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倩兒校長

我們深信每個孩子都是獨特而可貴的，也是各具潛能的。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心

理發展學家Howard Go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更引證了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的重要，創設了孩子發展潛能、體會成功的機會。

高表達  創設英語學習環境
我們重語文，為了培養學生具備良好語文及溝通能力，我們積極鼓勵閱讀，同

時聘任了六位外籍英語老師，在不同年級、課時內外，同學也能隨意地以英語與外

籍老師溝通，加上數學、常識、科學科加入了英語元素，期望同學能以沉浸模式學

習英語。三年級更設有「5 in 1 Reading Programme」，全班分成5組，同一課堂

有5位老師，學生以5人小組形式與外籍老師一同上閱讀課，讓學生有更多以英文表

達、溝通的機會。課堂所見，不同年級，甚至一年級同學也喜歡和享受上英語課，

投入課堂，積極參與，也能自信地以英語回應問題、討論及溝通。我們期望學生學

好語文，能面向世界。

高參與  建立MKC音樂校園
我們MKC是一所「音樂校園」，過去我們的節奏樂隊和管弦樂團在香港和國

際性比賽都獲得不同的獎項，更曾到日本、新加坡、台灣等地作交流及比

賽，同學的音樂潛能得以發揮。下學年二年級更在日常音樂課增設「專家入

課」，設校本「樂器學習課程」，同學可在音樂課選擇及學習管樂、弦樂和節

奏樂，由專業導師授課。我們每一位MKC同學均有機會學習樂器，學習樂理，

實踐普及的音樂資優教育，讓每個同學都擁有機會參與和學習。具潛質的同學

更可加入學校及東華三院的聯校管弦樂團，參與拔尖的培訓。MKC音樂校園能

全面培養學生音樂藝術的潛能，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及自信。

高思考  培養STEM創新思維
為了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創新思維，我們致力發展STEM教育，參加了賽

馬會CoolThink運算思維教育計劃，以提升學生的編程能力，本年度也開展了

無人機、RoboMaster等培訓課程。在常識科及高年級的科創科，透過不同情

境的設置和探究式的學習，學生學會規劃、反思及自我改良，從而學習解決

問題，提升評鑑及創造力。本年度同學在校外比賽中也有很出色的表現，包

括：韓國4D Frame國際數理科學創意比賽(IMSCC)獲得Grand Award全場第

一名大獎，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獲得金獎，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

新大賽獲一等獎，成績令人鼓舞！

我們堅守著一道教育使命：學校是培育關愛種子的溫室，也是同學展

示成功的舞台。我們心底裡的一個願望：就是家校攜手，讓每一個孩子在

不同的平台上得到成功，享受成功，也懂得爭取成功；愛學習，會學習；

懂得愛別人，也懂得珍愛自己。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全人教育  讓孩子享受成功  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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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重視培養學生24個性格強項，讓他們在日

常生活中加以運用和發揮。本年度我們以「自我規範」作

為全年主題，於開學周舉行了「正向教育年度主題開動

禮」，就主題作簡介及讓同學們一同承諾「我做得到」。

正向錢箱
要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除了要懂

得避開溝通的障礙，我們還需養成每天

「為別人加水」的習慣，留意對方的優

點和值得欣賞的地方，鼓勵自己多表達真

誠的讚美，同時多主動說出鼓勵或支持的

話，為別人送上小水滴，為別人的水桶加

水！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幸福、更喜悅！

Morning Meeting
在Morning Meeting中，班主任及主科科任老師會就不同主題進行傾

談及活動，與學生一同探索及練習與人相處的社交技巧，也培養學生的同

理心，讓他們有機會了解其他同學的需要，學習如何關心或關顧同學，並

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不同的性格強項。

訓訓育育組組：：營營造造正正向向校校園園文文化化

正正向向教教育育

1. 正向教育年度主題開動禮

4A4A
5D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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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生日星
每月訂立一天，該月生日的同學們於當天

