也能細味到收穫的甘甜。老師領導著同學累積成功的經驗，並最終把目標逐漸擴大

擴闊，從而超越自身的界限。

 「失敗乃成功之母，成功乃成功之父」：在失敗中總結經驗，在成功

中增強自強，造就更強大的同學，邁向更高更遠的成功！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電話：2572 6633   傳真：2572 3735   地址：灣仔譚臣道169號
電郵地址：hrgps@edb.gov.hk     網址：www.hrg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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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後學校工程

  學校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給學生，
並提供最適切的學習設施，尤其於疫情期間，為

學生提供安全及衞生的措施更是學校本學年的重

要目標。為此，學校於暑假期間進行了多項工

程，讓學生於新學年能有一個更佳的學習環境。

重鋪天台操場及為場地重新畫線，為學生於新學年提供更好的活動空間。

於二樓音樂室外重置學生作品展示櫃，把原有設計改為入牆模式，展示學
生作品同時亦能顧及安全。

學校更換了校舍外牆的畫框，以用作展示學生的畫作，將學校的藝術氣息由校內延伸至校園外，讓公眾人士也能欣
賞到本校學生的作品。

學篇開

疫情期間學生要多注意手部衞生，學校特意於部份課室及無障礙洗手間加建洗手設備，以方便學生清潔雙手，避免細菌的傳播。2



分級 家長 會

  為了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亦希望家長於學期初，對新學年的措施及各年級的課程有更多的了解，學校於
九月六日至九月十日，舉辦了五場「分級家長會」。透過「家長座談會」及「會見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兩個環節，家

長能更清楚學校的發展及各科課程內容。

  「家長座談會」部分由陳艷祝校長主持，座談會上陳校
長為家長深入講解學校行政架構、學校辦學理念、來年度學

校發展方針等等，陳校長亦就家長各方面的提問，作出了詳

細的回應。是次「家長座談會」加深了家長對學校的了解，

為日後的家校合作奠下了良好的基礎。於五年級及六年級的

座談會上，本校負責升中派位的李穎賢主任透過簡報及網上

資訊，為家長詳細講解本校呈分試安排及升中派位機制，讓

家長對升中安排有更全面的了解。

  至於「會見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環節中，各班中文、英
文及數學科老師分時段與家長進行會面，講解各科校本課程

特色及學習要求，讓老師與家長雙方於學期初已就學生的學

習模式及需要作深入的討論，為學生日後的學習生活作出適

切的預備。

年級 日期
家長座談會
（禮堂）

會見班主任及科任老師
（課室）

小二 9月6日（星期一） 上午8：15 - 8：55 上午9：00 - 10：00
小三 9月7日（星期二） 上午8：15 - 8：55 上午9：00 - 10：00
小四 9月8日（星期三） 上午8：15 - 8：55 上午9：00 - 10：00
小五 9月9日（星期四） 上午8：15 - 9：10 上午9：15 - 10：15
小六 9月10日（星期五） 上午8：15 - 9：10 上午9：15 - 10：15

各級家長會流程安排

陳艷祝校長利用簡報向家長詳細講解學校的教學理念及政策
座談會上陳艷祝校

長對家長的提問一
一回應，家長們均

認真地聆聽。

各班科任老師透過簡報講解各科的校本課程及學科要求，讓家長明白協助子女學習的策略。

家長們齊集禮堂參與座談會，期望透過是次座談會能為家校合作
奠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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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活動篇課

  本校中文科除透過正規課程，於聽説讀寫四個
範疇鞏固學生的語文知識外，亦透過其他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豐富他們所學，提升他們在文化、文

學、品德、自學、思維及國情範疇的學習。

  為提升同學對中華經典的認識，及宏揚中國傳
統文化，培養良好品德，本校一至六年級同學會分

階段學習「軒小齊學弟子規」課程。

  課程分為六級，中文科老師於中文課堂內向同
學教授指定的弟子規章節，期望同學經過一至六年

級後，將認識《弟子規》全文。

中 文 科

  本課程旨在以趣味方式，深入淺出，讓同
學輕鬆認識中華經典《弟子規》所傳授的正確

觀念、感受中國傳統文化及培養良好品德。

  老師會於課堂上播放相關卡通影片，附以
講解及朗讀，讓同學認識當中的道理，再配合

中文科活動和比賽，加強同學學習的興趣，最

終希望同學能在生活中應用所學。

配合有趣的動畫片，讓同學明白當中的道理。

軒小全體同學學習《弟子規》

一至六年級同學分別學習不同的章節

輕鬆認識中華經典

我們剛學習了《弟子規》總敍呢！

以圖畫輔助學習，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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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9月1 7日，二年級全
級同學參加了「弟子規舞劇活

動」，作為「軒小齊學弟子規」

課程的啟動禮。中文話劇組同學

及部分二年級同學亦穿上古裝服

飾，親身參與「拱手禮」、「以

手為書」及「扇舞」互動，並觀

賞舞蹈互動表演，真有趣！

「弟子規舞劇活動」大合照

香港中華文化中心「禮行天下」活動派出舞
者到校教導同學中華文化互動舞蹈

大家穿上古裝，
練習舞步。

「以手為書」舞步

「看看書，想一想」舞步

中文話劇組同學在練習「拱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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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objectives in our English Curriculum Plan is to 
promote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One of the approaches 
we use is STEM reading. Our purpose is to help students  read 
meaningfully. Reading English books in other disciplines can 
help broaden students’ knowledge and connect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across different subjects. We hope that reading 
can be both for pleasure and knowledge. 

In October, the English teachers, with the aid of the library 
teacher Miss Leung, launched a STEM Reading Week to 
promote STEM books to the students. The acronym STEM 
stands for the disciplines: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Although it may seem like a cl iché 
nowadays, it is true that this educational approach can help to 
tap the curiosity of children. While STEM activities run smoothly 
in General Studies lessons, we wondered whether the student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flipping through English books which fall 
into the STEM category. 

It turns out that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found the STEM 
books interesting, as most of the book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what they have been learning in their General Studies lessons, 
such as water, sound, light, body systems and space. “I have 
borrowed a number of books about science experiments,” 
confirmed Aden from 6G. “I have read the books about space,” 
said Andy, another student from 6G. In th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to our surprise, the STEM books also attracted the 
younger children’s attention. Their quest for knowledge has 

certainly not been hindered by any language barrier. 

“I love the pictures in Insect World. They’re so fascinating, 
although I don’t know all the words in the book,” said Brembo 
from 1G. “I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tiny little 
creature,” added Brembo’s classmate Chapman, showing the 
pages he likes in Ants. “My mum has read this book with me 
and I really like it,’’ smiled Jeremy, holding a book titled The 
Muscular System. STEM books are not only enjoyed by boys 
as most of us may think. “I have learnt what ears are like in 
this book,” explained Natalie from 1H who has read the book 
Hearing.

We are extremely happy to find that our students are avid 
readers. Along with the displayed STEM books, we also 
introduced fairy tales to th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They were 
widely rea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students. Sometimes, there 
was such an abundance of books on display that students 
found it hard to choose. As Christmas is approaching, it is a 
great time for us 
to open a classic 
reader, a fairy tale, 
a STEM book or 
any other book in 
the l ibrary. Let’s 
start to discover 
the joy and wonder 
of reading!

Reading Week

Fairy Tales

and 

Patiently queuing up to choose their 

favorite books

"Let me see.""Let me choose a STEM book."
Students are absorbed in the 
wonderland of fairy tales!

"I like reading.""That's how muscles work.""An ant's close-up.""Let's explore Insect World!"

英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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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previous years, we held an English Halloween Day. 
This year, it was held on 28th October, 2021. That day, each 

level completed a different activity. P1 students painted a Halloween 
Picture, P2 students unraveled anagrams, P3 students had a word 

search and P4 students learned some words about Halloween. P5 
students needed to complete a spooky picture according to given criteria 
and P6 students undertook a complicated vocabulary activity by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and drew some of the things they saw at Halloween. All the 
good works were uploaded to the school website. Because of COVID-19, 
students could not do “trick-or-treat” in the playground like they did before. 
Instead, they had it in their respective classrooms. The upper form students 

also did some tongue twister and appreciated some Halloween theme 
songs. It was a time of great excitement and joy; there were many 

delighted cries of “trick or treat” throughout the activities.

Boo Hoo Hoo！ Happy HalloweenBoo Hoo Hoo ! Happy Halloween

Boo!Hoo! Hoo!

We had a lot of fun!

Students got some candies.

"Trick or Treat?"

"Are we scary?"

