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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丹校長

轉眼間，炎炎夏日到來，這也意味着莘莘學子們的暑假也即將來臨了。回望這學年，師生都

在實體課和視像課中努力推進和學習。在彼此共同的努力下，學習的果效已比去年有所改進。然

而，在學生進行半日實體課的時候，老師並沒有放慢腳步，而是盡量運用這難得的下午時間進行

不同範疇的進修，以加深對新課程、電子教學、品德培養、價值觀的塑造等專業範疇的掌握。除

了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外，學校亦同樣關注硬件的提升。疫情期間，

學校亦申請了多項建設、維修工程及購置學具的計劃，當中包括教員

室、正門及辦公室的裝修工程，學校內部油漆工程，以及為每個課

室添置互動電子白板，希望為他日全面恢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

提供最有利的條件。

緊密的家校合作是一塊滋養孩子成長的土壤。要小樹苗茁壯成

長，我們必須日復一日地默默耕耘。展望即將來臨的暑假，莘莘學

子可活用暑假閑暇，依據個人所長所好，多元化地均衡發展。新學

年的再會，本人期待小樹苗們均有所長，不負盛夏好時光！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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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送送快快樂樂行行
江偉雄老師

2020年11月6日本校進行了「書送快樂行」圖書科校外活動，有16位學生參加。這個活動由本校的圖書館主任江偉

雄老師帶領參加學生到新蒲崗的「蒲書館」選書，並安排免費旅遊巴接送學生往返。

此活動鼓勵學生親自挑選適合自己閱讀的圖書，讓愉快的選書經驗，轉化為閱讀的動力，並學習珍惜資源。活動中

每位學生另可獲$100的綠色代用書券。

「書送快樂」是一個註冊慈善團體，旨在推動看書之

樂及綠色閱讀，推廣惜書文化，希望令香港成為享受閱讀的

綠色城市。而李陞小學的學生都很喜歡閱讀，同學們都在當

天過了一個既愉快又充實的下午。

」」選選書書活活動動

到達「蒲書館」後，同學們先留心聆聽
職員講解活動細節。

大家都滿載而歸，最後來一張大合照！
購買中英文圖書之前，當然要先試閱一
次，看看是否適合自己的興趣和程度。

買到「心頭好」，心情
自然特別興奮！

「「童童狗狗有有話話兒兒
江偉雄老師

小朋友喜愛動物，加上吸引的繪本圖畫，能增加學生對閱讀及學習的興趣。因此，本學年學校繼續參加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主

辦的「童狗有話兒」計劃。在三年級每班的圖書課，選出六節課堂，邀請導師帶同伴讀犬與學生閱讀六本以伴讀犬為主題的中文繪本。

這個活動除了能增加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外，還能透過故事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積極樂觀的態度，教導學生面對及處理困難的方法，讓學生明

白辦法總比困難多。

伴讀犬性格溫馴，不會咬人或發出叫聲，同學可逐一走到狗狗面前朗讀故事，協助小學生改善社交技巧、提升自信

心以及尊重動物等正向價值觀。我們希望藉着這些活動，令到圖書課變得更有趣及有意義。

」」閱閱讀讀活活動動

同學們都踴躍地挑選一些
自己喜愛的圖書。

高年班的同學也很喜歡閱
讀，「蒲書館」更設有閱
讀區，讓同學可以即時享
受閱讀的樂趣！

22



李菁怡姑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為本校小四「成長的天空」同學舉辦了挑戰日營，透過不同形式的合作活動，

