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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 124 

「動感校園」網上興趣班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於五月期間為本校學生提

供「動感校園網上活力大使表演訓練班」，讓二至

五年級學生有機會參與六個課節的活力操訓練，並

於早會時段帶領同學做早操，甚至代表學校出外表

演。另外，還有「動感校園網上競技疊杯體驗

班」，四至六年級報名的學生可以學習基礎競技疊

杯的基本知識和技術，並享受箇中樂趣。 

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 
為了鼓勵學生建立自主閱讀及寫作的習慣，

並樂意與人分享閱讀心得，本校挑選了 50 位學生

參加「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為期一年，

計劃內容豐富多采，包括閱讀指定圖書、參與結

合閱讀及探險的歷奇活動、「偵探日」、協助老

師在校內推廣閱讀活動。最後，鼓勵學生從眾多

活動中累積寫作的靈感，把整個計劃的閱讀心得

及在活動中的體會寫成文章，向全校學生推廣閱

讀及寫作。 

親子工作坊  

為了幫助有學習需要的小一學生，學校於 5

月 5 日下午舉辦「提升學習技巧親子工作坊」，

由社工介紹「多感官學習法」，透過親子家居小

遊戲，訓練學生小手肌的技巧，協助家長在家指

導子女認字的技巧和訓練書寫的速度。 



 科創長者學苑─甜品製作課程 
 由 5 月 10 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一，科創長者學苑開辦

甜品製作課程，讓長者學會用健康的食材製作各式各樣的

甜品。四節的主題分別是芝麻紅豆燒餅、木糠布丁、糯米

糍和芒果班戟，每節共有 10 位長者參加，他們既享受學

習的過程，又大飽口福，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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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的天空計劃 
 在 5 月 15 日，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的學員及其家長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親

子日營」，學生在歷奇活動及小組討論中，增強與人溝通之能力，培養欣賞別人的態度及加強親子關

係。當天，六年級的學員及其家長亦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戶外活動日」，學生透過遊戲及網

上活動，提升解難能力，並建立團隊合作的精神。  

 家長教育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 2021 年 6 月至 7 月舉辦一系列共六場的家長教育講座，主題分別是﹕

「孩子身心發展你要知」、「認識孩子的情緒，家長學校齊合作」、「孩子學習上的情緒和行為」、

「培養孩子的性格優勢」、「做好家課有辦法」及「支援子女健康上網家長講座」( ZOOM 形式)，讓家長

可以從多方面了解孩子，提升管教子女、處理親子衝突的技巧及幫助孩子愉快地學習的方法。家長教育

講座有助改善親子關係，加強家校合作。 

為了讓家長能善用閒暇，家長教師會邀請家長義工開辦家長自我增值班，分別於 6 月 16 日、17 日

及 29 日上午在本校家長資源中心和 G02 室教授家長自製美味可口的酸子薑及芒果糯米糍，家長們都非常

踴躍參與，更將製成品贈予本校教師品嚐，讓老師們大飽口福。 



 成長的天空計劃結業禮暨分享會  
 本校於 6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舉行了 2020-2021 年

度成長的天空計劃結業禮暨分享會（線上），為本年度成長

的天空活動作總結，不但讓教師、家長及學生聚首一堂，回

顧學員們的成長過程，而且對學員在活動中付出的努力給予

肯定及讚賞。陶校長在典禮當中給學員的一番訓勉，令學員

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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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周年校慶新界西英語 

才藝比賽(2020-2021)  
 為提升幼稚園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慶祝學校二十

周年校慶，本校舉辦「二十周年校慶新界西英語才藝

比賽(2020-2021)」。是次比賽以「錄影模式」進

行，共有 13 間幼稚園學生參賽，賽事分為三個組別:

