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校長招校長
閃亮的美林孩子‧為你們感到自豪！閃亮的美林孩子‧為你們感到自豪！
同學在網課與面授課混合的教學新常態下學習，這個不一樣的學年快將過去！見證着

同學由學期初到現在，一天一天茁壯地成長⋯⋯發掘到更多自己的性格強項，找到自己更

多的閃亮點，我實在為同學感到自豪。

家校攜手合作‧塑造正向品格家校攜手合作‧塑造正向品格
本年度，為了塑造同學的正向品格，學校為同學設計了不

同的學習經歷，如創藝科特設了一個主題為「LBD創意正向小
故事」，讓學生認識24個性格強項，然後和組員分享自己擁有
的性格特質，並為其中一個性格強項創作故事，從中更了解自

己和加強對同學的認識，彼此欣賞。此外，學校在特別假期裏

為同學安排了不一樣的假期正向任務，當中大部份以「家」為

主題，希望同學能細心觀察家中的一事一物，鼓勵同學享受與

家人互動的快樂時光，也讓同學透過正向任務中，展現自己的

性格特質，發揮愛心和創意⋯⋯

從經驗中學習‧發掘不同潛能從經驗中學習‧發掘不同潛能
學校亦把握半天面授課的學習日子，舉辦了不同學習領域的全方位學習周，

讓同學透過體驗學習發掘潛能。視藝周—學校成為了「草間彌生美術館」，

同學化身小小藝術家；常識周—校園變成

「科學園」，同學頓變成小小科學家，一起

進行科學探究；資訊科技周—校舍一轉眼

成為「數碼港」，到處充滿了編程王和小創

客。活動中，看到同學投入學習，無論是疑

惑的眼神、緊皺着眉頭，還是笑逐顏開、喜上眉梢的面容，都印證着同學的腦袋在

轉動、智慧在增長、性格被陶造⋯⋯這一瞬間，相信每位老師都看到同學內心的「那

顆星星在閃閃發亮」！

學會感恩珍惜‧展現豐碩成果學會感恩珍惜‧展現豐碩成果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眷顧那地。」（申命記11:12）感謝天父的看顧

和帶領，同學在不同的範疇上，探索知識、發

揮所長，部份同學更加在各類大型的賽事上取

得佳績，進一步證明了同學實力非凡。盼望同

學懷着感恩、珍惜的心，繼續努力不懈，靠着

主耶穌基督，以信、望、愛及正向和積極的態

度迎接美好的未來。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大圍美城苑  電話：2605 2868
電郵：fmml@netvigator.com  傳真：2602 2709

循理會美林小學循理會美林小學
Free Methodist Mei Lam Primary SchoolFree Methodist Mei Lam Primary School

校訊
2022年 8月

第三十二期

www.fmml.edu.hkwww.fmml.edu.hk

校長的話

我有愛心、謹慎......我有愛心、謹慎......
我五十一歲了，是家中之寶！我五十一歲了，是家中之寶！

洗碗實習生洗碗實習生

明白了！！明白了！！

我有我天地我有我天地

真有趣！真有趣！

.......Bingo！.......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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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是美林小學的學校資訊日，是次活動的主題是「學得真學得穩」，讓蒞臨參觀的幼稚園生、準小一生及家
長有機會了解美林小學的課程特色，體驗美林的學習環境和教學活動如何促進學習達至真實又穩妥的效果。當日的展

室和展板內容豐富，但都比不上一班導賞員—美林學生的親身示範來得吸引，他們年紀雖小，卻能自信十足的與參

觀者溝通，分享學校的生活點滴，除了得到一眾家長的讚賞，老師們也為他們感到驕傲，見證栽培小樹苗的成長。

資訊日

Robomaster EP教育機械人Robomaster EP教育機械人

STEM教育STEM教育

學校介紹學校介紹

中文科中文科

升中派位資訊升中派位資訊

學得真學得穩學得真學得穩

創藝科創藝科

常識LBD常識LBD

數學科數學科

校長分享校長分享

English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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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有益」其實給孩子輕鬆玩樂的時間，對孩子的成長大有裨益，除了讓他們在競爭
中放鬆，更能從遊玩中學習。由於孩子在專注投入玩樂時，也能學習到書本以外的知識、
技能與態度，因此常識周今年的主題活動為「玩科學‧學編程」。

童學童樂‧童玩在校園

動起來吧！MATATALAB......動起來吧！MATATALAB......

