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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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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家大使小組 
 本校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在本校推行「以童為心」

親職教育計劃，負責籌辦愛家大使小組，由 11 月 5

日起以 4 節的網課形式進行活動，由「童心圓」專業

社工帶領活動，學生從中認識到自己的情緒，在面對

父母離異過程中可以適當處理壓力，建立正面的自我

價值，有效提高學生抗逆能力。  

家訊 127 

動感校園網上體驗班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為本校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網上

體驗班，包括跆拳道訓練班、花式跳繩班、兒童瑜伽訓練

班、活力操及競技疊杯運動班。體驗班由 11 月開始利用

Microsoft  Teams 平台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本校體育

老師亦會陪同學生一起參與，鼓勵學生多做運動，強身健

體。藉着這個體驗班，學生可以認識到各項運動的相關知

識，培養做運動的興趣。  

家長自我增值班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11 月份舉辦了兩

項家長自我增值班，包括「反沙芋甜品

班」及「哈他瑜伽班」，家長義工以義務

形式擔任導師，許多家長踴躍報名參加。

在「反沙芋甜品班」中，家長們興致勃勃

地做出皮脆肉嫩、芋香十足的傳統潮州甜

食;在「哈他瑜伽班」裏，家長們透過多

元的瑜伽體位搭配柔和的呼吸，使身心獲

得紓緩與放鬆，有助減輕壓力。  



 成長的天空計劃 
 學校透過「成長的天空」計劃鼓勵家長參與 11 月

11 日上午舉行的工作坊，家長們除了可以認識有關管

教妙法，還可以與導師及其他家長交流管教心得，以減

少親子衝突，促進親子關係。 

11 月 20 日是「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戶外活動

日」，本校小六學生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

外訓練營，透過歷奇活動訓練及小組討論，提升解難能

力及團體合作精神，增強社交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管

理情緒能力及抗逆能力，有助學生應付成長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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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樂天鄰─樂天互動天地 
 家校樂天鄰計劃於 11 月及 1 2 月的星期六舉辦數節「樂天互動天地—親子桌遊活動」及社

區探訪活動，很多接受課餘託管服務的家庭都積極參與活動，增加親子互動，促進親子溝通。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為提高學生綠化意識、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本

校於 11 月舉辦「一人一花」種植活動，並於 11 月 8 日

派發三色堇的花苗，讓學生於家中體驗種植花卉之樂

趣，以及了解、觀察植物的生長過程，促進對植物的認

識。種植期為四個月，學生需於三月初把種植之花卉紀

錄表帶回學校交給老師。學生們收到花苗後都很雀躍，

並開始在家裏悉心栽培，期待花苗的成長。  



 星海音樂學院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中小學音樂節錄音 
 星海音樂學院舉辦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中小學音樂節，邀請本校學生為原創歌曲《花季》錄音，

經挑選及訓練後，本校共有 10 位學生代表學校參與錄音製作，同學們在音樂老師的指導下積極而投

入地練習、錄音，希望通過音樂促進粵港澳三地之交流和文化共融，達致「音樂聯通三地，文化交融

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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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及家長日 
 本校於 11 月 13 日早上在禮堂舉行家長教師

