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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老師和孩子們的幸福學校，
由有溫度的字體說起
我們作為一間以突破框架、勇於創新的思維作發展目標的學校，最近又有新攪作：一般學校題字都會使用正規
字體或由辦學團體知名人士題字。這次我們邀請全校老師一起參與校名設計活動，其後由師生一起投票選出一
個充滿情味、滿載溫度的人手書寫字體掛在學校的外牆上。我們希望老師及孩子體會到學校是屬於他們的。學
校其他配套更是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就按其心理及實際學習需要而設計，讓其成為一間充滿人情味、以學生為
本的幸福學校為目標！

先愛上學校，再愛上學習
在本年度小一統一派位註冊日上，家長表示能入讀本校感到十分興奮及感
恩，孩子更是無比雀躍，詢問爸爸媽媽下年度是否就讀那間有巴士、飛機
的學校，這正是學校優化設施及環境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好的開始是
成功的一半！」我們希望學校的環境能讓孩子對學習充滿期盼和好奇，期
待探索整個校園，從而培養對上學的熱情，這就是升小最佳的心理準備。
試問有哪個孩子不喜歡在一個充滿童真、趣味的環境中學習呢？
再者，有教育學家認為環境是學生的「第三位教師」。我們學校的環境設
置也是為了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在牆上或梯間的自學資料、學習運算思維
的 STEM 巴士、培訓飛行課程的飛機室、一樓綜合藝術樓層，以致即將完
成的未來教室、時光隧道及操場地面數學跳飛機等，並非純粹為製造一個
「繽紛冒險樂園」。老師就因應不同的課堂活動靈活運用適切的場地，讓
學生在沉浸式或遊戲化學習中掌握有關知識及技能，寓學習於玩樂中，不
就是最有效、最深刻的學習經歷嗎？學校現在仍有工程進行中，十分期待
工程完成的那一天，讓師生享受教與學的樂趣！最後，恭賀黃倩婷老師的
題字獲選！學生每天抬頭也能看見您美麗的字體喔！

新年習俗逐個「捉」

新春廚藝小教室
在此觀看

在此觀看

齊齊揮毫寫揮春

活動花絮
數學科主題活動 —「小一購買日」，同學仔可以用代幣
盡情 shopping ！不過要買到心頭好也不容易的，同學仔
先要看看想買的物品及需付的款項，把錢交給小賣部老
師，付款後還需要計算出找回的款項
同學仔滿載而歸 , 就知道大家的計算能力有進步了！

小一成長禮

升上小一 , 對於家長和小朋友而言是成長中一個新的里程碑，因此老師們花盡心思
籌備這個活動，讓大家一起見證孩子們升上小一後的校園生活和轉變。

師生們精彩的舞蹈表演

同學仔接過校長的禮物，寫了一封「給六年級畢業的我」，
放入時間囊後，正式為小學生涯打開序幕

爸爸媽媽永遠也是你們最大後盾 !

小一校園
生活片段

重要時刻當然要拍照留念 !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由中文科及圖書組合辦的 ｢ 悅讀之旅─叢林篇 ｣，
是一個情境設置的多感觀閱讀活動。透過叢林的佈
置、動物的叫聲，讓同學彷彿置身叢林。小一及
小二同學從閱讀繪本《森林是我家》、叢林參觀、
動物書籤製作活動中，除了認識動物的名稱外，也
學會愛護大自然及盡責任等良好品德價值觀。

哥
哥

校長及老師們為小一同學舉辦正向晚讀活動，希望從閱讀中
提升孩子的知識、邏輯、想像力及語文等能力；而藉着故事
分享環節，更培養出孩子正面及積極的價值觀。是次活動孩
子及家長一同踴躍參與，家長從中親身感受親子閱讀所帶來
的好處，有效推廣親子閱讀。

