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和華要保護你，在你右邊蔭庇你；
你出你入，直到永遠，我主必保護你。
我要向山舉目，向山舉目，我幫助來自造天地的祢，
我的救贖、我的幫助，來自祢，創天造地的祢。」

本校老師在疫情期間特別為全體同學製作的詩歌，不斷在禮堂播放，優美的歌聲響遍校園；巨型的梁
小布偶，展現著燦爛的笑容，張開雙臂迎接闊別校園已久的同學；小息時，師生透過「心靈點唱站」為同
學打打氣；同學又可輪流到操場，與好友漫步於樹下、在Cornerstone小屋外享受溫暖的陽光、在偌大的
操場追逐嬉戲，享受相聚的一刻。

同學都懷著既期待又興奮的心情，在漫長的「特別假期」後重返校園，大家都特別珍惜每一個可以相聚、可以暢談的機會。新冠疫情雖
然顛覆了我們的生活，但是也令我們更懂得珍惜，更讓我們曉得，原來平凡、安穩的生活，已經是莫大的祝福！

甚願我們都學懂感恩，感謝上帝的看顧保守！

在上帝的恩典與帶領下，加上教職員團隊的努力、家長的支持與配合、全體同學的積極投入，梁鉅鏐小學在這一個學年經歷了前所未有
的美好蛻變，成為一所更被上帝喜悅的學校，讓孩子得到更大的祝福。

這兩年新冠疫情肆虐，實體課堂、課後興趣班都變了網課，而很多原本已為各位同學安排的活動都被逼相繼取消或延期。戶外學習日、
運動會、境外交流、畢業禮、畢業營……都無法如期舉行，師生都感到十分可惜。然而，縱使面對重重困難，我們亦沒有氣餒，我們的團隊
花盡心思，設計另類學習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讓他們即使未能回校，亦能突破局限，一展所長，甚至參加不同的比賽，同學們在校
際朗誦節、學界田徑比賽、校際英語話劇比賽，以及多項STEM比賽等屢獲佳績，實在可喜可賀！

新冠疫情亦令我們跳出傳統教學的框框，除了網課，我們也安排了網上週會崇拜，以及一、五、六年級網上家長會，本學年更以Google 
Classroom取代了過去一週兩次由家長到校交收功課的做法，以減低學生和家長染疫的風險。

另一方面，我們也加強了與路德會愛心堂的堂校合作，我們的校牧李炳森牧師和其他同工，定期為家長安排小組聚會，為各位家長注入
更多正能量，讓他們可以透過不同活動互相交流，互相支持，令管教子女的路上有更多同心的同行者。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努力不懈，與同學們一起「動起來」，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不斷求進，力臻完善。讓我們不忘梁鉅鏐小
學的核心價值：「We C.A.R.e.！」對人對事都以真誠的心出發，關注別人的需要，時刻以C.A.R.E.所代表的態度，面對學習，學懂處世：

C	：CONFIDeNT（滿有自信）

A	：AFFeCTIONATe（滿有愛心）

R	：ReLIABLe（忠誠可靠）

e	：eNThusIAsTIC（積極熱心）

吳玲玲校長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親愛的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入
職的蘇穎祖老師，擔任5B班班主任，教授的科
目包括數學科、體育科和電腦科。我非常高興

和榮幸能加入路德會梁鉅鏐小學這個
大家庭。當我第一次跨進學校的

大門，看到這個整潔美麗的校
園，學生都像向日葵般向我這
個陌生人點頭，我就覺得這裡
的學生都是非常主動和有禮，
期 望 將 來 能 夠 與 更 多 同 學 相

處，讓彼此也能互相交流，分享
生活上的不同體驗。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您們好！我是4E班班主任鄭熙敏老
師，任教中文科和普通話科。感謝天父的帶領，讓我能加入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這個温馨的大家庭。每天早上，最令我期
待的是回到校園，看到孩子們燦爛的笑容，聽到孩子們在課
上琅琅的讀書聲，感受到孩子對師長的尊敬，這些都令我留下
難忘的印象。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希望能繼續陪伴孩子成長，
培養孩子學習中文的興趣，並與大家共度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伍樂怡老師，本年度我是3D班的班主
任，教授的科目包括中文科、常識科和視藝科。我很高興能
加入路德會梁鉅鏐小學這個大家庭，同學們都很淳樸善良。
日常生活中我喜歡閱讀，閱讀不但可以增廣見聞，而且能充
實自己的心靈，舒緩忙碌生活的壓力。希望能在往後的日子
與同學們分享更多學習趣事！

蘇穎祖老師蘇穎祖老師

鄭熙敏老師鄭熙敏老師

伍樂怡老師伍樂怡老師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校訊校訊
20222022

地址：新界沙田安景街5號    電話：2637 9023    傳真：2649 4379    網址：www.lkklps.edu.hk

梁梁小小新新成成員 員 

顧      問：顧      問：吳玲玲校長 吳玲玲校長 
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譚嘉麗副校長  單淑蘭主任  吳燕芬主任  馬正源老師譚嘉麗副校長  單淑蘭主任  吳燕芬主任  馬正源老師
            鄭心柔老師    黃冠天老師  鄧凱而老師  張結玉老師             鄭心柔老師    黃冠天老師  鄧凱而老師  張結玉老師 
            郭秀慧老師    唐家碧老師  陳玲穗老師  張玉瀅老師            郭秀慧老師    唐家碧老師  陳玲穗老師  張玉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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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代表「Confident」，希望學生充滿自信，抓緊對自己的一份信心，對學習、對成長懷着堅持和毅力。

「A」 代表「Affectionate」 ，培養滿有愛心的學生，從心而發地為他人付出。

天父創造萬物，各樣生命都是祂所愛的，同學應該學習珍惜和尊重，愛護天父創造的一切。本校設立「魚菜學習園」，讓學生發揮愛
心，照顧幼小的菜苗和魚兒，親身探索生命成長的過程和意義。「魚菜學習園」內設有愛苗圃和魚菜共生學習區，匯聚科學、環保以及生
命教育元素，令學生成為滿有愛心的社會主人翁。

讓學生學習種植
的技巧和認識農作物
的名稱，亦會因應季
節種植時令的蔬菜。

「魚菜共生」系統的原理是塑
造一個互惠共融的生態環境，讓植
物和魚兒一同成長。在魚缸中養殖
魚兒，魚兒的排泄物轉化成植物所
需的養分；植物的根部吸收養分，
同時淨化水質供魚兒繼續成長。

本年度進行了「魚菜學習園」參觀活動。每班的「LKK環境
保育大使」在愛苗圃和魚菜共生學習區進行參觀及餵養工作。學
生為菜苗灌溉施肥，惜心的照顧和陪伴菜苗成長，並學習「魚菜
共生」運作的科學原理，明白大自然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從這份
難能可貴的經歷裡，學生體會到幼苗和魚兒能健康成長，除了需
要水和養分外，更需要時間和愛心的付出，從中明白生命成長的
意義。

生命得來並不容易，就讓梁小的學生在「魚菜學習園」中學
習到珍惜生命及愛護生命。希望大家能把愛心與人分享和幫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

推推廣廣「「We We C.C.A. A. R.R.E.E.」」核核心心價價值值

在學生成長的過程中，自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校多年來致力推行成長課，協助學生肯定自己的
價值和長處，增強自信心。成長課的課程內容由專業社工和本校老師根據學生不同年齡階段的心智發展所共同編
定，務求協助學生有信心地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及積極有效地解決不同的成長問題。本校於成長課中有序地安排重要
的核心主題，如個人發展、群性社交、學業發展及生涯規劃，並透過角色扮演、小組討論、遊戲等多元化形式，積
極為學生提供情緒、品格、心靈及公民教育。此外，本校在成長課中加入多個學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從學生的個人
層面延伸至家庭、學校及社會層面，不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能令學生進行自我探索和反思，促進成長。

◇ 學生能認識及接納自己，發揮
自己的優點及改善弱項。

◇ 學生能運用「五步解難法」有
系統地處理成長路上的困難。

◇ 學生能善用溝通技巧，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 學生能了解自己在家庭、學
校及社會的角色及責任。

