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昌明校長
「停課不停學」對本校師生及家長來說，絕對不是口號般簡單。

打從2020年2月5日停課起的一個月，本校教師每天努力備課及製作電
腦簡報，編撰校本自學課程，並陸續加入語音導航及互動評估元素，
讓學生每天有規律地學習。但有家長向校方反映，指孩子在停課期間
完全鬆懈了下來，每次苦勸孩子早睡早起以準時完成校方指派的功
課，卻總是換來雙方吵鬧的不愉快局面，親子關係每況愈下。隨著停
課期一再延長，校方不得不再次思索優化網上學習課程的各項方案，
其中一項，就是善用教師在停課期間早已習慣使用的Zoom視訊會議
軟體程式，作為推行網上實時課堂的平台。經校方評估後，認為網上
實時課堂不但可加強學生對作息時間的正確觀念，更可透過教師即場
講解及即時回饋，達致實體課堂的學習果效。於是，校方即時加強教
師、學生以至家長對運用Zoom進行網上實時課堂的相關培訓，而資
訊科技人員更忙於為個別學生檢查手提電腦或平板電腦等電子裝置，
讓學生能順利參與網上實時課堂。結果，在短短數天後，即2020年3
月4日，本校的網上實時課堂開始，學生正式踏進了「停課不停學」
的學習新階段。

網上實時課堂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五分進
行，復活節及公眾假期除外，每天四節，中、英、數、常各一節，每
節35分鐘，課堂間有足夠時間讓同學休息。學校禮堂更開放讓未有
相關電腦配置或家裡未有上網設備的同學回校上課，並由專人協助使
用由校方提供的平板電腦及耳機。校方並無強制學生參與網上實時課
堂，以釋除家長擔心孩子因網絡問題導致缺席課堂而受罰的疑慮；話
雖如此，學生於網上實時課堂的出席率接近99%，甚至身處美國、內
地及澳門的同學也有參與呢! 每星期的學習簡報在上一周的星期五已
電郵給學生作預習，即使學生未能參與網上實時課堂，也能透過該學
習簡報作自修學習。本校「停課不停學」的安排，深受家長的歡迎及
重視，凡學生未能上課，家長會如常致電回校請假；學生無法登入課
堂，學生或家長會立即致電回校查詢；另一方面，校方不斷聆聽家長
的訴求，除不斷優化網上學習課程的模式外，更將每天的功課上載內
聯網，方便家長跟進。從家長的關注及同學的認真學習態度，足以證
明網上實時課堂已被視為正規課堂的一部份。

在每天網上實時課堂開始前，校長會於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八時
五十五分輪流為6班同學進行早會(涵蓋了13個主題)，其餘24班會由班
主任帶領上班務課。從2020年4月20日起，每天新增了第五節課堂，
加入宗教、音樂、普通話、視覺藝術及資訊科技網上實時課堂，每周
各一節，下課時間延至下午十二時五十五分，進一步邁向網上實時全
科課堂的學習新紀元。

為 了 讓 同 學 在 停 課 期 間 不 忘 運
動 ， 體 現 「 晨 光 第 一 線 ． 早 操 齊 鍛
鍊」的精神，校長從2020年3月16日
起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八時四十分親自
帶 領 同 學 進 行 「 上 帝 的 創 造 」 健 體
操，10分鐘剛好完成六個健體操循
環，跟天父以六天時間創造天地萬物
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此外，為了讓同

學在下午繼續有學習多元知識的機會，
校方從2020年3月26日起下午2:30至3:30
為同學安排了48場多元學習課，每天皆
有特定主題，內容如下：
星期一：正向人生篇(靈育及生命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生涯規劃)
星期二：趣味百科篇(生活智慧、健康教 
 育、社交及情意)
星期三：數理科學篇(STEM、資優、環  
 保教育)
星期四：綜合藝術篇(音樂、體育、視覺藝術)
星期五：兩文三語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普通話)

 學生在完成課堂並遞交google form作回應後，便可累計分  
 數獲取「自學精英」的殊榮，以下五位同學便是遞交了所有  
 的google forms，成為「自學精英」中的「精英」呢!
 1C 麥煦諾    1C王禮賢    2A楊芷晴    3A麥恩葵    5A葉梓灝

經過近四個月的停課歲月，均令教師、家長及同學在運用資訊科
技進行學與教方面向前跨進了一大步，真是意想不到的大收穫呢! 期
盼香港疫情盡快過去，學生在暑假後能背起書包再度踏進校園，面上
再無口罩掩蓋大家正綻放的燦爛笑容。

停課、復課、提早放暑假事件簿
25-1-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至16-2-2020
31-1-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至1-3-2020
13-2-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至15-3-2020 
25-2-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至不早於20-4-2020復課
17-3-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20-4-2020復課機會不大
21-3-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20-4-2020不能復課
5-5-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分階段復課
8-6-2020 小學四至六年級復課
15-6-2020 小學一至三年級復課
10-7-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提早放暑假
13-7-2020 起小學一至四、六年級提早放暑假
15-7-2020 起小學五年級提早放暑假
3-8-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可於新學年如常 
 開學，但不可進行任何形式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
31-8-2020 教育局宣佈全港小學恢復面授課堂安排如下：
 小一、五、六 23-9-2020(三) 半日制上課
 小二、三、四 29-9-2020(二) 半日制上課

同學回校參與網上實時課堂，恪守保持
安全社交距離的原則。

同學正跟隨校長進行
「上帝的創造」健體操呢!

小澤及小芸在疫情下也要佩
戴口罩，跟大家一起抗疫呢!

臭氧霧化機：是校園防
疫措施的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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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1C王禮賢1C 麥煦諾 2A楊芷晴 3A麥恩葵 5A葉梓灝

同學在網上實時課堂的熱烈反應
絕不比面授課堂遜色呢!

恭喜以下同學獲得「自學精英」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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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淑慧老師
鑑於疫情嚴峻，教育局於本年二月初宣佈停課，直到六月初復課。
在停課期間，我校本著「停課不停學」為宗旨，分別進行了兩階段的學習安排。
首階段進行了為期兩星期的自學課程。教師在此階段為學生編擬了自學網上教材，

透過eClass發放教材讓學生在家中自學。
第二階段在二月底開始，教師透過Zoom進行網上實時教學課程。在此階段，教師

除了每天透過Zoom授課外，同時亦每星期製作與課題相關的簡報，配合聲音導航，以
便更有效協助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理解。這是為了照顧個別未能上實時課堂的同學能在家
學習，同時亦為同學作温習之用。

在進行網上實時教學期間，增強了同學與教師之間的互動，彼此可以進行討論、
分享等活動。除此之外，教師為了知悉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對課題的了解，每星期會利用
e-Smart 2.0系統進行一次網上評估。至於功課方面，教師每完成教授一課題後，便會
安排同學完成作業及課文問答題，並於翌日與同學核對答案。

