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全球疫情持續不

斷，同學的學習和生

活作息均大受影響，

身體健康固然值得關

注，心靈滿足更是大

家需要學習的課題；

今年夏天熱浪侵襲歐

洲，造成人命及大自然的傷害，生活在香港的我們相對非常幸

福，學會感恩和珍惜，是未來領袖須要具備的重要特質，這樣

才能以同理心作出人生中無數個利己利人的抉擇。

今日的學生是明日社會的主人翁和領袖，隨著社會不斷

轉變，我們必須透過教育，讓學生裝備自己，建立「可持續發

展」價值觀，才能迎接未來的挑戰，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學校教育教導學生知識、技能和態度，這無疑是每一所學

校的教育方向，然而用什麼方法落到孩子身上，使孩子成為明

理守規、思考靈活和喜愛學習的人，得靠學校施展渾身解數。

跳出課本知識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小學秉承提供優質教育的宗旨，為

學生想得更多，使他們日後可以走得更遠。學校重視課堂的質

量，積極參與不同的課研活動以優化團隊教學；再進一步，學

校尋求突破，嘗試設計校本跨科課程，結合不同學科內容，並

加入「可持續發展」概念，通過活動教學，引導學生深入思考

生活體驗。如本年度低年級同學在主題學習周中，親身體驗農

夫的工作，明白食物得來不易，以及每一個社會工作崗位也有

其意義；老師按相關內容，與學生探討食物與個人健康的關

係，工作對每個家庭的重要性，城市化取代農地對社會有什麼

影響等等，這些重要而嚴肅的課題，不是硬硬生生地在課堂上

由老師講解，而是適當地融入教學課程及活動中，讓孩子有更

深刻的學習體驗。

啟迪創科技能
發明就是為了要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科技日新月異，學

校老師不是科技界專業人員，不可能永遠走到最前，然而我們

要作為學生終身學習的榜樣，身體力行與學生一同經歷學習新

事物，一同跨過學習難關，更重要的是關心身邊人的需要，除

了為自己，也能顧及他人，多想一步。元宇宙的理念新穎，讓

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開闊我們的思維，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的

學習。學校組織專業教師專展日，帶領教師團隊到數碼港認識

現代科技發明，同時使教師明白，學生的未來有更多不可預知

的事物，因此教導學生掌握學習技能，誘發他們多觀察身邊事

物，啟發多一點天馬行空的創意想法，利用隨拈來的物品做些

小玩意小發明，從惠澤自己到貢獻社會。學校參與香港創科

展，同學為老人家設計了智能運動椅，鼓勵行動不便的長者多

做運動，保重身體。參賽的同學思考成熟，令我驚訝的是，我

們在展覽館期間的談話內容，是場館的設計、各校參展的作品

可以如何改善、他們還希望設計到其他發明幫助別人……這些

有趣而深奧的話題，使我又慚愧又欣慰，慚愧的是其實學生講

的東西校長有些不明白，欣慰的是同學年紀小小已具有前瞻思

維，真是學校和家長的驕傲。

培育生命價值
學校近年推動正向教育，從認識自己的性格強項，鼓勵

學生常懷The Power of Yet的精神，以至致力營造班級，培養

和諧師生關係，目的就是希望同學愛自己、愛家庭和愛學校。

教育制度下，價值教育、生涯規劃等都要納入常規課程，學習

時間有限，我們靈活善用社區資源，參加不同大專院校或機構

的支援計劃，通過有趣而有意義的活動，使學生明白生命中除

了自己，還有很多事物需要尊重和珍惜。學校參與幸福校園實

踐計劃，讓學生參與校園建設，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同

時，我們也參加了童理玩活動，從孩子生活入手，給予他們設

計遊樂設施的機會，不僅能發揮創意，更走出社區，了解社區

現況，從而設計好玩而又配合社區孩子需要的遊樂設施。生命

影響生命，品性純樸的學生總是更容易被深深打動，如果教育

的意義都能深刻的烙印在學生心裏，我們就不用多費唇舌，學

生也就能自動自律規範自我，符合學校和家長的期望。

因此，學校將持續發展特色課程和活動，使黃士心的孩子

邁向成功！

In Wong See Sum, We Strive for Success!

