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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於小一至小二年級推展「森林課程」，在原有的課程框
架上加入戶外學習元素及生活技能的訓練，並將「森林課程」所學到的
知識融入到不同的校本課程內。 

在過去幾個月的觀察中，學生每次從「森林學院」回校時都表現得
十分興奮、十分雀躍，更急不及待地和家長分享他們的學習經歷，當中
不乏難忘和充滿汗水的深刻體會，偶然還有一些「搞笑有趣」的片段！

記得有一位二年級學生於完成活動回校後，拿出在「野外烹飪」的成果和我分享，那是一份「雞蛋仔」，他
很自豪地告訴我，他學會如何製作「雞蛋仔」，更說就連他的媽媽也不會做呀！

「森林課程」不單為學生帶來探索大自然的樂趣，還透過在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增進學生的知識、學
習自理，從而培養他們的自信心。期望透過「森林課程」，學生能在知識、技能和態度各方面有所長進，成
為一個「靈德智體羣美」兼備的孩子。

另外，學校今年亦一如既往舉行「主題式學習」活動。本年度的主題
為「英雄HERO」，相信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位想模仿的「英雄人物」，
甚至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成為「英雄」！

學校因應特定的主題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圖書館亦購入了不少以「英
雄」為主題的圖書，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擴闊他們的視野。而在早前
的English Fun Day中，更有不少學生打扮成自己喜愛的英雄人物回校。當
天很多來自不同書本的「英雄人物」都出現了，如哈利波特、美國隊長、
蜘蛛俠等。

學校相信每個同學都能夠成為
「英雄」。「HERO」：Helpful（熱心
助人）、Encouraging（激勵人心）、
Respectful（備受尊崇）及On task（坐
言起行），這些都是一個「英雄」所
擁有的特質。學校期望同學透過今年
的「主題式學習」，不僅擴闊閱讀的
視野、提升閱讀能力，更要不斷改善
自己，培養「英雄—HERO」的特質，
成為真正的英雄，成為別人的祝福！

岑韻蘭校長岑韻蘭校長

25-1-202225-1-2022

主題式閱讀主題式閱讀
開拓學生開拓學生
閱讀視野閱讀視野

森林教育森林教育
培養培養

「靈德智體羣美」「靈德智體羣美」
兼備的孩子兼備的孩子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以以自然自然為師 為師 孕孕育孩子育孩子探索探索精神精神
以以書本書本為友 為友 培培養學生養學生閱讀閱讀素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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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打開新知識的大門為學生打開新知識的大門
黃莉莉助理校長黃莉莉助理校長

森林課程的目標及課程大綱森林課程的目標及課程大綱
身處於石屎森林之中，孩子如想近距離親親大自然，實非易事。為了拓展孩子的學習經

歷，讓孩子走進如寶庫般的大自然，感悟天父造物的偉大，我校特地與童行森林學院合作，

以一年級為起步點，推行森林課程。通過課程，學生的學習材料再不限於課本或互聯網，

而是能切實地通過親身體驗活動，在有限的資源下動手完成老師給他們的重重任務。參與

活動當天，孩子們都難掩興奮的心情，只見他們爭先走進一片綠色之中，把握珍貴的機會，

近距離觀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輕嗅森林的清新空氣，傾聽鳥鳴、魚躍的聲音，摸摸葉片