唱歌、親子講故事及獨誦，由評判預先評審參賽者的

錄影片段，並於 5 月 15 日舉行頒獎禮。典禮後，幼

稚園生在本校老師帶領下興致勃勃地參觀校園，認識

本校的各項特色。  

拍攝 20 周年校慶照片 
為迎接二十周年校慶，本校約 200 名學生於 5 月 12 日下午踴躍地回校拍攝校慶照片，與全校的

老師在籃球場合照，拼湊成一顆巨型的心，中間有數字 20，代表學校已踏入二十周年。本校法團校

董會的成員梁兆棠校監、冼錦維校董、麥淦渠校董、甄靜雯校董、黃錦華校董、曾鉅桓校董及張綺玲

校董一起到校支持及參與拍攝活動，與眾同樂。大家舉起鮮艷奪目的氣球，舉目望天歡呼及高聲呼叫

「生日快樂」，整個過程以航拍機拍攝下來，給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縱使是悶熱的天氣和戴着口

罩，也不可消減師生們的熱情。看見校園內充滿喜悅的照片，師生們再辛苦也覺得值得。  



4 

六年級畢業活動 20-21 
本校於 5 月 24 至 26 日舉行六年級畢業活動，第一

天由本校社工林晶姑娘與天水圍女青年會合作，為同學

舉行升中秘笈工作坊及進行團隊遊戲；第二天進行歷奇

訓練，讓同學們了解團隊合作的力量及重要性；最後一

天全體六年級學生連同校長、六年級班主任及科任老師

穿著班 Tee，進行敬師活動及惜別會，回顧小學生涯的

點滴，以及感謝老師們多年的教導及陪伴。一連三天的

六年級畢業活動，讓準畢業生留下難忘的回憶。  

畢業典禮  

本校「第十九屆畢業典禮」於 6 月 24 日（星期四）上

午 11 時假本校禮堂順利完成。鑑於疫情關係，本校為所有

進場人士安排了各項防疫措施、特別座位、教室及跨境網上

直播。今屆學校有幸邀請到麻省理工學院香港創新中心執行

總裁冼超舜博士為主禮嘉賓，為畢業生致詞及授憑，他勉勵

畢業生要秉承校訓「敏思慎行，堅毅進取」的精神，不停學

習，不停自我反思，力求改進，懷着信心和勇氣去接受不同

的挑戰。典禮中，家長和老師看到孩子們的成長片段、上台

授憑、拍照、領獎、感言、獻唱及表演，都感到無限的欣

慰; 畢業生聽到梁校監、陶校長和班主任的勉勵，都感動難

忘。典禮完結後，畢業生、家長、老師及嘉賓紛紛到雨天操

場一拍照留念，見證孩子們長大了，將踏入另一個學習階

段，衷心祝願每位畢業生有美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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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居於深圳跨境學生 
為加強對居於深圳跨境學生的支援，教育局已委託承辦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在本年

由 6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共八個星期六)在深圳羅湖、福田及南山區開辦「心理社交支援課

程」及「學習支援課程」，讓住在深圳的跨境學生可以參加，以鞏固學生核心科目的知識和技能，

並推動學生的正向思維，增強他們應對逆境和壓力的能力。  

跳繩強心計劃籌款活動 
本校參加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主辦之「跳繩強心」計

劃，於 6 月 8 日及 9 日舉行籌款活動，協助主辦機構籌募經

費，繼續推行「跳繩強心」計劃及其他心臟健康推廣活動。

全校共籌得 17,122 元，期望可以幫助更多學童。  

「大手小手包粽子活動」 

科創長者學苑、家校樂天鄰計劃、明愛長者中心及本

校家長教師會於 6 月 8 日及 9 日合辦了「大手小手包粽子

活動」，超過 100 位長者及家長參與活動，很受歡迎。長

者們不僅學會如何用健康的食材包健康糭，還會把糭子送

給地區的長者，分享愛心糭，歡度端午節，活動十分有意

義。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 

短片拍攝 
本校應教育局邀請參加「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

劃。本年度 10 位學生大使於 6 月 12 日上午回校進行劇本

拍攝活動，透過影片創作，向同學傳達積極人生觀，尊重

別人和愛惜生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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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學習日暨網上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為了讓學生認識及體驗機場出入境情況、進行遊學活動及與國內姊妹學校交流，本校於 6 月

