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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孩子和夥伴們：

　　願主耶穌的恩惠和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黃埔宣道小學自一九九七年創校以來，一直持守着「辦學

傳福音，教養孩童走當行的路」的辦學宗旨，並配合教育局所推

動的各項教育政策，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態度，成為一個

讓學生愉快及成功學習的園地。

　　為配合在 2015 至 18 年度周期推行以「健康校園」為題的

發展計劃，讓學生朝着「健康的身‧心‧社‧靈」全人目標進發，因

此在 2018 至 21 年度周期則以「共建正向校園」為題的發展計劃。在過去一年多

疫情的陰霾下，亦為孩子們提供了身體力行的機會來實踐所學，在面對疫情的威脅

下，孩子明白縱然在疫情中會遇上不同的困難，但應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

中每一道難關，以助孩子在將來面對逆境。

　　為延續有關「正向」教育的推展，將領導教師在使命、組織及課程策劃皆朝着共同目標發展，為此學校

已就 2021 至 24 年度周期的發展展開了規劃，並以「創新解難，實踐服務，為成功建立基礎」為題的發展計劃。在未來三年，我們就

孩子的特質、學習需要、學校文化及配合未來的發展需要，我們在以下的兩項範疇積極發展，包括：

一 ) 推動 STREAM教育，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生邏輯思維、創新和解難能力； 

二 ) 積極鼓勵學生從經驗中學習，身體力行來實踐生活之道，並以基督核心價值為基礎，持續發展正向教育，推動尊重生命、

 關懷弱小、珍惜、保護自己及他人生命的精神。

　　除此之外，我們會繼續努力、不斷優化學校的課程和學校政策，務求制定最適切孩子成長需要的計劃；領導教師在使命、組織及課

程策劃皆朝着共同目標發展，為學生提供實踐「尊重生命、關懷弱小」的基督校園；更重要讓學生學會接納失敗，實踐基督服務精神，

為迎接成功建立基礎。讓學生能從生活中實踐所學，讓學生邁向卓越，具承擔精神，實踐關愛的全人目標進發。給予學生一個成功的全

人學習體驗，對學校來說是一項挑戰。因此要達成有關的教育願景，實在需要一個整體、周詳及目標一

致的計劃，這樣才能帶領校內各持分者建立具長遠目光，共同朝着同一目標及成功的方向啟航。

1



正向 教育
  本年度是學校第三年推行正向教育，相信大家對「親子時光」、「愛的語言」、六大美德

或24個品格強項也十分了解。老師在正向教育範疇中也不斷地裝備自己及體驗何謂正向教育。

　　老師在教師專業發展日中，體驗到語言的威力。原來人與人的溝通中，積極及建設性的回應 (Active Constructive 

Responding, ACR)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回家告訴你：「媽，我這次考試成績得到 90 分！ Yeah ！」你會如何回應？

以下有四個選項：

　　相信要選出最合適的答案不難，選項C是積極及建設性的回應，除了主動讚賞，也具體提到這是孩子努力的成果。

不過最重要是平日我們如何回應孩子。

　　研究結果顯示，ACR 與強化兩人關係質素有正面的關聯，如更強的親密關係、承諾、信任和親近 (Gable et al., 

2004)。而多使用 ACR 的人也有更多的正面情緒，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和較高的自尊 (Gable & Gonzaga, 2006)。除了老