上清晰的紋路，與大自然來個「親密接觸」。孩子們更一臉期待地投入導師給他們的各項

挑戰，如翻土、種菜苗、施肥、製作殺蟲劑、放風箏⋯⋯樂此不疲之餘，又禁不住瞪着亮

晶晶的眼睛迫切地追問老師下一次活動何時到來。

小農夫體驗

翱翔萬里

21-22一年級21-22一年級
森林課程大綱森林課程大綱

小農夫體驗

翱翔萬里

魚樂無窮

鞍山探索

森林課程

我一邊組裝風箏，一邊向同學我一邊組裝風箏，一邊向同學
介紹自己在風箏上畫了甚麼。介紹自己在風箏上畫了甚麼。

風箏飛起來了！風箏飛起來了！

我們留心聆聽導師講解風向儀的操作原理。我們留心聆聽導師講解風向儀的操作原理。

花生麩你別跑！看我如何把你鎚成粉末！花生麩你別跑！看我如何把你鎚成粉末！ 原來這就是花生麩的香味！原來這就是花生麩的香味！
多香的花生味啊！多香的花生味啊！

我們正努力為農作物施肥呢！我們正努力為農作物施肥呢！

我們在藍天白雲下嘗試除草。我們在藍天白雲下嘗試除草。

我們齊心合力把大米磨成米糊。我們齊心合力把大米磨成米糊。
我一看見害蟲，就馬上使用我一看見害蟲，就馬上使用
「自家製」的殺蟲劑殺滅牠。「自家製」的殺蟲劑殺滅牠。

我得專心地完成挑水的任務，千萬不能讓水從小木桶裏灑出來！我得專心地完成挑水的任務，千萬不能讓水從小木桶裏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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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學習主題式學習——英雄英雄
李佩思老師李佩思老師

主題式學習校園內的佈置主題式學習校園內的佈置
為配合本年度主題式學習的主題，校園中不同的角落均別出心裁地佈置，務求讓學生在有趣的學習環境中提升學

習興趣。

學校鼓勵同學閱讀不同的英雄

傳記、故事，包括聖經中的英雄、

故事中的英雄及生活中的英雄。每

位同學都有一本英雄冊，同學可以

在英雄冊內記下各位英雄人物的事

跡，分析他們遇到困難時，如何彰

顯他們的英雄特質。我們希望同學

以各英雄為榜樣，能從樂於助人、

坐言起行開始，讓他們所作的能鼓

勵別人、受人欣賞，成為一位真正

的小英雄。

主題式學習簡介主題式學習簡介
圍繞「英雄」作主題的「中秋猜燈謎」為本年度主題式學習揭開了序幕。而九月中的「主題式學習啟動禮」中，

讓同學認識到英雄並非只是武功高強及擁有特異功能的人物，真正的英雄，應該擁有以下的四個特質：

HH ELPFULELPFUL
樂於助人樂於助人

EE NCOURAGINGNCOURAGING
激勵人心激勵人心

RR ESPECTFULESPECTFUL
備受尊崇備受尊崇

OO N TASKN TASK
坐言起行坐言起行

代表四社的
聖經人物都

是
代表四社的

聖經人物都
是

聖經中的英
雄人物。

聖經中的英
雄人物。

智慧門、行動派獨門武功

智慧門、行動派獨門武功
——就是我們的校歌。

就是我們的校歌。

英語學習室門外幻化成「英雄之都」！英語學習室門外幻化成「英雄之都」！

圖書館門外有很多「閱讀英雄」正在出勤！圖書館門外有很多「閱讀英雄」正在出勤！

禮堂門外化身為「元喜山莊」，吸引了不少英雄人物到訪！禮堂門外化身為「元喜山莊」，吸引了不少英雄人物到訪！

主題式學
習人形企

板，提醒
同學本年

度主題的
學習重點

。

主題式學
習人形企

板，提醒
同學本年

度主題的
學習重點

。

風箏飛起來了！風箏飛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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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社長選舉社長選舉