讓同學們學習團隊合作的技巧及發揮解難能力。活動當天氣氛熱烈，同學們都積極參與，當中喜見同學們能互相支持和鼓

勵。活動後，同學們的自信心亦有所提昇。

香香港港教教育育城城 挑挑戰戰計計劃劃」」

江偉雄老師

閱讀能力是學習的基礎，從小培養兒童良好的閱讀

習慣，有助語文能力的發展，同時可以增廣知識和見

聞，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同時，家庭的支持對兒童的

閱讀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公共圖書館每年都會舉辦青少

年讀書會，每個讀書會名額為30人，會員須出席 4次

聚會，每次聚會約 1 小時 30 分鐘，如出席率達百分之

七十五，更可獲頒證書。

本校亦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閱讀活動，擴闊閱讀交流

面，在2021年的5月，本校圖書館主任推薦了一些有潛

質的小五及小六的學生，報名參加了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青少年讀書會（英文），目的是透過閱讀、導讀、思

考、討論和分享，鼓勵青少年持續閱讀、學習成長，

以及關懷社區。活動形式是透過故事角色扮演以及舉

辦「與作家會面」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本

地作家或創作人，分享他們的閱讀及創作經驗。

李菁怡姑娘

為讓教師抒解壓力及培養教師之間的團隊精神，本校邀請了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為本校教師舉行

了「成長的天空」優質教師工作坊。全體教師於工作坊後都表示活動令他們感到抒壓及愉快，亦使教師建立了更深厚的團

隊精神，相信能成為學生與人相處的楷模，亦為教師的教學工作帶來更正面的支持。

空空長長的的天天成成

「成長的天空」優質教師工作坊「成長的天空」優質教師工作坊

小四成長的同學們正在聽
導師講解活動

老師們正在進行團隊合作活動

」」會會港港公公共共圖圖書書館館「「讀讀書書

EEnn ggll ii sshh TTuu eess
Ms Shum Chi Man, Carol and Mr Leung Wing Kin, Raymond

A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have been held on Tuesday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pupils can talk and play games with our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NET), Miss Brennan, in the English room during recess. Primary 6 Group 1 pupils have English broadcasting through the PA system with 
teachers’ guidance. Online festive activities such as drawing and colouring paper Easter eggs, making paper roll bunnies with online videos and playing some 
online English games on Quizizz have been held so that pupils can learn English in a fun way. There are different themes for the English activities. At Chinese 
New Year, Christmas and Easter, fun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with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ambassadors. They had great fun.

dd aayy

P.6 Group 1 pupils 
introduce Halloween 
vocabulary

Pupils’ work for making paper roll 
bunnies at Easter

Pupils’ work for drawing and colouring 
paper Easter eggs at Easter

Pupils’ work for writing ‘‘lucky 
words’’ in red paper at Chinese 
New Year

同學們都很認真地聽從導
師的指示。

透過故事角色扮演，都能使學生學
習得更有趣味，家長也陪同子女一
起出席。

透過閱讀、導讀、思考、討論和分享，鼓

勵青少年持續閱讀、學習以及關懷社區。

6B劉瀚陽
6A馮沛加

6A徐源 6A黎子樂

6A吳嘉曦
5A陳震培 6A陳葦桉

5A温梓晴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五，可獲頒證書

香香

小四「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小四「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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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貞老師