16 日至 18 日一連三天舉行「主題學習日暨網上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之主題學習活動，學生體驗

不一樣的學習經歷。主題學習活動內容豐富﹕一至二年級學生於網上遊歷山東省濰坊市諸城恐龍

博物館，認識遠古文化， DIY 挖掘及製作恐龍化石考古玩具; 三至四年級學生於網上遊歷陝西省

西安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認識世界遺產，製作兵馬俑模型; 五至六年級學生於網上遊歷北京

市錢學森青少年航天科學園，了解航天科技，製作火箭模型。學生們都非常投入地看直播，製作

活動趣味盎然。 

三天的活動中，學校多處佈置成機場離境大堂及機艙的模樣，學生手持護照，通過檢疫站及

利用登機證才可進入教室(機艙)。每班數位學生穿著制服，扮演空中服務員、機長或海關等，協

助進行模擬航班登記、出境程序、廣播室廣播及派發飛機餐等。所有服務員都表現得非常專業，

服務素質很高，讓乘客感到賓至如歸。本校學生與姊妹學校的學生進行網上互動交流，互相介紹

學校及表演節目，一同進行景點現場直播、問答環節及分享參觀後的感想。藉着這次寶貴的機

會，加深了本校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促進了兩地學生的文化交流，增進友誼，擴闊視野。  

20 周年校慶親子敬師烹飪比賽  

家長教師會舉行「 20 周年校慶親子敬師烹飪比

賽」，藉此向老師們表示敬意。今年烹飪比賽於 6 月

16 日至 30 日期間進行，反應熱烈。每個參賽親子隊伍

都挖空心思，設計健康有營的食譜，他們都精打細算地

購買食材，發揮廚藝，共享溫馨的親子烹飪時光，加強

親子的溝通，促進親子關係。學校在網上收到 38 對親

子的參賽影片或照片，各款美食的照片非常吸引，令人

垂涎三尺，希望學校的老師、學生及家長踴躍投票，支

持這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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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樂天鄰─港式迷你花牌親子

工作坊 

本校與萬鈞伯裘書院合辦之「家校樂天鄰」計劃於 6 月

19 日及 26 日邀請到陳聲工作室的導師及一眾長者義工到校，

舉辦港式迷你花牌親子工作坊。是次活動共有 10 個家庭參

與，他們不但可以製作精美的港式迷你花牌，而且可以學習

本地傳統，有助文化傳承。 

小一迎新日 

本校於 6 月 19 日上午舉行小一迎新日，家長與小一新生先

到學校禮堂參加座談會，了解學校的校園生活，接着各班主任帶

領小朋友到教室看簡報，認識學校課堂常規、彼此認識及參觀校

園設施，家長則繼續留在禮堂，了解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的生

活。最後，家長在學校交通告、繳費、購買書簿、訂製校服和書

包及領取舊校服，順利辦妥小一入學所有事宜。小一迎新日增進

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讓小一新生可以更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舊課本派發及回收 
6 月 29 日(星期二)早上，本校多位家長教師會委員在

G02 室派發舊課本予有需要的家長，當天總共有 20 位家長

領取舊課本，是次活動幫助有需要的家庭，並響應環保。  

試後活動  

考試完結後，一系列的試後活動便隨即展開，學校於

六月底進行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減廢奇兵」

環保劇場、環保展覽及節能講座、「故事遊學園故事演說

比賽」、中英數常 Fun Day、數常問答比賽、班際競技比

賽、校園小記者、學校歌劇音樂會及視藝科作品展。七月

的活動更豐富，將會有暑期樂繽紛學習活動、家校樂天鄰

(地壺及飛鏢)、英語日營、日本、非洲、夏威夷藝術文化

日、科小才藝 Show、水桶敲擊、聯校家長講座暨一日遊

(山頂、赤柱)、元朗區少年警訊競技疊杯體驗課、專業足

球訓練班、暑期學校導賞大使培訓計劃、繪本˙椅子˙你

畫我又畫、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中國鼓班及二十周年校

慶宣傳片拍攝。暑期活動樂繽紛，盼望參加的同學能過上

一個快樂而充實的暑假。 

試後活動多姿多采，包羅萬有，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

歷，擴闊他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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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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一屆世紀兒童繪畫大賽 2021 3B張懿淳  小童組西畫銀獎 