Work with your heart /

Say kind words, do the right thing /

Smile and sparkle on

活出精彩人生，抱擁美好的明天和將來。

東東華華三三院院黃黃士士心心小小學學

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長安邨巴士總站對面）　電話：2497 8784　傳真：2435 2947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長安邨巴士總站對面）　電話：2497 8784　傳真：2435 2947

電郵：wssps@tungwah.org.hk　網址：https://www.twghwssp.edu.hk電郵：wssps@tungwah.org.hk　網址：https://www.twghwssp.edu.hk 校訊校訊
2021-2022年度
2021-2022年度

TWGHsTWGHs  WongWong  SeeSee  SumSum  PrimaryPrimary  SchoolSchool

1



數學科著重從經驗中學習，從探索中建構知識，讓學生以探究

活動形式學習數學。本年度數學科為配合新課程，於各級的不同課

題內加入電子學習及評估，不但能提昇學生學習興趣，課堂內老師

能即時給予學生回饋，更有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成效。

中文科重點發展活動教學，各級老師於每個單元均會設計多元有趣的教學活動，藉

以培養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及提升語文能力，例如二年級的同學透過形聲符配對遊

戲，從而掌握字詞的意思，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都十分興奮雀躍呢！

數數學學科科——電電子子學學習習

中中文文科科——活活動動教教學學

三年級同學於數學課利用三年級同學於數學課利用
平板電腦學習分數平板電腦學習分數

同學在平板電腦上搜尋資料，完成數學科的專題研習同學在平板電腦上搜尋資料，完成數學科的專題研習
四年級的同學透過量度活動，成功利用報紙製作1平方米

四年級的同學透過量度活動，成功利用報紙製作1平方米

二年級的同學正認真地學習
二年級的同學正認真地學習

角柱體的面和底圖形
角柱體的面和底圖形

一年級同學們運用五感來
一年級同學們運用五感來

觀察芒果，十分有趣呢！
觀察芒果，十分有趣呢！

二年級同學們正在玩形聲符配對遊戲，他們在尋找可以配成字的同學。二年級同學們正在玩形聲符配對遊戲，他們在尋找可以配成字的同學。

六年級同學們努力地搜集有關景點的資料

六年級同學們努力地搜集有關景點的資料

提升提升學習學習動機動機　　激活激活內在內在潛能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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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udents have gained lots of new Our students have gained lots of new 
knowledge from extensive reading!knowledge from extensive reading!

We celebrated Halloween with our students through We celebrated Halloween with our students through 
multifarious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nd games!multifarious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nd games!

What a fun-fil led and unforgettable What a fun-fil led and unforgettable 
English Reading Month to connect us all!English Reading Month to connect us all!

To our English Musical team, we got 5 awards in a To our English Musical team, we got 5 awards in a 
competition of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competition of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

共讀大使共讀大使 圖書館閱讀圖書館閱讀

家長讀書會家長讀書會 家長走進課堂家長走進課堂家長共讀家長共讀

EEnnggll iisshh

English MusicalEnglish Musical

Harry Potter Reading MonthHarry Potter Reading Month

Halloween CharacterHalloween Character
Dress Dress -- Up Day Up Day

閱閱讀讀推推廣廣

Morning ReadingMorning Reading

It’s our hope that all children, regardless of their ability, can engage in each lesson. Their well-being is what we concern. As 
in 2021-22, our school joined the projects l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and Education Bureau (EDB) 
respectively. Our P.4 and P.5 students took part in SCT project and RaC and STEM Reading project. They have benefited from 
these projects which included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intelligence in their learning processes. Useful skill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s well as hands-on experiences from producing STEM experiments were gained. Students showed their engagement 
and confidence when presenting their work. Teachers came up with many new ideas of lesson designs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with valuable suggestions from CUHK and EBD.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ated in the process and their horizon of knowledge 
was broadened.

