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特區政府嚴防疫情的舉措下，本校配合教育局的安排，學生自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起便開始放取一連四十多天的特別假期及復活節假期，期間留家抗疫，不用參與恆常的課堂，
令舉家出外散心或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也減少了。校方有感學生若長期處於欠缺規律及鞭策
的生活裡，除感到生活枯燥外，對人際關係突然出現的疏離感也會感到無奈及失落。校方為
了讓學生在假期內仍能與同儕、老師有見面、分享及互動的機會，並且養成作息定時、早睡
早起、勤做運動、持續學習的好習慣，校方特為學生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學生可自由參與，
藉此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
  首先，校方相約同學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時三十分至八時四十分一起跳健體操，健體操
以 May 姐姐的《宇宙的第一個星期》為藍本，包括一系列簡單、安全、易學的身體律動，每
次約一分多鐘，六次剛好是十分鐘，跟「六日創造」的概念不謀而合呢！
  健體操後，便是十五分鐘的清晨祈禱分享會，同學會先舉手輪流分享生活點滴，並由老
師邀請同學開聲祈禱，再由老師作總結祈禱。接著老師會播放一首兒童詩歌，並就歌詞選取
一至兩節內容相近的聖經金句跟同學分享。同學提出的祈禱內容十分豐富，除了為受疫情影
響的人祈禱，也有為自己的家人禱告，祈求身體儘快康復，家庭經濟狀況獲得改善等；此外，
同學亦祈求天父讓疫情早日遠去，並能得力在疫情下繼續努力學習，過著有意義及充實的生
活。
  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是同學上午的自修時段，同學可按照老師為他們編訂的學
習計劃重溫知識及進行延伸學習，亦可下載過去課堂的電子簡報作輔助學習，為四月下旬復
課作最佳的準備。
  下午二時至三時是同學下午的活動時段，老師透過 Zoom 視訊平台為學生安排一星期五
天不同主題的活動，每個活動均設有多項環節，讓同學們在心靈健康、品格培養、課外知識、
世界見聞等方面有均衡發展與增長的機會，主題及內容簡介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主題 疫『晴』知趣 2022 活得好 HAPPY 我是文化人 遊蹤處處 電影欣賞

活動範疇 心靈健康 生活教育 中華文化 拓展視野 人生智慧

內容簡介

1. 抗疫「童」快樂七式
2. 生命故事
3. 與天父有約
4. 製作小手工

1. 宣明會教學講座短片
2. 價值教育故事
3. 生活小百科
4. 輕輕鬆鬆
	 Sing	Sing	Sing
5.	LEAP情緒調色盤課程		
	 (P.3-P.6 自學課程 )

1. 中華經典名句
2. 看動畫學歷史
3. 中國經典名著
4. 粵語趣談
5. 春田花花中華博物館
6. 中國名菜
7. 廿四氣節
8. 古詩共享
9. 中國藝術
10. 萬里秀美河山

1. 眼晴去旅行
2. 參觀博物館
3. 認識昔日的香港
4. 認識香港的特色街道

選播配合學生心智發
展、富教育意義的電影，
讓學生透過故事思考在
成長中應如何克服困難
與恐懼，以及如何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並
且對人生抱有積極、樂
觀的態度。

  除了上述活動外，本校更為學生舉辦「Fun 紛短片開心 Share」活動，鼓勵學生自拍短片，
向同儕及師長展示及分享自己的興趣或專長，內容不限，可以是烹飪、運動、樂器演奏、舞蹈表
演、自製小玩意等；老師收集同學們的影片後會剪輯成影片集，向全校家長及師生播放。老師期
望學生透過參與上述活動，能善用時間作自主學習，發展所長，建立自信，更重要的是能在疫情
下過着積極及有意義的生活。
  為了顧及未能適時參與活動的同學，校方會將所有活動影片上載學校內聯網，供學生重溫，
學生亦可透過填寫電子表格，讓校方統計參加人數及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上述各項活動及相關安排已順利完成，校長及老師樂見同學們踴躍參與，在早操、清晨

祈禱分享會及下午活動進行前便安坐於電腦熒幕前，期待著活動的開始；更有不少同學及其家長已精心製作
了短片，急不及待地把影片提交，期盼老師給予意見，繼而作進一步的優化與改善。由此可見，

學校為同學安排之活動深受家長與同學歡迎，這實在是校長及老師們最大的欣慰。

不一樣的特別假期  張昌明校長 張昌明校長
校長的話

疫『晴』知趣 2022

活得好HAPPY

我是文化人

遊蹤處處

電影欣賞

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零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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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世界閱讀日

一至四年級跨學科主題活動一至四年級跨學科主題活動

STEM DaySTEM Day

 陳妙琼老師 陳妙琼老師

 陳淑慈主任 陳淑慈主任

鄭淑慧主任鄭淑慧主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自 1995 年起便把每年的 4 月 23 日定為「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希望藉著這個重要的日子，向大眾 ( 尤其是年青人和兒童 ) 推廣閱讀和寫
作的重要。由於疫情停課關係，本年度之「世界閱讀日」順延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舉行。
  早在 5 月 17 日的早會中，圖書館主任已向全體師生介紹「世界閱讀日」的來由，還邀請了 4C
班鄭政揚同學分享閱書後的感想。5 月 20 日當天，校方為同學安排了多項與閱讀有關的活動，例
如劇場表演、閱讀講座、播放學生分享圖書影片、師生齊閱讀時段及參觀書展。

