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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你護脊童你玩 
 本校積極推動護脊文化，於 7月 2 日 邀請「兒童脊科基

金」工作人員到校為二年級學生提供一節「童你護脊童你玩」

遊戲工作坊。學生從護脊遊戲中學習到護脊知識，培養良好的

姿勢、運動和護脊的習慣，又齊唱齊跳護脊操，並訂立護脊目

標，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地參與此活動。 

「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 

中國科學家主題展  
7 月 6 日，本校 50 位四、五年級學生到會展參觀展

覽，他們有機會近距離看到「嫦娥五號」及極為珍貴的

月球土壤，都十分興奮。他們不但藉此了解百年中國科

技發展歷程，增廣見聞，而且感受到中國科學家迎難而

上、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 

家長日及親子單車發電體驗日     

   第三次家長日順利於 7 月 9 日舉行，鑒於疫情關係，當天

部分家長透過 Microsoft Teams 網上視像形式與班主任會

面，也有不少家長親臨學校與班主任洽談，了解學生下學期總

結性評估的成績、品行及其他情況，加強家校合作和溝通。各

級學業成績位列首三名的學生及其家長更獲邀請到校長室，接

受陶校長的嘉許及鼓勵，家長和學生都欣喜感恩，得到很大的

鼓舞。 

    此外，學校當天特許學生穿著運動服回校見班主任，隨後

可以到雨操二參加「親子單車發電體驗日」活動，同學們反應熱

烈，與家長們一起踏單車「放電」，愉快地享受做運動的樂

趣，培養多做運動的興趣。  

家訊 125 



 香港欖球總會 x香港匯豐銀行特約：

欖球教學影片拍攝  
 本校的非撞式欖球隊一向表現出色，榮獲香港欖球總會及香港匯豐

銀行之邀請，於 7 月 4 日 及 11 日 在本校拍攝欖球教學的示範影片，當

中包括傳接球的技巧及攻守的招式，讓觀眾認識到此運動在少了身體碰

撞之下，可以減少受傷的機會，既安全又好玩，藉此鼓勵學生多做運

動，宣揚及推動香港欖球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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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7 月 16 日 下午，本校 12 位學生獲得資助，參與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之閱讀活動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

子」，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觀 2021 書展，同學們分別在兒童天地、文藝廊展覽廳及活動專區等飽覽豐富

書種，購買心水書籍，大飽眼福，並與兒童作家交流，藉此提高學生閱讀興趣。 

 結業禮  
 本校於 7 月 14 日 舉行結業禮，當天頒發 16 個獎項給

一至五年級的學生，褒揚他們在學業及活動方面出色的表

現，另外也頒發家長義工獎狀、家教會烹飪比賽獎項及表

揚教師計劃獎等。鑒於疫情關係，是次結業禮學校只邀請

了一至二年級領獎生家長親臨學校觀禮，其他家長亦可以

於本校網頁下載結業禮當日之錄影，觀看子女獲獎片段。 



 聯校親子一日遊  
 本校於 7 月 17 日 與翰林幼稚園( 天水圍 )合辦「小腳板大冒險」親子一日

遊活動。當天家長及學生共 42 人參與活動，大伙兒除了可在山頂飽覽維港景色

及參觀古色古香的歷史建築物之外，還可欣賞赤柱海岸小鎮迷人的海景，漫步陽

光海灘及閒逛市集各式小店鋪和攤位。家長們一邊享受親子時光，一邊互相認

識，交流育兒心得。是次活動一切順利，大家都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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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區少年警訊活動   