"We are the scar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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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數學科參與了教育局的「小學校本
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小三）」，旨在發展對應

學生學習需要的校本課程，並提升老師的專業

知識及能力，亦希望透過計劃促進STEM項目
發展。此計劃落實於本年度三年級各班中實

施，教育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定期到校出席

校方安排的共備會議，與三年級的科任老師共

同討論及落實課堂施教的策略。課堂上加入不

同的「動手操作」的學習策略及電子學習的元

素，以提升學生的興趣及學習成效。 

數 學 科   本校數學科課程着重探究活動、解難訓練、不同的學
習經歷和課業設計，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同時，

希望提升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並把所學到的數學知識

應用於實際生活中，從而建立正面的數學學習態度。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小三）

同學正分組以滾輪量度走廊的長度
同學正利用平板電腦學習五位數

同學正用geogebra學習五位數，真有趣！ 同學正溫習乘數表

同學正量度自己的鉛筆有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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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除了著重學科的知識外，亦致力培訓學生答題的準繩度及速度，因而分別會於上學期為四年級及下學期為三年級舉辦班制的速算比賽。當中的題目會以學生平日課堂提及過的課題為主，除藉此提供機會讓學生練習所學之外，亦希望提升學生對速度及準繩度的追求。完成此刺激的比賽後，會以頒獎的方式鼓勵及對具備速度及高準確度的學生給予認可。

  為了擴闊學生眼界，本科亦鼓勵學生參加各類數學的校外比賽，以獲得更
多的學習經歷。透過比賽，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類型與本科知識有關的題目。

校內比賽—速算比賽

校外比賽

爭分奪秒，希望取得佳績

各人都認真地作答

4G 獲獎同學：蔡子硏、盧天朗、林芯喬

於比賽前以數學小遊戲熱身

參賽代表：（左起）6R 譚承浩，6R 江競程及
      6H 黃皓嘉

四年級各班
的優勝者

4H 獲獎同學：楊凱斐、翁耀廷、廖天悦

4R 獲獎同學：王奕維、李懿朗、黃靖恩

4P 獲獎同學：何茂杰、陳叡德、魏子龍 4S 獲獎同學：江梓豪、曾皓勤、盧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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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 科
  常識科除了恆常的課堂（每周五節）外，亦會透過
全方位學習活動，引發同學的學習興趣，發展他們的各

種能力。為鼓勵同學積極學習及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讓

他們有健康的個人與群性發展，本年度常識科安排了以

下活動：

  本學年常識科再度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舉辦之「一人一花計劃」，全校同學均獲康

文署送贈一棵「三色堇」幼苗，希望透過栽種

活動，除了增進種植知識，一方面向同學推廣

綠化意識，另一方面藉栽種學習生命教育，讓

同學體會做事要有恆心，但亦要明白結果並非

各人也相同，就好像植物種不出來，也可

檢討原因，吸取經驗，而更重要是學

懂珍惜生命，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一人一花

三色堇花苗

我們一同享受種植的樂趣，一定會用心栽種。

終於派發花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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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科學館參觀
  本學年，五年級的同學到科學館參觀，活動內容包括參觀「彼思動畫的科學秘密」展覽，讓他們探索電影製作
過程，認識動畫的製作流程。此外，同學還走進瘋狂科學實驗室，觀賞博士示範的爆炸實驗，又把不同的液體混合

產生化學反應，形成大量泡沫，新奇有趣。

  我在這次參觀中學會了原來
要製作一套電影需要運用數學、

科學、技術、工程和美術等，十

張圖片也可以製成電影，真有

趣！我在這次參觀還學會了洗潔

精不能胡亂混合其他化合物，否

則就會有輕微爆炸。我更學會了

不要胡亂點火，因為如果身處一

個充滿粉塵的環境內點火，會發

生粉塵爆呢！獲益良多！

  今天參觀的節目很精彩，
科學館瘋狂實驗室的博士和他

的助手示範了各種不同的驚險

實驗，例如火箭升空（氫氧爆

炸）和火山爆發。透過實驗，

我觀察到不同的科學現象，真

是大開眼界。

  在這次參觀中，我學會了一
些關於電腦動畫製作和科學的知

識，當中的爆炸實驗運用了科學

原理去造成爆炸。至於自由活動

時段，還有很多既有趣又能增進

知識的遊戲玩呢！

5H 徐念恩 5S 吳俊樂 5G 關宇城

學生心聲

體驗製作流程中
的不同崗位

探討電影製作的基本概念

動畫角色很有趣

我最愛的角色

我們在探討骨骼的
基本概念

這位同學幸運地被選
到台上做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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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視藝科成立了一個校隊—藝術特工。透
過招募，讓一群對藝術有濃厚興趣的四至六年級尖子

同學走在一起，利用課外活動時段為他們提供多元化

的藝術學習活動，從體驗過程中，讓他們主導學習；

透過探索、創作及朋輩間的互動，培養出美感觸覺，

並提升創造力、共通能力及啟發內在潛能。

  現在，讓我們介紹一下這群藝術特工及看看課堂
活動花絮吧！

  為了提升及發展同學們的自學能力，我們會安排他們按主題搜集相關資料、
閱覽讀物，從而認識畫家的背景、作品背後的創作理念及作品風格。此外，為

培養同學們有系統地整理搜集得來的資料、草圖設計、不同媒介的試驗效果、創

作過程的反思及自評他評的資料，一本記錄學習歷程的視覺藝術畫簿是必須的。本年度為了加強畫簿的重要性及獨特性，我們訂

製了透明封面的畫簿，以便安排同學們設計封面，建立一本與別不同、屬於自己獨特的個人畫冊。以下為不同年級同學的專屬畫

簿，大家細心欣賞！

藝術特工的誕生

視 藝 科

6R 陳珈晴5S 柯恩晴4S 陳海天

3R 關仲朗2G 高梓潼1H 陳桸浵

伙伴眼中的「我」
特工的傑作—捲捲聖誕掛飾

大家好！我們是藝術特工

「跟你做個Friend」—我叫甚麼名字

專屬視藝畫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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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作品都是同學們在視藝課時利用不同媒介用心創作的，展示了個人創意和想
像力，請大家細心欣賞。（還有更多的展示在校園內外歡迎大家到訪時欣賞及交流）

一年級 親親大自然：《雨後見彩虹》

二年級 我的生活：《花花世界》

五年級　基因變異：《卡通人物變了樣》

六年級　放眼看世界：
《長長的畫卷—

公園裡的遊人》
6S 何紹誠

6H 蔡汶滈

5P 吳泓樂5P 田沐珊

5G 何卓蕎

4S 江梓豪

4H 陳家朗

4S 陳愷晴

4G 郭冰冰

3R 廖海雯 3S 馮倬瑤3R 陳詠浠

2P 黃奕文2R 霍韻瑜2R 楊文瑄2H 王曼恩

1S 陳藹瑤1S 李懿希1G 吳焯旻1G 楊秉羲

學生作品

3S 甘淽語

四年級　太空之旅：《三原色創作》《太空漫遊》

三年級 大自然之美：《樹的年輪》《海陸空方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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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音樂科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音樂感，配合歌唱活動及律動創作，讓學生感
受和理解各種音樂元素和概念。高小學生則著重提升對音樂的鑑賞及創作力，並透

過運用平板電腦進行創作，發展他們數碼創作的技能，以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三至六年級同學更學習以牧童笛演奏，讓他們發展演奏、合奏樂器的技巧。  

  音樂科亦舉辦不少校內外音樂欣賞活動給學生和家長們，讓大家能享受音樂的愉悅！

  除此之外，本科組亦為學生提供了不少團隊，包括：弦樂、中樂、合唱團（初合、中合、童sing童夢），讓
學生作多元化的參與和鍛鍊，發掘自己的潛能。

音 樂 科

  今年中樂團設有二胡、柳琴、
揚琴、古箏、笛子及敲打部分，透

過合奏、互相欣賞及學習，培養出

學生對中樂的興趣。

  除了每星期的訓練外，我們還
參與了不同的活動，例如：聯校音

樂大賽、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嘉年

華表演等等。大家都認真練習，全

力以赴，並在2021聯校音樂大賽
兩項的小學中樂合奏均取得銀獎的

佳績，確實可喜可賀！

中樂團

中樂團團員心聲
畢業生  劉卓恩
  非常榮幸能成為軒小中樂團成員之一，能外出比賽，為校爭光。在此衷心感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亦感謝指
揮祁老師的悉心指導和團員的默契配合，因為在大家的努力下，才能獲得今天的成績。在中樂團的三年裡，我不

僅加深了對古箏的興趣，也明白了團隊精神的重要。即使現在離開了軒小，我也會帶上這份學習的熱誠到中學，

展開另一個學習的階段。

畢業生  顧恩浩
  還記得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剛轉來這所小學，由於我會拉二胡，所以參加了中樂團的招生選拔，並成功加
入了中樂團，這令我雀躍不已。六年級時，老師通知我有一個比賽，並讓我當主奏。由於這是第一次與同學們合

奏，所以感到很有壓力，經老師開導後，我開心地接受了這次團隊比賽的挑戰。我努力地練習，與樂團同學之間

相互切磋交流琴藝，再加上老師的細心指導，最終團隊獲得佳績。這佳績的背後少不了老師的辛勤培育和樂團成

員共同努力的付出與合作精神。古語有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真是很有道理，所以我想藉此機會感謝軒

小老師們的悉心教導，感恩遇到您們。

畢業生  鍾冠博
  我從小就接觸音樂，我覺得學習音樂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在我心情不好，或是學習感到緊張的時候，能讓
我放鬆心情。我曾是音樂事務處兒童中樂團的團員，現在也是九龍青年中樂團團員，學習中樂，讓我對中華文化

有更深的了解。參加中樂團，讓我了解每一種中國樂器的音效，更能體會到要奏出一首動聽的樂曲，需要樂團裏

每一位成員的互相配合才能成功。我很高興參與了軒小的中樂團，讓我有更多時間和同學們一起練習，令我演奏

的技巧得以提升。我希望今後的演奏會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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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弦樂團今年續以視像形式進行綵排練
習，直至恢復全日課堂才回復面授課堂。各團

員都專心及努力地練習，藉以期望能提升演奏

及合奏的水平。

  本校設有初級和中級
合唱團，匯集了軒小唱歌

的精英，成員主要由二至

五年級同學組成。每週定

期訓練以提升團員唱歌技巧的造詣。兩團每年皆參與

不同的表演或比賽，如：聖誕聯歡會、聯校音樂節比賽

等，其表現一直被受讚賞！

  童Sing童夢前身是
「民歌小組」，轉名原

因是為了讓學生不單只

局限於演繹民歌，希望

學生可以擴闊歌曲的類

型，作不同的嘗試。

管弦樂團

合唱團 童Sing童夢

  我們邀請了「香港歌劇院」到校舉行小型歌劇音樂會，讓更多同學經歷一個既快樂又難忘的現場歌劇表演。透過現
場欣賞直播歌劇表演，盼能提高同學對歌劇的興趣。

音樂科活動（一）小型歌劇音樂會

音樂科活動（二）管樂音樂會
  為提升同學對音樂造詣的修養及拓寬視野，管弦樂團同學於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主辦的「2021/22學校文化日計劃」之《起舞人間》管樂音樂會。同學們安坐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不但欣賞了音樂事
務處管樂團導師演奏不同風格的舞曲，也能認識各種管類樂器的知識。