為讓學生有機會了解選舉的程序，我校每年

均舉行社長選舉。過程中，各社學生可自行組

合內閣參加競選，參選學生更需要擬定政綱，

並透過連串的競選活動向全校師生宣傳參選政

綱。最後，全校師生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各

社的社長。

運動競技日運動競技日
雖然今年無法舉辦校運會，但老師們也悉心預備了一

系列的體育活動，包括有運動攤位及社際競技比賽，讓元

喜健兒們大顯身手。

聖誕崇拜聖誕崇拜
感恩今年能夠進行實體的

聖誕崇拜，讓學生有機會聚首

一堂，一同敬拜上帝。今年，

教會傳道人及家長分別獻詩為

同學送上祝福。隨後，陳永輝

牧師和吳湘薇傳道與同學分享

了有關聖誕節的信息，讓同學

明白到聖誕背後的真實意義，

加深同學對信仰的認識。

社長
造型照

教會同工詩歌敬拜。教會同工詩歌敬拜。

陳永輝牧師和吳湘薇傳道向同學陳永輝牧師和吳湘薇傳道向同學
分享聖誕節的信息。 分享聖誕節的信息。 

家長詩歌敬拜。家長詩歌敬拜。

很興奮呢！在運動競技日中很興奮呢！在運動競技日中
同學可以玩「地壺」。同學可以玩「地壺」。

同學在競技活動中奪得很高的分數！同學在競技活動中奪得很高的分數！

你是逃不過我凌厲的進攻！你是逃不過我凌厲的進攻！

加油！努力！我們支持你！加油！努力！我們支持你！

致勝之道在於平衡！致勝之道在於平衡！

接過社長T-shirt，正式為同學服務！接過社長T-shirt，正式為同學服務！
校長也來投票！校長也來投票！

同學投下神聖的一票！同學投下神聖的一票！

新任社長第一次主持社員大會。新任社長第一次主持社員大會。

票站佈置跟正式票站相似。票站佈置跟正式票站相似。 候選內閣積極拉票。候選內閣積極拉票。

同學們都為自己支持的同學們都為自己支持的
內閣助選！內閣助選！

綠
社 紅

社

黃
社

藍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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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駐校計劃藝術家駐校計劃
本年度我校邀請了兩位藝術家到校與

小四及小五學生一起進行創作，分別是塗

鴉藝術家Pantone C和陶藝家盧世強先生。
學校希望透過「駐校藝術家計劃」，為學

生提供接觸不同藝術媒介的機會和擴闊他

們的眼界。同學能與藝術家近距離進行交

流、體驗不一樣的視藝課堂，相信對同學

來說是一個很寶貴的學習經歷！

英語同樂日英語同樂日
今年英語同樂日於十二月舉行，同學們積極投入參與。師生於禮堂勁歌熱舞，同學們更透過創

作手工、觀看英語影片、玩英語遊戲等活動學習英語。部分同學亦配合本年度主題式學習—「英

雄」，喬裝成不同的英雄人物，為同樂日增添歡樂的氣氛。

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日
今年中國文化日的主題為「認識及體驗中

國傳統文化及藝術」。由於疫情肆虐，中國文

化日改以網上形式進行。當天，老師錄製了賀

年歌曲短片，和同學一起以歌聲感受農曆新年

的氣氛。活動中，學生更透過

觀看影片，認識了中國傳統文

化藝術—麪粉公仔、蒸籠、
盆菜等的由來和承傳價值，他

們更有機會動手製作手工藝。

同學們都樂在其中，度過了歡

樂的時刻！

家長詩歌敬拜。家長詩歌敬拜。

小五學生集體創作塗鴉作品。小五學生集體創作塗鴉作品。
Pantone Sir教導學生Pantone Sir教導學生
使用噴漆的技巧。使用噴漆的技巧。

陶藝家盧世強先生用心地教導陶藝家盧世強先生用心地教導
學生製作陶泥作品。學生製作陶泥作品。

同學互相分享製作陶泥的樂趣！同學互相分享製作陶泥的樂趣！

新的一年，同學們和老師新的一年，同學們和老師
一起歌頌上帝的恩典。一起歌頌上帝的恩典。

同學們，老師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身體健康，新年蒙恩！同學們，老師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身體健康，新年蒙恩！

老師以歌聲向同學送上祝福。老師以歌聲向同學送上祝福。

校長帶領老師一起唱賀年歌。校長帶領老師一起唱賀年歌。

孩子們都很盡興！孩子們都很盡興！

來一張開心大合照。來一張開心大合照。一同變身吧！一同變身吧！

老師和我們一起玩遊戲！老師和我們一起玩遊戲！ 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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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下一站——STEM STATIONSTEM STATION
繼「STEM SPACE」於去年正式啟用，同學們應用3D打印機，Gigo Wall，Gigo套件，

