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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9月3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30分

	 下午1時30分至4時

今年是辦學團體鳳溪公立學校興辦鳳溪
小學90周年的光輝日子，感謝先賢對推
動教育的智慧，由圍村祠堂興辦私墪，
至捐獻馬會道的農地創建校舍，無不是
心繫着子孫們的教育。如不是有堅實的
毅力與熱忱，便難以成就鳳溪辦學同氣
連枝，一脈相承的教育理念與方針。

古語云：萬丈高樓從地起。幼小教育是人
生成長中重要的階段與基石，繼承先賢的
宏願，肩負着作育英才的大志，本校在這
十多年間共獲六次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疫情期間雖然令我們的學習模式有所改
變，但無礙我們栽培孩子的心。今年校
外比賽獲獎共有404項（截止7月28日），
感謝老師們的努力，家長們的支持與信
任，讓孩子的潛能得以發揮，更增添人
生的色彩。

未來，學校會持續向電子科技教育邁
進，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視藝科除了
已引入鐳射切割機、3D立體打印技術
外，新學年更讓學生認識元宇宙在視覺
藝術層面上的發展空間，在掌握資訊科
技技能之餘，更能感受學習上的樂趣，
開創新思維，突破傳統學習的框架，
勇於創新。為標誌着鳳溪公立學校辦學

感恩辦學九十載  延續光輝創未來感恩辦學九十載  延續光輝創未來

學校開放日暨 
學校開放日暨 

簡介會簡介會

賽馬會鳳溪室內游泳館
賽馬會鳳溪室內游泳館

預計2023年啟用!
預計2023年啟用!

李淑賢校長李淑賢校長

*詳情可於8月瀏覽本校網頁*

90周年，賽馬會鳳溪室內游泳館亦將於
新學年落成，體育科除了原有的特色課程
如：瑜珈、射箭、高爾夫球及棒球外，游
泳課會是新加入的元素，全方位給予學生
發展的空間。同時，今年亦是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為學生建立對國家的認識，
學校更是責無旁貸。國家安全教育亦是本
校未來發展的路向，讓學生從小認識中國
的傳統文化，繼往開來，肩負起宏展中國
傳統美德的理念，立足香港，放眼世界，
以作為中國人而自豪。

感恩先賢大德的無私奉獻，才成就到今
天的優質校園生活，永遠懷念鳳溪公立
學校先賢的愛護，我們定當努力不懈，
讓作為鳳溪創新小學的學生有更光、更
亮的人生!

2021/22年度

校訊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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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新常態下，本校
持續推動關愛文化，看
到每一位同學在「疫」
情下，仍然投入新的學
習模式和活動，一幕幕
盡是感動的生命片段。

本校榮獲由香港基督教服本校榮獲由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香港輔導教師協務處、香港輔導教師協
會合辦，教育局協辦的會合辦，教育局協辦的
2021關愛校園獎勵計劃2021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卓越關愛校園」之「逆「卓越關愛校園」之「逆
境新常態	 校園顯關愛」境新常態	 校園顯關愛」
優異獎。優異獎。

學生投選和分享「最令我感到逆境學生投選和分享「最令我感到逆境
自強的相片」。自強的相片」。

邀請「香港戲劇工程」到校演出	邀請「香港戲劇工程」到校演出	
≪迎難而上‧逆境自強之龜兔賽跑≪	≪迎難而上‧逆境自強之龜兔賽跑≪	

校園話劇，並與學生進行互動討論校園話劇，並與學生進行互動討論

「疫」情不忘運動，體育組在小息時段舉行「疫」情不忘運動，體育組在小息時段舉行
了體適能活動大挑戰，並設置	了體適能活動大挑戰，並設置	

「即時戰報」，讓學生能即時觀看	「即時戰報」，讓學生能即時觀看	
成績及排名。成績及排名。

本年度，我們以「逆境自強‧
迎難而上」的校本輔導活動陪
伴着學生走過這一段生命的
「疫」境之旅，不一樣的一
年 ， 如 校 本 輔 導 主 題 曲 —
《生命有價》中，孩子們學
習到「願你知生命實在亦
是有些意外，不用徬徨迷
途只須緊記，它有無窮色
彩，它有無盡的愛，願憑
着自信跨過障礙賽。」

感恩感恩

感恩上下一心齊跨過感恩上下一心齊跨過

「逆境自強」相片展讓學生在不「逆境自強」相片展讓學生在不
同相片中領悟	同相片中領悟	

逆境自強的精神。逆境自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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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疫」情下學生堅持讓愛傳出去！
透過服務學習系列，學生以不同活動形
式為長者送上墪暖，表達關愛，讓學生
體驗「施比受更有福」！

這裏是一個大家庭，家長們投入參加園藝
小組、和諧粉彩班，讓家長學習把這份恬靜
帶回家中，共建孩子的健康身心靈！

六年級學生參與「舊電影‧香港情 	—六年級學生參與「舊電影‧香港情 	—
老幼齊講戲」的活動，透過黑白電影	老幼齊講戲」的活動，透過黑白電影	
瞭解「當年情」，走進長者的世界。瞭解「當年情」，走進長者的世界。

有心義工隊以線上形式探訪長者有心義工隊以線上形式探訪長者
中心，表達關愛。中心，表達關愛。

有心義工隊在佳節為社區	有心義工隊在佳節為社區	
有需要人士派發應節食品，	有需要人士派發應節食品，	

送上祝福。送上祝福。

家長們的和諧粉彩班作品，家長們的和諧粉彩班作品，
好美的畫作！好美的畫作！

家長們享受着園藝小組的恬靜，讓她家長們享受着園藝小組的恬靜，讓她
們愉快輕鬆的上了一課。們愉快輕鬆的上了一課。

家長們園藝小組班的作品。
家長們園藝小組班的作品。

感恩堅持讓愛傳出去感恩堅持讓愛傳出去

感恩與「家」同行感恩與「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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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Miss Emily,

I'm very glad to be your 

student. You are one of the 

best teachers who I know. 

We learned a lot from you.  

Your classes are very 

interes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 hope you are happy 

every day! Love, 
Zeki

4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外籍老師(一年級副班主任)  、工友及家長!

一年級同學上

一正 林雅芝

一心 陳妙恬

一立 姚思蔓

一本 袁澤鍇



親愛的母校：

您好！轉眼間，我們已經要畢業了。六年的美好時光在不經意間已經悄悄地溜走。回首過去，一種難以割捨的感情在我的心裏油然而生。
六年的小學生活就像一首首優美的樂曲。它有的像小河一樣歡快，有的像秋天的落葉令人感傷。但這六年來，您就像一位母親一樣，細心地呵護和教育我們，讓我們在您的懷抱中健康快樂地成長。

感謝您，我的母校！是您把我們從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培養成知書達禮的少年。但現在我們卻要和您道別了！我們一定不會辜負您的期望。
最後，希望母校的明天會更好！

                                             學生 
鄧諾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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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外籍老師(一年級副班主任)  、工友及家長!