可穿便服回校，全班為他們慶祝。

家長鼓勵語句 
總評前邀請家長為子

女打氣，用正面語句鼓勵

學生在學習上全力以赴。

小一感恩日
在「全賴有您—感恩日」當天，家長懷著疑惑及好奇的心情來到學

校禮堂，猜測著會有甚麼活動，甚麼是感恩日呢？

隨著感恩日程序的開展，家長的情緒變得興奮及激動，原來他們的子

女早已給父母預備了連串驚喜。當子女給家長送上心心摺紙時，他們都情

不自禁地擁著子女，場面溫韾感人。

校園佈置
為了提升同學們對自己班的歸屬感，增強

班內的凝聚力及學生的成就感，各班都會悉心

地佈置課室，當中包括以校本正向教育年度主

題「自我規範」設計班徽、每月交齊功課讚賞

海報、校園生活點滴的相片，以及在「小星探

大發現」活動中，讓學生透過觀察欣賞同學的

長處，推選代表之星，給予肯定。

2. 培育關愛精神
透過不同活動，推動校園的關愛文化。

「『童』度『疫』境傳關愛」祝願卡設計活動
藉着這次創作活動，讓同學們多關心身邊的人和事，為正在努力抗疫的人們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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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STEM

科技日新月異，「創新科技

嘉年華」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

學生認識香港最新的科研成果。

學生透過親身體驗不同領域的科

技產品，能夠認識人工智能如何

便利我們的生活，同時為未來踏

上科研之路奠下更穩固的基礎。

本年度，學校成立了Robomaster機甲

大師隊和無人機隊，培訓學生認識工程理論

和應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讓他們經歷由程序

設計到製訂解決問題的方案。校隊會透過參

與校外比賽，提升校隊的技術水平和團隊協

作的能力，也期望在日後的午間時間，讓更

多同學參與Robomaster和無人機的活動。

SSTTEEMM

（一）校外參觀

（二）培育新型校隊

學生正了解機械臂如何協助工廠全自動化運作。

學生正了解機械臂如何協助工廠全自動化運作。

這款AI機械人能與人直接對話，這款AI機械人能與人直接對話，
令學生嘖嘖稱奇。令學生嘖嘖稱奇。

消毒機械人能全方位淨化會場的空氣，
消毒機械人能全方位淨化會場的空氣，

學生都感到非常有趣。
學生都感到非常有趣。

學生正在觀看Robomaster學生正在觀看Robomaster在比賽中應用的技術。在比賽中應用的技術。

無人機隊首次參與校外賽事，獲得了季軍，學生們都感到興奮。無人機隊首次參與校外賽事，獲得了季軍，學生們都感到興奮。除了學習編程外，學生也在活動中學會了除了學習編程外，學生也在活動中學會了
與人溝通，建立了一份珍貴的友誼。與人溝通，建立了一份珍貴的友誼。

在穿越障礙賽事中，學生需製訂無人機的
在穿越障礙賽事中，學生需製訂無人機的

飛行指令，並按臨場需要進行程式修正。
飛行指令，並按臨場需要進行程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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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在「智在bit得」、「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22」均已進入決賽，現正作最後改良作品，期望有更

好的表現。

（三）國際殊榮

（四）本地比賽
應用創新科技，解決生活難題，讓人們有更美好的生活，是社會對未來主人翁的期盼。學校鼓勵學生運用

Micro:bit、App inventor2及各種智能感測器，結合個人的創意和想像，將所學知識透過比賽進一步實踐和深化。

比賽項目 參與學生 獲得的獎項
火星家園模型設計比賽 P.6江樂承、鄺世峻、王梓銘 一等獎
未來城市設計比賽 P.5鄭樂意、鍾卓熹、黃浩軒、張斯晴、顏雅莜 冠軍

第八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P.5彭樂堯、李梓健

P.5禤柏霖

金獎

優異獎
大想頭齊創新 P.4凌卓嫻、邱慧珊、廖若安 香港創科展優異獎

學生正測試「The Powerful Dinosaur」的起重性能。學生正測試「The Powerful Dinosaur」的起重性能。

能夠在國際賽事中獲得殊榮，羅校長和師生都感到十分高興。能夠在國際賽事中獲得殊榮，羅校長和師生都感到十分高興。

學生利用Micro:bit配合AI辨識技
學生利用Micro:bit配合AI辨識技術，設計了「教員室小幫手」，
術，設計了「教員室小幫手」，日後找老師就更加方便了。日後找老師就更加方便了。

這款智能車能讓行動不便的長者這款智能車能讓行動不便的長者
輕易傳遞物品，學生正向創科展輕易傳遞物品，學生正向創科展

的參觀者介紹作品的運作。的參觀者介紹作品的運作。
學生以App inventor 2及Lego EV3
學生以App inventor 2及Lego EV3設計了一個智慧校園的應用程式，
設計了一個智慧校園的應用程式，期望將來有機會在校園使用呢！
期望將來有機會在校園使用呢！

