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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Wisdom
We move from Good to Great!



我們對學生的關愛得到外間的認同

我校於09-10年度再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生命教育，由我們做起。

梁校長為我校首奪行政長官
卓越

教學獎（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
域)

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卓越關愛校園」
之「最樂於分享」
主題大獎

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
（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生命教育
傑出教案獎

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嘉許狀
（德育及公民教育）

2010-2011

2009-2010

2009-2010

2005

2003-2004

10-11年度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德育及公民教育）

專業精進，展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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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本年度共錄取892學生，分別為男生482人及女生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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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人，學歷如下：
	 91％持有認可教育文憑	
	 98％持有大學學位
	 25%持有碩士學位
Ｂ.	現已編入學位職系的共57人：
	 包括校長、三位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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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人：包括校長、三位副校
長、九位主任、一位學校圖書館主任、四十二位助理
小學學位教師、五位教師、三位外籍英語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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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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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教
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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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慧造星
  學校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形式
進行音樂比賽，活動既可以展現
學生在音樂方面的才能，亦能透
過表演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電腦創客小精英：

音樂小達人為「正慧造星」拍攝宣傳片段

  受疫情的影響，不少活動未能舉行，為繼續照顧學生的成長和學習，學校創設更多元的平
台，讓學生在疫情下仍能在不同的範疇發揮所長及展現潛能。

「疫」境前行

廣東話話劇組
  廣東話話劇組的學生以zoom的形式進行
訓練，比賽亦以網上的形式進行。學生雖然
各自在家，並以全新形式（讀劇）演繹，但
卻能合拍地進行表演，最終取得佳績。

電繪課程
  學校為學生安排課餘電腦
繪畫班課程，既能培養孩子的
想像力，亦能提高運用資訊科
技的能力。 

2020-2021年度廣東話話劇成員
獲得以下獎項：

傑出演員獎：	4C	尤梓婷 5A	黎恩彤 5D	黃星羲
傑出劇本獎：	方麗青老師
傑出合作獎：	3D	劉榮耀 4B	尤梓晴 4C	尤梓婷	
	 5A	黎恩彤 5B	鄭曉諾 5B	侯熙朗
	 5C	馮敏樺 5C	梁浩鈞 5D	黃煒曦
	 5D	黃星羲

學生投入的演出，讓人拍案叫絕。

學生對自己的電腦繪畫很感滿意

繪本家芝麻羔老師跟學生網上互動，
圖中為5C班馮敏樺同學的作品。

讓學生參與「匯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透過建造
模型過山車，理解勢能和動能互相轉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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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獲聖羅撒學校邀請，與校長及十一位
同工分享本校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設立創意科技
活動中心的經驗、推動BYOD、STEM教育的經
驗及善用Seesaw平台查收學生課業的心得，
並參觀校園。

6
  獲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邀請，與該校常識科教師分
享校本教學經驗，講題為
「善用電子輔助學習以促進
教學效能」。

  獲教育局質素保證組邀請，於「2018/19
視學周年報告主要視學結果及有效措施分享會
（小學）」中，向小學校長、副校長、科主任
及教師分享於小學推動學校自評的有效措施。

1
  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邀請，於「家
校同行：在小學推行家長教育經驗分享
會」中，透過與小學校長、教師及學校社
工的分享，推廣小學家長教育經驗，以維
持良好的家校合作關係。

2

4

  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邀請，於「小學全方
位學生輔導服務」:	從行政管理角度深化跨專業
團隊合作（小學經驗分享），講題為「如何在學
校落實跨專業協作，協助學生健康成長」，與全
港小學校長及副校長分享學校輔導團隊與其他科
組結成合作伙伴的經驗，透過全校參與持續提升
學生輔導服務的效能。

5

3
  接待聖羅撒學校副校長及教師，與
他們分享本校在推動閱讀及疫情期間學
與教的安排。

專業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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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科技活動中心 電腦室 

育苗園地

圖書館

籃球場 

Wisdomland

  我校佔地面積達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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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多用途活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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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跑道、溫室及小
型耕種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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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樂園

電子琴室

音樂室 

學校禮堂 

視覺藝術室

校園電視台

彩虹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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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Co-teaching, teacher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identify students in need. 