本學年透過morning reading及中文早讀分享正向教

育圖書，以培養學生有正向人生的態度和價值觀。此外，

本學年更建立義工共讀小組，如：中英文共讀及家長讀書

會，提供機會讓家長能分享正向故事、交流閱讀心得。圖

書科亦與各科共同舉辦閱讀月，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提升提升學習學習動機動機　　激活激活內在內在潛能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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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教育大同主辦，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感．創．做」大本營，

於一、二年級進行「Learning by Doing」的跨學科課程。我們深信每個孩子都是

獨特的，LBD課堂正正是以學生為本，尊重他們的學習需要，讓他們展現潛能。我

們的課堂着眼點是多讓學生體驗，提供多元的「動手做」活動，如製作「我的小

書」、「情緒瓶」、「果果與籽籽」等。在課堂內，學生都是全情投入，積極發

言，勇於嘗試，樂於分享。學生不但有效地學會了新知，還可以從實踐中掌握不同

的學習技能，更培養他們敢於表達、主動探索的良好學習的態度。我們的跨學科課

程締造了愉快學習的氛圍，使學生變得更喜歡上學，期待每節課堂的來臨。

走出課室，跳出書本，讓我們的小朋友透過玩樂去運用所學，他們才能自

信、自主地走畢這條學習路。我們相信主題學習周活動能有助學生更有效地掌握

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教學目標。透過課程整合和老師的引導，讓學生在

有趣的學習環境下探索生活中有興趣的事物，建構知識，掌握自主學習，讓他們

發揮及發掘才能，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一、二年級主題為「生命農夫」，小朋友能學習加入STEM科技原素的種植

外，還能親身到農莊體驗耕種之樂，體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三、四年級主題為「愛護動物，欣賞萬物」，同學能親親大自然，近距離接

觸及觀察動物，並探討更多有關防止虐待動物、尊重生命、欣賞他人的話題。同

學們感受深刻，每班亦以海報、話劇等方式，宣揚愛護、欣賞生命之美。

五、六年級主題為「模擬人生，計劃未來」，學生能加深認識自己，了解人生八個階段中的喜與憂，為自己訂立長

短期目標，更能一天內經歷模擬人生，感受真實而震撼，體會成為大人的不易之處，人生的抉擇等，大家都十分難忘！

主主題題學學習習周周

LLBBDD「感「感••創創••做」做」大大本本營營

齊做小農夫！齊做小農夫！

每位學生得到一棵每位學生得到一棵
小樹苗，可以回家小樹苗，可以回家
繼續做小農夫！繼續做小農夫！

為小動物設計安樂窩，我們
為小動物設計安樂窩，我們當然要細看是否舒服呢！
當然要細看是否舒服呢！ 學生向全體學生報告設計成果

學生向全體學生報告設計成果

學生以拍攝短片形式宣揚愛護動物這
學生以拍攝短片形式宣揚愛護動物這

重要訊息，更獲「窩心設計大賞」。
重要訊息，更獲「窩心設計大賞」。

年幾輕輕，學生開始計劃未來，
年幾輕輕，學生開始計劃未來，

了解不同行業的時價。
了解不同行業的時價。

學生即場嘗試直播推銷，在鏡頭
學生即場嘗試直播推銷，在鏡頭前盡顯口才及應變能力。
前盡顯口才及應變能力。

每班一名「最欣賞大獎」，以示
每班一名「最欣賞大獎」，以示表揚積極參與主題學習周學生。
表揚積極參與主題學習周學生。

融會融會學習學習能力能力　　啟發啟發創建創建思維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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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教育旨在讓學生將知識「活學活用」，以專題研習與動手實驗為導向，帶領學生在現實生活情況下應用知

識。當中更包括與別人溝通和合作等能力。因此，在規劃校本STEAM課程時，需要考慮如何將學生所學知識，加以延

伸並融會貫通，以專題研習的形式呈現出來。

六年級的專題研習為「環保太陽能車」。學生們發現，生活中正在面對空氣污染問題。於是透過常識科「能量的

轉換」，製成太陽能車，配合電腦科的編程，製作電子計時器，最後加入數學科的「速率」，計算太陽能車車速，並

探究改良方案。最終，同學們的成品也能通過試驗，成功行駛！同學們表現積極投入，將學到的知識運用在日常生活

中，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興趣，促使他們能夠更深入地吸收知識。

此外，為了讓學生能夠將東華三院的服務精神融入STEAM學習，本年度學校提供機會，讓他們實踐及展示創作。

學生為了解決在疫情下長者缺乏運動的問題，發明了一張智能感應椅，並參加了「香港創科展」。展覽中大會更安排

了一位一百歲的長者試坐，婆婆讚賞椅子可以鼓勵她多做運動，其他在場的參觀者也十分欣賞同學們的作品！

同學和老師投入於太陽能車的試驗。師生們一起試驗太陽能車的性能同學和老師投入於太陽能車的試驗。師生們一起試驗太陽能車的性能

本校學生設計了「智能感應椅」，本校學生設計了「智能感應椅」，
運用microbit，協助保護長者順利完運用microbit，協助保護長者順利完
成整個健體運動成整個健體運動