學生獲頒5000元獎金，
學生獲頒5000元獎金，

並將會代表香港參與稍後的
並將會代表香港參與稍後的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火星家園」需要為太空人設計一個可居住12個月的空間，「火星家園」需要為太空人設計一個可居住12個月的空間，
學生向羅校長介紹家園的各項設施。學生向羅校長介紹家園的各項設施。 負責老師和學生正向評審講解負責老師和學生正向評審講解

未來城市的設計理念。未來城市的設計理念。

這款神奇防疫飲水器，設計簡單
這款神奇防疫飲水器，設計簡單

實用，獲得評審們一致好評！實用，獲得評審們一致好評！

五年級朱泳基同學及鍾霈葳同學代表香港參與「第15屆4D Frame

國際數理科學創意比賽(IMSCC)」，他們透過結合恐龍外型和起重機

械的原理，設計成「The Powerful Dinosaur」，並成功在決賽中突圍

而出，勇奪電子機械組第一名，獲大會頒發1,000,000韓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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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同學對可持續發展的

認識及提升環保意識，我校安排了多

元化的校內及校外環保活動予同學參

與，當中包括話劇、及班際比賽。同

學不但能認識環保的重要性，而且能

掌握減碳方法，在生活中實踐環保。

環保填色比賽

環保短片製作比賽
環保風紀拍攝減塑方法的短片。

環保巴士創作比賽
學生改造巴士，令它變得更環保。

本校已連續5年榮獲三星級「綠得開

心」學校，深受肯定。

最惜得環保班別比賽

環保風紀於小息時到各班檢查課室設備使用

的情況。

環保話劇 

環保話劇不但生動有趣，更有很多互動環節，

學生十分投入參與。

環保攤位

環保講座

學生藉參與選攤位遊戲來認識郊野公園。

本年舉辦了以下環保講座，

讓學生多方面認識環保資訊。

資訊
年級 主題

二年級 小小慧食家
三年級

水—資源與危機
四年級
五年級 微塑膠—人和紅樹林的危機
六年級 生物多樣性與生活

環環保保教教育育
校外活動

環保獎項

校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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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學生在VR/AR設計課程中發揮無限創意。 五、六年級學生在VR/AR設計課程中發揮無限創意。 
一、二年級學生參加一、二年級學生參加

「小天才LEGO機械人創作班」，「小天才LEGO機械人創作班」，
學習基礎機械原理。學習基礎機械原理。 四、五年級學生投入四、五年級學生投入

地參加無人機課程。地參加無人機課程。

三至六年級學生會在「LEGO@Robotics 機械人編程解難班」合作製作機械人及進行編程。 三至六年級學生會在「LEGO@Robotics 機械人編程解難班」合作製作機械人及進行編程。 

開啟iPad準備上課。開啟iPad準備上課。

iPad問答活動，使課堂更有趣，學生表現更積極。
iPad問答活動，使課堂更有趣，學生表現更積極。

自主學習：善用電子書。
自主學習：善用電子書。同學掃瞄二維碼，進行數學活動。

同學掃瞄二維碼，進行數學活動。

IT發展及教學IT發展及教學

課外資訊科技活動

電子教學

在現今互聯網驅動的數碼年代，資訊

科技是創科發展的共通科技。隨着資訊科

技在不同領域和界別廣泛使用，各行各業

對資訊科技人才的需求殷切且與日俱增。

為了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創新思

維，推動資訊科技的學習氛圍，我們參加

了由「中學IT創新實驗室」推動的「小學

奇趣IT識多啲」計劃，讓學生有更多機會

參與課外資訊科技活動。

首先，感謝各位家長對電子學習的支持，我校的「電子學習班

計劃」已推行九年，無論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教師的教學也得到莫大

的裨益。電子教學能更有效促進師生及生生（學生之間）的互動，

使學習更為有趣，提升學習成效。同時，學生的好奇心和學習態度

透過不同的應用程式和電子學習平台得以大大提升。

疫情下，老師不時需要在網上授課，課堂更多利用電子教學，

增加互動。我校亦透過香港教育城的「STAR」平台發放功課，給予

學生和老師評估報告作回饋。老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進度，

並配合校內的評估機制靈活運用，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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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了注重學生學業成績外，還舉辦多