以上的各項安排，有助學生在停課期間於家中學習，裝備自己。

薛紫韻老師
下學期停課期間，為了達致學生停課不停學，數學科教師都盡心製作內容充實的教

學簡報讓學生在家自學。
簡報方面，除了加入學習內容及仔細解說學習步驟外，每節課亦會有學習重點及學

習小錦囊，讓學生清楚知道需要掌握的數學概念。此外，教師亦會提示學生課題內容易
犯錯的地方，提醒學生特別需要注意的細節部份。教師亦會加入不同的短片、遊戲及互
動程式，讓學生更能投入課堂。

另一方面，教師亦透過網上實時課堂，詳細講解學習難點，並重視與學生互動，直
接解答學生的疑難，希望讓學生更能掌握所學知識。

學生的預習成果、在鞏固練習中的成績、於延伸學習的表現可作為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的參考資料；教師更利用實時課堂中每週的測驗，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並給予回饋。

這次停課無疑對學生是一個考驗，考驗他們的學習主動性及自學能力，希望透過教
師的幫助，學生能順利通過考驗，繼而實實在在地掌握相關的數學概念。

劉悅芬主任
本 校 自 三 月 開 始 實 施 網 上 實 時 教 學 ， 中 文 科 在 各 級

的安排均有所不同。小一、小二以教授基本知識為主，教
師透過提問，以互動形式，讓學生了解課文大意、認讀字
詞，以掌握字詞的形、音、義，並會按需要而教授語文
基礎知識，冀望透過網上實時教學，讓初小學生真正做到
「停課不停學」。

本校自2018年度開始，教師已在課堂上運用電子教
學工具。因此，小三至小六學生對電子學習已有一定的
認識。停課期間，教師便能輕易透過Edmodo電子教學平
台發放預習內容、網上家課，以及延伸課業。學生利用
Edmodo繳交網上家課後，教師便可從平台取得有效數
據，並根據學生課業表現給予適切的回饋，以促進學生學
習為終極目的。

中文科科任按學生需要，以不同電子學習工具配合網
上實時課堂，如利用Nearpod的「draw me」功能讓學生
在課堂上造句，甚至圈出中心句等。

本校素來重視評估素養，踏入五月份，中文科網上實
時課堂每星期均會進行一次評估。科任根據學生能力、興
趣，以及實際需要，利用Kahoot!、Quizizz、Socrative
等電子學習平台作為評估工具，以增添課堂的趣味及提升
學生學習的動機。每周進行一次的課堂評估，是教師收集
學生學習成果的最佳時機，並可適時給予回饋，協助學生
改善學習。

教育局提倡「停課不停學」，對本校來說，無疑是一
個契機，讓教師思考如何進一步發揮電子學習的優勢，以
優化、完善日常課堂的教學果效。

2020年3月5日，學生透過Zoom視訊會議軟體
程式正式進行網上實時課堂的學習 。

從2020年4月20日起，每天新增了第五節課堂，加入宗教、音樂、普通話、
視覺藝術及資訊科技網上實時課堂，每周各一節。

不同學科會利同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如Kahoot!、Quizizz、Edmodo、e-Smart2.0等評估
學生的學習成效，讓教師能給予學生即時回饋，鞏固學生所學。
學生網上實時課堂評估情況之分享

「停課不停學」之課程簡介

早上，張校長與學
生一起進行「上帝
的創造」健體操，
舒展筋骨，提升身
體的免疫力。

上中文課時，教師
透過製作精美的電
腦簡報進行教學。

上宗教課時，學生一
起用心地背誦聖經金
句。

透過Kahoot!學生須
在限時內完成評估。

完成Quizizz評估後，顯
示出每位學生在此次評
估答對的百分比。

e-Smart2.0清楚展示個別學生
於每道題目的成績，展示整體
學生在各道題目的表現。

亦會利用統計圖，讓教師
有 效 知 悉 學 生 的 學 習 難
點，繼而多作講解。

上音樂課時，學生
一起細心地分析歌
曲的特點。

上普通話課時，教師使
用影片輔助教導拼音以
提升學生的投入感。

上 視 覺 藝 術 課 時 ，
學 生 積 極 地 展 示 自
己的視藝佳作。

上資訊科技課時，
學生學習各種電腦
應用程式。

上英文課時，教師透過展
示學生的功課，讓學生更
專心地聆聽教師的講解。

上數學課時，學生全
神貫注地閱覽教師所
展示的學習內容。

上 常 識 課 時 ， 學 生
一 起 用 心 地 學 習 國
家地理的知識。

上多元學習課時，學生可
透過觀賞電影、話劇、音
樂劇等學習多元知識，擴
闊知識的領域。

張校長逢星期一至五於
早操時段後再分級舉行
早會，與不同年級的學
生分享正向的訊息，關
心學生的需要。 與此同時，其他級別會進行

班務課。班務課後，各班按
照 不 同 的 時 間 表 進 行 中 、
英、數、常各一節的網上實
時課堂，每節35分鐘。

「停課不停學」之課程安排

常 識 科

數 學 科中 文 科

 Mr Patrick Wong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classes have been suspended since 
February. However, suspending 
classes was not equal to suspending 
learning. Our English teachers 
conducted real-time Zoom lessons 
and prepared self-learning materials 
for students to study in those few 
months. 

Each self-learning package included 
the reading text,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vocabulary,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for some chapters, 
the writing task. During real-time 
Zoom lessons, teachers explained the 
content of the packages to students 
and did language practice with them, 
in a similar fashion as in usual lessons. 
Audio guide was also added starting 
in March so that students could refer 
to the package again at any time.

Teachers designed online quizzes 
through Edmodo or Google Form as 
well. These quizzes allowed teachers 
to check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and design the subsequent learning 
packages according to students’ 
performance.

As for extended reading, most 
students enjoyed reading on the 
Raz-Plus Kids A-Z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On average, each student 
read 29 books within two months 
and it was a very encouraging result. 
Small prizes were given to top 
readers of each level.

In the end, we were able to cover 
all of the contents in the second term 
syllabus. A big thanks to all English 
teachers who had paid tremendous 
effort to make all of this possible!