本校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讓同學參與Microbit&人工智能Stem工作坊本校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讓同學參與Microbit&人工智能Stem工作坊

SSTTEEAAMM教教育育

融會融會學習學習能力能力　　啟發啟發創建創建思維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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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德育課及正向教育校本德育課及正向教育
本校的正向教育以PERMA+H為課程框架，當中滲入了發掘學生品格

強項的元素，以培育學生價值觀和態度，作為推動價值觀教育的方向。

本校引入校外機構「小童群益會」社工及導師作為專業支援，與本

校教師一起設計正向成長課程。每級課程包涵不同的正向元素，包括靜

觀技巧、成長型思維、性格強項、成就感、感恩及寬恕等

透過班級經營，包括：Morning Meeting、生日會、各透過班級經營，包括：Morning Meeting、生日會、各
項全校活動等，發展學生個人正向教育中的「品格強項全校活動等，發展學生個人正向教育中的「品格強
項」，建立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著重全人發展。項」，建立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著重全人發展。

校外支援計劃校外支援計劃

本年度學校參與由賽馬會及香港理工大學合辦的「幸福校園實踐計劃本年度學校參與由賽馬會及香港理工大學合辦的「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環境營造計劃」。環境營造計劃」。
計劃內的專業建築及設計團隊帶領師生參與校園設施的設計及創建「幸福校園」。計劃內的專業建築及設計團隊帶領師生參與校園設施的設計及創建「幸福校園」。

生命教育推行理念及框架生命教育推行理念及框架

正向教育及班級經營活動正向教育及班級經營活動

正正向向教教育育

透過生命教育，幫助學生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透過生命教育，幫助學生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
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讓他們過一個快樂、充實和有意義的人生。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讓他們過一個快樂、充實和有意義的人生。

培養培養正向正向價值觀價值觀　　陶造陶造健康健康身心靈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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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節慶慶活活動動
通過舉行不同的節慶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及多角度的學習體驗。科組合作舉行不同跨科活動，讓學生在不同

學科裏都可以學習相同節慶活動的知識及文化體驗，學習融會貫通不同學科知識。

過去一年，我們一起經歷了中秋節、感恩節、萬聖節、聖誕節、端午節、母親節和父親節等。中秋節，我們一

起猜燈謎、唱兒歌；感恩節，我們一起做火雞、了解感恩節的文化、寫感謝卡給我們身邊尊敬及服務我們的人；萬聖

節，我們盛裝打扮成不同角色、學習英文詞語；聖誕節，我們一起玩團隊遊戲、唱聖誕歌；端午節，我們一起閱讀端

午節故事、動手做粽子、龍舟競賽；父母親節，我們更和媽媽一起參加攝影比賽及頒獎給爸爸呢！

我們經歷了不同節日，讓我們學會感恩，尊重不同文化，豐富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學校每年也會讓學生慶祝或

