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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蘊藏深厚的文化。近年國
家高速發展，科技一日千里，我們積極鼓勵同學親身體
驗並了解國家發展。上學期，六年級同學搭乘現代化快
速舒適的高鐵往廣東番禺參觀。沙灣古鎮是國家級歷史
文化名鎮，同學不但能認識具嶺南特色的建築和生活文
化，還可以了解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而五年級同學首次
到杭州，除了遊覽風光如畫的西湖外，浙江省科技館也
讓同學大開眼界。我們更得到姊妹學校杭州市撫寧巷小
學熱情的招待，倍感親切。

農曆新年後，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教育局宣佈全港
學校停課。停課固然為教學工作和安排帶來挑戰，但同
時製造了契機。教師透過網上學習平台，為同學提供自
學材料，讓學生持續自主學習。我們為了確保同學持續
學習，教師定時提供不同的學習課材，既有紙本練習，
亦在網上發佈電子課材。我們在停課期間全方位照顧學
生，除了關顧學生健康外，亦支援同學的情緒，更積極
為同學提供全面及優質的教材，涵蓋各個年級及大部份
科目。

踏入三月份，停課已經一個多月，我們希望能與學
生面對面，解決學習上的問題，於是我們考慮施行實時
教學，與製作教學短片雙軌並行。同學先透過教師製作

的網上教材進行自學，然後在實時互動課堂進行鞏固。
自從開設實時教室後，學生出席率相當理想，證明我們
所下的功夫沒有白費。學生及家長都非常開心，既可以
跟教師、同學再次見面，遇上問題時又可以即時向教師
發問、跟同學討論、表達意見，教師也可以更具體掌握
學生的學習進度。

同學已漸漸養成到網上平台查看家課及自習課材
的習慣，準時上實時課也不成問題了。家長都反映同學
投入「課堂」，珍惜上課的日子。這段停課期間，教師
們雖然在教學上遇到不少挑戰，但明白到要跟學生直接
溝通，解決他們在學習上的困難至為重要，可見我們的
專業教師團隊。

梁靜宜校長

推動實時教學 實踐停課不停學

認識國家發展 了解中國文化
此外，學校亦在農曆新年前舉辦中華文化日，透過

參與新春攤位遊戲，讓同學對傳統中國文化有更深入認
識。在中華文化日活動中，同學把新一年許下的願望寫
下，並掛在願望網，齊齊玩跨學科的攤位遊戲，大家都
感受到新春的喜氣洋洋。今年，校友會和家教會分別為
同學準備了精彩的活動，包括巧手製作糖不甩和香囊草
藥包。校友委員肩負起與母校聯繫的橋樑，家長委員亦
藉著新春節慶與大家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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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港科技探新及公益服務交流之旅
境外交流廣見聞  拓闊視野結良朋 

為了讓學生能透過親身體驗，於實際的環境中學
習，本校在 2019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9 日一連五天舉辦
了「杭港科技探新及公益服務交流之旅」。希望藉着這
次交流之旅，讓學生走出課室、跨出香港、擴闊視野、
挑戰自我。

本校24位五年級的學生，在校長及老師的帶領下，
到達杭州，先後參訪了電子商務平臺、浙江省科技館、
動漫公司、夢想小鎮、杭州低碳科技館，讓學生們認識

中國的科技產業。同學們又參訪了「下城老人公寓」，
為當地長者送上表演及小禮物，充分發揮同學們關愛的
精神。11 月的杭州，秋意盎然，西湖岸的綠楊柳、荷花
池、小跨橋，都令師生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師生
們亦於是次行程中參訪了杭州市撫寧巷小學，與當地師
生交流及一同參與學習活動，了解內地學生的生活及學
習方式，本校更與該校簽約，締結為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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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長者  遊西湖

 參觀夢想小鎮



 杭州低碳科技館

 同學努力踏着腳踏車，
為發電塔發電。

 學習設計漫畫人物

 與當地學生交流，一同參與 STEM 活動。

 在杭州市撫寧巷小學留影

5B 柯卓言家長                                    第１組5B 柯卓言家長                                    第１組
衷心多謝學校給予小女卓言參加這次杭州交流團，給她衷心多謝學校給予小女卓言參加這次杭州交流團，給她
增長見聞的機會，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父母，走出香港學增長見聞的機會，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父母，走出香港學
習。我相信校長和老師們都擁有豐富的帶隊經驗，而且習。我相信校長和老師們都擁有豐富的帶隊經驗，而且
卓言也比較獨立，所以我並沒有擔心她能否照顧自己。卓言也比較獨立，所以我並沒有擔心她能否照顧自己。
卓言每晚都會致電回家報平安和我們分享當天行程及所卓言每晚都會致電回家報平安和我們分享當天行程及所
見所聞。最令我欣賞她的是，她不會胡亂花費而是經過見所聞。最令我欣賞她的是，她不會胡亂花費而是經過
深思熟慮才購買紀念品，令我覺得很欣慰。深思熟慮才購買紀念品，令我覺得很欣慰。

5A 葉姵廷家長 5A 葉姵廷家長                                                                           第 2 組第 2 組
杭州五天交流團是姵廷首次獨個兒跟老師、同學出杭州五天交流團是姵廷首次獨個兒跟老師、同學出
遊，學習獨立和自理。這個行程中，她學習到當地遊，學習獨立和自理。這個行程中，她學習到當地
文化和科技知識，更開闊了她的眼光，同時加強與文化和科技知識，更開闊了她的眼光，同時加強與
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普通話亦因活學活用而進步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普通話亦因活學活用而進步
了不少，感謝學校籌備這個旅程令她可放眼世界。了不少，感謝學校籌備這個旅程令她可放眼世界。

5D 李恩琪家長                                      第 3 組5D 李恩琪家長                                      第 3 組
很不錯的一次交流團，孩子不僅在活動中感很不錯的一次交流團，孩子不僅在活動中感
到快樂，而且還學會獨立、團結、友愛，最到快樂，而且還學會獨立、團結、友愛，最
後感謝學校舉辦的交流團，感謝老師的辛勤後感謝學校舉辦的交流團，感謝老師的辛勤
勞動，透過這次的交流活動體現了教學的與勞動，透過這次的交流活動體現了教學的與
時並進。時並進。

	家長心聲

		學生心聲

5D 麥泳游                        第 3 組5D 麥泳游                        第 3 組
這五天的交流活動中，西湖的這五天的交流活動中，西湖的
景色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景色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希望學校每年都能舉我希望學校每年都能舉
辦 交 流 活 動， 讓 同辦 交 流 活 動， 讓 同
學能有機會學習更學能有機會學習更
多不同的知識。多不同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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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夢想小鎮
5A 王泳淇                         第１組5A 王泳淇                         第１組
經過五天的杭州之旅，我學會經過五天的杭州之旅，我學會
了照顧自己和認識了新朋友。了照顧自己和認識了新朋友。
我最感謝領隊老師，她們在這我最感謝領隊老師，她們在這
五 天 的 旅 程 中， 十五 天 的 旅 程 中， 十
分照顧我們。分照顧我們。

