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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愛人精神，發展全人教育，六育（靈、德、智、體、群、美）並重，
培養學生成為明辨是非、熱愛生命和積極進取的好公民。

六育並重

辦學宗旨

以基督教信仰為辦學基礎及原則，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
使他們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



。

《「疫」流而上》

疫情驟然襲來，在過去超過一年的時間
裏，看似平常的校園生活被打亂，斷斷
續續的停課，校內課外活動全面停止，
充滿活力的校園變得悄靜無聲。雖然疫
情仍未被遏止，但世界是不會因而停頓

潘自榮 校長

校長的話

因此，人們要懂得轉「危」為「機」，
迎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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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基督
啟智懷愛

積極推動 多元學習
就教師而言，面對暫停面授課
堂的困境，我校教師團隊致力
推動電子學習，積極利用網上
資源，為學生安排網課、網上
批改家課、分享網上學習資源
等，讓學生停課不停學。

就學生而言，面對學習模式突
如期來的轉變，學生勇於接受
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提升個人
的自主學習能力，掌握電子學
習的技巧。

突破限制 屢創佳績
在過去的學年，師生面對了網
課和面授課的混合學習模式，
發展出學習新常態。同時，教
師積極推薦學生參與各類型校
外比賽，感謝教師們用心栽培
，學生獲獎無數，屢創佳績，
豐富的活動讓看似平淡的校園
生活變得豐盛。盼望疫情盡快
消退，校園生活能回復如常，
師生能把握疫情帶來的機會，
努力探討更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使學習更富趣味性。

深信基督
啟智懷愛

積極推動 多元學習
就教師而言，面對暫停面授課
堂的困境，我校教師團隊致力
推動電子學習，積極利用網上
資源，為學生安排網課、網上
批改家課、分享網上學習資源
等，讓學生停課不停學。

就學生而言，面對學習模式突
如期來的轉變，學生勇於接受
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提升個人
的自主學習能力，掌握電子學
習的技巧。

突破限制 屢創佳績
在過去的學年，師生面對了網
課和面授課的混合學習模式，
發展出學習新常態。同時，教
師積極推薦學生參與各類型校
外比賽，感謝教師們用心栽培
，學生獲獎無數，屢創佳績，
豐富的活動讓看似平淡的校園
生活變得豐盛。盼望疫情盡快
消退，校園生活能回復如常，
師生能把握疫情帶來的機會，
努力探討更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使學習更富趣味性。



多元學習

上課時，老師會運用不同的
學習應用程式，例如:
NearPod，Kahoot!，Wordwall等，
務求令課堂更有趣味性，
從而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中文科

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
      

圖書課

在圖書教學方面，老師會讓學生發揮想像力，
請他們創作故事的結局。為了令作品更富趣味性，
學生會以刮畫刮出故事情景，並透過向全班同學
分享來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溝通能力。



全人發展

視藝科

本校的視覺藝術課程特色

是以評賞帶動創作。

優化
校本課程

優化
校本課程 上英文課時，外籍英語老師

用一種既簡單，又具效能的
學習方法，只需為每位
學生準備小白板，就能
大大提升學生與老師的
互動。無論是學習英文
拼音、串英文生字、
造句及簡單的匯報，
學生均顯得更投入和專注。

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
      

老師會為學生設計有趣
而又切合生活經驗的主題，
引導學生對視覺元素及
創作媒介進行探索。

英文科



6B班蔡佳熙同學

在香港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

高小組比賽中，

戰勝一眾傳統名校，

取得個人賽二等獎。

華羅庚金杯華羅庚金杯

-數學比賽-

數學思維大激鬥比賽數學思維大激鬥比賽

3A班唐沚晴同學在

數學思維大激鬥比賽中

取得銀獎。

4A班江冠棋同學，

更在279個各校精英中

取得金獎。

學而思盃數學比賽學而思盃數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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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本年度得獎的所有同學！

本年度數學科參加了多個大型數學比賽，

同學表現出色，成果豐碩。

香港學科比賽香港學科比賽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



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
朗誦節比賽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圓滿結束。
無可否認，疫情令朗誦訓練增加不少挑戰，