English around Wisdom
Learning English never stops even during a school suspension! Although studen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me to school consistently, a lot has still been planned to support our studen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To strengthe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lessons in 
different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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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chool-based NETs conduct reading and speaking lessons with students. 

Reading is Fun!

The Use of IT

Lessons with Our NETs

IT element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lesson 

design to help students take initiative in self-

directed learning. 

Co-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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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mbassadors and teachers share their favourite 
books with schoolmates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To promote STEM education, students 
take par t  in  post - read ing act iv i ty 
experiments, such as checking their 
heartbeat. 

After cinema visits were suspended due to the pandemic, our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join an English movie watching activity in our school hall. 
The popular Moomin book series was introduced to 
students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reading.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unable to have training in 
person but kept their spirits up through online sessions. 

Students learnt about rugby in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t in real rugby 
gam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To enr ich the Engl 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our school, various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on campus and online. 

Morning Assembly Announcement 

Cultivate Reading Culture

Cultivate Reading Culture

Movie Watching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A wide variety of reading materials are 
chosen to supplement learning of topics 
taught across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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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舉隅） 學習目標

一年級 同學仔 明白關愛的重要
二年級 母親病倒了 明白關愛家人的重要
三年級 做個好鄰居 發揮鄰居守望相助的精神
四年級 同一天空下 關愛不同種族在港生活的人士
五年級 無國界醫生 以無私的精神關懷弱勢社群的需要
六年級 互相尊重 尊重每個人的獨立性

新常態下育幼苗

  我校以「尊重、關愛、責任、堅毅、誠信、感恩」六種價
值觀作為培育學生成長的重點，讓學生在疫情的陰霾下，仍能
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及轉變。透過實體面授及
線上學習，讓學生了解持守正面價值觀的重要性，並於日常生
活中實踐。

  我校善用種植空間，
讓學生親手栽種不同種類
的植物，學生透過觀察植
物的成長過程，體會生命
的可貴。從育苗、翻土、
澆水、收割等工作，感恩
農夫以堅毅的精神為我們
辛勤付出。

小小生命大使

德育課：感恩

正慧精神

手執白蘿蔔，齊享用心培育的成果。

品德好

齊心澆水不馬虎 看著幼苖成長，別有一番感受。	

學生在社區實踐關愛精神，獲社區人士讚賞。
相片來源：TOPick	-	香港經濟日報h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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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境中，常存感恩及關愛的心是十分重要的。我校舉辦「傳
愛週  感謝幫助過你的人」及「傳愛週  感謝家人」活動，鼓
勵學生繼續發揮「關愛」精神。學生透過製作及送贈小禮物，表達
自己對身邊的人及家人的感謝，把感恩及關愛之心意宣揚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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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心意化作行動，聯繫區內的社區中心，將
學校種植的生菜及禮物包送給區內長者。學生亦不忘
默默為我們付出的無名英雄，如醫護人員、九巴及上
水港鐵站的車長及職員們，特別設計心意卡，配上祝
福語，送給他們，感謝他們為我們提供服務。

愛在身邊—傳愛週

愛繫社區

與同儕一起在德育課製作小禮物送給家人，溫馨滿載。

為醫護人員、九
巴及上水港鐵站
的車長及職員們
送上祝福。

長者收到禮物包後喜上眉梢

學生收割蔬菜後運到
社區中心，

再轉贈給區內長者。
透過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服務中心及蓬瀛仙館祥龍
圍綜合服務中心，為有需要長者送上心意。

用心製作小禮物，傳遞感恩的心。	

11



  透過單元設計優化中文、英文、數學和
常識科課堂教學及課業設計，以延展能力較
高及支援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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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與外籍教師於一至六年級進行分組閱讀課，安排不同能力學生閱讀適合他們的圖書及多元材料
（Muti-modal		texts），並滲入跨課程閱讀元素，協助學生發展閱讀策略及成為獨立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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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於不同年級推行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的計劃，並於三年級下學
期開始推行「自攜裝置」（BYOD）計劃，讓學生擁有個人平板電腦，透過電子平台促進互動學習，加深
對課程內容的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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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透過各級的多元智能活動，培養學生
的溝通和表達能力；通過相關的常識科學習活動，如四至六年級製作環保冷氣機、環保動力船、愛心防
滑鞋，以及於電腦科課程中加入運算思維及編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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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學生能更有自信及更主動學習，我校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
豐富孩子的學習經歷，提升學教效能。