這個學年的下半年，高小的同學都蜂擁參加多項機械人比賽。有的同

學利用機械車「搶包山」；有的同學利用LEGO設計屬於自己的遊樂地

區，並在這個地區內加入編程及LEGO組合一套自動升旗系統；有的同學

改良LEGO機械車及設計相應的編程去執行比賽中要求的各個難關。

在這些比賽中，同學又以組別的方式共同合作解難，這是一個難得的

機會讓他們一起完成目標，同時學會與同輩建立良好的溝通技巧，加強表

達的演說能力，更訓練他們的多角度思考，接納及總結各組員的意見，從

而再把當中的概念融入於小組的設計中。這些「廿一世紀技能」就透過

STEM活動，令學生把自己的知識融入日常生活當中。

劉德謙老師　王倩衡老師

為了突破疫情的製肘，並能擴闊學生視野，常識科安排一系

列網上比賽活動，讓同學參加。早前多位本校四至六年級學生參

加「小學常識挑戰賽2020」預賽，而當中成績最高分之5位學

生，包括4A黃子皓、6A李宥熙、6A朱泓丞、6A黎子樂、6A徐

源，更組隊代表學校參加「小學校際常識大賽 2021」比賽。比

賽當天，由王倩衡老師帶領參賽同學前往新城電台。是次比賽內

容相當新穎有趣，除學術必答題及常識搶答題外，還設有虛擬競

技及睇片考腦筋環節，富挑戰性之餘，亦讓同學獲得一次輕鬆愉

快的學習體驗。雖然同學均首次參加公開比賽，但毫不怯場，而

且非常認真和投入比賽，並獲得大會頒發踴躍參與獎。

1122學學校校際際常常識識大大賽賽2200

黎玥老師

本校學生3A班馮芷琳、郭琪林、蔣伊琳、林尹莉、王正為及3B班巴帆、劉鎮澤、蒲沛霖、秦凱融早前由黎老師帶領，組隊代表學校參加《小

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同學從四大名著中選取一個片段或故事，改編成廣播劇，並以現代標準漢語（即普通

話）作演繹，傳達出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及人生觀。

兩隊於初賽表現優秀，不但成功進入決賽，還獲邀到新城電台進行實地錄音，一嘗在電台使用專業設備錄音的

滋味！

參賽隊伍之作品《孫悟空巧施剃髮計》及《辨明真假猴王》已於6月15日（星期二）下午5時至6時於新城電台

知訊台（FM99.7）《世界隨意門》節目內播出。

本校5位精英首次參賽 本校5位精英首次參賽大家來一張大合照!

中文科問答環節_答對!

你問我答簡而精，
學習知識永不停

普通話問答環節_good job! 數學科問答環節_OK!

最後總成績_小組第二名，表現出
色!

李陞啦啦隊網上齊打氣

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

難得到電台，當然要拍張照留念啦，「到此一遊，Yeah」！

同學們認真地錄音，很專業啊！

不不可可「「機機」」 失失 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

四年級的 Lego Team
四年級的同學設計、創作
及改良搶包山機械人

本校的搶包山機械人
榮獲比賽的第四名

四年級的同學合力完成自動
升旗系統的編程

五年級的同學為解
決不同的難題而改
裝機械人

六年級的同學分工合作去拼砌 
Lego 組件及編程

小小嘴嘴巴巴．．說說大大道道理理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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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佩欣老師