5C 陳藝涵                         第 2 組5C 陳藝涵                         第 2 組
在這次的交流旅程中，我學會在這次的交流旅程中，我學會
獨立自理和認識了不少新朋友。獨立自理和認識了不少新朋友。
我最想感謝我的校長、老師和我最想感謝我的校長、老師和
父母，讓我能有機父母，讓我能有機
會參與這次杭州會參與這次杭州
之旅。之旅。



全方位教育性參觀

 參觀「零碳天地」，學習如何
驅動模型機械吊臂進行遊戲。

 參觀選舉資訊中心，模擬投票
過程。

舒展身心 師生同樂

我們的戶外課室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豐富他們的學

習經歷，學校每年都會配合各級的學習範疇，
編排不同類型的教育性參觀活動，讓學生走
出校園，參觀不同的場地及場館，以充實學
科知識。

學校旅行

2019 年 9 月 27 日是學校一年一度旅行
的大日子。當天風和日麗，同學懷著期待的
心情前往旅行地點。一至二年級同學到達荔
枝角公園，同學在老師和家長義工的帶領下
遊覽園內富有中國建築特色的主題場區「嶺
南之風」，欣賞明媚的風景，還參與了不同
的集體遊戲，藉此舒展身心。三至六年級同
學前往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他們在度假營
內進行各類活動，如：滾軸溜冰、射箭、足
球、籃球、羽毛球、野餐等。大家都盡興而
歸，全校師生共度了既歡樂又難忘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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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番禺歷史文化 
及科技探索之旅

為了讓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本校今學年參加
了「粵港澳大灣區探索之旅」─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六年級 87 名學生在 10 名教職員帶
領下，參加了廣州番禺歷史文化及科技探索之旅 (高鐵
線 )	一天交流團。為了讓同學們加深對廣深港高速鐵路
（高鐵）及高鐵西九龍口岸的認識，本校特意安排全體
師生乘搭高鐵。同學們對來往香港與廣州的行車時間由
從前約 100 分鐘縮短至 48 分鐘，都讚歎不已，充份感
受高鐵帶來的快速和便捷。今次的內地全方位學習參觀
在寓學習於愉快而溫馨的氣氛下結束，同學們真是獲益
良多。

聖誕聯歡會 師生歡度佳節 倍添節日氣氛
本校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舉行聖誕聯歡會。

當日節目內容豐富，同學於禮堂欣賞老師精心安排
的聖誕嘉年華表演及聯歡節目。高年級合唱團獻唱
充滿歡樂的聖誕歌，動聽的歌聲帶動全場觀眾投入
熱鬧的節日氣氛。校內多元化體藝小組雜耍班導
師聯同多位學員，為大家表演雜耍。本校 English	
Stars 亦為大家獻唱多首英文聖誕歌，與台下觀眾
打成一片。隨後為幸運大抽獎環節，中獎的幸運兒
臉上不禁流露欣喜的笑容。此外，各班老師和同學
在課室進行聖誕大食會，與同班同學玩集體遊戲、
分享食物，全校洋溢着濃厚的聖誕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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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西九龍站大合照

 同學在「沙灣傳統美
食介紹」前留念

 在科學中心認真學習

文化學習之旅

 沙灣古鎮大合照



中華文化日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識及興

趣，本校於2020年 1月 21日舉行「中華文化日」
活動。當天不少學生紛紛穿上各適其適的華服，
參與攤位遊戲及課室迎新春活動。新春中華文化
攤位遊戲中，有結合學科知識與中
國文化的遊戲攤位，也有展現
中國手工藝的「糖畫」及「吹
糖」工作坊，還有體現家
長義工及校友熱心的賀年
美食及草藥香囊示範。在喜
洋洋的氣氛下，學生學中有
樂。在課室迎新春活動中，
同學參與生肖填色及設計比
賽、環保賀年飾物製作，認識
十二生肖深厚文化內涵。最後，
學生於農曆新年將臨，寫下願
望並掛上「願望網」，一嘗傳統
新春習俗，共慶新春來臨。

中國傳統手工藝

課室迎新春活動

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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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望網

 糖畫

 吹糖

新春文化攤位遊戲



閱讀和寫作一向也是學習語文的兩大重要元素。有見及此，本年度中文科增設
中文資優創意寫作課程，課程中加入創意寫作的訓練，例如：組織概念圖、推測後
果、自設問題、加入細節豐富情境等，培養學生的創意，從而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
讓學生愛上寫作，透過文字表達所思所想。

在停課期間，同學們運用平日老師所教的實用文 (日記 )
的格式，記下了其中一天的生活情況。

 同學利用平板電腦
搜尋資料

 大家一起做腦圖。

中文資優創意寫作課程

小息十五分鐘 朱怡澄  6A 
「鈴、鈴、鈴……」。課室時鐘的時針撥到九時五十五

分一刻，悅耳的鐘聲傳入我的大腦，把我從夢中拉回現實中。
我抬過頭來，看見老師用銳利似劍的目光注視着我，發現我
是課室中唯一一個沒有站起來的人。我羞紅了臉，再以迅速
的速度站起來，再低聲說了一聲「對不起」，再與同學們一
起說：「老師再見。」

同學們像從籠中釋放出來的小鳥一樣，飛一般似的衝出
課室，在旁看着的我真擔心會發生「踐踏事件」。往梯間望
去，同學們有的掛着紅色風紀帶，有的掛着圖書館領袖生的
橙色帶，有的掛着紫色班長帶……形成了一道五顏六色的彩
虹。

操場上，一羣同學正在玩閃避球，我興致勃勃看着這
場激烈的比賽。球「啪」的一聲又傳到了對面，「打中了！

打中了！」，傳球手雙眼緊盯對手，
各隊友則催促隊員馬上發球。同

學們的吶喊聲在操場上此起彼
落，整個操場都呈現一片緊
張氣氛。

此時，小息鐘聲響起
來，我意猶未盡地排隊返
回課室。十五分鐘前同學
們仍在操場上嬉戲玩耍，現
在課室裏卻是鴉雀無聲。糟

糕了！我還想到洗手間一趟，
唉，時間流逝得真快……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天
自從農曆新年後，因新型冠狀病毒在社區爆發，全港學

校停課。我和弟弟都被逼留在家中，是開心還是悶？當然是
悶悶不樂。

隨着疫情穩定下來，爸爸媽媽亦都要恢復上班工作，所
以爸媽安排我和弟弟回校學習。起初，我十分擔心校內只有
我和弟弟二人。沒想到，當我踏進久違了的課室，都有數位
同學跟我們的情況一樣。

黑板的自述
蔡樂彤  4A

大家好！我的身體大大的，皮膚很黑的。每間學校都離
不開我，我就是老師的「好幫手」──黑板。

上課時，一臉陽光燦爛的老師用我的「好朋友」──粉
筆，一邊滔滔不絕地向同學們講解，一邊龍飛鳳舞地在我的
身體上寫寫畫畫。同學們在聚精會神地看着
我，我看到同學們睜着眼睛探尋知識，
我又覺得無比驕傲，心裏特別高興。

下課了，在我身體的右邊有
一個「印記」。每次值日的同學
都會來幫我「洗白白」了，但有
些調皮的孩子在我的身上亂寫亂
畫，把我弄成了一個醜八怪，這
時候，我真是欲哭無淚。