  本校成功申請並獲得兩場於11月20日舉行的「賽馬會香港歌
劇院青年演唱家發展及教育計劃」之週年音樂會歌劇的免費學校

門票。邀請約一百位家長及學生一同欣賞精彩的歌劇表演及管弦

樂團伴奏，劇目為《卡門》x《愛情靈藥》，欣賞前還參加了由
陳永華教授主講的演前導賞講座，大家皆獲益不少！

音樂科活動（三）—香港歌劇院歌劇《卡門》X《愛情靈藥》

「匯知民歌比賽」獲季軍

練習情況

4位歌唱家展現出非凡的唱功，令同學們大開眼界！ 同學們都非常投入欣賞呢！

同學們都十分興奮地期待音樂會的開始。

家長與同學懷着興奮的心情，一同欣賞精彩的表演。

前排左3是兩劇的男主角—本校舊生林國浩先生

初級合唱團

中級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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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雖仍受到疫情影響，但本校不
少體育校隊訓練亦已陸續重開，規模比疫情前

略為小，及大部份都只能在校內進行，這一切仍無

阻同學們練習的興趣及投入感，值得鼓舞。

 因教育局規定學校不能於下午進行培訓，故此我們的校隊

訓練皆集中在星期五課外活動時段進行。籃球隊及足球B隊利用
天台有蓋操場進行訓練，教導同學們基本球技；羽毛球隊於地下

禮堂內進行訓練，避免因戶外轉變不定的天氣而受影響；男女

子排球隊則利用地下籃球場及有蓋操場進行訓練，善用高度空

間；至於乒乓球隊訓練，就可到鄰近學校的訓練中心進行集

訓；而田徑隊就安排於逢星期一至四課前時段，按照不同項

目於不同地點及時間進行訓練，負責老師更特別安排隊員到

運動場進行模擬訓練，讓同學有機會到真實場地實習。總而

言之，各校隊仍可以在有限的空間內進行有系統的訓練。

  展望本年，不少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的校際比賽

已陸續恢復，精英乒乓球賽、精英羽毛球賽、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羽毛球賽亦已陸續完成，期望

所有團隊比賽皆能在下學期進行，令各位同

學能盡展所長。

跳遠同學留心聆聽指導，練習時一絲不苟。

乒乓球隊會到就近學校的球室進行訓練。

田徑隊到場地實戰，希望
能提升水平。鉛球大力士正進行訓練，渴望爭取佳績。

就算有風雨，女排同學依然落力練習

羽毛球隊裝備充足，可以多人同時訓練。

男排隊員不論在任何地方
練習，都表現勇猛。

足球隊隊員在狹小空間進行運球練習，考驗技術。

籃球隊隊員正在進行球感訓練

體 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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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加了由中國香港體育
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舉辦的奧林匹

克主義教育計劃，該活動目的是為了提高

參加者對奧林匹克主義的認識，加深參加者對

香港體壇發展的知識，以及鼓勵參加者參與體育運

動。而活動形式更是多樣化，包括：奧林匹克主義

講座、運動員分享及專項／新興運動介紹、奧運大樓

導賞活動。而在11月份，本校田徑隊成員就參加了奧
運大樓導賞活動，除了進一步了解香港運動的發展，

更有運動員即場進行示範及分享，令同學們獲益良

多，對這次旅程印象難忘。

奧運大樓導賞活動

同學進入大樓，開始認識歷屆奧運資
料

同學們正留心聆聽導賞員講解

當然少不了2020年東京奧運吉祥物

大樓的體育藏書相當豐富

大家先在奧運五環前來個大合照

運動員與同學分享訓練的艱苦過程

運動員即場示範踢毽技巧，讓同學學習

幾位同學嘗試踢毽，看來有板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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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普通話組與校外專業團隊繼續
合作，舉辦普通話音樂劇培訓班，希望透過培訓，

讓學生有機會發揮多元智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

機會參與這些有趣味性的活動。本年度的劇目為《網絡

法庭》。

《網絡法庭》故事大綱：
   網上討論區向來深受大量網民歡迎，其討論內容更吸引
不少好事者參與討論和批評。一群年青人自以為透過「摸底」

來取得別人的資料，便可對其他人的言行作出肆意的討論和批

評、甚至在網上公審，卻不知道此等行為會引致連番悲劇！

 本劇已成功獲得參與學校戲劇節的資格。本組

音樂劇除了在課外活動節進行實體排練外，也會

在課後時段進行網上排練，積極準備參與

學校戲劇節的演出。

普 通 話 科
  本校普通話科除了在正規課程內每週兩
節課堂，亦鼓勵同學在課餘時間，多參與校

內和校外的一些活動和比賽，為學生創設語

言環境，提升他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普通話音樂劇

左右左右左，大家要整齊。 同學們又要唱，又要跳，真不簡單！

他們像在上網搜索嗎？

大家正練習台詞對白配合劇情

每人動作配合劇情，發揮團隊精神。

大家專注跟導師學習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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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設星期二為普通話日，逢星期二的第一
及第二課間休息時段，學校會運用中央廣播電視
台，播放《相聚一刻》攝錄比賽得獎作品及普通

話卡通片，讓全校同學觀看，提高同學對普通

話的興趣，從而引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普

通話。

攝錄比賽

課間休息廣播

  本校積極推動學生學習普通話，學校舉辦《相聚
一刻》攝錄創作比賽，以增強學生説普通話的能力，
更自信地以普通話表演。同時也鼓勵學生在暑假期間

善用課餘時間，學習普通話。得獎作品會在課間休息

時段播出，供全校學生欣賞。

普通
話《相

聚一
刻》

普通話

普通話課間廣播，觀看優勝作品。
普通話課間廣播，互相觀摩。

相聚一刻比賽作品

同學正在用普通話介紹文房四寶

普通話課間廣播，普通話大使
協助開啓中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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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科技的迅速發展，軟硬件的更新迭代，促使電腦科課程需要不斷修
訂，好讓同學裝備自己以面對將來社會所需。在編程教學方面，由二年級開

始學習unplugged編程，然後再透過ScratchJr學習block coding。到了四年
級，同學會由學習ScratchJr轉成使用更專業和全面的Scratch，並會利用微型
電腦開發板micro:bit，將程式設計和硬件結合，讓學生用最輕便的工具，創
造出最豐富、最有創意的STEM作品。

  除了加強編程教育之外，本科亦著重學生對電腦軟件的應用，例如由
以往用「小畫家」學習簡單電腦繪畫，改為學習有Layer（圖層）功能的
Tux Paint及專業的繪圖軟件ArtRage，而到六年級更會學習線上3D設計軟件
Tinkercad，同學將從中學習怎樣畫出3D立體圖，而且更可透過學校的3D打
印機將自己構思的作品實體化。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資訊素養的培育，課程還包含有認識知識產權、網
上私隱、網絡欺凌等等，希望同學都能成為一個良好的網上公民。

電 腦 科

同學配對micro:bit傳送到iPad

低年級同學利用ScratchJr創作小故事—中秋齊齊吃月餅
低年級同學利用 ScratchJr創作小故事—親朋好友迎中秋

低年級同學利用ScratchJr創作小角色同學試玩microbit小骰子

同學編寫micro:bit小骰子程式 同學利用micro:bit製作射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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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同學們說這是一間智能化醫院，究竟內裡有甚麼乾坤？

   為了同學能夠掌握編程
技巧，學以致用，學校鼓勵同

學參加各類型的公開比賽。本年

同學參加了「Master Code編程大賽
2021：AI構想．智健康生活」，利用編
程工具「Minecraft教育版」展現如何以AI
改善人類健康及生活質素。Minecraft除了是一
款風靡全球的沙盒遊戲，更是一個極具潛質的教

育工具。同學在今次比賽中需要發揮創意，以

人工智能科技及編程設計出能改善人類生

活質素的工具，為

人類未來賦予更

多可能。

創作期間，組員會連線一起進入沙盒
世界，進行各種測試和檢討。

看着同學們每天一石一磚地將
作品完成，實在令人鼓舞！

同學正在創建他們心目中的世界

你看我們多專注！

同學正在用觸控筆作畫
同學正在嘗試各種筆刷效果

高年級同學運用圖層技巧
繪圖

低年級同學利用ScratchJr設計小魔法—變個月餅送你吃

21



蛻變圖書課．「軒」引伴成長
  閱讀能陶治性情、啟廸心靈。軒小校本圖書課配合各
學科學習及多元化閱讀活動，致力推廣校園閱讀文化。本

年度，圖書課除配合中文科弟子規，英文科STEM Books、
Fairy Tales(P1-3)及 Classic Readers(P4-6)，數學蛀書蟲外，
更加入國情教育篇，以「軒」引學生自主閱讀，創建未來。

國情教育 各級專題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國寶熊貓 世界之最 萬里長城 奧運 一帶一路 港珠澳大橋

主題閱讀課
  除了新加入的專題閱讀，老師也會帶領同學閱讀恆常的中文、英文及通識主題
圖書，閱讀後學習與人分享。

自主閱讀．創建未來

同學文字或圖畫分享
老師導讀後同學分享閱讀後感

圖書科任繼續引導同學閱讀國情讀物

圖書館主任開展課題

中華文化共賞

支援閱讀課
  圖書館主任與同學進行小組閱讀，透過小組支
援閱讀計劃，提升同學的閱讀理解及認讀能力。

中
文
：
弟
子
規

英
文
：Fairy Tales

數
學
：
蛀
書
蟲

同學借閱數學蛀書蟲圖書

同學借閱英語童話故事書

同學借閱弟子規圖書

圖 書 科
圖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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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安排圖書館領袖生於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讓領袖生深入

