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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本年度共錄取932學生，分別為男生509人及女生423人。

教師與班級比例
全日：1.5：1

校長和教師學歷
Ａ.  校長和教師合共62人，學歷如下：
　  95％持有認可教育文憑 
　  98％持有大學學位
    24%持有碩士學位
Ｂ.  現已編入學位職系的共56人：
　   包括校長、兩位副校長、9位主任、  
 43位教師及一位外籍教師。  
C.  教學經驗
本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圖示如下︰

學校簡介
辦學宗旨
「佛化教育，以人為本」是香海正覺蓮社一貫的辦學
精神。

 ★ 實 踐 佛 化 教 育 ， 有 教 無 類 ， 德 、 智 、 體 、 群 、
美、靈六育並重，慈悲關愛，推動優質教育。

 ★ 以「覺正行儀」為校訓，辦學使命是要培養正知
正見，要求學生勵志學行。本著佛陀教化精神，
在協助學生建構學科知識和開拓世界視野外，更
讓學生認識佛理，建立正確人生觀，具備良好品
德操守，俾能日後貢獻社會、造福人群，以達佛
化教育目標。

學校教育目標
 ★ 引導學生認識、了解及實踐佛陀的教誨。
 ★ 培養學生高尚的品格、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進取

的精神。
 ★ 發展學生學習策略，加強「兩文三語」及數學的

根基。
 ★ 發展學生各種共通能力，奠定學生終身學習的基礎。
 ★ 發展學生體藝才能，讓學生得以全面發展。
 ★ 培養學生關心社區、服務社群及愛國愛港的精神。
 ★ 鍛煉學生強健的體魄，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 發展教師專業，持續提升教學能量。
 ★ 推動家長教育，促進家校合作，讓學生有效愉快

地學習和成長。

學校使命
　　積極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知識、
社交、身心和態度等方面得到均衡發展，使他們有更
多機會發展個人的潛能和接受均衡的教育；致力提供
多 元 化 的 課 程 ， 讓 學 生 置 身 於 兼 顧 學 術 、 體 育 、 藝
術、健康和安全的環境中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開班情況
本校一至六年級合共開設三十班。

教職員資料
　 　 本 校 共 有 教 職 員  8 4  人 ： 包 括 校 長 、 兩 位 副 校
長 、 十 位 主 任 、 一 位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 四 十 六 位 教
師、兩位外籍英語教師、一位駐校言語治療師、一位
駐校社工、一位行政主任、一位助理行政主任、一位
文書主任、一位助理文書主任、兩位文書助理、一位
技術支援人員、一位助理技術支援人 員、一位學生輔
導員、一位訓輔助理、四位學生支援助理和六位教學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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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停課期間設立
「『疫』境中有你」分享平台，

讓師生上載短片、相片或文字，分
享 停 課 期 間 的 生 活 點 滴 ， 互 相 支

持 ， 互 相 勉 勵 ， 實 踐 佛 陀 慈 愛
的精神。

　　自今年一月下旬，我們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威脅，教育局宣布停課。停課期
間，學校一直關心學生的成長及學習，全體教師及職工上下一心，努力不懈，讓學生能
夠在停課之餘，仍然在家持續學習，繼續實踐正慧精神（尊重、感恩、關愛、堅毅、責
任和誠信）。疫症無情，人間卻滿載真情，學校為家長和學生發放正能量，同抗逆境。

用行動表達感恩-製作感恩卡送

給醫護人員
孩子分享停課時的生活，關愛身邊的家人和寵物-小龜。

各級老師準備豐富的網上學習資源，讓學
生也能在家有效學習。

「疫」境見真情

　　疫症肆虐，全港停課，
學 校 在 學 教 、 培 育 方 面 的 工 作

從 沒 停 止 ， 老 師 積 極 規 劃 課 程 及 備
課，透過多樣化的模式教導學生，讓
學生繼續保持學習。學校亦關顧家長，
免費派發防疫包，同抗疫境。職工們

目 標 一 致 ， 緊 密 清
潔 和 消 毒 校 園 ，
為 復 課 作 最 佳 及
最 妥 當 的 準
備。
班主任以實時網上視像會
議形式(ZOOM MEETING)
進行班級經營活動