◇ 學生能保持好奇心，
以積極的態度學習。

◇ 學生能掌握適合自己
的學習方法及運用不
同的學習策略。

◇ 學生能訂立個人目標，並
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未來的
挑戰。

◇ 學生能初步了解各種職業，
從而構想將來的事業發展。

ConfidentConfident充充滿滿自自信信

AffectionateAffectionate滿滿有有愛愛心心

提
升
學
生

的
品
德素養

提
升
學
生

的
品
德素養

群性社交群性社交個人發展個人發展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學業發展學業發展

愛苗圃   愛苗圃   

魚菜共生魚菜共生

「魚菜學習園」參觀活動「魚菜學習園」參觀活動

四大核心主題四大核心主題

衷心希望梁小的每位學生能夠在未來的日子也能培養以上品德素養，    

We C.A.R.E.是本校的核心價值，同時是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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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推廣廣「「We We C.C.A. A. R.R.E.E.」」核核心心價價值值
「R」 代表「Reliable」，幫助學生成為忠誠可靠的社會領袖，獲得他人信賴。

「E」 代表「Enthusiastic」，培育學生懷抱積極熱心，努力向上，同時主動關顧弱小。

除了以上的校內獎勵計劃，本校今年推薦學生競逐由杜葉錫恩教育基金設立的「2021第
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其中5B班凌焯朗同學、6A班朱子芊同學及6C班鄒梓軒同學成功獲
得「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進步嘉許狀，可喜可賀。

EnthusiasticEnthusiastic積積極極熱熱心心

ReliableReliable忠忠誠誠可可靠 靠 

為了培養學生積極熱心的價值觀，本校透過推行一系列的校內獎勵計劃，以及推薦學生參
與校外比賽，藉以表揚在學術及課外活動方面表現優秀的學生，同時亦鼓勵全校學生持續進步
及發展個人所長。

本校今年推行「E.P.I.C.卓越表現計劃」，公開表揚在學術、體藝、服務及品格等範疇上表
現優秀的學生。本校透過壁報及學校網頁定期更新學生的獲獎資料，包括「龍虎榜」、「金銀
銅獎」、「服務獎」、「品行純良獎」及各項校外獲獎紀錄，以表揚表現優秀的學生，提升其
成功感及增強積極性。

為 促 進 全 校 學 生 積 極 發 展 個 人 所 長
及持續進步，本校推行「明日之星獎勵計
劃」，鼓勵學生挑戰自我，透過打破自己
過往的默書及考試成績，改善課堂表現及
學習態度，以及更熱心參與校內及校外的
比賽活動等，以累積「經驗值」成為「明
日之星」。

此 外 ， 本 校 重 視 培 養 學 生 的 品 德 素
養，今年繼續推行「聖靈果子齊實踐」獎
勵計劃，以「信實」、「溫柔」及「節制」等聖靈果子屬性作為主題，定期向全校學生派發
「聖靈果子齊實踐」行動紀錄檔案，鼓勵學生透過自評、同學互評、班主任評價及家長評價，
檢視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聖靈果子的屬性。

本校校風淳樸，學生守規受教。學校本著「上帝就是愛」的基督精神培育學生，讓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得到全人發展。以
學生為中心，實行訓輔合一，透過不同的訓輔活動，如：班級經營活動、師友計劃、歷奇活動等，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讓學生在經歷
中學習、成長。本校訓輔組持續推行領袖培訓，提升學生領導能力，並幫助學生成為忠誠可靠的領袖。

本校參與由廉政公署舉辦
的「i Junior小學德育計劃」。
挑選了39名具領袖潛質的學生
成為領袖生，並讓領袖生接受
網上培訓課程及校本訓練。領
袖生學習帶領活動的技巧後，
並協助老師於校內籌辦「自律
守規」攤位活動。

本 校 安 排 風 紀 訓 練 ，
讓風紀認識自己的崗位和職
份，並提升他們的主動性及
責任感，成為同學的榜樣。

服務生團隊包括39名領袖生、119名
風紀、22名車長及20名護理生，在全校
師生見證下進行就職禮，向大家承諾盡忠
職守，竭力謹言慎行，做同學的好榜樣。

提升學生

的
品
德
素
養

提升學生

的
品
德
素
養

「i Junior小學德育計劃」「i Junior小學德育計劃」 風紀訓練日風紀訓練日 服務生就職禮服務生就職禮

當中的「C.A.R.E.」包含了四個重要特質，分別是：

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所有人和事，成為榮神益人的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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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節氣、節日 先賢古訓 生命教育訊息

九月 秋分
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唯有讀書好。

堅毅

十月 國慶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國民身份認同

十一月、十二月 冬至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誠信

一月、二月 春節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
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尊重他人、同理心

三月、四月 穀雨
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
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

守法、責任感

五月 立夏
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也。
關愛

六月 夏至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承擔精神

國國安安教教育 育 
本 校 致 力 推 行 價 值 觀 及 國 安 教

育，讓學生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和認識
國家發展，提升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對祖
國的歸屬感。我們期望學生成為良好公
民，日後貢獻家庭、社會和國家。

為加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本校教師恤先參與由香
港升旗總會舉辦的教師升旗培訓，學習中式升旗的程序和
要點，再教導「學生升旗小組」的隊員。教師經過專業培
訓後，負責每週的校內升旗禮，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升掛國
旗，真是學生的良好榜樣。

本 校 設 立
了「學生升旗小
組」，教導學生
認識升旗禮的程
序。成立升旗小
組亦有助推廣升
旗文化，培養學
生良好的公民意
識、認識國家，
並增強學生對國
民身份的認同。

在疫情期間，本校舉行了線上展板(Padlet)欣賞
活動，定期向家長和學生分享與國家發展相關的資
訊，讓家長和子女加深了解國情。每期的展板主題各
有不同，包括：國家運動發展、航天成就、扶貧工作
等。展板敘述相關主題的歷史和發展，並透過勵志人
物推介，讓學生認識更多曾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
人，從中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提
升
學
生

的
品
德素養

提
升
學
生

的
品
德素養

本校一直致力提升學生的生命質素，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本年度，本校擴展「承傳節令
風俗，傳講生命教育」課程，除了以每月一講的方式，向學生介紹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及不同節日，讓他們
了解當中所承載的傳統文化及生命啟示外，亦加入了我國的先賢古訓，向學生傳遞其中蘊含的生命教育訊息，
提升他們的品德素養。

「「承承傳傳節節令令風風俗俗，，傳傳講講生生命命教教育育」」
課課程程

本年度每月一講主題本年度每月一講主題

「升旗禮」「升旗禮」

「教師升旗小組」「教師升旗小組」

「價值觀及國安教育親子問答比賽」「價值觀及國安教育親子問答比賽」

「學生升旗小組」「學生升旗小組」

本校每週進行一次升旗禮，並定期安排「國旗下
講話」，吳校長以不同的主題向學生分享中華文化、國
家歷史和發展。學生從升旗禮中懂得遵守升旗儀式的禮
儀，以示對國家的尊重，展現出作為國民的良好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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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方方位位學學習習日日

由於疫情反覆，因此六年級戶
外教育營改為在校內進行一連三日的
成長營。學生參與歷奇活動、集體遊
戲、小組解難、情緒管理講座及佈道
會，從中建立團隊合作精神，以及與
同學建立更深厚的友誼。

每位學生都運用創意為自己的不倒翁設計獨一無二的造型，每位學生都運用創意為自己的不倒翁設計獨一無二的造型，
寓意同學們面對挑戰也要像不倒翁般永不倒下。寓意同學們面對挑戰也要像不倒翁般永不倒下。

校牧李炳森牧師及路德會愛心堂的教友校牧李炳森牧師及路德會愛心堂的教友
與同學分享聖經的話語。與同學分享聖經的話語。

同學們在台上展示才藝，不但載同學們在台上展示才藝，不但載
歌載舞，更表演有趣的魔術。歌載舞，更表演有趣的魔術。

原定的校外旅行因新冠疫情的關係改為在校內進行
全方位學習。學校按不同年級的程度安排不同的主題學習
內容，學習範疇包括認識國寶—大熊貓、認識國家的
風景名勝及科技成就、線上參觀騎術學校、觀看宗教德育
短片、攤位遊戲及集體遊戲，同學們從活動中愉快學習。
其中以攤位遊戲及集體遊戲最受學生歡迎，學生認真學習
的表情和燦爛的笑容讓新冠疫情的陰霾一掃而空。