了解中央圖書館的設施及服務。大會更為同學安

排故事劇場，讓同學學習透過話劇形式表達經典

寓言故事。最後的借書時間，讓同學滿載而歸。

希望這群愛書人延續推廣閱讀的使命。

  本校中央圖書館在充足的防疫措施下，於九月十三日（一）重新開
放。課前時段設軒小書迷專場，小息分級及社使用圖書館設施。雖然疫

情下限制每節借書人次，但無減同學借書的熱誠。軒小同學閱讀風熾

熱，希望疫情退去，圖書館可恢復全面開放。 

中央圖書館重投服務

借到心愛好書，滿載而歸

故事劇場，原來是熟悉的伊索寓言！

同學留心聆聽，並積極回答問題

與好友一起閱讀是最快樂
的時光

同學配戴手套選書同學進出圖書館均須先消毒雙手

圖書館領袖生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指定選書區域擺放各月份專題書籍及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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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辛苦了整個暑假，終於創建新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家的心情超
興奮啊！

勇奪科大水底機械人獎項」

「軒尼詩         小精英
成功創建健力士新紀錄

   

「創建機械人集體編
程世界紀錄」

  2021年8月21日及8月22日，400多位香港中小
學生齊集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參加由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主辦的「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

錄」活動。本校19位同學在暑假期間已參加了多次機
械人工作坊，學習如何製作獨一無二的機械人及運用

Arduino編程技巧。活動當天，10位同學們不負眾
望，成功創建了一項新的健力士紀錄—「創建

機械人集體編程世界紀錄」，每人將會獲頒

健力士紀錄證書，絕對是一次難得的學

習經歷。  

成功「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
健力士世界紀錄」同學名單

5P 陳信輝 6R 陳乃羽

5S 何朗謙 6R 譚承浩

5S 邱子諾 6G 李 晉

6R 陳冬姸 6P 吳荻軒

6R 陳珈晴 6P 楊致益

本校10位同學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吳婷婷女士（後排左4）及
其他成員合照

8月21日及22日「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現場情況

每位成功「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
同學將會獲頒發證書一張

同學在限時內（1小時）利用Arduino完成編程

我們終於找到來自英國的健力士監察人員拍照留念，同學們都非常雀躍。

 同學們自行設計的機械人

S T E M
STEM教育
  近兩年，雖然受疫情影響，本校同學亦參加了
不少校外STEM教育活動及比賽，以提升課堂以外
的知識。我們先後參加了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

的「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及

香港科技大學主辦的「水底機

械人大賽」，兩項活動也

勇奪佳績，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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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
「水底機械人大賽」金獎

  2021年7月8日，5位軒小同學參加由香港科
技大學主辦的「水底機械人」比賽。活動當天，5
位同學一早齊集科大參與工作坊，以指定的物料製作

水底機械人，再連接電線及遙控器，把機械人放入水

池內，在限時內捕撈最多海洋生物模型。5位同學們積
極投入，互相研究及分析，製造出一部可沉於水中，

又可活動自如的機械人，真是一大考驗。最後，大

家不負所望，在61隊參賽隊伍中，勇奪金獎。
同學們群策群力，互相合作，確實發揮

STEM教育的科研及合作精神。
參加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比賽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6H 黃皓嘉

6R 鄭律銘

6R 譚承浩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鄭政謙（已畢業，現就讀喇沙中學）

2020-2021年度5S 趙梓然（已出國留學）

4位獲獎同學領獎，又和科大教授合照。
4位家長於18/9/2021也一起到科大參與頒獎典禮，給予同學最大的支
持和鼓舞。

同學們拿着機械人在水池旁拍
照留念

同學們正在研究機械人捕撈海洋
生物模型的入水角度

5位同學利用簡單的物料自行設計水底機械人

同學們和2位帶隊老師來個大合照（左：蔡苡萁老師，右：鍾惠嫻主任）

這就是我們設計的水底機械人，前方長臂就是用來捕撈海洋生物
模型，捕撈愈多，分數愈高。

其中一位同學正在學習運用遙
控器捕撈海洋生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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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無阻軒情，學校
在充足的防疫下，於2021
年10月29日星期五重辦已
闊別一年的校友日，讓軒

小校友再次聚首一堂。

  時間沒有沖淡校友對
軒小的愛護之情，當天不

同年代畢業的校友出席

活動。學校為校友準備

「Halloween拍照活動」，
校友可於拍照後到禮堂欣

賞相片，並在雲端下載相

片，讓校友興盡而歸。 

  時光匆匆，一轉眼我已經畢業三
年。回頭看這六年的小學時光，頓時覺

得自己成長了不少。同時我感激教過我

的每一位老師，感謝他們孜孜不倦的叮

嚀，為我們增添知識，開闊視野。

  在六年的小學階段，我感謝每一
位老師悉心的教導和鼓勵，使我由一

株小幼苗茁壯地成長。多謝軒小為我

帶來了每一段美好的回憶！

  時光荏苒，彷如白駒過隙，轉眼間
我已在軒小畢業了。我很感恩遇到這麼

多友善的老師和同學，和我一起度過美

好的時光。我衷心祝福母校聲譽日隆，

老師們身體健康，同學們前程錦繡！

  我每次從香港華仁書院走到軒尼詩
官小，都會看到一個個穿着校服的軒小

生，這令我想起從前的種種往事。各位

軒小師弟妹，希望你們能珍惜在軒小讀

書的時間，為校爭光！

  校友在「校友訴軒
情」壁報板上寫滿對軒

小的掛念，感恩師長的

教誨，亦緬懷昔日在軒

小讀書時的快樂時光。

「疫情下的軒情」
—校友日

Halloween 拍照活動

校友訴軒情

軒小師生難得相聚

2019年畢業生  姚彥同

2020年畢業生  葉天正

2019年畢業生  黎穎詩

2021年畢業生  譚  雋

友與姊妹學校連繫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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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美好的校園生活在昔日校園照片中留下永不磨滅的烙印。透過「光影留軒情」活動，
校友分享了昔日校園生活照片，讓我們共同回憶舊日軒小情。

  軒小特別為校友設
計了一款印有校名及

HRGPS社心型圖案的
環保袋紀念品，物輕情

重，既實用又美觀，讓

校友盛載軒小情。

校友日典禮

陳校長歡迎不同年代的校友抽空
返母校歡聚 校長與舊生會馮翠珍主席、鍾淑莊主委及潘美玲司庫合照

部分不同年份的軒小畢業生合照

2019至2020年畢業生陳緯檡：我真的很驕傲我是軒小學
生，雖然現在已升上中學，我都不會忘記母校。

1989年畢業生黃佩玲女士（左三）：實習老師實
習期完畢，小息時我們拉著他在課室合照，大家
在歡笑中說再見。

1997年畢業生吳雅雲女士（第四行
左三）：1996年5B班生活照

繳交昔日校園生活照的校友獲
贈軒小紀念品

光影留軒情

    今年校友日活動
雖然簡單但

包含軒小對校友的關
愛，以及校

友對母校及同學間
的情誼，

但願軒小一年一
聚的

「校友日」文化得

以延續。

1989年畢業生周嘉榮先生（站在最高處）：每次看
到舊照片，都喚起我在軒小度過的快樂童真歲月和
對母校之感恩！

1974年畢業生鍾淑莊女士（右一）：三位同班
同學與班主任歐陽同璫老師攝於馮錦朋校長室
的壁報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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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小陪伴同學度過最燦爛
的童年時光，牽引同學發掘興

趣、編織夢想及發展潛能。軒

小為同學創造多元化的學習機

會，讓軒小同學經歷多姿多彩

的校園生活，體驗健康、愉快

及有效能的學習歷程。軒小同

學長大後都得以繼續在不同崗

位發亮發光、振翅高飛。

情校友 訴 軒

2017-2018年畢業生許宏僖同學

2018-2019年畢業生陳瑋鴻同學

  在中學裡的中樂團拉著中胡，不知不覺已經三年了，也讓我想起我已離開母校中樂團三個年頭。我還
記得自己在軒小中樂團導師祁老師帶領下拉著二胡，表面看上去這個經驗對我日後的發展不算有太大的影

響，但不知不覺間，我在軒小中樂團裡，慢慢地培養出對中樂的興趣，還幫助我建立良好的品格，學習與

人合作的重要。各位學弟學妹們，縱使此刻我的説話未必能植入你們的心坎中，你們也未必明白現在所學
對你即時的果效，但是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中，你總能將所學發揮出來，特別是你們學習的專門知識，將來

必能學以致用。

  六年「軒小」校園生活，令我
獲益良多。

  回想小二時，我參加了中樂的
敲擊班，得到祁老師的指導。及後

我加入中樂團，並學習二胡。期

間，我由對二胡的一無所知，漸漸

發展成為個人興趣。時至今日，我

仍繼續學習，更向著演奏級的目標

前進。

  多次擔任「軒小」司儀，令我可以發展自己的潛質，
提升自己說話的組織力以及有條理地道出重點。這些技能

令我在不同範疇上有所裨益，例如擔任童軍隊長一職時，

我能夠促進隊員之間的溝通，準確地傳達訊息；以領袖生

的身分，在「中

一註冊日」能更

有自信地向家長

介紹我校。

  我深信，透
過參加不同的興

趣班，可以令大

家發掘到自己的

長處。

2017-2018年畢業生袁怡臻同學

  校友日，老師引領我們到後台放書
包，不禁令我想起以前在這台上度過的

時光。合唱團、中樂團、綜藝匯演、音

樂劇⋯⋯我們在後台嬉戲打鬧，卻能在

上台前迅速調整心態，準備出場。我於

這無比熟悉的舞台上，竟顯得嬌小起

來。驚覺那混著汗水和歡笑的天真時光

已是四、五年前，讓人不得不感嘆時光

飛逝。如今，雖登上更大的舞台，眼界

更寬、更廣，但仍常心懷感激，想起軒小那個小小舞台。現

在的我們或學雄鷹翱翔，或學信天翁赴身遠洋，但在我們還

是幼雀時，軒小在我心中已種下了快將茁壯成長的種子。望

在軒小的悉心引導下，各位羽翼未豐的雛鳥們能在樹枝上勇

敢舉翅飛翔。當然，可不能像《燕詩》一樣，隨風而去、再

不回顧！

小小年紀的中樂團團員已有豐富的比賽及表演經
驗，圖為中樂團於「2016年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勇奪銀獎後合照留念（前右一：宏僖，後左四：
怡臻，後右一：瑋鴻）。