教育局同工訪校，認同本校推行「停課不
停學」的措施。

向家長派發由香港觀宗寺、香海正
覺蓮社、覺光法師慈善基金及人間
有情慈善基金捐贈的防疫包

    因停課關係，
本年度的活動有所
調適。歡迎家長瀏
覽學校網頁，了解
學校各範疇的恆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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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科技活動中心」由「優質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撥款成立，於2019年10月啟用。活
動中心旨在進一步推動STEM教育，提供空間及設備，誘發學生學習科學及STEM相關主題的興趣，提供動手做
的機會，實踐所學，享受學習過程中的樂趣，是孩子能變為小小科學家進行探索的好場地。

中心設有加氣機，讓學生為模擬車輛注入空氣動能。

「走進細胞的世界」－孩子專心聆聽如何

處理滴在細胞上的化學溶液

學生透過顯微鏡專心觀察生物細胞的結構

創建．創新．創意

  活動中心提供空間及設備推行
常識科「科探」主題活動，例如
「五感感知」、「歡樂傳聲筒」、
「環保保暖瓶」、「小型環保冷氣
機」、「環保動力船」及「愛心防
滑鞋」等。學生透過不同的探究活
動，發展創造、協作和解難能力，
並培養科學探究的精神。

學生齊做實驗，認真觀察結果。

  高年級的多元智能課－
「走進細胞的世界」課程，
學生運用顯微鏡觀察動植物
的細胞動態及結構，走進神
秘而美麗的細胞世界。

  學生課餘參加「創客小精
英」活動，變身設計師，在
「創意科技活動中心」共同探
究，運用空氣及電的科學原
理，設計及拼砌出屬於自己的
動力小車，並進行測試及比
賽。動手又動腦，多好玩！

水的淨化實驗－運用ipad照相機拍攝
過程，幫助理解水的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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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籃球場 

　 　 我 校 佔 地 面 積 達 7 0 0 0 平 方 米 ， 空 間 開
闊 ， 建 有 教 學 主 樓 及 多 功 能 大 樓 ， 設 備 完
善。毗鄰綠草如茵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環境
清幽，為莘莘學子提供理想的學習園地。

設施完備
＊ 教學大樓：設有三十間空調標準課室；電

腦、實物投影機及影音設備一應俱全。各
樓層更設有多功能學習室：英語樂園、智
趣數學園、校園電視台、中國文化軒、三
學坊及綠悠天地，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 多功能大樓：設有學生活動中心、多用途
場地（陳鴻琛堂）、近二千呎的中央圖書
館、兩間電腦室、創意科技活動中心、文
化廊、彩虹廊、Wisdomland、視覺藝術
室、音樂室、電子琴室及禮堂，配合全方
位學習活動。本校更有綠色廚房，午膳為
「現場分飯」模式，推動環保。

＊ 戶外設施：建有露天劇場、小型足球場、
陰雨操場、三個籃球場、標準賽道、溫室
及小型耕種園地。

育苗園地
文化廊

Wisdomland

創意科技活動中心

地下午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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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樂園

電腦室 

音樂室 

學校禮堂 

視覺藝術室

校園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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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ET teacher, Miss Sandie, is having a shared 
reading lesson with her students.

Intensive support is given to students through 
small group teaching.

Students play scrabble games to learn new words.

Students are performing a play following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A school-based reading programme has been developed 
in P.3 and P.4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learner growth. 
Guided reading activities continue to be conducted in 
the school-based NET lessons in P.5 and P.6. 

Promoting Reading Culture
To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various book 
series are promoted in the school library. Students can 
borrow these books and enjoy some related activities. 

English around Wisdom
Reading is Fun!
Reading is essential to learning a language. To stimulate interest in reading, different school-based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are arranged for our students. 

Literacy Programme
This programme is designed for P.1 and P.2 students to foster thei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hrough a sustainable literacy programme with a focus on shared and guided Reading.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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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student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riting.

Focusing on the foreign teacher, students listen to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Students are keen to design their own storybooks.

Students take turns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in English.

A s tuden t  reads  a loud  the 
sentence with the help of an 
English ambassador.

English Activities
To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various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for our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year. 