同學運用空氣炮擊倒水樽，從中認識空氣炮的STEM原理。同學運用空氣炮擊倒水樽，從中認識空氣炮的STEM原理。

同學在攤位中體驗編程的樂趣，同學在攤位中體驗編程的樂趣，
製作不同micro:bit的成品。製作不同micro:bit的成品。

同學需要透過編程指令把Bee-Bot同學需要透過編程指令把Bee-Bot
運送至目的地，從中培養學生的運送至目的地，從中培養學生的
解難和運算思維能力。解難和運算思維能力。

同學在「自律守規棋盤」中能學習分辨哪
同學在「自律守規棋盤」中能學習分辨哪些是自律守規的行為，例如排隊、留心上
些是自律守規的行為，例如排隊、留心上課、遵照交通燈指示過馬路等。
課、遵照交通燈指示過馬路等。

同學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抵達終點，但

同學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抵達終點，但

過程中在特定的時候需要按指示停止

過程中在特定的時候需要按指示停止

行動，培養學生的反應速度。
行動，培養學生的反應速度。 同學們齊心合力晃動彩虹傘，把充

同學們齊心合力晃動彩虹傘，把充氣球拋至半空。同學們從中明白合
氣球拋至半空。同學們從中明白合作的重要性。作的重要性。

STEM攤位遊戲STEM攤位遊戲 德育攤位遊戲德育攤位遊戲

集體遊戲集體遊戲

六六年年級級成成長長營營

感恩樹上貼滿同學們對老師和同學的感謝語句。感恩樹上貼滿同學們對老師和同學的感謝語句。

「珠行萬里」「珠行萬里」——同學們合力延同學們合力延

伸管道，讓球滾到終點的筒內，
伸管道，讓球滾到終點的筒內，

從而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從而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在「衝突教室」中，社工教導同學們
在「衝突教室」中，社工教導同學們如何管理情緒和處理衝突。
如何管理情緒和處理衝突。

除此以外，同學亦可參與「急口令挑戰」、
除此以外，同學亦可參與「急口令挑戰」、

「守規平台」等的攤位活動，從中培養正確
「守規平台」等的攤位活動，從中培養正確

價值觀。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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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外外佳佳績績
數學數學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中文中文
「中國語文
菁英計劃 

(2021/2022)」
小學組

即席演講冠軍 6A 郭穎彤

菁英銀獎 6A 郭穎彤

第十七屆小學
生中英文現場

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

冠軍 6A 馮可盈

優異獎

6A 方巧澄 6A 郭穎彤 
6A 郭曉瑩 6A 葉穎欣 
6A 曾子恩 6A 鄭以茉 
6C 李秉澔 6E 李鎧澄

全港中、小學
校際中文閱讀

競賽
小學組

鑽石獎

3A 曾懷德 4C 李鎧靖
5A 鄭雲謙 5A 梅可宥
5B 凌焯朗 6A 郭曉瑩
6E 李鎧澄

銀獎 4A 符文傑 4A 何卓軒

銅獎
4A 林熙殷 5A 陳薇而
5A 尹天藍 6A 羅卓豐
6A 郭穎彤 6E 劉瑋軒

朱保慈博士文
字創作獎學金
徵文比賽 2022

小學中文組 冠軍 4B 麥籽朗

英文英文
第十七屆小學
生中英文現場

作文比賽
小六英文

特級優異獎 6A 林泳彤 6A 張寧心

優異獎
6A 郭曉瑩 6A 葉穎欣 
6C 陳浠琳 6C 黃柏希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Primary 
English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3A 李軼謙 3A 羅蔚中
3A 陳泊霖 4B 溫珈文
5A 陳寛行 5A 林泳君
5A 胡家綺 5C 甘俊毅
6A 林泳彤 6A 郭曉瑩
6A 朱子芊 6A 陳志昊
6A 方巧澄 6C 梁家齊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3A 李軼謙 3A 羅蔚中
3A 陳泊霖 4B 溫珈文
5A 陳寛行 5A 林泳君
5A 胡家綺 5C 甘俊毅
6A 林泳彤 6A 郭曉瑩
6A 朱子芊 6A 陳志昊
6A 方巧澄 6C 梁家齊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

mance

3A 李軼謙 3A 羅蔚中
3A 陳泊霖 4B 溫珈文
5A 陳寛行 5A 林泳君
5A 胡家綺 5C 甘俊毅
6A 林泳彤 6A 郭曉瑩
6A 朱子芊 6A 陳志昊
6A 方巧澄 6C 梁家齊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5C 甘俊毅 6A 方巧澄
6C 梁家齊

奧運狂熱 - 第
四屆 全港中

英文徵文大賽
2021

高小英文組 銀獎 5E 岑愷晴

Tell-A-Tale 
Children'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21/22

組別 2 (P.3-4)

冠軍 4A 林熙殷

亞軍 4A 麥博淵

季軍 4A 蘇信諾

組別 3 (P.5-6)

冠軍 5A 林穎珩

亞軍 5E 岑愷晴

季軍 6A 郭穎彤

第八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2021-2022)

五年級
個人賽
優異獎

5A 劉宇軒 5A 蕭敏希
5C 楊家禧

六年級

個人賽
銅獎

6A 何靖揚

個人賽
優異獎 

6A 郭穎彤 6A 朱子芊
6A 戴俊希

2021至22年度
第十五屆全港
小學數學比賽
（沙田區）

六年級
全場季軍

數學急轉彎
季軍

6A 戴俊希 6A 郭穎彤
6A 羅卓豐

「大灣盃」
粵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
預選賽

（香港賽區）
2022

三年級 三等獎 3A 蔡靖翹

四年級

一等獎 4A 張銥霖

二等獎 
4A 黃梓洋 4A 曾子權
4A 符文傑

五年級

二等獎 
5A 蘇芍縈 5A 周煥峰
5B 何詠濤

三等獎 
5A 劉宇軒 5A 王諾唯
5A 陳薇而 5C 楊家禧

六年級

一等獎 6A 朱子芊

二等獎 6B 蔡傲政

三等獎 6A 何靖揚 6A 郭穎彤

「華夏盃」
晉級賽2022

二年級 三等獎 2A 鄭承桸

三年級
一等獎 3A 李軼謙

三等獎 3A 陳泊霖 3A 呂卓霖

四年級 二等獎 4A 符文傑

五年級 三等獎 5A 蘇芍縈

六年級 二等獎 6A 朱子芊 6B 蔡傲政

「港澳盃」
晉級賽2022

三年級
金獎 3A 李軼謙

銅獎 3A 呂卓霖

四年級 銅獎 4A 符文傑

五年級

銀獎 5A 周煥峰

銅獎 
5A 蘇芍縈 5B 何詠濤
5E 何嘉鴻

六年級 銅獎 6A 朱子芊

環亞太杯國際
數學邀請賽初賽

三年級 三等獎 3A 蔡靖翹

五年級 二等獎 5A 蘇芍縈

六年級 二等獎 6A 朱子芊 6B 蔡傲政

環亞太杯國際
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六年級 二等獎 6B 蔡傲政

泰國國際數學
競賽初賽2021

六年級
銀獎 6A 朱子芊

銅獎 6B 蔡傲政

泰國國際數學
競賽準決賽2021

六年級 銀獎 6A 朱子芊

第七屆香港數學
挑戰賽

一年級 二等獎 1E 林沛煕

三年級 卓越獎 3A 蘇映潼

五年級 三等獎 5A 蘇芍縈

六年級 卓越獎 6D 歐城亨

2022數學大王
國際邀請賽初賽

三年級 二等獎 3A 蘇映潼

五年級 二等獎 5A 蘇芍縈

香港學界數學及
奧數公開賽

一年級 銀獎 1D 李穎澄

五年級 銀獎 5C 黃凱迪

香港學界數學及
奧數精英賽

一年級 金獎 1D 何翱軒

二年級 銅獎 2A 曾子柔

三年級
銀獎 3A 潘詩妤

銅獎 3A 張峻溢

五年級 銀獎 5C 黃凱迪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
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二年級 卓越獎 2A 徐靜媛