一齊來做活火山吧！一齊來做活火山吧！

 完成科學小實驗，可以去扭蛋換禮物啦！ 完成科學小實驗，可以去扭蛋換禮物啦！

我也來試試我也來試試

老師與同學講解實驗做法老師與同學講解實驗做法

有趣的電路組裝有趣的電路組裝

「誰想玩『吸水蠟燭』」？「誰想玩『吸水蠟燭』」？

扭蛋換禮物扭蛋換禮物

「牛奶動畫」，一齊動起來吧 ！「牛奶動畫」，一齊動起來吧 ！

同學們細心聽老師的同學們細心聽老師的
電路講解電路講解

編程GET SET GO......編程GET SET GO......

玩火啦！玩火啦！玩火啦！玩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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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求證是科學探究應有的態度，故此常識
科的科學探究往往是從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來來引
入，透過觀察，動手做，齊討論，真正體驗「做中
學‧學中悟」，過程新鮮、有趣且難忘。

為甚麼麵包會發霉？因為......為甚麼麵包會發霉？因為......

發霉麵包全記錄發霉麵包全記錄

多繽紛的食用色素，快畫下來吧！多繽紛的食用色素，快畫下來吧！

食用色素測試食用色素測試原來所有色素融入水中會變得混濁深色呢！原來所有色素融入水中會變得混濁深色呢！

二人一組探究閉合電路二人一組探究閉合電路 同學在投影機上講解閉合電路的不同組合同學在投影機上講解閉合電路的不同組合 分組研究閉合電路的組裝分組研究閉合電路的組裝

 你看，色素散出來了！ 你看，色素散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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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聯盟數學聯盟
有你同行，擴展社群；數學聯盟，無所不能∼

疫情下停頓超過一年的數學聯盟

於復課後開展，這是一個用數學連結

一至六年級同學的群體。

不同年級的同學透過參與數學科

活動及服務，互相認識，並建立友誼。

其中包括數學周和「數學天梯」（大

哥哥大姐姐陪你學數學計劃），以經

歷積極正面的校園生活。

再度復課 不忘實作再度復課 不忘實作
復課後的數學課堂，同學仍然有「動手做、

學數學」的機會。本校今年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

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

劃，對象為三年級同學，他們透過不同的實作體

驗活動，學習重量的概念。

數學科

學校資訊日學校資訊日——數學展室數學展室
六月的學校資訊日的主題是「學得真學得

穩」，數學科的展室為家長提供全面的介紹，包

括校本課業、實作體驗課、數學圖書、電子課堂、

多元學習等，期望讓家長深入了解數學科特色。

我們同時為小朋友預備小一的實作體驗課活動，

讓他們進一步認識本校的數學課程。

至於其他年級，老

師亦就著不同課題，設

計各式各樣的實作活

動，讓同學理解抽象的

數學概念。P.1：永備尺P.1：永備尺 P.6：圓周P.6：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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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周數學周——我是美林工程師我是美林工程師
本年數學科的重頭戲—數學周加入了Stem元

素，讓同學有機會發揮創意及培養探究精神。
拼砌高手

進行拼砌磁力片活動，讓同學拼砌不同的立體圖

形。同學們還可以發揮創意，拼砌更多不同的事物，如

大廈、車子、摩天輪等，充滿濃厚的建築氣氛。

尋找通道

同學們透過觀看不同的電子遊戲，如一筆畫、

UnblockMe，從中探究數學知識。

STEM中的MATH
STEM中的「M」表示數學，同學透過編程遊

戲，了解數學與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STEM動手做
為提高同學在數學周的參與機會，數學周期間，

老師在數學課堂與學生一同製作STEM材料包，讓同學
有機會學習成為一個美林工程師。

玩轉幸運輪

同學在活動

過後進行幸運輪

換禮物，大家都

十分享受！

P1 趣緻過電關（直線和曲線）P1 趣緻過電關（直線和曲線） P2 創意風向儀（方向）P2 創意風向儀（方向）

P4 神奇伸縮門P4 神奇伸縮門
（平行四邊形）（平行四邊形）

P5 塗鴉機械人P5 塗鴉機械人
（圓的繪畫）（圓的繪畫）

P3 針筒小手槍P3 針筒小手槍
（容量、距離）（容量、距離）

P6 創意幾何燈（旋轉對稱）P6 創意幾何燈（旋轉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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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迎新春疫下……迎新春——中文周中文周
近年疫情關係，中文科一年一度的中

