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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翰天主教小學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親愛的同學：

　　 本學年快完結了，疫情從 2 0 2 2年 2月再肆
虐，同學們只可以在家網上學習，再見大家已是五月初夏了！

每天看見同學戴上口罩，未能目睹你們天真可愛的臉孔，但從你
們的眼神也反映你們渴望回校上課，也令我想起以下的故事：
　　「有幾個小孩很想當小天使，天父給他們一人一個燭臺，叫他

們要保持光亮。結果一天、兩天......過去了。天父都沒有來，所有小孩已忘記天
父的說話，不再擦拭那燭臺了。一天，天父突然造訪，每個人的燭臺都蒙上厚厚的灰塵，只有一個
大家都稱他為「笨小孩」的孩子，因為天父沒有來，他每天都擦拭他的燭臺，結果這名「笨小孩」
就成了小天使！你們是否那個「笨小孩」？還是「小孩不笨」！
　　學習很簡單，只要我們用心、努力去做便可以！疫情告訴我們，必要珍惜現在，活
在當下；主動學習，勇於面對各種的挑戰，必會有美滿的成果！

MagicMagic

活動開始前，同學按魔術師指示伸展活動開始前，同學按魔術師指示伸展及高舉雙手，一起進行互動魔術熱身及高舉雙手，一起進行互動魔術熱身

透過福傳魔術表演，將透過福傳魔術表演，將
天主愛的訊息及福音的天主愛的訊息及福音的
喜樂帶給同學喜樂帶給同學

魔術師透過魔術表演向一至三年
級同學，

魔術師透過魔術表演向一至三年
級同學，

傳達「愛主、愛人、愛大地」的
信息

傳達「愛主、愛人、愛大地」的
信息

　　聖若翰天主小學在2022年2月23日為一至三年級學生舉辦了
「福傳Magic」活動。香港魔術義工隊主席  Vincent哥哥與同學一同
透過網上直播互動，籍着福傳魔術表演、福傳歌曲表演等，於輕鬆愉
快的宗教氣氛下，加深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活動讓學生明白天主愛
我們，為我們帶來愛的訊息。

學校邀請香港魔術義學校邀請香港魔術義
工隊來校為一至三年工隊來校為一至三年
級同學進行宗教活動級同學進行宗教活動

魔術師透過活動提醒同學可魔術師透過活動提醒同學可
捐錢給有需要的人，以行動捐錢給有需要的人，以行動
去實踐「愛主愛人」去實踐「愛主愛人」



福傳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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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老老師師介介紹紹

  大家好！我是殷偉良老師，十分榮幸可以加入聖若翰
天主教小學這個大家庭。在這學年，我任教數學、常識、

視覺藝術和電腦科。我喜歡藝術創作，因為
藝術能夠提升我們的洞察力，能夠讓我
們更好地了解我們的生活、認識生活中
的美好。我更喜歡和同學一同創作，
一同交流。
  祝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所有師生身體
健康，主恩常在。

　　大家好，我是3C班的班主任陳俊
民老師，很高興加入聖諾翰天主教
小學這個大家庭。今年我主要任教
數學、常識和電腦科。多年教學，
能見證學生的成長是我最大的推動

力及滿足感。生命影響生命，但願
樂觀和正面的我能感染身邊每一個

學生。

　　大家好，我是鞠佩怡老師。很高興可以加入聖若
翰這個大家庭，我除了擔任3B班的班主任，還任教數

學、音樂和電腦科。
在教學外，我喜愛烹飪、露營和閲
讀，一邊煮簡單的料理，一邊聽大自
然不同的聲音，好像不同樂器演奏一
樣，多麼放鬆和愉快！
同學們，你們有甚麼興趣啊？快來跟
我分享！

  大家好﹗我是吳仕泉老師，非常開心今年成為聖
若翰天主教小學的一份子，我主要
任教數學及體育科。在聖若翰天主
教小學裏，我期望能聽到學生的
歡笑聲及看到學生帶著笑容上下