但無阻同學們參賽的決心，
他們均在粵語、普通話及
英語朗誦比賽成績優秀。

這實在有賴同學們的努力、
家長的從旁協助，
以及老師的悉心指導。



2021年人口普查
小學學生海報設計比賽

2021年人口普查
小學學生海報設計比賽

6A莊美穗同學榮獲高小組季軍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家校合作
敬師日敬師日

本年度敬師活動由學生親手
製作相架，家長協助完成，
並以相架作為心意，送予
每位尊敬的老師。



鄧穎雯家長

家校快樂同行

梁恩童家長

葉馨文家長

家長也敬師活動，由家長和學生親自拍攝
短片，感謝學校及老師的努力。

家長也敬師家長也敬師

在疫情下，為家長和孩子增添一份樂趣。

親子手工班親子手工班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1A 劉雯妍 黃栩瑩
1B 何昭葵 葉以林
1C 陳溢軒 張芷穎
1D 關芷悦 鄧穎雯
1E 高梓茵 莫單
1F 李嘉祐 趙綺晴
2A 陳鎧喬 黃晞穎
2B 黃韵慧 游詩怡
2C 聶穎姍 阮弘軒
2D 梁樂瞳 莫芮靜
2E 李天恩
2F 林皓霆 李穎蕎
3A 陳靜雯 戴穎熙
3B 黃子浩 周夢熙
3C 劉天愛 吳逸嵐
3D 陳麗萍 鄭雨萱

4A 黃嘉暉 李惠冰
4B 馬沛兒 嚴雅君
4C 關巧彬 徐苡藍
4D 楊佳桐 葉沛深
5A 陳希欣 余沚凌
5B 李嘉紅 吳逸詩
5C 陳煒君 梁力丹
5D 何梓琳 邵邦
5E 區楚瑶 伍曉琳
5F 馮靖茜 鍾沂霖
6A 戴梓揚 莊靜琳
6B 李燁欽 盧奕璇
6C 朱明慧 方慧滢
6D 陳雪莹 黎家如
6E 林小暄 吳狄恩
6F 劉冠怡 麥穎兒

操行獎操行獎

4A 江冠棋 黃惠珊
4B 徐煒皓 鍾秀琼
4C 甘采寧 趙俊堯
4D 吳梓穎 潘曉彤
5A 陳希欣 伍津興
5B 凌鈺珍 羅彪
5C 徐志健 李依琳
5D 陳伯賢 曾凱彤
5E 李兆熙 羅玉瑶
5F 李溢文 唐嘉淇
6A 鄺嘉俊 叶艷君
6B 鄭芷怡 曹希遙
6C 陳雪藍 郭潔怡
6D 陳雪莹 李楊洋
6E 劉梓燁 魏宝霓
6F 張樂瑶 庄俊熙

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學年考試評核不完整，故本學年不設獎學金。

服務獎服務獎

1A 翁秋婷 陳曦妍
周展宏

1B 林榮俊 莫穎桐
顏紫琪 葉以林

1C 陳力行 劉佳烯

1D 鄧穎雯 何日曦
1E 劉諺禧 湯榆晴
1F 李卓殷 陳兆源
2A 陳鎧喬 張樂天

2B 黃韵慧 謝睿之

2C 何曉菲 曾文熙

2D 莫芮靜 吳亦馳
2E 劉展睿 徐嘉怡
2F 林皓霆 李穎蕎

3A 唐沚晴 余政哲
3B 何展聰 王泓浩
3C 鄧浩輝 譚琛懿

3D 黃昭島 羅樂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周展宏 劉雯妍 陳曦妍
1B 顏紫琪 林榮俊 陳力言
1C 韓星洋 陳力行 徐斯逸
1D 楊宸淏 鄧穎雯 關芷悦
1E 劉諺禧 湯榆晴 莫單
1F 劉琬柔 陳兆源 金可欣
2A 張樂天 黃德樂 劉冠楹
2B 明慇慈 謝睿之 黃韵慧
2C 聶穎姍 陳智平 曾文熙
2D 莫芮靜 梁樂瞳 周紫彤
2E 徐嘉怡 莫芮安 林梓柔
2F 李穎蕎 伍偉洋 何立熙
3A 唐沚晴 許澤標 王韜略
3B 陳靖羲 楊安琪 周夢熙
3C 張竣然 謝旭阳 鄧穎怡
3D 關淨 羅樂怡 鄭雨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A 江冠棋 李惠冰 劉嘉熙
4B 馬沛兒 潘頌恩 嚴雅君
4C 關巧彬 張証嵐 陳玟瑄
4D 吳梓穎 趙朗森 葉沛深
5A 伍津興 朱俊凱 盧浚生
5B 凌鈺珍 李嘉紅 李嘉倩
5C 陳煒君 何昊年 楊晶琪
5D 何梓琳 余浩彰 劉瑶
5E 朱煒軒 盧卓立 李兆熙
5F 唐嘉淇 李溢文 黃濼曈
6A 葉正鵬 吳穎欣 莊靜琳
6B 李燁欽 蔡佳熙 盧奕璇
6C 劉嘉霖 朱明慧 李澤明
6D 陳雪莹 李楊洋 朱婷婷
6E 吳狄恩 劉梓燁 林小暄
6F 劉冠怡 庄俊熙 李浩鵬