文周未能實體進行，甚是可惜。惟春節是

我國一個很重要的傳統節日，因此我們仍

希望為同學安排一些與春節有關的語文活

動，藉此令同學增加對春節這個傳統節日

的認識及讓同學在假期裏進行一些語文小

玩意—剪紙、賀年小手工製作、寫揮春

等應節活動，令同學可以感受一下節日的

氣氛。

中文科

童繪童創作（拔尖課程）童繪童創作（拔尖課程）——作家到校教寫作作家到校教寫作
本年度中文科很榮幸能邀請知名作家高佩聰女士到校開辦拔尖課程—「繪本創作工作坊」。高佩聰女士首本自

寫自畫的繪本作品《等待》，獲首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佳作第一名及兩度獲得「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佳作獎，

她出版的自寫自畫繪本為多所小學選用為初小學生用書。在著名作家指導下，同學們喜悅地開展他們創作之旅，一步

一步踏上，祝願他們在寫作的旅程中綻放異彩。

除此之外，個人「口令王」比賽更讓同學一展口才的機會，同學只需數秒就流暢地讀出詩文，而班際「十二生肖

詞彙詞語王」比賽令同學們發揮團體的努力，合力積累與十二生肖有關的詞彙，真是羣策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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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3rd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1-22)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1-22)
Solo Verse Speaking:Solo Verse Speaking:
Class Name Prize
1B Ng Sum Kei Peace Merit
2B Chan Yan Ching Susie Third
2B Lee Sik Yu Merit
4A Tam Hoi Ching Merit
4A Chao Yuen Ting Merit
4A Yeung Ming Hei Andy Merit
4B Chan Tsz Hong Merit
4C Lau Cheuk Yin Merit
5A Ng Sum Yau Precious Merit

P1 Puppetry ProgrammeP1 Puppetry Programme
We are excited to introduce our P1 

Puppetry programme. Puppetry has become 
a great way to motivate our students to 
engage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o 
develop their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Stories are staged in a themed puppet 
theatre providing an authentic setting for both 
the performers and the audience. Students 
are engaged from the start as they choose 
and design their own puppets. The theatre, 
the puppets and the fun dialogue, brings 
the stories to life and gives our students the 
confidence to speak freely in an enjoy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TOEFL Junior:TOEFL Junior:
Reading and Listening:Reading and Listening:
TOEFL Junior 

Standard 
Overall Score 

Level

Name

Level 4 
Accomplished 

(Silver)

6A Chan Ki Fung 
6A He Yu Fan
6A Jiang Nan

6A Law Yin Yee
6A Yiu Lok Yan Joyce

6B Tang Man Chi Angie
Level 3 

Expanding 
(Bronze)

5A Ng Sum Yau Precious 
5B Kwok Tsz Ching Rainie

英文科

Class Name Prize
5A Kwan Yuet Merit
5B Lee Tsz Ki Ruby Merit
5B Kwok Tsz Ching Rainie Merit
5B To Hei Tung Merit
5B Chan Lok Yin Merit
6B Lee Yan Yan Bianca Merit
6C Wong Tsz Chun Proficiency
6C Liu Chung Wai Merit
6E Mohammad Hassan Merit

Speaking:Speaking:
TOEFL Junior 
Speaking Test 
Score Level

Name

Silver 

6A He Yu Fan 
6A Law Yin Yee

6A Yiu Lok Yan Joyce
6B Tang Man Chi Angie

5A Ng Sum Yau Precious
5B Kwok Tsz Ching Rainie

Bronze

6A Lin Yu Sen 
6A Lung Tak Tsun

6A Yan Heung Wing
5A Fong Yui Ching Well done, P6 students!Well done, P6 students!