  當天校方邀請了希戲劇團以閱讀為題材表演話劇，劇目是「獨角
獸」。學生們觀看得十分投入，並從中領會到閱讀的樂趣。圖書組亦邀請了青馬文化暨小麥文化編
輯洪芷纓小姐主持閱讀講座，洪小姐透過兩則故事分別向高小和初小同學闡述如何掌握閱讀的竅門。
  至於一直深受學生歡迎的書展，校方邀請了兩間出版商公司參與，同學反應非常熱烈，而且收
穫甚豐，很多學生還嫌時間不夠呢！「世界閱讀日」當然少不了師生一起閱讀的時間，當天全校
師生均帶備了圖書回校一起閱讀，那一刻寧靜及充實的閱讀時光，大家也沒齒難忘。圖書組在三、
四月學生放假期間，一共邀請了十多位同學拍攝分享圖書的影片，當這些影片於 5 月 20 日向全校
師生播放時，大家仿如在閱讀同一書籍，一起暢泳於書海的樂趣中。
  「世界閱讀日」的所有活動在一片熱鬧及濃厚的閱讀氣氛下完滿結束，同學們都期待著明年的
「世界閱讀日」快些來臨呢！

  2021-2022 年度跨學科主題活動在 2022 年 6 月 13 至 15 日 ( 星期一至三）舉行。

  本年度的 STEM Day 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四及十五日順利舉行。舉辦 STEM Day 的目的
是希望透過不同的主題學習活動，讓學生享受親手製作的過程，提升他們對科學與科技探究的興
趣。是次活動共分為三部分，分別是 STEM Maker 活動、STEM 數學延伸活動及數學速算活動。
以上的體驗學習，結合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學科知識，提升學生的創意、想像、創造和解
難能力，進而讓學生動手製作和創造實物。以下是本年度各級的活動主題：

  是次跨學科主題活動，一至三年級分兩天舉行，以騰出一天舉行 STEM Day。
  因受疫情影響，活動由戶外轉為戶內舉行，透過網上短片欣賞，同學們仍能積極
投入，主動學習，樂在其中。
  四年級同學雖然只得一天的學習日，仍能學習及掌握最新的 5G 通訊技術，並通
過動手做研究，瞭解中國的四大發明。

校方邀請了希戲劇團表演話校方邀請了希戲劇團表演話

劇，學生表現十分投入，並從劇，學生表現十分投入，並從

中領會到閱讀的樂趣。中領會到閱讀的樂趣。

同學們展示在書展中購買的心
同學們展示在書展中購買的心愛圖書，表現雀躍！愛圖書，表現雀躍！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主題名稱 澤芸小羊兒 有心人 青衣知多少 5G 與中國四大發明

STEM	Maker	活動
一年級 衣夾足球機
二年級 衣夾籃球發射器
三年級 夾公仔機
四年級 自動養植瓶
五年級 連桿螢火蟲
六年級 羅馬炮架

STEM 數學延伸活動
一年級 硬幣分類器
二年級 細菌機械人
三年級 製作名牌支架
四年級 立體投影機
五年級 Micro:bit 收發器
六年級 創作斷橋

我一定會好好保護手上我一定會好好保護手上
的小蛋，直至活動完結的小蛋，直至活動完結
為止！為止！

我體驗了古時的我體驗了古時的
印刷術，令我歎印刷術，令我歎
為觀止！為觀止！

你看！這是我用心製作的衣夾你看！這是我用心製作的衣夾
足球機，完成後便可以立即跟足球機，完成後便可以立即跟
同學玩了！真是寓學習於娛樂同學玩了！真是寓學習於娛樂
啊！啊！

同學正全神貫注地研究如何製造同學正全神貫注地研究如何製造
一個實用的投擲器。一個實用的投擲器。

首次製作這個自動養植瓶，過首次製作這個自動養植瓶，過
程十分有趣啊！程十分有趣啊！

你猜猜我設計的這個支架能把你猜猜我設計的這個支架能把
名牌穩固地支撐著嗎？名牌穩固地支撐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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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周福音周
張淑英老師張淑英老師

黃尚瑜老師、李佩欣老師黃尚瑜老師、李佩欣老師

  一年一度的福音周在 2022 年 6 月 13 至 14 日舉行，福音周活
動是專為五、六年級同學而設計，目的是讓福音的種子植根於同學
的心田中。今年的主題仍是「最好的福氣」，老師透過一系列設計
別出心裁的活動，帶領學生一起探索人生中何謂最好的福氣。
  首天，學生透過「生命之道」和「最好的保障」兩項活動，明
白到人生中或許大部份時間也會有家人或朋友相伴，偶爾亦難免有
獨自一人面對失落與困難的時刻。透過當中的蒙眼活動，令學生醒
覺原來神才是生命中最恆久及安穩的保障，祂總會看顧軟弱的人，
引導困惑的人，並安慰憂傷的人。此外，老師亦透過電影「給上帝
的信」，讓學生明白縱使生命中仍有很多未能掌握的地方，但耶穌
基督一定會帶領及保護他們，陪伴他們走過死蔭幽谷，邁向豐盛的
人生。
  第二天，校方邀請了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有限公司到校向五、
六年級的學生分享信息，負責同工透過見證及詩歌分享，提醒同學
神在每時每刻也會陪伴他們在側，即使人生困難重重，世事變幻莫
測，神也會不離不棄。活動尾聲由周偉文牧師作總結及祝福，並由
基甸會代表吳醫生及彭先生派發聖經予每一位同學；聖經附有同學
名字及周牧師親筆簽名的專頁，每本也是獨一無二的，讓神的說話
陪伴著同學邁步人生中的不同階段。
  期盼同學在福音周活動中已找到了最好的福氣！