Bookworm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convers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games. They enjoyed designing and creating their own storybooks. 

English 
Speaking Day
Students read sentences 
and practise speaking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an English environment.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Students read and learnt about the game 
rugby in English. They then applied the skills 
learnt whilst playing mini rugby games. e-Writing in Action

Students learnt to use effective 
wr i t ing st rategies  and graphic 
organisers to create their own writing, 
and publish their final work online.

Students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coach to learn about 

the rules of rug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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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舉隅） 學習目標
一年級 各有不同 明白每個人都有所不同，我們要互相尊重。
二年級 各有所長 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要用堅毅的態度去改善自己。
三年級 做個好鄰居 了解與人和睦相處的重要性，以及鼓勵學生關愛身邊人，例如鄰居。
四年級 同一天空下 了解不同種族人士在香港生活的情況，鼓勵學生接納及關懷不同種族人士。
五年級 沒有牆的世界 明白殘障人士所面對的困難，並以尊重、關愛的態度助人。

六年級 不要歧視 明白特殊需要人士的需要，鼓勵學生接納及關懷他們，以及教導學生在日常生
活中如何與他們相處。

禮儀大使肩負推動禮儀教育的重任

愛心大使探訪長者安老院舍，
與長者交流做運動的心得。

透過訓練活動，提升風紀的團隊合作精神。

服務團隊成員照顧學弟妹，
宣揚關愛的校園文化。

透過德育課，培
養學生關愛及感
恩的態度。

正慧「三好」幼苗品德好

正慧精神

服務團隊

課程：關愛

德育課程　 　 我 校 積 極 培 養 學 生 「 尊 重 、 關 愛 、 責 任 、 堅
毅、誠信、感恩」六種正面價值觀，透過德育課及
多元化活動，例如早會、課間活動、義工服務、領
袖培訓等，讓學生了解價值觀在待人處事方面的重
要性，期望他們在小學生活中能成為具備「正慧精
神」的三好學生　　品德好、學得好、身心好。

　　設立不同服務團隊，例如風紀、學長、愛心大使、
禮儀大使、關愛大使等，透過領袖訓練日、學生會議、
義工服務等，讓學生實踐所學，培養領袖素質。

　　德育課程由教師及學校社工按社會現況及本
校學生的成長需要共同編訂，從「個人」、「家
庭」、「學校」、「社會及國家」、「世界」五
個範疇擬定不同的課題，並積極建構平台，讓學
生透過觀察、討論、反思及實踐等方式，建立正
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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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展現關愛之心，與學弟一同閱讀圖書。

　　透過不同的平台，鼓勵學生
常 存 感 恩 及 關 愛 的 心 來 關 顧 身
邊 的 人 和 事 。 縱 然 因 疫 情 而 停
課，仍繼續持守及實踐「正慧精
神」，並鼓勵學生認識世界，從
而提升學生的世界公民意識，培
育他們成為良好的世界公民。

「祝福遍慧園」活動：教師及學生拍攝生日照片

用堅毅的心去照顧幼小的農作物 
停課期間，師生透過不同的平台，上載短片、
相片或文字，分享心中所感所想。

鼓勵學生在家製作環保
玩具，實踐自學精神。

雖然臉戴口罩，仍難掩蓋佛誕放生的歡欣。
同心合力製作心意卡，為醫護人員送上
無限支持及關心。

「疫」境中的「正」能量

建構關愛及感恩校園氛圍，將關愛之心

由家庭、學校層面延伸至社區及世界。

　　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與態度是學生成長的重中之重，在抗疫的艱難時
期尤為重要。　
　　我校以保持家校的連繫、協助家長和學生維繫親子關係及持續培養學
生正面價值觀為目標，透過圖書、短片、網上資源、生活習慣紀錄冊、各
類網上小組、網上週訓、小型比賽、網上講座等媒介，重新構建平台，讓
學生持續學習與成長，達致停課不停學。
　　同時，我校設立了不同的專題分享平台，讓師生、家長上載短片、相
片或文字，分享停課期間的生活點滴，互相支持和勉勵，期望在疫情的阻
隔下，拉近師生、生生、家校的距離。