雖然本年度未能舉行實體的聖誕聯歡會，本校仍安

排口琴(進階)班同學錄製聖誕樂曲片段，讓同學有機會

表演及展示其學習成果；表演同學包括劉浚希(3A)、陳

上琳(5A)、陳葦桉(6A)、馮沛加(6A)及吳嘉曦(6A)。

本校在新春佳節前曾與校友會及家教會協作製造賀

歲短片，有關片段已於學校網頁及透過電子訊息發放，

為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及其他人士送上佳節的祝福。

鍾佩欣老師

礙於疫情緣故，各旅行及營地均暫停開放。因此，本年度本校首次進行旅行日特別課，內容

包括以片段形式講解旅行前準備、青島濰坊(風箏之鄉)旅遊分享、放風箏好去處、放風箏環境條件

及注意事項，以及現場製作風箏和有序地在校內放風箏。學生都表示喜歡這次活動的安排、投入

及享受這次的活動。

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廣播劇比賽

鍾佩欣老師

本校於二月上旬舉行「家校齊心慶新春·文化傳承顯愛

心」活動。當天學生可穿著華服進行活動，內容包括校長、

老師、校友會及家教會成員的賀年祝福、農曆新年繪本分

享、中國傳統習俗、網上問答比賽、學習中文及普通話的賀

年說話、書法、製作賀年小手作、賀年糖果估量活動及作品

分享，其他事前/後活動包括介紹英文賀年祝賀語和節慶食

品、網上閱讀、設計電子賀卡、古代足球 - 蹴鞠等。藉着各

項活動，學生增加了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更從而欣賞到中華

文化的優點。

中中華華文文化化活活動動

ZOOM大合照 四季吉祥錢箱製成品 立體醒獅揮春製成品

同學互相祝賀 同學用心製作賀年小手作 老師用心教導同學
製作賀年小手作

老師在網上進行
中華文化活動

金幣元寶帶回家其中

一位得獎同學

6A陳祉澄

揮春佳作
歌曲賀新歲 學習新春祝賀語 學習製作賀年小手作 繪本分享

特特別別課課行行旅旅

謝謝家長義工協助進行活動

老師正用心教導同學製作風箏

我的風箏成功
起飛了！

同學專心地觀看製作片段

看看我們的風箏設計多漂亮！ 齊來學習拿起風箏的
正確手勢

齊來學家長義工到課室協助同
學製作風箏習拿起風箏的正確
手勢

同學正用心設計風箏 同學正用心製作風箏

同學正耐心等候放風箏

老師正分享旅遊需
注意的事項

李李陞陞祝祝福福洋洋溢溢遍遍

口琴班（進階）以Jingle Bells一曲向大家
送上聖誕佳節的祝福

李陞小學家教會送上賀年祝福 李陞小學校友會主席黎志仁先生的賀辭 李陞小學校友會司庫區展杜先生的賀辭

親子製作 - 立體醒獅揮春

李陞小學教職員送上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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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華老師

一一人人一一花花計計劃劃2020-2021年度2020-2021年度

曾嘉麗老師

本校兩位學生於「學界健康

小廚神大比拼」初賽獲獎，他們

分別是4A班盧舒嵐，獲得「繽

紛色彩菜式獎」和5A班柳英彥，

獲得「最受歡迎菜式獎」，他們

並進入總決賽，而5A班柳英彥於

2021年4月10日假煤氣烹飪中心

成功爭奪小廚神全場總冠軍。

學學界界健健康康小小廚廚神神大大比比拼拼

5A班柳英彥獲得「最受歡迎菜式獎」以及「全場總冠軍」
4A班盧舒嵐獲得「繽紛色彩菜式獎」

吳校長與兩位小廚神的合照

曾嘉麗老師

衞生署每年都舉辦「開心『果』月」活動，鼓勵學生

每天自備水果在小息期間享用，透過家校合作，在校園和

家庭為學生營造進食水果的環境和氣氛，幫助他們養成每

天吃水果的習慣，為健康打好基礎。受抗疫措施影響，本

年度本校之「水果月」活動形式有所調節，負責老師準備

了有關「水果月」之宣傳活動簡報及短片，於班主任節

時段播放，同時在課室內張貼「水果月海報」，並在各班

Google Classroom內上載有關資料。

「「 」」果果 月月開開心心

老師進行「水果月」宣傳活動

老師鼓勵學生每天自備水果
在小息期間享用

老師講解吃水果的好處

在課室內張貼「水果月海報」

經過五個月的栽種，同學們紛紛展示成果，把花卉帶回來，與友共賞。

派發花卉的前一天，感謝PTA家長委員幫忙分配花苗。
把小花苗帶回家，悉心照顧它！

大 家 還 記 本 年 度
「 一 人 一 花 」 的 主 角
嗎？就是既好看又耐寒
的石竹花啊！

讚 賞 同 學 們 用 心 地 完 成
「花卉紀錄表」及「愛心贈長
者紀錄表」！

期待下年的一人一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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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校長與兩位小廚神的合照

李佩珊老師

在2021年2月，「長者學苑」地壼球班的兩位義工及兩位學生代表接受 Amigos， HKMA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會員電子