English Fun day 英語日

由老師準備一連串的英語活動，當中包括 : 製

作 Super hero 小手工，齊唱英語卡拉 OK，英

語攤位遊戲等。同學仔和老師們都扮演着喜歡
的卡通人物回校，令學校頓時變成主題樂園！

Talent Show 學生才藝匯
我有無限可能 最愛挑戰不可能

學校十分鼓勵同學多參加課外活動，發展學術以外的

潛能！ 是次試後才藝表演是希望提供機會讓同學進展
所長，增加自信心！當中邀請了不同活動小組的同學
來到舞台表演，表演過後亦請觀眾投票選出最喜歡的
項目，最後街舞、豎琴、拉丁和琵琶獲得最高票數，

Sport Week 體育週

Home Court App 大挑戰
利用平板電腦的體感遊戲考驗同學的反應、身體協
調、靈活性及神經反應。經電腦計分，看看誰是反
應王！

Just dance 體感舞蹈比賽
低年級同學以班際形式參與這場 Just Dance 比賽。
多人在禮堂大合跳，跟著音樂節奏舞動起來，現場
氣氛十分熱鬧！
班際室內單車接力對抗賽
這個是特別為高年級同學準備的比賽，從學校出發
踩着單車參與國際賽事的賽道。同學會互相替補來
完成賽事，十分講求團隊合作和考驗心肺耐力的。
匹克球和健球
近年的新興體育活動，感謝精英運動員慈善基金的
賽馬會動感校園計劃，讓同學能夠體驗這兩款新興
運動。

深得觀眾喜愛。

小 一 迎 新 活 動
小 一 家 加 LO VE 懇 親 會

學生表演

親子 Game Time!

為父母準備禮物

本校家長分享

幼小銜接課程
學校為準小一
生 安 排 中、 英、
數 適 應 課 程， 幫
助孩子適應小學
的 生 活， 亦 幫 助
他們在主科科目
預先打好 基礎。

星星成就 Star Miracle
看看同學仔課外活動
及比賽的卓越成績

交通安全隊

本校交通安全隊獲香港交通安全隊總部委任代表香港交通安全隊擔任「五四青年運動」升旗
禮的護旗手。本校隊員除了擔任護旗隊成員外，亦代表全港青年宣讀「五四宣言」。

此外，本校六名交通安全隊隊員服務表現卓越，獲頒發總監嘉許獎狀（附加綠笛繩）。
另本校四名畢業生 : 楊浠琳、李秋樺、劉曉潼及岑翠珊在新界北總區公開隊中表現優異，獲
頒發總監嘉許獎狀（附加綠笛繩）。
第 28 屆 President Cup 拉丁舞舞蹈比賽
Solo Rumba 冠軍
唐芯悠
Solo Cha-cha-cha 冠軍
唐芯悠
Solo CR 冠軍
唐芯悠
舞吧 - 香港青年兒童舞蹈大賽
高年級街舞組別 亞軍
李東鴻
高年級街舞組別 優異獎
戴梓炫 陳雅嘉
		
林以沐 張伊奕
高年級民族舞組別 優異獎
低年級街舞組別 金獎
唐芯悠
低年級街舞組別 銀獎
鄒善兒
低年級街舞組別 銅獎
李樂彤 潘晴晞 莊若楠
低年級街舞組別 優異獎
何希霖 李愷晴 李曉嵐
最積極參與團體獎
高小組獨舞冠軍		
中小組獨舞亞軍		
初小組獨舞亞軍		
初小組獨舞季軍		
初小組雙人舞亞軍

舞台之星 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羅幸宜
莊若楠
唐芯悠
李曉嵐 潘晴晞 李愷晴
鄒善兒 陳宥澄

舞蹈

業餘舞蹈證書課程 ( 拉丁舞 )Amateur Award
First Gold Bar
潘芊穎
Second Gold Bar
潘芊穎
Third Gold Bar
潘芊穎
2021 鹽田杯青少年標準舞拉丁舞全國邀請賽
女子單人 12 歲以下組 LATIN 恰恰恰
第二名 潘芊穎
新秀單人 12 歲以下組 LATIN 三項
一等獎 潘芊穎
女子單人 12 歲以下組 LATIN 4 支舞
第六名 潘芊穎