2B Chan Yan Ching 2B Chan Yan Ching 
Susie (Third Prize)Susie (Third Prize)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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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有各類體育訓練，包括籃球、排球、

壘球、乒乓球、足毽、花式跳繩和田徑，有很多

同學都有參與其中。

縱使疫情令我們的訓練受影響，但是，我們

盡量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訓練，讓學生有機會鍛

鍊身心，發展潛能。

我們的訓練班，除了有體育老師負責外，還

聘請專業教練任教，有些還是現役港隊成員。

希望愈來愈多同學喜歡運動，並加入美林小

學的體育隊伍。

美林的體育隊伍

花式跳繩隊花式跳繩隊

排球隊排球隊

壘球隊壘球隊

足毽隊足毽隊

田徑隊田徑隊

籃球隊籃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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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D課程經過精心設計，內容緊扣小一至小三常識科。課堂主張活動體驗，讓學生以真實經歷來學知識、明道理。
即使沒有傳統測考，仍能有不同導向了解學生學習進程。學生能有更多不同的嘗試和發揮，積極投入參與每一節課堂！

小一LBD．常識課小一LBD．常識課
緊扣上學期單元「獨特的我」，把愛從自己延伸至家庭和校園。

「感‧創‧做」 Learning By Doing

小二LBD．常識課小二LBD．常識課
將眼光由認識自己擴闊至認識社區及香港，了解當中的特色，愛惜當中的人與物。

訪問照顧我們的人訪問照顧我們的人
學生訪問學校裏照顧他們的人，感受和感

恩身邊照顧自己的人，並藉小手工感謝他們的

照顧。

訪問X老師訪問X老師
學生與舊生老師進行訪談，

藉此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情誼與

歸屬感。

製作校園天氣棋製作校園天氣棋
學生與其他同學合作完成棋盤，完成後一起玩校園天

氣棋並分享當中的樂趣，共同創造美好回憶。

認識社區認識社區
由老師親身拍攝短片，介紹社區特色。即使學生

未能實地考察，他們仍可以探索社區不同的面向。

香港遊覽手記香港遊覽手記
透過記錄香港特色美食及景

點，加深學生對香港的認識，令

他們學懂愛護和珍賞香港。

齊來吃蔥齊來吃蔥
與同學協作完成烹調，製作出一道美味的蔥花炒蛋。

驚喜派對驚喜派對
學生在家這一個單元學習察覺家人間愛的聯繫，更以行動作為愛的回應—為

家人準備一個驚喜派對。學生與家人協作、分工及製作所需用品，於派對中表達

對家人的愛。

P1 書記P1 書記 P1 校長P1 校長P1 工友P1 工友

P2 鍾副校長P2 鍾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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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Room創科教室STEM Room創科教室
本校近年積極改革，由課程內容、

時間表編排、到校服設計，務求貫徹本

校的理念，STEM Room亦應運而生。

得到優質教育基金和賽馬會運算思

維教育的支持下，把一樓的活動室重新

打造為STEM Room。歷時九個多月，於
四月由校監和一眾校董剪綵，正式揭幕。

美林STEM美林STEMSTEM教育

A)STEMx數學

B)STEM x常識 C)STEM x音樂 D)STEM x資訊科技

美林課堂STEM美林課堂STEM

L形的STEM Room大致分為授課區和創客區。授課區設有大型儲物櫃，
收藏不同的教學資源，在需要更寬闊的活動空間時，房間內不同特色的椅子

也可收納如此櫃中。櫃面和柱身均設有洞孔，可以讓同學以膠柱組合圖案或

設置作品展示架，同時設有看台式座位，讓同學可以坐在旁邊觀看活動進行。

窗旁設有多塊玻璃板，同學可以摘錄筆記或展示學習成果。

創客區同樣設有大形的儲物櫃，收納Gigo智高積木，而且設
置Gigo積木牆，讓學生試玩Gigo連動機關，體驗箇中的科學原理。
窗邊裝置了高枱，讓學生可以更方便地進行實作學習活動。

IT週、數學週和VR中文描寫課等的課堂和學習活動，也曾在STEM Room進行，寬敞和明亮的空間，同學們在其中
學得愉快。下年度將加倍善用STEM Room，讓STEM Room成為栽培同學發展創科的搖籃。