課，開開心心渡過校園每一天。
在此，希望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每一
位家庭成員都健康愉快﹗

　　大家好！我是曹潤茹老師，很高興今年可以加入聖
若翰這個大家庭，今年任教英文、宗教和視藝科，還擔
任一年級的班主任。
  在教學外，我很喜歡烹飪。每
當我的家人夾起我做的飯菜，吃到
嘴裏後臉上流露滿足的表情我都會

有一種莫名的幸福感覺。
  同學們，你們平日喜歡做什麼
呢? 期待你們和我一一分享。

　　大家好！我是陳綽嘉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教學
以外，我喜歡看電影和聽音樂，讓自
己的心靈得到放鬆。很高興能夠加
入聖若翰這個大家庭，期望能與學
生同行，見證大家的成長。我深信
每個孩子身上都有閃光點，只是需
要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就讓我們
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我是羅嘉儀老師，很高興本年加入了聖若
翰天主教小學這個大家庭。我是4B班的班主任，主要任

教中文科及常識科，以及負責帶領低年
級的小女童軍活動。本年的教學令我很
難忘，大部分時間都只能透過鏡頭看
到各位同學，較少時間與各位溝通聊
天，但老師仍然感受到各位的熱情、
活潑有禮，希望疫情過後，大家能多
些互動，創造更多開心的片段。

　　大家好，我叫 Eddy Sir。
  我是今年新加入聖約翰這個大家
庭的，是1 D班班主任，主要任教體
育，數學和常識。
  我畢業於中文大學，主修體育及
運動科學，曾在大專學院，中小學及
特殊學校任教。
  除了熱愛體育運動之外， 我也喜
歡聽歌，煲劇和看書。同學如對體育運動有興趣，也可
找我切磋球技呢。

  大家好！我是江瑞心老師，是2B班的班主任，主
要任教中文科和宗教科。
  我平日最喜歡閱讀、遠足、做
蛋糕和手工，更喜歡吃甜品和說故
事。我很開心成為聖若翰大家庭的
一份子，與你們成為亦師亦友的關
係，希望有機會跟你們有更多的交
流，期待認識你們更多。

江瑞心老師江瑞心老師

殷偉良老師殷偉良老師

陳俊民老師陳俊民老師

鞠佩怡老師鞠佩怡老師

曹潤茹老師曹潤茹老師

陳綽嘉老師陳綽嘉老師

羅嘉儀老師羅嘉儀老師

吳仕泉老師吳仕泉老師

Eddy SirEddy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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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加「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與其他本校學生參加「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與其他
學生的尖子一起學習。學生的尖子一起學習。

　　成長的天空計劃(四年級)於10月開展，並有14名學生
參加。計劃希望能提升學生的正面社會聯繫、提高學生效
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以幫助他們面對成長的挑戰。本
學年因疫情有部分小組活動需要轉為視像活動，但仍有舉
辦學生最喜愛的營地挑戰，讓學生透過體驗歷奇活動，提
升面對逆境時的解難能力，培育積極的態度。

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小組活動成長小組活動

高結構歷高結構歷
奇挑奇挑戰戰

高空繩網高空繩網
挑戰挑戰

　　本校為實踐「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
育，本校以跨專業團隊模式支援不同教育需
要的學生，如︰駐校言語治療師、外聘職業
治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就課程、教學策略
及考試調適等安排作調適，設不同的拔尖補
底學小組及推薦學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推
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照顧不同需要
的學生。

學生支援學生支援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校本課後學
習及支援計
劃-參觀海
洋公園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童夢飛翔
小組「玩出好能
力」，透過遊戲提
升學生專注力。

言語治療師與
伴讀大使為一
至三年級學生
進行伴讀

共融活動-
「遙遠星球
的孩子」小
丑故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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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旋陀螺我最勁，看看誰是我的對手。