英 文 科

Miss Jana, our NET, is giving 
out the top reader prizes to 
students in Class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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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 黎 小 牽 — 抗
疫簡報--保持樂
觀的心態。

6 E 陳 子 樂 及 3 B 陳
子朗—(最佳作品之
一)句子充分表達大
眾的訴求。

5E黎小牽—抗疫
簡報--多做運動，
保持身心健康。

5 E 黎 小 牽 — 抗
疫簡報--關心身
邊的人。

6E陳子樂及3B陳
子朗—(最佳作品
之一)句子充分表
達 大 眾 的 願 望 ，
真是學以致用。

6E陳子樂 (短文
寫作)—(最佳作
品之一) 文章內
容既豐富，格式
又具創意。

1B 潘柏燊 (分享物
資海報)─(最佳作
品之一)這張關於分
享物資的海報，設
計別具心思。

低年級學生也紛紛出力，向每
一位醫護哥哥及姐姐致敬。

學生同心為處於抗疫最前線
的醫生及護士送暖打氣。

愛香港，我們一起抗疫，希
望能喚起大眾的抗疫意識。

醫護人員辛苦了！醫護緊
守崗位，我們留家抗疫！

活動傳遞正能量，為在最前線對
抗病毒的醫生及護士送暖打氣。

5B葉俊廷—這些親
子自製口罩，既實
用，又美觀。

5 E 黎 小 牽 — 抗
疫 簡 報 — 為 身
邊的人禱告。

1. 潘柏燊 (1B )—海報設計

3. 6E 陳子樂 -- Happiness

4. 5E 黎小牽 – 簡報

2. 陳子樂(6E) 和 陳子朗(3B): If I were 的感想

「向醫護人員致敬」活動集合了學生的
正能量，令學生明白眾志成城的重要。

　　　　　　　　　　　　　　　　譚婉嫻副校長
2019冠狀病毒病從去年底開始肆虐全港，每天都有確診個案，甚至有確診者死亡。由於感染者眾，

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有增無減，每天超時工作不在話下，更有隨時被感染的風險；為了避免將可能存在於
身上的病毒帶回家中，有些醫護人員寧願住進醫院宿舍或酒店作自我隔離，只靠電話或通訊媒體與家人
每天溝通，互道平安；當中更有掛念雙親的年幼子女或由成年親友帶同到醫院宿舍下，隔空跟在醫院工
作、有家歸不得的父母揮手，彼此思念的痛苦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醫護人員甘願犧牲、為大眾服務的高尚情操實在值得我們敬仰。為了讓學生有機會對醫護人員表達
崇高的敬意，也能在當時當刻盡個人棉力跟醫護人員攜手對抗疫情，本校在2020年3月舉辦「向偉大的
醫護人員致敬」活動，透過學校網頁及網上實時早會作宣傳，呼籲學生佩戴口罩，手持「為我們，醫護
堅守崗位；為香港，我們留家學習」的口號卡，在鏡頭前拍下向醫護人員致敬的相片。結果，學生參與
踴躍，有的為口號的文字填上繽紛絢麗的色彩，有的在口號卡上加入生動有趣的插畫，有的找來父母親
與口號卡一起拍照，有的更為醫護人員以鋼琴彈奏一曲……學生不但把相片或短片電郵給教師，更身體
力行，留在家中努力學習，積極培養個人興趣，以顯示對醫護人員的感謝及支持，更重要的，是要表達
願意與醫護人員攜手抗炎的決心。4月下旬，校方把收集到的相片及短片加以整理，製作成溫馨感人的短
片，然後連同鼓勵信件送到醫院管理局以及學校附近三所公立醫院，包括瑪嘉烈醫院、仁濟醫院及明愛
醫院，藉此向各醫護團隊打氣；其後，本校收到醫院管理局及三所醫院的覆函，感謝本校學生及家長們
對醫護人員的鼓勵，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士氣呢!

「向偉大的醫護人員致敬」活動影片已上載本校網頁的最新消息中，歡迎各位學生及家長瀏覽。活
動至此雖然已告一段落，但隨着近日疫情再趨嚴峻，期望全港市民能繼續發揮同心抗疫的精神，為個人
及群體健康著想，多加注意個人及環境衞生，嚴格遵守一切可行的防疫措施，齊心協力，讓香港早日走
出疫情的陰霾。

疫『晴』知趣：親子正能量大放送優勝作品感想

「疫『晴』知趣：親子正能量大放送」活動

疫情初期，巿面上出現搶購及囤積
物資的情況。作為家長，我希望籍此向
小朋友傳授德育及公民教育。常言道：
「互相分享便有餘」，希望以此培養小
孩子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積極幫助有
需要人士。

希望大家多為身邊的人禱告，保持樂觀的心
態，多做運動，多關心身邊的人，特別是你的家
人，我深信疫情一定可以很快完結，我們一起努力
吧!

在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我發現大家都十分緊張。
不論在何時何地，見到的人總好像驚弓之鳥似的。雖然
我看不到他們的笑容，但我感受到他們為了抗疫而整日
憂心忡忡。我認為市民這一刻最需要的就是「快樂」，
因此我便寫了這首床頭詩，希望可以藉着這首詩的內容
給予香港市民力量和信心。聖經中箴言17:22說道：「喜
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我衷心盼望大
家心連心，努力做好個人防疫工作，我深信我們很快便
可除下口罩，再次在人前展露燦爛的笑容。

我和弟弟在停課期間時刻留意新聞報導，常常
聽到口罩供應緊張、僱員停工失業、店舖倒閉結業
等負面消息。他們的無助感實在教人心痛。因此，
我和弟弟便忽發奇想：如果我們是多啦A夢，我們
就可以用法寶去製造更多的口罩，那麼全港市民便
有足夠的口罩使用；如果我們是耶穌基督，我們
會治好所有感染冠狀病毒病的病人；如果我們是業
主，我們會減租和租戶共度時艱；如果我們是空氣
清新機，我們會消滅空氣中所有的病毒。希望這不
是夢，我們深信，香港總有一天能重現曙光。

　　　　　　　　　　　　　　　　梁漫思主任
停課期間，有同學雀躍地跟校長及老師分享在家裡集結親子互動力量、發揮無限創意的精彩故事，

培養了一種又一種的興趣，掌握了一項又一項的技能。於是校方設計了「疫『晴』知趣：親子正能量大
放送」活動，鼓勵同學運用創意，自行構思及創作與疫情有關的正向生活作品，作品可以是文章、影
片、剪報、電腦簡報、相簿、心意卡等，希望同學及家人在疫境中仍能心中放晴，一起探求知識及享受
當中的樂趣，並透過與眾分享以釋出正能量，感染身邊的人，並肩跨過抗疫這段艱辛卻難忘的日子。

澤芸學生向偉大的醫護人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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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麥恩葵 1C 麥煦諾家長
一 場 疫 症 ， 令 世 界 都 停 頓 了 。 停 工

停學，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衝擊，無論大人
和小朋友都來不及招架。無論是情感上，
生活習慣上，以至學習模式，也得重新學
習。

慶幸學校高瞻遠矚，早於停課初期展
開一系列有系統的自學課程，提供教材讓
家長能夠在家中教導孩子，使孩子即使在
家也能好好學習。此外，學校積極聆聽家

長意見，優化自學課程，更早於三月上旬進行網上實時教學，讓孩子能夠
有序學習，真正做到「停課不停學」。

非常感激學校教師為孩子的付出，讓我的孩子們在停課期間，也能保
持正常生活的作息時間，平安度過是次「疫」境！

 江志成主任
2019-2020 是不平凡的一個學年，因為

疫情關係，全港小學實施了四個月的停課安
排，直至六月才開始分階段復課。

停 課 期 間 不 用 回 校 上 課 ， 相 信 大 部 分
小學生都感到十分興奮。但對教師來說，卻
是一件令人懊惱的事。因為學生學習活動停
止，教師於下學期為學生訂定的教學計劃及
活動亦受牽連，擔心學生的學習，甚至升學
會受到影響。