軒小校友與學弟學妹一起參與學校七十周年晚宴
演出（左一：宏僖，左三：怡臻，左四：瑋鴻）

現為拔萃男書院三年級學生

現為皇仁書院四年級學生 現為聖保羅男女中學四年級學生

校方邀請怡臻及宏僖擔任校友日典禮司儀，
讓兩位金牌司儀重踏這個小舞台。

心繫軒小，軒情常在28



2010至2011年畢業生莊竣皓同學

  時光荏苒，
轉眼間，我已從

軒小畢業十載。

唯一直以來學業

忙碌，甚少回望

過去。適逢今次

有幸於母校校訊

撰文，好讓我反

思昔日的人和事，如何塑造出如今的我。還記得當年

我立志做科學家，希望透過科研讓人類得到更高的生活

質素。所以每週最期待的，就是星期六的課外活動：

Lego 機械人班。從設計程式和修改錯誤，到成功解
難，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一切都是我在活動中領悟

到的道理。而這道理一直貫穿在我的生活、學業和未來

行醫路上，教我懂得理性分析和斷症，讓病人得到適當

的治療。昔日在母校的經歷，原來有如明燈，一直指引

著我。望各位學弟學妹珍惜光蔭，趁年少多好，勇敢嘗

試，必可闖出一片天。加油！

2010至2011年畢業生郭峯瑜同學

  大家好，我是
郭峯瑜，2011年
於軒尼詩道官立小

學畢業；2017年
畢業於皇仁書院，

現就讀香港大學醫

學系。記得我對理

科的熱愛從小學開

始，當年有幸參

與詹老師的奧數班及代表學校參與奧數比賽並取得銅

獎。我從小開始希望學習與科學相關科目，於是決定

大學入讀醫科，既可繼續自己的興趣又可服務社會。

  我亦熱愛參與研究工作及服務社區，近年來亦參
與外科（手術）及放射科相關研究。偶爾亦會參與社

區醫學服務，幫助區內長者監測血壓及教授他們普及

醫學知識，讓他們預防疾病，有病更可及早求醫。我

希望利用我的學識回饋社會。

  記得小學時每次考試都未能名列前茅，進入中學以
後成績亦徘徊中游，不過我仍然繼續努力學習，參與各

類課後活動，發掘自己興趣，為未來發展鋪路。故此，

同學們不必擔心，只要盡力應付每次測驗及考試，必能

考進理想中學。平日也宜謙虛向朋友／前輩請教，學習

各方面的知識，這一切都會對自己有幫助的。

中學畢業於皇仁書院
現為香港大學醫學院五年級學生

中學畢業於皇仁書院
現為香港大學醫學院五年級學生

竣皓和峯瑜自幼受老師薰陶，不約而同熱愛科學，長大後更踏上從醫之路。

小六畢業旅行，與小學知己共度快樂的時光。 六年級時參與學校主辦的暑期活動，到香
港外展訓練學校接受為期5天的訓練，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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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國內姊妹學校深圳百草園小學於九月三十日舉行了線上生日會，一同慶祝祖國七十二歲生辰。生日會由
兩校於線上一同舉行，學校安排了普通話大使及基本法大使參與是次生日會。生日會上進行了莊嚴而隆重的國慶升

旗禮，並由楊秀珍主任為大家主持旗下講話，跟著由雙方學校派出不同的團隊進行表演，最後兩校學生高唱《今天

是你的生日，中國》來表達我們的祝賀。

「與姊妹學校同賀    慶」國

生日會舉行前，我校先進行升旗儀式，升旗後由楊秀珍主任為大家主持旗下講話。

深圳百草園小學何宋祥校長及我校陳艷祝校長為生日會致辭。

雖然受疫情影響，但仍無阻姊妹學校間的交流。雙方學生透
過科技進行了本年度第一次線上交流活動。

於生日會上，大家透過網上欣賞雙方的表演節目。
最後，同學們一同為祖國獻唱生日
歌《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國》。30



  為使同學能善用課餘時間，培養多方面的興趣及
擴闊學習領域，本校今年提供了多元化的課後興趣班

供同學選擇。由於學校現時仍採用半天面授課制度上

課，所以課後興趣班仍須以網課進行。本學期，我們

增添了STEM、夏威夷小結他、拇指琴及作曲班，讓
同學有機會接觸及探索其他範疇的知識，從而培養更

多元的課餘活動興趣及發揮其潛能。

全方 位學 習活動

課後興趣班

大家都全神貫注，期待著親手砌出屬於自己的製成品！

成功了！一同來欣賞我們的機械人吧！

手持著夏威夷小結他，大家來合奏一曲好嗎？

看看我們這件輕巧的樂器—拇指琴 我們都想用自己喜愛的音
符，編寫悠揚的樂章。

看！一年級同學吹起笛子來，
都有板有眼，絕不失色！

大力吸口氣，用單簧管吹奏一曲吧！

請評一評，誰的水墨畫繪畫得最神似？

方位活動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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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莘莘入場：學校文化日計劃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參與學生組別 帶隊老師

1. 趣味科學探索 香港科學館 8/10/2021 P.5全級學生 P.5常識科老師

2. 音樂事務處 「起舞人間」
管樂音樂會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25/10/2021 管弦樂團成員、愛心大使、
P.4，5午膳大使

胡偉德老師
梁健明老師

3. 有骨戲
《哈比魔法師》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29/10/2021 P.3全級學生 P.3班主任

4. 認識香港與
清末革命運動

孫中山紀念館二樓
常設展覽廳及活動室

11/11/2021 基本法大使、P.5班長 鍾惠嫻主任

5. 探索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23/11/2021 圖書館領袖生 梁玉珍老師

6. 認識香港與清末革命運動
孫中山紀念館二樓常設展覽

廳及活動室
25/11/2021 普通話大使、P.6班長 蕭靜堃老師

7. 音樂事務處 「音樂家的秘密畫廊」
弦樂音樂會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7/12/2021 中合團成員、中樂團
陳伊麗老師
顏忻然老師

康文署學校 文化日活動

莘莘入場：學校文化日—計劃目標

  「莘莘入場：學校文化日計劃」主要目的是鼓勵學校於一
學年內，有計劃地安排同學在上課時間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

下的表演場地、博物館和圖書館，參加特別為他們而設、富創

意而有趣的文化藝術活動，藉此激發同學的創意思維，以及將

藝術、歷史、科學等融入他們的學習和生活中。我們亦會將活

動帶進校園，期望每一位同學都能在一學年中享有至少一次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的機會。

  在上學期，學校已安排了不同組別的學生到康文署不同的
場地參觀，可謂獲益良多。

與「國父—孫中山先生」來張合照

有骨戲劇團正在演出劇目—哈比魔法師

P3學生入場欣賞哈比魔法師劇場前，來個大合照。

中合和中樂團同學參與弦樂音樂會

基本法大使參觀孫中山紀念館，與孫中山像合照。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欣賞起
舞人間管樂音樂會

中合團和中樂團同學參與弦樂音樂會

欣賞「甘棠 」的建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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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日活動

圖書館領袖生

風紀

風紀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H 梁倬僖 4S 韓佳兒 5R 謝君廷 5P 裘昕玥 6H 何祖銘 6G 周頌悠 6S 何浚本

4H 梁凱婷 4S 萬少龍 5R 王泳文 5P 林熙泰 6H 葉成皆 6G 曹銘軒 6S 郭衍揚

4H 李謙伊 5H 陳焯熹 5G 陳淳之 5P 廖家緯 6H 蘇希雅 6G 蔡依彤隊長 6S 林熙晉

4H 楊凱斐 5H 陳諾彤 5G 周栢妍 5P 吳泓樂 6H 鄧智心 6G 周世澄 6S 盧永倫隊長

4R 黃靖恩 5H 林 潞 5G 張善盈 5P 田沐珊 6H 黃皓嘉 6G 廖天藍 6S 伍 悅
4R 王嘉晴 5H 林佳欣 5G 周禮曦 5P 楊 玥 6H 關梓浩 6G 顏啟朗 6S 冼珈延隊長

4R 余梓揚 5H 魏海鈴 5G 何卓蕎 5S 樊浩宏 6R 陳冬姸隊長 6G 蘇雋宇 6S 徐梓皓

4G 蔡子研 5H 徐念恩隊長 5G 關宇城隊長 5S 何朗謙隊長 6R 陳乃羽隊長 6G 黃苡晴 6S 趙子詠

4G 林芯喬 5H 黃泰然 5G 梁詠然 5S 林家如 6R 鄭律銘 6G 邱煦悦隊長
4G 盧天朗 5R 陳卓鋭隊長 5G 謝頌禧 5S 吳俊樂 6R 高文昊 6P 高靖然