加強照顧學生多樣

掌握多元的學習策略

學得好

從生活中學習，
二年級學生進行
「護蛋任務」。

充滿趣味的科學實驗，有助培養
學生的探究精神。

透過動手做，加深孩子對
數學概念的掌握。 學生表現投入，提升學習效能。

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於課堂上提供適切的輔助學習資源。

  為了進一步促進學生學習和成長，本年度我校透過
資訊科技輔助學習，加強學生自學能力，促進同儕互
動，並培養學生的STEM素養。

提升學生多元學習能力

疫情期間，教師於課室中進行網上
實時教學，營造課堂真實環境。

在課堂內外提供不同的學習經
歷，培養STEM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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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閱讀風氣及文化

yy 提升校園閱讀風氣
yy 豐富閱讀的經歷

照顧學習多樣性

yy 培養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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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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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閱讀活動
  配合本年閱讀的主題—「一起探索魔幻世
界」，舉辦各類主題活動，透過閱讀主題圖書及多
元化的延伸活動，播下閱讀的種子，讓學生一起經
歷難忘的學習和閱讀體驗。

作家講座yy
  邀請作家到校分享，培養學生閱讀圖書的興趣。孩
子透過閱讀更了解自己，認識世界，拓闊視野，提升個
人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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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一起進行閱讀廣播
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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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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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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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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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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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揚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月活動以「魔法世界」為主題，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作家到校推廣兒童「橋樑書」，配合故事情節，
即場示範如何吹奏陶笛。

圖書館服務生於圖書館的網址平台，以影片及故事廣播劇形式
向同儕推介各種實體及電子圖書，推廣校園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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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疫情改變了大家的學習和生活模式，但仍無礙我們促進孩子身
心和健康的發展，繼續致力開拓多元化的平台，讓孩子在家學習期間，
透過多元的模式，拓闊經歷及視野，使他們認識不同的人和事，增加同
儕間的互動及交流，身心共同健康成長，達致全人發展。

2.y文化傳承y聯繫社區
  「正慧動起來」中華文化課程讓學生
參與「動手做」的活動，學習及傳承中華
文化，從多元化的經歷中學習和成長。
「潮州文化」課程讓學生學習傳統工夫茶
的沖茶技巧，感受以茶拉近與人及家庭之
間的情誼。課程完結後，製作「打氣包」
送予社區人士，在疫情期間互勉，展現
「正慧工夫茶・茶香人情厚」的關愛文化
和精神。學生持續與社區保持連繫，在實
踐「眾善奉行」精神的同時，更可強化所
學，加深體會。

1.y多元智能時段
  於星期五特設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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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及體藝等項目。讓
每個學生都能多嘗試、多參與和多發展。
學生在家學習期間，邀請嘉賓作主題分享，於網上實時與孩子交流及
互動﹕
-	 多位資深兒童文學作家以不同形式分享創作過程和說故事的技巧
等，選材配合本校的價值觀教育。分享完畢後，學生在老師的帶領
下，實踐說故事的表達技巧及進行創作活動。

-	 本地飛機師及繪本插畫家分享個人的成長及工作經歷，並與學生即
時互動，引發孩子的求知慾及反思。

欣賞粥之美，感受粥中情
。

用心耙土，體會農夫的辛苦。

模擬照顧「小生命」，讓學生
感悟愛護眾生的真意。

正慧工夫茶、茶香人情厚。

身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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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網上「才藝表演」平台
  為讓學生展現和發展潛能，以自己的
才藝和創意感染他人，特別在網上平台開
設「才藝表演」平台，孩子上載分享片
段，讓師生欣賞和回饋。學生展現的表演
範疇多元化，包括音樂、藝術、運動、舞
蹈、魔術、話劇及創意表演等，更有親子
組合的演出。
  觀賞同儕表演後，同學可支持及分享
個人觀感或意見，增加彼此間的交流。