六年級畢業同學上

Dear Fung Kai Innovative School,

These six years have been super memorable to 

me, I’m a bit upset about leaving. A lot of people 

are helpful in this school. My friendly classmates 

love to share. They are super generous. They also 

helped me with my homework and studies, which 

I appreciate. Teachers are very kind to me. They 

are worried about my grades but never made 

me stressed. They relaxed me by smiling a lot.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I am so grateful for all the love and care. 

Although I will leave soon, my heart is still going 

to be here. I hope I will have time to visit Fung Kai 

Innovative School in the future.

Best wishes, 

Eunis Pang

6D

一本 袁澤鍇

Dear Fung Kai Innovative School,How are you? My primary school life has come to 
the final destination.
Teachers, you are the ones who tell me that my 
fate is not sealed. You educated me a lot whether I 
was lost or confused. These years, you never gave 
up on us. You never ran away or deserted us. You 
taught us a lot of new knowledge. Although the 
pandemic was tough and we also stopped the face 
to face class for a few months, I am thankful for our 
teachers’ education and I am proud of that.Best wishes, Yuen Man Li, Money

6D

6D
親愛的校工叔叔、姨姨們：

提到學校，你會想到甚麼？我想到的卻

是校工叔叔和姨姨們。在我們需要幫助時，

他們總能第一時間回覆。但其實校工並沒有

我們所看到的如此空閒，他們每天都要負責

校園清潔，協助學校佈置場地。

到了六年級，因為疫情的爆發，無形中

為校工叔叔和姨姨們增添工作，幫我們檢查

手冊記錄、每天清潔教室。從一年級甚至到

現在即將畢業的我，可能都不知道他們的名

字，但他們卻是我眼中的「英雄」。職業無

分貴賤，校工有一顆為學校及學生著想的心

卻令人敬佩。

                               
              學生 

招紫晴上

6C

親愛的爸爸、媽媽：

父母給我生命。您們就像朝陽一樣照亮了
我的生活。您們供我上學，照顧我的衣食住
行。您們從不感到厭惡、疲倦。

每 當 我 做 錯 事 時 ， 您 們 總 會 用 理 性 的
方式化解，不希望通過責備的形式讓我意
識錯誤。

因為有您們，我才能來到這個世界。我只
想跟您們說：『謝謝您們！』

女兒 
嘉敏上

6A
Dear teachers,
On behalf of all the graduat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the teachers. Throughout these 6 years, we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met so many patient and supportive teachers. We may not have always shown it, but we are all grateful to be taught by a group of passionate, knowledgeable, and caring teachers. Thank you for all the fruitful and inspiring lessons which shape who we are today!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and effort that every teacher has put in. We will always be thankful!Best Wishes,

Julia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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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母校：
2017年暑假，蟬唱鳥鳴依至，夏日盛大如常，而我從淹留數年的小學畢

業，踏上人生的第一個變遷節點，那時距今已五年了，只是一切逝去的歲
月都仍舊歷歷在目，仿若昨天。

串聯小學生涯的，應該是田徑隊的訓練。我三年級時受邀入隊，從此開始
了每逢週二、週四留校練習的日常，當時叫苦不堪，並且多番嘗試告病逃練，
但只要站上學界田徑賽的跑道，訓練時的汗水與掙扎就會化作疾馳時胸腔躍動
的激動和興奮，拂面的勁風凜冽，而四周的聲音都隱沒於獵獵風聲之中，眼中
只有終點線這一個目標。接力團隊共同奪魁的時刻，其勝利的喜悅感最為強
烈。我難忘共同經歷過的掙扎、扶持、榮耀，以及快樂。

快樂。每當我回首凝望逝去的這段日子，這是最常湧上心頭的感受，無論
是參加英文話劇，走出舒適圈而在眾目睽睽下粉墨登場；或是在六年級的小型
「學生會」裏成功策劃一場活動，帶諸位同學到校外玩野戰遊戲。那時尚未有
疫情，故還有幸參加過一次內地遊學團，所見所聞，皆有新奇趣致，況且還第
一次在父母不在場時與同學共住酒店，像是提前有了獨立出行的能力和特權。

「讚美童年吧，它在我們塵世的艱難中帶來了天堂般的美妙。」對我來說
小學生活便是構築美好童年的一部分。它帶給我的記憶在腦海中熠熠生輝，而
它贈予我的友誼、老師的教誨也時刻支撐着我行未來的路。畢業營時我們各自
都領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給同學或老師簽名留念，後來純白色的衣衫上留下
了五彩斑斕的馬克筆痕跡以及許多的姓名，它或許就是總結小學生活的絢爛的
一筆句號。

唯願各位都能享受屬於自己的小學時光，塑造一段不因時間流轉而磨滅的
記憶。也冀望各位準畢業生前程似錦，得償所願。

祝
生活愉快！

As a graduate who left this campus 6 years ago, I am honored to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my beloved alma mater, FKIS. When I embarked on my journey 
of learning in FKIS, I was blessed to be guided by inspiring, enthusiastic teachers; I was 
proud of my supportive peers who were willing to reach out to me. With these amazing 
people backing me up, my six years in FKIS were nothing short of stellar. 

Back in the day, FKIS was a forerunner in the field of e-learning. Laptops were allocated 
to each student, while I was no exception. I was thrilled to experience what e-learning 
had to offer and admittedly it was nowhere near a letdown. WIth adapted learning 
softwares and diverse online resources, I was able to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a 
multitude of ways. Meanwhile, e-learning was not at all tedious and monotonous. In 
fact, vivid graphics and lively interactions sparked my interest in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Besides, FKIS put emphasis on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I could choose from a wide variety of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instruments and painting. Eventually I settled on sport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school badminton team for 3 years. As a result of FKIS’s dedication 
to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I benefited immensely from different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broadened my horizons, which in turn helped 
shape my character. 