4G 王巧瓏 5R 陳澔正 5G 余祉瑩 5S 白歷瞳 6R 來俊傑 6P 李昕晴

4P 陳叡德 5R 周峻熙 5P 鄭知婷 5S 蘇洛茹 6R 麥瑋廸 6P 阮穎嘉

4P 周子瑜 5R 馮焯欣 5P 張雅媛 5S 王伊婷 6G 陳一心 6S 陳曉蕎

4P 司徒靖琳 5R 呂可唯 5P 朱鈞灝 5S 朱芷洛 6G 陳亦暉 6S 程逸朗

  圖書館領袖生開工大吉！九月初，48位專業並熱愛閱讀的圖書館
領袖生分成A、B及C三組，分別於課前及兩節小息的當值時間到圖書
館接受借還書及排架等專門的訓練，以迎接九月中圖書館重新開放，

為全校師生提供適切的借還書及閱讀推廣服務，讓軒小同學在舒適的

閱讀天地享受快樂的閱樂時光。

圖書館領袖生隊長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6H 陳曉軒 6H 莫梓瑩 6P 楊致益

6H 雷千慧 6P 屈家麒 6S 胡庭瑋

服 生務 介紹

  本年度風紀隊員共92人，按職責分成帶班、站崗及放學風
紀。由於新冠肺炎的緣故，現時除了站崗及放學風紀按需要投入

服務外，帶班風紀仍要待疫情好轉後，才可以秉持着樂知承責、

克盡己責的精神為全校師生服務。

圖書館領袖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4H 廖天悅 4P 何承謙 5H 何欣諾 5G 譚亦彤 5S 邱子諾 6G 鄧允祈

4H 蔡嘉善 4S 楊詠晴 5H 陳樂軒 5G 鍾皓然 5S 何奕琳 6G 李 晉
4H 陳均賢 4S 陳愷晴 5R 高藝菲 5G 莫業暢 6H 李思霆 6P 黎芷銦

4R 李浩正 4S 康博鍶 5R 鄭凱嵐 5P 湯在睎 6R 譚承浩 6P 程浩軒

4R 李宛諺 4S 趙思言 5R 區淽盈 5P 梁宏浚 6R 尹靖琳 6S 蕭溢成

4G 李錞朗 4S 蔡皓駿 5R 盧彥風 5P 莫飛兒 6R 江競程 6S 麥麗盈

4G 劉曉盈 4S 陳海天 5G 趙闓文 5S 陳幗婷 6G 張栢瑜 6S 楊煦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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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H

陳家朗

5H

陳樂軒

林熙雯 江曉晴

利凱彥 林 潞

鄧書豪 羅曉晴

翁耀廷

5G

區嘉駿

4R 蔡定衡 周栢姸

4G
周晉暉 何卓蕎

蘇文豪 5S 嚴雅婷

4P

陳鈞甯

6H

伍欣俐

張顯揚 潘啓源
鄺珈瑤 曾奕揚

謝鎛鍲 黃皓嘉

胡妙姿
6R

林駿希

4S
楊詠晴 李劻錡

原睿嘉
6G

陳君妍

廖天藍

愛心大使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4H 曹若彤 4S 許梓濼

6G

李 晉
李惠欣 原睿嘉 黃子晴

4R 周本覺 5H 郭梓柔 孫梓昕

李宛諺 羅曉晴 楊 謙

4G 王巧瓏 5R 謝彩文 杜紫悠

梁漫喬

6H

彭彥洭

6P
洪子博

4P

陳鈞甯 蔡汶滈 錢泳嘉

陳新玥 吳昊霖 羅靖喬

徐愉善 李嘉慧

韋頌恩 6R 楊樂風

鄺珈瑤

  本校鼓勵學生主動認識及了解環境保護的資訊，積極參與校內、校外的環保活動。環保大使團隊的使命是
協助老師宣傳各類環保資訊，並身體力行，實踐綠色環保生活，作全校師生的先導。

  本年度共有31名來自四至六年級的同學成為環保大使，他們將協助老師宣揚及參與各不同的，以「地球
是我家 ･ 珍惜愛護她」為主題的環保活動。

環保大使

愛心大使
  本年度愛心大使的成員都是來自四、五、六年級的同
學。秉承推廣愛與關懷的使命，縱使受疫情影響，仍無阻

我們的服務熱誠，為老師和同學服務。我們於十一、十二

月於校內協助進行綠化校園資助計劃，主要於早會時段負

責到天台照顧幼苗，培養同學的綠化意識，在美化校園的

同時，亦能讓同學明白到植物生命的週期，也需要悉心照

料及愛惜呢！能參與此活動，多有意義啊！

校車車長

校車車長名單
車線

A
5R 盧彥風 5G 周栢姸
5H 陳諾彤

B 6S 胡庭瑋 6G 陳亦暉
C 6G 周世澄 5H 陳樂軒
E 6H 黃皓嘉 6G 黃子晴
F 6S 陳立喬 5P 田沐珊

  本校大約有140位同學乘搭校車上學及放學，要確
保同學乘車安全，校車車長的存在相當重要。放學時，

校車車長需要負責協助校車保姆排隊點名，人齊後可通

知保姆帶隊上校車。此外，他們亦要協助看管同學於禮

堂集隊及上車後乘車秩序，確保行車期間的安全。校車

車長亦要幫忙協助安排同學的座位，讓低年班同學坐近

保姆，方便照顧。校車車長必須要有責任心，注意同學

在車上秩序，方能讓各同學安全乘搭校車放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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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4H 曹若彤

4R 黃幸晴

4G 鄧宇軒

4P 何承謙

4S 康博鍶

5H 徐念恩

5R 鄭凱嵐

5G 趙闓文

5P 吳泓樂

5S 盧禹軒

6H 蘇希雅

6R 唐沛澄

6G 廖天藍

6P 黎芷銦

6S 盧永倫

  學生大使為四至六年級的同
學，目的是讓同學有機會擔任領導

的角色，擴闊視野及豐富其生活的

體驗，並加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以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及促進他

們在學習和工作上的個人成長。

  學生大使的職責包括代表該社
統籌、帶領社員參與全年活動；定

期進行會議，商討活動方向。他們

亦會協助舉行大型學校活動：各活

動日攤位遊戲、開放日、文化日、

遊戲日、運動會等等。

  總而言之，學生大使定當竭盡
所能，讓校園充滿社際精神。

  本年度禮貌大使隊員共30人。禮貌大使主要職責是以身作
則，樹立好榜樣，向其他同學宣傳有禮訊息，以培養有禮待人

和自律守規的良好態度。他們以三人一組每天課前於正門入口

跟所有人問好。

禮貌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3H 王貝堯 3P 劉紫嫣 4R 楊卓穎

3H 許喬宙 3P 郭思煥 4G 梁海姚

3H 馮綽萱 3S 蔡凱婷 4G 王巧瓏

3R 陳柏榮 3S 劉昇茹 4G 林芯喬

3R 陳柏堯 3S 蕭柏容 4P 鄺珈瑤

3R 林曉嶸 4H 陳均賢 4P 謝鎛鍲
3G 張曉欣 4H 鄧書豪 4P 劉善慷

3G 林祖祺 4H 翁耀廷 4S 林子涵

3G 莫翼亦 4R 譚鋕峰 4S 張佳朗

3P 何柏亨 4R 黃靖恩 4S 劉奕新

學生大使

禮貌大使

普通話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G 許竹雨 4P 陳新玥 5P 陳信輝 6P 羅靖喬

4G 梁海姚 4P 劉善慷 5S 錢顧元 6P 屈家麒

4G 鄧宇軒 4S 劉洛謙 5S 嚴雅婷 6P 蘇煜竣

4G 王張弛 5H 魏海鈴 5S 朱芷洛 6S 趙子詠

4G 楊竟楌 5G 趙闓文 6G 廖天藍

普通話大使

  普通話大使肩負校內推廣普通話的使命。他們的工作包括：逢星期二
普通話日的早上，普通話大使會用普通話跟同學們打招呼，也會進入各個

教室協助開啓中央台播放<<相聚一刻>>或卡通片等節目，呼籲同學多聽
多說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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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笑容大使以朋輩領袖身分在校內向小一至小六同學推廣護理牙齒活動：鼓
勵初小同學自發地把牙齒刷乾淨，並幫助他們改善飲食習慣以減低蛀牙機會；鼓勵

高小同學建立每天使用牙線的習慣，保持口腔清潔。

陽光笑容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H 周頌樂 4G 許竹雨 4P 韋頌恩 5H 羅曉晴 5G 謝頌禧

4H 梁凱婷 4G 林敬堃 4P 胡妙姿 5H 徐念恩 5G 余祉瑩

4H 李謙伊 4G 王巧瓏 4S 鄭康南 5R 陳澔正 5P 裘昕玥

4H 楊凱斐 4P 鄭翔中 4S 康博鍶 5R 簡弘知 5P 田沐珊

4R 李宛諺 4P 張睿熙 4S 林子涵 5R 呂可唯 5P 楊 玥
4G 黃芷晴 4P 何承謙 4S 原睿嘉 5G 何卓蕎 5S 林家如

校園健康大使

校園健康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 班別 學生 班別 學生

5H 林煒鈞 黃靖韜 5S 陳幗婷 陳柏爾 6P 梁卓楠 李 想
5R 高藝菲 黃晟昊 6H 何祖銘 陳俊賢 6S 陳加朗 伍 悅
5G 黃啟洛 譚亦彤 6R 麥瑋廸 吳璟羲