STEM素養—設計利用陽光推動扇頁。

本地飛機師和插畫師的奮鬥歷程啟迪孩子心靈

彼此珍惜同儕共處的時光

老師們以廣播劇形式演譯故事，
並與學生互動發展故事內容。

網上表演平台凝聚親子情

孩子學習太極及長拳，鍛鍊身心齊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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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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會議」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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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義工小隊與學生親手製作敬師日小禮
物，並通過網上平台讓學生向老師致送心意
卡。

  疫情關係，家長教師會暫停多項活動，但仍繼續通過各種方
式加強家長與學校間的溝通及聯繫，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並舉
辦多個網上家長講座，提供技巧及方法，協助家長支援子女學習
與成長，落實全人教育。家校合作

除學期初定下的例會，家長教師會亦會就不同的範疇向學校提供意見。

學生通過網上平台向老師致送心意卡，表達在疫
情下對學習的珍惜及對老師付出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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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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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祝大家身體健康，學弟學妹
學業進步。

參與的專業支援計劃包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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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局（NET	Section）「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3.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專業支援服務（評估素養）
4.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5.	 香港政策研究所「學校德育同行計劃」
6.	 教育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疫情期間，校友會執行委員會幹
事以實時網上視像會議形式進行視像
會議，商討及處理恆常會務事宜。
另外，在「福慧臨門迎新歲聯ZOOM
會」中，執委成員及多名校友共同錄
製短片，向老師、學弟妹及校友送上
祝福。

  本校致力推動學習型組織，引入教育局、大學團隊及不同專業
機構的支援，讓教師持續學習及改進，透過學習型社群，加強教師
專業發展。

校友會

凝聚專業能量

香港中文大學QSIP學校發展主任到校
支援四年級中文科設計課堂活動

三年級常識科老師與香港中文大學「校本專業支援計劃」學校發展主任就「評估素養」課題深入探討教學設計

教育局NET	Section到校進
行英文教學研究，

共同促進學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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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5A 劉匡正 2020-2021年度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高小組冠軍

2020-2021年度香港
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4C 尤梓婷

傑出演員獎5A 黎恩彤
5D 黃星羲
3D 劉榮耀

傑出合作獎

4B 尤梓晴
4C 尤梓婷
5A 黎恩彤
5B 鄭曉諾
5B 侯熙朗
5C 趙樂儀
5C 馮敏樺
5C 梁浩鈞
5D 黃煒曦
5D 黃星羲

5A 劉匡正 大灣區資優故事及演說
大賽2021 銀獎

2E 黃伊莎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亞軍

3A 梁柏聰 詩詞獨誦 - 粵語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亞軍

6D 呂羿穎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季軍

3A 梁柏聰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一至三年級）季軍

5C 李朗維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
（小學四至六年級）季軍

3A 侯寧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3, Girls）亞軍

4E 趙銘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4, Boys）季軍

6C 李威杰

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賽冠軍

6D 劉琪琛
6C 李威杰 個人賽亞軍
6D 劉琪琛 個人賽季軍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1D 姚焯軒 2021-2021年度佛誕卡
設計比賽 小學手繪初級組 冠軍

3B
4E

黃咏浩
趙銘浩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三名

第三名
5B 唐向晴 「親親家人、幸福滿

載」德育活動比賽
小學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銀獎

6D 古力琪 小學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5A 劉匡正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
識公開賽（初賽） 銀獎

1A
2C

鄧雅悠
秦心喬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2021 親子初小組冠軍

親子初小組季軍
3B
3A

吳岳霖
侯寧怡

2020-2021年香港珠心
節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珠心算（三年級組）總冠軍
珠心算（三年級組）二等獎