師多使用 ACR 外，家長也可以呢！

　　另一方面，校本正向教育課程於本年度已推行至二年級，即一、二年級同學均於生

命成長課中透過課程體驗正向教育。校本正向教育課程設計以體驗為主，與學科的學習

稍有不同。課堂上我們讓學生透過一些體驗活動，讓學生有所感受。由於疫情關係，老

師亦調節教學內容，多加入繪本教學，讓學生不論在家中或在校內也能投入課堂學習之中，

與及在生活中實踐。

　　今年學校開發了「電子感謝卡系統」，讓學生可以透過系統向校長、老師或同學寫

上感謝之詞，切切實實地以行動去感恩。

(Gable & Gonzaga, 2006)。除了老(Gable & Gonzaga, 2006)。除了老

在正向教育課程中，老師同學一起做動作

這個成績不錯啦！下一

次考試前也要非常努

力，否則你將無法得到

相同的成績。

A 這是一

個好消

息。

B 恭喜你，你值得得到一個很

好的成績，因為我看到你有

努力學習。讓我們出去慶

祝，再詳談這個好消息！

C 哦，你快

去 洗 澡

做功課。

D

在正向教

育課程主

題：助人

為樂，同

學將正向

課程所學

的應用在

生活中

同學明白了道理後，寫出少

少反思：家務要一起分擔

本校增設正向電
子感謝卡系統，
讓各持分者選用
以表達心意

高年級同學 DEAR TIME

時段進行閱讀

2



ALLIANCE SCHOOL ALLIANCE SCHOOL 
WHAMPOA
ALLIANCE SCHOOL 

2014-20152014-2015

小朋友最享受與父母一同遊戲

  為讓社區人士認識

本校，並與本校持分者分享

正向人生的信息，因應疫情，

本校在 4月 24 日首次舉辦網上開

放日。當天活動反應非常熱烈，超過 200 多個家庭出席，

活動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家長講座，分別由李校長、梁副校

長、洪助校及主任們介紹學校特色、校本課程、評估、校隊、課外

活動，和帶領大家進入「校園參觀 360」的環節。講座後，李校長

公佈 3月份舉行的校內「才藝盡顯至叻 Show」及幼稚園生「天才表

演至叻 SHOW 」的比賽結果，幼稚園生「至叻 Show」是本校新辦的

比賽，比賽以網上遞交影片的形式進行，目的是推廣藝術教育，開拓及

提升兒童多元智能。家長十分支持是次比賽，共有 200多位幼稚園生報名，

當中有 36 位幼稚園生獲得獎項。

  第二部份是親子遊戲講座，為配合正向教育，今年本校以「親子遊戲樂繽 FUN」作為開放

日的主題，邀請桌遊機構 Capstone 李頌基先生分享如何透過親子遊戲，建立正面的親子關係，同時

提升孩子的學習效能。

  第三部份的活動是親子遊戲，本校與 Dr Play 和 Capstone 兩大機構合作，提供分組桌上遊戲及親

子遊戲天地給事前報名的家庭，讓家長和孩子以親子形式，體驗由李先生、Dr. Winwin 和本校同學擔

任遊戲大使帶領的親子遊戲，各大小朋友紛紛投入遊戲，一起「玩多啲．學多啲．開心啲」。

APSW
2014-2015
APSW

2014-2015
APSW

的環節。講座後，李校長

「天才表

的比賽結果，幼稚園生「至叻 Show」是本校新辦的

APSW
2014-2015
APSW

網上開放日

4．23世界閱讀日
  為推廣閱讀，每年在世界閱讀日為同學預備不同的閱讀活動。今年我們圍繞兩個主題：

第一，正向校園，希望低年級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培養正面樂觀的態度。因此我們讓孩子可

以聆聽正向品格的故事，以故事內容幫助孩子認識品格強項，並且在延伸活動中，製作有

趣的小手工來鞏固孩子對故事內容的認識及體會故事中帶出的品格強項。

　　第二主題是 STREAM，高年級方面，為配合學校 STREAM的發展方向，舉辦了集科學、

科技、建築及藝術元素的活動。同學在活動前，透過互聯網到訪世界各地欣賞不同的建築物，

之後再閱讀《美感遊學團》的節錄內容。延伸活動更是同學發揮創意的時間，由同學製作

不同種類的建築物。當中我們發現學生創意無限，收到的作品既精美又有創意，並且作品

類型非常多元化，不只是高樓大廈、學校等建築物，也有橋、涼亭、車站、廟宇、消防局

等各適其適，相信學生從閱讀中接觸到不同種類的建築物及特色，以致啟發學生們創作出

多姿多采的作品。閱讀日過後，我們更將學生的每一件建築模型組合成一個城市，讓全校

同學參觀及欣賞。ALLIANCE SCHOOL ALLIANCE SCHOOL 
WHAMPOA
ALLIANCE SCHOOL ALLIANCE SCHOOL 
WHAMPOA
ALLIANCE SCHOOL 
WHAMPOAWHAMPOAWHAMPOA

在親子遊戲天地，家長與子女一起

製作「情緒香橙」

學校遊戲大使來一張

合照吧！開放日成功

孩子們在家中親子遊

戲；小助手們在校師

生參與，十分享受

本校，並與本校持分者分享

正向人生的信息，因應疫情，

本校在 4月 24 日首次舉辦網上開

網上開放日網上開放日

看！他們多投入

《我贏了》

所以獲得

小皇冠

高年級小小建築師及

建築物作品

高年級同學進行 STREAM主題 -

探索世界不同建築物

低年級同學聆聽正向品格小故事

低年級同學聆

聽故事後進行

延伸活動

高年級同學 DEAR TIME

時段進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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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教師專業發展    中文科