「 『 疫 』 境 中 有 你 」 S e e s a w 互 動 平台-製作母親節心意卡，表達孝意。 11



　　為切合不同學習階段
的學生需要，優化各級中
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
的單元設計和教學策略，
並調適課堂含量。

一年級的中文圖書課真好玩，學生在扮演不同的動物。

動物特工隊到校探訪，
讓 學 生 明 白 如 何 實 踐
「護生」的精神。

　　按學生在不同階段的特性，調適家課及評
估卷的質量，提升評估素養，促進學生學習 。

三年級的學生進行跨學科學習，
以流利的英語訪問外國遊客。

經過小組協作及討論後，學生共同
展示在數學課中的學習成果。

　　配合教育的最新趨勢，各科持續更新課程，同時讓學生學會學習，掌握多元的學習策略，推動有效學習。

策略 目的及執行方法
中文識字策略 於一年級推行校本識字課程，引入自編教材，讓學生有系統地掌握大量識字的策略。
閱讀圖書策略 於中文科及英文科推行圖書教學，透過選取合適的圖書，配合單元教學，全面發展學生的閱讀策略。

學習英文字彙策略 於一、二年級推行Literacy Programme，透過大量閱讀英文圖書，增加識字量，學習基本語文知識。
英語拼音策略 為了讓學生能掌握拼讀生字的技巧，協助他們閲讀英語圖書，於一至三年級推行校本英語拼音課程。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英文科任與外籍教師於一至六年級舉行分組閱讀計劃，安排不同能力的學生閱讀適合他們程度的圖書。
於一至三年級推行跨課程閱讀，有效發展閱讀策略。

數學解難策略 協助學生建構清晰的數學概念及提升解難能力，設計有趣的學習活動，並加入解難元素，同時加強課後
延伸活動，以鞏固學習成效。

研習技巧
於一至三年級推行不同主題的跨學科學習活動，四至六年級更以小組協作形式製作STEM專題研習報告，
五、六年級於中文科亦進行以單元為主題的專題研習，讓學生掌握基本的研習技巧及進一步培養溝通、
協作、解難、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和運用資訊科技等不同的共通能力。

探究能力
於常識科課堂讓學生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如溫氏圖、天平圖等，逐步建構高階思維能力。設計富探究
元素的課堂活動，如小實驗、測試活動及科學小設計等，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

運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進一步加強以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音樂和體育科分別於不同年級推行
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的計劃，促進互動學習，加深對課程內容的學習，提高學習的成效。 

創造力、溝通、表達、協
作和解難等共通能力

加強課堂互動元素(如小組討論、匯報及角色扮演)，培訓學生成為籌組活動的小領袖、小司儀及小導遊，
提升溝通、表達及協作能力。
逐步推廣STEM教育，讓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基本技能和素質。除通過相關的常識科學習活動，如四年
級的環保冷氣機、五年級的環保動力船、六年級的愛心防滑鞋，亦於三年級電腦課程開始加入coding(編
程)、五年級開設以「走進細胞世界」為主題的多元智能課等，協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把平日所學
融匯於日常生活中，加強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創意、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

　　為讓學生能有自信及主動地學習，我校繼續因應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
的特性，於課堂教學加強支援學生學習。

優化單元設計

持續優化家課質量及善用評估卷，有效回饋學與教。

掌握多元的學習策略
四年級的學生參加《小小科學家探索活
動》，認真地觀察實驗結果。

學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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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提升閱讀興趣
停課不停學閱讀分享活動
　　於停課期間，為鼓勵學生停課不停學，運用
SEESAW平台，透過生生及師生互動，讓學生在家
也可參與圖書分享及閱讀活動，繼續培養閱讀的興
趣和習慣。

yy 提升校園閱讀風氣
增設早讀時段
　　於時間表內設早讀時段，讓師生一同閱讀，營
造閱讀氛圍。

增設流動圖書館
　　為方便不同年級的學生借閱圖書，於早會前及
午息時段增設流動圖書車，鼓勵更多學生閱讀。

yy 好書分享時段
　　邀請老師、外籍教師及學生於早會透過校園電
視台分享不同類型的圖書，故事爸媽於早會前及午
息講故事，一同推廣校園閱讀風氣及文化，全方位
營造濃厚的閱讀氛圍，更設中、英文閱讀週，鼓勵
學生日日書隨身，養成隨時閱讀的良好習慣。

yy 豐富閱讀的經歷
「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
　　推行校本「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透過完成
每月的專題閱讀及填寫閱讀紀錄冊，讓學生能多閱
讀、樂分享及從閱讀中自學，拓寬閱讀的經歷。