雜誌訪問，該雜誌於4月9日正式出版，而地壼球專訪刊於第11-16頁。內容主要圍繞參與「地壼球班」學員的感受、描述課堂

學習內容及希望帶出長幼共融的意義。學校邀請上年度參加課程的學生--4B洪卓喬及6B黎卓棋，接受是次訪問。

雜誌的有關資料，可參考：Amigos , HKMA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會員電子雜誌：

http://www.hkmc.com.hk/chi/information_centre/e-magazine.html

長長者者學學苑苑接接受受雜雜誌誌訪訪問問

梁偉雄主任

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當天於班主任節透過ZOOM形式以短片方式向學生講解《憲法》和《基本法》，促進學生全面認識《憲法》和

《基本法》，培養國民身份認同。而小三至小六的學生亦於2020年12月上旬於電腦課時段，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2020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

賽」，藉此為加強學生對於《憲法》與國家安全的認識。

國國家家憲憲法法日日

短短10分鐘便可「上手」的地壼球，玩法非常簡單如同

其他競技運動，同樣鬥智鬥力鬥眼界。

地壼球不需很大體力，規則也不
算太複雜，是適合長者或兒童的
運動。

研發地壺球的John致力
將冰壺引入香港推廣。

4B洪卓喬

6B黎卓棋
地壺球可於任何11x1.6米平坦且光滑的地
面進行，學校大堂；壁球場、多功能室均
為合適場地

20202020

學生參加「2020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的情況 班主任透過ZOOM向學生播放簡介短片

梁偉雄主任

中醫藥是中華文明其中一塊瑰寶，是五千多年文明的結晶，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本校為了讓家長、
學生及教師認識現代中醫藥文化，進而更了解中華文化的智慧，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 

首先，於2020年10月透過邀請中醫師以配合時代的方法介紹傳統的中醫藥知識給我們認識，令家長和教師們
一改以往對中醫師的印象。透過親身示範，醫師教授家長和師生們一些穴位按壓技巧和簡單的伸展運動，有助平
日保持身體的健康。現場所見，醫師與家長及教師們打成一片，令他們都發掘到中醫藥基礎知識的樂趣。

化化從從中中藥藥了了解解中中華華文文

此外，為了培養學生良好的健康文化認知，以及強化他們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學生參加了一個有關中
醫藥文化與健康生活的講座，學生透過中醫師的講解分享、參加相關的遊戲和展覽等活動，從而認識中醫藥
文化的基礎知識與發掘箇中樂趣，對學生的成長有莫大的裨益。

最後，學生透過閱讀與中醫藥文化有關的繪本，讓他們明白到大自然與自己的關係，更讓他們學懂珍惜從大
自然而來的中藥。當中還有一位學生告訴校長：「校長，我平日看到中藥的顏色是烏黑的很可怕，原來他們都是
來自天然的植物，我以後不必怕中藥了！」由此可見，繪本確實讓學生對中藥有了初步的認識，更讓他們拉近了與中醫藥知識的距離，也開啟了學生
從生活了解中華文化的大門，使學生獲益良多。

總括來說，透過上述各種活動不單能培養了家長及師生良好的健康文化認知，
更強化了他們對中醫藥文化的信心和認同。

印刷精美的中醫藥
文化繪本

與中醫藥有關的遊戲活動 學生是初次接觸中藥

教師及家長全情投入
親身嘗試穴位按壓醫師親身示範穴位

按壓技巧

6A譚晞予
透 過 這 次 活 動 ， 我

學會了很多有關中醫的知
識，令我大開眼界。透過
遊戲，同時亦學會了不同
的中藥名稱和功效，令我
獲益良多。

6A鍾沛雯
參加了這個活動後，

讓我學到了中國文字和自
然四季與中醫的關係，還
學到了不少中藥的名稱和
效用，增加了我對中醫的
興趣。

6A梁裕韜
讓我從活動中學到不

同季節對身體的影響和各
種中醫藥材的功用等課外
知識。讓我想更深入了解
中醫的知識。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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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獎項校內獎項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黃柏茵(1B) (P1-2)

李祉諾(3B) (P3-4)
楊厚樸(6A) (P5-6)

亞軍 柯莎娜(1A) (P1-2)
黎婉晴(4B) (P3-4)
陳鈞灝(5A) (P5-6)