周牧師、張校長、林副校長及兩位嘉賓與五年級班主任及同學們周牧師、張校長、林副校長及兩位嘉賓與五年級班主任及同學們
一起大合照。一起大合照。

蒙眼遊戲既緊張又刺激，同學蒙眼遊戲既緊張又刺激，同學
們均樂在其中！們均樂在其中！

同學們在小組遊戲中學會了互相同學們在小組遊戲中學會了互相
幫助及合作的重要性。幫助及合作的重要性。

家長跟子女一起欣賞同學們的佳作，彼此互家長跟子女一起欣賞同學們的佳作，彼此互
有交流，樂也融融。有交流，樂也融融。

同學們利用幾何圖案完成的主題式作同學們利用幾何圖案完成的主題式作
品，真是創意無限。品，真是創意無限。

六年級同學在STEM數學延伸活動中利用竹籤六年級同學在STEM數學延伸活動中利用竹籤
製作了精緻的羅馬炮架，別具心思。製作了精緻的羅馬炮架，別具心思。

三年級同學製作的「我的一本小書」，單看三年級同學製作的「我的一本小書」，單看
封面已知內容豐富了！封面已知內容豐富了！

  為了高度展示及表揚同學本年度在不同學科的學習成果，本校於二零二二年八
月五日舉行成果展示日，當日適逢是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參與的家長與學生可於學
校禮堂及中央圖書館駐足欣賞學生的佳作，當中包括中文科繪本小冊子、視藝科各
級校內得獎立體作品及 STEM DAY 數學延伸活動作品；當日在禮堂亦有播放學生活
動短片。參與的家長與學生均對校方當天的安排表示欣賞，讓他們留下了美好難忘
的回憶。 

成果展示日成果展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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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我的母校別了，我的母校

5G 戶外直播課5G 戶外直播課

 6A Lau Ka Him, Teov 6A Lau Ka Him, Teov
  Time flies. Only for a few months later, I will start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and the next chapter of my life awaits.
  After I graduated from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I will miss my 
friends, teachers and Principal Cheung very much!
  Principal Cheung always tells us how to live meaningfully so I will remember 
him. This is because he encourages us to be a better person all the time.
  Every time when I chat with my classmates, they always bring me laughter. 
We always laugh and play with one another. Although we won’t see much in the 
future, I won’t forget them. 
  I also won’t forget the teachers who teach me. They impart knowledge to us. 
They solve our doubts. They also train us to equip ourselves in every aspect. As a 
result, we can have a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I hope all P.6 students in Ho Chak Wan will have a good secondary school life.

I am very glad to participate I am very gla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Da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Day  
organized by our school.organized by our school.

Being a discipline leader, I Being a discipline leader, I 
am taught the importance am taught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order in of maintaining order in 
school.school.

6B 鄭洛蘊6B 鄭洛蘊
  六年前，牽着爸媽的手踏入校園的那一刻，四周都
是新奇的事物。
  六年後，在母校的懷抱中度過了充滿歡樂、感激，
使我茁壯成長
  在母校裡，忘不了，敬愛的老師；忘不了，親愛的
同學；忘不了，工友叔叔嬸嬸。
  今天我要畢業了， 十分不捨。我會聽從您的教誨，
指引我走向成功的道路。
  再見了！親愛的母校！

洛蘊積極地參與校內校外的洛蘊積極地參與校內校外的
比賽，並且獲獎無數呢！比賽，並且獲獎無數呢！

在這裡我認識了我的摯友與教導在這裡我認識了我的摯友與教導
我知識的老師。我知識的老師。

6E 林子雯6E 林子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年的時光雖像電影般在我的眼前閃過，
但仍然留下了許多深刻的片段。
  剛入學時，我對您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心，渴望能盡快得到更多
的知識。後來，我如願以償，您不但賜給我恩師與知識，還令我結
交到一群推心置腹的朋友，陪伴我一同進步成長。您是我的光，指
引著我每一步該走的路，如果沒有您，也許我這六年不會如此輝煌。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的母校，感謝您能在我成長的階段
中出現。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及工友們：再見了，祝願我們的未
來會更好！

子雯在校內參與了多年的中國舞訓子雯在校內參與了多年的中國舞訓
練，亦同時累積了豐富的演出經驗。練，亦同時累積了豐富的演出經驗。

六年後，我畢業了！真不捨母校的六年後，我畢業了！真不捨母校的
老師和同學啊！老師和同學啊！

  近年由於疫情肆虐，學生進行戶外學習的機會減少了。為了在疫情
下仍可讓學生多體驗戶外學習的樂趣，校方在本年度參與了「5G 校園
先導學校計劃」，與現代教育研究社及中國移動攜手合作，運用 5G 科
技結合學習，設計出別出心裁的戶外直播課，讓學生身在學校，卻仿如
置身九龍城，跟導賞老師一起
「 跑 出 課 室 」， 認 識「 九 龍 城

的今昔」。戶外直播課配合四年級的常識科，為四年級學生安排
了兩節充滿趣味的課堂。戶外直播課由老師親到九龍城擔任導賞
員，並在線上帶領學生遊走九龍城，期間進行實時的雙向互動，
增強學生的學習體驗。透過戶外直播課，學生感覺猶如跟老師進
行戶外學習一樣。5G 科技融入學校，能打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
讓學生能隨時隨地進行學習，無遠弗屆。

鄭淑慧主任鄭淑慧主任

張校長代表本校出席5G先導學校計張校長代表本校出席5G先導學校計
劃頒獎禮。劃頒獎禮。

張校長代表本校從嘉賓手上接過參與證書。張校長代表本校從嘉賓手上接過參與證書。

本校有幸參與5G先導學校本校有幸參與5G先導學校
計劃，與負責機構共同設計劃，與負責機構共同設
計別出心裁的5G計別出心裁的5G
戶外直播課，成戶外直播課，成
效有目共睹。效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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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感恩崇拜、感恩傳光禮暨畢業典禮畢業生感恩崇拜、感恩傳光禮暨畢業典禮

我們畢業了我們畢業了

  畢業禮對畢業生有多重要是毋庸置疑的。儘管香港仍然受到疫情的陰霾所籠罩，聯校畢業典禮又未能於
大型場館舉行，校方堅持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舉行「畢業生感恩崇拜、感恩傳光禮暨畢業典禮」，
讓畢業同學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校方非常榮幸邀請到蘇啟明校監、周偉文牧師及張翠華校長擔任畢業典
禮的主禮及頒獎嘉賓。蘇校監的訓勉辭及周牧師的講道內容寓意深長，讓每一位畢業同學獲益良多。當天

每位畢業同學需頭戴畢業帽及身穿整齊的畢業袍到台上
領取畢業證書及合照，老師頓時發現從前稚氣十足的小

孩，今天已長大成熟了。頒獎典禮過後，家長及學生
爭相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到學校不同地點拍照，校園

內立時充滿了溫馨歡樂的氣氛。時光飛逝，畢業
同學將會踏上人生的新階段，相信六年小學生活
的精彩片段已深深烙印在彼此的心坎裡。校方在
此祝願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鵬程萬里 !