項課外活動，讓學生發展多元智能。今年受到

疫情影響，部分組別未能開辦，有52個組別以

Zoom實時課堂形式進行，14個校隊組別運用導

修課及課後半小時以面授形式進行，51個組別

改往星期六以面授形式進行。同學積極參與，

表現優異。

課課外外活活動動

LEGO@Robotics機械人編程班LEGO@Robotics機械人編程班

VR/AR設計課程班VR/AR設計課程班

古箏古箏
無人機興趣班無人機興趣班

弦樂團弦樂團

陶藝班陶藝班

花式跳繩校隊花式跳繩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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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恆常課外活動班外，本校語文科老師積極栽培同學參與朗誦節比賽，本年度合共參加了129項中詩、英詩及普

通話獨誦賽事，有117項獲得優良成績、12項獲得良好成績，當中更有10項，合共14位同學榮獲三甲成績。

P.5彭樂堯獲得五年級男子粵語P.5彭樂堯獲得五年級男子粵語
詩詞獨誦亞軍詩詞獨誦亞軍

P.2莊靖、P.3戴思言、P.4林頌怡、P.4傅羨殷、P.4蔡忻霖、P.2莊靖、P.3戴思言、P.4林頌怡、P.4傅羨殷、P.4蔡忻霖、
P.6陳婷婷、P.6張梓羨、P.6馮頌珈均獲得英文詩詞獨誦季軍P.6陳婷婷、P.6張梓羨、P.6馮頌珈均獲得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P.6邱添獲得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
P.6邱添獲得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

詩詞獨誦季軍詩詞獨誦季軍

P.4陳正然獲得四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P.4陳正然獲得四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P.5陳雨前獲得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P.5陳雨前獲得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P.4凌卓嫻獲得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P.4凌卓嫻獲得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P.4唐匯獲得三、四年級P.4唐匯獲得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9



全全方方位位學學習習周周
1月3日至1月6日是全方位學習周，透過校內、校外多樣化的學習情境，擴闊了學生的眼界及豐富同學們的學習經

歷。我們樂見同學們積極投入各種學習活動，如參觀、講座及課堂活動等，更分享他們學習後的成果。

一、二年級學生探索北區公園

三、四年級學生學習如何愛護大自然及時實踐環保生活

五年級學生認識中國的著名人物

六年級學生學習飛行的原理及航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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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程程發發展展

（一）環保活動—參觀「綠田園」

（三）「細看中華文化」閱讀活動

（二）裝扮我校的「空中花園」（低年級組）及
      「My Dream Garden我的夢想花園」（高年級組）活動

本年度，本校的課程發展主要集中在兩大項目上，包括「環保教育」及「國安教育」兩方面。除了在課堂教學上

滲入有關內容外，更進行了幾個較大型的活動，以下是這些活動的簡介：

我們於2021年的12月17日帶領了

六年級全級學生到粉嶺的綠田園進行活

動，學生們在當天體驗了農夫耕作的辛

勞，也嘗試了自己動手製作麵包，還瞭

解到一些農作物的生長特性。這次的活

動除了讓孩子們能親親大自然外，也讓

他們明白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從

而懂得珍惜食物。

我們於2021年的10月至11月期間舉辦以上的兩項活動，目的是

發揮學生的創意和思維能力，更能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又加

強了他們愛護植物的意識。同學們都踴躍地參加，作品的水準也非

常高呢！以下是一些佳作的分享：

為了提升學生對我國文化及傳統習俗的認識，從而加強他們對國家的歸

屬感，我校特地為全校各班同學訂購了相關的書籍，下列為有關的書目：

年級 書目
P.1 《龍舟端午》、《年獸來了》
P.2 《龍舟端午》、《年獸來了》
P.3 《漫畫成語100題》、《兩個花旦》
P.4 《中國傳統節日故事》、《中國神話故事35篇》
P.5 《諺語故事100選》、《學生成語系列—成語故事100個》
P.6 《看漫畫學莊子》、《畫給孩子的漢字故事》