5P 朱耀燊 吳曉頤 6G 孫梓昕 鄔兆鏗

陽光笑容大使

  健康大使職責包括協助老師記錄各班同學帶水果回校人數、磅書包括活動、推廣健康食物／水果
資料介紹等。

  電腦室大使主要在電腦室開放
時為同學服務，他們除了會維持電

腦室的秩序外，亦為低年級同學解

決電腦登入的問題。

  透過活動讓故事小先鋒學習說故事技巧，提升說話表達能力及自
信，然後於小息時間為小二同學說故事，實踐課堂學習及加強與人溝

通的技巧。

電腦室大使

故事小先鋒

故事小先鋒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3H 莊鳴謙 3H 黃日熙 3S 陳一言

3H 梁栩瑜 3G 陳桌泓 3S 蕭柏容

3H 梁宏琛 3G 張浩軒

3H 林瑋峯 3G 林祖祺

電腦室大使名單

班別 學生姓名

5H 何欣諾 陳智軒

5R 謝彩文 葉嘉銓

5G 鄔兆康 譚亦彤

5P 吳鈺雯 黃子善

5S 梁偉滔 高梓灝

6H 吳昊霖 蔡瑋庭

6R 楊樂風 李劻錡

6G 湯梓謙 李廣森

6P 蘇煜竣 梁弘彥

6S 郭衍揚 胡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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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音樂大使是來自4至6年
級同學，他們主要於午間音樂會上

作協助。雖然受疫情影響而未能舉

行午間音樂會，但同學們亦隨時候

命，為大家服務。

音樂大使名單

班別 姓名

4S 趙思言

5H 魏海鈴

5S 林家如

6G 蔡依彤

6H 蘇希雅

6P 卓子謙

6P 黎芷銦

  中文科一向致力為同學提供課堂內、外的活動，讓同學透過有
趣的主題和活動，豐富學習語文的經歷，提升學習語文的興趣。

  中文大使本着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而成立，在校園內曾協助主
持的中文科活動十分廣泛，包括推廣「齊來誦詩」、「毛筆書法齊

齊練」、「快樂閱讀花園」，以及推廣「軒小齊學弟子規」等各項

活動。每逢學校開放日，中文大使都會負責向來賓介紹本校中文

科，或者拍攝中文科的介紹影片。

中文大使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5H 徐念恩 5R 呂可唯 5P 吳泓樂

5R 陳卓鋭 5G 陳淳之 5P 田沐珊

5R 陳澔正 5G 周栢姸 5P 楊 玥　
5R 簡弘知 5G 關宇城 5S 何韻妍

5R 盧彥風 5G 黃啟洛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responsible in assisting teachers to hold a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If the situation of COVID-19 becomes better, they will also teach primary 1 and 
2 students to play some English games in the English Room on Ground Floor.

English Ambassador
4H

LI HIM YEE CHLOE 李謙伊
4H

LIU TIN YUET 廖天悦
4H

YANG HOI FEI 楊凱斐
4R

LI YUEN YIN YASMINE 李宛諺
4G

CHOI ZI YAN 蔡子硏
4G

LAM KING KWAN 林敬堃
4P

CHAN YIU CHUN 陳曜竣
4P

LEE CHUN 李 俊
4P

SZE-TO CHING LAM 司徒靖琳
4P

WAI CHUNG YAN DAISY 韋頌恩
4S

KWAN SHING HEI 關承晞
4S

TAN HEI YEE HAILEY 陳羲而
4S

YEUNG WING CHING 楊詠晴
4S

YUEN YUI KA 原睿嘉
4S

ZHAO SIYAN AMBER 趙思言

  數學科推行「數學特工計劃」，目的在照顧低年級學生不同
的學習需要之外，也讓高年級的學生能透過此計劃獲取滿足感，

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數學特工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5H 梁以睿 5G 張善盈 5S 何奕琳

5H 黃泰然 5P 鄭知婷 5S 林家如

5R 張穎天 5P 鄭宏治 5S 蘇洛茹

5R 簡弘知 5P 吳曉頤 5S 廖一言

5R 王泳文 5P 莫飛兒 5S 何韻妍

音樂大使

中文大使

English Ambassador

數學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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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8月26日及8月27日舉行了一系列的小一迎新活動，為小一新生
適應作好準備。活動內容包括學校行政簡介及課程簡介的小一家長座談會，

以及小一適應活動。今年的小一迎新活動恢復以實體模式進行，校方先讓家

長安坐在禮堂聆聽校長及各位主任講解學校資訊，然後再安排家長到課室參

與小一家長座談會，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面談，讓家長了解各科功課類別及

學習重點。在家長講座期間，小一新生則留在課室學習一些上課時的簡單禮

儀。至於小一適應活動，則安排了小一新生認識校園、老師及同學，並進行

集隊訓練。最後，在家校合作的配合下，各項小一迎新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當幼稚園學生升上小一後，隨即要面對許多新挑戰和新事物，例如適應新的學校環境、掌握新的課程、認識
新的朋友和新老師等。本校欲透過「幼小銜接」的安排，讓小一學生及其家長儘快適應及投入本校的校園生活。

幼小銜接

小一迎新日—學校行政簡介

小一家長座談會—課程簡介

(a) 小一迎新日

(b) 小一適應活動

陳校長正在為小一新生家長致歡迎辭及介紹本校辦學宗旨

陳校長向小一家長介紹各行政組主任
當天前家長教師會主席鄭金鳳女士也有在
場，並向大家介紹本校的家長教師會活動。

當天在場的家長專注地聆聽每個項目的介紹

小一新生正用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英文老師正聯同外籍老師向同學打招呼及進行自我介紹

班主任向同學派發小一適應活動冊

同學們在課室內學習排隊
老師正向小一新生介紹學校的設施

小一新生懷着愉快的心情上學去
小一科任老師正落力地向家長講解各科的特色及注意事項

老師正教導小一新生如何
使用學生證

小一迎新日活動順利完成，同學們排隊準備放學。在課室的老師正教導小一新生上課的基本禮儀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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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小一適應活動冊」的課業內容，讓小一新生加深對學校的認識。

 Ø 上學期「測驗」及「考試」改為「評估一」及「評估二」；分券、分額及時限維持不變。

 Ø 舉行評估的日期與其他級別進行測驗及考試的日期相同。

 Ø 上學期「評估」不計成績百分比，不會派發成績表，不影響升班。

 Ø 一年級上學期普通話科「評估二」及下學期期考只考口試。

(C) 小一適應活動冊

(e) 評估方面

(ii) 我們這一班

(iii) 校園生活片段

(i) 首天上課日(d) 小一新生校園生活點滴

1H

1P 1S

1R 1G

踏入校門第一時間先消毒雙手 陳校長歡迎小一新生加入軒小大家庭
同學們正在專心地聆聽老師的指示

首天上課日先來一張大合照吧！

同學們排隊上課，準備開展新一頁！
同學們都專心上課！

老師帶領同學遊校園，剛巧經過電腦室。

同學們在視藝堂用心地繪畫圖畫

同學們投入課堂活動
同學用心地上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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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綠色聖誕聯歡會
又到了！早前老師既帶出綠色聖誕

意義，又啟發同學感恩與分享，同學都

熱烈地捐贈聖誕禮物。

 雖然疫情持續，但無阻學校舉行綠色聖

誕聯歡會。當天的節目內容十分精彩，包括家

長義工製作聖誕小手工攤位活動、親子環保聖

誕帽設計得獎生Catwalk表演、設有班際最佳
聖誕服飾獎及聖誕大抽獎等。

  在老師的安排下，同學們都盡情地

參與活動，歡笑聲此起彼落，讓他們

度過了一個開心難忘的早上。

捐贈聖誕禮物活動

2樓活動室最佳聖誕服飾獎頒獎

2樓活動室影班相活動

課室聯歡

高年級同學設計的聖誕樹十分有創意！我們終於完成了聖誕樹小手工喇！

大家來一個開心大合照啦！

其中兩班同學獲得班際聖誕服飾獎，真是實至名歸！

校長感謝同學們無私捐贈聖誕禮物

看！同學們捐贈了很多聖誕禮物給班會抽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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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表演及聖誕頒獎

家長義工攤位

家長義工製作的聖誕摺紙飾物十分可愛，很受同學歡迎。

十分感謝家長義工扭了很多氣球送給
同學。

同學們十分喜歡家長義工製作的氣球和聖誕小手工。

我們抽到大獎呀！也從聖誕老人手中接到禮物，興奮極了！

看！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的作品（高小組）多漂亮呢！

看！親子環保聖誕帽設計比賽的作品（初小組）多精美呢！

5S班獲得最佳課室及壁報設計獎，壁報最具創意及環保元素。恭喜！恭喜！

初級合唱團聖誕表演—以美妙歌聲唱出聖誕樂曲，帶給大家無限
歡欣與喜樂！！

中級合唱團表演—以美妙歌聲唱出聖誕樂曲，帶給大家無限歡欣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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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星期五

固定組

InnoLab 創科達人

男子籃球組

故事小先鋒 中文話劇團

羽毛球組 軒小童耆義工隊

VR 遊戲編程 微型電腦與編程

  疫情之下，本學年被迫取消了一些學校活動。為了使他們在新常態的學習環境下仍能擴闊視野，探索新
知識，本校除了安排了不同種類的課外活動讓同學們參與外，亦邀請外聘機構到校安排一些體育及視藝專項

活動，包括花式跳繩、體操、繩結、民間手工藝活動等，讓同學們能過一些輕鬆有趣又充實的校園生活。

同學們用心學習micro:bit編程。

CoSpace的功能真多樣化！ 編寫遊戲程式十分有趣呢！

看！我們的拍球技術多熟練呢！
你一球，我一球，接住吧！

我們製作的香蕉薄餅就快完成了！

同學們專心聆聽梁老師教導説故事的技巧！ 這個戲劇藝術工作坊十分好玩呢！42



流動組

小手工

摺紙樂

五年級 Lego 組 六年級 Lego 組

趣味小實驗
English Craft

家長伴讀好時光
趣味法語

我們很快就完成一幅海底畫作了！ 家長義工說的故事既動聽又吸引！

「Bonjour！」你知道是甚麼意思嗎？

看！我摺的小動物多可愛呢！ 這幾杯液體有何分別呢？動動腦吧！ 我們的聖誕小手工真可愛啊！

同學用零件砌成機械人，很有成功感。

同學們用心聆聽老師講解如何結合STEM來操作遙控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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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小二外聘機構活動