透明水道，macbook air的技巧亦漸趨成熟，他們對科創的興趣有增無減。有見及此，
學校為配合校本STEM課程的發展，因此在去年暑假期間把三樓的電腦室重新設計及裝
修，並命名為「STEM STATION」，中文名稱為「科創站」，務求為學生打造另一個科
創探究及發揮創意的地方。

新建成的「STEM STATION」增設了不少的設備，當中包
括可配合編程車教學活動的可

摺疊活動桌。活動桌設有可拆

卸的活動擋板，能因應不同科

創活動的需要而靈活改裝。

相信同學們必定會愛上這

個地方，盼望不久的將來，同

學們能在這裏開創屬於自己的

科創夢！

不一樣的禮堂不一樣的禮堂
暑假期間，學校禮堂進行了

重點翻新工程，包括：換上漂亮

的柚木地板、先進的音響設備、

特別的舞台燈光，以及極具視覺

效果的全新大型LED電子屏幕。
經過上述翻新工程後，禮堂

內能配合不同活動的需要，運用

LED電 子 屏
幕投射不同

的 背 景 效

果，增添活

動氣氛。

有蓋操場有蓋操場
有蓋操場的地面運用了籃球場

專用的油漆進行翻新並新增了跑道

線，方便同學進行各種體育活動。

翻新後的地面不但更美觀，防滑功

能亦更佳，讓同學能在更舒適的環

境下上課。同時，也便利了田徑隊

隊員進行訓練，從而提升實力。

課室門貼課室門貼
為了讓校園增添新氣象，今年每道

課室門均貼上全新設計的門貼。每層的

門貼各有不同的主題，主題圍繞着聖經

故事，包括挪亞方舟、五餅二魚、耶穌

誕生、摩西分紅海、約瑟的異夢及但以

理禱告。藉着門貼的主題，希望能加深

同學對聖經故事的認識。

天台天台
本年度天台亦進行了翻新優

化工程，安裝了分隔板，讓天台

能分隔為三個活動空間，方便

學生進行各式各樣的分組活動。

此外，地面塗上全新的「籃球場

油」，並畫上跑道，打開分隔板

後，便能騰出空間讓學生進行田

徑及體能訓練等活動。

校園校園
新氣象新氣象

翻新後的有蓋操場不但亮麗，翻新後的有蓋操場不但亮麗，
而且兼具實用性。而且兼具實用性。

天台安裝了分隔板，天台安裝了分隔板，
能分隔為三個活動空間。能分隔為三個活動空間。

打開分隔板，便是打開分隔板，便是
一個寬敞的活動空間。一個寬敞的活動空間。

多個活動空間，有利學生多個活動空間，有利學生
進行分組活動。進行分組活動。

相信這裏將會成為相信這裏將會成為
同學們流連忘返的地方。同學們流連忘返的地方。

多功能的桌子能配合不同的多功能的桌子能配合不同的
科創活動！科創活動！

別樹一格的大門。別樹一格的大門。

小小工程師在STEM STATION小小工程師在STEM STATION
內進行科創活動。內進行科創活動。

期待在STEM STATION與期待在STEM STATION與
同學們一起直播。同學們一起直播。

禮堂內加設三塊巨型LED電子屏幕。禮堂內加設三塊巨型LED電子屏幕。

能配合不同活動的需要投射不同能配合不同活動的需要投射不同
的背景。的背景。

三樓 耶穌誕生三樓 耶穌誕生二樓 五餅二魚二樓 五餅二魚一樓 挪亞方舟一樓 挪亞方舟

四樓 摩西分紅海四樓 摩西分紅海 五樓 約瑟的異夢五樓 約瑟的異夢 六樓 但以理禱告六樓 但以理禱告

66



充滿溫暖的教師聖誕聯歡會充滿溫暖的教師聖誕聯歡會
英文日當天下午，在禮堂舉行了教師聖誕聯歡

會。老師們不但一起以詩歌敬拜上帝，分享美食，

還在歡笑聲中進行抽獎。

教師動向教師動向

教師活動花絮教師活動花絮 教師發展之「魷魚遊戲」教師發展之「魷魚遊戲」
當日的教師發展日，老師以分組形式進

行了一連串的遊戲，當中老師更試玩火熱劇

集—「魷魚遊戲」中的部分遊戲，包括椪糖

遊戲、拔河比賽、彈珠遊戲等。遊戲中輸贏