除了以上的活動外，我們還舉行了跨課程閱讀活

動。本年度會進行兩級的跨課程閱讀活動，其中三年

級的活動將於總評（三）後才進行，而二年級的已於上

學期進行了，活動程序如下：首先，圖書課老師講解了

《驚奇昆蟲大百科》一書後，常識科老師於《跟動物做

朋友》一課題中教授有關昆蟲的知識，再在視藝科老師

的指導下完成工作紙的繪圖，在中文科老師的指導下完

成故事改寫，以下是其中兩位同學的佳作：

綠田園大合照綠田園大合照

體驗農夫的辛勞體驗農夫的辛勞

勞動成果勞動成果——美味的麵包美味的麵包

P.2李俊鑫作品P.2李俊鑫作品 P.3羅綽嵐作品P.3羅綽嵐作品 P.4吳晞琳作品P.4吳晞琳作品 P.6林孜P.6林孜弢弢作品作品

中華文化書籍中華文化書籍

P.2何嘉曦作品P.2何嘉曦作品
認識昆蟲認識昆蟲

P.2戴詩晴作品P.2戴詩晴作品
昆蟲圖片搜集昆蟲圖片搜集

P.2戴詩晴作品P.2戴詩晴作品
故事改寫故事改寫  11



資資優優發發展展組組
資優發展組本年度繼續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培育活動，同時亦鼓勵不同年級的學生參加各類型的校外比賽，讓他

們能發揮潛能，盡展所長。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出色的表現吧！

校外比賽佳績

校內培訓活動 校外培訓活動

東華傑出學生獎2021/2022
 P.5楊字奡代表本校參賽，與東華三院

評審團會面，成功進入五強。 

2021-2022年度北區優秀
學生選舉

本校有以下同學成功進入決賽，他們

都積極準備，希望能於決賽中取得佳績。

初小組 P.3黃樂詩
高小組 P.6王梓銘、鄧子煥、孫宇涵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本年度共有12位學生參賽，他們於

中、英、數三科共獲得17項金獎、14項銀

獎及5項銅獎，成績理想。而孫宇涵更考

獲三金佳績。

得獎名單如下：

學生姓名 中文獎項 英文獎項 數學獎項

江樂承 銀獎 金獎 銀獎

鄺世峻 金獎 金獎 銀獎

巫文廸 金獎 銀獎 金獎

邱 添 金獎 銀獎 銀獎

邵智鵬 銀獎 金獎 金獎

蘇欣彤 銀獎 銀獎 銀獎

孫宇涵 金獎 金獎 金獎

王梓銘 金獎 銀獎 金獎

張文宇 銀獎 銅獎 銅獎

周芷瑤 銅獎 金獎 銀獎

安芝漪 銀獎 金獎 銅獎

韓天澤 金獎 金獎 銅獎

「全港小小導賞員—我的學校」導賞短片比賽
導賞短片由本校P.5鄭樂意、楊子奡、鍾卓熹、陳雨前及黎睿延同學擔任導賞員，他們運用兩文三語介紹校園的不

同角落，希望讓更多人了解本校的特色。短片經委員會評審後，榮獲冠軍殊榮，成績令人鼓舞。

MKC小主持訓練班
本校邀請了三、四年級中、英文科表現良好的同學參加此課程，希望透過不

同的課堂活動能提升學生演說及表達的技巧，建立他們於人前表達的自信心。

「資優教育基金」：
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P . 5鍾卓熹完成

「 資 優 教 育 基

金 」─ 校 外

進階學習課程並

獲得優良學術報

告分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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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2021年11月30日（星期二）順利舉行，當日通過了家教會2019-21年度的會務及

財政報告、頒發感謝狀予2019-21年度家長義工，並選出了第七屆執委會的家長委員。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正式成立第七屆家長教師會正式成立

感謝一眾家長義工為學校、學生無私的付出感謝一眾家長義工為學校、學生無私的付出

【家長義工聯歡活動】
本校家長義工聚首一堂，進行六色積木體驗及香薰製作，更有大抽獎環節，大家都滿載而歸。

【家長教育講座】
家教會誠邀Vivek Ashok Mahbubani（阿V）為家長進行教育講座。現場及線上的家長都獲益良多！

家家教教會會及及家家長長教教育育

【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第七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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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經常關心孩子的口語表達能力，也許因為溝通的需要，也許明白口語是書面語的根基。除了親子朗讀及說故

事，「回應」也是促進孩子的表達能力的有效方法。

當孩子報告事件後，家長必須要回應他們。假如孩子說 :「今日我同陳小明一齊整咗架飛機。首先，我哋一齊創作

飛機。我哋用顏色筆畫咗喺張圖畫紙度……」家長可以先讚美他願意說話，例如 「係喎，你講得好好。我鍾意聽你講

說話呀。」

如果家長希望擴展他們說話的內容，可以嘗試下列方法。

目標：增加學生的內容

回應方法 例子

1 詳細 你講得好詳細喎。

2 豐富 你講到好豐富嘅資料喎。

3 足夠 你講到好足夠嘅內容喎，爸爸媽媽都好明白呀。

4 有多少個內容 你頭先報告飛機創作嘅活動，我聽到有7個內容呀。好清楚呀。

5 連接詞 你講整飛機講得好詳細呀，最欣賞你有運用「首先」同埋「然後」。

運用以上方法，家長便可透過日常對話促進孩子的表達能力。希望他們越說越詳細，越說越豐富！ 

言語治療師

羅姑娘

家長如何「回應」，才能促進孩子的表達能力？

學學生生支支援援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ollowing students for passing the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and 
Speaking Test with flying colours! 