過電棒關卡首重手眼協調及手要穩、眼要定。

同樂日同樂日

　　本校於2021年11月18日順利舉行同樂日，當
天學校為學生準備了6個攤位、爆旋陀螺比賽、擲
飛鏢比賽、躲避盤九宮格比賽、跳大繩4個活動及
1個大型滑梯設施。另外，亦安排了學生在課室內
進行班際活動如估領袖、收買佬等，讓學生在當
天能在校園中，享受與師生、生生快樂的時光。
當日學生踴躍參與各項活動，笑聲響遍校園，氣
氛熱鬧溫馨！

看誰眼界最準，擲飛鏢考眼力。

要取得高分，便要掌握時間，不要錯過得分機會。

大型滑梯有兩層樓高，學生滑下十分興奮。大型滑梯有兩層樓高，學生滑下十分興奮。

學生在課室進行不同活動，讓老師與學生共同享樂。

開心換領獎品，獎品琳琅滿目，開心換領獎品，獎品琳琅滿目，
學生花心思選擇。學生花心思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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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活動日

學生精神奕奕地在家中學生精神奕奕地在家中
參與中國文化活動日參與中國文化活動日

家教會活動
親子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緊張又刺激的大抽緊張又刺激的大抽
獎環節獎環節

　　家長教師會於11-12-2021(星期六)
與常識科合辦親子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
博物館活動，對象為小五及小六合共20
個家庭。在活動中，家長與學生一起參
觀位於香港中文大學內的賽馬會氣候變
化博物館，讓大家緊貼及掌握可持續發
展的趨勢，凝聚環保力量。最後更有機
會在中大院區內悠閒地走走，渡過了充
實的一個早上。

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後，大家認識氣候變化的潛在威脅，亦啟發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思維和實際行動。
博物館大使帶領我們參觀

常設展覽館。

我們齊齊在中大院區來個大合照!

為了救救地球，我們
必須在生活態度和行
為上配合，才可應對
氣候變化啊!

校長率領一眾教師跟學生拜年及進行新春活動校長率領一眾教師跟學生拜年及進行新春活動

　　聖若翰天主教小
學於2022年2月10日舉

行了一年一度的中國文
化活動日。雖然受到疫情

影響，本年度的中國文化活
動日以即時視像的形式進行，
但仍然無損聖若翰全體的節慶

好心情，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穿上了各式各樣的中華傳統
服飾來參與活動，讓聖若翰充滿着濃厚的新年氣氛。
　　當天的節目十分精彩，校長率領一眾教師以拜年展
開了新春聯課活動的序幕，向學生和家長送上衷心的祝
福及問候。然後，教師與學生共同獻唱《恭喜恭喜》、
《歡樂年年》等經典賀年歌曲，帶動全場氣氛升温。接
着，就是益智的新春問答遊戲，校長向學生發問一些有
關新年及中華文化的問題，不少學生都回答得快而準，
還獲得了精美的獎品，真是聰明伶俐呢！ 

　　每年中國文化活動日的看點當然少不了華服巡禮，
學校邀請早前於華服比賽中優勝的學生化身小模特兒，
在巡禮中展示他們絢麗多彩的華服，各人都悉心打扮一

番，還配襯了精緻的飾物，十分
應節。活動的壓軸環節是緊張
又刺激的大抽獎！校長和教
師從各班中抽出一位位幸運
兒，送出大量富中國文化色彩
的手工禮物，大家都十分興奮，
場面熱鬧。於是，中國文化活動日
就在一片歡樂聲中完滿結束了。

圖片像素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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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大合照