1A 鄧雅悠 消防安全創作比賽
（2020年度） 小學低年級組亞軍

3B 吳岳霖

香港學科比賽
2020-2021

（上學期初賽）數學科

銀獎
5D 黃煒曦 銀獎
5E 何浚睿 銀獎
4E 蔡詩慧 銅獎
5A 劉匡正 銅獎
5E 麥詩尉 銅獎
4E 蔡詩慧 Hong Kong Aptitude 

Competition 
2020-2021（English 
Language Contest)

（First Term 
preliminary)

Silver Award
5A 劉匡正 Bronze Award
5D 黃煒曦 Bronze Award
3A 郭卓瞳 Bronze Award
5E 何浚睿 Bronze Award

3D 張嘉益
2020香港學界朗誦

公開賽暨第九屆京彤盃
朗誦比賽

新詩冠軍

3A
6D

梁柏聰
呂芍樂

「香港盃」全港幼稚園
及小學數學邀請賽2020

銀獎
銅獎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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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呂羿穎 第十二屆「國際盃」

才藝邀請大賽
高小組 金獎

6D 梁馨心 高小組 才藝繪畫 銀獎
5A 劉匡正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

識公開賽
（複賽）

小四組別 銀獎

5B 唐向晴 小四組別 銅獎

4D 王藝萱 「數學智能」第四屆全
港數學挑戰賽 小學四年級組 冠軍

3A 莊曈溪 第十三屆「善行盃」
全港才藝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金獎
3A 莊曈溪 初小組才藝繪畫 金獎
1A 李雅琳 The Hong Kong 

- Macau - Taiwan 
Language Competition

（HMTLC）
2020/21 - English 
Language Division
（Preliminary Stage)

Gold Award

5C
5E

李朗維
何浚睿

Gold Award
Gold Award

4A 呂芍賢

港澳台語文競賽
（HMTLC）

2020/21-中文組

小學中年級 金獎
6D 呂芍樂 小學高年級 金獎
5C 李朗維 小學高年級 金獎
1A 李雅琳 小學一年級 銀獎
5E 何浚睿 小學高年級 銀獎

3D 施鎵燁 2020「探索未來」
國際少童書畫大賽 銀獎

3A 莊曈溪 第十二屆FACA尋彩
全國少兒書畫大展 少兒金獎

3A 莊曈溪 第十屆青苗杯藝術大賽 少兒A組兒童畫 銀獎
3C 張恩錡

香港網絡數學公開賽
2020

小三題目組 金獎
1A 李雅琳 小一題目組 銀獎
5C 李朗維 小五題目組 銀獎
5E 張恩慈 小五題目組 銀獎
4A 呂芍賢 國際常識競賽活動—

香港／澳門地區初賽
金獎

6D 呂芍樂 銀獎
1A 李雅琳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
公開賽

小一組 金獎
3A
4A

蔡晉熙
呂芍賢

小三組 金獎
小四組 金獎

6D 呂芍樂 小六組 金獎
3A 梁柏聰 小三組 銀獎
5E 何浚睿 小五組 銀獎
5A 劉匡正 小五組 銅獎

3C 梁皓玥
Children's and 

Youth Woodwind 
Competition

Distinction Award

班別 學生姓名 活動/比賽名稱 比賽結果

3B 吳岳霖
第八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國際總決賽）

長笛公開分齡兒童組 亞軍

5E 麥詩尉 第十五屆國際
青少年藝術節 古箏 銅獎

5E 麥詩尉 「藝術智能」
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高小組 銀獎

3C 梁皓玥 Metronome 2021 
Talent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in Flute Grade One
3B 吳岳霖 長笛初小組 季軍

5D 林佩佩 奇樂世界兒童繪畫比賽
2020 C組（8-12歲）銀獎

5A 劉匡正 大灣區資優故事及演説
大賽2021 銀獎

3A 郭卓瞳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
木管樂比賽 P.3-4 Distinction Award 中小組榮譽獎

5D 林佩佩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
大賽2021 中童組 西畫 銅獎

5E 何浚睿 第五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二等獎
3B 殷子喬

錶面設計比賽2020
小童組銀獎

4B 辛穎 中童組銅獎

6A 林意莛 小紅熊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少年組亞軍

5D 林佩佩 愛海童游‧海有未來繪
畫比賽2020 小學小四至小六組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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