六年級 卓越獎 6D 歐城亨

香港國際數學
競賽初賽2022
（香港賽區）

六年級
金獎 6A 朱子芊

銀獎 6B 蔡傲政

HMTCSMO港澳台
兩岸奧數盃

─兩岸總決賽
六年級 金獎 6C 關雋曦

全港學界數學
挑戰賽

一年級 銀獎 1D 李穎澄

全港數學邏輯
思考大挑戰2022

一年級 銀獎 1D 李穎澄

第十二屆ICEHK2021
「敢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 三等獎 2C 彭思澄

第三屆515國際家庭日
全港青少年繪畫比賽

小童組 銅獎 2C 彭思澄

中童組

金獎 5C 陳心喬

銅獎
3E 吳汶羲
4C 彭綽琳
6D 霍依澄

第三屆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2021

中童組 銅獎 6E 葉子呈

「保持家居衞生．家家戶戶
做『德』到」填色創作比賽

初小組 季軍 1B 王政允

第十屆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2021 
（環保袋設計）

小童組 金獎 2C 彭思澄

中童組

銀獎
4C 彭綽琳
6D 霍依澄

銅獎
5C 黃凱迪
5C 陳彥彤
6E 葉子呈

香港青少年兒童
繪畫大獎賽2021

少年組 銀獎 6A 羅卓豐

「我的行動承諾活動」—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6A 郭曉瑩

「2022金虎送幅」
全港兒童填色比賽

兒童組 銀獎 1B 葉昕榳

 夢想起航兒童創作大賽2021 兒童組 創作大獎 1D 李穎澄

「我的最愛」兒童繪畫比賽 初小組 銅獎 1D 李穎澄

 第十一屆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彩繪夢想）

幼兒組 亞軍 1E 林庭欣

兒童組

亞軍 2D 洪靖喬

季軍 4C 林靜兒

優異獎 3A 蔡靖翹

第十二屆當代青少年及
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幼兒組 冠軍 1E 林庭欣

「海陸空奇幻之旅」國際兒童
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

兒童組 銅獎
1E 林庭欣
4C 林靜兒

全港復活彩蛋  
親子慈善勞作比賽

小學組 冠軍 1D 李東頤

「童心．童想」第三屆亞洲
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2022

初級組
銀獎

1D 譚倚晴

「細看童畫」兒童及青少年
繪畫大賽

初級組
金獎 1D 譚倚晴

優異獎 3A 梁子瑜

高級組 優異獎 5A 梁雅姸
共融家庭慈善

Cushion設計比賽
兒童組 亞軍 1D 譚倚晴

「小紅熊節日童歡樂」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1

幼童組 冠軍 1D 譚倚晴

2021「童享快樂一刻」
繪畫比賽

初小組

金獎

1E 林庭欣
2A 徐靜媛
2C 彭思澄
3A 梁子瑜
3E 吳汶羲

銀獎
2D 林 穎
3B 黃凱霖

銅獎 1E 葉萬山

高小組

金獎
4C 彭綽琳
5C 陳心喬

銀獎
4C 林靜兒
5C 黃凱迪
6D 霍依澄

銅獎
4D 施隆印
5A 梁雅姸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2021
全港繪畫大賽（第四季）

初小組 金獎 2D 洪靖喬

高小組 銀獎 4B 招俊穎

Mid-Autumn Festival Hand-
crafting Contest

Primary 冠軍 1E 葉萬山

2021 夏季兒童繪畫及
填色比賽

初小組 銅獎 1E 葉萬山

第五屆 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P.1-2組 一等獎 2D 洪靖喬

第十一屆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2

小童組 銅獎 2E 陳懿芯

中童組 銅獎 4A 符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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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組 優異獎 3A 呂卓霖

第十八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初小組 冠軍 3E 梁茗蓁

Lunar New Year 
Handcrafting Contest

Primary
冠軍 3E 葉芷穎

亞軍 4D 葉芷淇

招財貓設計比賽 兒童組 銀獎 4A 周家因

 藝術智能之第三屆
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海洋世界）

初小組
銀獎

2A 徐靜媛

高小組
銀獎

4A 丘 頌

周年繪畫大賽2021 高小組 銀獎 4B 招俊穎

「我的運動員夢」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21

高小組 創意獎 4B 林智睿

Christmas Handcrafting 
Contest

Primary 亞軍 4D 葉芷淇

2021校際POP ART
藝術大賽

初級組 季軍 4D 李葰泆

高級組 季軍 5A 李葰侹

新學年新目標繪畫大賽2021 高小組 銀獎 5A 李葰侹

歡欣聖誕繪畫大賽 高小組 銀獎 5A 李葰侹

防毒小先鋒計劃
禁毒填色比賽2021

小三組

冠軍 3E 蔡卓妤

亞軍 3E 陳晉軒

季軍 3D 馬仲賢

優異獎
3A 李樂之
3C 莫皓程
3D 王思諾

小四組

冠軍 4D 李葰泆

亞軍 4A 彭樂謙

季軍 4E 羅阡峻

優異獎
4A 何思凝
4B 楊凱喬
4E 劉子澄

小五組

冠軍 5B 梁昊晴

亞軍 5D 鍾澤欣

季軍 5A 梁雅姸

優異獎
5B 凌焯朗
5E 劉卓翹
5E 黃塏堯

小六組

冠軍 6A 郭穎彤

亞軍 6A 鄭以苿
季軍 6C 霍家晴

優異獎
6A 張天愉
6A 馮可盈
6C 蔡巧榆

其他其他
全港傑出學生大賽2022 高小組 冠軍 4C 彭綽琳

第四屆沙田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 優異獎
5A 陳薇而
5E 岑愷晴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

進步嘉許獎
5B 凌焯朗
6A 朱子芊
6C 鄒梓軒

2021全港小棋王小棋后
「三棋棋藝大賽」

U13 冠軍 6C 鄒梓軒

Hong Kong Charity Chess Open 
2021

U12 Champion 6C 鄒梓軒

fouetté Future for Chess Charity 
Tournament 2021

/ 第二名 6C 鄒梓軒

2021年國際象棋冬季賽 B1組 冠軍 6C 鄒梓軒

2022年第一季國際象棋
升級定級賽

高級組 季軍  6C 鄒梓軒

全港小學「看動畫、答問題」
校際比賽

初小組 冠軍
2C 凌逴姿
3A 霍依琳

高小組 冠軍 5B 凌焯朗

惜水學堂小學教育計劃 
2020/21學年

/
節約用水
智叻星

5B 曾子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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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朗誦

音樂音樂
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2021

豎琴 英國皇
家音樂學院 

三級
銀獎 4C 彭綽琳

第二屆香港亞洲
青少年豎琴大賽

Harp Grade 
3-4

金獎 4C 彭綽琳

2021 菁藝盃國際音樂比賽
ABRSM 豎琴

四級
亞軍 4C 彭綽琳

2021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

鋼琴自選曲
組 - 少年 A 組

季軍 6A 林泳彤

鋼琴自選曲
組 - 兒童 C 組

二等獎 5A 林泳君

鋼琴自選曲
組 - 兒童 B 組

二等獎 4E 劉芷瑩

18th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Strings Competition

Group E Junior 亞軍 4C 彭綽琳

Group D 
Junior

季軍 2C 彭思澄

2022 年全港優秀學生選舉

藝術與音樂
( 初小組 )

季軍 2C 彭思澄

藝術與音樂
( 高小組 )

冠軍 4C 彭綽琳

青少年兒童音樂大賽 2021
英國皇家音樂

學院 四級 
豎琴

銀獎 4C 彭綽琳

The 6th Hong Kong Online 
Singing Competition

Cantonese 
(age group 6-8)

銅獎 2C 彭思澄

2021 第一屆小小演奏家比賽
鋼琴 P.5-6 年

級
第三名 6C 鄒梓軒

第九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鋼琴專題組約
翰湯姆遜 A 組

季軍 1A 沈卓男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2
Piano Grade 4 
HKSMSA Class

Silver 5E 鍾愷晴

音樂智能之第五屆香港
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古箏：三級組 冠軍 6A 秦安瑤

鋼琴：小三至
小四組

銀獎 3A 丘 信

鋼琴：五級組 季軍 4A 丘 頌

鋼琴：七級組 銀獎 6A 丘 善

IYACC The 12th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iano John 
Thompson 
Grade 2