停課初期，教師精心設計自學教材，讓學生在家中「停課不停學」，
但這種教學模式欠缺師生互動，教師不能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為 讓 教 師 及 學 生 能 有 效 互 動 ， 校 方 於 三 月 初 決 定 使 用 即 時 通 訊 軟 件
Zoom來進行網上實時課堂。在資訊科技人員、教師、家長及學生努力下，
克服了各種困難，使實時教學得以實現。教師及學生在實時教學下可加強
師生互動，讓教師能根據學生上課時的反應來調節教學計劃，亦可加入評
估元素，讓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有助學生掌握所學的知識。

持 續 約 三 個 月 的 網 上 實 時 課 堂 讓 學 生 維 持 有 規 律 學 習 ， 至 六 月 復 課
時，學生的學習狀態得以維持。雖然如此，在有限資源下進行網上實時課
堂，仍有不少需要優化的地方，需要教師持續跟進。

網上實時課堂讓教師、家長及學生獲得前所未有的學習經驗，也帶來
了正面和積極的影響，達致教學相長。在此衷心祝願疫情能儘快過去，大
家身體健康，學生可儘快回校復課。

岑宛穎老師
在疫情下，為了學生能繼續學習，學校於本年

三月推行Zoom網上實時教學。對於身為教師的我
來說，是一項新嘗試及大挑戰，先要學習如何操作
Zoom軟件，再應用於實際的教學上。在網上實時
教學中，我偶爾會忘記開啟自己的麥克風，或在分
享播放影片時忘記了分享畫面，學生便只能聽到聲
效。幸好學生會主動按舉手鍵，友善地向我作出提
醒。學生在學習的同時，我也不斷在自主學習；我
看見學生在進步，也看見自己也在進步呢!

此外，有了網上實時教學，我的心靈也得以振
奮。記得第一次向1E班開啟視像教學，學生們看見

我，表現得非常雀躍，並且主動地向我打招呼。有一位女學生還說：「我很
久沒有看見岑老師了，很掛念她。」聽到他們那麼窩心的說話，即時加添了
我教學的動力。在疫情下，Zoom能拉近師生及生生的距離，維繫昔日的情
誼，可謂功不可沒啊!

5A 黃靜宜家長
一 場 突 如 其 來 的 疫 情 擾 亂 了 學 校 的 正 常

教學，一個別開生面的Zoom開啟了教學新模
式，完美詮釋了真正的「停課不停學」。孩子
從 每 天 的 睡 懶 覺 、 玩 遊 戲 機 到 準 時 起 牀 ， 認
真 完 成 課 業 ， 我 也 由 憂 心 忡 忡 到 安 心 定 志 ，
這一切都有賴於Zoom教學。在感嘆現代科技
給人們帶來方便的同時，更應該感謝精心設計
Zoom課堂教學的老師們！每一堂的網上實時
教學都感受著老師們的一番心血！感恩老師們
在孩子成長路上的每一次辛勞付出！謝謝！

6E 梁嘉熙
長時間停課對學習是一個衝擊，從一開始的自學課程

到後來網上實時課堂，學習模式與面授課堂大不相同。要
在短時間內適應，並不是一件易事，我在停課期間不但失
去和同學玩樂的時間，更失去與老師互動的寶貴機會。

慶幸的是我明白到自己的不足，決心讓自己成為一個
自律的人，因為要在充滿「誘惑」的家裏學習，需要有強
而堅定的意志。經過這次長時間的停課，我認為自己的自
律性提高了，相信對未來的學習會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我亦明白到原來能夠上學是一件十分幸福的
事，我一直以為上學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正所謂「經
一事，長一智」，相信我會更珍惜上學的時光。

 Ms Lee Man Yee 
Z o o m  i s  a  m a s s i v e  h i t  i n  o u r 

school. Everyone puts effort into it. 
Students could stay behind and have 
supplementary lessons or chat with the 
teachers. The parents were also highly 
engaged in it and helped enhance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by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s’ advice in the Zoom lessons. 
Some shy pupils were very attentive. 

Maybe they felt less embarrassed and more comfortable without face-to-
face interaction. Online assessment came with the lessons. This helped 
teachers make effective use of assessment data immediately. 

Most importantly, students could keep on learning no matter where 
they were. Self-learning skill was cultivated because they were assigned 
to do presentation after reading some passages. They had plenty of time 
to prepare for it. The scope of reading, therefore, was expanded.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was developed too once they finished the presentation. 

Some teenagers took a passive role in language study lessons. As I.T. 
experts, however, students were thrilled in front of the screen. It raised 
their interest certainly. Youth’s problem-solving skills were developed as 
there was a brand-new way to attend the lessons. They were required to 
tackle various technology problems so that they could participate in the 
lessons.

我們兩姊弟在家也能
愉快地學習啊！

在家中先自行預習校
方 所 發 放 的 學 習 簡
報，上課時便能更得
心應手了。

Carson is focusing 
on the online 
lesson at home.

在家中自律地完
成老師於網上實
時課堂所安排的
課業。

教學前，岑老師會在
家中認真地備課。

Miss Lee enjoys teaching on 
the online lesson at home.

江主任在家中用心地備課。

「停課不停學」之家長感言

「停課不停學」之教師感言

老師在家備課的情況

張校長、副校長、主任及老師們認真製作簡報，搜集及研究相關課題資料。

 5A Cheng Lai Yin ,Carson 
Having classes on Zoom was an exciting experience because it 

helped me learn from home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interruption of learning because 
we would have the f irst internal assess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 places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term. Soon after that, the school started to provide 
us with som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Although 
I had no problem in understanding the materials, I 
still preferred to have interactive classes.

After a couple of weeks, our school announced that we would use 
Zoom to have online lessons. On 4th March, the Zoom classes started. 
That was exciting! My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I could finally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We also had online quizzes during Zoom lessons for 
us to test our understanding. When we ha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concept, the teacher could discuss with us and clarify the concept 
very conveniently. I was really glad to have online classe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Zoom classes helped us learn without geographic restrictions. I think 
that was a brillian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incipal 
Cheung for this idea, and all the teachers for the effort they had paid to 
make this possible.

「停課
不停學」之花絮

「停課不停學」之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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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李想
2 0 2 0 的 盛 夏 悄 然 而 至 ， 我 們 的 小 學 旅

程也即將到達終站。但我們卻不可以停下腳
步，反而要朝著下一個旅程—中學—努力進
發。

時 光 匆 匆 ， 晃 然 如 夢 。 從 秋 到 春 ， 由 冬
至夏。不經意間，我在何澤芸小學度過了我
美好的六年時光。我由懵懂無知的小學生成
為了明辨是非的謙謙學子，我也由小羊變成
了牧羊人...... 