相隔數年，再次獲得勝利!同學們重拾當年遊戲日的歡樂。

　　你一言，我一語。昔日在學校的片段，浮現在每位畢業生的腦海中。
　　2021年12月11日是剛畢業的同學最期待的日子―第一次以畢業生的身份重返母校。那天「校
友會」聚會，凝聚了去年剛畢業的同學。在梁麟祥校友會主席帶領下，進行了不同的遊戲。校友們
的投入，仿如回到小學的小息時間，笑聲響遍整個禮堂。最叫人難忘的，是校友們能重温他們二年
級遊戲日的活動，明白到當天的「難」便是今天的「易」，只要凡事抱着積極的態度，所有問題都
能迎刃而解的。
　　「真理剛毅，造極登峰」一句唸熟的校歌歌詞道盡每位畢業生在小學的立志。願每一位聖若翰
天主教小學畢業的同學都能持守「真理剛毅」的校訓，讓每一處地方都能看見聖若翰的光。

校校友友會會活活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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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師師專專業業發發展展
　　本校全體教師於2021年10月27日參與「自主學
習工作坊」，陳鋼博士介紹不同的資訊科技平台以提
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和學生學習興趣。教師表示此專
業發展活動配合學生及教師的需要，能增加課堂的互
動性，讓學生自主學習。

　　本校於2021年12月14日聯同兩間教區小學，樂華天主教
小學、天主教佑華小學，參加教育局主辦之「國家安全教育
到校教師工作坊」。教師透過講者解說、討論和互動環節，
理解如何在課堂內外加強統籌策劃以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以
及了解教育局的學與教資源，工作坊使全體教師更清楚認識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教師透過講座增強急救知識教師透過講座增強急救知識

教師接受國家安全教育培
訓

教師接受國家安全教育培
訓

教師閱讀教育局派發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教師閱讀教育局派發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國家安全法讀本》

教師透過討論及分享，檢視本校國家安全教育措施教師透過討論及分享，檢視本校國家安全教育措施

陳博士指導教師如何使用Classkick 及Padlet 軟件
陳博士指導教師如何使用Classkick 及Padlet 軟件

　　本校全體教師於2022年5月12日參與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舉辦之賽馬會「顫動
人心」社區計劃急救教育講座，教師透過
講座增強對急救、CPR及AED的知識，並
提高了安全意識。

本校參與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劃急救教育本校參與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劃急救教育
講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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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參加教育局到
校專業支援服務―課

程領導專業發展，教學團隊於三
年級英文科課程中融入自主學習學與
教策略，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材料、有意義
的學習經歷、正面價值觀的培養及有效的教與
學方法，支援校本課程的持續更新及優化，發展
均衡和連貫的課程，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
需要、興趣和能力及發展。教師透過共
同備課、同儕觀課、教師工作坊、校
內及校外分享會，推動專業交流
和協作文化。

數學科參加教育局
到 校 專 業 支 援 服

務，規劃及落實校本課程持續
更新的發展焦點，推展電子學習及
將自主學習策略滲入校本數學課程。
支援人員於計劃期間與協作教師透過共同
備課、協作課堂及評課會議，推動專業交
流和協作文化，運用適當的學與教策
略，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提升
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規劃
及發展校本課程。

1

2

本年度學校參加以下計劃：

　　學校十分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不同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包括每年引入校外專業支援、與大專院校
合作，安排教師進行專業培訓和活動，如共同備課、觀課、評課、研課、教師發展日及教師專業進修分享，
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學學與與教教專業發展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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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Arts MonthEnglish Language Arts Month
  This  year ’s  Engl ish Language Arts 
mon th  has  been  a  g rea t  success  and 
thoroughly  en joyed by our  s tudents  a t 
SJBCPS. Our months long celebrat ion, 
from the 23rd May to 17th June, has seen 
our students engage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ems and songs, tongue twisters 
and game booths. 

  Through the use of poems and songs, 
students can learn many different themes 
or ideas related to their unit of study. With 
the teacher’s support, students can quickly 
get a general idea of a poem’s meaning 
without getting discouraged if the poem is 
slightly too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engage 
in. As with song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with more diff icult 
l a n g u a g e  a n d  t e x t s  t h a n  t h e y  w o u l d 
normally be used to.  