參加閱讀交流活動
　　安排學生參與不同的
閱讀交流活動，透過多元
的閱讀活動，進一步豐富
學生的閱讀經歷。

yy 發展資優教育
進一步協助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學生，讓每位學生都能發揮所長。透過有系統的拔尖計劃，辨識學生於學習
或活動中的天賦才能，甄選資賦優異的學生參加合適的活動和訓練，讓學生有更多發掘潛能的機會。又安
排四至六年級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成績卓越的學生參加精研班，提升學習效能。

yy 加強幼小銜接
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照顧，除推行雙班主任制外，透過小一識別測試，盡早支援有需要的學
生，令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流動圖書館極受同學歡迎，吸引大家爭相借閱。

早讀時段，老師和學生全神貫注地閱讀心愛的圖書。

師生及家長義工參與北區閱讀節活動，體現
「家校合作，齊心推動閱讀」的精神。

推動閱讀風氣及文化

停不了的閱讀分享

照顧學習多樣性 一年級常識科圖書課，以繪本讓學生進一步
認識如何保護牙齒，同時學習圖書的技能。

台灣交流期間，學生
到訪書店，感受當地
閱讀的氣氛。

13



1.y全方位學習
　　安排專題參觀、戶外學習日、環保學習日、主題日營、輔
導宿營、戲院電影觀賞、各類教育講座等活動，把學習園地拓
闊至課室以外，於真實的社會環境中體驗。活動主題及內容與
各科課程及學生品德培育工作互相扣連和配合，更促進學生的
學習和成長。

2.y多元智能時段
　　於星期五特設此時段，為一至六年級設計一系列活動，
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課程包括語言、數理邏輯、STEM、
戲劇、體藝、攝影等。讓每個學生都能多嘗試、多參與和多
發展。

3.y校隊訓練及專科培訓
　　學生接受多元化的校隊訓練，提升專項水平。在參與訓練
的過程中學習堅持和自律，在參與比賽的過程中累積經驗，從
而提升個人的自信和奮鬥心。星期三下午時段特設的「專科培
訓」課程，學生可自費參與，以進一步發展學生的潛能。

4.y制服及服務團隊
　　學生均可參加多個團隊，包括愛心大使、圖書館服務生、
小小藝術家、英語大使等。在群體的生活中，學習與人相處和
合作，同時培養學生自律守禮及服務他人的「自利利他」精
神。

5.y「傳承『動』起來」中華文化課程
　　課程讓學生體驗及領略中國及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透

過參與「動手做」的活
動，學習及傳承中華文
化。課程同時致力培養
學生的尊重、責任、關
愛、堅毅、誠信和感恩
等正面價值觀，一起從
多元化的經歷中學習和
成長，並透過服務學習
的平台，展現佛陀「眾
善奉行」的慈悲精神。

到屯門黃金海岸的實景進行中文寫作活動

為學生創造展示才能的分享平台

男孩子也有展示廚藝的機會

Love and care is vital for a child’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為使學生的身心有良好和健康的發展，致力開展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提供不同的機會，拓闊學生的學習
經歷及啟發潛能，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為目標。另外，學生每天均可穿着運動服，參加每日多姿多采的多
元化體藝活動，令身心健康成長，達致全人發展。

身心好

刻苦的訓練磨練堅毅心

關懷社區是正慧孩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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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桌上遊戲

團隊生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共同成長。

從興趣中培育各種共通能力

彼此珍惜在正慧生活中種下的情誼

粉扇飄揚展舞姿

從「動手做」的活動中體驗及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提提手，動動腳，太極動作真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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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攜手  孕育英才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
 y 協助學校舉行各項學習活動，讓學生擁有更多元

化的學習機會。
 y 透過「午間茶聚」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y 組織「妍慧社家長興趣班」，讓家長發展個人所