是的，我變老了，皮膚不但
失去了明亮的光彩，也增加了幾道
「皺紋」。

這次資優創意寫作這次資優創意寫作
課程的經驗，從畫一幅課程的經驗，從畫一幅

腦圖，然後跟着腦圖開始腦圖，然後跟着腦圖開始
寫作，真的令我獲益良多，寫作，真的令我獲益良多，
這亦成為我最好的「畢業禮這亦成為我最好的「畢業禮
物」，我會持續閱讀書籍，物」，我會持續閱讀書籍，

持續創作的推動力，使我持續創作的推動力，使我
在學習的路上繼續向在學習的路上繼續向

前走。前走。

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

在校內，我看見多月不見的老師，感
到很親切和溫暖。老師會輪流照顧同學們，
跟我們閒話家常，而我和弟弟亦會如常進行網
上實時課堂。

經過今次漫長的停課日子，我們真是做到「停課不停
學」，資訊科技的發達，真是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我非常珍惜在校和同學一起上課的時光，我期望疫情快點過
去，一切都可以回復正常。

日記一則 3A 汪立恒 5D 汪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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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謝學校給我非常感謝學校給
我這個寶貴的機會參加資我這個寶貴的機會參加資

優創意寫作課程，我喜愛創優創意寫作課程，我喜愛創
作，創作帶給我無限的快樂，作，創作帶給我無限的快樂，
那份喜悅和滿足感，非筆墨所能那份喜悅和滿足感，非筆墨所能
形容！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嘗形容！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嘗
試先繪畫了情境，配合圖畫試先繪畫了情境，配合圖畫

的內容加以聯想，再整理的內容加以聯想，再整理
寫作材料。寫作材料。

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

我 和 弟 弟 過 去我 和 弟 弟 過 去
都沒有寫日記的習都沒有寫日記的習

慣，藉着今次停課的慣，藉着今次停課的
日子，跟同學分享我日子，跟同學分享我

的日記內容。的日記內容。

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



English Days

Christmas
 Different English games had different 
language focuses. In this game, 
students had to act out to show the 
meaning of words.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NET) 
dressed up as a witch! Students were 
not scared of her. Instead, they liked 
her very much. They played ‘trick or 
treat’.

 It was great to have classmates 
around! Students could help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Students could take the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nativ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s (ELTAs). 

 This was students’ favourite game 
booth as they all liked beautiful 
presents. 

Halloween
This	year,	our	school	organized	two	festive	English	Days	for	Halloween	

and	Christmas	to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Game	
booths	of	language	games	were	set	up	for	students.	During	the	activities,	
students	had	chances	to	interact	with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teachers	
and	other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They	could	not	only	learn	and	practise	
the	use	of	English,	but	also	have	fun	and	win	prizes	for	their	hard	work.	
Under	the	festive	atmosphere	with	beautiful	decorations,	student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very	much.	

 After playing a game, students received a 
stamp. They could exchange the stamps 
for a present at the end of th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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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Students’ Works of

English Mini-projects
“STEM-in-Context”

Reflections on Panyu Trip

P.1D Lau Wing Him
My	favourite	 robot	 is	 Iron	Man.	 It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thin.	
It	 is	 red	 in	 colour.	 It	 has	
a	 small	head.	 It	 can	 fly	
and	fight.	 I	 like	Iron	Man	

because	 it	 is	strong	and	
helpful.

P.6A Choy Hiu Yan
I 	 went 	 on 	 the 	 t r ip	

to	 Panyu, 	 China	 on	 17th	
Decembe r , 	 20 1 9 . 	 I 	 wen t	

there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by	high-speed	train.

We	 visited	 two	 places	 on	 this	 trip:	
Shawan	 Ancient	 Town	 and	 Guangdong	
Science	Center.	 I	 like	Guangdong	Science	
Center	most	 because	we	 can	 learn	 a	 lot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here.

I	 like	this	trip	very	much	because	the	
exhibitions	 in	Guangdong	Science	Center	
were	very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P.3C Lin Leila Yi Xuan
	I	like	to	fly	in	the	sky,	so	I	will	invent	

a	flying	machine	with	a	cleaning	function	
if	 I 	 become	 an	 inventor.	My	 flying	
machine	will	be	made	of	metal,	wood	
and	wires.	 It	

is	colourful.	 It	
can	fly	and	help	

me	clean	my	house.	My	mum	
will	be	happy	 if	she	has	this	
flying	machine	 to	 help	 her	
with	the	housework.

P.2B So Wan Yi
My	 favourite	 inventor	

is	 Thomas	 Edison.	 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nvented	 the	 light	bulb.	
His	 inven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world	because	we	can	see	
things	and	work	at	night.	Thomas	

Edison	is	my	favourite	inventor	because	he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smart.

P.6B Wong Yin Ting
	 	 	On	the	seventeenth	of	December,	2019,	 I	

went	 to	Panyu,	Guangzhou	with	my	classmates	
by	high-speed	train.	The	high-speed	train	was	fast,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During	this	trip,	I	visited	two	scenic	spots:	Shawan	Ancient	Town	

and	Guangdong	Science	Center.
In	 Shawan	Ancient	Town,	 I	 visited	 the	 Liu	

Geng	Tang	Hall	which	was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the	He’s	family.	 I	saw	some	historic	buildings	
built	 in	 the	 late-Ming	Dynasty.	The	structures	
and	decorations	of	the	buildings	were	very	special	
and	famous	people	of	the	family	in	the	past	were	
remembered	by	having	their	names	engraved	on	a	
big	stone	in	front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Then	I	visited	Guangdong	Science	Center	which	was	my	favourite	
tourist	attraction	on	this	trip	because	 I	enjoyed	playing	with	the	
virtual	reality	gadgets	there.	There	was	an	exhibition	called	“The	World	
of	Vehicles”	where	I	could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models	of	engines	
and	play	games	to	experience	driving.	It	was	great	fun!

I	 have	 learnt	a	 lot	about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during	this	trip.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and	my	
classmates!

P.6D Zhu Ziwen
My	favourite	human	architecture	in	

history	is	the	Eiffel	Tower.	It	is	in	Paris	of	
France.	It	was	built	from	1887	to	1889.

	 	 	 The 	 E i ffe l 	 Tower 	 was	
constructed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nia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o	demonstrate	France’s	industrial	

prowess	to	the	world.
	 	 	The	Eiffel	Tower	 is	312	metres	tall	and	had	

been	the	tallest	man-made	structure	 in	the	world	
for	forty	years.	I	think	the	Eiffel	Tower	is	majestic!

My Favourite RobotMy Favourite Robot

If I become an inventor, I will invent a/an……If I become an inventor, I will invent a/an…… My Favourite Human Architecture in HistoryMy Favourite Human Architecture in History

My Favourite InventorMy Favourite Inventor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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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ng Entries
Smart Kids Smart Rea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P.1C Wang Xiangying
In 	 my	 playroom,	

there 	 are 	 two	 ba l l s .	
There	is	one	teddy	bear.	
There	 is	 one	 toy	 car.	
There	is	one	toy	plane.