第四屆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賽

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
Odyssey of Mind

（小學組）決賽

世界賽 第六名

木結構組 香港區冠軍
張子洋
盧奕喬
盧家聲

盧梓瑤
曾卓忻
余優雅詩

VR 組 香港區亞軍
馮方玥 郭鑫櫟
曾舒恩 林凱盈
鍾婉斯 林豔君
細野壬尋
指導老師 : 鄒海寧主任、岑偉成老師、黃種偉老師、張雪盈老師、
梁嘉希老師、黃嘉穎老師、張妍蔚老師

2021 全港小學
「我是 KOL!」比賽

初小組 普通話 最佳編導獎、最佳視覺效果獎 王浩綸

朗誦

優異獎

鄭澤澍 羅幸宜 聶啟樂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

初級組冠軍：
《佛祖降猴》 王馨梓
周穗成
馮祖瑤

初級組冠軍：
《三打白骨精》余冠廷
鄧雁 			
鍾嘉樂
2020 粵港澳大灣區兩文三語故事演講大賽 ( 香港區賽 )
冠軍 鍾嘉樂
亞軍 鄧雅莉 胡正澤
季軍 郭鑫櫟 田佩琳 盧錦軒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英語朗誦大賽
榮譽獎 - 張芷晴

高小組 普通話 最佳演繹獎 ( 女 ) 鄧雁

2021 第三屆精進盃全港學生才藝大賽
6-8 歲 英語朗誦 獲銀獎 陳善兒
2020 菁藝盃線上朗誦比賽
英語獨誦小一組 榮獲金獎 陳善兒
亞洲兒童才藝交流網 2021 第二屆中英文朗誦比賽 英文組
優異獎 陳善兒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英語小學初級組
銅獎 陳善兒

高小組 普通話 最佳演繹獎 ( 男 ) 鍾嘉樂

2021 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
亞軍 王浩綸 陳筱嵐 梁貽竣 譚韙翀

朗誦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冠軍 胡正澤
亞軍 郭鑫櫟
優異星獎 羅寶蓮 鄧雅莉 盧錦軒 鍾嘉樂
張煜涵 鄧茵茵 陳冠霖
良好獎 周穗成 張嘉文
2020 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冠軍 劉紫兒
亞軍 賴徐樂 王馨梓 陳瑩
季軍 張之欣
優異獎 蔡 心
第十四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英語獨誦
亞軍 張之欣 張芷晴
粵語獨誦
冠軍 曾朗希
亞軍 梁貽竣
季軍 黃嗣舜 鍾嘉樂
普通話獨誦
冠軍 盧錦軒 陳瑩
亞軍 賴徐樂 鄧雁 陳雅嘉 盧家聲
季軍 王馨梓 劉景祺
2020 第 72 屆學校朗誦節
粵語朗誦獨誦
冠軍 梁貽竣 曾朗希 鍾嘉樂
亞軍 黃嗣舜
季軍 王天諾 袁駿浩 李善貫 楊梓昭
普通話朗誦獨誦
冠軍 王浩綸 賴徐樂 王馨梓 盧錦軒 劉紫兒
亞軍 胡正澤
季軍 田佩琳 藍貝琦 李長河
2020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 ( 香港區賽 )
普通話獨誦
冠軍 謝梓銘
亞軍 陳浩文 張卓曦 陳雅嘉 梅菀櫻 王浩綸
季軍 蔡樂熙 傅照舜 張浚熙 周穗成
粵語獨誦
亞軍 譚韙翀 梁貽竣 陳筱嵐

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表現突出學生
梁貽竣
羅凱同
陳沁妤
鄧雁
田佩琳
孫心林