長。
 y 組織家長講座及工作坊，推動家長教育，支援子

女學習與成長。
 y 組織「舊校服義賣」及「頸巾義賣」慈善活動，

協助有需要的人。
 y 組織籌款活動，把家長義工製作的小飾物、捐贈

的物品、親手寫的書法作品義賣，把籌得的款項
資助本校教育發展，為孩子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家長日
　　老師與家長透過面談，了解學生學習與成長的
情況。

家長聯絡人
　　家長聯絡人是家長與學校其中一道溝通橋樑，
代表班中的家長向學校及家教會反映意見。

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代表全校家長參與法團校董會會議，
出席各項重要活動及典禮。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定期舉行會議，組織家長教育活動及興趣班，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和合作。

家教會春季親子同樂日y
　　家長、老師與學生一起參與同樂日活動，增進
師生情及親子情。

加強溝通——透過茶聚，家長義工及家長聯絡人與學校有

更多溝通機會，促進優質教育。

姨姨説故事——家長以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分享生動、有趣的故事。

香海正覺蓮社社董、本校校監及各校董在九月初訪校時，家長
義工為嘉賓製作香茅蘋果茶，並由學生代為送贈。

家校合作的大合照

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及
聯繫，提升家長支援子女學習與成長的果效。家長教師會的義工團隊
積極協助學校如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協助老師製作教具，及參與家
長説故事活動等，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共同落實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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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照顧到校參與小學體驗活動的幼稚園學生

小一新生體驗日

校友義工大合照

參與的專業支援計劃包括：
1. 語常會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PEEGS)-P.3、4
2.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領導社群) 
3.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促進學生適性化學習」計劃(數學科)
4. 教育局(NET Section)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5. 香港教育大學QEF Project-Enh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TEM
   Teaching and Learning Packages for sharing amongst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數學、常識及電腦)
6.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專業支援服務(評估素養)
7. 教育出版社-常識P.6
8. 教育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SportFIT獎勵計劃」及「SportACT獎勵計劃」

校友會

凝聚專業能量

引入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專業支援，
讓教師了解如何提升評估素養，促進學教效能。

　　校友會凝聚校友力量，與學校共同推動優質教育。於學校的特別活動
中，校友均會回校擔任義務愛心工作，例如「小一新生體驗日」及「正慧
學習 y 歷情」體驗活動，以行動把正慧精神傳承下去。

　　本校致力發展學習型組織，透過引入教育局、大學院校及不同專業機構的支援，讓教師持續學習及反思改
進，加強共識及共力，共同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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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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中學第十七屆小
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中文科
12金獎 9銀獎 4銅獎
英文科
12金獎 7銀獎 5銅獎 
數學科
8金獎 9銀獎 3銅獎

TOEFL Junior 國際認
可英語考試

Level 5
6C周思呈 6D李樂熙
Level 4
6C劉宗澤 6C羅熙媛 6C容逸曦
6D朱震熹 6D鄧曉桐 6D朱芷玥
Level 3
6C鄭 維 6C徐淑怡 6C賴梓鋒 
6C徐 熒 6C黎展銘 6C林子晴 
6C羅尹彤 6C吳汝軒 6C彭允愉
6C鄧成毅 6D陳宥亦 6D張寶琦
6D鍾穎欣 6D梁楚銘 6D文子聰

3C 尤梓婷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一至三年級） 冠軍

4B 李朗維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四至六年級） 冠軍

3B 尤梓晴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一至三年級） 亞軍

4B 張恩慈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四至六年級） 亞軍

3B 湯柏謙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一至三年級） 季軍

5C 陳韋燁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五、六年級） 季軍

2C 謝枳澧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 Primary 1 and 2, Boys) 亞軍

2B 侯寧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亞軍

1A 蕭朗晴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亞軍

6C 周思呈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6, Girls) 季軍

3D 黃家煊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3, Girls) 季軍

2C 郭卓瞳 第十八届全港學界朗
誦比賽

小學一年級英文詩歌 冠軍
3D 黃家煊 小學二年級英文詩歌 冠軍

第56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高級舞蹈組）
4A張穎妍 5A鄭羲旻 4A朱海晰 
5C蕭靜楠 4B張幸兒 5D侯怡安 
4B張梓鎂 5D巫明倩 4B戴 玟 
5E黃靖惠 4B黃慧妍 5E簡紫恩
4D寧子璨 6B李慧蓮 4E范致昕 
6C鄧卓盈 4E盧凱穎 6D高沚琳 
4E麥詩尉 6D余錦欣 4E詹悅彤 
6D張雯涵 4E蔡志苓 