Gigo積木牆Gigo積木牆 創客區創客區

授課區授課區

利用Gigo積木動手做利用Gigo積木動手做
學習天平、方程 學習天平、方程 

利用Gigo積木動手做學習度量 利用Gigo積木動手做學習度量 

利用Dash & Dot編程進行利用Dash & Dot編程進行
木琴演奏木琴演奏

利用Gigo積木動手做進行科探利用Gigo積木動手做進行科探
專題：氣壓及風力專題：氣壓及風力

利用Matatalab 實體編程學習運算思維利用Matatalab 實體編程學習運算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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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及英文中央圖書課中文及英文中央圖書課
英文圖書課介紹了多套的Disney & Pixar

電影，原來同學許多電影都觀看過呢！課堂

上播放簡短電影片段，繼而介紹圖書館新購

置的電影書籍館藏，以吸引學生到訪及借閱

英文書籍，同學課後已經及不急待過來查詢

及借閱。

圖書館

Welcome to Library!

3 

《12堂動手就會畫的創意美術課》 

4 

《快樂手工：創意黏土—動物樂園》 

5 

《彩色鉛筆：畫超萌小動物(2)》 

6 

《南山成語漫畫廊I》 

7 

《STEAM大挑戰》 

圖書館管理員圖書館管理員
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之一：整

理並派發報紙到每個課室

為了感謝圖書館管理員的辛

勞，世界閱讀日當日，每位同學都

獲得美麗的鮮花感謝他們辛勞的

付出。

圖書館新成員圖書館新成員
圖書館添置了新的成員—不同造型的小凳子：有可愛

的大象、有憨厚的長頸鹿、有美麗的獨角獸，還有放置在

學校大堂裝滿圖書綠油油的大樹，同學都非常喜歡。

香港書展21/7香港書展21/7
活動預告：誠意邀請各級學生參

加一年一度的香港盛事—香港書展

2022。燦光活動將於7月21日下午進行，
詳細請留意學校7月份通告。

中文圖書課則按各級圖書課的進度

介紹不同種類的書籍，分別介紹了分

類法、勞作類、語文類的書籍，同學

都認真參與課堂，聽到關於走馬看花

的成語都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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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主題活動生命教育主題活動——
小六堅毅周小六堅毅周
配合學校正向教育發展，本年度以「堅

毅」為主題，為小六同學設計了繪本課、

短片及電影欣賞、體驗活動等生命教育活

動，讓學生明白生活中總會遇到大大小小

的困難，只要勇於面對，不放棄，努力尋

求解決的方法，總會有成功的一天，藉此

培養堅毅精神。

生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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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樂Fun」小息活動「童樂Fun」小息活動
小息是同學們十分珍惜的時光，社工特別於小息時段增

設「美林童樂Fun」時段，讓班主任選出5位同學於小息一
到輔導室玩遊戲及製作小手工。

輔導活動
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特色活動特色活動
Christmas@Mei Lam I Power 2021聖誕攤位Christmas@Mei Lam I Power 2021聖誕攤位

每年聖誕聯歡會，「成長的天空」的參與同學也會用「抗逆」的主

題，設計及製作攤位遊戲，為同學們帶來不同的抗疫訊息。

「親親爸爸」親子感恩「親親爸爸」親子感恩
蛋糕製作蛋糕製作
父親節前夕，一班小四

同學與家長們一同參與「親

子感恩蛋糕製作」，透過製

作蛋糕感謝爸爸的養育之

恩，促進親子關係。

大家不忙拿著聖誕框拍照，大家不忙拿著聖誕框拍照，
與同學留下美好回愔。與同學留下美好回愔。

媽媽和孩子一同努力製作，媽媽和孩子一同努力製作，
多美麗的圖畫。多美麗的圖畫。

1,2,3瞄準，對焦在正確發洩情緒的位置1,2,3瞄準，對焦在正確發洩情緒的位置

學生透過遊戲，明白處理學生透過遊戲，明白處理
動怒的三大原則。動怒的三大原則。

出發前，先進行親子遊戲，促進感情。出發前，先進行親子遊戲，促進感情。

學生要把豆袋扔中適當的格內，學生要把豆袋扔中適當的格內，
認識不同的情緒。認識不同的情緒。

大家寫下聖誕祝福語句，替身邊的大家寫下聖誕祝福語句，替身邊的
家人、朋友、師長打打氣。家人、朋友、師長打打氣。

親子自製的蛋糕親子自製的蛋糕
完成了！完成了！

透過節日，家長把心意傳遞給透過節日，家長把心意傳遞給
孩子們。 家長，你可曾發現孩子的 孩子們。 家長，你可曾發現孩子的 

「神奇才能」？「神奇才能」？

這位爸爸多用心的協助這位爸爸多用心的協助
孩子製作蛋糕。孩子製作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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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20-21年度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營運基金營運基金