會 2021-202 2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各會員先在禮

堂通過議程、上年度會議紀錄、會務報告及本年

度財務報告;然後陶校長致送感謝狀予卸任委員、

委任狀予新任委員及義務核數師;陶校長又為新任

家長委員進行宣誓儀式，並感謝家長教師會各委

員及家長義工努力付出，令校務發展得更好。 

 半小時的會員大會結束後，隨即便開始本年

度上學期第一次家長日，家長們親身到校與班主

任面談，了解學生在本年度上學期「進展性評

估」的成績及品行的情況，促進家校溝通和合

作。當天家長出席率高達 95%，班主任亦與未能

出席的家長另約時間會談。面談後，家長和學生

可以到雨操一瀏覽參考書、學生鞋及電子教材的

攤位，自由選購合適的圖書和電子教育軟件，以

促進學習。 



4 

愛「飾」動物日 2021 籌款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愛護動物的精神，本校於

11 月 16 日參加了由「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舉辦的「愛

【飾】動物日 2021 籌款活動」。當天全校大部分學生

響應活動，都穿上印有動物圖案的衣服回校，並慷慨解

囊，捐出零用錢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動物。所籌得之善

款已全數撥捐「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推行各項拯救動

物的工作、人道教育、社區教育及講座，宣揚「愛護動

物，尊重生命」的精神，並建立人與動物共融的社會，

活動的意義重大。  

科小校慶班本活動及 

校園遊踪問答活動 
    為了慶祝創校二十周年，本校舉辦科小二十周

年「校慶班本活動」，在 11 月 1 6 日班主任首先與

學生一起進行教室佈置，為生日派對作好準備;接着

製作巡遊表演的助慶道具;然後帶學生到籃球場觀賞

校慶藝術巡遊表演。同學們圍坐在寬敞的籃球場欣賞

巡遊隊伍精彩的表演時，都興奮得敲打和揮舞道具，

歡呼助慶，氣氛非常熱鬧。  

在 11 月 17 日，全校學生分級進行「校園遊踪

問答活動」，學生一邊遊走及參觀學校地下、一樓及

二樓簇新的教學設施，一邊聆聽老師們的講解和回答

問題，最後拿着蓋滿了印章的遊戲券向班主任換取一

袋一袋校慶生日禮物，在教室各自的座位上吃小食及

參與大抽獎，觀看二十周年校慶宣傳片、活動花絮、

六年級學生的專題研習成果，唱校慶主題曲，玩有趣

的集體遊戲，認識學校二十年來的發展，感受校慶的

喜悅，建立歸屬感，同學們都非常雀躍。  



二十周年校慶典禮暨新設施啟

用禮及藝術巡遊 
二十周年校慶典禮暨新設施啟用禮於 11 月 18 日下

午舉行，學校有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 蒞臨擔任主禮嘉賓，為典禮致勉辭及頒發職工服務

獎。當天有超過 200 多位嘉賓到校見證及祝賀，學校安

排了中國鼓及中國舞表演，為典禮增添氣氛。此外，各

位校董及嘉賓們頒發各項校慶活動比賽獎項，以表揚得

獎者卓越的表現。接着由蔡副局長帶領辦學團體成員及

捐款嘉賓一同主持新設施啟用禮，展現校舍的新面貌，

陶校長藉此鳴謝一眾二十周年校慶捐款人及為校慶付出

努力的教職員及機構，簡單而隆重的校慶典禮順行進

行，是次典禮為科小教育基金共籌得$26,100。 

二十周年校慶藝術大巡遊以「科小生日大派對」為主

題，由約 120 位一至六年級的學生穿著巡遊表演服飾，

包括巡遊 T shirt、彩虹衣袖、閃亮頭飾及髮夾，首先

由陶校長帶領六級各一名學生踏單車繞場一周，接着是

塗鴉及水桶敲擊隊表演，然後是表演主角－ 10 輛美輪美

奐的花車出場，包括生日蛋糕、團長、小丑、雪糕、禮

物、爆谷、熱狗、摩天輪、機械人、木馬等，每一輛花

車伴隨着造型可愛、穿戴獨特的巡遊舞蹈員，舞動出

場，大家沿着籃球場繞場一周，讓全場嘉賓及表演生家

長大飽眼福，拍手讚好。巡遊場面熱鬧，在輕鬆愉快的

氣氛中圓滿結束。 

學校於典禮及藝術巡遊完結後，於半島漁港酒樓設感

謝宴，當晚除有豐富的食物和美妙的歌聲外，要感謝梁

兆棠校監、麥淦渠校董、周淑芬前校董、張綺玲前校董

及陶群香女士捐助禮券及禮物，更感謝現任及歷屆校

董、捐款者、教職員、家教會成員及校友會成員為學校

發展付出的一切，大家在一片愉快的氣氛下共享聚餐，

為二十周年校慶活動畫上圓滿的句號。  

為欣賞一眾表演生的努力練習，學校特意安排富豪雪

糕車到校，為各位同學送上又香又甜的軟雪糕。在富豪

雪糕車美妙的音樂襯托下，同學們享受着美味的雪糕，

此情此景，實在令人十分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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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網上學習課程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新推出的「普通話微學堂」，於 11 月 22 日開始，為期三個月，透過 ZOOM

網上視像形式為本校部分不懂普通話的小一家長提供免費網上學習，與小一學生一起在網上學習普

通話，家長們都非常踴躍報名參與，感謝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提供三十個免費名額，讓本校小一的家

庭可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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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活力小天使學生 

義工服務活動 
    本校社工於 11 月 25 日下午為 20 名四至五

年級學生舉辦愛心活力小天使學生義工服務培

訓，部分服務於班主任課時間在校內進行，部

分為校外服務。學生透過義工服務擴闊個人的

視野，了解不同人士之需要，加強其服務社會

的精神。  

「藝.想.喵」藝術工作坊

之紙燈箱創作 

    11 月 27 日，本校 20 名一及二年級學生參

加「藝.想.喵」藝術教育計劃之「喵界潮人」

紙燈箱創作工作坊，小朋友一方面認識貓咪的

生活哲學，從中學習生活處世之道，培養正向

人生觀及價值觀;另一方面透過不同的藝術元

素，藉著藝術分享及創作，提高了為社區貓保

暖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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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長者學苑 