EnglishEnglish

Gold Certificate金獎
P5 Tjhang Toi Hei （陳岱希）

P5 Yip Yu Ching Angel （葉雨晴）

Silver Certificate銀獎
P5 Chen Rainy （陳雨前）

P5 Chung Cheuk Hei （鍾卓熹）
P6 Chan Pak Shing （陳柏丞）

P6 Su Xintong （蘇欣彤）

Bronze Certificate銅獎
P5 Lau Owen （劉珀均）

P6 Cheung Tsz Sin （張梓羡）

Gold Certificate金獎
P5 Tjhang Toi Hei （陳岱希）
P5 Lo Ting Chi （盧亭之）

Silver Certificate銀獎
P5 Lau Owen （劉珀均）

P5 Tsang Hi Yi （曾喜兒）

P6 Cheung Tsz Sin （張梓羡）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TOEFL Junior 
Speak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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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閱讀古典文學作品的興趣，加強他們理解和欣賞古詩的能力，提高語文素養，中文科舉辦校本「詩情

畫意」古詩書簽設計比賽讓一至六年級同學參加。學生們積極發揮創意，將古詩內容及意境融入畫作，製作出一張張

獨一無二的書簽！

為了推廣中國航天精神，加深學生對中

國航天科技發展及太空探索的認識，六十一

位低年級同學早前參加了「中國航天夢」全

港徵文比賽。本校榮獲全港「最傑出參與學

校獎」，而P.3楊靖蕾同學的作品「如果我是

下一批神舟火箭太空人」更奪得全港「初小

組優異獎」，令人鼓舞！

「詩情畫意」古詩書簽設計比賽

「中國航天夢」全港徵文比賽2021

中中文文科科

三年級三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

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

學生得獎相片學生得獎相片

三年級學生相片三年級學生相片二年級學生相片二年級學生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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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成績

數學智多fun進評龍虎榜
為鼓勵同學努力不懈地學習，數學科設有「進

評龍虎榜」，以表揚在進展性評估中獲取優異成績的

同學。盼望在往後的日子，更多同學登上「進評龍虎

榜」，讓大家能分享你們的喜悅！

成績截止至2022年6月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數學科特意為四至六

年級同學舉行「數學智多FUN」活動。同學們在活動中

積極地解題，並享受數學帶來的樂趣。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五屆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北區）

全場冠軍 P.6巫文廸 P.6邱添 P.6邵智鵬

解難智多星 冠軍 P.6巫文廸 P.6邱添 P.6邵智鵬

數學急轉彎 殿軍 P.6巫文廸 P.6邱添 P.6邵智鵬

第八屆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21-2022）

個人賽 金獎 P.6邵智鵬

個人賽 銀獎 P.6巫文廸

個人賽 銅獎 P.5黃景智

個人賽 優異獎 P.5鍾霈葳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2

P6級別團體 優異獎 P.6江樂承 P.6巫文廸 P.6邵智鵬

金獎 P.6邵智鵬

銀獎 P.5陳思宇 P.6巫文廸

銅獎 P.2林志誠 P.3戴思言 P.4葉冬月 P.6江樂承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2022

（香港賽區）

金獎 P.2林志誠 P.4凌卓嫻

銀獎 P.2周盛東 P.6陳柏丞

銅獎

P.2冼 靈 P.3羅安柔 P.3鍾穎霖 P.4楊雪瑩

P.4葉冬月 P.4郭浩冉 P.5鍾霈葳 P.5戴嘉駿

P.6江樂承 P.6施陳莘平 P.6孫宇涵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晉級賽2022（香港賽區）

銀獎 P.4凌卓嫻

銅獎 P.5戴嘉駿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晉級賽

銀獎 P.4陳逸峯

銅獎 P.2張德罡 P.3戴思言 P.6余振希

數數學學科科

二、三年級得獎學生二、三年級得獎學生 四、五年級得獎學生四、五年級得獎學生 六年級得獎學生六年級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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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黏土創作班輕黏土創作班