季軍 3A 丘 信

Piano-ABRSM 
Exam Class 

Grade 4
季軍 5E 陳彦曦

Piano-ABRSM 
Exam Class 

Grade 5
金獎 4A 丘 頌

Piano-ABRSM 
Exam Class 

Grade 7
季軍 6A 丘 善

Inter-School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Challenge 2021

Grade 5 Piano 季軍 4A 丘 頌

Grade 7 Piano 亞軍 6A 丘 善

「德潤音才 築夢未來」
音樂展演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學組
琵琶演奏 

金天馬榮譽
証書

5A 蘆奕辰

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冠軍 6A 丘 善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冠軍 4B 向 夏

琵琶獨奏
高級組

亞軍 5A 蘆奕辰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季軍 5E 鍾愷晴

*全校於學校音樂節共有25名學生獲得優
良及3名學生獲得良好

*全校於學校朗誦節共有106名學生獲得優
良及29名學生獲得良好

第十三屆星舞盃舞蹈
比賽2021 7-8歲爵士舞 群舞 銀獎 2C 彭思澄

亞太才藝精英盃2021 8-11歲爵士舞 群舞 銅獎 2C 彭思澄

東區舞蹈節錦標賽

兒童青少年Solo CJ 冠軍 2E 歐陽樂
兒童青少年

Solo Cha Cha Cha 亞軍 2E 歐陽樂

兒童青少年Solo 
ChaChaCha（新人） 亞軍 2E 歐陽樂

兒童青少年Solo Jive
（新人） 季軍 2E 歐陽樂

兒童青少年Solo Jive 亞軍 2E 歐陽樂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季軍 2E 歐陽樂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亞軍 2E 歐陽樂

舞林盛宴 Under 8 Novice Solo 
Cha Cha Cha-G12 冠軍 2E 歐陽樂

2021-2022年度沙田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跳遠 第1名 5E 曹凱琳
女子乙組60米 第4名 5C 盛泳潪
男子甲組60米 第4名 6A 何靖揚

4th Hong Kong Youth 
& Children Dance 

Competition

Creative Ballet-Solo 
10-12 years old Merit Award 5C 陳心喬

Super Win Power 
Gymnastic Competition 

2021

Girls Senior Group 
( All-Around ) 冠軍 5E 岑愷晴

Girls Senior Group 
( Floor Exercise) 冠軍 5E 岑愷晴

Girls Senior Group 
( Balance Beam) 冠軍 5E 岑愷晴

Girls Senior Group 
( The Uneven Bar ) 亞軍 5E 岑愷晴

Girls Senior Group 
( Vault ) 優異 5E 岑愷晴

2021全港十八區健美
體操分齡賽 混合雙人B組 季軍 5E 岑愷晴

District Championships 
Stage 43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第2名 2A 曾子柔
第3名 2E 歐陽樂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第3名 2A 曾子柔

Juvenile & Youth 
Solo CRJ 第3名 2E 歐陽樂

2022  Preliminary Danc-
ing Online Competition 

(Asia Pacific)

U8 Elimination Solo 
Rumba

Silver 2E 歐陽樂

Bronze 2E 袁梓妍
U8 Elimination Solo 

Cha Cha Silver 2E 歐陽樂
2E 袁梓妍

U8 Elimination Solo Jive Silver 2E 歐陽樂
第四十九屆全港公開

舞蹈比賽
爵士舞少年組

（初小） 銅獎 2C 彭思澄

14th IDTA CUP 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Dance Prize 

Championships 2021

Age 7 Solo Jive 2 第3名 2E 歐陽樂

第十四屆星舞盃
舞蹈比賽2021

爵士舞8-11歲
─群舞 金獎 2C 彭思澄

劍樂會2021劍擊系列賽 U8男子佩劍 亞軍 2E 麥智堯
香港體操舞蹈公開賽

2021閃躍盃
健美體操（8-13歲）

單人項目 金獎 5E 岑愷睛

袋鼠盃舞比賽 三人舞爵士舞
（10-11歲組）

Gold-ranking 
2 5B 梁樂心

第四十九屆全港公開
舞蹈比賽

三人舞爵士舞
（少年組）初小

金獎兼最佳
表演獎 5B 梁樂心

群舞（公開組）
藝術體操 銀獎 5B 梁樂心

亞太才藝舞蹈精英盃 三人舞爵士舞
（少兒組）9-10歲 金獎 5B 梁樂心

第14屆星舞盃比賽 群舞（爵士舞）
12歲或以上組別 金獎 5B 梁樂心

第二屆韻律杯藝術體操
錦標賽及體操舞蹈比賽

個人徒手藝術體操 第1名 5B 梁樂心
個人球操藝術體操 第1名 5B 梁樂心
個人全能藝術體操 第1名 5B 梁樂心

Gym Dane（2人舞）
藝術體操 第1名 5B 梁樂心

Gym Dane（4-8人舞）
藝術體操 第2名 5B 梁樂心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節 獨舞爵士舞
（高小組9-11歲） 金獎 5B 梁樂心

全港社區
藝術體操公開賽

個人圈操藝術體操
（四級 初級組） 第1名

5B 梁樂心
5B 梁樂心

個人全能藝術體操
（四級 初級組） 第3名 5B 梁樂心

個人球操藝術體操
（四級 初級組） 第8名 5B 梁樂心

第五屆香港兒童及青少
年藝術體操錦標賽

個人圈操藝術體操
（四級 A組） 第1名

5B 梁樂心
5B 梁樂心

個人球操藝術體操
（四級 A組） 第1名 5B 梁樂心

個人全能藝術體操
（四級 A組） 第1名 5B 梁樂心

第22屆CSTD亞太區
舞蹈比賽 三人舞爵士舞(11Y &U) Honourable 

Mention 5B 梁樂心

Dance World Cup Asia

三人舞爵士舞10-13歲
(KDW-Children) Gold 5B 梁樂心

群舞爵士舞10-13歲
(KDW-Children) Gold 5B 梁樂心

Nissin Demae Iccho 
Hong Kong Junior Nov-
ice Competition 2021

Boy's 9 & Under 
Singles Competition 2 

(Distruct-KL)

Consolation 
Champion 4E 許心朗

黃大仙區分齡網球比賽 
2021 男子青少年 MI組單打 亞軍 4E 許心朗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沙田區-2011 女子組側
擺叉跳（左右） 冠軍 5A 蘇芍縈

沙田區-2011 
女子組總成績

季軍 5A 蘇芍縈

女子組後側擺開跳（左右） 季軍 5A 蘇芍縈
 女子組二重跳 殿軍 5A 蘇芍縈

守禮堂（香港）網上
空手道形比賽2021 男子 U10 銀獎 4B 林智睿

Grand Prix d'escrime des 
Minimes de Hong Kong 

2022
— 2nd Runner-up 4C 彭綽琳

第十四屆星舞盃舞蹈
比賽2021

爵士舞—初小
（雙人） 銀獎 1E 林嘉慧

2022 gamsarang world 
taekwondo champion-

ship

Colour Belt Poom-
sae-Children 6,7 

Taegeuk 1&2 Jang
2nd Runner-up 1B 周裕劻

第十四屆星舞盃舞蹈
比賽2021 爵士舞—初小（雙人） 銀獎 1E 余芍亭

Panasonic飛達春季田徑
錦標賽2022（補賽）

女子2013-200米 亞軍 2E 陳懿芯
女子2013-800米 季軍 2E 陳懿芯

五人足球區際比賽 U8組別—金盾組 冠軍 3E 葉芷穎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
計劃訓練計劃2021-22

女子10歲以下組別—
五人賽碟賽 冠軍 3E 葉芷穎

開心放暑假之四人足球
大比拼2021 男女子混合組U8 季軍 3E 葉芷穎

The 5th Hong Kong 
Children ang Youth 

Rhythmic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Novice B Group 
B1 Free hand 2nd runner up 6D 霍依澄