上年度結餘 $104,871.6

本年度收入 $45,740

總收入 $150,611.6

本年度支出 $17,313.37

盈餘 $133,298.23

21-2221-22年度會務報告年度會務報告
家長支援家長支援

義工項目 內容

P1打針活動 共有4名家長義工協助照顧一年級學生打針活動

科組活動周
共有30多名家長義工協助英文周及視藝周活動和中文周
佈置，包括統籌和製作禮堂、地下及視藝室大型佈置，
協助進行各項攤位遊戲，如維持秩序、消毒服務等

美化地下
大堂活動

共有4名家長義工協助地下大堂翻新及佈置

家長與老師活動家長與老師活動
活動名稱 內容

小一迎新拍攝日
學生與家長、老師和校長在大堂歡迎板及正門
壁畫前拍照留念，照片於學校Facebook發佈

小一燈籠製作和中秋
美化校園活動

‧DIY手工製作紙燈籠
‧校園內懸掛動物造型燈籠及猜燈謎遊戲

家長教師會宣傳活動 網上家長會中介紹家教會會務及招募常委委員

常務委員選舉
共12位家長參選，近80%家長投票，選出9位常
務委員

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20-21年度會務及財務報告
‧頒發委任狀及感謝狀
‧典禮片段於學校網站發佈

聖誕常委聯歡聚會 常委與老師分享及親子遊戲活動

教師團契—
「蝶古巴特工作坊」

共50多位老師出席，發揮無限創意，設計出精
美作品

家長興趣班—
「水仙花球栽浸班」

共18人報名參加，學習製作栽種水仙花

舉行「敬師活動」 致送敬師禮物以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第17屆家長教師會委員第17屆家長教師會委員(21-22)(21-22)
主   席 李麗娟女士

副 主 席 王智琪女士、劉映彤主任

秘   書 賴凱倫女士、曾泳靜老師

財   政 黃鳳山先生、潘杰欣姑娘

總務及康樂
孫紫瓊女士、李麗娥老師、

沓翠華女士、周惠萍老師

宣傳及聯絡 陳淑媚女士、江影紅女士、鍾日榮副校長

家教會

援助基金援助基金
上年度結餘 $48,519.24

本年度收入 $766

總收入 $49,285.24

本年度支出 /

盈餘 $49,285.24

水仙花球栽浸班水仙花球栽浸班

科組活動周科組活動周

小一DIY燈籠活動小一DIY燈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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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名稱 成績 班別 姓名