  Using tongue twisters is an excellent 
act iv i ty to improve one’s pronunciat ion 
of words. For example, in Chinese, the 
sounds for letters ‘ l ’ and ‘r ’ are dif f icult 
when learning English. Introducing tongue 
twisters with these sounds is a fantastic 
way to tackle these difficult sounds. Get 
c rea t i ve  and  c rea te  you r  own  tongue 
twister to shar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O u r  g a m e  b o o t h s  a r e  a l w a y s  a 
tremendous hit with our students!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learn English than through 
play. These activit ies allow the students 
to pract ice and use the di f ferent areas 
of English t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ir 
lessons. There are l i teral ly hundreds of 
games you can discover online to make 
learning fun and engaging. Take a moment 
to surf  the net  to d iscover endless fun 
while learning English!

Mr Shamus is leading the P.6 students in a 
Mr Shamus is leading the P.6 students in a 

self-introductory speaking activity. 
self-introductory speak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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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peaking TipsEnglish Speaking Tips
  H i ,  everyone!  I ’d  l i ke  to  share  wi th 
some tips about how you can practice and 
improve your English when you have no one 
to speak English with. 

  For English learner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about learning English isn’t the new 
language i tsel f  but how they think about 
English.  If you think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and then t ry  to  speak in  Engl ish,  you ’ l l 
a lways  have  t o  t r ans la te  be tween  two 
languages,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even for 
fluent speakers of two or more languages.  
So, thinking in English is a strategy learners 
can use to help improve their English. The 
more you think in English, the easier it will 
be to speak in English. 

  Another tip for improving your English 
i s  to  speak  in  f ron t  o f  a  m i r ro r.  I t  may 
sound funny but the goal of this exercise 
is  to  watch  your  mouth ,  face  and body 
language as you talk. If you get stuck on 
a word or you make a mistake, don’t stop 
speaking! Instead, try to use other words 
to help express your ideas. This way, you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ords or 
sentences you have trouble with.  

  Next, try learning word phrases and not 
just words. Even though you may use the 
correc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t ’s just 
not how English speakers talk.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but  a nat ive speaker  would say ‘How’re 
you doing?’ or ‘What’s up?’  Learning more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can be helpful for 
sounding more natural when you speak.  

  Finally, a fun way to test your English 
speaking is to choose a story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and try to tell that story in English. 
Try to remind yourself to think in English 
as you tell the story. Speak every sentence 
a loud  wh i l e  t r y i ng  t o  f ocus  on  f l uency 
instead of being grammatically correct.  

  Remember, even i f  you have nobody 
to talk to in English, you can stil l improve 
your English while building fluency and most 
importantly, confidence. 

Mr Shamus is teaching reading strategies during recess English Corne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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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公民教育組於9-6-2022(星期四)早會時舉行2021至2022年度一人一花計劃花卉種植比賽頒獎禮。
本年度種植的花卉名稱是三色堇，全校共有22位學生獲頒嘉許狀。今年學校送出的禮物十分特別，是一盆
以苔蘚球作為花盆的蕨類植物。植物直接種植在苔蘚球中，突破了傳統花盆的概念。希望學生能在種植之
中，能繼續體驗種植的樂趣。

陳校長向學生介紹花卉禮物，教導學生要好好愛惜花卉。陳校長向學生介紹花卉禮物，教導學生要好好愛惜花卉。

獲獎學生齊齊來個大合照！

本年度各班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1A周恩宇 1B施姵妍 1C郭宇軒 1D許凱茵

2A黃泓熙 2B郭婕恩 2C陳奕勛 2D陳予晴

3A黃  睿 3B羅  瑄 3C凃慧晴 3D陳紫晴

4A陳子駿 4B王沚潼 4D鍾尚德

5A蔡峻軒 5B周政傑 5C周潔宇 5D黃蔚芯

6B柯海鈴 6C王希雅 6D姜雲珊

2021至2022年度一人一花計劃花卉種植比賽頒獎。2021至2022年度一人一花計劃花卉種植比賽頒獎。

一年級獲獎學生手捧禮物花卉大合照。一年級獲獎學生手捧禮物花卉大合照。

2021至2022年度2021至2022年度
一人一花計劃花卉種植比賽頒獎一人一花計劃花卉種植比賽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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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普科