I	 love	my	playroom	
because	I	like	to	play	in	it.

P.3D Chu Hu Xiao Min
My	favourite	season	is	summer.	It	is	

sunny	and	hot	 in	this	season.	My	sister	
and	 I	 like	drinking	cold	juice	at	home.	 I	
wear	shorts	and	T-shirts	because	 it	 is	
hot	in	summer.			

I	like	going	swimming	with	my	family	
in	summer.	 I	wear	swimsuits	when	I	

go	to	the	beach.	I	usually	eat	ice	cream	with	
my	sister	there.	When	it	rains,	my	mum	and	
dad	will	take	us	to	the	swimming	pool.	

I	 like	 summer	very	much	because	 I	
can	eat	many	watermelons	and	have	a	 lot	
of	cold	drinks	in	this	season.

P.5A Huang Hao Qiao
A	healthy	diet	 is	essential	to	all	of	

us.	Eating	the	right	kinds	and	amounts	
of	food	every	day	will	make	us	healthier	
and	 less	prone	to	 illnesses.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healthy	eating	tips!

We	should	 include	more	grains	such	
as	rice,	pasta	and	cereals	in	our	diet	because	

they	give	us	energy.
We	shoul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	because	

they	are	abundant	in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at	keep	us	
healthy.	

We	should	eat	some	meat,	fish	and	dairy	products	
like	milk	and	cheese	because	they	help	our	teeth,	bones	
and	bodies	grow	strong.

Last	but	not	 least,	we	 should	drink	 six	 to	 eight	
glasses	of	water	every	day	because	our	bodies	need	that	
much	water	to	function	properly.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foods	that	are	high	
in	sugar,	 fat	and	salt,	e.g.	 ice	cream,	
instant	 noodles,	 fried	 rice,	 etc.	We	
should	 also	 have	 fewer	 soft	 drinks	
because	they	are	bad	for	our	health.

Be	a	 smart	kid	and	choose	 the	
foods	that	keep	you	fit	and	healthy!

P.2D Lee Nova Yik Wai
My	playground	 is	big.	There	

are	three	signs	 in	my	playground.	
Sign	No.1	means	you	can	play	ball	
games.	 It	 is	next	to	the	slide.	Sign	
No.2	means	you	cannot	 feed	 the	

birds.	 It	 is	on	 the	grass.	 Sign	No.3	
means	you	can	eat	and	drink	here.	 It	 is	

next	to	the	bench.	
I	like	my	playground	because	it	is	beautiful.

P.4A Choi Lok Tung
My	friends	and	I	went	to	Fantastic	

Zoo	on	a	 Friday	afternoon.	 It	was	a	
sunny	day.	We	got	 there	by	bus.	We	
wanted	to	see	the	cute	animals	there.

We	 felt	 excited	when	we	 arrived	
there.	We	saw	 lots	of	animals	and	plants.	

We	visited	the	Bird	Zone	first.	We	saw	different	kinds	of	
birds	such	as	parrots	and	eagles.	“Oh!	What	a	huge	eagle!”	
shouted	John	when	he	saw	a	big	eagle	in	the	cage.

Then	we	went	to	see	the	tigers.	They	looked	fierce	
and	stared	at	us.	“They	are	 looking	at	us.	 I	am	scared,”	
said	Mary.

After	that	we	went	to	see	the	giraffes.	They	were	as	
tall	as	the	trees.	They	were	eating	tree	 leaves.	We	were	
amazed	to	see	how	high	their	necks	could	reach.

Finally	we	went	to	the	crocodile	pool.	The	zookeeper	
was	feeding	the	crocodiles	some	meat	
when	we	arrived	 there.	 They	had	
big	mouths	and	sharp	 teeth.	We	
thought	the	zookeeper	was	very	
brave.

We	 left	 the	 zoo	 at	 seven	
o’clock	in	the	evening.	It	was	really	
an	unforgettable	day	for	all	of	us.

P.6A Cai Pui Chi
Yesterday,	my	 classmate,	

Danie l , 	 and	 I 	 he lped	 some	
Pr imary 	 2 	 students 	 w ith	
their	homework.	The	children	
started	 with	 their 	 Engl ish	

homework.	We	 explained	 the	
difficult	words	to	them	and	answered	

their	questions.
After	a	while,	 the	children	started	doing	

their	Maths	homework.	They	needed	to	do	a	lot	
of	sums.	A	girl	felt	the	sums	were	difficult	for	
her.	Suddenly,	the	girl	shouted	and	threw	her	book	
to	the	floor.	I	was	shocked	but	I	picked	up	the	book.

I	taught	her	how	to	do	the	sums.	Then	I	comforted	
her	and	helped	her	finish	the	homework.	

I	think	we	need	to	be	patient	when	we	help	others.

My PlayroomMy Playroom

My Favourite SeasonMy Favourite Season

Healthy EatingHealthy Eating

Fun in the PlaygroundFun in the Playground

An Amazing Trip to the ZooAn Amazing Trip to the Zoo

Be PatientB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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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息活動

資優課程

學習數學多樂趣

 老師安排適當和多元化的課堂活
動，例如製作立體圖形，加強學生
的空間感。

 同學利用筆記，記錄學習重點，並

進行學習反思。

 同學利用數粒，進行運算，以鞏固
他們對數學概念的認識。

 同學利用自主學習工作紙，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同學透過探究活動，進行度量活動
及量度訓練，自行探究數學概念，
加強學生的度量感。

高階思維訓練

從活動中學習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成立學校奧林匹克數學隊，訓練學生高階思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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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於小息時段
參與「數學自學
樂園」活動

 利用平板電
腦進行數學
問答活動

 表現良好的同學均可獲得蓋章，
以表揚他們積極參與數學活動。



常識科一向重視課程的發展，致
力培養學生的探究、解難及判斷等能
力。在專題研習過程中，學生在老師
的引領下，能在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中
結合已有的知識和技能，從而汲取及
建構知識，並學會學習和懂得思考。

P.1-6 專題研習題目 :
P.1- 公園特色放大鏡
P.2- 太陽對我們有多重要
P.3- 節約能源
P.4- 減廢惜食
P.5- 環保與我
P.6- 綠色生活事件

常識科
 同學分組策劃專題研習

 填寫分工表

 問卷設計好後，向同學派發。

 找尋題目資料

 進行問卷結果分析

 小組以簡報向全班同學作專題研習之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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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發揮創意，認真地設計及製作 3D 模型。

 3D 打印課程有助啟發同學無限的創作潛能

 航拍課程教授學生無人機操作及 
航拍的技巧

 同學於電腦課利用 Micro:bit 製作
智能家居小裝置

科技教育
現今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了裝備學生應

對瞬息萬變的將來，STEM教育的推行是十分重要。
本年度，學校分別為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同學舉辦 3D
打印課程及航拍課程，提升他們的創造力、邏輯思
維和解難的能力。本校亦舉辦了不同主題的跨學科
STEM 協作活動，讓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設計
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六年級同學應用航拍課程所學， 
拍攝了「我的母校」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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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校外比賽
今年共有十七位同學參加了「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

