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奧運短跑選手蘇炳添表示網民稱呼他為「蘇神」，但在他心目中
前殘奧金牌得主蘇樺偉才是真正的「蘇神」。蘇炳添認為蘇樺偉「不
向命運低頭，排除一切困難，為了夢想，拼搏向前」，此等精神實在
值得我們學習。而學校本年度主題學習周以「堅毅」為主題，有幸邀
請到「蘇神」與同學分享，讓孩子能近距離接觸，並深入了解他如何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很多專家認為相比天賦或成績，「堅毅」是更為可靠的成功指標，擁
有這特質的學生更容易脫穎而出。我十分認同這看法，但比起孩子們
是否成功，我更加關心他們是否幸福。近年，我發現有些學生做事依
賴、被動，凡事等別人代勞，不敢接受新挑戰，又或是每每遇到小挫
折就萌生放棄的念頭。坦承地說，現代孩子越來越欠缺抗逆能力。每
逢看到有關孩子的悲劇發生，我便感慨為何人們總忽視培養孩子堅毅
的精神及抗逆力，所以，今年我們希望透過主題學習，培養孩子堅毅
的性格，減少受到負面情緒的困擾。孩子們可以常存感恩的心、積極
樂觀的態度去學習和面對生活。

非常感恩禤小是一片福地！孩子們在校學習的對象就是有着堅毅精神
的老師。

陳廣裕主任的身型不算高大。青年時的他每次訓練都全程投入、加倍
努力以彌補不足。無論訓練有多艱苦，他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最終他成為了手球青年代表隊。08年北京奧運，他到達了人生第一
個頂峰－被推選為奧運香港區火炬手之一。他現在每天早出晚歸，除
了應付教學工作外，晚上還堅持參與港隊訓練工作。退役後，他首次
帶領香港代表隊出戰第十二屆全運會，歷史性打入前八名。更在前年
的亞洲錦標賽中，首次擊敗中國國家隊，意義十分重大。「堅毅」的
特質成就了今天的他，而他亦希望這項特質能感染每一位學生。

曾靜文老師是手球港隊代表，於2018年備戰印尼雅加達亞運會時一
星期練習七天，下班後便要趕往練習及訓練。但不幸地，她在一次練
習賽中扭傷了左腳膝蓋導致未能參賽，雖然錯過了亞運會，但她為自
己訂下了新的目標，就是代表香港欖球隊參加西班牙國際賽，於是她
經歷了兩個半月的復健，比平常人要多用一倍的時間加強訓練。她選
擇放棄娛樂，把所有工作以外的時間都集中在訓練上。整個過程雖然
艱苦，但她仍堅持下去，最後成功以正選身份代表香港出賽，留下人
生中美好的回憶。

姚偉銘老師踏單車遊歷共十個歐洲國家。他為了節省旅費而「捱麵包
」和露宿街頭。當時歐洲入夜最低只有攝氏3-4度，他多次因為低温
而失眠。他為了讓身體適應低溫，一進帳蓬便只穿單薄衣服，睡到一
半，覺得冷了便多添件衣服，如是者他在半睡半醒的的情況下逐件衣
服添上，甚至最後要把大背囊當作睡袋，整個人鑽進去才能入睡，想
盡辦法克服寒冷帶來的挑戰。最終，他在有限的資源下，成功完成了
歐洲單車遊這夢想，並將經歷寫成 《旅歐札記-六十天的歐洲單車奇
妙旅程》 這著作，留下實現夢想的印記！

作為家長，可讓孩子多參加課外活動，從而發掘孩子的潛能和優點，
並鼓勵孩子在某項活動中堅持一年或以上的時間進行持續的練習，讓
孩子體驗過程中所帶來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成為一個堅毅不屈的人，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蘇神」精神並非遙不可及  
     堅毅榜樣一直樹立

堅毅是充滿希望、熱情、豁達！
堅毅是勇於從失敗中不斷學習、敢於離開安舒區挑戰自我！
堅毅是忍耐、頑強、謙卑、自律、專注、自信！
堅毅是訂立目標、堅持不懈、不斷反思、修正改進、完善突破！



HALLOWEEN 

與老師們打成一片!