江志成主任、陳穎思主任江志成主任、陳穎思主任

蘇校監及張校長帶領畢業同學進行感恩傳光禮。感恩傳蘇校監及張校長帶領畢業同學進行感恩傳光禮。感恩傳
光禮的意義，在於畢業同學雖然離校在即，但仍會將母光禮的意義，在於畢業同學雖然離校在即，但仍會將母
校「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校訓精神繼續傳揚下去，校「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校訓精神繼續傳揚下去，
在生活中彰顯基督的愛，多作善工，榮神益人。在生活中彰顯基督的愛，多作善工，榮神益人。

畢業生感恩崇拜是為畢業同畢業生感恩崇拜是為畢業同
學而設，周牧師正為畢業同學而設，周牧師正為畢業同
學講道及祝福。學講道及祝福。

6A郭子琳同學榮獲傑出學生獎，並代表畢業同6A郭子琳同學榮獲傑出學生獎，並代表畢業同
學以英語致辭，答謝老師、家長及同學六年來學以英語致辭，答謝老師、家長及同學六年來
的悉心照顧。的悉心照顧。

畢業同學穿上畢業袍、戴上四方帽、手持畢業證書一起合照，為六年小學生活留畢業同學穿上畢業袍、戴上四方帽、手持畢業證書一起合照，為六年小學生活留
下了美好的回憶！下了美好的回憶！

蘇校監為畢業同學致勉
辭、授憑及頒發獎項，
場面簡單而隆重。

張校長、三位副校長、各主任及老師們與應屆畢業生大合照。張校長、三位副校長、各主任及老師們與應屆畢業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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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萬花筒校園萬花筒

二十八位小童軍參加晉團儀式後，於2022-二十八位小童軍參加晉團儀式後，於2022-
2023學年正式成為幼童軍。2023學年正式成為幼童軍。

幼童軍團長與晉團的小童軍握幼童軍團長與晉團的小童軍握
手，歡迎他們加入幼童軍團。手，歡迎他們加入幼童軍團。

我們透過Zoom視訊平台參與《Zoom	and	Bloom家長自強我們透過Zoom視訊平台參與《Zoom	and	Bloom家長自強
非一般》通識學習小組活動，你看我們學習時多投入，收獲非一般》通識學習小組活動，你看我們學習時多投入，收獲
多豐富！多豐富！

施比受更有福，齊齊捐贈玩具給有需要的小朋友吧！施比受更有福，齊齊捐贈玩具給有需要的小朋友吧！

我們的願望是把玩具送到有需要的小朋友手上!我們的願望是把玩具送到有需要的小朋友手上!

同學踴躍參加每天的清晨祈禱會，同學踴躍參加每天的清晨祈禱會，
大家來一張大合照吧!大家來一張大合照吧!

學生積極分享各自的感恩及祈禱事項。學生積極分享各自的感恩及祈禱事項。

小小領禱員每天透過中央廣播系統小小領禱員每天透過中央廣播系統
帶領同學一起禱告。帶領同學一起禱告。

小小領禱員談吐溫文，態度誠懇，小小領禱員談吐溫文，態度誠懇，
值得嘉許!值得嘉許!

小小升旗員每天上課前準時小小升旗員每天上課前準時
升國旗，樹立良好公民典升國旗，樹立良好公民典
範。範。

小小升旗員跟國旗合照，與小小升旗員跟國旗合照，與
有榮焉!有榮焉!你看魚兒一天一天長大，我們作為小小錦你看魚兒一天一天長大，我們作為小小錦

鯉餵飼員也實在功不可沒啊!鯉餵飼員也實在功不可沒啊!
學校為小小錦鯉餵飼員頒發證學校為小小錦鯉餵飼員頒發證
書，看我們多帥氣!書，看我們多帥氣!

小童軍晉團儀式

清晨祈禱會

小小領禱員

小小錦鯉餵飼員

PeaceBox 2022 祝福大行動

小小升旗員

《Zoom and Bloom 家長自強
非一般》通識學習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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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校友會周年大會暨「澤芸 Got Talent」才藝表演第九屆校友會周年大會暨「澤芸 Got Talent」才藝表演

澤芸喜訊澤芸喜訊校園新面孔校園新面孔

書　　名：《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作　　者： J. K. Rowling
索 書 號：9789573317241
出 版 社：皇冠出版社
推介學生：馬鈞樂（4A）

讀 後 感：
 由於疫情的關係，讓我多了一個悠長的特別假期。媽媽限制我接

觸我的最愛——電子遊戲，無奈的我只能選擇閱讀，沒想到竟然從中
得到不少樂趣。而我特別希望推薦給大家的是羅琳著的《哈利波特·
神秘的魔法石》，這本書故事情節曲折精彩，內容令人回味無窮。
 這本書講述了哈利波特在 11 歲生日的時候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他受邀到霍格沃茨魔

法學校學習魔法。哈利波特在那裡學習魔法，並認識了很多朋友。這時候，一塊影響未來
世界的魔法石出現了，這塊魔法石不但可以令人長生不老，還能把任何金屬變成純金，因
此很多人都想擁有它。哈利波特為了拯救未來，跟朋友一起衝鋒陷陣，突破重重難關，最
終取得了成功。