通話詩詞或散文獨誦比賽，	共獲十二個優良及五個良好的成績。與
此同時，本校也派出四十位四年
級同學參加朗誦節的詩詞集誦比
賽，並獲得季軍的佳績。

此外，我們亦有四位同學於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普通
話組 )」取得優良的成績。

本年度普通話科以「粵普對譯」為主題，為全校學生編製校本
的「自學小冊子」，讓學生在小冊子內寫出「衣食」規範的詞彙及
拼音，記錄在自學區內，增強學生的自學能力。同學們踴躍地參與
活動，認真地完成小冊子，成績驕人。

普通話大使負責主持普通話科節目，
既能訓練他們的口才，又可提升他們的自信
心，一舉兩得。

校園電視台普通話科節目

閱讀是知識的泉源，而「從閱讀中學習」
就是促進學生終生學習的一個重要技能和策
略，因此，本校積極推動閱讀，在本年度舉
辦了多項閱讀活動，期望有系統地協助學生
把閱讀用作建構知識的工具，使閱讀、學習
與生活連成一體，最終通過「從閱讀中學習」
邁向「自主學習」。

從閱讀中學習

「粵普對譯」活動

 外籍老師講故事 「專題閱讀」 「指尖上的圖書館」工作坊

 「閱讀好時光」

 普通話大使做主播，似模似樣。

 做了一頁又一頁，你又做了多少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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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後，學生代表與評判一起合照。



 羽毛球隊  全港學界五人足球賽  籃球活動

 呼拉圈活動  卍慈禁毒盃五人足球邀請賽  乒乓球隊參與港島東學界比賽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學校計劃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學校計劃—小學巡迴表演

體育科

為了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除了羽毛球隊、籃球隊、爵
士舞、男子足球隊、女子足球隊及乒乓球隊外，本校今年更新
增足球幼苗班及小型壁球隊，希望學生透過定期訓練及比賽，
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信心。同時學校制定「活躍及健康校園
政策」，鼓勵同學每天應累積最少 60 分鐘強度中等至劇烈的
體能活動，與家長同心協力為學生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爵士舞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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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助理教授梁智軒博士到校為同學進
行示範講座

 學生學習以特定的音樂元素，例如旋律、和聲及節奏作即興演奏及錄音。

視覺藝術科旨在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力及評賞藝術的
能力，並發展他們藝術創作的技能。今年，本校舉辦「尊重
有禮‧和諧共處」校內繪畫比賽，學生在課堂上分級進行創
作，培養他們彼此尊重、互相包容的良好品格，與師生共同
創造和諧共處的校園文化。	

本校參加了由康文署舉辦的「環聲震動」e- 樂團音樂創演實踐計劃，20 位
同學以樂團編制形式學習，演奏為 e- 樂團改編的經典樂曲，藉此培訓學生的音
樂修養及合奏能力。結業演出及作品展覽將於 7月下旬於荃灣大會堂舉行。

 在課堂上進行合作學習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視
藝科活動 

 欣賞同學的作品  

「環聲震動」e- 樂團

 參與藝術創作工作坊 

視覺藝術科

音樂科

學

與

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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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專業分享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關注課程改革新趨勢，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本學年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安

排不同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邀請資深講者到校主持講座，又引入教育局專業支援，
進行教研活動。此外，學校鼓勵老師積極進修，與時並進，強化學與教效能。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陳仁威先生
主講「教育專業操守講座」，向老
師推廣《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陳德恒先生為老師主持「校園法理
情講座」，向老師講述有關校園的
法律、保險與責任。

 老師在「正向教育講座」上積極投
入參與活動

 本校老師與時並進，積極進修有關「電
子學習」的複修課程，互相分享所學。

 本校言語治療師主持「教師的聲線
護理講座」

 三位新老師分享他們參加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的所見所聞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校本課程支
援組到校支援四年級英文科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學

與

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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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賴天恩同學在網上分享抗疫小貼士

 停課期間，6A 張卓琳同學分享在家自學的剪影。

 3D 陳蔚藍同學跟老師分享他在停課期間如何善用餘暇

 同學在實時課上認真觀看教師示範

 在網上實時課堂上，同學利用白板功能，一同參與
回答問題。

停課不停學‧疫境自強
自從因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教育局宣布延長農曆年

假開始，學校為同學安排自學課材，讓同學能在家繼續
學習，並進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落實五育並全。同時，
學校為拓闊同學的知識及視野，亦加插跨課程課材及中
國文化閱讀的材料，讓同學能從新鮮有趣的途徑，認識
和分享抗疫小常識、東京奧運及殘奧、善用停課期間的
餘暇時間等。

及至停課再度延長，學校為讓同學對學習的內容有
進一步的了解，校方亦籌劃網上實時教學，期望透過每
周的網上實時課堂，與同學進行互動，解決同學在課業
上的問題，並藉此進行延伸活動。

在停課期間，老師們緊守崗位，竭盡所能為同學提
供學習的機會，協助同學在情感上及學習上持續裝備自
己，並啟動同學的自學習慣，讓我們的孩子能夠「疫境
自強」。

 老師透過網上實時課與同學見面，了解學習進程，
並給予情感上的輔導及支援。

 停課期間，利用網上實時課作進一步的講解學習難
點，亦會進行分組探究及解難活動，藉以提升同學
的共通能力。

停

課

不

停

學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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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向推廣健康校園生活，以往每年均舉辦開心果月活動。學校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停課，家長有更多時間與
學生進行親子活動，因此舉辦了親子有「營」午餐設計比賽，合作設計一款以蔬果類為主的有「營」菜式，於烹煮
後與製成品來個大合照，與全校師生一同分享健康飲食。所有參賽菜式會按營養要求、外觀、創意及烹調技巧評分。

親子有「營」午餐設計比賽

亞軍  2C 姚沛盈

冠軍  6A 張卓琳

停

課

不

停

學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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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和外觀都
取得滿分，製作過
程圖文並茂，十分
詳盡，讚！

老師的話
老師的話

湯餃較清淡，
健康之選。紅蘿蔔
蕃茄湯配粟米雞肉
餃，味道清甜。

老師的話
老師的話

季軍  3D 陳蔚藍

蔬菜擺放美觀，
菜式能以西蘭花及
蕃茄做主菜，十分
健康。

老師的話
老師的話



敬師日

 童軍為升旗禮作準備  國旗和區旗隨國歌升起  梁校長作旗下講話

國慶節升旗禮
 各級代表向老師送上感謝卡

 老師與同學分享好書  早會頒獎活動  早操

早會活動

每逢星期五的早上，學校都會進行早會活動，校長和主任會提醒同學要注意的事
項和頒發獎項予得獎的同學。另外，在一些特別的日子，如敬師日、國慶節升旗禮等，
學校亦舉行早會，讓學生感受節日的氣氛。

 在敬師日向教師致敬

校

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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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認真聆聽導師的講解  大家一起做風車  看，風車測試成功！

綠色校園

環保教育
本年度學校組織「環保小先鋒」的團隊，負責推廣環保意識，影響身邊的同學及

家人。與此同時，他們必須接受環保教育的培訓，因此，老師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帶
領他們參觀港燈的「智惜用電生活廊」並進行 STEM工作坊，完成風車的模型，了解
風力發電的原理。