香港遙控模型車總會   穗港澳青少年科技體育模型鐵人三項邀請賽  

6D鄧可豐 雞蛋保衛戰 

一等獎  4C郭子路 

5C羅灝晞 

網上虛擬遙控模

型車競速挑戰賽  

二等獎 

5C羅灝暘 

網上虛擬遙控模

型車競速挑戰賽  

三等獎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Junior)   

6C溫鈺楷 

優異獎   
6C林振滔 

6C陳海陽 

6B李塏朗 

6E趙雨軒   

5B李卓凝 一等獎 

4D李品豫  

4C陳兆崐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第十二屆 ICEHK2021「敢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5C林梓榆 一等獎 

6B陳琦婷 二等獎 

5C章羨儀 

三等獎   4D黃睿琳 

3A李詩柔 

1D吳思聖 優異獎 

聯合國教育化學及 

文化組織  
寫出和平：全港青少年揮春書法大賽毛筆書法  

5C梁隽睿 

金獎    5D張宇祥 

5C黃天樂 

5B李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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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晉級賽 
4D曾啟曦  小學四年級組三等獎  

社會福利處  義工運動  

6C杜君洋 
個人義務 

工作嘉許銅狀 
5D朱政穎 

6A葉舒蕊 

學校 
團體義務 

工作嘉許金狀 

中國旗袍協會香港總會  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旗袍"禮"遇@愛回家  

3A司徒詠曦 初小組優異獎 

4A卓駿傑 中小組優異獎 

5B李雅婷 中小組優異獎 

百思培訓  2021百思盃全港學生演說大賽   

4C李  芮 金獎 

4C張家瑩 
銀獎  

4A鄧智銘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  香港兒童朗誦公開賽 2021  

6B陳琦婷  

小學高級組 

(P5-P6)普通話組 

優良獎 

小學高級組 

(P5-P6)英語組 

優良獎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藝術智能之第三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高小組金獎 

英文-高小組銅獎 

港島青商協會 第三十九屆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6C劉昱麟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恆生乒乓球學院  Badges Scheme Assessment  6C吳宇軒  
銀獎 

銅獎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2020「我是聖誕老人」大挑戰(理財任務)  2D屈頌柔  小學組優異獎 

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悠揚古典」天水圍青少年中西樂器表演大賽 

(第五屆)  
5E楊泳琳 

中樂組初級組別 

季軍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0 香港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3B張懿淳 小三數學組金獎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2021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第十五屆 BNCL 證書 

朗誦比賽  
4C李  芮 小學中小組冠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21港澳盃(AIMO)決賽 1A文杰皓 銅獎 

華夏盃組委會、中國數學

教育研究會及 

香港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華南賽區) 

晉級賽 
1E趙艾喬 小學一年級組二等獎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 

推廣中心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比賽（2021） 4C李  芮 

中小普通話講故事組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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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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邀請賽 2021（華南賽區） 

晉級賽   

4D李品豫 一等獎 

1E趙艾喬 

二等獎  
2A陽思玉 

3A彭煜天 

6C劉昱麟 

3B張懿淳 

三等獎   
4C陳梓琳 

4D曾啟曦 

5C劉梓諾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AIMO 晉級賽 2021  

2A陽思玉 小學組銀獎 

3B張懿淳 

小學組銅獎  3D高致遠 

4C陳梓琳 

AIMO 決賽 2021 1A文杰皓 小一組銅獎 

Cu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0-2021  

6D李思蔚 

Award of Merit  

6D柳美瑾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

重德紀念中學  
第十一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3B張懿淳 初小組金獎 

3A 司徒詠曦 初小組銅獎 

4A陳建威 高小組銅獎 

4B姜  廷 
高小組優異  

4E吳穎琳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

合會及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2A陽思玉 晉級賽銀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  