串珠課程 
農曆新年快到，「科創長者學苑」於 1 1 月至 12

月(四個星期三)於本校舉辦串珠課程，由本校家長義

工教授長者們製作三款造型的吊飾:「福」字、燈籠

及一個小掛飾，長者們在活動中提升手眼協調的能

力，也可用製成品作為新年應節佈置裝飾，增添節日

氣氛。 

科小才藝 Show 
 為了提高學生的自信心，讓他們盡顯才

藝，學校於 12 月 17 日上午在雨操一平台舉行

「科小才藝 show」。學生們各展所長，才藝表

演有樂器演奏、武術、跳舞、朗誦、唱歌等

等，台上的學生可以操練表演的膽識，台下的

學生亦可以培養觀賞藝術的情操，為自己班的

參演者拍掌打氣，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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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 

內地奧運健兒訪港 
    本校有幸獲邀參與 12 月 5 日上午由「國家體育總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香港特區

政府」主辦，「元朗區體育會」承辦之「東京奧運會內地奧運健兒訪港」活動，當天本校有 10 位高

小學生到元朗區體育會一樓綜合館，近距離目睹 2021 東京奧運國家體操金牌運動員劉洋、鄒敬園及

舉重金牌運動員汪周雨、諶利軍等國家運動員的風采，他們示範一系列超水準的動作，展示其世界

級技術水平，同學們興奮莫名，大開眼界。此外，本校學生亦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5C 黃睿琳同學

表示能親眼看到運動員，並且第一次在現場感受氣氛，覺得非常興奮;5D 曾啟曦同學表示運動員很

努力地接受訓練，取得獎牌，他也會效法他們刻苦鍛煉，希望將來同樣可以獲得獎牌。 

教師專業發展日 
 為了促進教師的專業知識及提升教學質素，全校所有老師於 12 月 8 日(教師專業發展日 )親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與學與教博覽 20 21，教師們按自己的興趣及科目自行選擇講座或研討會。透過參

與學與教博覽的活動，教師了解到 21 世紀的教育資源及科技的最新發展趨勢，教師亦可與業界分享

及互相交流學與教的經驗，過了充實而有意義的一天。 

「中國空間站『天宮課堂』 

太空授課活動」 
本校響應國家推廣太空科普教育，鼓勵學生於 12 月 9 日下午

在網上參與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國家教育部、科技部、

中國教協以及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舉辦的神舟十三號飛行任務太空

授課活動。天宮課堂結合載人飛行任務，貫穿中國空間站建造和

在軌運營，由中國航天員擔任太空教師授課，以天地協同互動方

式進行。同學們可以觀看在太空獨特狀態下進行的科學實驗，增

進 STEM 範疇的知識，同時認識國家在航天領域的發展和成就，

增進對科學及航天科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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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環保巴士講座及 

參觀城巴柴灣車廠 
 本校四至六年級之生態小領袖應樹賢基金邀請，於 12 月 11 日下午到城巴柴灣車廠參與「零排

放環保巴士講座」及參觀「城巴柴灣車廠」，有機會接觸零排放環保巴士，了解環保巴士怎樣改善

路邊空氣質素，以減低碳排放及對環境影響。同學認識到「環保生活」這個主題，可以增廣見聞。 

小一百日宴 
 為慶祝一年級學生入讀本校滿一百日，本

校於 12 月 14 日上午為小一孩子舉辦「小一

百日宴」，當天學生、老師及 90 多位家長一

同參與慶祝活動。首先，陶校長分享故事，鼓

勵小朋友要對自己有信心，以永不怕難的精神

享受學習，然後大家一起觀看學生升小學後的

校園生活片段，最後每班輪流上台進行大合

照，每一位小朋友都收到豐富的禮物，滿載而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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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升中安排 
學校在 12 月 14 日下午舉行「中一自行分配

學位家長講座」，使家長及小六學生對第一輪的

選校有深入了解。講座後，家長可與班主任面

談，聽取班主任的意見。12 月 1 5 日下午本校舉

辦「升中個人及小組模擬面試」，全校教師為六

年級學生進行模擬面試，及早提示學生面試時注

意的地方、應有的態度及技巧，以協助學生對升

中面試作好準備。學校亦於 12 月 9 日、21 日及

1 月 4 日分別邀請了羅桂祥中學、南屯門官立中

學、元朗商會中學三位校長，到校分享升中策略

及中學生活情況，讓同學及家長得到更多關於升

中資訊，作為選校的參考。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12 月 15 日上午舉行一年一度的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約 70 位家長義工出席。當天校