  本年度中文科的教研活動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進行協作，並延續過去兩年整本書教學的校本課程發展方向，

有系統地完善了高小年級的整本書教學校本課程規劃。在支援人員的帶領下，四年級的科任老師們對整本書教學的目

標及策略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及實踐構思。

  四年級整本書教學校本課程配合本校的正向課程及

品格強項教育，以【愛與被愛】作為主題，利用日本作

家新美南吉的兒童小說《花木村與盜賊們》作為載體，

與教科書的單元課文《去年的樹》進行有機結合。 此外，

在教育新常態下，第一次以網課形式進行教研活動，考

慮到網課的限制與優勢，教研主要從兩方面研討有效的

教學策略：一、提高學習興趣；二、展示學習成果的空間。

1 Padlet 是一個非常易用的雲端分享工具網站，它的概念是提供「壁報板」給用家寫上文字，並隨意貼上圖片、網頁、文件、錄音等，向其他人

分享個人的看法。而 Padlet 會給每一個「壁報板」獨一的網址，只要開啟這個網址，就能發表意見。過程中，大家的意見會不斷在同一個版面上

呈現，讓學生可觀摩別人的意見，再補充個人的論點，令看法更加全面。

閱讀分享學生作品

同學們利用 padlet 平台展示作品，並進行交流，老師亦從中抽取

作品課堂分享

在延伸閱讀階段，學生在 Padlet 分享一本與【愛與被愛】主題相關

的書籍
老師在網課期間，以圖像化形式向學生講解小說情節

結構  故事山

  在整個教研過程中，科任老師和學生教學相長，一同學習運用雲端分享工具網站

Padlet 來進行教學及學習，並運用老師入戲、角色扮演、定格、良心胡同等戲劇教學策略

呈現小說內容，師生都非常投入和享受，對主題【愛與被愛】也有更深刻的體會和理解。

  為了提高學習興趣，運用了戲劇教學策略：老師入

戲扮演盜賊頭兒，讓學生感受頭兒三次流淚的原因，讓

學生更直觀地認識小說情節的結構，提高了他們閱讀

小說的興趣。在教學過程中，利用網路的便利讓學生在

不同的學習階段都能展示學習成果：在預習階段，運用 

Padlet1 讓學生張貼故事的四格漫畫，然後在課堂上進行

分享和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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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轉變

實踐正向教育主題：珍惜．感恩
  剛開始網上上課時，我十分失落，因為很想跟同

學玩耍，但後來我發現網上上課也有有趣的地方，例

如試過同學各自拿出家中物品作為樂器開了一個小小

的音樂會、邀請媽媽跟我一起上體育課等。這段期間，

媽媽曾帶我和哥哥在課餘時派米給獨居長者，又讓我

和哥哥發揮自己小小的力量籌款捐助有需要的家庭，

我感恩自己擁有讀書和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機會。

(1C 班陸詩語同學 )