Looking back, I am really grateful that I completed my primary 
education in FKIS. The school provided an excellent atmosphere 
for me to study and socialize in. A harmonious cultur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inextricable bond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 teachers’ guidance, I proceeded to a secondary school which 
nurtured me well;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my fellow schoolmates’ 
influence, I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ompassionate 
and loyal. FKIS was my starting line and I could not ask for a better 
on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in FKIS all the best. May 
you find success in everything you do and may all your treasured 
dreams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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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對母校的感言……畢業生對母校的感言……

DSE放榜日回校報喜！DSE放榜日回校報喜！
陳文禮同學（右一) 考獲2科5**及4科5*
陳文禮同學（右一) 考獲2科5**及4科5*

現就讀道教聯合會現就讀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鄧顯紀念中學，

本年度中五中期試本年度中五中期試

考獲全級第一名。考獲全級第一名。

2016 Graduate
Chan Man Lai

2017	畢業生
怡萱上



校本課程特色校本課程特色

中文科中文科

數學科數學科

英文科英文科

電子課程為本校的特色課程之一，本校自2007年獲微軟公司MICROSOFT選為全球十二所未來學
校，致力為學生編寫以生為本的電子課程。疫情期間，為促進師生互動，老師善用不同的電子
平台和互動軟件教學，如Edmodo、Quizizz、Padlet、Wordwall、Kahoot等，以提升教與學效能。

另外，學校亦一直努力深化各科特色課程，拓展學生的學習領域；更聚焦於國安教育，
在各科中滲透國情教育，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欣賞之情，提高國民身份認同。

中文科於低小推行繪本教學，老師帶領學生
閱讀繪本、進行戲劇教學，上堂氣氛熱烈！

老師善用電子互動平台Padlet進行教學，
促進學與教效能。學生正在平台上分享說
明文結構，促進生生互動。

學生在閱讀英文圖書後，更動手製作不同
產品，活學活用。

學生在英文圖書課堂，與外籍老師一起進
行全班閱讀及小組閱讀，進一步提升每位
學生的閱讀技巧。

同 學 透 過 電 子 學 習 ， 提 升 自 主 學 習 的
能力。

齊來動動手，開心拼砌立體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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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教育氛圍在「創新」STEAM教育氛圍在「創新」

一年級STEAM	DAY：	一年級STEAM	DAY：	
自製足球機自製足球機

三年級STEAM	DAY：	三年級STEAM	DAY：	
環保船－愛海號環保船－愛海號

五年級STEAM	DAY：	五年級STEAM	DAY：	
水火箭水火箭

二年級STEAM	DAY：	二年級STEAM	DAY：	
環保燈籠環保燈籠

四年級STEAM	DAY：	四年級STEAM	DAY：	
環保動力車環保動力車

六年級STEAM	DAY：	六年級STEAM	DAY：	
智能貨物櫃智能貨物櫃

為普及STEAM教育，本校每年皆會舉辦「生命教育X	STEAM	DAY」，培養學生成為具備*	6Cs	的為普及STEAM教育，本校每年皆會舉辦「生命教育X	STEAM	DAY」，培養學生成為具備*	6Cs	的
「愛創客」2.0，迎接未來的發展及挑戰；輔以課前課後開辦的STEAM培訓班，如高卡車隊、無人「愛創客」2.0，迎接未來的發展及挑戰；輔以課前課後開辦的STEAM培訓班，如高卡車隊、無人
機課程、AI課程、機械人課程等，以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強化其綜機課程、AI課程、機械人課程等，以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強化其綜
合知識的建構能力，更帶領學生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開闊視野。合知識的建構能力，更帶領學生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開闊視野。

*創意及想像（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溝通（Communications）、協作（Collaboration）、*創意及想像（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溝通（Communications）、協作（Collaboration）、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及世界公民（Citizenship）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及世界公民（Citizenship）8

「安心出手」應用程式及自動噴灑小裝置「安心出手」應用程式及自動噴灑小裝置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展覽*



本校榮獲 App Inventor 組別冠軍！ 三位六年級同學 － 陳揚、

楊遇森及劉栩漾共同設計了「安心出手」應用程式及自動噴

灑小裝置來協助同學在學校及家居抗疫。

本校參加了由北區花鳥蟲魚舉辦的全港學
界再生能源STEM設計比賽，並獲得冠軍！

學生學習運用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科技，製作一
個可以檢測泥土狀態的裝置，系統會透過鏡頭檢
測泥土的變化，從而判斷泥土是否健康。

學習運用p5.js平台及Esp32開發板製作口罩消毒
裝置，把短暫使用的可重用口罩進行消毒。

同 學 們 參 加 了 2 0 2 2 年 大 灣 區
STEM卓越獎，設計了便便健康偵
測系統，系統會利用鏡頭收集圖
片樣本，人工智能會分析便便的
顏色，並顯示檢測結果及顯示健
康建議。同學們使用了人工智能
中的「計算機視覺」功能，利用
網上的人工智能工具訓練便便檢
測模型，並實時利用線上網頁顯
示運算結果。同學們利用7種顏色
的泥膠模擬7種不同顏色的便便，
並利用外置電腦鏡頭讀取圖片。

STEAM X 創新  ─ 創意發明展STEAM X 創新  ─ 創意發明展

「安心出手」應用程式及自動噴灑小裝置「安心出手」應用程式及自動噴灑小裝置

智能口罩消毒裝置智能口罩消毒裝置

AI土地檢測系統AI土地檢測系統

智慧醫生 –  智慧醫生 –  
便便健康偵測系統便便健康偵測系統

*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設計比賽*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展覽*

*三菱電機綠色科技創意大賽2022*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22*

*大灣區STEM
卓越獎2022（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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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灌溉小花園智能灌溉小花園
冠軍冠軍

全港全港

冠軍冠軍



本校以校本「燃亮生命之旅」生命教育課

程開展價值觀教育及國民教育，透過靜

觀、繪本故事、體驗活動、VR和AR等，

以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及態度，確立全

人教育，讓學生活出豐盛人生。

本年度，學校參與了香港教育大學「協助

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在各級跨學科

生命教育中融滲STEAM元素。是次三年

級專題研習「觀木棉．悟人生」以校本特

色的木棉樹為題，透過「知情意行」的

教學設計，培養學生對環境及大自然的關

愛。而隨着品嘗五花茶、探究酸鹼度及製

作葉脈書簽等實驗，提升了學生的綜合能

力；研習中更加入中華文化 — 涼茶，以

及以棉絮作毛筆書法蘸墨之用，增進學生

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欣賞。

生 命 教 育 X S T E A M 跨 學 科 專 題 研 習 生 命 教 育 X S T E A M 跨 學 科 專 題 研 習 

「 觀 木 棉 ． 悟 人 生 」「 觀 木 棉 ． 悟 人 生 」

學生拿着IPad掃描校園樹木上的QR 學生拿着IPad掃描校園樹木上的QR 
Code，認識木棉樹的生長資料。Code，認識木棉樹的生長資料。

學生品嘗五花茶，領悟木棉花的 學生品嘗五花茶，領悟木棉花的 
藥用價值，體會「落紅不是無情物，藥用價值，體會「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偉大情操。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偉大情操。