我 們 在 操 場 上 揮 灑 著 青 春 的 汗 水 ； 我 和
同學們在課室裏種下知識的種子，並看著它
發芽長大；圖書館內的每一本書每一頁紙都
印有我們的指模，音樂室裏的每一處蕩漾著
我們充滿活力的美妙歌聲......學校裏的每一角
落都充滿了滴滴點點的回憶，這些温馨的回

憶及難忘的片段將自動格式化為相片，永遠儲存在我心中，而這一
幀幀相片就化作我往後時光裏對小學求學時的想念了。

離別在即，突然想起徐志摩先生的句子：「悄悄的我走了，正
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先生不帶走
一片雲彩，可是貪心的我，不僅帶走同校師生們的祝福；我還帶走
許多許多的知識；我更加帶走滿蘿筐的回憶......我真的滿載而歸啊!

再會了! 我的母校！離別在即，我把我所有的不捨換成一句：
再會了! 我的母校！您永遠在我心中！

「再見了，我的母校」

Sunny feels glad to get the 
Merit of English Speech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五 年 級 時 ， 我 終 於
有 機 會 擔 任 牧 羊
人 ， 教 導 剛 升 讀 小
一 的 學 妹 適 應 小 學
的生活。

 6A Lam Tze Long, Sunny
Six years ago, I went to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but I had no idea how 
primary school worked and I was scared. It was 
a wonderful day and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joy. 
I was thrilled but a bit nervous because of the 
totally different atmosphere as well as the new 
faces. Everybody was as friendly as my mum. 
The principal was amicable like Santa Claus. The 
teachers and the schoolmates were as nice as 
the rabbi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eachers for their 
care and support, especially Ms Lee and Ms 
Wong because Ms Lee gave me some chances 
to present on the stage while Ms Wong helped 
me polish my Chinese. Therefore, I passed the 

exam with flying colours. You are all my champions. Thank you so much!
My classmates were very friendly. If anybody got a problem, we all shared 

our solutions wholeheartedly. They always listened to me attentively. I was 
grateful for their support in my school life. They helped me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anks a bunch!

Even though I will go to secondary school, I will never forget my princip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e precious memories will always 
be in my mind. They help me become knowledgeable. Most importantly, I can 
be wise and give a helping hand to the needy. Thank you and may God bless 
you always.

「停課
不停學」之花絮

郭偉偉師傅親自作武術
示範，同學們一起全神
貫注地學習。

同學多投入地玩
攤位遊戲呢！

劉悅芬主任
為向同學宣揚中國傳統文化，本校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即農曆己亥豬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辦「中國文化日」。 
秉承多年來的「澤芸」傳統，上午的精彩節目包括由同學們傾力演出的開幕禮、十多個有

趣的攤位遊戲、多年來「人氣高企」的年宵市場、讓同學發揮無限創意的賀年飾物製作。除之以
外，同學更可在世界文化廣場內一睹中國傳統的「彩虹書法」，可真是大開眼界。當然一如以
往、風靡全校同學的派發紅包活動仍舊是羣情洶湧，深受全校同學歡迎。

整個上午，澤芸校園一片瑞氣洋洋，喜氣滿盈。午膳後，一個個穿上色彩鮮豔華服的同學們
齊集禮堂跟張校長、兩位副校長及老師們一起拍攝大合照，每個人的臉上都綻放著燦爛的笑容，
儼如明媚的夏日陽光。

午飯後，全校學生齊集禮堂，一同參加「天下功夫出少林 正向品德耀澤芸」武術活動。大
中華少林武學郭偉偉師傅透過介紹少林武學的歷史、知識，讓同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個人品格修
養、紀律訓練及個人體格發展等四大方向有更深入的認識。郭偉偉師傅更親自作武術示範，台下
觀眾無不嘖嘖稱奇，眼神流露出敬佩之情。

隨着如雷的掌聲響徹禮堂，本年度的「中國文化日」亦畫上圓滿的句號，同學們懷着依依不
捨的心情回家去。

我們穿著色彩鮮豔的華服，
一起齊集禮堂拍攝大合照。

郭懌安同學在台上全神貫
注地表演轉碟，為我們帶
來了一場精彩絕倫的雜耍
表演呢！

張校長、兩位副校長
及兩位同學一起恭祝
大家鼠年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同學開心地拿著美味
可口的綿花糖。

糖蔥餅是香港的特色
小食之一，我們先嘗
一口，真滋味啊！

中國文化日

劉嘉雯主任
打 從 年 初 開 始 ， 校 方 已 為 六 年 級 同 學 費 盡 心 思 ， 為 他 們 畢 業 在

即，作了最佳的部署，無論是呈分試、畢業試、選報中學、聖公會聯
校 畢 業 禮 、 北 京 境 外 交 流 團 、 感 恩 崇 拜 、 謝 師 茶 會 、 學 年 結 業 頒 獎
禮、散學禮等，都以他們為主角。可惜受新冠病毒病的影響，教育局
宣佈學校停課，校方只有無奈地取消了上述大部份的活動，就連選校
家長會也只能透過網上實時方式進行。校方為了不讓畢業同學失望，
特別在2020年7月11日上午為畢業同學舉辦2019-2020年度六年級畢業
禮暨感恩傳光禮，主禮人為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主任牧師周偉文牧
師。周牧師會為畢業同學主持傳光禮、致勉及祝福，蘇啟明校監也會
出席致歡迎辭，並跟主禮人一起頒發畢業證書及其他獎項。校方不單
花盡心思為畢業同學設計了漂亮的畢業袍供典禮時穿上，校園內也擺
設了充滿畢業氣氛的裝飾供畢業同學拍照留下倩影，還邀請畢業同學
的家長一起出席當天的畢業禮暨感恩傳光禮呢!

可是在畢業典禮的前夕，即2020年7月10日下午，當一切物資，
包括畢業袍、畢業證書、場刋、氣球束、以畢業禮為主題的佈置已準
備就緒時，卻收到突如其來的消息：疫情再度爆發，教育局亦宣佈全

港中小學提早放暑假，學校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決定再度將畢業典禮延期。校方盼望畢業典禮能在無確診、無口罩的情況下舉行，畢業同學能跟
主禮人握手，並從主禮人手中接過畢業證書，拍照時露齒而笑，屆時更可與闊別數月，各已升讀不同中學的昔日同窗重聚一起，相信別是另一番感
受呢! 在此祝願所有畢業同學:「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不一樣的畢業典禮