認識不同節日的文化與歷史，希望小朋友對世界認識更多，快來與我們一起度過不同節日吧！

眾樂樂！一起玩燈籠，唱中秋歌曲眾樂樂！一起玩燈籠，唱中秋歌曲

送上悄悄話心意卡，媽媽甜在心頭，

送上悄悄話心意卡，媽媽甜在心頭，
此次攝影比賽更榮獲冠軍呢！

此次攝影比賽更榮獲冠軍呢！

培養培養正向正向價值觀價值觀　　陶造陶造健康健康身心靈身心靈

為自己班裝飾，更添氣氛！
為自己班裝飾，更添氣氛！

齊齊寫信給芬蘭的聖誕老人，希望願望成真吧！

齊齊寫信給芬蘭的聖誕老人，希望願望成真吧！

聖誕節齊齊做運動、玩團隊遊戲，真開心！聖誕節齊齊做運動、玩團隊遊戲，真開心！

我們學習了感恩節的歷史，我們學習了感恩節的歷史，
再做出自己的感恩火雞！再做出自己的感恩火雞！

老師全情投入，希望小朋友學得開心愉快！
老師全情投入，希望小朋友學得開心愉快！

黃校長與同學齊齊變裝，打成一片！

黃校長與同學齊齊變裝，打成一片！

同學「包」出不同大小的粽子同學「包」出不同大小的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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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教學獎勵計劃東華三院教學獎勵計劃
本校一向重視全人教育，為學生提供多元活動，並

配合正向價值觀的培養，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身心。本

年度，我校榮獲「東華三院教學獎勵計劃：體育教育領

域—值得推廣獎」，獲得評委的肯定與鼓舞。

學生運動表現理想學生運動表現理想

賽馬會家校童起動計劃 賽馬會家校童起動計劃 
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香港中文大學聯合策劃，並由香港

科技大學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協辦，鼓勵學生、家長和老師多做運動，利

用運動手帶及手機程式紀錄，了解自己的運動表現，從而培養長期的運動習慣。

校內運動會校內運動會

本年度，我校在各項體育比賽中獲得不少獎項，

例如，在區際田徑比賽中，女子乙組更獲得全場總冠

軍及男子乙組全場總亞軍的佳績；在區際羽毛球比賽

中，榮獲女子組團體季軍及傑出運動員獎；而在東華

小學聯校足球競技比賽中，亦勇奪女子組射球亞軍。

同學的努力付出得到成果，實在令人鼓舞！

一年一度校內運動會，團結全校師生，帶動校內的運動氛圍，加

強學生的運動知識，締造展現才能、獲取成就和自信的機會，並培養

學生公平競賽、團隊合作、公正守規等價值觀。

運動場上，讓我一展身手！運動場上，讓我一展身手！ 校長也來支持我們呢！校長也來支持我們呢！

我們是學校的羽毛球菁英！
我們是學校的羽毛球菁英！女同學的足球技術同樣出色！女同學的足球技術同樣出色！

體體育育教教育育創創佳佳績績

全全校校師師生生「動」「動」起起來來

比比看，看誰跳得遠！
比比看，看誰跳得遠！

班際競技比賽真刺激！班際競技比賽真刺激！

老師同學一起比耐力！
老師同學一起比耐力！原來仰臥起坐不容易呀！

原來仰臥起坐不容易呀！

恭喜得獎的同學和班別！恭喜得獎的同學和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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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香港

賽馬會籌辦了「小龍馬．遊香港」藝術展覽，由

著名藝術家馬興文先生帶領，邀請一眾東華三院

及保良局中、小學生製作「小龍馬」雕塑。本校

學生有幸參與製作，作品更會於香港各區展覽，

冀望以天馬行空的創意為社區注入正能量。

同學創作的小龍馬以藍綠為主色，
同學創作的小龍馬以藍綠為主色，代表天（龍）和地（馬）；中間則
代表天（龍）和地（馬）；中間則繪上喜愛的貓兔，代表天地間所有
繪上喜愛的貓兔，代表天地間所有動物皆可共融又愉快地生活
動物皆可共融又愉快地生活

疫情無阻大家對音樂的熱誠！本年度

音樂科團隊，包括本校合唱團、弦樂團及

弦樂小組、東華三院聯校弦樂團及聯校合

唱團，參與了聖誕頌歌節，弦外之音聯合

音樂會、聯校畢業典禮等大型演出。

當中聖誕頌歌節在荃灣愉景新城和中

環街市舉行，當中合唱團和弦樂小組配合

聖誕節，演奏多首聖誕歌曲，充滿聖誕愉

快的節日氣氛。無論是台前演奏者或是台

後的家長和老師們，都傾盡全力，務求把

歌聲歡樂聲傳送給每位觀眾，帶給各位一

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此外，本年度亦讓同學欣賞香港弦樂

團和香港中樂團等專業樂團的音樂會，當

中的音樂會更設有司儀和戲劇元素作音樂

導賞，使同學能在活潑有趣的氣氛中，亦

感受音樂的美。

視視藝藝科科

音音樂樂科科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參與活動合作
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參與活動合作