學生聚精會神地進行酸鹼度的小實驗，學生聚精會神地進行酸鹼度的小實驗，
然後興致勃勃地做葉脈書簽。然後興致勃勃地做葉脈書簽。

學生在生態園收集落葉，然後在課堂上學習仔細觀察樹葉， 學生在生態園收集落葉，然後在課堂上學習仔細觀察樹葉， 
領悟每一片樹葉都如人一樣，是獨一無二的。領悟每一片樹葉都如人一樣，是獨一無二的。

10



生命，那是大自然送給

人類的禮物，我們應該

向英雄樹學習，在逆境

中積極樂觀地面對，迎

難而上。

我在這次專題研習中獲益
良多，其中我最喜歡的就
是做葉脈書簽和閱讀繪本。
葉脈書簽又漂亮，又可以送
給別人當禮物；我閱讀的繪
本《愛心樹》故事感人，引
人反思，教會我要做一個有

愛心的人。

三心 鄧慧禎三心 鄧慧禎

三心 陳洛嘉三心 陳洛嘉

學生剝開木棉果子，仔細觀察棉學生剝開木棉果子，仔細觀察棉
絮和種子，體會生命的堅強。絮和種子，體會生命的堅強。 學生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收集木棉棉絮，以便寫書法之用。學生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收集木棉棉絮，以便寫書法之用。

學生體驗用棉絮蘸墨水寫書法，學生體驗用棉絮蘸墨水寫書法，
領悟中華文化的書法之美。領悟中華文化的書法之美。

11



「創意夢工場」學生作品成果展「創意夢工場」學生作品成果展

中文科中文科

創意寫作班的同學先觀看VR影片，創意寫作班的同學先觀看VR影片，

有感而發創作出有關四季的詩句！有感而發創作出有關四季的詩句！

四年級同學生用「作曲百寶箱」
四年級同學生用「作曲百寶箱」軟件創作以感恩生命、逆境自強
軟件創作以感恩生命、逆境自強為主題的樂曲。為主題的樂曲。

六年級同學自行設計一個創意健康小食或

六年級同學自行設計一個創意健康小食或

菜式，並用英語拍攝烹飪過程的影片。

菜式，並用英語拍攝烹飪過程的影片。

二年級同學運用電子七巧板創作不同的二年級同學運用電子七巧板創作不同的
平面圖案，欣賞幾何圖形的美。平面圖案，欣賞幾何圖形的美。

學生運用Scratch3.0、CosPaces等編寫程式學生運用Scratch3.0、CosPaces等編寫程式
軟件創作不同的遊戲，向同學宣揚保護海洋軟件創作不同的遊戲，向同學宣揚保護海洋
及謹慎理財的訊息。及謹慎理財的訊息。

六本 李芯鈺六本 李芯鈺
六本  方詩敏六本  方詩敏

數學科數學科

英文科英文科

電腦科電腦科

創意夢工場 
作品專頁

創意夢工場 
作品分享影片

音樂科音樂科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超過100萬推行「創意夢工場」計劃，通過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超過100萬推行「創意夢工場」計劃，通過
近年半的時間，各科積極引入嶄新科技，通過創意教學活動拓≪近年半的時間，各科積極引入嶄新科技，通過創意教學活動拓≪
學生設計及發明的視野，加強了學生對學習的成功感。學生設計及發明的視野，加強了學生對學習的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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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OOMENGLISH ROOM
同學們在小息時段，外籍英語老師及英語大使會與同學一起

進行不同類型的遊戲，同學們在遊戲中進行學習，大大提升

其英語興趣。

英語學習樂趣多英語學習樂趣多

英語英語
公開課公開課

英語英語

訪問活動訪問活動

ENGLISH
ENGLISH

ROOM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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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課公開課
本校於7月22日舉行一年級英文公開課，Ms Fundi外籍英語老師
利用不同資訊科技(如WORDWALL、AR等)，與同學進行互動
英文課堂。同學們在唱歌及遊戲中學習，更能鞏固對英文詞
彙及句子結構的認知，使他們更自信地進行寫作活動。

五年級學生於7月15日分組向外籍英語導師進行英語訪問活

動，同學不單能練習運用英語溝通，更能自信地介紹香港名

勝，全面提升英語能力。 

五年級英語訪問——「我最喜愛的一處香港名勝」五年級英語訪問——「我最喜愛的一處香港名勝」



為配合學校STEAM發展，視藝科在不同級別
加入不同的科技元素。

四年級四年級
「立體打印筆」課程「立體打印筆」課程

五年級五年級
「立體打印」課程「立體打印」課程

六年級六年級
「鐳射切割」課程「鐳射切割」課程

同學在自己的設計圖上用立體打印筆塗色。同學在自己的設計圖上用立體打印筆塗色。

四立			四立			
陳厚均陳厚均

四立	四立	
廖諾燃廖諾燃

同學們都認真地學習和製作自己的虛擬茶具。同學們都認真地學習和製作自己的虛擬茶具。

五心	五心	
杜嘉軒杜嘉軒

六心	六心	
陳夏雲陳夏雲

五正	五正	
黃馬樂黃馬樂

六本	六本	
陳揚陳揚

同學們學習使用網上軟件Tinkercad，	同學們學習使用網上軟件Tinkercad，	
製作虛擬立體茶具。製作虛擬立體茶具。

同學們在科藝創意坊留心聆聽導師的講解，同學們在科藝創意坊留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學習如何使用網上軟件Sketchup。學習如何使用網上軟件Sketchup。

同學專心學習使用Sketchup繪圖製作名牌。同學專心學習使用Sketchup繪圖製作名牌。

“STEAM X 視藝”“STEAM X 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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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專心學習使用Sketchup繪圖製作名牌。同學專心學習使用Sketchup繪圖製作名牌。

本校為二至四年級安排了體育特色課程，外聘專業
導師教授，分別有瑜伽、射箭、高爾夫球及棒球，
讓學生認識更多不同類型的體育項目。

“ 體 育 特 色 課 程 ”“ 體 育 特 色 課 程 ”

二年級同學在做瑜伽的過程中放鬆身心

二年級同學在做瑜伽的過程中放鬆身心

四年級同學打棒球時英姿颯爽！

四年級同學打棒球時英姿颯爽！

看我的球能到多遠！

看我的球能到多遠！

三年級同學十分專注!