學習表現優異獎學習表現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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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校內比賽獎項校內比賽獎項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湯榆晴一年級 冠軍
陳曦妍 亞軍
鄧穎雯 季軍
呂芷欣二年級 冠軍
吳梓駿 亞軍
何立熙 季軍
唐沚晴三年級 冠軍
羅樂怡 亞軍
王泓浩 季軍
麥浩晉四年級 冠軍
黃嘉暉 亞軍
徐苡藍 季軍
李兆熙五年級 冠軍
盧浚生 亞軍
陳希欣 季軍
左詠詩六年級 冠軍
方慧滢 亞軍
李楊洋 季軍

聖經問答比賽

5A 葉旭林 班際第一名
5B 李嘉倩 班際第一名
5C 方顥甯 班際第一名
5D 韓星河 班際第一名
5E 伍曉琳 班際第一名
5F 黃濼曈 班際第一名

聖經科獎勵計劃

5A 陳希欣

5D 曾凱彤

6A 李寶儀

6D 李楊洋

5B 凌鈺珍

5E 李兆熙

6B 林子超

6E 林小暄

5C 陳煒君

5F 呂奕嵐

6C 沈君睿

6F 劉冠怡

李樂軒

徐嘉怡

容梓馨

譚琛懿

饒文博
羅栩祈
梁善渝
張文浩
林梓琪
沈君睿
李燁欽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1F一年級 冠軍
1D

陳曦妍
亞軍

1A
鄧穎雯

季軍
2E二年級 冠軍
2F 亞軍
2C

何立熙
季軍

3A 唐沚晴三年級 冠軍
3B 亞軍
3C

王泓浩
季軍

4C四年級 冠軍
4A 亞軍
4D

徐苡藍

季軍
5E五年級 冠軍
5F 亞軍
5A 季軍
6C

左詠詩

六年級 冠軍
6B 亞軍
6E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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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比賽獎項校內比賽獎項

「聖誕卡設計比賽」
1E 駱茗軒一年級 冠軍
1B 許諾昕 亞軍
1D 何日曦 季軍
1A 翁秋婷 優異
1C 徐斯逸 優異
2B 區樂行二年級 冠軍
2C 阮弘軒 亞軍
2D 梁嘉城 季軍
2B 曹駿軒 優異
2F 馮雨婷 優異
3B 葉馨文三年級 冠軍
3A 唐沚晴 亞軍
3A 高嘉靖 季軍
3B 何展聰 優異
3A 凌鈺聖 優異
4A 江冠棋四年級 冠軍
4A 羅栩祈 亞軍
4B 嚴雅君 季軍
4A 蔡琳琅 優異
4B 楊志軒 優異
5D 韓星河五年級 冠軍
5E 李兆熙 亞軍
5E 梁善渝 季軍
5D 何梓琳 優異
5B 陳睿軒 優異
6D 蘇言雅六年級 冠軍
6A 莊美穗 亞軍
6D 陳雪莹 季軍
6C 方慧滢 優異
6D 陸子玥 優異

畢業禮邀請卡設計比賽
6A 莊美穗 冠軍
6C 方慧瀅 亞軍
6F 張樂瑤 季軍
6B 盧奕璇 季軍
6C 陳雪藍 季軍



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校外比賽獎項校外比賽獎項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優秀入圍獎

6E 左詠詩中文
1D 李樂軒
2E 徐嘉怡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小學學生海報設計比賽

6A 莊美穗
高級小學組

季軍

6B 盧奕璇
公開賽少年組

銀獎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2020－2021

2020年「以毒攻毒」港澳閱讀大作戰

4A 劉嘉熙
4A 江冠棋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

5A 伍津興
6B 陸韵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E 高梓茵
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2B 胡樂謙 優良獎狀
2C 劉巧兒 優良獎狀
2C 嚴琼 優良獎狀
2D 梁樂瞳 優良獎狀
2D 方晞姚 優良獎狀
5A 黃展賢 良好獎狀
5B 鄧梓林 優良獎狀
5B 吳可欣 優良獎狀
6E 吳狄恩 優良獎狀
6B 何靜雯 良好獎狀
6B 陸韵熹 良好獎狀
6B 黃珈彤 良好獎狀
6B 余雅琪 良好獎狀