花式跳繩班

武術班

體操班

足毽班

繩結班

民間手工藝班

禪繞畫班 卡通人物畫班

跳大繩，真好玩啊！

哈！同學們化身成為武林高手！

低年級的同學們肢體十分柔軟啊！

看！我們的平衡力多好呢！

我們的繩結小揮春終於完成了！

大家覺得我的紙藝青花瓷碟美麗嗎？

同學們正在創作具個人風格的禪繞畫。 你認識我畫的卡通人物嗎？44



們的驕傲我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2021十八區卓越表現獎—灣仔區第三名

2020-2021年度 漢學小精英成員
6H 梁一鳴 李嘉慧 黃皓嘉
6R 陳冬姸 陳乃羽 鄭律銘 羅景耀 譚承浩 楊樂風 
6G 曹銘軒 蔡依彤 邱煦悦
6P 卓子謙 李昕晴 吳荻軒
6S 林熙晉 蘇煜竣 楊致益 何紹誠 趙子詠

2021年 畢業生
鄭政謙 蔣穎心 何思慧 顧恩浩 劉詠霖 蘇柏軒

陳思言 張鎧妍 譚 雋 謝頌謙 黃在恩 陳景程

范景承 林熙哲 李明晅 李 韻 田沐恩 鍾冠博

譚澄慧

2021-2022 中國語文科校內書法比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P 姚皓文 2P 李宜謙 3H 王貝堯 4H 李謙伊 5G 陳淳之 6G 廖天藍
亞軍 1H 李紫晴 2H 羅允康 3P 吳思嶠 4H 廖天悦 5P 林熙泰 6S 何紹誠
季軍 1R 盧芍茵 2P 崔天晴 3H 陳奕曦 4P 陳新玥 5R 陳卓鋭 6R 陳乃羽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獎項 得獎學生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1.2020-2021年度畢業生—田沐恩（已畢業）
2.5H 尹尚哲  5R 陳卓鋭  5G 周禮曦  5S 何朗謙  6G 邱煦悦
   6S 陳浩正  6S 何紹誠  6S 何浚本 

獎項 得獎學生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6H 黃皓嘉  6G 廖天藍  6G 邱煦悦
獎項 得獎學生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6H 黃皓嘉  6G 廖天藍  6G 邱煦悦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Filmit 2021: A Student Film Competition

中文科

英文科

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三年級

六年級五年級四年級

二年級一年級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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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英文科校內書法比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P 何曉澄 2P 李宜謙 3G 何紹如 4H 廖天悦 5S 邱子諾 6R 陳珈晴
亞軍 1H 李紫晴 2H 方煒甯 3H 陳奕曦 4P 鄭翔中 5R 陳卓鋭 6R 江競程
季軍 1R 王嘉朗 2G 葉丞湘 3S 梁綽軒 4G 盧天朗 5P 田沐珊 6H 莫梓瑩

2021-2022年度《相聚一刻》攝錄比賽初小組
冠軍 3H 曾銘諾

亞軍 4S 江梓豪

季軍 3G 趙若晴

優異 2P 羅鎧晴 2P 秦敬善 2S 劉懷謙

冠軍 6H 曾奕揚

亞軍 5P 楊 玥

季軍 5R 王泳文 5S 朱芷洛 5R 黎越桓

優異 5S 嚴雅婷 5S 盧禹軒 6S 趙子詠 6G黃苡晴

2021-2022年度《相聚一刻》攝錄比賽高小組

優異獎 5P 楊 玥

“學普通話 認識國家”親子短片 創作比賽

聯校音樂大賽—
小組合奏（中樂）第一組

聯校音樂大賽—
小組合奏（中樂）第二組

中銀青少年發展計劃港九小學分區劍擊比賽

銀獎

1.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顧恩浩、蔣穎心、劉卓恩、鍾冠博

2. 5S 嚴雅婷 
銀獎

1.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顧恩浩、劉卓恩、鍾冠博

2. 5S 嚴雅婷 

港島西區男子乙組重劍（冠軍） 4H 劉佳鑫

普通話科

音樂科 體育科

4H 劉佳鑫
聯校音樂大賽—小組合奏（中樂）銀獎 5S 嚴雅婷

親子短片創作比賽5P 楊 玥《相聚一刻》攝錄比賽高小組

《相聚一刻》攝錄比賽初小組

六年級五年級四年級

三年級二年級一年級

  上學年，中樂團於聯校音樂大賽中，參
加了兩項小組合奏比賽，並奪得兩個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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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男甲 推鉛球 亞軍 6S 郭衍揚
男乙 跳遠 冠軍 5S 何朗謙
女甲 跳遠 冠軍 6S 冼珈延
女丙 跳遠 亞軍 4P 胡妙姿

男甲 團體 優異
6R 麥瑋廸 6P 馮俊賢 6P 林炎羲 6P 楊致益 6P 韓少豫
6P 程浩軒 6S 程逸朗 6S 郭衍揚 

女甲 團體 優異
6H 蘇希雅 6H 李嘉慧 6R 尹靖琳 6R 陳冬姸 6R 陳珈晴
6G 邱煦悅 6G 鄧允祈 6S 冼珈延  

女丙 團體 殿軍 4H 楊凱斐 4P 陳潁潼 4P 胡妙姿

「第十四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4R黃靖恩

最積極參與獎 2020-2021年度所有P.4-6學生

金獎
1. 2020-2021年度畢業生—鄭政謙
2. 6H 黃皓嘉 6R 鄭律銘 6R 譚承浩
3. 2020-2021年度—趙梓然（已出國留學）

「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
獎項 得獎學生

成功「創建機械人集體
編程健力士世界紀錄」

第一組：5P 陳信輝 5S 何朗謙 5S 邱子諾 6P 吳荻軒 6P 楊致益
第二組：6R 陳冬姸 6R 陳珈晴 6R 陳乃羽 6R 譚承浩 6G 李 晉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比賽

基本法問答比賽

2021年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
獎項 獎學金 得獎學生

優異獎 $300書劵 6H 吳昊霖
獎項 獎學金 得獎學生

嘉許獎
每人獲港幣

1000元
中文科：4G 盧天朗 4S 萬少龍
常識科：2G 林晉嶢 5G 何卓蕎 5S 何朗謙 6R 鄒昀霖 6R 譚承浩

視藝科 課程

線上學識分享  嘉許獎
6H 吳昊霖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比賽 金獎《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獎

初小組 優異獎4R黃靖恩
第二組第一組

6S郭衍揚 男甲團體優異

4P胡妙姿 6S冼珈延 5S何朗謙

女丙團體殿軍女甲團體優異

47



「守法規、顯自律」海報設計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2H王若曦 4H陳家朗 5P鄭知婷

亞軍 1P黎彥均 3R袁晞嵐 5P田沐珊

季軍 1R鄧天皓 3S梁綽軒 5P鄭宏治

優異獎
1H周榆昕
2G葉丞湘

3R李依楠
3G方煒皓

5H黃靖韜
6R羅景耀

優異奬 5R 黃晟昊

比賽名稱：Hong Kong Specimen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中國歷史人物全接觸《何謂魯迅》舞台劇紀念盒設計比賽

冠軍 6R 陳珈晴

嘉許獎 5R 鄭凱嵐 5G 何卓蕎 5P 鄭知庭 6R 鄭律銘 6S 郭衍揚 6S 陳嘉欣

德育及訓輔 環保

其他

無冷氣夜2021「沒有冷氣的一週」週記徵文比賽2021

獎獎獲獲員員職職教教
優秀教師獎（關愛組）梁健明老師與頒獎嘉賓

70周年校慶綜藝匯演

2020-2021年度畢業生鄭政謙及媽媽特意回校
領取獎盃及書券

2020-2021年度畢業生鄭政謙榮獲Hong Kong
Specimen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2021冠軍

週記徵文比賽 優異獎 5R 黃晟昊

初級組

中國歷史人物全接觸 嘉許獎舞台劇紀念盒設計比賽 冠軍 6R陳珈晴

高級組中級組

梁老師得獎後感言：
  回看「軒小70周年綜藝匯演」，本人帶領4R班同
學完成動感操表演。我把此經歷以「一個都不能少．舞

動奇蹟三部曲」為題撰寫成報告，感謝陳校長提名及推

薦本人參加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優秀教師選

舉，最後獲得了優秀教師（關愛組）獎項，實感榮幸。

過程中，感恩能再次回味與同學們一起成就奇蹟的點

滴。這具挑戰性的表演得已完成，當中有笑、有淚、有

愛⋯⋯企盼軒小同學們感受到的校園關愛文化，能像接

力跑一樣繼續承傳，傳遞給他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位。

2021-22 優秀教師獎（關愛組） 梁健明老師

陳艷祝校長推薦內容：
  陳校長極欣賞梁健明老師自發的班級經營，更包含目的：帶領著學生
體現欣賞自己和別人、體驗成功和提升自信，以及讓學生展現求同存異、

共展才華。

  梁健明老師曾多次獲得教育局表揚教師計劃，是我校推動關愛文化的
表表者。是次進一步突顯梁老師作為班主任，她主動關心學生、營造團

隊、建立班風。她以關愛文化為起點，一個學生也不能少。在一次小型校

內班際比賽，梁老師帶領學生排練，她不時鼓勵學生不要懼怕、嘗試克服

面對群眾、在過程中克服種種的挑戰，同學之間互相幫助、互補不足，產

生了正面積極鼓舞的作用。特別是那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以強帶

弱下，互相學習、彼此接納、達致雙贏。最終，全班同學過五關斬六將，

代表全校同學在「軒小70周年綜藝匯演」中演出。同學一步步跨過困
難，越發激勵鬥心，越發做得更好，這一切都帶給學生寶貴的學習經歷。

  展望同學在老師的關愛及接納下更有信心、盡展所長、展翅高飛，享
受多姿多彩的小學生活，他日取得成功，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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