 環保小先鋒親身體驗如
何達到低碳生活的要求

 由小園丁 A 隊成員負責培土及植株
 由小園丁 B 隊負責修
枝、加泥、追肥及澆
水，花兒開得燦爛！

 同學展示實驗成果

 在敬師日向教師致敬

校

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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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電視台是本校其中
一個向學生發放資訊的主要
渠道，擔當直播、拍攝、錄
製及剪輯節目的角色。本台
的人員鼎盛，由筲小小主播
擔大旗，全校老師和學生是
演員，當然還有我們的幕後
功臣——資訊科技技術人員
John	哥哥和 Steven 哥哥。

 同學在數學科節目中用實物講解
計算的方法

 小演員在校園電視台錄製節目，                                                          
背後為專用的「綠幕」。

 錄製各班「筲小正向班口號設計比賽」
片段，讓全校可以一起分享。

筲筲小小校校園園電電視視台台

校

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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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被何主任選中為
校園小主播時，我的心情既

興奮，又緊張，並且有點擔心自
己不能勝任。我第一次背稿時，真

是每晚無時無刻都在背，怕直播時出
錯。雖然背稿很辛苦，但在拍攝時，時常
有很多「蝦碌」的笑料，非常開心。記得有一次為頒
獎禮作準備時，我和我的好拍檔洪澤鉅看見 IT 哥哥

設定熒幕的背景是夏威夷時，我們即時起舞，樂
不可支。我很感謝老師讓我當小主播，提升了

我的說話技巧和膽量，亦十分感謝協助
拍攝的 IT 哥哥。

當我接受了擔任校園電視台主
播時，真是十分興奮！還記得第一

次擔當主播的心情，真是非常緊張，
生怕會讀錯字，生怕會背錯台詞，生怕會尷尬，更生怕
會給同學取笑。幸好得到老師的鼓勵，我能勝任這份職
務。雖然我有時會説話結巴，表現緊張，但是當同學
讚賞我時，那種莫名的高興，真是無可替代的！我十
分感謝老師給我這個寶貴的機會。當上校園電視台主
播，累積多次經驗後，我的自信心增強了，面對羣
眾時，也毫不畏懼。如果老師邀請你當主播，我一
定會大力支持，因為實在獲益良多。

小主播心聲



本校於上學期舉行「乘風航」海上訓練活動，
55名四至六年級風紀獲挑選參加。當天，學生置
身「海上教室」，透過不同的海上訓練活動，學
習基本的海上求生技能，同時讓他們磨練個人毅
力。全體學生一起完成任務，充分發揮出團體合
作精神，表現令人振奮。

公益少年團

幼童軍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
活動，促進青少年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
展。本校幼童軍團於 2019 年 12 月 6日至 7日，
與軒尼詩道官立小學及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假
薄扶林賽馬會傷健營舉行了「幼童軍聯旅度假
營」。透過是次活動，除了讓學生學習自我管理、
與朋輩互助、多角度思考、時間管理等自理和自
省能力外，亦加入富含童軍元素的活動如公園定向和射箭等的訓練，並希望透過營地特有的傷健設施，讓學生
能體會殘疾人士的困難，從而建立同理心，讓學生進一步明白關愛互助和共融的重要。

為響應公益金的公益活動，本校公益少年團
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參加由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委
員會舉辦的「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團員
既能透過此項活動為香港公益金籌募善款，同時加
強環保意識。

童軍

風紀	乘風航

 「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

紀律團隊
服

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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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練的細心指導下，同學能
射中箭靶，很有滿足感呢 !

 在體驗活動中，同學感受到傷
殘人士的不便，令他們能更明
白傷殘人士的感受。



分級家長會
本年度舉辦了四次分級家長會，按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成

長及升學需要，安排相關內容，以加強家長與老師的溝通及聯繫。

本校與各幼稚園有緊密聯繫，於
2019年 9月 18和 19日舉辦了一連兩天
的小學生活體驗日，分別邀請了港九
街坊婦女會丁毓珠幼稚園、香港中國
婦女會幼稚園、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
中心呂明才幼稚園 (小西灣 )	及聖公會
主誕堂幼稚園的師生和家長到校參觀。
體驗日節目內容豐富，除了向幼稚園
學生家長介紹本校整體課程、幼小銜
接課程特色及學生學習生活外，幼稚
園師生及家長更一起參與豐富有趣的
課堂活動及觀賞本校學生的唱遊表演，
節目在《我愛筲小》的悠揚歌聲中圓
滿結束。

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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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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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與家長進行分班面談

 社工黄姑娘分享與孩子溝通的心得

 齊來拼貼趣緻貓 這個問題由我來答吧

 伍主任向五年級家長及學生簡介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機制概要

 學生及家長專心聆聽升中機制

幼稚園生小學體驗日



 用手打圈搓一搓，學做圓圓的 
湯丸。 

 你搓湯丸，我洒花生碎，合力製
作美味的糖不甩。

 超棒的搓湯丸大師

家長教師會

夥

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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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在本年度舉辦了「手指織圍巾班」。這個
興趣班由家教會主席林淑芬女士及多位家長義工當義
務導師，教導家長手指織圍巾的方法。原來用手指來
編織十分容易，參加的家長十分投入，有些在短短一
個半小時已經能完成一條圍巾，為子女在冬天帶來無
限温暖和愛意。

家長教師會在本校中華文化日開設了一個攤位「團圓糖不甩」。當日
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一早已回校準備：搓粉團、磨花生、煲滾水、搓湯丸……
忙個不亦樂乎。學生們擠到攤位前開開心心地學搓湯丸，品嘗香甜軟滑的糖
不甩，讚不絕口。

手指織圍巾

2019-2020年度家教會周年大會及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中華文化日攤位遊戲

家長興趣班

 家教會主席林淑芬女士
擔任導師

 家長們十分投入地編織

 看看我們用手指織的圍巾

本 校 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舉行了本年度
家教會周年大會暨第
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家
長常務委員選舉。大會
開始前，先舉行家教會
委員選舉，各候選人介

紹完自己的使命和抱負後，出席的會員便踴躍投
票。點票室內進行點票時，家長在活動室享用美味
的茶點和舉行周年大會。周年大會內容包括 2018-
2019 年度會務及財政報告、頒發義工獎狀及宣布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結果。點票完成
後，由梁校長宣布選舉結果，新一屆的家長委員正
式誕生。

 家長們踴躍地投票

 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候選人大合照  



校友會

第七屆校友會幹事會委員會名單
	 榮譽會長	 陳作耘醫生
	 榮譽會務顧問	 劉興華先生
	 主席	 余志明先生
	 副主席	 李子樹先生
	 司庫	 王孝成先生
	 秘書	 施靜柔小姐
	 康樂	 馮耀圖先生
	 總務	 林漢豪先生
	 聯絡	 李嘉欣小姐

校友會燒烤活動已於 2020年 1 月
17日舉行，地點為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校友們一面燒烤，一面訴說過去的往
事，大家把握機會，好好享受這難得
的相聚時刻。