 元朗區少年警訊於 7 月至 8 月為本校提供兩項有趣的

暑期活動，分別是 7 月 20 日 的「競技疊杯體驗課」及 7

月 23 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五的「專業足球訓練班」，前者教

授三至六年級 35 位學生競技疊杯的基本技術及知識，後者

由香港甲組球員教授四至五年級 15 位學生足球運動的相關

技術及知識，並於 8 月 19 日舉行正義盃足球比賽，學生能

夠實踐課堂所學，獲得寶貴的比賽經驗，所有參加的學生都

享受到運動帶來的快感和樂趣。 

家校樂天鄰─智能飛鏢體驗活動

及地壺球體驗活動  

本校與萬鈞伯裘書院合辦之「家校樂天鄰」計劃，由

「天鄰大使」協助推行以體藝為主題的網絡活動，於 7 月 23

日 及 30 日 到本校為 20 名小二學生及 20 名小三學生進行智

能飛鏢體驗活動，學習香港飛鏢運動的知識，例如眼、手、

心如何配合，智能飛鏢靶利用程式自動計分，支援實時網絡

對戰，大大增加刺激感，讓小朋友雀躍不已，對飛鏢愛不惜

手。 

此外，「天鄰大使」亦於 8 月 6 日 及 13 日 到校為小四

至小六共 29 名學生進行地壺球體驗活動，同學們都非常投入

地學習地壺球的知識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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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椅子、你畫我又畫」活動 
為配合學校二十周年校慶，本校於 7 月 21 日 及 22 日 下

午舉行「繪本、椅子、你畫我又畫」的親子活動，家長與學生

大展身手，一同利用圖書繪本內容設計椅子構圖，並在椅子上

繪畫，把圖書與椅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不僅美化圖書館，而

且可以推廣閱讀文化，能為學校出力也感到很滿足。 

學校導賞大使培訓計劃  

本校挑選出 30 位一至五年級學生，由 7 月 22 日 開始參與

「學校導賞大使培訓計劃」，培訓活動共分為六節，由「亞太

禮儀教育協會」之專業導師進行指導，希望能培訓出一群口齒

伶俐、大方得體的校園導賞大使，於學校典禮或活動中接待嘉

賓，帶領嘉賓遊覽校園，並作出介紹。藉着這個難能可貴的機

會，同學們可以提升說話及表達能力，學習大方得體的儀態舉

止，自信地向外宣揚本校特色，增加對學校的榮譽感和歸屬

感。 

暑期樂繽紛學習活動  

本校由 7 月 19 日 至 8 月 13 日 舉辦「暑期樂繽紛學習活

動」，學習形式多樣，有紙筆學習(做練習、默寫及工作紙)，又

有遊戲和比賽，學生得以重溫本學年之學習內容，鞏固各學科之

基礎。學生均踴躍參與活動，有 95.67% 同學出席課堂達九成或

以上，暑期班費用港幣 610 元將會全部退回給家長。參與的學生

都度過了 20 天既充實，又有意義的學習生活。 

二十周年校慶宣傳片  

為了迎接校慶，學校趁着暑假拍攝二十周年校慶宣傳片，並邀

請了校友郭衍廷、黃鶯、本校學生吳卓霖及黃浩翹為主角，內容以

「MIRACLE」展現學校特色，並於 7 月 26 日 至 27 日 順利完成拍

攝。 

暑期備忘 
本年度暑期期間，同學們在家中完成暑期備忘，不用做暑期作

業，多了時間體驗閱讀的樂趣，享受親子活動的時光。此外，老師以

陽光電話關心學生，了解他們在功課上及暑期之生活情況，給予鼓勵

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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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愛．在天秀 》社區關愛齊

