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學 年 學 校 開 展 更 多 學 生 團 隊 的 活 動 平 台 ， 並 在 六
年級推行領袖訓練計劃，以「BE THE GEESE」為計劃目
標，透過團隊及歷奇活動進一步培養合作精神，深化個人
的領袖特質，讓孩子更了解及欣賞自己。

  我們深信每位孩子均有個
人的特質，可在校內不同崗位
和平台展現出來。我們提供多
元的學習經歷，重點培育學生
的領導才能，讓他們將來為社
會作出貢獻。

地址：新界上水清城路6號 電話：2668 9088 傳真：2668 0278 
網址：http://www.wisdom.edu.hk 電郵：school@wisdom.edu.hk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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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賣品）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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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菩提」與同學一起學習戒除瞋心，讓大
家的身與心得以平和。

服務同儕的經歷讓孩子們心懷喜悅，享受團隊的生活。

服務團隊秉持「自
利利他 自覺覺他」
的慈悲精神，幫助
幼小。

「反思」活
動帶出孩子
的心低話，
了解自己，
欣賞他人。

同舟共濟，互相扶持，彼此激勵，跨越障礙。

用心肩負不同的角色，方可組成如「雁群」般的強大領袖團隊。

Believe in our kids and lead their ways.

突破自我界限  盡顯領袖潛能

「 捨 」 去 個 人 的 休 息 時 間 ， 為 學 弟 妹 謀
「得」知識和歡樂。



環保學習日
  不一樣的「環保學習日」  以創
新的形式讓孩子體驗環保的生活模式。
我們以「非電子娛樂」為主題，透過多
元化的活動和遊戲，期望學生在現今電
子化的世界中，懂得以環保方式進行娛
樂活動，維持身心健康；培養學生的社
交溝通、體能發展及思考認知等能力。

齊齊製作別緻的節慶飾物

腦筋急轉彎，大家認真研究復原扭計骰方塊的方法。

爬爬爬，手腦並用，怎樣才能最快到達終點呢？

製作大小羅馬炮架，
讓 學 生 掌 握 槓 桿 原
理，啟發創意思維。

創新 學習 經歷   舒展 學生 身心    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沒有因疫情停止！學校引入創
新的元素，以構建更豐富的學習平台；多項恒常學校大
型活動以嶄新的模式舉行，讓不同特性及需要的學生體
驗全新的「全方位學習」。

不同的桌上遊戲令學生愛不釋手

學生第一次製作肥皂，
大家滿載而歸。

師生一同切磋棋藝



周末興趣班及團隊訓練
  為了讓學生持續參與各種不同的團隊
活動，學校在星期六舉辦校隊訓練、音樂
及視藝興趣班，讓孩子的身心靈得以健康
成長。

學生為《喜羊羊與灰太狼》配音時有板有眼，連專業配音員也稱讚呢！

二胡班的學生正在認真地拉奏二胡 

學生在網上展示學習成果

艱苦訓練的堅毅心，沒有因疫情而停下來。

球來球往，羽毛球隊員各不相讓！

創新 學習 經歷   舒展 學生 身心

體能大考驗，看看誰是「麻包袋跳」之王？

實體版的巨型「九宮格」考驗大家的反應和判斷力

小手帕凝聚大家，共享時光。

悅耳的古箏聲令人陶醉



增設遊戲及活動空間
  學校重視孩子的品德情意發展，透過優化校園空間及設備，在
不同樓層增設遊戲區，擴闊學生的休整空間；善用桌上遊戲及運動
設施，提供平台讓學生舒展身心、提升社交能力，進一步促進孩子
的情意發展。

低年級學生到一樓遊戲區參與不同的桌上遊戲，同儕互動，寓遊戲於學習。

高年級學生到五樓遊戲區遊玩，透過不同的設施和活動，促進身心的健康。

創新 學習 經歷   舒展 學生 身心

遊戲區管理員負責遊戲區的日常運作，並協助維持秩序。
孩子可課餘時體驗划艇的樂趣



  學校舉行校內周年校運會——「運動繽紛嘉年華」。透過多元
化的體育活動，讓學生體驗多種新興運動，以享受做運動的樂趣及
促進體能發展，建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習慣，保持身心健康。

地壺——用力合適及瞄準方向，
才能把地壺推向得分區。

平板賽艇——我們在校園裏也能體驗水上活動，既好
玩，又能訓練背肌，一舉兩得。

躲 避 盤 ——
對準目標投
擲，看看誰
是贏家？

划艇機——師生大比拼，同向目標邁進。

木球——學生嘗試以球桿擊
打木球通過球門，難度越
高，挑戰越大。

芬蘭木柱(Molkky)——學生需要手腦並用，思考如何運用不同策略才可得分。

合球——講求合作性，發揮團體精神，多有意義的 一項運動。

運動嘉年華  齊享運動樂

第二季度充电器接口



2021-2022年度上學期學生表現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團體季軍

TOEFL Junior 國際認可英語考試

Level 5：6A 何宏軒  6B 寧子璨  6D 余炅聲
Level 4： 5B 余瑋善   5C 余皓程 6A 何穎貞
 6A 劉匡正   6C 趙樂儀 6C 李嘉傑
Level 3：6A 陳彥霖 6A黃梓宸 6A谷盈欣
 6B 麥天賜   6B吳奕晞   6D盧芊羽
 6E 張恩慈 6E何浚睿 6E袁枳錡

TOEFL Junior 國際認可英語考試(口語)