Novice B Group 
B3 All Around 3rd runner up 6D 霍依澄

香港跆拳道勵進會跆拳
道品勢比賽 2021 跆拳道品勢比賽

 
亞軍 5E 楊逸

2021空手道罡心館首屆
網上套拳大賽 10-12歲男女子混合組 季軍 5E 楊逸

Thurrock International 
Online Kata Event

KA 03-Novice to 7th 
Kyu, 10 to 12 Years 1st Place 5E 楊逸

第十四屆星舞盃舞蹈
比賽2021

爵士舞 7歲或以下
—群舞 銀獎 1D 李東頤

中西區青少年學界體育
舞蹈賽聯校選拔賽2022

進階班單人 S2 第三名 4E 黃梓琳
10歲或以下單人 R2 第二名 4E 黃梓琳

幼苗培訓計劃區際比賽
暨技術挑戰賽2021-22 女子組 冠軍 6E 黎茵晴

2021室外籃球賽 女子丁組 冠軍 6E 黎茵晴

香港創意數理科學
4D Frame比賽2021

初小組 銀獎 2C 林晞怡 3A 李軼謙

高小組
最佳4D 
Frame

模型設計
6A 郭穎彤 6A 朱子芊

國際數理科學
創意比賽2021

初小組 銅獎 3A 李軼謙

科大水底
機械人大賽

/
銀獎

5A 蕭敏希 5A 郭進逸
6E 彭栢熙 6E 劉俊毅

優異獎
5A 胡家綺 5C 鍾一諾 
5E 何卓峰 6A 郭曉瑩 
6C 鄒梓軒

第四屆STEM
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

冠軍 6E 林啟燁

裝置工程
藝術獎

4C 陳家宇

傑出設計獎 6A 郭曉瑩

優異獎

4A 何卓軒 4A 謝宇佳
4C 梁柏賢 4B 溫珈文
4D 張朝稀 5B 方逸朗
5D 李誠軒 6A 朱子芊
6B 廖心言 6B 陳熙文
6B 藍逸朗 6B 毛芊予
6C 關雋曦 6C 陳浠琳

亞洲機器人聯盟
香港區挑戰賽
—蔡章閣盃

/

銀獎 5A 胡家綺 5B 方逸朗

銅獎 5C 鍾一諾 5D 李誠軒

機械人創新
設計獎

5C 鍾一諾 5D 李誠軒

第三屆 世界STEM
 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

小二

金獎 2C 陳家佑

銀獎
2A 譚綺蕎 2B 鄧寯彧
2D 鮑采詠

銅獎
2A 游芯悅 2B 郭世晞
2C 彭思澄 2C 林晞怡
2E 陳彥霆

小三

金獎
3A 蘆奕明 3A 呂卓霖
3A 陳泊霖 3A 李軼謙

銀獎
3A 陳彥澄 3A 梁境祐
3A 羅蔚中

銅獎
3A 蔡靖翹 3A 曾懷德
3B 陸恩楠

小四

銀獎
4A 李柏然 4A 張銥霖
4A 黃 皓 4D 謝雪寧

銅獎

4A 曾子權 4A 謝宇佳
4A 黃智宥 4A 朱恩澄
4C 彭綽琳 4C 林靜兒
4C 杜靖晞

小五

金獎
5A 郭進逸 5D 關漪婷
5E 何嘉鴻

銀獎

5A 林泳君 5A 周煥峰
5A 胡家綺 5B 何詠濤
5B 陸睿楠 5D 張靜妤
5D 鄭裕南

銅獎
5A 蘆奕辰 5A 陳薇而
5E 黃鎮聲

小六

銀獎 6A 曾子恩 6A 郭曉瑩

銅獎

6A 陸奕楠 6A 葉穎欣
6A 林泳彤 6A 郭穎彤
6A 朱子芊 6B 蔡傲政
6C 鄒梓軒

「童．築夢」香港
兒童建橋比賽

/
裝置工程藝

術獎
4D 李葰泆 5A 李葰侹
5A 蕭暟靖

STEM小學環保
風力發電機
創作比賽

/
最佳環保設

計獎
3A 李樂之 3A 呂卓霖
3A 曾懷德 3C 丘楚衡

/ 最佳STEM
元素改造大

獎

3A 李樂之 3A 呂卓霖
3A 曾懷德 3C 丘楚衡

/ 季軍

3A 呂卓霖 3A 曾懷德
3C 丘楚衡 4A 鮑正熙
4A 陳施諭 4A 嚴顥晉
4A 張銥霖 4A 朱恩澄
4A 曾子權 4C 陳家宇
4D 李葰泆 4E 羅阡峻

15th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Cre-
ativity Competition 

(IMSCC)

Junior 
Primary

銅獎 3A 李軼謙

2022中銀香港 
- 新春WhatsApp 
Stickers創作比賽

小學
（初級組）

季軍 2D 麥籽陶

優異獎
1B 王政允 2D 陳汘瑤
3C 陳貝榆

小學
（高級組）

最具創意獎 4B 麥籽朗

ICE Challenge 
2022 CodeCombat

港澳台挑戰賽
香港區賽

Top Coder 4B 溫珈文 5B 凌焯朗

Outstanding 
Coder

4A 謝宇佳 6A 何靖揚

國際編程精英挑戰
賽Ozaria編程遊戲
及故事創作比賽

小學組 季軍 6A 方巧澄

國際編程精英挑戰
賽 2022 CodeCom-
bat港澳台總決賽 

線上排名賽

小學組
港澳台
第三名

5B 凌焯朗

第三屆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複賽

小二

金獎 2C 陳家佑

銀獎 2C 林晞怡

銅獎

2A 譚綺蕎 2A 游芯悅
2B 郭世晞 2B 鄧寯彧
2C 彭思澄 2D 鮑采詠
2E 陳彥霆

小三

金獎 3A 呂卓霖 3A 李軼謙

銀獎 
3A 陳彥澄 3A 蘆奕明
3A 羅蔚中

銅獎
3A 梁境祐 3A 曾懷德
3A 陳泊霖

小四

金獎 4A 黃 皓

銀獎 
4A 張銥霖 4A 黃智宥
4A 朱恩澄

銅獎
4A 曾子權 4C 彭綽琳
4C 林靜兒 4D 謝雪寧

小五

金獎 5A 郭進逸 5A 胡家綺

銀獎 5A 周煥峰

銅獎

5A 蘆奕辰 5A 陳薇而
5B 何詠濤 5B 陸睿楠
5D 鄭裕南 5D 關漪婷
5E 黃鎮聲 5E 何嘉鴻

小六

金獎 6A 朱子芊

銀獎 6A 郭穎彤

銅獎

6A 曾子恩 6A 陸奕楠
6A 郭曉瑩 6A 葉穎欣
6A 林泳彤 6B 蔡傲政
6C 鄒梓軒

香港少年
工程挑戰賽2021

本地賽

VEX機械人
建造獎

6C 關雋曦 6C 鄒梓軒

VEX機械人
技能賽
優異獎

5B 凌焯朗

2022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
第十六屆BNCL證書朗誦比賽

小學中小組
英語

冠軍 3A 陳泊霖

全港青少年
朗誦．文學．藝術

交流大賽

初小組粵語
古詩詞

銀獎 2C 彭思澄

中小組粵語
古詩詞

銅獎 4C 彭綽琳

第13屆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普通話散文組 優異 2E 袁梓妍

中華文藝盃2021朗誦比賽
普通話散文組

P.2組
金獎 2E 袁梓妍

第十屆全港「藝海之星」
綜藝比賽

普通話
散文獨誦

季軍 2E 袁梓妍

香港兒童朗誦大獎賽2022

粵語獨誦
（初小組）

冠軍 2C 彭思澄

粵語獨誦
（高小組）

冠軍 4C 彭綽琳

第二十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粵語新詩獨
誦—高小組

金獎 5C 關懿琳

第二十八屆
聖經朗誦節朗誦比賽

學校小四組廣
東話獨誦第3組

冠軍 4C 彭綽琳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1B 馮俊婷
3E 盧卓言

普通話
詩詞獨誦

亞軍 6A 陳志昊

季軍 4B 温珈文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5D 黃懿行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5E 岑愷晴

季軍
1A 陳倩彤
3E 盧卓言
6C 梁家齊

77



中中文文科科

EEnngglliisshh

為了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下，認識中華文化精粹，吸收傳統經典智慧，以及體悟中國傳統美德，中文組於中華文化
週舉行了各項文化活動，如「唐詩大放送」、「中國古代名人扮演大賽」、「中華文化常識問答比賽」等，節目包羅萬有。此
外，中文組還邀請了飛棚木偶團到校表演「非遺木偶戲」，讓學生欣賞及認識中國傳統技藝。