展覽開幕禮，東華三院主席馬清揚和校長亦到場支持展覽開幕禮，東華三院主席馬清揚和校長亦到場支持

同學專心致志地創作美麗的作品
同學專心致志地創作美麗的作品

本校的東華三院聯校弦樂團團員參與「弦外之音」聯合音樂會本校的東華三院聯校弦樂團團員參與「弦外之音」聯合音樂會

本校合唱團和弦樂團在兩場聖誕頌歌節中用音樂，本校合唱團和弦樂團在兩場聖誕頌歌節中用音樂，
將歡樂傳給每一位觀眾將歡樂傳給每一位觀眾

同學有幸出席欣賞由香港弦樂團及香港中樂團同學有幸出席欣賞由香港弦樂團及香港中樂團
舉辦的音樂會，為同學帶來聽覺盛宴舉辦的音樂會，為同學帶來聽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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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家長委員們的一股熱情，帶領一眾家

長義工支援學校活動，為學生和家長們提供強

大支援，讓學生擁有一個充滿愛校園生活。

有緣千里能相遇，更能一起聊天與旅行！本校和北京姊妹學校北京豐台

第一小學一起用眼睛去成都！

我們與北京姊妹學校一起看看當地人民生活，也到公園觀察遊人的活

動，更看到變臉大師呢！完成導賞後，我們也不忘互相問候及分享疫情下的

生活與學習呢。疫情下，希望繼續為學生帶來多元化學習體驗，讓學生有更

深刻回憶！

感謝校友對學弟學妹的關

愛，為應屆畢業生籌辦了「校

友會康樂日」，讓各屆畢業同

學聚首一堂。互相砥礪和祝

福，促進彼此的友誼和聯繫。

姊姊妹妹學學校校

校校友友會會

家家長長教教師師會會及及家家長長學學堂堂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家長委員個個充滿熱誠。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家長委員個個充滿熱誠。

家長義工為學生安全面授出心出力
家長義工為學生安全面授出心出力

家長教師會聯誼活動，照顧家長心靈，
家長教師會聯誼活動，照顧家長心靈，

增進家長教師間的關係
增進家長教師間的關係

家長講座增強家長正能量，運用正向教育思維教育子女家長講座增強家長正能量，運用正向教育思維教育子女

本校與姊妹學校一起在線上互相問候
本校與姊妹學校一起在線上互相問候

學生可以親手製作以成都為主題學生可以親手製作以成都為主題
的立體相架，並寫下感受的立體相架，並寫下感受

導賞員介紹成都變臉大師導賞員介紹成都變臉大師10



校校園園生生活活多多樂樂趣趣

Fun Day同樂日Fun Day同樂日

一人一花及種植活動一人一花及種植活動

TVB hands up錄影TVB hands up錄影

同學向校外家長展示並介紹本年度的學習佳作

同學向校外家長展示並介紹本年度的學習佳作
幼稚園生有機會幼稚園生有機會
體驗演奏小提琴體驗演奏小提琴

全校上下一心，渡過了一個愉快的FUNDAY同樂日。全校上下一心，渡過了一個愉快的FUNDAY同樂日。

小朋友親身體驗種植的樂趣

小朋友親身體驗種植的樂趣小朋友們得到收成感到十分開心呢！
小朋友們得到收成感到十分開心呢！

老師為小一新生送上小禮物，希望各位
老師為小一新生送上小禮物，希望各位小一同學們愉快地渡過校園生活
小一同學們愉快地渡過校園生活

同學們除了有小禮物外，
同學們除了有小禮物外，更重要是得到一個難忘的體驗
更重要是得到一個難忘的體驗

同學們有機會到電視台參與兒童節目錄影，感到相當興奮！同學們有機會到電視台參與兒童節目錄影，感到相當興奮！

同學們都用心向教導同學們都用心向教導
小朋友玩遊戲小朋友玩遊戲

小一開學歡迎活動小一開學歡迎活動

小朋友長大了，爸爸媽媽永遠是你們最大的支持
小朋友長大了，爸爸媽媽永遠是你們最大的支持

東華三院賣旗日東華三院賣旗日

感謝各位支持活動的家長，特
感謝各位支持活動的家長，特

別是爺爺嫲嫲，你們不怕熱不
別是爺爺嫲嫲，你們不怕熱不

怕累，陪伴孩子克服困難
怕累，陪伴孩子克服困難

各位家長和同學抱著服務社會、各位家長和同學抱著服務社會、
貢獻社群的精神，支持東華慈善活動
貢獻社群的精神，支持東華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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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以外的表現