為了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媒介的物料，本科於課後活動班安排輕黏土創作班、塑

膠彩畫班及陶藝班讓同學參加，發揮他們的藝術潛能。

塑膠彩畫班塑膠彩畫班

陶藝班陶藝班

視視藝藝科科

常常識識科科
本科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實驗活動、價值觀教育體驗活動等，訓練學生的觀察力

和思維能力，啟發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本科亦與外間機構聯繫，為學生提供課後

線上講座，促進學生多關心身邊事物，從而引發學生關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環境問題。

一、二年級學生運用一雙靈活的小手揉捏出可愛的小海馬及小鯊魚。一、二年級學生運用一雙靈活的小手揉捏出可愛的小海馬及小鯊魚。

三、四年級學生在學習三、四年級學生在學習
用塑膠彩顏料於畫布上用塑膠彩顏料於畫布上

繪畫的技巧。繪畫的技巧。

光的特性光的特性 花的結構花的結構閉合電路閉合電路

線上講座線上講座

五、六年級學生用心製作的作品，稍後素燒完成後，他們會進行上釉的程序。五、六年級學生用心製作的作品，稍後素燒完成後，他們會進行上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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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園分校的一年級已順利完成由專家入課的小鼓班，同學們個個都是小鼓手了！

樂器班及樂團概況
本校各管弦樂團、敲擊樂、樂器班及樂團於本年度仍然積極練習，期待可以能夠盡快在充滿樂聲的校園中

以樂會友。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2）比賽
本校於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2）比賽中，獲得1項冠軍、1項亞軍、2項季軍、24項銀獎及18項銅獎。

本校弦樂團本校弦樂團

P.3陳琛沂P.3陳琛沂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P.5鄭樂意P.5鄭樂意
直笛獨奏（10歲或以下） 亞軍直笛獨奏（10歲或以下） 亞軍

P.6安芝漪P.6安芝漪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P.5彭嘉煒P.5彭嘉煒
五級小提琴獨奏 季軍五級小提琴獨奏 季軍

音音樂樂

一年級專家入課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粵港澳大灣區正能量音樂大賽 
P.4王美華、陳景翰、楊詠詩、郭浩冉、藍智熙
P.5陳岱希、葉倬均、朱承雋、蘇宇曦
P.6丘采怡、郭綺彤、劉恩彤、巫文廸、陳婷婷

弦樂小組 冠軍

香港青年文藝協會 第二屆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大賽 P.3曾柏霖 小提琴獨奏 銀獎  

小提琴獨奏銀獎P.3曾柏霖小提琴獨奏銀獎P.3曾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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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乙 60米 殿軍 9.71秒 P.5林浚琪

男丙 60米 亞軍 9.90秒 P.4傅奕添

團體成績殿軍

女甲
100米 季軍 16.22秒 P.6傅嘉瀅

壘球 亞軍 39.19米 P.6陳雅雪

團體成績優異

女乙 60米 亞軍 9.75秒 P.4鄭映彤

女丙 60米 冠軍 10.45秒 P.3林靖悠

團體成績季軍

本校共派出28位運動員於2021年11月4、5日參加2021-2022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運動員竭盡所能，最

後奪得1項冠軍、3項亞軍、1項季軍、1項殿軍及多項優異成績，當中男子丙組奪得團體殿軍、女子甲組獲得團體優異

獎，女子丙組更勇奪團體季軍。

二年級採用「專家入課」方式（武術、足球及花式跳繩），於上學

期發掘學生的體育潛能，下學期加以深度培訓，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

及發展不同的體藝活動。

疫情下無阻各人參與運動的熱誠，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舉辦虛擬旅程步行活動，校長、家長和師生一同享受運

動的樂趣。

體體育育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專家入課

「一童喜動千萬步」虛擬旅程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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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解決生活難題的能力，高年級學生嘗試把編程與機械結合，完成各項任務；大家能動手動腦、愉快學習，

為瞬間萬變的數碼未來作好準備。

mBotmBot

Lego EV3Lego EV3

電電腦腦及及科科創創科科活活動動
MatatalabMatatalab

本年度，二年級同學透過使用Matatalab，從小發展運算思維的能力及培養積極解決困難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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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enrich students’ firsthand experience, this year we have introduced a wide variety of classroom experiments and 
hands-on scientific activities. We also have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Little Scientists, in which students can explore scientific 
ideas. Let’s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P.1-P.4 students learn theories, 
make crafts and do experiments 
in this extra-curricular class 
for keen and curious learners.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ctivities we do! 