三年級同學十分專注!在射箭時也威風凜凜！

在射箭時也威風凜凜！

三年級同學三年級同學
體驗打高爾夫球的樂趣！
體驗打高爾夫球的樂趣！

適當的拉伸動作也能提升同學的身體柔軟度！

適當的拉伸動作也能提升同學的身體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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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校園內的體育氣氛，本校移師鳳溪第一中學的田徑場並在學校跑道舉辦校
內田徑大會暨競技日，讓各位同學能一展所長。

校內運動會(田徑大會暨競技日)校內運動會(田徑大會暨競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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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活動：跳飛機競技活動：跳飛機

一、二年級：競技活動一、二年級：競技活動 三至六年級田徑賽三至六年級田徑賽

競技活動：運送網球競技活動：運送網球

60米比賽60米比賽

競技活動獎項頒發
競技活動獎項頒發

競技活動：穿越障礙
競技活動：穿越障礙

田徑賽獎項頒發田徑賽獎項頒發

擲壘球比賽擲壘球比賽

100米比賽
100米比賽



恢復面授課後，我們積極讓學生回復多元化校

園生活，包括開放操場及草地給予學生舒展身

心的機會；分級開放圖書館讓學生培養閱讀興

趣，並讓學生在英語室進行英語遊戲。

本校積極推動健康生活，因此在周六舉辦不同的活動小
組，例如小提琴班、拉丁舞班、跆拳道班、英語劍橋班、
乒乓球班等。讓學生善用課餘時間，培養出正面的課餘生
活。	另外，幼童軍及基督少年軍也定期進行集會。

小息活動小息活動

周六活 動周六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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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息時，同學都喜歡到草地玩耍。小息時，同學都喜歡到草地玩耍。

同學們都喜歡在同學們都喜歡在
跑道一較高下！跑道一較高下！

籃球活動是小息籃球活動是小息
很受歡迎的活動之一很受歡迎的活動之一



家教會執委：杜麗霞女士（一立	吳芷茵家長）

家長義工：唐常輝女士
（二心	張嘉寶家長）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親子健康小食食譜設計比賽
親子健康小食食譜設計比賽

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本人自參與鳳溪創新小學

家長教師會的公職已經邁入第十一個年頭了，承蒙各位的

支持和信任，很榮幸能夠連任主席一職，讓我能夠繼續與

各委員合作，攜手推動家校合作，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

緊密溝通，為學生建立一個更理想和優質的校園，讓學生

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回望這兩年的疫情依然持續，縱使面對不同挑戰及困難，

人與人之間建立起無形的隔膜。但學校每個角色：不論是

校長、老師、學校職工，還是學生及家長都迎難而上，關

關難過關關過。

雖然在今年年中開始，在學校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底下

慢慢恢復面授課堂。但過去一段長時間的網課推行，令學

生與教師都無法正常互動。幸好，在各方堅持不懈的努力

下，學校仍然充滿活力和歡樂聲，有部份活動亦得以順利

進行，例如：家長大學、家長講座等，全賴校長、老師，

以及熱心的家長們鼎力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謝！

在此，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對奉獻寶貴時間籌備活動的

老師、委員及熱心的家長義工，致以萬分感謝。同時，

歡迎家長向本會提出寶貴的意見，讓我們發揮家校合作精

神，共助孩子們快樂成長！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家長教師會主席

侯漢碩先生
(四本	侯俊浩家長)

紅棗核桃芝麻糖紅棗核桃芝麻糖
五正 林鑫兒及其家長五正 林鑫兒及其家長 舒芙蕾甜品舒芙蕾甜品

二心 傅紫晴及其家長二心 傅紫晴及其家長

素食大聯盟素食大聯盟
五心 鄭柏欣及其家長五心 鄭柏欣及其家長

南瓜芝麻球南瓜芝麻球
四正 吳家豪及其家長四正 吳家豪及其家長

最具人氣網上大獎

最具人氣網上大獎

優異獎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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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二心班張家寶
媽媽，感恩我們能加入鳳溪創新小學這個大家
庭。校園舒適的環境，走在科技先端的硬件，
創新的教育理念，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都是

孩子非常喜愛的。我也一直參加
學校的家長義工服務，從中
更瞭解到學校在疫情以來為
孩子們作出的各種措施和努
力，確保學生能盡快回復正
常的校園生活。感恩校長、
老師們的辛勞和愛心，還有
一直默默工作的校工們。因
為有你們的付出，才可以讓
孩子安心學習及健康成長。

大家好！我是一立

班吳芷茵家長，轉

眼間小女將升上小

二了。在這一年的

疫情中，大家都

非常艱難，遇上停

課的日子，感恩鳳溪創新小學給我們強大

的後盾，讓我們的孩子「停課不停學」，

繼續可以上網課學習知識。到了復課的日

子，學校加強了防疫措施，讓我們家長可

以安心讓孩子們上學。疫情漸漸穩定，學

校也恢復了正常的課外體育活動。同時感

恩學校提供良好的資源，讓孩子們體驗身

心健康的校園生活。在此，我感謝校長對孩

子們的愛和關懷，也感謝各位老師的悉心教

導和照顧，令學生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謝

謝您們！



子樑參加了「方糖智能細胞基礎課程」和「方糖智能細胞(進階)課程」，共十

二堂課。每次子樑都提早一天預備上課的衣物和個人用品，上課當天滿懷歡心

早到學校，上課時他專注投入，課堂完結後總是蹦蹦跳跳離開校園。當上完第

十一堂後，他得悉下一堂是最後一課時，他臉上略過一絲失望，小聲說：「下

次是最後一堂......」。

一位幼稚園學生能如此喜愛這些課堂，皆因：課程主題多元化(動物、汽車、建

築物等)、砌拼積木創意趣味、電腦編程初接觸，這些元素都誘發小孩在玩樂中

逐步完成每個作品。在上課過程中更重要的是：每位老師都耐心地啟發和指導小

孩，讓小孩能自在地發問在製作中遇到的種種困難。

作為家長：我們很感謝校方洞察科技的重要，提供機會讓幼稚園學生了解和應

用科技，更感謝每次上課的日子均看到校長及各位老師在場打點安排，那份對

孩子關愛和培育的用心和熱誠，使人感動。

好高興能夠與我的孩子參與由鳳溪創新小學所舉辦的「方糖智能細胞(進階)課
程」，讓我們有一個愉快的學習體驗。通過活動讓他得以探索各式各樣的新領
域；同時讓他的小腦袋能從學習中得到啟發以及訓練邏輯思維，獲益良多!	由第一次踏入校門，我們已深深感受到鳳溪創新小學上上下下的熱誠與凝聚
力。每一次來到，校長及老師們都會互相關懷問候，大家臉上都掛着笑容，令
我感到一個「大家庭」的融洽與和諧。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是一位畢業生回
校探望老師，看見她的笑容，以及從她身上散發出的喜悅，便能感到她對母校
的喜愛。因此，讓我堅定不移地選擇鳳溪創新小學為孩子未來六年校園生活的
落腳點。	
另外，能參與「方糖智能細胞(進階)課程」，不只是讓小朋友參與一個興趣班，
亦是一個好機會讓孩子以第一身親身接觸並感受學校的一切：倘大的校舍、完
善的設備、高瞻的教學理念、多元化的活動、廣闊的大草地等等，數之不盡，
讓我可以安心把孩子交予學校，讓孩子在未來日子有一個快樂的校園生活。	