實踐正向教育主題：發揮強項
  在疫情期間，學校為我們安排用「zoom」實時視像上課，我感到很興奮，可以

在這個視像課與老師和同學們見面。除恆常課堂外，我最喜歡週會課，因為可以和

同學們一起唱詩歌讚美天父。

  我很感謝學校為我們所設的「叱吒小舞台」， 令各同學可以各展所長與同學

們在平台上分享。 我也上載了自己在疫情期間的一件參賽美術作品。我介紹了怎

樣把一些簡單環保物料製作成一件視藝作品。

我很喜歡這平台，因為大家可以互相欣賞及交

流。

  為方便網課進行，家人安排了一個安靜及

舒適的學習環境給我。小息時，又提我看看家

中的植物，給

眼睛有個小小

的休息。 泳兒在家上網課時的情況

歡迎欣賞泳兒

在叱吒小舞台

的小展覽連結

  COVID-19 疫情影響全球，改變了老師們的教學方式，更加改變

了學生們的學習模式。學校由 9月開始採用混合的上課模式，並緊

貼教育局的指引隨時應變，由十二月開始，全校暫停面授課堂、一

月恢復全校最多六分一的學生回校面授、農曆年假後增加至以不多

於全校人數三分一，到復活節假後增加至不多於全校人數三分之二

學生回校面授，學生及老師們都適應了不定時網課及面授的生活。

疫情下，學校保持有規律的半天上課時間表，希望學生不論面授或

網課，都能維持正常的學習生活，學校明白要平衡各方面的安排並

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在不同方面都作出一些調適及突破。

安排小一及小二網上紙筆評估

為了讓小一及小二同學在評估上有更好的適

應和練習，學校破天荒地安排小一及小二同

學在家進行網上紙筆評估，並且不計算評估

分數，希望學生既能掌握評估題型，更能減

輕因疫情而要面對評估的壓力。

網上短片分享代替口試評估

因應疫情反覆，進行口試評估會增加老師及

學生感染的風險，為了訓練學生之普通話、

英文及廣東話的說話能力，學校特設復活節

假期「樂 FUN xiang ( 享 )」任務，為學生提

供分享平台，讓學生發揮創意之餘，亦能增

加學生利用三種語言說話訓練的機會，學生

表現真的非常有創意！      

增加多元評估方法

疫情下，評估學生的方法再不限於紙筆上，

而是更多的線上及線下評估。透過多元化的

電子平台，如 Kahoot!、Quizizz、Nearpod、

Forms 等平台來評估學生的表現，老師透過即

時的結果了解學生的難點，從而在教學上作

出適當的調整，令教學更有成效，又能促進

學生的學習。  

詩語在家上網課時的情況詩語和哥哥成為小義工派米給

獨居長者

1C楊希言

2C陳諾燊 6A吳昭儀

4A陳子允

5A謝明恩

3E 陳沚僑

3E 樊平恩

(2B 班何泳兒同學 )

5



校園生
活

多姿采

首次以網上形式舉行的復活節家長佈道晚會，陣容強勁

同學投入在

崇拜中禱告，

有很深感動

李校長致送禮物

予何志滌牧師

傳道透過魔術表演帶出主復活訊息，
同學積極參與

由老師組成的詩歌
敬拜隊，所唱的詩

歌動人心弦

校園校園
復活節崇拜，

同學一本正經

地在台上讀出

聖經的說話

足毽神射手

與老師們對

壘，大家較

量教量

教師發展日：

「正面人際關

係」，校長向

嘉賓致送校方

紀念品

宗教日及復活節崇拜

復活節家長佈道晚會

親子遊戲繽紛樂網上開放日，大功告成

本校學生多才多藝，在開放日舉辦的

「才藝盡顯至叻 Show」獲獎，並由

李校長頒發獎狀及獎品

由李先生主講親子遊戲講座，寓學習於遊樂，同享趣味

網上開放日

6



校園生
活

多姿采

教師除欣賞學生表現，也學會

欣賞同行的好同事們

教師們專注地參與講座

教師除欣賞學生表現，也學會

欣賞同行的好同事們
教師發展日：

「正面人際關

係」，校長向

嘉賓致送校方

紀念品

新一代乒乓

控球王輕而

易舉地使出

控球技術

老師們以專業角度判斷得分，同學落力投入

同學全神貫注參與

「地壺界新人王 」比賽
同學按步把各種組件

砌出不同的建築物

動動手，動動腦，

發揮創意，喜愛閱讀小小商業區已盡見同學認真

思考、用心設計、盡力實踐

同學們接過校長頒發的「潛能關愛大使」

獎項，喜上眉梢

給同學一個讚同學接過家長大使頒發無

限潛能活動獎品，多雀躍

自信滿滿的同學接過獎狀

建築物分為住宅區、康樂

區、商業區、古蹟區⋯⋯

體適能同樂日當天，李

校長為同學打打氣，「穿

圈能手」不負重望，向

目標運勁拋出

同學跟照老師指

示，同步一起立

定跳遠

教師發展日
世界閱讀日

體適能同樂日

無限潛能「青少年關愛計劃」頒獎

家長大使頒
發無限潛能
活動獎品

7



ALLIANCE SCHOOL 
WHAMPOA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音
樂
科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協會
長笛    小學中級組  銀獎

3C 方晞童第六屆亞洲鋼琴大賽香港賽區 ( 五級組 )
一等榮譽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 ( 香港區賽 )
管樂獨奏  優秀金獎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四級 亞軍

4C 楊俊樂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2020
低音銅管樂　小學中級組　銀獎

5A 謝立賢

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2020
ABRSM Grade 3 - Four Brass Class 
1st Prize with First Honour 5A 歐陽曦進