本校聯同校友會及家教會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舉行
「中華文化日」。校友會當天安排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
攤位	—	自製草藥香囊。

校友會燒烤活動

中華文化日攤位遊戲

  中醫師向學生介紹各種草藥

 燒烤樂

 大家共同回味昔日的青葱歲月

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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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幹事大合照

 幸運大抽獎  校友面對美食，可大快朵頤一番。

2019-2020年度校友會會員大會及第七屆幹事會委員選舉



長者學苑計劃及社區義工服務
本校與東華三院合辦長者學苑計劃，

又於校內成立愛心義工隊，讓學生透過
協助不同長者課程及長幼共融活動，學
習與長者溝通及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

本校致力舉辦多元化的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強
化家長在家庭中的支援角色，為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
生活態度。

 家長透過教育心理學家的分享，
了解如何與孩子建立善意溝通
的方法。

 同學接受義工訓練，透過遊戲
體會長者的困難及學習義工的
知識及技巧。

 小組中讓家長學習建立適切及正
面的管教模式及方法，當中的分
享讓家長們加強同路人的支援。

 同學與長者一同製作布偶，並上
演布偶劇，學習如何在社區上實
踐「長者友善」，例如於公共交
通工具讓座等。

 同學到長者中心進行探訪活動，更與長者
一同製作家鄉鹹湯圓及金元寶水餃。

 透過遊戲讓親子學習互相欣賞和
關心，促進家庭成員關係。

 同學與長者一同學習製作新穎的
樹脂膠畫，感到開心又有趣 !

及親子活動

 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認識香港懲教的 
歷史及變遷，更了解到守法的重要性。

家長教育

探訪長者中心	

親子參觀

家長講座	

義工訓練	

家長小組	

布偶製作

親子遊戲活動 

樹脂膠畫工作坊	

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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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榮譽榜
中文科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內賽 )

低級組

冠軍 1C 李惜恩

亞軍 2D 楊泳琪

季軍 2A 吳衍鋒

中級組

冠軍 4B 褚曉情

亞軍 3A 張寶之

季軍 3C 王煒森

高級組

冠軍 5A 黃浩喬

亞軍 6D 羅梓尹

季軍 5B 黃曼綺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外賽 )

高級組 優秀
入圍獎 5A 黃浩喬

第 6 屆細味人生硬筆書法比賽 ( 校外賽 )

優異獎
5A 黃浩喬

6D 羅梓尹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季軍 2D 劉嘉皓

優良 2A 冼靖嵐

優良 3D 洪梓瑤

優良 5B 黃科盛

優良 6A 張殷殷

優良 6B 陳詩晶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

季軍 2B 蔡俊傑

優良 1A 羅梓峰

優良 1A 黃啟洋

優良 2A 吳穎童

優良 2A 戴月晴

優良 2B 符　潮

優良 3A 何仲禮

優良 3B 張沛盈

優良 3D 褚曉敏

優良 4A 蔡曉萱

優良 4A 湯穎榆

優良 4B 劉志榮

優良 4C 張東亮

粵語

優良 5A 洪澤鉅

優良 5D 張文楠

優良 6A 張卓琳

優良 6B 黃彥婷

優良 6C 周卓琳

良好 1B 馮子榆

良好 1B 劉詩雅

良好 1D 陳梓亨

良好 1D 黃海一

良好 1D 胡逸希

良好 2D 蔡柏賢

良好 3B 黃匯喬

良好 3D 劉佩瑜

良好 4A 鄭詠文

良好 5B 管日彤

良好 6A 關登元

良好 6B 貝嘉樂

良好 6B 邱嘉偉

英文科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內賽 )

低級組

冠軍 2A 吳衍鋒

亞軍 2C 陳熙悠

季軍 1D 黃海一

中級組

冠軍 4A 楊璧靜

亞軍 4A 蘇柏恩

季軍 3B 吳美結

高級組

冠軍 6A 林言糖

亞軍 5B 黃曼綺

季軍 6B 吳明鈺

2019-2020 “Smart Kids Smart Rea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P.1

1st	Place 1C Wang	Xiangying

2nd	Place 1A	 Leung	Sin	Yu

3rd	Place 1D	 Law	Chi	Ming

P.2

1st	Place 2D	 Lee	Nova	Yik	Wai

2nd	Place 2A	 Ng	Hin	Fung	Anthony

3rd	Place 2C Tang	Hei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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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1st	Place 3D	 Chu	Hu	Xiao	Min