本校善用校園場地，外聘專

業田徑教練，為北區幼稚園

學生舉辦田徑班，培育未來

的體壇精英。

本年度英語話劇組與18名幼稚園生一同攜手合作進

行英語音樂劇表演，故事是描述長髮公主險些陷入泥

土中，童話故事中的不同人物及所有動物一起合力進

行拯救，但也不能成功，途中他們更遇見大灰狼，最

後由觀眾連同所有角色一同團結起來，才能夠合力拯

救公主的故事。

方糖班方糖班

幼小銜接幼小銜接

田徑班田徑班

英語音樂劇英語音樂劇

歐陽子樑 歐陽子樑 家長家長

曾俊熙曾俊熙
小朋友與家長 小朋友與家長 
一同用心學習一同用心學習

葉泓政 家長葉泓政 家長

小朋友認真地進行伸展活動

小朋友認真地進行伸展活動

看誰跑得快
看誰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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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幼稚園同學多了解本校，本校於周六特別安排不同活動予北區幼稚園同學
參加，讓他們可以體驗小學校園生活，為升小學作好準備！



2021- 2022年度獲校外比賽獎項 2021- 2022年度獲校外比賽獎項 
( 截至 2022 年 7 月 28 日，本校於 2021-2022 年度獲校外比賽獎項( 截至 2022 年 7 月 28 日，本校於 2021-2022 年度獲校外比賽獎項 404404 項。）項。）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2022年國家安全齊參與」計劃國家安全網上問答比賽 十八區優秀學校獎(小學組)

2021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卓越關愛校園之「逆境新常態 校園顯關愛」

優異獎(小學組) —  優異獎

仁濟醫院第二十四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輔導及德育組 (16度榮獲)

2020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優異獎

聯校會能運動STEM大賽
團體平均最高步數獎亞軍及

傑出學校獎

動物守護社區大使計劃 我撐動物挑戰賽: 最佳拍檔獎

2021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團體季軍及積極學校參與獎

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 2021 傑出機構培訓獎

小班教學教案設計比賽2021 數學科: 二等獎

科目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獲獎學生

德育

2021「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
冠軍 6D 厲    寧

優異(2項) 6D 陳    揚、6D 李沁諭

寵愛傳校標誌設計比賽
冠軍(1項) 6B 張詠姍

優異(2項) 5A 何子翹、5D 黃    牧

跨學科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優良(3項) 2B 楊真熹、2C 吳芝叡、3D 張壯飛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3項) 6A 杜文昇、6C 趙婧孜、6B 劉以涵

中文

「紫荊文化盃」我愛我家創作大賽：
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我愛我家」主題閱讀組
— 初小文字組冠軍

3A 朱芷瑩

「我愛我家」主題閱讀組 
— 初小文字組季軍

1D 袁澤鍇

中文廣泛閱讀組
— 初小組優異獎   

1B 謝浩霆

「紫荊文化盃」
— 首屆全港中小學中國文化普通話比賽

亞軍(1項) 2D 麥紫婷

2021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中文組冠軍 5A 區家穎

第一屆北區小學才藝比賽 演說組亞軍 5A 劉雨宸

「第六屆北區講故事大賽」（指定文本中級組）
冠軍 3A 林苡沁

最佳聲音表現獎 3A 林苡沁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高小組 一等獎(3項) 5A 賴瀟毅、5B 杜嘉軒、6B 何梓琪

高小組 二等獎(5項)
5A 劉    薇、6B 羅梓琳、6D 李芯鈺
6D 李炎鵬、6D 劉栩漾

高小組 三等獎(3項) 6B 張詠姍、6B 朱菀菁、6D 方詩敏

高小組 優異獎(1項) 6B 劉以涵

高小組優秀作品獎(1項) 5B 洪心美

2021「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
小學普通話組

亞軍(3項) 3B 鍾沛餘、5A 劉雨宸、6D 劉栩漾

季軍(1項) 3B 葛悅琦

「我愛我家」主題閱讀組 「我愛我家」主題閱讀組 
— 初小文字組冠軍— 初小文字組冠軍
3A 朱芷瑩3A 朱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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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獲獎學生

中文

《畢家滿分的祕密》暨續寫故事比賽 冠軍(1項) 3A 林苡沁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2
（初賽 — 新界區）

亞軍(1項) 5A 劉雨宸

優異星獎(5項)
3A 彭悠然、3A 王煒如、3B 姜蕙妮
4A 吳家豪、5A 劉    薇

良好獎(2項) 1A 李梓淇、1D 周梓淇

 第三屆「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小三組別優異獎(1項) 3B 陳洛嘉

2021香港校際徵文比賽暨
粵港澳區青少年徵文比賽

優異獎(3項) 5A 幸祖福、5B 彭靖茹、5B 朱儀

大手牽小手：共創輝煌中國夢 優異獎(1項) 6B 羅梓琳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金獎(1項) 6D 陳    揚

銀獎(6項)
6D 蔡禮銘、6D 陳芷鳴、6D 梁孝達
6D 李喬沁、6D 談天恩、6D 阮萬里

銅獎(4項)
6D 郭慧怡、6D 李煜誠
6D 楊遇森、6D 張藝藍

第五屆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初小組「立體 Lapbook 組」
優異獎

3B 鄧慧禎

高小組「立體 Lapbook 組」
優異獎

5D 黃    牧、6A 鄧子晴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4項)
3B 黃俊熹、4A 吳家豪
5A 劉雨宸、6D 陳    揚

亞軍(6項)
2A 陳安洋、2D 麥紫婷、4A 陳    睿
4A 宋雨桐、4B 布柏煌、5B 朱    儀

季軍(10項)

2A 沈惠怡、2B 王歆鈺、2C 陳梓琳
3B 姜蕙妮、3B 鍾沛餘、4B 何卓凝
4B 林晉宇、5C 張    庚、6D 方詩敏
6D 梁孝達

優良(41項)