季軍 陳祉彤(1B) (P1-2)
廖啟宇(3A) (P3-4)
李宥熙(6A) (P5-6)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2B何欣瑜  3B蒲沛霖   5A黃塏瞳
亞軍 1B黃柏茵   3B李祉諾   6A楊厚樸
季軍 2B林熙昀   3A廖啟宇   5B吳俊儒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

冠軍 3B李祉諾  6A林俊心
亞軍 2B何欣瑜   6A鄭鉦霖
季軍 3B駱曉瑜   5A王希文
優異 2A歐冠亨   5A陳鈞灝
中文打字比賽
冠軍 4A盧舒嵐
亞軍 4B許中行
季軍 4B黎婉晴 4B周梓烽
英文打字比賽
冠軍 2A黃鍇恆
亞軍 2B劉昱晴
季軍 2B楊昊諺

校外獎項校外獎項

小學機械人搶包山邀請賽
第四名(優異獎) 4A 林　悅 4A 劉卓文
AiTle小學創科/AR/VR設計獎（TIDA）
港島區（銅獎） 4A馮皓政 4A劉朗瑜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2020-2021
獲學校提名、入選及獲
委任為校園藝術大使

6A鄭鉦霖   6A李宥熙

二零二零匯盈全港中樂大賽（古箏）（第一級）
金獎 4B 黎婉晴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香港區初賽）中阮（三級）
季軍 3B 秦凱融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銀獎 2B顏智深 3B柯伽倻 4B吳沛霖

6A李宥熙
銅獎 4B 許中行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口琴獨奏)
銀獎 6A馮沛加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獨奏)
銅獎 6A朱泓丞
「嘉咸市集 舊墟濃情」填色作品展
入選優秀作品展 1A Luxmi 1A 劉向陽 1A 柯莎娜

2A 歐冠亨 2A 黃鍇恆 4A 林姿梲
5A 麥智情 5A 王希文 5A 譚深予
5A 陳鈞灝 5A 陳上琳 5A 柯柏瑤
5A 連美雅 5A 鄺芷澄 5A 林嘉蕾
6A 李宥熙 6B 郭凱琳 6B 梁芷瑩

「活現我城‧中西魅影」明信片設計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1A劉向陽 2A黃弘澔 3A郭尚澄

3A蔣伊琳 3B李祉諾 4B吳沛霖
5A謝東霖 6A林俊心 6B郭凱琳
6B王娜

第六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學校獎 李陞小學
小學校際常識大賽 2021
踴躍參與獎 四至六年級學生
華萃薪傳_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獎 四至六年級學生
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拼（總決賽）
最受歡迎菜式獎
(亞軍)

5A 柳英彥

繽紛色彩菜色獎
(冠軍)

4A 盧舒嵐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 中國舞(獨舞)
甲級獎 4B 吳沛霖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20-2021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0-2021 

6A 楊灝軒

獎獎名名單單校校內內外外比比賽賽得得

小學校際常識大賽 2021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網上比賽)
獲得參與證書

舞蹈節 - 甲級獎 4B吳沛霖
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拼
（總決賽）

數學思維大激鬥
金獎2A黃鍇恆及3A郭尚澄

銅獎4B黎婉晴及5A林煒杰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 

Silver Award
6A Leung Yu To Kian

小學機械人搶包山

邀請賽

獲得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銀獎及銅獎的同學銀獎

及銅獎的同學

獲得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及良好成績的同學(一)

獲得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及良好成績的同學(二)