5B周巧林 金獎 

6A鍾穎林 銀獎 

6C洪曉漩 銅獎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4D吳采純 兒童組銀獎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第十一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6B陳琦婷 
兒童 B 組-水/粉/彩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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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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E黃梓墨 獨唱銀獎 

6C黎明鑫 獨唱銀獎 

5C黃子桐 二胡銅獎 

5D魏子軒 鋼琴獨奏金獎 

1C吳學豐 

鋼琴獨奏銀獎   

1E黃梓墨 

3E陳柔珺 

4C陳韻嵐 

4D吳釆純 

5C羅惠心 

5D梁竣銘 

5D林紫琪 

6C蔡熙儀 

6D陳秋羽 

1B林芷彤 

鋼琴獨奏銅獎  

2A陽思玉 

4C屈頌謙 

4D李嘉顗 

5C吳琋琳 

6A劉丞舒 

6C梁樂善 

6C劉昱麟 

6D張雅穎 

香港教育成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 STEM探究展覽   

5C章羨儀 

優異獎   

5C高宇熹 

5C 陳杰利 

5C 羅惠心 

5C 羅灝晞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2A陽思玉 小童組西畫金獎 

萬鈞教育基金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畫 2021 6A孫置遠 
小學組 

「抗疫孩子』獎項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20/2021 4D黃睿琳 小學組文藝之星 

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閱讀悅寫學歷史-穿梭時空來創作」徵文比賽  5C馮貝兒 嘉許獎狀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020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3B張懿淳 
2020 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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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Fun Arena  2021-2021 香港學科比賽-下學期初賽  

4C 羅力舜 金獎  

2E 莫文亨 

冠軍  2A 陽思玉 

2A 楊安蕎 

2B 楊皓燁 

銀獎   3C 趙琦玥 

6D 劉長悅 

4C 吳珈匯 

銅獎   
4D 李品豫 

5C 羅柏岐 

5D 林展鵬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語文智能之中英文寫作比賽-在逆境中的體會  5D 李洛嶢 中文組良好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2020/21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成語故事   

4C 倪彥旌 
中小組優異   

4C 張家瑩 

1E 黃梓墨 初小組冠軍  

優數盃組委會 2021年「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  5C 張博然 高年級組心算第二名 

香港交通安全會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6A 陳芷翹 

嘉許狀   
5A 冼泳瞳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20-2021 6C 梁樂善 嘉許獎狀 

HMTLC English 
Hong Kong-Macau-Taiwan Language  

Competition 2020/21 
5C 張博然 

English Language  

Division  

(Preliminary stage)  

金獎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2021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6C 黎明鑫 獨唱第一名 

普門基金會  「香港回歸展光華．美麗元朗是我家」短片創作比賽  2C 黃  尊 小學組優異獎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學會    VEX IQ機械人香港賽區資格賽-脈衝盃   

6C 陳海陽 

小學組第二名  
6C 林振滔 

6C溫鈺楷 

6B 李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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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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Fun Arena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20-2021初賽    

1C宋穎欣 

小學組金獎   

1C梁仕嶸 

2A陽思玉 

2A楊安蕎 

4D李品豫 

1A文杰皓 

小學組銀獎   

2C陳子穎 

2B楊皓燁 

3A黎樂萱 

4C倪彥旌 

5D林展鵬 

5C梁隽睿 

1E倪泳茵 

小學組銅獎   

1E黃梓墨 

1E趙艾喬 

1A鄧博文 

1A謝珮欣 

2C江景瀚 

2E莫文亨 

2A黃承熙 

2E黃櫻彤 

2C楊明軒 

2D劉晞雯 

2B譚子朗  

3D麥婧珊 

3A彭煜天 

4A卓駿傑 

4A梁仕燊 

5C宋熹曈 

5C章羨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禮行天下」校際短片創作比賽   

4C張家瑩 

小學組三等獎  
3B蘇子博 

5C馮貝兒 

4A鄧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