1A 莊美芊、1B 賴宥萱、1D 楊喬蔚
1D 袁澤鍇、2A 何純儀、2A 葉嘉宇
2A 吳梓濠、2B 張家寶、2B 藍浩龍
2B 李    璐、2B 李恭遠、2B 林信泓
2C 陳子博、2D 潘曉彤、3A 楊喬伊
3A 邱怡婷、3B 葛悅琦、3B 談若愚
3B 武嘉琦、3B 朱韻齊、3C 邱泓熙
3D 張壯飛、3D 楊瑾萱、4A 黃翊珺珺
4A 周思彤、4B 羅慧翎、4B 李詩妍
4B 劉卓容、5A 何子翹、5A 林鑫兒
5A 劉    薇、5C 司倫珈瑜、5D 李梓煜
5D 莫柏軒、5D 胡樹滔、5D 楊晉庭
6B 羅梓琳、6D 張子博、6D 厲    寧
6D 劉栩漾、6D 張藝藍

良好(9項)
1A 甯宇衡、1B 李悅桐、1C 梁珍嘉
3A 彭悠然、5A 李建霖、5B 李彥琳
5B 彭靖茹、6D 李芯鈺

英文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1項) 6D 方詩敏

亞軍(4項)
3A 朱芷瑩、3C 余沛恩
5A 幸祖福、6D 李芯鈺

季軍(5項)
1C 吳芷茵、3A 林苡沁、3D 李曉晴
6D 郭沛珊、6D 梁家寶

優良(36項)

1A 莊美芊、1C 梁珍嘉、2A 鍾禮謙
2B 鄭楚翹、2B 黃紫瑤、2C 陳梓琳
2C 鄭楚賢、2C 吳芝叡、2D 麥紫婷
3A 張藝楠、3A 蔡梓軒、3A 方愛瑩
3A 王煒如、3A 楊喬伊、3B 陳俊丞
3B 廖采翎、3B 山度曉東、3B 武嘉琦
3D 張壯飛、3D 盧進諾、4A 陳    睿
4A 顧祉言、4A 吳梓涵、4A 顏子芃
4A 吳家豪、4B 羅慧翎、4B 李詩妍
4B 楊雨辰、4D 杜蔚媺媺、5A 柴可欣
5A 林鑫兒、5B 彭靖茹、5B 譚思詩
6B 羅梓琳、6D 彭希愉、6D 阮萬里

良好(5項)
1D 楊喬蔚、2B 高芷欣、2D 潘曉彤
3B 孫    博、5A 張俊希

中文及英文朗誦比賽中文及英文朗誦比賽

本年度校際朗誦節表現出色，本年度校際朗誦節表現出色，
奪得多個獎項奪得多個獎項

英文朗誦 奪得多個獎項英文朗誦 奪得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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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獲獎學生

英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9項)
1C 吳芷茵、1C 潘卓翹、2B 鄭楚翹
3A 蔡梓軒、3A 朱芷瑩、3A 林苡沁
3C 余沛恩、4B 羅慧翎、5A 丁子悠

傑出影音效果獎
1C 吳芷茵、1C 潘卓翹、2A 鍾禮謙
2B 鄭楚翹、2C、陳梓琳、2C 鄭楚賢
3A 蔡梓軒、3A 朱芷瑩、3A 林苡沁
3B 陳洛嘉、3C 余沛恩、4B 羅慧翎
4B 楊雨辰、5A 鄧喆喆尤、5A 區家穎
5A 丁子悠 

傑出合作獎

2021粵港澳大灣區故事演講大賽

冠軍(1項) 4B 羅慧翎

亞軍(2項) 3A 朱芷瑩、6D 阮萬里

季軍(1項) 3B 山度曉東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英文） 特級優異獎(1項) 6D 阮萬里

2021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英文組亞軍 6D 彭希愉

優異獎(1項) 6D 李芯諭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金獎(2項) 6D 彭希愉、6D 阮萬里

銀獎(4項)
6D 郭慧怡、6D 李喬沁
6D 李煜誠、6D 張藝藍

銅獎(5項)
6D 蔡禮銘、6D 陳芷鳴、6D 陳揚
6D 談天恩、6D 楊遇森

數學

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2021
亞軍(2項) 2B 林信泓、5A 卓廣源

季軍(3項) 2A 陳安洋、5B 鄭柏賢、6D 阮萬里

銀獎(4項)
2A 楊梓熙、5A 賴瀟毅
5B 何炫爕爕、6D 鍾秉亨

銅獎(7項)
2C 陳梓琳、3A 蔡梓軒、3A 黎峻和
3B 李睿賢、4B 羅慧翎、6B 張詠姍
6B 王俊樺

優異獎(1項) 6D 陳    揚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2(香港賽區)

二等獎(3項) 3A 黎峻和、4A 江卓凝、5B 鄭柏賢

三等獎(11項)

2A 陳安洋、2A 岑家樂、2A 楊梓熙
2B 楊真熹、3B 陳敏浠、4B 羅慧翎
5A 賴瀟毅、5A 鄧喆喆尤、5B 何炫爕爕
5B 袁少騫、6B 張詠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2(大灣賽區)

一等獎(1項) 3A 黎峻和

二等獎(3項) 2A 陳安洋、2A 岑家樂、2A 楊梓熙

三等獎(3項) 4B 羅慧翎、5A 鄧喆喆尤、6B 張詠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2022
三等獎(5項)

2A 陳安洋、2A 岑家樂、2A 楊梓熙
3A 黎峻和、4B 羅慧翎

優異獎(2項) 5A 鄧喆喆尤、6B 張詠姍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2(香港賽區)

銀獎(3項) 2A 岑家樂、2C 陳梓琳、3A 王爾諾

銅獎(9項)
2A 陳安洋、2B 楊真熹、3A 黎峻和
3B 楊子瑶、3B 姜蕙妮、4B 羅慧翎
5A 鄧喆喆尤、5B 鄭柏賢、6D 楊遇森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2(香港賽區)

銀獎(1項) 2B 楊真熹

銅獎(5項)
2A 陳安洋、2A 岑家樂、2C 陳梓琳
3B 楊子瑶、4B 羅慧翎

優異獎(1項) 3A 王爾諾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2022 (香港賽區)

銀獎(4項)
2C 陳梓琳、3A 黎峻和
4A 江卓凝、6B 王俊樺

銅獎(8項)
2A 陳安洋、2A 楊梓熙、4B 羅慧翎
4B 張丹妮、5A 鄧喆喆尤、5A 賴瀟毅
6B 張詠姍、6D 鍾秉亨

5A 卓廣源  亞軍5A 卓廣源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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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獲獎學生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2022 (香港賽區)