 讀完這本書，我決定要當一個像哈利般勇敢的人，遇到困難不退縮，只要堅持就一定
能克服困難，如果放棄就會失去更多。

書　　名： 《老鼠記者之古堡鬼鼠》
作　　者： 謝利連摩 ‧ 史提頓　
索 書 號：9789620837784
出 版 社：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推介學生：謝逸琳（5A）

讀 後 感：
 《老鼠記者》這系列的圖書，內容精彩絕倫，角色幽默，常常讓

我看得愛不釋手。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老鼠記者之古堡鬼鼠》。
 故事講述謝利連摩 史提頓的表弟賴皮為了尋找身世之謎，不惜

走到陰森恐怖的鼠托夫古堡。出名膽小的謝利連摩被迫跟著去。古堡
裏住著終日穿著長長的斗篷、愛喝血紅色飲料的鬼鼠，他們白天睡覺，晚上活動。謝利連
摩在古堡內有一些驚人的發現。
 故事中的主人翁在探險過程中不怕路上遇到的困難，迎刃而上。正如俗語「困難就像

彈簧，你弱他就強，你強他就弱。」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不管遇到任何困難，也不要輕
言放棄。

Title  :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Author  : J K Rowling
Call NO  : 9781408894651
Publisher  : BLOOMSBURY CHILDREN'S BOOKS
Reviewe r : To Tsz Ching Caleb (6A)
Book Review : 
  My favourite book is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is story are Harry Potter, 
Ron Wesley and Hermione Granger. Four wizard 
schools were going to hold a Triwizard tournament. 
  The story is talking about Harry Potter who 
wanted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but only those over 
seventeen could join.  Mad eye 
Moody (Harry’s professor) helped 
Harry enter this competition, so 
Harry needed to face those three 
danger tests of all. Harry will be 
facing a dragon and dark wizard but 
with the help of his best friends, Ron 
and Hermione, he might just make 
it through. In the competition, Harry 
and Cedric Diggory (his friend) have 
fallen into a horrible place which Vordermort has been 
there before. 
  At last, Vordermort killed Cedric Diggory. Harry 
went back to Hogwart and told the principal about 
Vordermort’s return. Everyone was shocked.
  This story is absolutely amazing and interesting. I 
will hardly not recommend you guys to read this book.

  恭賀呂老師、周老師及范老師喜獲麟兒，祝願三位孩子健康
成長，快樂常在 !  大家好！我是校務處的郭倩汶書記，很

高興能夠加入充滿活力與關愛的聖公會何澤
芸小學這個大家庭，我主要負責學校財務上
的工作。雖然疫情對同學的校園生活不無影

響，期盼同學仍能愉快學習，健康成長。

  大家好 ! 我是在校務處工作的 Faye 書
記，很高興能夠加入聖公會何澤芸小學這
個大家庭 ! 受疫情影響，我們時刻都要戴
著口罩，但我仍期盼能認識你們每一位同
學，一起歡度校園的快樂時光！

陳妙琼老師陳妙琼老師
  本校校友會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舉行了第九屆周年大會暨「澤芸 Got Talent」才藝表演。當天由校友
會幹事報告了本年度校友會的會務及財務狀況。
  因受疫情影響，參與本年度「澤芸 Got Talent」才藝表演的校友及應屆
畢業生需以短片形式遞交作品，共 25 位校友參加，表演項目包羅萬有，包括
歌唱、演奏樂器、朗誦、跳舞、小組合唱、魔術、跆拳道、摺紙等。雖然表演
者未能實地演繹，仍不減校友到校為二十多位表演者吶喊助威的熱情，當天有
125 位校友出席，出席者更即場投票選出三位「最受歡迎獎」，最後鄭禮言校
友得票最多，勇奪第一，黃天諾校友得票第二、應屆畢業生余聖傑、杜子呈、
凌曉俊得票第三，得獎者各得獎盃乙座。會後各校友、應屆畢業生和老師聚首

一堂，暢談往日在校的趣聞樂事，還紛紛拍照留念呢 ! 第九屆校友會周年大會暨「澤芸 Got Talent」才藝
表演最後在一片熱鬧的氣氛下完滿結束。

張校長、三位副校長、負責老張校長、三位副校長、負責老
師及各位得獎者一起大合照。師及各位得獎者一起大合照。

得獎者的精湛演出讓人留得獎者的精湛演出讓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獲頒獎下深刻的印象，獲頒獎
盃，實至名歸。盃，實至名歸。

郭倩汶女士

丘淑芳女士

呂諾欣老師的兒子，
多乖巧!

周寶兒老師的兒子，
多精靈!

范鎂琦老師的兒子，
多可愛!

好書推介好書推介

77



全年頒獎禮全年頒獎禮
  本校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 ( 星期五 ) 舉行全年頒獎禮，頒
發校內獎項及校外比賽獲獎同學的獎項。
  全年頒獎禮原分為上、下學期頒獎禮，由於學年初受疫情影
響，取消了上學期的頒獎禮，下學期頒獎禮便改為全年頒獎禮。
  當天，頒發的獎項數量繁多，各得獎同學在班務課已開始準
備，按次序在三樓學生活動室排隊等候領獎。在頒獎禮中，各
得獎的同學獲得由校長、副校長等頒發的獎項。其他同學則透過
Zoom 視訊平台觀看頒獎過程，分享得獎同學的喜悅。