長、家長教師會委員、老師及家長義工在禮堂進行團體

遊戲及歡樂大抽獎等聯誼活動，學校更為每位家長義工

送上一盆聖誕花，藉此感謝他們為學校及學生們默默地

付出，加強家長義工間之聯繫，凝聚力量，氣氛歡樂融

洽。 



元朗區優質攤位展覽育展 
  本校於 12 月 5 日參加了由元朗區小學校長會舉辦之「元朗優質教育展」，當天學校除設置攤

位展覽外，亦安排了學生表演中國鼓，藉此機會讓區內家長們認識本校之辦學理念，也讓學生在公

開場合有表演的機會，提升自信及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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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 
本校於 12 月 22 日上午舉行聖誕聯歡會，

全校師生穿著輕鬆便服回校，上午高、低年級學

生輪流到禮堂參與「科小之星歌唱比賽」，「眾

星」雲集台階上比歌藝，比服飾，比台風，比合

拍……盡顯才華，光芒四射。本校誠邀星級評

判:家長校董姚翠嫻女士、校友校董李淮峰先

生、家教會主席張美怡女及委員評分和頒獎。壓

軸大抽獎環節，送出各式各樣的禮物，令學生們

雀躍不已。聖誕老人領隊到禮堂和教室大派禮

物，令教室聯歡會氣氛更為熱鬧。雨操一的教會

活動中，老師帶領學生唱聖誕歌和做動作，從而

分享聖誕節意義的信息，然後有才藝表演，節目

非常豐富，學生表現得積極和投入。  



兒童發展基金追夢少年聖誕派對 
 12 月 25 日下午，本校「追夢少年」的同學們參與聖誕派對，約 120 人參與活動，大家一起

唱聖誕歌，陶校長給大家祝福，又有聖誕大抽獎，最後友師與學員聚會分享，氣氛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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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軍及幼童軍日營 
 12 月 19 日及 20 日，本校學生到洞梓童

軍中心參加小童軍日營及幼童軍日營，當天

學生們於營地進行集體遊戲、營地活動及原

野烹飪等，寓學習於娛樂，促進組員之間的

溝通和合作，享受群體活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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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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賽  
1E甘倬雒 K3數學組金獎 

4C張懿淳 小四奧數組銅獎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全港繪畫大賽(第三季)   

4C張懿淳 兒童初級組銀獎 

4B林玉仲 兒童初級組銅獎 

4B羅展朗 

兒童高級組銀獎   

4C吳卓賢 

4C黃子盈 

4C李詩柔  

5B陳芷琪 

6B潘凱澄  

6C吳琋琳  

6C蘇美諭 

4A麥芷瀅 

兒童高級組銅獎   

4B林玉仲 

4C張以駿 

4C黃子倩 

4C黃昭怡 

4C趙綺玥 

4E孫文靜 

5A孫文茵 

6C章羨儀 

6D程俊軒 兒童高級組優異獎  

GNET GROUP LIMITED  第十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1(環保袋設計)  4C張懿淳 中童組銅獎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1E甘倬雒 小學一年級組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 至 2022年元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6A賴柯睿 

男子組團體賽冠軍     

6B劉志軒 

6C張博然 

6C宋熹曈  

6D蘇浩峰  

元朗大會堂   2021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5C李  芮 小學高級組銀獎  

5D鄧智銘 小學高級組銀獎  

中華基督教會 

方潤華中學   
元朗區小學英普演講比賽 2021   

5C張家瑩 普通話組優異獎 

6C黃天樂  普通話組亞軍 

6B林思柔  英文組優異獎 

5C吳卓霖  英文組優異獎 

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6C王璐兒 中樂獨奏銅獎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2E黃梓墨 鋼琴獨奏銀獎 

5C陳韻嵐 鋼琴獨奏銅獎 

4A麥婧珊 兒童初級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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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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Centre of  