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比賽

亞軍 6C梁愉琳
季軍 4A李浩瀚
優良獎 3A徐敏津	 4D陳超盈	 5B劉梓茵	 5C温芷芊	 5C曾嘉勝	 6C區渙兒

良好獎
1A安捷朗	 2B陳衍頴	 2B陳子皿	 3A陳佳妮	 3C陳芷欣	 3D吳柱晴	 4D張凱淇
4D潘灝恩	 4D黃梓喬	 4D黃祉皓	 5A趙梓軒	 5C李其霖	 5C葉梓薈	 5D陳振達
6A張凱婷	 6D韋智仁	 6D黃竣鍇

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

亞軍 6A李思瑩
季軍 4A李浩瀚	 6A蔡鍵鋒

優良獎

1A林銘雨	 1B劉嘉恩	 1C鄒筱莹	 1D葉子濠	 2A李詠瑜	 2A馬睿苗	 2A楊雯熙	
2B陳衍頴	 2B楊 軒	 2C李梓瑤	 2D周仁德	 2D黃纤惠	 3A林志明	 3A林冠廷	
3A葉柏鑫	 3B羅 瑄	 3C梁樂渝	 3C莫宇朗	 3C潘彤恩	 3C石志炫	 3D呂信賢	
3D王子健	 4A朱淑恩	 4A鄧慧桐	 4A黃諾怡	 4B陳泓睿	 4B陳 瑤	 4B林銘茵	
4B駱泓澄	 4B葉菁兒	 4B張梓樂	 4C李鎮寧	 4C葉寶琦	 4C葉 朗	 4D黃祉皓	
5A鄧詩媛	 5A李梓希	 5B周政傑	 5C陳熙瑜	 5C陳家怡	 5C莫穎彤	 5C祁卓希
5C施宇軒	 5C曾靖軒	 5C葉梓薈	 5C周潔宇	 5D陳樂怡	 5D嚴沛棋	 6A卓劍寧	
6B鍾尚榮	 6B郭羽綺	 6B施子涵	 6B曾子珊	 6C區渙兒	 6C張嘉彥	 6C蔡文燁	
6C梁愉琳	 6C蔡芷欣	 6C王希雅	 6C伍慧嫻	 6D鄒俊權	 6D張津臻	 6D黃靖迦	
6D顏玉嘉

良好獎

1A周恩宇	 1B施姵妍	 1B蔡智揚	 1C曾鈺彤	 1D林泳詩	 1D王熙澤	 1D許鍶佳	
1D曾筱喬	 1D張梓曦	 2C梁家盈	 2C駱泓然	 2C温皓輝	 2C姚芷萱	 2D聶友文	
2D張 萊	 3A潘凱瑩	 3B張晓彥	 3C黃子瑜	 3C王映懿	 3D黃聖軒	 3D邱文婧	
4A廖嘉寶	 4A冼俊文	 4C吳雅澄	 4C王子鍩	 4D徐立豪	 5A蔡峻軒	 5B楊宇軒	
5C洪浩博	 6A陳嘉泓	 6C陳康燁	 6C朱幸瑜	 6C李沛盈	 6C石芷楠	 6D馮譽烯	
6D溫芷欣