一年一度大型英語主題活動Halloween又同大家見面喇！
今年英文科和視藝科聯手設計左大量多元化活動給同學仔邊學
邊玩。一班外籍老師陪住同學仔係各個活動在享受Halloween
嘅熱鬧氛圍下學習英文，一齊Learn through Play!

一齊做手工準備Halloween!



Halloween party當日同學仔悉心打扮，
人仔細細行起Catwalk上來都有板有眼!

全校總動員



透過英文課，同學學習了感恩節的歷史
和各種典故，還親手繪製了感恩卡送給
自己最想感謝的人！

感恩節是美國的一個傳統節日！我校慶祝感恩節是希望小朋友學懂去
感謝身邊的人、事和物，感恩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和校園生活。

寶校向同學講故事！

雖然因疫情關係不
能像以往一樣分享
火雞和感恩節大餐
，但小朋友仍在早
上和小息時與外籍
老師一起互動。

最後附上2021年禤小感
恩節的宣傳片段，由學
生合唱改編歌曲，都是
滿滿的愛啊！

老師和同學一起
完成各項叢林悅
讀和數學任務！

「悅讀之旅 — 叢林篇」是一個實景設置的多感官
閱讀活動。透過叢林的佈置、動物的叫聲、各種動
物模型，加上燈光和音效，結合實景和虛擬，讓同
學彷彿置身真正的叢林中。
我們希望透過有趣的場景，培養同學的閱讀興趣，
鼓勵學生多閱讀課外書，認識有關動物的中英文詞
彙、聲音和知識，同時培養同學愛護大自然的心。
此外，透過森林歷險作為活動式學習，同學會在閱
讀中完成不同嘅數學任務，以提升學習興趣。



全民運動日
蘇樺偉先生的探訪活動

本年度主題學習週以「堅毅的運動員」為題，於10月25日至
11月3日舉行。我們希望同學能像運動員一樣有一顆堅毅的心
，持之以恆地學習。
透過一連串多元化的活動：課堂教學、閱讀、設計、寫作、全
民運動日、與運動員對話、蘇樺偉訪談等，我們讓同學一起分
享本地運動員的成功與艱辛，探討運動員的成功因素，學效運
動員不斷追求進步，自強不息，奮勇向前！

主題學習週

本年是東京奧運與北京冬季奧運的「雙奧運年」！即使在疫情下，學校未
能如常舉行校運會，我們也透過「全民運動日」，營造全校運動的氣氛，
讓全校師生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

體育組全日安排各級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包括與香港運動員近距離交流
，新興體育活動體驗，欣賞本地傳媒為體壇製作的體育節目，以及各種體
育攤位遊戲，讓同學了解運動員訓練時的艱辛與堅毅的態度，並鼓勵同學
多參與體育活動。

是日全民運動日更獲師生一致投票成為主題學習週中第二受歡迎的活動。



詠春工作坊

本校一直致力推動各種文化藝術活動，希望發展每個學
生的潛能，故特於3/12/2021舉行「文化藝術日」，安
排一至六年級同學進行一系列的文化藝術活動，希望透
過不同種類的學習歷程，提升學生的文化藝術素養。

是次活動，以解開科學謎團為目的，配合常識科各
級課程內容，讓同學以小組形式合作動手製作各種
科學實驗作品，透過互相討論、協作、製作和測試
。在活動中，同學在了解科學原理之餘、更學懂與
人溝通和協作，並學會如何接納別人的意見。

三年級：「環保動力船」
學習利用氣球作為反作用力推動自己的作品，他們在
失敗和成功之間不斷嘗試，改良自己的作品

一年級：「魔法幻影」
同學利用高速轉動，產生視覺暫留造成各種魔法幻影

二年級的是飛舞的蝴蝶，與視藝科
進行跨科合作

戲劇欣賞：
《語文特攻隊：毛筆奇俠》

和諧粉彩工作坊

太極工作坊

東方舞工作坊 默劇工作坊

踏躂舞工作坊



升上小一，對於家長和孩子而言都是一個新階段，因此
老師們花盡心思籌備這個活動，讓大家見證孩子們升上
小一後的校園生活和轉變，記錄著他們成長的時刻！

各班小一同學都精心準備巡遊表演，讓大家看見
他們新的一面!