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團隊合作精神，這天

老師們展現了台山陳元喜小學的團結精神！

新入職老師介紹新入職老師介紹
劉暉萍老師
生日：
5月6日

興趣：  看電影、烹飪、
烘焙

夢想：
希望能夠環遊世界，見
識世界上不同事物。
希望能成為一位不忘初
心、與學生一同快樂成
長的教師。

林啟豪老師
生日：
11月29日

興趣： 運動、聽音樂、
旅遊

夢想：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陪伴學生度過快樂的校
園生活。

李慧琳老師
生日：
6月17日

興趣： 烹飪、旅遊、 
接觸新事物

夢想：
透過自身熱情有愛的性
格，向身邊人傳遞正能
量。期望以生命影響生
命，將正確的價值觀傳
遞給孩子。

郭芷靜老師
生日：
3月22日

興趣： 做手工、閱讀、 
看電影

夢想：
每天懷著謙卑感恩的心
經歷生活上的點點滴
滴；與學生在成長路上
結伴同行。

鍾家盼老師
生日：
1月29日

興趣：打羽毛球、彈鋼琴
夢想：
成為學生們的祝福，讓
他們認識神

趙美鳳老師
生日：
1月2日

興趣： 聽音樂，唱歌，
看電影，旅行

夢想：
1. 環遊世界，認識和體驗
不同國家的文化

2. 陪伴學生經歷生活中的
高低起跌，並在過程中
一起尋找生活的目標和
各自的亮點，讓他們將
來可以作鹽作光。

梁慧芬老師
生日：
3月20日

興趣： 行山、踩單車、 
露營、看書、 
看電影和寫隨筆

夢想：
堅持做主喜悅的事情；遊
遍自己喜歡的地方；吃盡
世上好吃的東西。

陳曉珊老師
生日：
5月21日

興趣： 閱讀、聽音樂、
戶外活動

夢想：
成為一位見證和陪伴學
生一同成長的老師。

劉佳靜老師
生日：
7月21日

興趣： 畫畫、做手作、旅遊、
看電影

夢想：
希望可以開心地度過每一日！

蔣筠霞老師
生日：
9月19日

興趣： 旅遊、畫畫、做手作、
看電影、閱讀

夢想：
希望可以遊歷全世界，每天也
懷著感恩的心開心地度過！
我期望以生命影響生命，和學
生一起成長、進步！並希望每
位同學能在台山陳元喜中找到
自己人生的方向，發光發亮！

韓穎瑢老師新婚之喜韓穎瑢老師新婚之喜
蒙 天父的恩典並父母養育深恩，韓穎瑢

老師與楊振斯先生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舉行結婚典禮。衷心感謝同事、學生和家長的
厚愛和祝福，我倆都暖在心頭，更感謝天父成
就這一切，在疫情下天父的供應是充足的，願
榮耀歸與天父。

來！拍一張大合照！Yeah!來！拍一張大合照！Yeah!

拱橋也沒難度！拱橋也沒難度！拗手瓜也未驚過！拗手瓜也未驚過！
昆蟲也不可怕！昆蟲也不可怕！
老師們多大膽！老師們多大膽！

校長和高副校也椪糖成功！校長和高副校也椪糖成功！

力的表現力的表現——拔河比賽！拔河比賽！恭喜「六魷魚」勝出！恭喜「六魷魚」勝出！

韓老師與新婚夫婿韓老師與新婚夫婿感謝6A學生與家長的祝福感謝6A學生與家長的祝福

抽到實用的棉被！抽到實用的棉被！

各位老師都是幸運兒！各位老師都是幸運兒！

恭喜陳老師恭喜陳老師
抽到終極大獎！抽到終極大獎！

我們來拍一張聖誕大合照吧！我們來拍一張聖誕大合照吧！

抽到大獎真開心！抽到大獎真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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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朗誦