Ballroom Dance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5B 陳芷琪  

District Champion-

ships Stage 43  

First   Juvenile & Youth Solo Paso Doble 

元朗大會堂   2021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1A 歐陽海琳 

小學初級組初賽銀獎 

1A温芷淇 

1E 陳朗淇 

2B 林芷彤 

2E 趙艾喬 

1B 梁穎言 

小學初級組初賽銅獎 1C馮詠琅 

2A 文杰皓 

3C 楊皓燁 

小學中級組初賽銀獎  3C 林恩俊 

3E 馮詠琳 

3E 黃  尊 
小學中級組初賽銀獎  

4C 黃昭怡  

3C 陳子穎 

小學中級組初賽銅獎  
4B 黎天悠 

4C 彭煜天 

4D 陳梓洛 

5C 吳卓霖 
小學高級組初賽金獎  

6B 林思柔 

5C倪彥旌 

小學高級組初賽銀獎  

5C 黃浩翹 

5C 羅力舜 

5D 吳采純 

6C章羨儀 

5A 吳珮如 

小學高級組初賽銅獎  

5B 林鑫怡 

6B 李焯凝 

6C林梓榆 

6C梁隽睿 

6C 王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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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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Singer 
音樂協會  第一屆香港兒童 DREAM SINGER歌唱比賽  1D黃詩雯  優異獎   

北京墨緣寶書畫院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 
第十三屆墨緣寶杯全國書畫大賽    1D黃詩雯 優秀獎   

元朗大會堂  2021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即講故事比賽  4C張婧潔 小學中級組 銀獎   

元朗天主教中學  聖伯多祿盃乒乓球比賽 202  6B劉志軒 亞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
信義中學   2021-2022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6C黃天樂 學首獎  

6C宋熹曈 學首獎  

6C梁隽睿 優異獎  

Hong Kong A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Hong Kong Children Art Competition  

Group 2010-09  
Gold Award  

6C羅惠心  
IYACC國際青少年 
文藝培訓中心  

IYACC The 13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Fairytale 季軍  

新界區體育總會華永盃   

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 4X30 個人混合速度接力賽  

6D楊詠喻  

女子 11歲以下 季軍  

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 團體大匯演花式挑戰賽  殿軍  

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 全場總成績  殿軍  

明光社  「有品上網」叻仔叻女填色比賽  6D林紫琪  
小學高小組  

優秀創意作品  

英國文化協會  劍橋英語考試  5C羅力舜  15盾  

元朗大會堂   「唱出真善美」歌唱比賽   

6D胡芷惠 中童組 銀獎  

2D吳思聖 
兒童組 銀獎   

2D林悅心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及

元朗大會堂   
第八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1A魏家茵 小一硬筆初級組  
優異獎   1B陳許樂 

2A何永崇 
小二硬筆初級組  

冠軍  

5C趙恩婷 小五毛筆組 優異獎  

道教香港青松觀   新界西北區毛筆書法比賽   
6C梁隽睿 毛筆書法 冠軍  

6C黃天樂 毛筆書法 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 - 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C高宇熹 
男子甲組 400 米  

冠軍   

6D丁一 
男子甲組 100 米  

季軍   

5D黃嘉軒 
男子乙組 200 米  

殿軍  

6C黃天樂 
女子甲組 200 米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 - 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D楊詠喻 
女子甲組 400 米  

殿軍  

5D陳嘉敏  
女子乙組 200 米  

亞軍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第四屆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6D林展鵬 中文組 P4-6 亞軍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

社中學  

元朗區小學生閱讀分享演講比賽 

(十八鄉中學銀禧校慶盃)  
6D王浠桐 個人獎項 冠軍  

蔡章閣中學   2021 亞洲機械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蔡章閣盃聯賽    
6C楊博文 

銅獎    
6C宋熹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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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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章閣中學   2021 亞洲機械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蔡章閣盃聯賽  
6C梁隽睿 

  銅獎     
6B李焯凝 

元朗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21        

3B吳卓恩 

小學組 金獎     

3C張子萱 

3C黃梓彤 

3D李怡潔 

3D周子晴 

3D黃抒韻 

3E馮詠琳 

4A陳依琳 

4B蔡樂兒 

4C鄭家蕎 

4C張懿淳 

4C張婧潔 

4D姚喆穎 

4D張菀珊 

5A孫文茵 

5A曾善盈 

5B陳芷琪 

5C吳卓霖 

5C黃睿琳 

5D吳采純 

5D吳思妤 

6A傅沛妍 

6B李焯凝 

6C吳琋琳 

6D朱政穎 

6D羅卓曼 

6E馬海珊 

元朗大會堂   唱出真善美歌唱比賽    
5C張家瑩  中童組 金獎季軍 
2D吳思聖 

小學兒童組 銀獎   
2D林悅心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5C張家瑩   

兒童組 銀獎  

香港客屬總會  2020-2021年度客家子弟獎學金  獎學金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二級鋼琴表演證書  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