麥煦諾同學於繪畫及創作比賽中麥煦諾同學於繪畫及創作比賽中
奪得優異的成績。奪得優異的成績。

同學善用特別假期時間認真温習課業。同學善用特別假期時間認真温習課業。

同學上課時認真聆聽老師話語，秩序表現良好。同學上課時認真聆聽老師話語，秩序表現良好。
葉萃稀同學於多項朗誦比賽中獲葉萃稀同學於多項朗誦比賽中獲
得佳績。得佳績。

同學考獲佳績並取得獎學金，真是可喜可賀！同學考獲佳績並取得獎學金，真是可喜可賀！

鄭洛蘊同學於視覺藝術方面屢獲獎項，為校增光！鄭洛蘊同學於視覺藝術方面屢獲獎項，為校增光！

頒獎禮餘興節目-拉丁舞表演，舞蹈員的優美舞姿真使人讚嘆啊！頒獎禮餘興節目-拉丁舞表演，舞蹈員的優美舞姿真使人讚嘆啊！

同學於體育方面也有出色表現，於公開賽中獲獎無數。同學於體育方面也有出色表現，於公開賽中獲獎無數。

一至三年級結業頒獎禮一至三年級結業頒獎禮

四至六年級結業頒獎禮四至六年級結業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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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澤
芸芸
視視
藝藝
廊廊

「童放正能量—傘下的愛」聯校親子設計比賽

一年級組季軍		1A	司徒曉潼一年級組季軍		1A	司徒曉潼 參賽作品	2D潘倬寧參賽作品	2D潘倬寧參賽作品	2A	吳柏霆參賽作品	2A	吳柏霆

2021-20222021-2022  下學期期考成績下學期期考成績龍虎榜龍虎榜

班別 姓名
1A 陳浩軒
1B 余汶羲
1C 郭曼晴

1D 黎曉媛 
黃曦晴

1E 勞逸朗
2A 吳柏霆
2B 紀采兒
2C 李文晴
2D 張恬婧
2E 方奕熹
3A 劉英傑
3B 麥煦諾
3C 蔡潁彤
3D 羅嘉希
3E 陳俊宇
4A 馬鈞樂
4B 曾敬軒

4C 古欣翹 
梁浩峰

4D 徐浩竣
4E 蔡熙媛
5A 林鍩澄
5B 俞國豪
5C 譚麗盈
5D 伍梓晉
5E 梁凱欣
6A 湯銘傑
6B 鄭洛藴
6C 鄭景輝
6D 曾可柔
6E 蔣榮顥

班別 姓名
1A 樊曉彤
1B 郭奕謙
1C 林縉嶠

1D 陳明心 
黎曉媛

1E 陳雁汘 
勞逸朗

2A 曾冠堯
2B 紀采兒
2C 趙逸晞
2D 張恬婧
2E 李卓謙
3A 黃韋軒

3B 梁以琳 
廖棨澄

3C 馬諾謙
3D 張貝妮
3E 伍梓唯
4A 吳柏輝
4B 羅映淳
4C 鄭政揚
4D 何浩言
4E 葉善楠
5A 梁奕霏
5B 謝雅詩
5C 楊睿哲
5D 潘卓彥
5E 雷宇森
6A 郭子琳
6B 郭孜蓓
6C 邱 悠
6D 黃家希
6E 鄭愉熹

班別 姓名
1A 莊智麟
1B 黃思淇
1C 郭曼晴
1D 陳明心
1E 陳雁汘
2A 司徒安妮
2B 張天朗
2C 李文晴
2D 黃文璽
2E 方奕熹
3A 歐卓柔
3B 黃靖予
3C 盧嘉壕
3D 黃曉悠
3E 陳俊宇
4A 李思遠
4B 朱信丞

4C 古欣翹 
黃晉晞

4D 王梓森
4E 王海杰

5A 梁奕霏 
李芯言

5B 黃嘉瀅
5C 譚麗盈
5D 伍梓晉
5E 梁凱欣
6A 郭子琳
6B 鄭洛藴
6C 鄭景輝
6D 李昶震
6E 王若晴

班別 姓名
1A 黃申鈞

1B 張浩陽 
覃衍恩

1C 曾玥曦
1D 何坤嶸

1E 勞逸朗 
麥侑宸

2A 吳柏霆 
曾向灝

2B 張天朗
2C 詹梓杰
2D 潘倬寧
2E 李卓謙
3A 黎采兒
3B 張奕烯
3C 李俊孝
3D 程琛然
3E 陳俊宇
4A 林浠彤
4B 黃子健
4C 呂俊軒
4D 劉思婷
4E 蔡熙媛
5A 麥恩葵
5B 黃嘉瀅
5C 梁淼
5D 孫銘憲
5E 鄭采嵐
6A 李菀庭
6B 鄭洛藴

6C 池靜葶
邱悠

6D 李昶震
6E 葉佩瑩

班別 姓名
1A 陳浩軒
1B 覃衍恩
1C 蔡潁霖
1D 陳明心

1E 勞逸朗 
蘇子維

2A 司徒安妮
2B 張天朗
2C 黃志軒
2D 李昕駿
2E 方奕熹
3A 謝梓炫
3B 張奕烯
3C 趙子賢
3D 蘇柏睿

3E 陳俊宇 
張灝麟

4A 楊學頌

4B 鄭毅宸 
周銘

4C
古欣翹 
梁浩峰 
涂依雯

4D 何浩言
4E 吳天宇

5A 李芯言 
文以亮

5B 麥子樂
5C 劉鎧澄
5D 蕭妡仴
5E 陳俊宇
6A 余聖傑
6B 郭孜蓓
6C 鍾詠麗
6D 張瑞恒
6E 林浩峯

中文科第一名 英文科第一名 常識科第一名 普通話科第一名數學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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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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1
散文獨誦—粵語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冠軍 4C 黃嘉琪

詩詞獨誦—粵語

小學一年級女子組亞軍
小學一年級女子組季軍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亞軍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季軍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冠軍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亞軍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季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季軍

1B 顏佩甄
1D 文伊琳
2A 劉婧童
2D 蔡思瑜
3B 黃靖予
3B 梁以琳
4C 周昳澄
5B 甘曉彤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亞軍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季軍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亞軍

3B 李琛捷
3D 李恩捷
6A 何慕詩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1
英文詩詞獨誦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亞軍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亞軍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季軍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季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亞軍
小學五年級男子組季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季軍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季軍