皇者挑戰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粵語） 亞軍 1A吳栩翹

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
藝術、交流大賽
（第十七屆）

初小組英語詩歌朗誦 銀獎

1E麥譽熹

初小組普通話古詩
詞朗誦

優異獎

初小組粵語古詩詞
朗誦

銅獎

初小組 卓越之星
第四十三屆GAPSK全港普

通話朗誦比賽
小學組（P5-P6）：

自選誦材
冠軍 6A黃彥鈞

第十三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高小新詩朗誦組：
普通話

季軍 6A周凱澄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體育
飛達秋季
田徑賽

2021

60米 冠軍 6A賴海琳
100米 亞軍 5E文芷澄

擲壘球
冠軍

5D周家喆
6E蔡弘羲

亞軍 3D蔣健華
季軍 6A李郗潼

跳遠 冠軍 4E譚明曦

女子U10 
4x100米
接力

亞軍

4A李溢恩
4C文爾雅
4E陳映澄
4E藍蔚蕎

女子U12 
4x100米
接力

冠軍

6A彭伊文
6A賴海琳
6E徐欣彤
6E蘇若嵐

男子U11 
4x100米
接力

冠軍

5D周家喆
5D魏逸曦
5F左誠睿
5F林希泓

男子U12 
4x100米
接力

冠軍

6B陳梓曦
6B楊曉諾
6C劉宇琛
6E蔡弘羲

2021-2022校內外比賽獎項2021-2022校內外比賽獎項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學術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Starters) A1 1E麥譽熹

第六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小學四年級組
一等獎 5A賴雋希
卓越獎 5A黃靖欣

2021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賽 小四奧數組 銅獎 5A黃靖欣
2021第二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5B鍾 滔
中國香港棋院2021第三季網絡級位認定賽 精英獎

Hong Kong Cup –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for both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1-22

Silver 
Medal

6B李溢豐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

挑戰賽
小學六年級組 亞軍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視藝
第88屆韓國繪畫大賽 特賞獎 5F盧靖雅

The XXIII International Drawing and 
Painting Competition “Joy Of Europe”

Individual 
Honorable Mention 6D陳菀婷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音樂

24th (2021) GMC Music Festival Class: 111 Gp.3 第二名 2C單日霖
小小演奏家2021全港兒童鋼琴、

管弦樂及敲擊樂大賽
鋼琴P4-P6 亞軍 6B李溢豐
鋼琴P1-P3 冠軍 4A李溢恩

音樂智能之第四屆香港青少年盃
國際音樂比賽

鋼琴三級組 銀獎
4B羅芍詠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2021音樂比賽 鋼琴四級 銀獎
第五十一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冠軍 4C黎忻穎

The 2nd Hong Kong Asian Youth Harp 
Competition Harp Grade 1-2 銀獎 5B孫鈤嘉

第五十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亞軍 6D黎忻諾

第六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鋼琴大賽
亞軍 6D黎忻諾
榮譽獎 4C黎忻穎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體育

香港國際武術（網絡）錦標賽
兒童組：集體紫荊操 第一名

3D羅柏曦男子初小組：基礎拳術 紫荊操 第三名
男子初小組：傳統器械 功夫扇 良好表現

第三屆源流盃常規賽
（第二季）

盾牌 冠軍

4B李卓喬
碗賽 U16組

亞軍碗賽 公開組
碗賽 新星組

籃球技巧挑戰賽
YMCA 120th Anniversary Charity 3x3 Basketball Tournament 2021 冠軍 6E蔡弘羲

沙田區體育會盃游泳錦標賽2021
50米胸泳 2010年組 季軍

6B李凱琳
接力4x50 亞軍

2021搏擊專業大賽 散打男子少年組45KG 冠軍
6D梁信一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搏擊大賽 散打男子兒童組42KG 優勝者

第四屆源流盃邀請賽
公開組 盃賽冠軍

6B李溢豐
U16組 盃賽冠軍

2021香港青年協會實用射擊會內新手交流賽 亞軍 6B卓崇熹

飛達田徑會
[恒傑x飛達 體、適、能考驗篇]