2E 林奕旻 北區第三十四屆分齡
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J組50米胸泳冠軍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2E 林奕旻

北區第三十四屆分齡
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J組50米蝶泳冠軍
4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I組50米蝶泳冠軍

4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HIJ組4x50米
自由泳接力冠軍

6C 吳奕晗 男子青少年HIJ組4x50米四式接力冠軍
3E 蔡詩慧 女子青少年J組50米蝶泳冠軍
3E 蔡詩慧 女子青少年J組50米胸泳冠軍
3E 蔡詩慧 女子青少年J組50米自由泳亞軍
2E 林奕旻 男子青少年J組50米背泳亞軍
2D 吳奕晙 男子青少年J組100米胸泳亞軍
4E 吳奕晞 男子青少年I組100米蝶泳亞軍
6C 吳奕晗 男子青少年H組100米蝶泳亞軍
6C 吳奕晗 男子青少年H組50米蝶泳亞軍
6C 吳奕晗 男子青少年HI組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4A 張穎妍 女子青少年I組100米蝶泳冠軍
4A 張穎妍 女子青少年HI組200米個人四式亞軍
4A 張穎妍 女子青少年I組100米胸泳季軍
6C 曾君悅 葵青區田徑分齡比賽 女子E組跳高第二名
6E 郭沁怡 女子E組200米第三名
5D 劉琪琛

2019-2020年度小學
校際北區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壘球亞軍
女子甲組4X100米接力季軍
6A葉芷瑜 6D余錦欣 6B蔡雨霏 
6D郭家欣 6C曾君悅 6E郭沁怡

6E 郭沁怡

全港佛教小學
2019-2020年度聯合
運動大會

女子甲組400米冠軍（破大會紀錄）
4B 陳幸幸 女子丙組壘球冠軍
5C 陳佳韵 女子乙組跳遠冠軍
6D 郭家欣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女子乙組團體冠軍
4B袁枳錡 5C張惠柔 5C殷凱晴 
5D陳 玥 5C張紫莘 5D黄雅婷 
5C陳佳韵
女子甲組4×100米接力冠軍
6A葉芷瑜 6B林羨悠 6C曾君悅 
6D郭家欣 6E郭沁怡

5D 劉琪琛 男子乙組壘球冠軍
5D 熊禮琪 男子甲組60米亞軍
5E 李君昊 男子乙組200米亞軍

女子乙組4×100米接力亞軍
4B袁枳錡 5C陳佳韵 5C殷凱晴 
5C張惠柔 5C張紫莘 5D陳 玥

4A 朱海晰 女子丙組100米季軍
5C 殷凱晴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5C 張紫莘 女子乙組跳遠季軍
6D 郭家欣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2019-2020年度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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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4A 楊沛軒

全港佛教小學2019-
2020年度聯合運動
大會

男子丙組60米季軍
6B 莊梓燁 男子甲組100米季軍
5D 陳煜翰 男子乙組100米季軍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4D蔡夏濤 5A熊藝傑 5B陳健安 
5C陳韋燁 5D陳煜翰 5D梁煊林 
5D劉琪琛 5E李君昊
男子甲組4×100米接力季軍
6A温嘉熙 6A康熙揚 6B莊梓燁 
6B劉 鑫 5D熊禮琪 5E周梓豪

2E 林奕旻

全方位體育會水運會
2019

8歲以下男子組25m蝶泳 冠軍
2E 林奕旻 8歲以下男子組25m背泳 冠軍
2E 林奕旻 8歲以下男子組50m蛙泳 季軍
4E 吳奕晞 9歲至10歲男子組50米蝶泳亞軍