2D 蔡思瑜
2E 劉嘉宜
3B 岑婉穎
3C 王思喬
5A 黃穎蕎
5A 文以亮
5E 岑宛翹
6A 葉萃稀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第十六屆 BNCL 證書朗誦比賽 ( 普、粵、英 )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

小學初小組粵語詩詞季軍
小學中小組粵語詩詞冠軍
小學中小組粵語詩詞亞軍
小學中小組粵語詩詞亞軍
小學中小組粵語詩詞亞軍
小學高小組粵語詩詞冠軍
小學高小組普通話詩詞亞軍

1C 郭曼晴
3C 楊穎怡
3C 黎曉琳
3B 王凱晴
4C 古欣翹
6B 鄭洛蘊
5E 蘇錆汶

天藝表演藝術協會
全港學生普通話大賽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學高級組 ( 小五至小六 )
季軍 5E 蘇錆汶

獅子會中學
2021-2022 年度獅子盃校際英詩翻譯比賽 優異獎 5A 梁奕霏

漢語聖經協會
2022 年第二十八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五組獨誦
廣東話優異獎 5A 潘思妍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21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英文詩詞獨誦
小學 P1-P2 自選組冠軍 2A 胡綩桐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16th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English	Recitation	Competition 優異獎 3B 向伽瑩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青年兒童朗誦家大賽 2021

普通話
小學中級組銅獎 3E 吳澤豐

PEARSON
2021 培生朗文校際朗誦比賽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 女子組 ) 優秀獎 6A 曾紫螢

GAPSK
第匹十三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5-P6 小學組自選誦材
季軍 6A 葉萃稀

ASIA	KIDS	TALENT
2021	5TH	ENGLISH	SPEECH	CONTEST

PRIMARY	P.5-P.6
1ST	RUNNER	UP 6A 葉萃稀

ASIA	KIDS	TALENT
2021	5TH	MANDARIN	SPEECH	CONTEST

PRIMARY	P.5-P.6
CHAMPION 6A 葉萃稀

音
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22

鋼琴獨奏一級亞軍	 金獎獎狀 1 名
銀獎獎狀 15 名	 銅獎獎狀 12 名 3B 陳子霏

HK	Music	for	Youth
The	13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2021 In	Children	Primary	Class	Merit 3B 陳子霏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小小演奏家 2021 全港兒童鋼琴、管弦樂及敲擊樂大賽 P1-P3 鋼琴亞軍 3B 葉展其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弦樂演奏比賽 小學 P.3-P.4 組優異獎 4C 黃晉晞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音樂智能之第六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結他小三至小四組銀獎 4C 黃晉晞

聖公宗 ( 香港 ) 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第十一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入圍決賽高級組優異獎 5E 梁凱欣
初賽初級組優異獎 4C 黃嘉琪	 4C 吳紫甄
初賽高級組優異獎 6A 陳梓亮	 6C 羅鈞廷

數
學

MathConcept	Education
MathConceptition	數學 ‧ 思維大激鬥 2022

個人賽金獎 3B 張奕烯
個人賽銀獎 5A 李芯言

個人賽銅獎 1E 蘇子維	 2E 方奕熹	 3B 林 丹
3B 楊敬德	 4C 黃頌喬

級別團體優異獎 3B 張奕烯	 3B 林 丹	 3B 楊敬德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及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 中學組 )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21-2022 個人賽優異獎 5A 黎淦培	 6A 郭子琳	 6A 謝頌希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2021-2022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葵青區 ) 優良獎狀 6A 凌曉俊	 6A 劉家謙	 6A 林釨霏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賽 小一數學組銀獎 2E 方奕熹

2021-2022 年度校外比賽2021-2022 年度校外比賽獲獲獎紀錄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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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小學三年級組卓越獎 3B 向伽瑩

香港資優教育中心
2021《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3B 伍凱晴

亞太優才發展協會
全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2022 小學四年級組銀獎 4C 黃晉晞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五數學組金獎 5A 黎淦培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五奧數組銅獎 5A 黎淦培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五年級組銅獎 5A 黎淦培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華南賽區 ) 小學五年級三等獎 5A 黎淦培	 5C 譚麗盈	 6A 余聖傑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五數學組銅獎 5A 謝逸琳

IERC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for	Both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1-22	Hong	Kong	Cup

Silver	Medal 6A 吳樂晞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六數學組銀獎 6A 凌曉俊

視
藝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交通部道路安全組
「友 See 右想」道路安全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季軍 2B 甄駱謙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主題活動繪畫比
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 陳沛朗

家福會
資訊素養吉祥物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6B 鄭洛蘊
小學組優異獎 3B 陳逸謙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第四十六屆全港青年繪畫比賽 (2020-21 年度 ) 西洋畫高小組優異獎 6B 鄭洛蘊

明愛聖若瑟中學
「聖母與我們同行」—聖母像素描比賽 高小組冠軍 6B 鄭洛蘊

聖公宗 ( 香港 ) 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第十三屆「春雨故事由我創」親子創作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6B 鄭洛蘊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國慶 72‧ 繪出愛」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組亞軍 6B 鄭洛蘊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活動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組季軍 6B 鄭洛蘊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健康海報設計大賽 小學組優異獎 6B 鄭洛蘊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郵」心出發郵票設計比賽 高小冠軍 6B 鄭洛蘊

香港品質保證局
第十五屆繪畫比賽 小學高級組冠軍 6B 鄭洛蘊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葵青區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繪畫比賽 優異獎 6B 鄭洛蘊

亞洲藝聯
亞洲兒童及青少年繪畫杯賽 2021 銅獎 2C 趙逸晞

GNET	STAR
第十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1( 黏土創作 ) 小童組冠軍 3B 麥煦諾

環球藝術發展中心
第四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21
「太空及未來科技」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

小學低年級組銀獎 3B 麥煦諾

明愛聖若瑟中學
「聖母與我們同行」—聖母像素描比賽 高小組亞軍 5A 趙芷昕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國慶 72‧ 繪出愛」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5A 趙芷昕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藝術智能之第三屆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高小組創意獎 5A 麥恩葵