木偶戲乃中國民間國粹，相傳從漢朝開始成形
及發展，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極具欣賞價值。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乃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
文教育研究學會舉辦，旨在發掘在中、小學中國語文方面表現
優秀的資優學生。本年度，6A班郭穎彤同學於全港參賽者中
脫穎而出，榮獲菁英銀獎及即席演講比賽冠軍，為校爭光。

在劇團導師的指導下，同學們聚精會在劇團導師的指導下，同學們聚精會
神地嘗試操控掌中木偶及杖頭木偶。神地嘗試操控掌中木偶及杖頭木偶。

小一及小二同學化身為古代人物，向同學們介紹中
國古代名人的生平事蹟，既生動又有趣，形象唯妙唯肖。

本年度英語大使CEO(Chief English Officer)計劃加入了培訓
課節，以提升學生的英語表達技巧。培訓主題包括好書分享、故
事寫作、故事演講、劇本創作及短片製作。在每個主題完成後，
學生都會上載短片，展示在培訓之所學。另外，本年度我們也參
加了名為Tell-a-Tale的校外故事寫作和故事演講比賽，活動包括
一系列的線上工作坊和比賽。第一部分的故事寫作工作坊和比賽
現已順利完成，學生反應熱烈，我們收到了很多富創意的優秀作
品。第二部分的故事演講比賽即將舉行，希望同學能施展渾身解
數，取得好成績。

Tell-a-Tale Storytelling WorkshopTell-a-Tale Storytelling Workshop

每位參加Tell-a-Tale Story Writing Workshop的同學都可獲得寫作秘笈一本
每位參加Tell-a-Tale Story Writing Workshop的同學都可獲得寫作秘笈一本

CEO在恆常培訓中練習各種面部表情CEO在恆常培訓中練習各種面部表情

其中一份優秀作品其中一份優秀作品——  
Angus Mui's book sharingAngus Mui's book sharing

兩位六年級代表帶領全體CEO宣誓兩位六年級代表帶領全體CEO宣誓

中國古代名人扮演大賽中國古代名人扮演大賽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1/22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1/22

英文科CEO Programme英文科CEO Programme

「非遺木偶戲」「非遺木偶戲」
演出暨示範講座演出暨示範講座

中華文化週中華文化週

推推廣廣「「We C.A.R.E.We C.A.R.E.」」核核心心價價值值
多多元元學學習習  展展姿姿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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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數學學科科

SSTTEEMM

本年度數學科舉行了不同的活動，
包括一至三年級舉行的數學迷宮設計比
賽及四至六年級舉行的數碼遊蹤活動。

數學迷宮設計比賽的目的是透過
讓學生設計有趣及包含數學元素的迷宮
遊戲，以此提高他們的邏輯思維及創造
力。一至三年級的同學都十分踴躍參
加，同學們都花了不少心思去設計迷
宮，把自己喜愛的圖案和學到的數學知
識都加入其中。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同學
們的佳作。

本年度由數學組安排的數
碼遊蹤活動是一項新嘗試，把
以往的數學遊蹤題目與科技結
合。同學透過iPad閱讀有關校
園不同地方的資料，然後再解
決相關的數學題目及於Google 
Form輸入答案。同學們十分積
極參與活動，讓我們一起看看
活動的花絮。

同學們利用iPad掃描QR code開始活動。同學們利用iPad掃描QR code開始活動。

本校於本年度參加了香港大學電子學習實驗室的「透過自主學習為策略推動STEM教育支援計劃」，由香港大學的專業支援人員提供
配合本校校情的教學建議，協助本校的教師團隊在校本課程內建構及執行更多與STEM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及活動，如工程設計流程五步
驟、IPO(Input-Process-Output)模型等，提升學生在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上的整合和應用，培養他們的創新思維。

支 援 人 員 與
本校的教師團隊進
行共同備課，探討
怎樣運用micro:bit 
IoT收集數據，構
建環保智能校園。

學生學習製作VR虛擬
實境，利用程式創建一個
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並
加入不同的繪畫、聲音、
影像、動畫和互動元素。

教師學習運用
CoSpaces Edu進行
VR創作，發展校本
主題教材，打破學
與教的地域限制。

透過自主學習為策略推動STEM教育支援計劃透過自主學習為策略推動STEM教育支援計劃

共同備課共同備課

教師培訓工作坊教師培訓工作坊

學生創作工作坊學生創作工作坊

數學科活動數學科活動
數學迷宮設計佳作數學迷宮設計佳作

1B 譚栢穎1B 譚栢穎 1D 譚倚晴1D 譚倚晴 2B 陳緗宜2B 陳緗宜

作品主題：作品主題：
理財小博士教室理財小博士教室

作品主題：作品主題：
理財大師速成班理財大師速成班

作品主題：作品主題：
全民運動Go! Go! Go!全民運動Go! Go! Go!

多多元元學學習習  展展姿姿采采 深化照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深化照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作品主題：作品主題：
全民運動全民運動

作品主題：作品主題：
理財魔法貓理財魔法貓

作品主題：作品主題：
理財小達人理財小達人

同學們認真地計算，同學們認真地計算，

嘗試找出正確答案。 嘗試找出正確答案。 

放大圖片，就可以數清放大圖片，就可以數清
楚圖形的數量了！楚圖形的數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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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推動STEM教育，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培養21世紀新一代需要具備的共
通能力。本年度，位於本校二樓的STEM Lab正式落成並投入服務，為學生學習STEM提
供不同配套及支援。本校的STEM Lab劃分成三個區域，分別是教學區、製作區及展示
區。學生可以在教學區學習STEM的基礎知識，當中包括程式設計及STEM工具操作。
學生可以在製作區內把自己的創新意念轉化成實物，並將作品存放在展示區內，分享
給其他學生欣賞。

STEM Lab內添置了不少科技產品，希望藉此培養學生
對科技的興趣。STEM Lab內設有電子白板，既能增加師生互
動，又能讓學生投入學習。此外，STEM Lab內增設3D打印
機，學生可利用電腦軟件設計及製作立體，並使用3D打印機
把製成品打印出來，享受創作的樂趣！

本校亦積極推動編程教育，希望能藉此訓練學生的邏輯思
維能力及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學生從小一開始在課堂上接觸
編程，6年間從不插電編程到學會編寫手機應用程式，讓學生
從編程連繫到生活。同時，STEM Lab內配有智能教室設備管
理系統，可對STEM Lab內的電器設備實現智慧化管控，透過
手機程式便能遙距操控，節省人力管理成本。

音樂科舉辦「鉅」韻「鏐」聲音樂比賽目的是為
了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提升其表演音樂的能力，
讓學生建立自信及提供切磋與交流的機會。本年度音
樂比賽分為鋼琴高小組、鋼琴初小組、樂器組、詩歌
Karaoke高小組、詩歌Karaoke初小組、詩歌Karaoke親
子組六大類別。今年共收到51段參賽短片，參賽者的
精心演出，總是為老師們帶來驚喜！欣賞到同學們全
心全意的演奏，看到他們演奏技巧的逐年提升，實在
令人非常鼓舞！

SSTTEEMM  LabLab

「「鉅鉅」」韻韻「「鏐鏐」」聲聲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鉅」韻「鏐」聲音樂比賽冠軍作品短片「鉅」韻「鏐」聲音樂比賽冠軍作品短片

鋼琴獨奏初小組別 鋼琴獨奏初小組別 
冠軍冠軍
3A 曾懷德3A 曾懷德
曲目：Vivace Fantasia in G Minor TWV 曲目：Vivace Fantasia in G Minor TWV 
33.8 Movt.1 by Georg Philipp Telemann33.8 Movt.1 by Georg Philipp Telemann

詩歌Karaoke親子組別詩歌Karaoke親子組別
冠軍冠軍
2C 陳家佑2C 陳家佑
成員：陳家佑及媽媽成員：陳家佑及媽媽
歌曲：腳印歌曲：腳印

鋼琴獨奏高小組別鋼琴獨奏高小組別
冠軍冠軍
4B 向 夏 4B 向 夏 
曲目：Robert 曲目：Robert 
Schumann, Album for Schumann, Album for 
the young Op.68. the young Op.68. 
No.13 May Sweet MayNo.13 May Sweet May