同學們精彩的表演

與校長合照記錄美好的時刻

小一同學發表成長感言

爸爸媽媽的支持

二年級的學長也為小一同學作出鼓勵

今年更有幸邀請教育局人
員參與，見證Learn 
Through Play Project的過
程，及家長對項目的分享

同學仔將一封「給六年級畢業的我」
的信放進時間囊裏，由校長封存!



星星成就
Star Miracle 

音樂
全港校際藝術音樂舞蹈節2021(豎琴比賽) 

金獎     文子芸  陳凱殷  鄒善兒   陳紫    梁靖焮
銀獎     岑郁澄   尹棨瑩  黃潁霖   李愷晴  楊梓昭   黃洛楡

國際全球精英音樂節大賽2021(豎琴比賽) 

第一名   陳凱殷  文子芸 姜芯兒  鄒善兒  陳紫  黃心宥  梁靖焮
第二名   陳晞妍  岑郁澄 尹棨瑩 黃潁霖  李愷晴  楊梓昭  黃洛楡

2021第六屆香港演藝精英盃

三級考試歌曲目   第五名    梁貽竣                                         

2021 香港靑少年卡塔尼亞音樂大賽（豎琴隊）
第一名    陳晞妍  郁澄  尹棨瑩 黃潁霖  李愷晴  楊梓昭 黃洛楡
第二名    陳凱殷  文子芸 姜芯兒 鄒善兒  陳紫熒 黃心宥 梁靖焮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2021(豎琴比賽) 
第一名    陳晞妍  岑郁澄   尹棨瑩  黃潁霖  李愷晴  楊梓昭  黃洛楡
第二名    鄒善兒  陳凱殷  文子芸   姜芯兒  陳紫熒  黃心宥  梁靖焮

2021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梁貽竣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金獎  鄭美兒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金獎  江正匡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董一諾                                              
小學鋼琴獨奏 - 中級組    銀獎  許芯媛                                            
小學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金獎  許芯媛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銅獎  余昊豪                                             
小學鋼琴獨奏 - 中級組  銀獎  張之欣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銅獎   張峪菲                                           
小學聲樂獨唱 - 初級組  金獎   李愷晴                                           
小學聲樂獨唱 - 初級組  銀獎   陳樂恩                                         
 

2021第十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靑少年鋼琴大賽

一等獎                                    許芯媛                                                      

2021第十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靑少年鋼琴大賽總決賽

六級考試曲目     第二名                   許芯媛                                    

2021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國際總決賽

鋼琴自選曲目兒童B組別    亞軍           江正匡                           

第五十五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第四級鋼琴    冠軍                        馬証軒                                     
 

曼谷國際鋼琴大賽（香港代選拔賽）

幼兒演奏音樂組    金獎                    梁嘉仍                                        

香港金紫荊國際靑少年鋼琴大賽2021決賽

ABRSM第六組鋼琴獨奏   第二名    許芯媛                        



2021第十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靑少年鋼琴大賽

一等獎                                    許芯媛                                                      

2021第十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靑少年鋼琴大賽總決賽

六級考試曲目     第二名                   許芯媛                                    

2021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國際總決賽

鋼琴自選曲目兒童B組別    亞軍           江正匡                           

第五十五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第四級鋼琴    冠軍                        馬証軒                                     
 