期待畢業同學再次回校，穿上畢業袍，在充滿畢
業氣氛的裝飾下與家長、老師及同窗留倩影。

已印製好的「畢業禮暨感
恩傳光禮」場刋必定會送
給同學作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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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我最喜愛的歐洲》
作　　者： 小樹苗
索  書  號 ：  914XIA
出  版  社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 
推介學生： 葉佩瑩（4D）
讀  後  感 ：  
　　這一本書介紹歐洲其中一個國家—德國。首先，書中詳細
記述德國的地理位置，德國的首都是柏林，其他重要的城市有
漢諾威、德累斯頓、慕尼黑等。
　　書中亦介紹了德國一些具標誌性的建築物和景點。例如：
勃蘭登堡門位於柏林市中心，它最初是柏林城牆的一道城門，
建於1791年；楚格峰位於德國和奧地利的邊境，是德國最高的
山峰，海拔2962米。
　　書中也介紹了德國的飲食文化，德國鹹豬手的做法像中式
燒肉，它的外層香脆，肉質嫩滑，味道鹹鹹的，佐以啤酒最為
合適。
　　我覺得這本書能讓我學習到這個國家的地理、歷史、文化
等各方面的知識，很值得向同學推介。

書　　名：《電池的故事》
作　　者： 丁輝
索  書  號 ：  537DLA
出  版  社 ：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推介學生： 袁芷言（4C）
讀  後  感 ：  
　　這本書介紹了電池的誕生和發展的小故事，讓我了解電池
在生產、使用中容易造成的污染問題，以及如何避免產生浪費
的措施，真是開卷有益！
　　電池的誕生是發明者勞動的成果。各種電池在人們的生活
中成為了必需品。大量的使用電池，廢棄的電池會成為驚人的
「電池山」。我要爭當環保小衛士，節約電池使用從我做起，
用完的電池不隨意丟棄，交給有關的電池回收站。
　　為了美麗的家園，我願意成為一個環保大使。

Title:  The Little Prince
Author: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Call NO:  F EXU
Publisher: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Reviewer: Chan Tsz Lok, Andrew (6E)
Book Review: 

This story is based on the masterpiece by Antoine de Saint-
Exupery which is about the little prince. One day the writer had a 
crash landing accident and met the little prince. After they started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the little prince started to tell his 
adventure to the writer.

He travelled to three planets. Each of them was only lived by 
one person. They were proud and foolish. On the last planet-
Earth, the little prince met a fox and they made friends. The fox 
taught the Little Prince an aphorism that made him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love.

This is the most touching story I have read this year. Although 
you may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story has told you, it f inally 
teaches us that the only way to see is with one’s heart. Hope you 
enjoy this story!

廖健德先生(助理文書主任)
大家好！我是在校務處工作的

廖健德先生，感恩這年能夠加入何
澤芸小學這個大家庭，很高興認識
大家呢！我期盼能在工作上作好的
見證，讓孩子在校園裡認識真道，
健康快樂地成長。

好書推介

4D 鄭洛蘊
「視覺藝術」一個不陌生的名字。它不只是一個科目，

更是我的「好朋友」。從小開始，畫筆和畫紙便一直在我的
身邊，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執筆塗鴉。直到現在，我每天都會
跟着爸爸畫素描、粉彩畫、水彩畫和油畫，真的樂此不疲。

每當有繪畫比賽，更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我會跟爸爸
討論題目，然後揀選適合的媒介；我起好草圖後，爸爸會間
中為我修飾，如此一幅美麗的畫作便誕生了。

直到今天，我在繪畫比賽中已獲得超過一百多個獎項。
這些年的獲獎經驗，使我建立了自信，不會怕輸，即使輸
了，也會繼續努力，永不言敗！

最後，我希望我的畫作終有一天能在世界各地展出。

4D 蘇映澄
我從一年級開始學跳繩，二年級加入校隊，三年級順利

加入港隊，同年更有幸代表港隊前往韓國仁川參加亞太賽。
我參加的個人項目包括個人花式、單車步和二重跳；非

個人項目包括雙人二重跳、四人單車步、二人同步及四人同
步。我在二人同步和四人同
步的發揮不錯，所以分別得
到銀牌和銅牌。

四人同步比賽前，突然
發現其中一位搭檔發高燒，
未知能否出賽，令我們都很
緊張，幸好搭檔咬緊牙關，
最後能完成比賽，令我們鬆
一口氣。

亞太賽各國精英雲集，
水準很高，令我大開眼界。
雖然跳繩是很辛苦的，但我
學懂了努力和堅持，還有團
隊精神的重要性，再辛苦也
值得。

鄭同學熱愛繪畫，多年來積極參與校內及
校外的視藝比賽，並且獲獎無數呢！

這次能遠道韓國仁川參加跳繩項目
的亞太賽，擴闊了蘇同學的眼界，
讓她累積了寶貴的比賽經驗。

校外比賽學生獲獎感言

校園新面孔-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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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何澤芸小學2019-2020年度校外比賽獲獎記錄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

姓名

體
育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香港短池分齡第二組別游泳比賽2019-2020 男子9-10歲50米蝶泳季軍

5A高戩夆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2019-2020

男子10歲或以下50米背泳第7名
男子10歲或以下100米背泳第4名
男子10歲或以下100米自由泳第8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分齡游泳賽2019

男子青少年I組50米背泳冠軍
男子青少年I組50米自由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I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香港體育會荃灣區青少年及兒童短池游泳
錦標賽2019

男子9-10歲50米背泳冠軍
男子9-10歲50米自由泳冠軍
男子9-10歲組全場總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9年度屬會新秀游泳比賽

男子11歲50米背泳亞軍
男子11歲50米自由泳亞軍
階梯接力男子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亞洲及太平洋跳繩錦標賽2019
2x30秒2重跳比賽
2人同步花式比賽
4人同步花式比賽

季軍
亞軍
亞軍

6A凌曉鋒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全港跳繩網上比賽2020

30秒單車速度跳比賽 冠軍
季軍

6A凌曉鋒
6A陳穎麒

30秒前繩速度跳比賽 亞軍 6A凌曉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女子兒童F組壘球第三名 4C鄧芷蕾

男子青少年E組100米第七名、
男子青少年E組跳遠第二名

6B鄧子瑨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Hong Kong Kids 
Athletic Championship 2019

Girls 2010 Long Jump 
2nd Runner Up
Girls 2010 100Meters
Hurdle Running 
2nd Runner Up
Girls 2010 Softball Throwing 
Champion

4C鄧芷蕾

Boys 2008 Softball Throwing
1st Runner Up
Boys 2008 100 Meters
Hurdle Running
Champion
Boys 2008 100 Meters
Running
2nd Runner Up
Boys 2008 60 Meters Running 
Champion
Boys 2008
Overall Champion

6B鄧子瑨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
姓名

體
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小學分會
2019-2020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遠殿軍
女子乙組200米季軍
女子乙組4 x 100米接力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6B鄧子瑨
5A鄧卓婷
5A石穎彤
5A鄭詠鍶
5A鄧卓婷
5A麥子恩
5A麥子恩
5A鄧卓婷
5A王毓捷
5A鄭詠鍶
5A石穎彤
5A李凱嵐
5A洪芷晴