P.1 Students learn about living and non-living things, make observations, hypothesize and define different categories. 

P.2 students are learning about the fundamentals – testing 
materials and recording our observations. These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ll Science! 

P.3 students performed experiments about plants. 
They learn how stems transport water and the key 
elements for plants to grow healthily. 

P.4 Students learn about melting point, boiling point and how sound travels through different mediums. Here you can 
see some of their experiments. 

ScienceScience

Little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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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通通話話科科

圖圖書書及及閱閱讀讀
書本是一個神奇盒子，走進其中便能讓我們穿梭古今、飛天

遁地、直觀人心。

炎炎夏日，窩在家中，靜讀好書，是多麼美妙的享受；漫漫

冬夜，有好書為伴，何懼寒意侵人？

讓我們一起徜徉書海吧！學校舉辦了不

同閱讀活動，如「早晨悅讀」、中英文新書

推介、好書推介、閱讀講座等，又設立閱讀

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多閱讀及參加校內外不

同閱讀比賽。通過這些活動，如能讓同學們

愛上閱讀，享受閱讀，何樂如之！

新書推介新書推介
好書推介好書推介

早晨喜閱班早晨喜閱班

早晨悅讀早晨悅讀

2022年5月1日，本校9位學生參加第二十四屆全

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他們是P.1的黃穎潼、温
遊，P.2的范俊熙、P.4的凌卓嫻、陳芷如、許奕軒、

P.5的陳雨前、安美誼和P.6的邱添。同學自選一個故

事，透過Zoom在線上進行比賽。比賽成績已公佈，

本校5位同學獲得優異星獎（平均分85或以上），4位

同學獲得良好獎（平均分75-84），成績理想。以下

是其中一位獲得優異星獎的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學生心聲

「我很榮幸被老師推薦參加普通話演講比賽，這

次比賽讓我鍛練了自己的膽識，也增長了見識。練習

前我忐忑不安，通過自己不斷練習，最後我在普通話

演講比賽中充滿自信，取得理想成績。」

P.4凌卓嫻

我們希望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不同的普通話朗誦

和講故事比賽，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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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組與中文組合辦「中國文化日」，學生們能夠欣賞雜技、雙節棍表演，進行攤位遊戲（如：燈謎、投壺、蹴

踘等），亦能動手製作小手工（如：麪粉公仔、花燈、中國結繩等），學生能透過不同的活動認識中國傳統的文化。

東華三院教育科舉辦「東華三院聯校歷史問答比賽」。本校於是次比賽中，連續兩屆勇奪小學組冠軍。

獲獎學生（左起）：P5鄭樂意、P5李梓健、P5曾煜淇、P5鍾卓熹、P5楊子獲獎學生（左起）：P5鄭樂意、P5李梓健、P5曾煜淇、P5鍾卓熹、P5楊子奡奡

德德公公

【2021-2022年度「東華三院聯校歷史問答比賽」】

【2021-2022年度「中國文化日」】

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生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生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

學生們既能欣賞表演，又能嘗試參與其中。學生們既能欣賞表演，又能嘗試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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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組裝電容風力車，它利用手搖發電機發電，推動車子前進。我們正組裝電容風力車，它利用手搖發電機發電，推動車子前進。

學生搜集了不同國家的著名景點和美食，學生搜集了不同國家的著名景點和美食，
然後為旅客設計三天的行程。然後為旅客設計三天的行程。

你看看我寫得好不好？你看看我寫得好不好？ 我們正進行匯報。我們正進行匯報。

我們都設計了一張我們都設計了一張
感謝卡給家人！感謝卡給家人！

我們終於完成《我的家》專題研習了。我們終於完成《我的家》專題研習了。

我們學習了讓蝴蝶在盒中飛舞！ 我們學習了讓蝴蝶在盒中飛舞！ 

綜綜合合課課
為了培養學生具備不同的能力，綜合課結合跨學科知識，透過生活化的題材，讓學生

產生更有意義的學習。課程範疇包括STEM、專題研習、閱讀策略和校本特式活動，學生

都很期待參與這非常課堂。

P.1「我的家」專題研習

P.2「蔬果印圖齊分享」活動

P.3「環遊大世界」專題研習

P.2「飛舞的蝴蝶」STEM活動

P.3「電容風力車」STEM活動

透過分享蔬果來製作印圖，我們明白了與人分享，能為自己帶來快樂。 透過分享蔬果來製作印圖，我們明白了與人分享，能為自己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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