大埔區飛躍學生表現獎勵計劃
楊淇壯
郭鑫櫟
賴心澄
盧家聲
盧錦軒
鄧雅莉

學術

2020-21 香港學科比賽 Fun Fun Arena
英文科 上學期初賽
銀獎 吳逸騰 樊貝怡 張衍文
英文科 下學期初賽
金獎 吳逸騰
銅獎 張衍文
數學科 上學期初賽
金獎 樊貝怡 張衍文
數學科 下學期初賽
銀獎 樊貝怡 張衍文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AIMO OPEN
銅獎 蕭湘芸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
一等獎 張衍文
三等獎 趙顯博 梁君悦 樊貝怡 鄭美兒 黃穎霖
李浩誠 盧家聲 徐健翔 鄧雅莉 黃嘉俊

2021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初小組 優異星獎 王浩綸 賴徐樂 謝梓銘

2020 香港校際徵文比賽
銅獎 林宇程 黃家豪

中小組 亞軍 王馨梓
良好獎 陳煜麟

兩文三語故事演講比賽預賽
第一名 梁貽竣
第二名 袁駿浩
第二名 譚韙翀

高小組 良好獎 胡正澤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協會
「菁英盃」全國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黃思琦
二等獎 陳桓 陸智杰 黃羽琪 盧家聲
鄧雅莉 陳佳玲 鄺孝賢
三等獎 李嘉泳 郭鑫櫟 盧梓瑤 李善賢
巫文迪 葉寶琳 袁粵露

音樂

2021 音樂智能全港中小學音樂節
鋼琴第四級組
亞軍 許芯媛
2021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
銅獎 謝欣彤
歌詠
金獎 李曉嵐
銀獎 馬俊義 李愷晴 蕭湘芸 楊思雅 梁雯詩 陳樂恩
銅獎 殷富沺 丁若歆
鋼琴
金獎 - 季軍 關凱晴
銀獎 蘇逸鎵 江正匡 董一諾 謝廣燊 余昊豪 黎梁玉
鄭美兒 謝廣燊 黎梁玉 張峪菲 羅尚信
銅獎 梁貽竣 張之欣
2021 菁藝盃音樂比賽
鋼琴小學組 P5-6
季軍 許芯媛
金獎 羅尚信
英國皇家鋼琴學院六級組
冠軍 許芯媛
國際藝穗音樂大賽
弦樂初級組 - 二級榮譽成績
2C 周梓悠

藝術

2020「藍天綠地在香港」學界設計比賽系列
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 ( 小學組 )
優異獎 江正匡

2020「我的樂高熊貓」設計比賽
學校積極參與獎
優異獎 林楊靜 洪妮雅
2021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
銅獎 陳浩維
創意大獎 李鈺淇
「動 ‧ 人時刻」海報創作比賽
亞軍 李慧意
優異獎 羅幸宜 陳樂恩
2020 童眼看天下兒童繪畫比賽
銅獎 羅凱同
全港幼童繪畫挑戰賽 2014 年組
冬天 - 日短夜長的季節
金獎 文子芸
世界閱讀日大偵探福爾摩斯圖書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杜家敏
亞軍 藍貝琦 孟詩雅
季軍 李浩誠 蔡心 温鴻偉 温鴻宇 陳瑩 張雅雲
優異 朱卓邦 黃羽琪 羅天就 李慧意 張佳麗 邱泳銘
葉寶琳 羅幸宜 袁粵露 孫心林 楊嘉梓

體健

香港跆拳道超級聯賽
2020 國際線上品勢超級聯賽
冠軍 陳可琪
2021 國際線上品勢超級聯賽
亞軍 陳可琪
香港學界跆拳道線上品勢賽 品勢組 (PF3C)
季軍 譚韙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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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特備節目

大型活動剪輯成精彩花絮

不同節日老師準備新花款

圖書 KOL

學科主題活動

多位老師介紹精彩圖書

校內學習活動遂個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