其他樂器獨奏組別 其他樂器獨奏組別 
冠軍冠軍
5A 蘆奕辰  5A 蘆奕辰  
演奏樂器：琵琶演奏樂器：琵琶
曲目：草原英雄小姐妹曲目：草原英雄小姐妹

詩歌Karaole初小組別  詩歌Karaole初小組別  
冠軍冠軍
2D 曾善衡 2D 曾善衡 
曲目：不得了曲目：不得了

詩歌Karaoke 高小組別 詩歌Karaoke 高小組別 
冠軍冠軍
5E 何卓峰 5E 何卓峰 
歌曲：愛是不保留 歌曲：愛是不保留 

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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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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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多樣性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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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學

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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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教教會會會會訊訊大家好，我是3B班楊嘉熙的媽媽
阿珊。

我在家教會服務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今年無疑與過往幾年分別頗大。資深委

員的孩子們畢業、持續的網課、轉用Google 
Classroom交功課、不用考學期試等等……

面對如此龐大的挑戰，我很慶幸自己是梁小家教會
的一員，親身感受這幾年來學校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時，如何在學生角度出發作出適切、迅速的回應，如何
陪同家長一起面對一個又一個的「網課難關」。這種種
的進步，實在讓我感到安慰與期待。

疫情嚴峻，雖然家教會有很多活動也被逼取消，所
有計劃也無奈更改，但這都無阻我們一眾委員的熱誠。
我們定會繼續作家校的橋樑，與學校緊密合作，為孩子
締造更愉快、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祈盼各位家長能繼續踴躍支持家教會的活動，亦希
望疫情能早日消退，大家能早日回復往日的生活。

主席  汪海珊女士主席  汪海珊女士

回想在幼稚園升上小學，他的心
情既懼怕又興奮，孩子用了兩個學期
適應新環境，自己也在適應校方和孩
子的變化。雖然疫情下孩子未能回校上
課，但我體驗到校方的努力和用心去安
排所有事情及老師們的付出。

孩子在網課上學習，漸漸地成長！感謝主的安排，
令孩子在校園生活中愉快成長！

司庫  黃遠英女士司庫  黃遠英女士

大家好，我是5D班賴偉俊的媽
媽。我多年來一直參與家教會的義工
服務和家教會活動，今年很榮幸加入
了梁小家教會，讓我獲益良多，也更加
深入了解學校的日常運作。

因為疫情，所以很多活動都按下了暫停
鍵，但相信在不久後，一定會重啟。在未來的一年，我
也會堅持本分，做好自己的職責。最後，祝大家生活愉
快、健康。

聯絡  文小慧女士聯絡  文小慧女士

大家好，我是5E班黃塏堯的媽媽
Yukie，在十月的時候，新一屆家教會
委員誕生了，很榮幸可以和另外七位

家長一起成為新一屆委員為大家服務。
雖然經歷疫情兩年多，令不少本來準備了

舉辦的活動也要被迫取消，但我們並沒有因
為這樣而氣餒，我們還積極籌備一些活動，希望當復課
時可讓大家參與。

回看當年，我為子女選了這間很有愛的學校，是多
麼明智和正確的選擇！學校老師們充滿愛心和活力，對
每位學生用心對待，關心每個學生的差異和個別需要。
老師和我的子女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彼此信任，亦
令孩子們懂得如何尊重和愛別人。

時光飛逝，大兒子快要完成中二了，而塏堯也快要
完成小五，希望他們可以一直在愛中茁壯成長！

副主席  馬可欣女士副主席  馬可欣女士

大 家 好 ， 我 是 3 C 班 丘 楚 衡 的 媽
媽 ， 很 慶 幸 今 年 加 入 了 梁 小 的 家 教
會。憶起當年收到朋友的邀請到梁小

聽升小講座，在只有參觀梁小一間學校
的情況下，一踏進校園已感覺很好，小朋

友也非常喜歡這間學校，就這樣與學校結下
緣份！從一入讀學校至今，小朋友一直都在校長及各位
老師的教導下、同學的陪伴中慢慢發芽成長，轉眼已經3
年。這3年，因為疫情關係，大家減少了見面，學校及家
教會不少活動停滯，但我相信風雨只是一時，放晴時就
會是我們大展拳腳之時。期待下一次可與大家相聚，也
請各位家長到時多多支持我們的活動喔！

公關  鄭鍰暄女士公關  鄭鍰暄女士

Hello，我是1A曾梓峰媽媽Ivy，
很開心小朋友可以加入路德會梁鉅鏐
小學的大家庭，亦很開心有幸可以加
入梁鉅繆小學的家教會，成為其中一
員。在這疫情期間，我深深體會到學校
和家教會如何在有限空間及資源下幫助學生
學習，亦看到學校怎樣透過各樣的活動，提高小朋友對
學校的歸屬感，讓我們這班初上小學的同學和家長更快
和更容易適應新的學校環境。希望疫情快些退卻，讓我
們能籌辦更多的活動給大家。

秘書  陳慧勤女士秘書  陳慧勤女士

大家好！我叫Jennifer，我有兩位
小朋友分別就讀一年級和三年級，很
高興加入家長教師會。雖然這兩年因

疫情關係，很多活動都進行不了，幸好
仍能進行小型活動。希望疫情快退，可以

進行不同的活動促進大家互相交流認識。

康樂  陳文玲女士康樂  陳文玲女士

感恩，今年和小女栢穎一起踏進
了梁鉅鏐小學這個大家庭，成為家教會
的一員，能與這麼多位充滿熱誠，有幹
勁的老師和家長們共事，深感榮幸。

在這樣特殊的一年，疫情反覆，很多
大環境或許都不如我們所能預見。作為兩個
女兒的父親，我和太太除了希望她們能有健康的體魄、
認真學習知識的態度外，更希望她們可以在這樣特別的
成長道路上，學會積極樂觀的處事心態。而在女兒初入
小一生活的這一年間，我們看到了家長們之間的互相幫
助，校長和老師對小一生們的關心照顧，還有一群對學
生及學校都有著無比熱愛的家長義工們的無私奉獻，感
恩我們可以在這間充滿愛的學校成長。

作為家教會的一員，我希望可以盡自己所能，為
學校和家長們之間搭建一座堅實的橋梁，與各位家長
委員一起為小朋友們塑造美好的校園環境出一份力。
疫情期間，我們仍會積極與學校保持良好的溝通。感
謝家教會各位委員的相互支持，也祝願同學，家長們
身體健康，希望早日恢復面授課程，期待見到小朋友
們歡樂的笑容。

總務  譚仲賢先生總務  譚仲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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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定期聚會，為學生和學校籌備各式各樣的家長定期聚會，為學生和學校籌備各式各樣的
活動。活動。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家家教教會會執執委委名名單單

活活動動花花絮絮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當然顧問 吳玲玲校長

主席 汪海珊女士（3B楊嘉熙家長）

副主席 馬可欣女士（5E黃塏堯家長） 譚嘉麗副校長

秘書 陳慧勤女士（1A曾梓峰家長） 盧東球老師

司庫 黃遠英女士（4D張朝稀家長） 郭家慧老師

康樂 陳文玲女士（1D魏珈蕊／3D魏嘉曦家長） 吳燕芬主任

公關 鄭鍰暄女士（3C丘楚衡家長） 梁少微主任

總務 譚仲賢先生（1B譚栢穎家長） 王慧雅老師

聯絡 文小慧女士（5D賴偉俊家長） 王寶兒老師

家教會校服回收轉贈活動，委員們努力幫忙整家教會校服回收轉贈活動，委員們努力幫忙整
理中，期待校服可以找到下一位小主人。理中，期待校服可以找到下一位小主人。

此活動是家教會及家長義工安排的星期五課外此活動是家教會及家長義工安排的星期五課外
活動，看到同學們努力學習後的成果，大家都活動，看到同學們努力學習後的成果，大家都
很興奮喔！很興奮喔！

2022年度家長也敬師完滿結束，家教會將全校學生及家長的心意傳遞給全校的老師及工友。2022年度家長也敬師完滿結束，家教會將全校學生及家長的心意傳遞給全校的老師及工友。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大家同心為學生而努力！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大家同心為學生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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