2C 鄭悅菱 優良獎狀
2F 李皓軒 優良獎狀
3A 唐沚晴 優良獎狀
3D 鄭雨萱 良好獎狀
4A 黃惠珊 優良獎狀
6B 盧奕璇 優良獎狀
6C 林虹妍 優良獎狀
5B 吳逸詩 良好獎狀
5D 彭思敏 優良獎狀
5D 韓星河

普通話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1D 鄧穎雯

英語獨誦
優良獎狀

1F 李樂軒 優良獎狀
2B 謝睿之 優良獎狀
2F 林皓霆 優良獎狀
3A 許澤標 優良獎狀
3A 余政哲 優良獎狀
3B 陳靖羲 優良獎狀
3C 陳思彤 優良獎狀
4A 蔡琳琅 優良獎狀
4A 江冠棋 優良獎狀
4B 潘頌恩 優良獎狀
4D 吳梓穎 優良獎狀
5D 曾凱彤 優良獎狀
5D 黃嘉熙 優良獎狀
5D 余浩彰 良好獎狀
5F 黃濼曈 優良獎狀
6A 李寶儀 優良獎狀
6B 李燁欽 優良獎狀
6C 陳琋桐 優良獎狀
6E 吳狄恩 優良獎狀
6F 麥穎兒 優良獎狀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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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獎項校外比賽獎項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C 鄭悅菱

晉級賽（香港賽區）

金獎
2C 聶穎姍 金獎
3A 唐沚晴 金獎
3D 鄭雨萱 金獎
6B 蔡佳熙 金獎
5B 凌鈺珍 銀獎
3A 許澤標 銅獎
3D 李俊宁 銅獎
5F 唐嘉淇 銅獎
4A 楊浩廣 優異獎
4A 黃嘉暉 優異獎
3D 王汶彥 參與獎
4A 劉嘉熙 參與獎
5D 吳芷瑤 參與獎
6E 潘立中 參與獎

2C 鄭悅菱
初賽（香港賽區）

金獎
3D 鄭雨萱 金獎
6B 蔡佳熙 金獎
3A 唐沚晴 銀獎
3A 許澤標 銀獎
3A 高嘉靖 銀獎
4A 江冠棋 銀獎
5B 凌鈺珍 銀獎
5F 唐嘉淇 銀獎
2A 張孝和 銅獎
2C 聶穎姍 銅獎
2C 阮弘軒 銅獎
3D 李俊宁 銅獎
3D 王汶彥 銅獎
3D 黃昭島 銅獎
4A 楊浩廣 銅獎
4A 黃嘉暉 銅獎
4A 劉嘉熙 銅獎
5D 邵邦 銅獎
5D 吳芷瑤 銅獎
6E 潘立中 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大灣盃

4A 江冠棋

選拔賽（大灣賽區）

二等獎
6B 蔡佳熙 二等獎
3A 許澤標 三等獎
5B 凌鈺珍 三等獎
5D 邵邦 參與獎
6E 潘立中 參與獎

2C 鄭悅菱
預選賽（香港賽區）

一等獎
3A 唐沚晴 一等獎
4A 江冠棋 一等獎
5B 吳梓昕 一等獎
6B 蔡佳熙 一等獎
3A 高嘉靖 二等獎
5B 凌鈺珍 二等獎
6E 潘立中 二等獎
2C 阮弘軒 三等獎
3A 許澤標 三等獎
3C 吳逸嵐 三等獎
4A 黃嘉暉 三等獎
5F 唐嘉淇 三等獎
5D 邵邦 三等獎
6B 盧奕璇 三等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3A 唐沚晴

初賽（香港賽區）

金獎
4A 江冠棋 金獎
6B 蔡佳熙 金獎
5B 凌鈺珍 銀獎
5F 唐嘉淇 銀獎
3A 許澤標 銅獎
4A 黃嘉暉 銅獎

MathConcept Educa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4A 江冠棋 金獎
3A 唐沚晴 銀獎

6B 蔡佳熙
決賽（大灣賽區）

三等獎
3A 許澤標 三等獎

香港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

6B 蔡佳熙

邀請賽(決賽)

二等獎

Fun Fun Arena 
香港學科比賽

4A 江冠棋 金獎
6B 蔡佳熙 銀獎
2C 鄭悅菱 銀獎
3D 鄭雨萱 銀獎
4A 楊浩廣 銀獎

4A 江冠棋 金獎
6B 蔡佳熙 銀獎
2C 鄭悅菱 銀獎
3D 鄭雨萱 銅獎

上學期 下學期

 
學而思盃數學比賽
4A 江冠棋 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