葵青區體育會‧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9」
30秒前繩速度跳比賽

女子組亞軍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殿軍

6A蔡嘉旗
4D鄭洛蘊
6A陳穎麒

30秒二重跳速度跳比賽
女子組冠軍
女子組季軍
女子組殿軍
男子組季軍

4D鄭洛蘊
6A蔡嘉旗
6E陳天嵐
3B馬晞哲

30秒交叉速度跳比賽 女子組亞軍
男子組亞軍

4D鄭洛蘊
6A陳穎麒

30秒單側迴旋速度雙人比賽
女子組亞軍 4D鄭洛蘊

4D蘇映澄

男子組殿軍 6A陳穎麒
6A凌曉鋒

金馬倫山獅子會‧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金馬倫山獅子盃—全港跳繩挑戰賽2020」

30秒前繩速度比賽
9歲女子組亞軍
9歲女子組季軍
11歲男子組亞軍
12歲女子組冠軍

4D蘇映澄
4D鄭洛蘊
6A凌曉鋒
6E陳天嵐

30秒單車速度比賽

9歲女子組亞軍
9歲女子組冠軍
9歲男子組亞軍
11歲女子組冠軍
11歲男子組殿軍
12歲女子組季軍

4D蘇映澄
4D鄭洛蘊
4B周皓謙
6A蔡嘉旗
6A凌曉鋒
6E陳天嵐

30秒二重速度比賽

9歲女子組季軍
9歲女子組冠軍
9歲男子組亞軍
11歲女子組冠軍
12歲女子組亞軍

4D蘇映澄
4D鄭洛蘊
4B周皓謙
6A蔡嘉旗
6E陳天嵐

30秒單側迴旋速度比賽 8至9歲女子雙人組亞軍 4D蘇映澄
4D鄭洛蘊

4x30秒單車速度比賽 小學公開組亞軍
4B周皓謙
6A蔡嘉旗
6A凌曉鋒
6A陳穎麒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2019-2020年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搏擊比賽冠軍、個人品勢比賽冠
軍、團體品勢色帶組殿軍 4E何凱瑩

香港跆拳道協會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2019 女童色帶組冠軍
元朗民生服務處韓國武術推廣日暨表演賽
2019

踢腳速度賽冠軍
色帶組搏擊比賽冠軍 1A洪浩浚

飛達田徑會
Panasonic飛達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2020

女子2013年組60米亞軍
女子2013年組100米冠軍 1D梁以琳

Hong Kong Pro Swimming Association
全港游泳精英邀請賽2019

25米蛙式
25米自由式 2A陳樂輊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荃灣各界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國慶盃小
童五人足球賽

盃賽季軍 2D王展朗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第十三屆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2019 搏擊組冠軍 3D莊詠揚

Hong Kong Tri Kids Award Scheme
TRISWIM 2019-2020 Merit 3E林譽康

Nissin Demae Iccho
Hong Kong Junior Novice Competition 
2019

Competition 3 Girls’9 & 
Under Singles Semi-Finalists

4C李樂瑤
Competition 4 Girls’9 & 
Under Singles Winner

HOMESPORTER Jr Tennis Series 2019 
(COMP 2) Semi-Finalist (3rd)

HOMESPORTER CUP Grand Master 2019 3RD Place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9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FI
10歲或以下殿軍 5A鄭詠鍶

香港建青體育會
第十二屆國慶盃游泳賽

背泳冠軍、自由泳接力亞軍、總冠軍 5A洪芷晴
蝶泳冠軍、背泳冠軍、自由泳冠軍 5C馬學文
自由泳接力亞軍 6E蔡柏昊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舞
蹈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六屆校際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甲級獎

4B馮嘉盈 4C黎曉恩
4C郭子琳 4C曾紫螢
4D林子雯 4D林子盈
4D顏家楠 4D胡慧心
4E莊珮慈 4E朱海恩
5A劉俐彤 5A何嘉宜
5B盧泳心 5B謝曉璇
5B梁嘉敏 5B楊芷欣
5D劉詠欣 5E黃諾晴
6B黎紫琪 6C何厚如

Leo Lee Arts Centre
Hong Kong Asia Dance Elite 
Championship 2019

Group Dance Silver Medal 1D郭嘉荃

鈞婷拉丁舞蹈團
婷婷舞動迎聖誕2019婷婷盃
區際、校際拉丁舞公開賽

Jive傑出獎
Cha Cha Cha傑出獎
兒童組獨舞基本Jive季軍
兒童組獨舞基本Cha Cha Cha亞軍

3D黃嘉蔚

亞洲體育及藝術文化協會
第二屆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比賽 少年A組優異獎 6B許琬霖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學
術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2019-20

英文書法小學初級組
優秀入圍獎 2E吳紫甄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創新科技中心六藝創意比賽 二等獎 5A鍾文興
5E池傲彥

新界校長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學生
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黃靜宜

食物環境衞生署保持環境衞生標語設計比賽 季軍

6E陳子樂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9/20)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大賽 小學組優異獎

Eye Level 
2019 Eye Level Literary Award

Illustrated Writing 
Group Merit

3B陳子朗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第三十八屆散文寫作大賽 兒童組中文亞軍

救世軍長康社區展能暨宿舍服務
「平等共融標語創作比賽」 學生組第二名 4C李樂瑤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全方位比賽平台第三十八
屆散文寫作大賽 小年組中文亞軍 6E陳子樂

和富社會企業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嘉許證書
卓越參與證書

6E蘇俊仁
6E蘇俊名 7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其
他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2019

小學個人組冠軍 5A許曉隽

小學團體組亞軍
5A許曉隽 5A李卓軒 5E楊守正
5E楊安泰 6A劉俊麟 6E李 想
6E陳佑維 6E趙恩昊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獎 6E陳子樂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選舉2020 優秀女童軍 6C何厚如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
姓名

音
樂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2019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兒童曲目A組優異 1D譚凱彤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鋼琴比賽 獨奏一級組冠軍
獨奏小學一/二年級組亞軍 2A李欣橦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鋼琴比賽 鋼琴三級獨奏季軍 4C李菀庭

港青樂術協會第九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兒童初級組冠軍
三級考試校際組優異獎

5A鄭詠鍶
5A洪芷晴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
姓名

視
藝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2019」 初小組特選獎 3B陳子朗

香港海員工會「向海員致敬」填色比賽2019 初級組優異獎
4D鄭洛蘊iLearners第十一屆「講德公‧比畫功」德

育及公民教育繪畫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二屆徵文、
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

香港區小學初級組繪畫比賽亞軍
香港區小學高級組繪畫比賽冠軍

4D鄭洛蘊
6E李欣諾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預防科技罪行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冠 軍
優異獎
優異獎

6E李欣諾
6E李 想
5E彭海彤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2019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第17屆海洋大探險兒童繪畫比賽

小學P1-P3組金星獎
小學P1-P3組銀星獎
小學P1-P3組金星獎

2A黃晉晞
2E張翊謙
3B周蒨均

當代藝術繪畫暨陶瓷協會
2019晴天娃娃(給香港打氣)創作大賽 小學A組金獎

2E張翊謙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 小學組金獎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2020年度香港街道香港藝
術文化協會繪畫比賽 2012年組銅獎