GNET	STAR
第十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1( 環保袋設計 ) 中童組銅獎 5A 麥恩葵

環球藝術發展中心
第四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21
「太空及未來科技」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金獎 5A 麥恩葵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HKYPA2021 獎牌設計 ‧ 填色及繪畫比賽

中童組 9-11 歲
繪畫比賽組一等獎 5A 麥恩葵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中童組西畫金獎 5A 麥恩葵

亞美斯藝術交流
細看童畫兒童及青少年畫大賽 2021 兒童高級組優異獎 5A 曾佑謙

PETIT	ARTS	FESTIVAL
2021 繪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季軍 5A 周蒨均

體
育

地壺樂
2021 夏季地壺球新秀賽

季軍 4C 陳樂輊		 4C 鄭政揚	 5A 陳柏廷
殿軍 4C 梁浩峰		 4E 吳天宇	 5C 楊睿哲

優異 4A 曾穎南		 4D 陳柏妤	 4E 吳朗駿
5B 甘曉彤	 5B 劉怡彤		 5E 陳俊宇 1111



體
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區小學分會
2021-2022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壘球冠軍 6A 鄧芷蕾
男子乙組跳遠亞軍 5E 何逸熙
女子乙組 60 米殿軍 5E 鄧卓芝
女子丙組 100 米亞軍 3B 梁以琳
男子丙組跳遠殿軍 4C 蕭敬濤
女子丙組跳遠殿軍 4C 黃嘉琪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3B	梁以琳	 4C	黃嘉琪	 4D	李心怡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1-2022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鄧芷蕾

華永會及新界區體育總會
華永盃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

1X30 單側迴旋速度賽 8-9 歲女子組季軍
8-9 歲男子組冠軍

4D 李心怡	 4D 蘇梓柔
4C 呂俊軒	 4C 蕭敬濤

4x30 個人混合速度接力賽 12 歲或以上女子組亞軍
10-12 歲女子組季軍 5E 謝喬伊

華永盃 4x30 個人混合速度接力賽 11 歲或以下男子組冠軍 6A 陳梓亮	 6C 周皓謙
公開賽 2 分鐘大繩 8 字速度賽 13-15 歲男子組冠軍 6A 陳梓亮	 6C 周皓謙
華永盃圑體大匯演花式挑戰賽 季軍 6A 陳梓亮	 6C 周皓謙	 5E 謝喬伊
華永盃 45 秒個人花式挑戰賽 11 歲或以下男子組季軍 6C 周皓謙

公開賽 4x30 個人混合速度接力賽 12 歲或以上混合組亞軍
10-12 歲男子組冠軍 6C 周皓謙

華永盃跳繩區隊 全場總季軍 6A 陳梓亮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區小學分會
2021-2022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殿軍 4C 涂依雯		 4D 黎曉妍

5A 梁嘉蕎		 6D 楊紫瑜
香港跆拳道協會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21 女童色帶組亞軍 6C 何凱瑩

粵港澳大灣區游泳協會
中國香港 U 系列游泳比賽
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21)

25 米踢板亞軍
25 米自由泳亞軍
25 米背泳殿軍

3E 吳澤豐

誠毅跆拳道會
UNICORN	CUP	2021 線上品勢公開挑戰賽 個人品勢季軍 5A 黎淦培

Hong	Kong	Tennis	Association
Community	Junior	Tennis	Competition	2021

Competition	3(District–NT)
Girls’	12	&	Under	Singles	Winner 6A 李樂瑤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區分齡網球比賽 2021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11 歲或以下 ) 亞軍 6A 李樂瑤

獅子會
獅子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 2022
1x30 單側迴旋速度賽
1x30 秒單車速度賽
45 秒個人花式挑戰賽

小學男子高級組冠軍
小學男子高級組亞軍
小學男子高級組亞軍

6C 周皓謙

舞
蹈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舞台之星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P1-P2 個人舞季軍
P3-P4 個人舞季軍

1C 鄭芷婷
3D 鄭梓悠

國際舞蹈藝術推廣有限公司
星際盃舞蹈比賽

小學組 ( 初小 )
芭蕾舞群舞銀獎 2A 胡綩桐	 2A 李素言 2A 司徒安妮

童
軍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2021 小草蜢聖誕襪填色及設計比賽

小學組季軍 2C 黃逸騫
小學組亞軍 2D 潘倬寧

小學組優異獎 1A	Szeto	Elena		1C 司徒潁浠	
1A 湯灝諾	 2A 吳柏霆		 2D 黃承進

小學組最受歡迎作品大獎 2C 黃逸鶱		 2D 潘倬寧
女
童
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22 優秀女童軍 3B陳晞潼		 5A歐陽敏僑

學
術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20-2021「兩代情」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6A 袁芷言

中國青少年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2021-2022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香港賽區)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一等獎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三等獎

6A 郭子琳
6A 袁芷言

中華書局
「校長爺爺教寫作」 入選文章嘉許狀 6A 林采瑩		 6A 鄧芷蕾	 6A 何慕詩	

6A 葉萃稀	 6A 余聖傑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念親恩」—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高小組優秀作品獎 6A 黎曉恩		 6A 劉家謙	 6A 何慕詩	

6A 林采瑩	 6A 胡慧心
萬鈞滙知中學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21 優良獎 5A 黎淦培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1-2022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香港賽區 )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一等獎 6A 郭子琳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1-2022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香港賽區 )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一等獎 6A 袁芷言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葵青區書法比賽 2021/2022 小學中文硬筆組季軍 5B 謝雅詩

其
他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2021-2022 年度電影欣賞及徵文比賽
2021-2022 年度「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2021-2022 年度「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冠軍
葵青區冠軍
葵青區冠軍

6A 林采瑩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第九屆嘉許禮之「飛躍進步學生」 飛躍進步學生 6A 何慕詩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