100米 冠軍 6A賴海琳
立定跳遠 季軍

6E徐欣彤
100米 季軍
立定跳遠 冠軍

6C劉宇琛
100米 冠軍
立定跳遠 季軍 6B楊曉諾

2021-2022四社分數
紅社

Moses
黃社

Solomon
藍社

Abraham
綠社

Joseph
210 130 350 390

2021-2022校外獎勵計劃
校外獎勵計劃名稱 班別/姓名

2021-2022學年「沙田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4C文爾雅 6B陳皓峰
6B張家堯 6B黃愷童
6C李耀光 6E徐欣彤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
2021-22

3E岑嘉謙 5D陳枃濂
6A黃彥鈞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6A胡柏豪 6B李亦朗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體育

屈臣氏
田徑會
周年
大賽
2021

U12 60米 亞軍 6A賴海琳
U12 60米 第四名

6E徐欣彤U12 100米 亞軍
U12跳遠 亞軍
U12跳遠 亞軍 6C劉宇琛

U10
4x100米
接力

季軍

4A李溢恩
4C文爾雅
4E藍蔚蕎
4E陳映澄

U12
4x100米
接力

第四名

6A賴海琳
6A彭伊文
6E蘇若嵐
6E徐欣彤

U10 60米 第四名
4E陳映澄U10

100米 第四名

女子U10
跳遠

第四名 4A李溢恩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體育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沙田區
小學分會

2021-2022
年度

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跳遠
冠軍

4A李溢恩
5D魏逸曦
6C劉宇琛

第六名 6A黃疆燁
第七名 4F李錦熙

跳高 第六名 6E張栢霖

擲壘球
冠軍 6E蔡弘羲
亞軍 5D周家喆
季軍 5C李子瑤

推鉛球
亞軍 6C曾 熙
殿軍 6B李凱琳

60米

冠軍
6A賴海琳
4E藍蔚蕎

季軍 5E文芷澄
第五名 5F林希泓
第八名 4B黃梓軒

100米
冠軍 6E徐欣彤
亞軍 4E陳映澄
第七名 4C文爾雅

200米 季軍
6A彭伊文
6B陳梓曦

400米
季軍 6E蘇若嵐
第六名 6E鄭希朗

男子
甲組
團體

冠軍

6E鄭希朗
6E張栢霖
6E蔡弘羲
6B李溢豐
6B楊曉諾
6C劉宇琛
6C曾 熙
6B陳梓曦

男子
乙組
團體

亞軍

4A文樂希
5D周家喆
5D魏逸曦
5F左誠睿
5F林希泓

女子
甲組
團體

冠軍

6A賴海琳
6A彭伊文
6A周曉澄
6A黃疆燁
6B李凱琳
6E蘇若嵐
6E徐欣彤
5C李子瑤

女子
丙組
團體

冠軍
4A李溢恩
4E陳映澄
4E藍蔚蕎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U10接力季軍U10接力季軍

6A賴海琳 6B楊曉諾6A賴海琳 6B楊曉諾
6C劉宇琛 6E徐欣彤6C劉宇琛 6E徐欣彤

4E藍蔚蕎 4E陳映澄4E藍蔚蕎 4E陳映澄
4A李溢恩 4C文爾雅4A李溢恩 4C文爾雅

王澄峰助理校長王澄峰助理校長
4A李溢恩 4C文爾雅4A李溢恩 4C文爾雅
4E陳映澄 4E藍蔚蕎4E陳映澄 4E藍蔚蕎

王澄峰助理校長王澄峰助理校長
6B楊曉諾 6B陳梓曦6B楊曉諾 6B陳梓曦
6C劉宇琛 6B李溢豐6C劉宇琛 6B李溢豐

男子U12跳遠亞軍男子U12跳遠亞軍
6C劉宇琛6C劉宇琛

6E徐欣彤立定跳遠季軍6E徐欣彤立定跳遠季軍
100米季軍100米季軍

6A賴海琳100米冠軍6A賴海琳100米冠軍6A賴海琳 6E徐欣彤6A賴海琳 6E徐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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