數理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2（大灣賽區）
獲3項一等獎、3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

全港分區優質數學榮譽學校大獎（新界西區）獲榮譽學校大獎

澳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決賽2022獲2項三等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1-2022（香港賽區）
獲2項金獎、7項銀獎、25項銅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21-2022（香港賽區）
獲2項金獎、1項銀獎、6項銅獎、2項良好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2021-2022
獲2項銀獎、3個銅獎、2個優異獎

小學數學挑戰賽：滿貫盃2022初賽
獲1項冠軍、2項亞軍、1項金獎、1項銀獎、44項銅獎

2022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港澳盃HKMO Open》獲2項銀獎、3項銅獎

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2（香港賽區）
獲1項金獎、2項銀獎、9項銅獎

香港小學數學全能挑戰賽2022獲1個傑出表現獎

GHMMC21-22獲1項金獎

語文、
朗誦、

故事演講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2 
獲1項優異星獎、7項良好獎

2021培生朗文校際朗誦比賽獲1項卓越獎

2021誦藝盃校際朗誦比賽獲2項冠軍、2項亞軍、1項殿軍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1)
獲2項亞軍、2項季軍、67項優良獎、30項良好獎

HKYPAF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節2021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獲1項亞軍

STEM
無人機葵青區分區挑戰賽—穿越障礙賽獲1項季軍

2021年香港創科展獲1項優異獎

視藝

「我的運動員夢」全港兒童繪畫比賽獲1項亞軍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獲2項優異獎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21獲1項金獎、1項銀獎

藝術智能之第二屆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温温暖冬日 
獲1項金獎、1項創意獎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 Mail Art Exhibition
(Hong Kong Competition)獲1項Second Prize

音樂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2）
獲2項亞軍、2項季軍、1項金獎、17項銀獎、18項銅獎

國際藝穗音樂大賽獲2項1st Prize

2022香港學界音樂大賽(演奏)獲2項冠軍

今屆的畢業同學升中派位理想，希望各

位同學能謹記校長的話語，畢業升中只是一

個新階段的開始，你們要帶着愉快的心情開

展人生新的一頁，要努力求學，盡展潛能。

即使你們要離開母校，但你們永遠都是我們

的孩子，母校永遠都會支持你們。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校外比賽，包括數理、語文、藝術、音樂、戲劇、舞蹈、體育等，均獲得佳績。

*每年獲獎項目繁多，未能盡錄。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獲23項傑出影音效果獎、
23項傑出合作獎、23項傑出整體演出獎、
15項傑出演員獎、1項傑出導演獎

體育、
舞蹈、
武術　

第十四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舞蹈比賽獲1項冠軍、1項金獎

HKCEA第十三屆香港傑出兒童跳舞比賽獲1項1st Place

2021-2022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獲女子組—團體季軍、傑出運動員

第八屆國際武德杯傳統武術精英賽2021—獲1項金獎，1項銀獎

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4項冠軍、4項亞軍、
5項殿軍、男乙團體全場總亞軍、女乙團體全場總冠軍

承傳杯闖關賽第二關「英雄少年武術操」太極沐春獲1項優異獎

東華三院體藝精英學生支援計劃」獲9項獎學金

其他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獲嘉許狀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獲1項傑出學生獎、1項課外活動優異獎

聯校東華歷史問答比賽獲團體殿軍、6項優異獎

東華三院教學獎勵計劃獲嘉許獎

健康飲食在校園獲持續推動健康飲食校園獎

三年級全級學業成績獎三年級全級學業成績獎

我我們們的的驕驕傲傲

升升中中資資訊訊

學業表現

ICAS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獲1項高級榮譽證書、1項榮譽證書、16項優
異、4項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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