I Can Education Centre
「擁抱我夢想」全港繪畫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小紅熊「童寵愛」全港
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19 兒童組金獎

3B周蒨均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愛護環境—填色/繪畫/書法/攝
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兒童組繪畫冠軍

中國科技新聞學會「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
法攝影作品」(第22卷)暨2019華夏兒藝少年
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展征稿

美術貳等獎

GNET STAR第八屆I Love Summer兒童創
作大賽2019(背包設計)

小童組金獎
小童組亞軍

3B周蒨均
3A麥恩葵

環球藝術發展中心第二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19「我的暑假回憶」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 繪畫比賽小學低年級組優異獎 3A麥恩葵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2019普世歡騰頌聖誕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7-9歲兒童組
繪畫冠軍 3D梁凱欣

救世軍長康社區展能暨宿舍服務
「生日咭填色創意繪畫比賽」

中級組第二名
中級組第一名

3E林譽康
4D鄭洛蘊

IYACC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IYACC第十一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季軍 4D邱 悠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第七屆葵青區繪畫比賽2019 小學西洋畫組季軍

4D鄭洛蘊

中國文化協會「印象台灣」斜背包設計比賽 小學組一等獎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第四十四屆全港青
年繪畫比賽2018-2019

西洋畫初小組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十五周年校慶全港小學禁毒填色比賽 亞軍

香港吉野家第八屆
「香港吉野家勤學大賞2019」

小學組(初小組)
卓越大獎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2019全港愛心學
校填色比賽 三年級季軍

環境局新世代慳神大比拼2018 優異慳神獎
南聯教育基金
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初小組冠軍
漁農自然護理署「保護香港海洋環境」四格
漫畫創作比賽2019 高小組優異獎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Step by Step貼紙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職業安全健康局管理工作壓力有辦法職安
健漫畫設計比賽2019-2020 小學組優異獎
嗇色園「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設計」比賽 學生組冠軍
明愛故振中中學第一屆全港小學填色比賽 高小冠軍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4D鄭洛蘊
6E蘇俊仁

亞太教育學院日本京都國際動漫賽 故事漫畫(學生)組佳作賞 5A鄭詠鍶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優異獎 6E何瑋晴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朗
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一、二年級—男子組 亞軍 1A李琛捷

詩詞獨誦—英文小學
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3B廖希澄

詩詞獨誦—英文小學
五、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5A李凱嵐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五、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5A鄭詠鍶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
三、四年級—男女合誦 亞軍

4C鄭采怡 4C李樂瑤 4C鄧芷蕾 4C李菀庭 
4C馮承謙 4C凌曉俊 4C何慕詩 4C勞新瑤 
4C何子睿 4C陸詩雨 4C康 晴 4C馬梓棋
4C葉萃稀 4C吳樂晞 4C郭子琳 4C杜子呈 
4C黎曉恩 4C湯銘傑 4C林浩峯 4C曾寶鋋 
4C林采瑩 4C曾紫螢 4C林釨霏 4C謝頌希
4C黃軒朗 4C黃敬謙 4C余聖傑 4C袁芷言 
4D陳柏麟 4D李佩詩 4D陳梓亮 4D林子雯 
4D陳泳彤 4D吳雨蓓 4D鄭洛蘊 4D顏家楠
4D張紀雯 4D王若晴 4D趙雪妍 4D胡慧心 
4D賴子鈴 4D楊浩霖 4D林羿臻 4D楊心睿 
4D林子盈 4D羅仲翹 4D羅鈞廷 4D羅珮渝

詩詞集誦—英文小學
一至三年級—男子組 季軍

1A洪浩浚 1A葉展其 1A李澤鋒 1C張元浩 
1C梁皓淳 1C李俊孝 1C廖棨澄 1C麥煦諾 
1C王禮賢 1C黃泓熙 1D鄒宸宇 1D林天賜
1D曾燊城 1D楊子仁 2A陳樂輊 2A陳彥就 
2A鄭政揚 2A周彥朗 2A羅楹耀 2A呂煒俊 
2B張庭瑋 2D王展朗 2D王家希 2D黃奕晉
2E黃竣㬢 3A陳沛朗 3A吳仲然 3B陳柏廷 
3B鄺泓皜 3B黎淦培 3B梁皓晉 3B馬晞哲 
3C李嘉晉 3C梁君朗 3C梁栢熹 3C劉浚鏗
3C勞偉宸 3C陸柏洋 3C麥子樂 3C徐宇軒 
3C黃子謙 3C翁澤軒 3D徐卓行 3D廖明峻 
3D黃栢謙 3E香頌賢 3E羅敬賢 3E李駿軒
3E胡昊銘

培生香港培生校際朗誦比賽2019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五、六年級(女子組) 亞軍 5A劉俐彤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異 2C劉芊雨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異 2C朱子揚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三、四年級(男子組) 優異 3B陳子朗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
五、六年級(女子組) 優異

5A李凱嵐
5A鄧卓婷
5A陳熙兒

香港國際傳誦交流協會
2019香港學界朗誦公開
賽暨第十三屆朗誦比賽
(普/粵/英)

小學高小詩詞亞軍
小學高小詩詞亞軍

5A李凱嵐
5A劉俐彤

香港兒童體藝發展會
香港學界音樂及
朗誦公開賽

English Speech 
P1-P3Group 1ST 
Place

3B何瑋玥

智叻網集團有限公司朗
誦之星春季評選賽2020

普通話獨誦
中小組詩歌
優秀獎

3B陳子朗

普通話獨誦
高小組繞口令亞軍 6E陳子樂

京彤普通話中心2020年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
第九屆京彤盃朗誦比賽
(普、粵、英)

小學P.5詩詞亞軍
(普通話朗誦) 5A黃靜宜

GAPSK第三十五屆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3-P.4小學組
古詩詞誦冠軍 5A洪芷晴

P.5-P.6小學組
古詩詞誦卓越 6E蔡柏昊

P.5-P.6小學組
古詩詞誦冠軍 6E陳子樂

比賽項目及名稱 獲獎項名稱 得獎學生
姓名

數
學

台灣省商業會2019年國際心算邀請賽 海外A組第三名
海外國小一年級組第四名 2A黃晉晞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小學一年級數學組別二等獎
心算組別第一名 2A黃晉晞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全港數學挑戰2019 小學六年級組卓越獎 6C向伽敏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六數學組傑出獎 6C向伽敏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三數學組卓越獎
小六數學組亞軍

3B陳子朗
6E陳子樂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9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小四數學組傑出獎 4C凌曉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4C吳樂晞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Primary 5 Gold Award 6E陳子樂

Eye Level
Eye Level Math Olympiad 2019

High Standards World 
Champion High Standards Gold 6E陳子樂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第二十三屆
聖公會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  獎
銅  獎

6E陳子樂
6C李 睿
6E梁嘉熙
6E蔡柏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