起動藝術計劃暑期工作坊  
本校參與東華三院及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合辦的

共融關愛社區藝術計劃，以「關愛共融」 為主題，於天秀墟

展現一系列藝術裝置。在藝術家帶領下，本校四至六年級共

18 位學參加了三個範疇之藝術創作，包括「“閘”結關

愛」、「鈎出融情」及「天人畫墟」，並於 8 月 3 日 及 10 日

到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參與暑期工作坊，同學們都十分

積極地參與活動。  

小一暑期銜接班 
本校於 8 月 25 日 至 27 日 上午舉辦小一銜接班，由本校

教師教授，小一新生在期間可以認識同班同學、熟習教室規

則、小息安排、自理方法、做早操及玩遊戲。老師也教授英

語、普通話基本用語，學生都愉快地上課，提早適應校園生

活。此外，8 月 27 日 上午舉行 「小一新生家長日」，家長藉

以了解學校各方面之運作，同日亦有銜接班結業禮及家長教師

交流會，家長可與班主任會面，瞭解班內學生情況及開學事宜

等。   

幼稚園普通話興趣班及欖球班 
幼稚園普通話興趣班於 8 月 25 日 至 27 日 上午舉

行，共 113 名幼稚園生參與，分五班進行，由本校教師

教授小朋友普通話禮貌語、兒歌、唐詩等; 27 日 更在

科技創意室進行 STEM 活動，幼稚園生可利用不同的圖

形及顏色製作聲控小汽車，十分有趣味。課程結束那

天，全班同學每人戴着可愛的動物頭飾，利用敲擊樂器

一起演奏一首學會了的詩歌，在歡笑聲中由陶校長頒發

結業證書，為興趣班畫上完滿的句號。小朋友都十分興

奮地參與三天的活動。 

此外，幼稚園暑期欖球體驗課程亦於 8 月 25 日 

至 27 日 上、下午分四班舉行，共 80 名幼稚園低班至

高班的學生參與。欖球體驗課程由欖球教練及本校體育

老師教授，學生透過熱身伸展、競技、遊戲、比賽、小

組訓練及緩和運動等活動，學會了持球來回接力跑、接

球、傳球、進攻及防守的技巧。小朋友活力十足，在雨

天操場一和籃球場學習閃避物件及對手，找尋傳球對象

及支援隊友，感到刺激好玩，建立團隊協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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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樂學》 
由 9 月 1 日 開始，本校會定期把校內資訊發放到不同幼稚園， 

特別製作了「科.創樂學」刊物發予幼稚園生，讓家長們更加認識本

校。第一期介紹學校舉行的線上遊學，透過網絡讓本校學生與國內姊

妹學校的學生進行線上互動及文化交流。此外，介紹具本校特色的

STEM 教育，以培養學生學習科學及科技的興趣，並訓練學生提高認

知、解難能力、動手技能、創意思維及科技素養的發展。  

20 周年校慶藝術大巡遊藝術拔尖班  

為迎接二十周年校慶，本校將籌辦一場熱鬧及充滿學校特色的

藝術大巡遊，主題為「科小生日大派對」，而「塗鴉及水桶敲擊班」

是其中一組表演環節，由視藝老師挑選 16 位四至五年級於視覺藝術

科有優異表現之學生參與，為 11 月 18 日 校慶藝術大巡遊時作出精

彩的表演。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為慶祝二十周年校慶，讓家長、學生及校友藉此對學校表達祝福與關愛，學校舉行一連串的慶祝活

動，已完成之活動如下﹕ 

已完成(《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填色比賽 》)  

 科目︰視藝科 對象︰幼稚園 評審嘉賓︰許允甜先生  

冠軍 吳梓愉(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亞軍 楊寶琋(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季軍 李梓樂(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及 冼柏言(佛教慈光幼稚園)  

最具創意獎 何雨恩(保良局郭羅桂珍幼稚園)  

優異獎 

秦子晴(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幼稚園) 

彭逸楠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順龍仁澤幼稚園) 

熊思睿(翰林幼稚園(天水圍))、沈芯俞(天主教聖葉理諾幼稚園 )  

陳宇沆(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林可兒(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幼稚園) 

洪栢喬(基督教聖約教會小天使(天盛)幼稚園)、朱可怡(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幼兒學校) 

葉漫林(幼聯主辦安泰幼兒學校)、陳丞熙(仁濟醫院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  

最踴躍參與

學校獎  
翰林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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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護瞳行動  同燃希望獎  
6C 杜君洋    

嘉許狀  
5D 朱政穎 

香港視藝文化交流  第二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 2021  

1D 林僅堯 兒童 A組冠軍 

1D 傅凱特 
兒童 A組銀獎  

1D 林悦心 

5C 蘇美諭 兒童 B組金獎  

5C 章羡儀 
兒童 B組銀獎 

6B 陳琦婷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筆藝全城書法比賽 2021  

1B 梁仕嶸 

英文硬筆書法 

初小組金獎  

1E 黃梓墨 

2A 楊安蕎 

2B 楊皓燁 

3A 張菀珊 

3D 劉景謙 

1A 何永崇 

英文硬筆書法 

初小組銀獎  

1A 張志恩 

1B 吳昱霆 

1C 宋穎欣 

1C 譚子悠 

2A 張子萱 

2B 黃洛朗 

2C 陳子穎 

2C 曾港綿 

  3A 司徒詠曦 

3A 黎樂萱 

3B 周聖鈞 

3E 黃子俊 

暑期工程及維修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完成多項維修及工程，以改善及美化

校園環境，例如更換禮堂牆身木板、地板;拆卸左右橫額連

架、舞台背景;地下走廊重舖牆身磚;更換體育室門;前梯及

後梯牆壁、天花、欄杆、鐵器及喉管塗漆;重畫後閘蝴蝶地

畫、更換一樓前梯壁畫及重做 G02 台階等。維修及工程順利

完成，迎接新學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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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筆藝全城書法比賽 2021  