曼谷國際鋼琴大賽（香港代選拔賽）

幼兒演奏音樂組    金獎                    梁嘉仍                                        

香港金紫荊國際靑少年鋼琴大賽2021決賽

ABRSM第六組鋼琴獨奏   第二名    許芯媛                        

跳舞
全港兒童及靑少年跳舞比賽
拉丁舞組JIVE 小一至小二組別獨舞      冠軍 唐芯悠                     
爵士舞組Jazz Funk 小一至小二組別獨舞    冠軍 唐芯悠  

第13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7歲單人組倫巴舞 第四名    唐芯悠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公開賽(靑少年組)
SOLO Cha Cha  優異   黃潁霖
SOLO JIVE    季軍   黃潁霖 

舞林盛宴公開賽
得獎：SOLO CHA CHA CHA-G11    第一名  黃潁霖
                                     
得獎：SOLO JIVE-G7     第二名                     黃潁霖
                             
得獎：SOLO JIVE-G8      季軍   楊子宜

體育
2021-22年度賽馬會靑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本校共11名同學入選2021-22年度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
展計劃（青少年地區足球隊），除了會接受正式訓練外，
亦會代表地區進行公開比賽。

大埔區：
陳浩林  張子柔  孫凱文  袁駿浩
黃孝賢  衛加朗  黃柏霖  陳浩維

北區：
李浩誠

黃大仙區：
張耀文   林瑞鑫

南靑挑戰盃-U8組
U8組：碟賽季軍

屯門靑少年跆拳道賽2021
拳道賽2021跆拳道品勢比賽冠軍           區若楠     

朗誦
2021年培生朗文校際朗誦比賽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最佳台風儀態獎   周凌霄   

2021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一年級組： 季軍  王諾文
二年級組： 冠軍  王浩綸
三、四年級組： 優異獎  蔡心怡
五、六年級組： 亞軍  楊梓昭
                季軍  林嘉鴻       
                優異獎  張卓曦 胡一帆

第45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傑出表現獎   陳善兒
亞軍    陳善兒
最佳老師獎   黃倩婷老師  



學術
WER世界敎育機械人香港區賽
校際冠軍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冠軍   蔣玥  陳俊同
亞軍   馮卓朗  盧奕臻  李浩誠
優異獎   喩錦華  鍾嘉樂

2021科技體育鐵人賽
(一) 1/76 遙控模型車競速挑戰賽
季軍   李瑾宪
  
一等獎   黃曦朗
二等獎   陳康逵
 
二等獎   鍾嘉樂
  
三等獎   陳瑞鏗 
 
(二) 手擲紙飛機個人賽
冠軍      梁梓華
亞軍    林宇程
季軍   卓彥檸
  
一等獎    邱政樹
 
二等獎    孟詩雅
 
二等獎   楊宗軒
  
二等獎   楊嘉梓   

2021 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
初小組優異奬  李鈞証  王浩綸 
    梁貽竣  袁駿浩

SUNTECH香港小網紅大賽
冠軍   梁貽竣  
亞軍   馮卓朗
季軍   傅照舜
優異獎   李靖生
 
優異獎   黃睿佳

《歷史文化學堂──香港街道紀行》 
專題研習報吿和成品製作比賽 
小學組亞軍  梁貽竣  
   譚韙翀
   楊梓昭
   盧家聲      胡夢瑤      杜家敏

保良局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譚韙翀

文化盃(小學)辯論比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梁貽竣

2021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三數學組 銅獎  楊梓昭

繪畫
英語智慧語錄校際繪畫比賽
傑出表現獎 譚寶渝   梁君悅   鄧銳霆  黃嗣舜      
  余志健   馬宇佑   潘晴晞  龍洛妍       
  關卓珞   周梓悠   江正匡  羅凱同     蘇沁柔
 
IYACC第十三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6歲組「我最喜歡的角色」金獎 陳浩林
7歲組「我最喜歡的角色」金獎   陳浩維 

第八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五組)     冠軍  楊子宜
       
中國畫(第五組)     一等獎  楊子宜



文化藝術日

悅讀之旅 叢林篇

STEM Day

Halloween 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