英文科
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比賽

冠軍 6A胡紫琳
亞軍 5C朱學而
季軍 4B陳泓睿	 4B駱泓澄	 4B葉菁兒

優良獎

1A羅俊桸	 1A周恩宇	 1B朱錦洪	 1C鄭皓元	 1D陳雅欣	 2A陳紫晴	 2A張樂延	
2A梁展騊	 2B陳衍頴	 2B梁梓溋	 2C何嘉傑	 2C駱泓然	 2C吳蕊妮	 2C姚潤皓	
2D周仁德	 2D任嘉盈	 3A黃欣瑤	 3A潘凱瑩	 3B陳心怡	 3B劉亦然	 3B羅 瑄	
3B謝孝瑤	 3C蔡嘉怡	 3C莫宇朗	 3C任嘉希	 3D林晞雯	 3D蔡曦瑩	 3D邱文婧	
4A許心暉	 4A李浩瀚	 4A廖嘉寶	 4B何穎珊	 4C佘霈琳	 4C蘇芷盈	 4C徐浚熙	
4C汪芯頤	 4D陳超盈	 4D陳春林	 4D徐紫瑤	 4D洪潁蕾	 4D黎令姿	 4D黃祉皓
5A曾沛妍	 5A楊凱汶	 5B劉星毅	 5C莫穎彤	 5C邱穎晴	 5C周潔宇	 5D潘梓軒	
6A李思瑩	 6A曾佩儀	 6A卓劍寧	 6B李俊軒	 6B柯海鈴	 6B曾子珊	 6B黃楚蕎	
6C區渙兒	 6C蔡文燁	 6C朱幸瑜	 6C梁愉琳	 6C呂顯揚	 6C曾藝琳	 6D鄒俊權	
6D温芷欣	 6D黃竣鍇

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比賽 良好獎 1A李卓妍	 1A曾嘉懿	 2A許芷殷	 2A王詩涵	 2C鄧雅茹	 3A林冠廷	 3D蔡灝陽	
4A蔡佳穎	 5B郭津津	 6B盧廸雅	 6C張嘉彥

數學科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個人賽銅獎 5D許焌廷	 5A黃梓健

個人賽優異獎 6B鍾尚榮	 6D曾恒樂
2022華夏盃晉級賽 一等獎 2A黃灝庭

三等獎 3A葉柏鑫	 3B羅 瑄	 5B周政傑
AIMO	晉級賽2022 銅奬 4B葉菁兒	 5C曾靖軒

常識科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複賽 銅奬 5B楊宇軒

第三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

銀奬 5B楊宇軒	 5D許焌廷	 6D馮譽烯
銅奬 5C祁卓希	 5C韓 葉	 6A何紫瑜	 6B黃楚彤	 6B曾子珊	 6D張津臻	 6D姜雲珊	

6D施彥均

視藝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學) 冠軍 3A黃欣瑤

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
銀獎 5D陳樂怡
優異獎 5A李 恩	 5D宋紫彥
佳作獎 5A曾沛妍	 5A陳善琪	 5D林芷瑛	 5D林芷瑤	

GREEN	&	ME──創意樹屋大集！ 入選佳作 6A李詩潼			 6A卓劍寧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填色比賽 優異獎 5C葉梓薈	 5D陳樂怡	 6C伍慧嫻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5D陳樂怡	 6C伍慧嫻
古代傑出人物選舉繪畫比賽 最妙筆生花獎 6A卓劍寧	 6A胡紫琳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	-		

全港青少年網上繪畫比賽2022 優異獎 6A卓劍寧

音樂科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一級獨奏

銀獎 2C李梓瑤
銅獎 4D鄭穎煒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二級獨奏 銀獎 3A吳東承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三級獨奏

銀獎 6A黃海琳
銅獎 4D黃祉皓	 5A彭珮汶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四級獨奏 銅獎 5C葉梓薈	 5C陳家怡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箏獨奏	-	初級組

金獎(冠軍) 3B羅 瑄
金獎(亞軍) 6C梁愉琳
銀獎 4A許心暉	 4A廖嘉寶	 4C佘霈琳	 4D黃祉皓	 5A魏伊琪	 6A李思瑩	 6C區渙兒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箏獨奏	-	中級組 銀獎 4D陳超盈

2021-22年度校際活動獲獎記錄2021-22年度校際活動獲獎記錄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