金獎(1項) 2C 陳梓琳

銅獎(4項)
2A 陳安洋、4A 江卓凝
4B 羅慧翎、6B 張詠姍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1-2022
銅獎(3項) 2C 陳梓琳、4A 江卓凝、4B 羅慧翎

優異獎(1項) 2A 陳安洋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銀獎(4項)
6D 蔡禮銘、6D 陳芷鳴
6D 郭慧怡、6D 阮萬里

銅獎(6項)
6D 陳    揚、6D 李喬沁、6D 彭希愉
6D 談天恩、6D 楊遇森、6D 張藝藍

2021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數學組優異獎(1項) 6B 蔡逸騰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2 銅獎(2項) 3A 蔡梓軒、6D 阮萬里

《小學數學挑戰賽：滿貫盃2021-2022》 銅獎(8項)
2C 陳梓琳、3A 蔡梓軒、3A 黎峻和
4B 羅慧翎、5A 陸浩賢、5B 鄭柏賢
6B 張詠姍、6B 王俊樺

常識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2021 本地賽

VEX 機械人技能賽
優異獎 5A 陳子俊、5A 陸浩賢、5D 方日烯

電腦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22 App inventor 組別冠軍 6D 陳    揚、6D 楊遇森、6D 劉栩漾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21
全港學界再生能源STEM設計比賽

冠軍
5A 賴瀟毅、5A 黃曉薇
5A 黃馬樂、5B 何炫爕爕

第八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優異獎 6B 王俊樺、 6B 吳杰濤

智在bit得micro:bit創意裝置設計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6D 陳    揚、6D 楊遇森、6D 李煜誠

「疫情下的學習與生活」短片製作比賽
優秀演繹獎 3B 陳洛嘉

一等獎 3B 陳敏浠

第二屆北區小學編程機械格鬥王比賽

亞軍

6A 杜文昇、6A 王梓軒、6C 廖澤軒最佳造型獎

究極機械獎

視藝

「藍天綠地在香港」2021：
全港學界板畫比賽

冠軍
5A 鄧喆喆尤、5A 洪心美、5A 丁子悠
5A 何子翹、6A 鄧子晴

「藍天綠地在香港」2021：
花鳥蟲魚小伙伴設計比賽

優異獎 6D 袁泳琛

「認識憲法、＜基本法＞
— 與法治同行」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優異獎 5D 黃    牧

全港幼稚園/初小填色比賽 優異獎(1項) 2C 陳梓琳

愛．家庭運動2021-2022填色比賽
 (小一至小三組別)

優異獎(1項) 3A 黎曉琳

音樂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琵琶獨奏中級組季軍(1項) 5B 彭靖茹

一級鋼琴獨奏銅獎(1項) 2C 鄭楚賢

二級鋼琴獨奏銅獎(1項) 2B 鄭楚翹

三級鋼琴獨奏銀獎(1項) 5A 李建霖

三級鋼琴獨奏銅獎(1項) 2A 葉嘉宇

四級鋼琴獨奏銀獎(1項) 4A 董栢誠

五級鋼琴獨奏銀獎(1項) 5B 鄭柏賢

五級鋼琴獨奏銅獎(1項) 5B 鄭柏欣

七級鋼琴獨奏銅獎(1項) 5A 幸祖福

二級小提琴獨奏銅獎(1項) 4B 羅慧翎

笛獨奏小學初級組銀獎(1項) 5D 胡樹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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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獲獎學生

體育

第四屆學界兒童田徑錦標賽

男子10年組：100米跨欄亞軍 6D 李煜誠

男子10年組：擲壘球季軍 6A 林諾言

男子10年組：跳遠優異(1項) 6D 李煜誠

男子10年組：100米跨欄優異(1項) 6A 林諾言

男子10年組：擲壘球優異(1項) 6C 黃家健

男子10年組：100米優異(1項)、 
                 60米優異(1項)

6D 李煜誠

女子10年組：跳遠季軍(1項) 6C 何淑宜

女子10年組：100米優異(2項)、
                  60米優異(2項)

6A 林嘉莉、 6C 何淑宜

女子11年組: 60米優異(1項) 5C 楊嘉琳

賽馬會「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
Y - League 三人籃球比賽

U12女子組亞軍
5A 黃曉薇、6A 陳愷琳
6C 劉家淇、6C 嚴靖琳

U12女子組季軍
4C 曹羽嫻、4C 李鎵瑤
4C 嚴凱琳、5C 呂慧儀

U12男子組季軍
5A 袁煒軒、5B 何炫爕
5C 張    庚、6D 黃建熙

中銀青少年發展計劃新界小學分區
劍擊比賽女子重劍

新界東女子團體冠軍
甲組季軍
乙組冠軍
乙組亞軍
乙組季軍

5A 鄧喆喆尤
3A 黎曉琳
4B羅慧翎

3A 邱怡婷、3C 余沛恩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女子甲組：跳高冠軍 6D 曹騫仁

女子甲組：400米季軍 6A 陳愷琳

女子甲組： 200米亞軍 6A 林嘉莉

女子甲組： 60米第6名 6C 何淑宜

女子甲組： 擲壘球季軍 6B 羅梓琳

女子甲組：跳遠第5名 6C 嚴靖琳

女子乙組：擲壘球亞軍 5C 楊嘉琳

女子乙組：200米季軍 5B 鄭柏欣

女子乙組：跳高第6名 5C 呂慧儀

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4C 嚴凱琳

女子丙組：60米亞軍 4C 曹羽嫻

女子丙組：100米第8名 4A 江卓凝

男子甲組：跳高冠軍 6B 賴啟文

男子甲組：200米亞軍 6D 李煜誠

男子甲組：60米亞軍 6D 陳    揚

男子甲組：推鉛球第8名 5C 張    庚

男子乙組：跳高亞軍 4C 林家毅

男子乙組：擲壘球第5名 4B 張嘉濠

男子乙組：100米第8名 5A 袁煒軒

男子丙組：60米殿軍 3D 盧進諾

男子丙組： 跳遠第5名 4D 陳濼仁

圖書
2021-22全港中、小學

校際中文閱讀競賽(初級團體組)
季軍 5A 鄧喆喆尤、6D 楊遇森、6D 阮萬里

劍擊隊表現出色，於中銀青少年劍擊隊表現出色，於中銀青少年

發展計劃劍擊比賽囊括發展計劃劍擊比賽囊括

大埔及北區女子乙組冠、亞、季軍大埔及北區女子乙組冠、亞、季軍

三人籃球比賽女子隊A隊三人籃球比賽女子隊A隊

獲得U12組亞軍獲得U12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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