全國菁英盃
現場作文
初賽

三等獎
4A 盧灝柏

4D 林灝龍

一等獎

5A

何俊熙

二等獎 陳栢韋

三等獎

吳心柔

柏思薺

王可人

邱敬衡

梁文謙

一等獎

6A

曾靖童

姚樂恩

二等獎
何宇凡

羅彥頤

三等獎

李婉瑩

黃詩雅

方梓恒

一等獎
6B

姚詩琪

二等獎 林玉婷

三等獎 6C 黃子倩

二等獎 6D 何鑫彤

一等獎 6E 黃彥祺

第73屆校際
朗誦節

英文朗誦季軍 2B 陳忻程

中文朗誦季軍 5A 吳心柔

普通話朗誦冠軍 5B 辛舒詠

首屆Scratch
編程大賽

技術大獎 6A 張雨佳

方圓盃
第38屆
（夏季）

圍棋錦標賽亞軍 3B 黃盼臻

愛護大自然
繪畫比賽

冠軍 2C 歐陽澄樂

第八屆全港
小學數學
挑戰賽決賽

小五組個人賽金獎 5A 葉啟源

小五組個人賽優異
獎

5B 香浩仁

5A 熊莘

小六組個人賽銀獎 6A 何宇凡

第十七屆
小學校際
數學遊戲

「STEM」常識問
答挑戰賽優異獎

5A 朱家揚

6A 張殷嵐

大灣盃
選拔賽

（大灣賽區）
三等獎

2A 黃振聰

4D 林灝龍

6A 何宇凡

粵港澳大灣
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2022
（香港賽區）

一等獎 6A 張殷嵐

二等獎

2B 李誠俊

4A 張殷朗

5A 葉啟源

6A 何宇凡

6A 方梓恆

三等獎

2A 黃振聰

2B 陳倩君

2B 阮晨風

3A 林子善

4A 黎嘉熹

4A 柯浚諾

4D 林灝龍

5A 朱家揚

粵港澳大灣
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2022
（香港賽區）

三等獎

5A 仇澤培

5A 邱敬衡

6A 李婉瑩

6A 方梓恆

6B 鍾梓灝

參賽名稱 成績 班別 姓名

全國菁英盃
現場作文
決賽

亞軍 6A 黃詩雅

一等獎

4A 盧灝柏

5A 邱敬衡

5A 王可人

6A 曾靖童

6A 姚樂恩

二等獎

4D 林灝龍

5A 柏思薺

6D 何鑫彤

6E 黃彥祺

三等獎

5A 梁文謙

5A 何俊熙

5A 吳心柔

6A 何宇凡

6A 羅彥頤

6A 李婉瑩

6B 林玉婷

6B 姚詩琪

6C 黃子倩

第三屆世界
STEM暨常識
公開賽複賽

小學六年級組別 
金獎

6A 何宇凡

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C 葉康霆

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
預選賽

三等獎 3C 葉康霆

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
選拔賽

三等獎 3C 葉康霆

第38屆
方圓盃圍棋
錦標賽

幼齡組第四名 1A 吳朗謙

全港分區
個人跳繩
比賽21-22

30秒單車步第四名

6A 陳卓盈

30秒交叉開跳
第四名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二名

總排名第四名

30秒單車步第一名

6A 劉亦菲

30秒交叉開跳
第二名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一名

總排名第一名

30秒單車步第三名

6A 吳卓洋

30秒交叉開跳
第三名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三名

總排名第三名

30秒單車步第二名

6B 林玉婷

30秒交叉開跳
第一名

30秒後交叉開
跳第四名

總排名第二名

本學年獎狀
參賽名稱 成績 班別 姓名

30秒單車步第三名

6A 甄向榮

30秒交叉開跳
第二名

30秒後交叉開
跳第一名

總排名第二名

二重跳第四名

6A 林宇臣
側擺交叉跳第一名

後側擺開跳第一名

總排名第一名

30秒交叉開跳
第二名

6D 許俊輝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四名

30秒單車步第四名

6E 吳俊杰

30秒交叉開跳
第三名

30秒後交叉開
跳第一名

總排名第四名

30秒單車步第二名

5A 陳詠熙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四名

總排名第三名

30秒單車步第一名

5A 何嗣軒

30秒交叉開跳
第一名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二名

總排名第一名

30秒單車步第二名

4C 蘇芷淇
30秒交叉開跳
第二名

總排名第二名

30秒單車步第一名

4C 劉卓延

30秒交叉開跳
第一名

30秒後交叉開跳
第一名

總排名第一名

第十屆
HKBDFI盃標
準舞錦標賽

查查查冠軍

4D 李紫瀅
森巴舞冠軍

倫巴舞冠軍

牛仔舞冠軍

屈臣氏集團 學生運動員獎 6B 林玉婷

香港
國際數學

HKIMO初賽銀獎
3C 葉康霆

HKIMO進級賽優異

數學，思維
大激鬥2022

銅獎 2A 黃振聰

銀獎 3A 李健栩

銅獎 4A 張殷朗

銀獎 5A 葉啟源

銀獎 6A 何宇凡

銅獎 6A 張雨佳

「感謝有
你」中文寫
作比賽

優異 6A 張雨佳

回歸25周年
足毽挑戰盃
控毽賽

U12控毽賽第五名 5A 李敏熙

U15控毽賽亞軍 6B 唐財進

U15控毽賽殿軍 6E 龍玄顥

U15控毽賽第五名 6C 黃梓俊

U12控毽賽第七名 6C 勞家杰

2021-2022年度下學期對外比賽成績紀錄2021-2022年度下學期對外比賽成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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