1A 謝珮欣 

英文硬筆書法 

初小組銅獎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1B 莫貝鍶 

1D 陳紫程 

1D 林僅堯 

1E 岑樂瑤 

1E 趙艾喬 

2B 譚子朗 

2E 黃櫻彤 

3B 陳梓洛 

3C 趙綺玥 

3C 鄧鈺怡 

3C 何嘉蔚 

3D 蔡樂兒 

3D 韓嘉瑤 

3E 梁凱琪 

4C 羅力舜 

英文硬筆書法 

高小組金獎  

5C 吳琋琳 

5C 蘇美諭 

5D 梁竣銘 

6A 吳卓盈 

6A 劉丞舒 

4E 曾俊豪 

英文硬筆書法 

高小組銀獎   

5A 冼泳瞳 

5B 饒思奇 

6A 黃思嵐 

6B 林樂瑤 

6C 洪曉漩 

6D 蔡詠斯 

6D 韓梓謙 

4B 林鑫怡 

英文硬筆書法 

高小組銅獎 

4C 葉貝兒 

4C 吳天聖 

4D 馬熹敏 

4E 李佩禧 

4E 吳穎林 

5A 林祉瑩 

5A 黃成亨 

5B 李焯凝 

5C 馮貝兒 

5D 陳鎧澄 

6B 陳宜芯 

6D 李思蔚 

4C 羅力舜 
中文硬筆書法 

高小組金獎 

4C 莫智堯 中文硬筆書法 

高小組銀獎  4C 潘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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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灼見名家傳媒有限公司  「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   

5C 陳睿謙 

優異獎  

5C 馮貝兒 

5C 黃天樂 

5C 黃子桐 

4C 倪彥旌 

4C 張家瑩 

5D 程俊軒 

5D 莫曉羽 

6D 張雅穎 

6D 陳珈晴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  青年創意設計比賽暨作品展   

6C 林振滔 

高小組冠軍  6C 張宇晨 

6E 蕭家湧 

5D 程俊軒 

高小組亞軍  
5D 陳鐙澄 

5D 陳子泳 

5D 陳鳳逑 

5B 周巧琳 

高小組季軍  
5B 潘凱澄 

5B 林思柔 

5B 饒思奇 

翰榮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墨翰情-兩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 5D 張宇祥 特優獎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019-2020 第二屆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學     校 榮譽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 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學     校 小學組金獎 

社會福利處 義工運動 學     校 
團體義務工作嘉許 

金獎 

國際奧伊斯嘉香港  60 周年青年演講比賽(生物多樣性及環境保護)  

6A 梁楚江 
兒童組 

Second Class Honor  

6D 黃詩峰 
兒童組 

Third Class Honor  

中大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綠適追蹤 2020/21 年度 學     校 最綠適學校大獎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全港繪畫大賽(第二季)   

3C黃子倩 

兒童初級組銀獎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3C孫文靜 

3D譚樂怡 

3D黃昭怡 

3D張以駿 

3D麥婧珊 

2E吳芷倩 

兒童初級組銀獎  

3C黃子盈 

3C趙綺玥 

3D羅展朗 

3D高致遠 

3D劉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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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全港繪畫大賽(第二季)   

5B潘凱澄 
兒童高小組金獎  

5D程俊軒 

4D黃睿琳 
兒童高小組銀獎  

5C章羨儀 

5C吳琋琳 
兒童高小組銅獎  

5D莫曉羽 

第二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 2021  

1C林僅堯 
兒童畫組金獎  

香港視藝文化交流  

5C蘇美諭 

1C傅凱特 

兒童畫組銀獎  
1C林悦心 

5C章羡儀 

6B陳琦婷 

義工運動團體義務工作嘉許金獎  

筆藝全城書法比賽 2021-英文硬筆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