2nd	Place 3C Niu	Pei	Yi

3rd	Place 3B Feng	Tak	Ching

P.4

1st	Place 4A	 Choi	Lok	Tung

2nd	Place 4B	 Chu	Hu	Rosemary

3rd	Place 4D	 Li	Wanmei

P.5

1st	Place 5A	 Huang	Hao	Qiao

2nd	Place 5D	 Li	Hin	Shing	Hansom	

3rd	Place 5B	 Huang	Manqi

P.6

1st	Place 6A	 Cai	Pui	Chi

2nd	Place 6B	 Tsoi	Yiu	Fung

3rd	Place 6D											 Sze	Yin	Ue

2019-2020 Smart Kids English Award Scheme

P.1

Winner 1A Sze	Pak	Lin

2nd	Place 1A Wong	Russell

3rd	Place 1A Chan	Hei	Nga	Hera

Winner 1B Liu	Shi	Ya

2nd	Place 1B Fung	Tsz	Yu

3rd	Place 1B Lui	Sheldon

Winner 1C Lam	Yan	Nam

2nd	Place 1C Duangtha	Chatphong

3rd	Place 1C Lee	Sik	Yan

Winner 1D Law	Chi	Ming

2nd	Place 1D Wu	Yat	Hei	Alvin

3rd	Place 1D Wong	Nok	Yin

P.2

Winner 2A Ng	Hin	Fung	Anthony

2nd	Place 2A Sze	Ching	Hei

3rd	Place 2A Ng	Wing	Tung

Winner 2B Lam	Kwan	Seng	Brian

2nd	Place 2B Mai	Xinqi

3rd	Place 2B So	Wan	Yi

Winner 2C Yiu	Pui	Ying	Venus

2nd	Place 2C So	Hoi	Lam

3rd	Place 2C Cheng	Ho	Man

Winner 2D Guo	Zi	Han

2nd	Place 2D Choi	Tsz	Lam

3rd	Place 2D Chui	Olivia	Tjhie

P.3

Winner 3A Cheng	Hui	Nok

2nd	Place 3A Huang	Hung	Tat

3rd	Place 3A Hui	Car	Shun

Winner 3B Cheung	Pui	Ying	
Dibbie

2nd	Place 3B Choy	Ming	Ting

3rd	Place 3B Tang	Yi	Man

Winner 3C Chan	Kai	Ho

2nd	Place 3C Ng	Ka	Ki

3rd	Place 3C Niu	Pei	Yi

Winner 3D Au	Suet	Kau

2nd	Place 3D Chan	Yau	Ki

3rd	Place 3D Hung	Tsz	Yiu

Winner 3AB Wang	Ying	Ni

P.4

Winner 4A Choy	Hiu	Huen

2nd	Place 4A Choi	Lok	Tung

3rd	Place 4A Wu	Ka	Sing

Winner 4B Chu	Hu	Rosemary

2nd	Place 4B Lau	Cheuk	Yin	Louis

3rd	Place 4B Fiza	Mehreen

Winner 4C Ling	Tsz	Ching

2nd	Place 4C Ting	Hon	Lam

3rd	Place 4C Leung	Chun	Wai

Winner 4D Leung	Ka	Wai

2nd	Place 4D Law	Tsz	Him

3rd	Place 4D Wong	Hei	Lam	Angel

Winner 4CD Wong	Yuen	Yi

P.5

Winner 5A Yip	Tin	Yau

2nd	Place 5A Yip	Pui	Ting

3rd	Place 5A Feng	Ka	Ka

Winner 5B Au	Yat	Kau

2nd	Place 5B Wong	Tsz	Man

3rd	Place 5B Choy	Pik	Ki

Winner 5C Wang	Jingyuan

2nd	Place 5C Zhang	Qi	Ying

3rd	Place 5C Wu	Ka	Chun

Winner 5D Li	Enqi

2nd	Place 5D Wong	Kai	Hang

3rd	Place 5D Wang	Peirou

Winner 5CD Huang	Wujiao



P.6

Winner 6A Lo	Siu	Kwan

2nd	Place 6A Yeung	Ting	Hin	Isaac

3rd	Place 6A Zhang	Candice

Winner 6B Tsoi	Yiu	Fung

2nd	Place 6B Wong	Yin	Ting

3rd	Place 6B Pang	Tai	Chung	
Nalbandian

Winner 6C Chow	Cheuk	Lam

2nd	Place 6C Yeung	Tsz	Yau

3rd	Place 6C Choi	Miriam

Winner 6D Luo	Ziyin

2nd	Place 6D Wong	Chun	Ho

3rd	Place 6D Luo	Kin	Leung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1A Chan	Hei	Nga	Hera

Merit 1B Lui	Sheldon

Merit 1C Lam	Yan	Nam

Merit 2A Wang	Hailin

Merit 2B Mai	Xinqi

Merit 2B Yang	Shi	Jia

Merit 2C Chau	Lok	Tung

Merit 2D Choi	Tsz	Lam

Merit 3B Cheung	Pui	Ying	
Dibbie

Merit 3C Yu	Shuk	Ki

Merit 4B Fiza	Mehreen

Merit 4B Lau	Cheuk	Yin	Louis

Merit 4B Mak	Ngo	Chai

Proficiency 4C Chung	Po	Sum

Merit 4C Chim	Hoi	Lam

Merit 4D Chui	Yeuk	Lam

Merit 5A Ng	Suet	Hong	Iris

Merit 5A Yu	Tsz	Ching

Merit 5B Chan	Man	Yiu

Merit 5B Leung	Tsz	Yuet

Merit 5C Chan	Tsz	Lam

Merit 5C Leung	Cheuk	Ting

Merit 5D Li	Enqi

Merit 5D To	Yin

Merit 6A Cheung	Cheuk	Lam

Merit 6A Zhang	Candice

Merit 6A Yeung	Ting	Hin	Isaac

Merit 6B Pang	Tai	Chung	
Nalbandian

Merit 6C Chow	Cheuk	Lam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英語組

優良 1D 林雅惠 Lin	Yahui

優良 3A 羅凱柔 Lo	Hoi	Yau

優良 3B 吳美結 Ng	Mei	Kit

優良 3C 陳子晴 Chan	Chi	
Ching	Jaycee	

優良 3C 林希彤 Lam	Hei	Tung

優良 3D 陳鎬謙 Chan	Ho	Him

優良 4A 嚴樂錤 Yim	Lok	Ki

優良 5A 黃美瑤Wong	Mei	Yiu

優良 6A 朱怡澄 Zhu	Yicheng

優良 6B 陳皓權 Chan	Ho	Kuen

數學科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資優數學仲夏盃 2019

優異獎 6A 張殷殷

常識科
2019-2020 年度時事問答比賽

10/2019

四年級

4A 嚴樂錤

4B 褚曉情

4C 凌芷晴

4D 吳景祺

五年級

5A 郭振鋒

5B 吳穎嵐

5C 鄔家進

5D 李業揚

六年級

6A 蔡曉欣

6B 黎衍佟

6C 楊展宇

6D 許嘉豪

11/2019 四年級

4A 蘇晟

4B 劉卓言

4C 黎文樂

4D 彭悅嘉

11/2019

五年級

5A 張樂鈱

5B 梁芷悅

5C 林鋒

5D 王嘉茵

六年級

6A 張卓琳

6B 葉銘豐

6C 王竣熙

6D 施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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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藝韻管弦樂協會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 藝韻盃

兒童鋼琴組 一等獎	 5A 葉姵廷

熊熊兒童合唱團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生、幼稚園《給我一對翅膀》

兒童音樂劇填詞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筲箕灣官立小學

優異獎 4D 王煥鳴

音域樂坊 香港演藝音樂節個人比賽 2019

鋼琴初級組 金獎 6A 曾錦兒

鋼琴中級組 金獎 6A 李文鈺

鋼琴中級組 銀獎 5A 黃浩喬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全球總決賽

兒童 
小提琴組 第五名 6A 馮俊傑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弦樂
(小提琴 ) 獨
奏 -高級組

金獎 6A 馮俊傑

小學鋼琴獨
奏 -中級組 銀獎 6B 彭泰總

小學中樂
(古箏)獨奏-

高級組
銀獎 6D 羅梓尹

科技教育 (STEM)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 2019

二等獎

3C 葉柏源

4A 馮梓倫

5A 林思豪

5A 唐世章

5C 吳逸俙

6A 鄭喆丰

6B 邱嘉偉

6D 賴俊諺

LumieLabs 
全港 LumieLabs 科創短片比賽 2019

冠軍

6A 龍保錚

6A 楊廷軒

6A 朱怡澄

普通話
第十一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高小組普通
話詩詞獨誦 金獎 5B 王梓淇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普
通話 ) 男女

合誦
優良 /第三名 小學三、四年級

(共 40 人 )

普通話獨誦

優良 1A 陳藝熔

優良 1C 王香穎

優良 2C 蘇凱琳

優良 2D	 蘇紫琪

優良 3A 楊嘉穎

優良 3C	 顧　衡

優良 3C 李梓鑫

優良 3C 吳洺堯

優良 3D 馬百合

優良 4B 劉志榮

優良 5A 石鑫雅

優良 5C 李婉玥

良好 2B 蘇韻懿

良好 3A 鄺嘉琪

良好 3B 鄧嘉怡

良好 3D 林紫晴

良好 4A 鍾逸萱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普通話組

優良 1B 方　昕

優良 3D 孫紫涵

優良 3D 劉瀚麟

優良 5B 王梓淇

體育科
卍慈禁毒盃五人足球邀請賽

小學女子組	 碗賽殿軍

2019-2020 屈臣氏運動員獎勵計劃

5B	阮卓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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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組

學生支援組

資訊科技組

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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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組

總務組

活動組

科技教育組

教務組

英文課程組 我

們

的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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