獲得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及良好成績的同學(三)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 冠軍
2A鍾釋予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亞軍
1B陳祉彤及5A譚深予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
亞軍 1B陳祉彤 5A譚深予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
冠軍 2A鍾釋予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入圍小學組 20支隊伍 4A 盧舒嵐 6A 李宥熙 6A 徐　源
2020-21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2B 李皓軒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3A 王正為
小學三年級特等獎 3B 蒲沛霖
小學五年級二等獎 5A 徐若桐
小學六年級二等獎 6A 楊厚樸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鍾沛雯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李宥熙
2020-21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2B 李皓軒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3A 王正為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3B 蒲沛霖
小學五年級三等獎 5A 徐若桐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楊厚樸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鍾沛雯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李宥熙
2020-2021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2B 李皓軒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3A 王正為 3B 蒲沛霖
小學五年級三等獎 5A 徐若桐
小學六年級二等獎 6A 楊厚樸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鍾沛雯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李宥熙

Greater Bay Area “Knowledge · Giftedness” Cup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Silver Award 6A Leung Yu To Kian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預選賽2021 (香港賽區) 
一等獎 5A陳子朗(Ryan)

6A鄭鉦霖 6A遲嘉文 6A李宥熙
二等獎 2A黃鍇恆 2B李晟業 3A王正為

3A陳韻熙 3A郭尚澄 3B李健熹
3B梁逸喬 4B黄　瀚 5A鄭焯男
5A鄭焯謙 6A梁裕韜 6A楊厚樸
6A楊灝軒

三等獎 2A鄭　好 2A吳煒期 3A鍾樂瑤
3A馮承希 3A王翔熙 3B吳軼晴
4A林姿悅 4A鄧俊樺 4B鄭靖雯
5A陳上琳 5A林煒杰 5A柳英彥
6A黎子樂 6A譚筠穎

202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AIMO OPEN
合格 1B王逸熙 2A黃鍇恒 3A馮承希

3A郭尚澄 3A王翔熙 3B陳踔嵐
4A鄧俊樺 4A陳　可 4B黎婉晴
4B許中行 5A鄭焯男
5A陳子朗(Ryan) 6A遲嘉文
6A楊灝軒 6A李宥熙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香港賽區)2021
金獎 3A郭尚澄 4B黃　瀚 6A李宥熙
銀獎 2A黃鍇恆 2B李晟業 3A馮承希

3A王正為 3B李健熹 4B黎婉晴
6A梁裕韜 6A楊厚樸

銅獎 2A鄭　好 2A吳煒期 3A陳韻熙
3A王翔熙 4A鄧俊樺 4B鄭靖雯
5A林煒杰 6A鄭鉦霖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銀獎 2A黃鍇恒 4B黃　瀚
銅獎 2A吳煒期
優異獎 4A鄧俊樺 4B黎婉晴
華廈盃全國數學邀請賽2021(香港賽區)初賽
合格 1B王逸熙 2A吳煒期 2A黃弘澔

2A黃鍇恒 2A鄭　好 2B戴满意
3A馮承希 3A陳韻熙 3A陳瑜
3B李健熹 3B吳軼晴 3B陳踔嵐
4A鄧俊樺 4A黃晴晞 4B許中行
4B鄭靖雯 4B黄　瀚 5A鄺芷澄
5A柳英彥 5A王希文 5A鄭焯男
5B林智傑 6A遲嘉文 6A鄭焯謙
6A李宥熙 6A鄭鉦霖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1(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2A黃鍇恒 3A陳韻熙 3A王正為

4A鄧俊樺 6A李宥熙
三等獎 2B戴滿意
數學思維大激鬥
金獎 2A黃鍇恆 3A郭尚澄
銀獎 6A李宥熙 6A遲嘉文
銅獎 4B黎婉晴 5A林煒杰 6A楊厚樸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網上比賽)
優異獎 6A鄭焯謙 6A鄭鉦霖 6A李宥熙

6A楊灝軒
參與證書 5A陳子朗 (RYAN) 5A鄭焯男

6A梁裕韜
2021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金獎 2A黃鍇恒
銀獎 3A陳韻熙
銅獎 4A鄧俊樺 4B黎婉晴
第七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優異獎
1. 機械人循跡
    避障比賽
2. 短跑競賽機械人)

5A 陳子朗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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