GRADE 9：6A 劉匡正 6B寧子璨
GRADE 8：6A 陳彥霖 6A陳昱升 6A何宏軒
 6A 何穎貞 6C李嘉傑 6D余炅聲
 6D 盧芊羽 6E簡啟恒 6E何浚睿
 6E 張恩慈 5B 余瑋善
GRADE 7：6A洪逸朗   6A黃梓宸   6B麥天賜
 6C趙樂儀   6C李朗維 6E黎智謙
 6E袁枳錡

4B 卓奕靜

2021-2022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100米 第一名
4B 羅漪琳 女子丙組 100米 第一名
6E 袁枳錡 女子甲組 400米 第二名
5B 卓奕騰 男子甲組 100米 第三名
6D 蔡夏濤 男子甲組 400米 第三名
6A 程煒婷 女子甲組 60米 第四名
5C 湯柏謙 男子乙組 100米 第四名
5A 李澤成

2021-2022年度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殿軍
6A 陳昱升
6D 梁嘉瀚
6D 黃星羲
4B 殷子喬 第十四屆星舞盃舞蹈比賽2021 爵士舞 高小組銅獎
1B 薛芮熙 第十三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6歲或以下單人組倫巴舞季軍
6D 周承希 2021年福田超級關聯賽

「少年兒童春季游泳比賽」
U11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一名

6D 周承希 男子U11 100米自由泳 第三名
6D 周承希 2021年福田超級關聯賽

「少年兒童春季游泳比賽」
男子U11 50米自由泳 第四名

6D 周承希 U11 4x50米混合泳接力 第四名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5C 梁岄琳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小學五年級組季軍
4A 侯寧怡 2021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普通話獨誦 金獎
2D 陳子充 ASIA KIDS TALENT英語朗讀比賽 冠軍
2D 陳子充 朗誦之星秋季評選賽2021 廣東話詩歌 季軍
2D 陳子充 2021年度IPEL盃朗誦比賽 廣東話金獎
6B 麥天賜 2021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銅獎
6B 麥天賜 2021年第三屆國際線上閃算比賽 Group D組 季軍
6C 李嘉傑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Bronze Award
6A 黃梓宸 第六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二等獎
6A 何穎貞 香港青年朗誦節2021決賽 小學英語組 銀獎
5D 呂芍賢 香港盃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數學邀請賽 五年級組 銅獎
5C 楊梓唯 深圳市福田區第七屆國際象棋等級賽 第三名
6C 朱小鵬 第二十七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際青年展 青少年 金獎
5A 辛 穎 IYACC第十三屆國際公開繪畫比賽 金獎
2D 鄧雅悠

和諧家庭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2E 陳汶希 季軍
3C 張孝賢 優異獎
2B 鍾佩妍 優異獎
4B 蔡美婷 優異獎
5D 侯賀維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
填色比賽

優異獎
5D 呂芍賢 優異獎
6A 何宏軒 優異獎
6C 趙樂儀 優異獎
6C 李建邦 優異獎
2A 張肖羽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2021 初小組填色比賽金獎
2D 鄧雅悠 全港親子繪畫比賽 初小組冠軍
2D 鄧雅悠 「瞳」遊大自然填色及繪畫比賽 初小組冠軍
2D 朱雅雯 「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 創意填色比賽—優異獎
6C 隆佳靜 星樂盃2021全港才藝邀請賽 高小組 聲樂獨唱 金獎
4A 侯寧怡 第十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木管樂比賽 木管樂(長笛)冠軍
5D 李元慶 李斯特杯第十二屆國際鋼琴公開賽 兒童B組 一等獎
5C 楊梓唯 第七屆澳門 - 亞太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第六級組 一等獎
6C 朱小鵬 2021年第六屆深圳打擊樂藝術節 少年組 一等獎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
週年大會選舉及財政報告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環保學習日活動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經過選舉
投票後，新委任為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及
職務如下：

職務 委員姓名
主席 王曉萍女士

副主席 黃美旋女士 鄧樂然老師
司庫 魏淑平女士 鄭楚萍主任
文書 楊海嵐女士 盧詠儀老師
活動 張宜煒女士 胡竣揚老師
聯絡 吳貫珊女士 鄺曉彤主任
課程 謝凱盈女士
會籍 葉文慧老師
稽核 鍾淑玲老師
總務 何嘉麗老師

  由於疫情的關係，2020-2021年度財政
報告透過電子通告向家長發佈，並在家長支
持下，順利通過財政報告。

    本 會 使 用 實 時 網 上 視 像 會 議 形 式
（Zoom Meeting）舉行「培育子女良好品
格」及「培養好情緒，提升孩子學習動機」
的家長講座，讓家長在疫情下，繼續學習，
充實自己，與時並進，並活用所學協助子女
成長。

  家長義工協助推
行「環保學習日」。
環保學習日活動多采
多姿，家長義工協助
維持學生的秩序，疏
導人流，關顧他們的
安全。

  本學年，校友們積
極 地 回 校 協 助 學 校 推
行「小一家長會暨新生
體驗日」，指導小一學
弟妹們適應小學學習生
活；協助進行「正慧學
習歷程」活動，讓幼稚
園小朋友感受在正慧學
習的樂趣。

運動嘉年華  齊享運動樂

家長教師會

編輯委員會
梁翠珍校長 趙偉龍副校長 
周逸鳴老師 陳偉玲老師 
陳曉玲老師 陳嘉儀老師 
黃文采老師  

校友會

老師和校友齊參與，指導幼稚園生做趣味手工。 校友細心照顧小一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