4E 吳奕晞 9歲至10歲男子組100米個人
混合泳季軍

6C 吳奕晗 11歲至12歲男子組100m個人
混合泳冠軍

6C 吳奕晗 11歲至12歲男子組50m蛙泳冠軍
6C 吳奕晗 11歲至12歲男子組50m蝶泳季軍
3E 蔡詩慧 8歲以下女子組50米蛙泳季軍
3E 蔡詩慧 8歲以下女子組50米自由泳季軍
4A 張穎妍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週年錦標賽2019

女子9歲或以下50米胸泳冠軍
4A 張穎妍 女子9歲或以下100米蝶泳冠軍
4A 張穎妍 女子9歲或以下100米混合泳冠軍
4A 張穎妍 女子9歲或以下50米捷泳亞軍
4A 張穎妍 女子9歲或以下50米蝶泳亞軍
4A 施泓希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
繩比賽2019 小學甲二全場總亞軍

4E 吳奕晞
5C 陳佳韵
5C 葉子嘉
5C 張惠柔
5D 張嘉朗
5D 劉宇婷
5D 黃雅維
3D 李澤成

多元智能盃2019

心算比賽初級組總冠軍
2C 吳岳霖 心算比賽初級組金獎
2B 侯寧怡 心算比賽初級組銀獎
2B 周駿軒 心算比賽初級組銅獎
4E 郭泓琳 數學比賽小三組三等獎

4A 麥天賜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盃
珠心算比賽 中級組季軍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6D 張雯涵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盃
珠心算比賽 高級組季軍

6D 郭家欣 2018「環亞太杯」國
際數學邀請賽晉級賽 五年級 三等獎

2B 侯寧怡

2019年台北國際盃數
學心算競賽

心算競賽小一組（個人第三名）
2B 侯寧怡 數學競賽小一組（個人第三名）
2B 侯寧怡 心算競賽小一組（團體第三名）
2B 侯寧怡 數學競賽小一組（團體第三名）
2C 吳岳霖 心算競賽小一組（個人第三名）
2C 吳岳霖 數學競賽小一組（個人第三名）
2C 吳岳霖 數學競賽小一組（團體第三名）
2C 吳岳霖 心算競賽小一組（團體第三名）

6D 趙思樂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
公開賽 小六數學組卓越獎

2B 莊瞳溪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
識公開初賽

金獎（P.2）
4A 唐向晴 銀獎（P.4）
4D 劉匡正 銀獎（P.4）

4C 余炅聲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
（澳門）2019 四年級金獎

3D 李婉晴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
節2019音樂比賽 幼兒鋼琴組一等獎

6A 鄧文豪

第三十六屆全港公開
學界龍獅藝術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優異獎

6A 林諾言
6A 曾銘聰
6B 陳翔竣
6B 周子恩
6C 周思呈
6C 吳奕晗
6D 梁楚銘
6D 謝栢謙
6E 關穎琛
2C 曹源峰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金獎（KP1）鋼琴一級組
4C 黃星羲 四級鋼琴考試曲目亞軍

3D 畢銘澤 2019 BOYA鋼琴藝術
節 全國總決賽 全國總決賽兒童A組二等獎

5D 劉宇婷 第十屆《國際盃》
才藝大賽

高小組西樂鋼琴獨奏金獎
5A 李浛鈺 高小組西樂長笛獨奏金獎

5E 胡嚴勻 第八屆全國青少年兒
童書畫比賽 兒童組三等獎

4E 麥詩尉 第二十四屆全國中小
學繪畫書法作品比賽 繪畫類一等獎

5C 盧卓希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
法攝影作品2019

美術一等獎5D 巫明倩
6C 林子晴
5E 嚴美淇 美術三等獎

5A 林意莛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
分齡比賽2019 第七組（西洋畫）二等獎

5D 呂芍樂 GADGET CUP 暑期兒
童足球比賽2019

U12組亞軍
5E 高天進 U12組亞軍
4C 余炅聲 香港圍棋大賽2019 10級至14級組／亞軍
6D 陳宥亦 小作家培訓計劃 全年大獎亞軍（高小組）

6D 陳宥亦 小作家培訓計劃 培訓班及流動教室優異寫作獎
（高小組）

6D 朱芷玥 孩子眼中的故宮文具
設計比賽 全國組金獎（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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