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0
2nd Place in Group W1B Winds - Junior

International Youth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2nd Place in Class DW 3 Wind Instruments

5E Ko Chi Kan

The 10th Hong Kong Dream Children Music Festival 2020
Piano Age 10-12, 1st Runner-up with Honours

5E 馮載恩

The 10th Hong Kong Dream Children Music Festival 2020
Western Instrument Age 10-12, Merit

Hong Kong and Macau Youth Music Video Competition 2020
3rd Prize( Piano Junior)

Hong Kong and Macau Youth Music Video Competition 2020
Silver Prize ( Orchestral Instruments Junior)

國際盃鋼琴獨奏大賽
三級組  優異獎

2A 陳嘉臨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 銀獎

3A 黃敬行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弦樂 ( 小提琴 ) 獨奏 ( 初級組 ) 金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  中級組  金獎

5A 謝明恩

International Youth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1
2nd Place in Piano ( Group 1)

1A 郭皓兒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Strings Competition Primary P.5-P.6     
Outstanding Award

5E 袁昊文

Hong Kong Intercultural Young Musicians Competition 2021
Brass Grade 3-4  3rd Prize

4A 黃煜竣

視
藝
科

19th Artistic Contest “LET’S GIVE PEACE TO THE WORLD” 
Oświęcim Poland

「第 19 屆世界和平日國際兒童純藝術賽」 ( 波蘭 奧茲維欽 ) 
金球金獎

4C 鄭伊晴

48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xhibition of Fine Arts Lidice 2020 
Medal The Rose of Lidice
Excellent Work of Art

4C 蔡蕎蔚

夏日飛濺國際大賽
桂冠一等獎

2A 黃煦天

hcKids「各有韆鞦」創作比賽
冠軍 ( 初小組 )

2B 何泳兒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一等獎 ( 西洋畫第四組 )

2D 黎芷甄

“Wonderland” International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
Silver Award (Group B) 2D 黃俊諺

“Universe in my eyes”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Champion Group A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特等獎 ( 西洋畫第六組 )

4C 黎承羲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一等獎 ( 中國畫第六組 )

4B 劉諾怡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一等獎 ( 西洋畫第六組 )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
少兒組 ( 主題：夏 ) 金獎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
少兒組 ( 主題：環遊世界 ) 銀獎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二等獎 ( 西洋畫第七組 )

5A 温以藍
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 中秋慶團圓

高小組銀獎

2020 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良好 ( 兒童 A組 - 水／粉／彩 )

「2022 北京冬奧 138 快樂地壼球」心意咭創作比賽 ( 第二回 )
優異獎 ( 高小 )

錶面設計比賽 2020
中童組金獎

5B 余卓翹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西洋畫 ( 第七組 )  一等獎

小紅熊自〈油〉想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0
少年組金獎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組銀獎

5A 歐陽曦進

全方位比賽平台    寵物情緣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少年組－繪畫　冠軍
5A 許奕謙

J3 – 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J10 西洋畫組  Silver Award

5B 陳以立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J10 西洋畫組  Bronze Award

5E 袁昊文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組銅獎

5E 嚴俊稀

上表是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部分的獲獎項目，如欲知悉最近期的獲獎項目或各大傳媒訪

問本校的報導，請大家瀏覽本校網頁：www.apsw.edu.hk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中
文
科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良好獎
6A 許凱婷  6E 馮姵之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獎
6B 柳詠嘉  6E 李殷渟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現場作文決賽 ( 香港賽區 )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三等獎

6E 鍾卓希

教城「學生獎勵計劃」2020/21( 第一期 )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初級組「中文狀元」

5A 陸栩穎  1C 陸詩語

英
文
科

疫情中的曙光 -- 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季軍

3C  方晞童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3 Girls - Second

3D Ng Ying Hei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4 Girls – 

Third
4B Lau Lok Yee

Global Leadership Link (Hong Kong) 2021 Series 1 - ‘Let students talk about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1
The Outstanding Learning Award

5A Chang Ho Yau  
5A Lam Wing Yin

Global Leadership Link (Hong Kong) 2021 Series 1- ‘Let students talk about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1

The Creative Idea Award

6A Chiu Yan Ki    
6A Ho Tsz Ching, Chloe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獎

6A 鄧芷晴  6A 黃芷筠    
6A 陳嘉賢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良好獎
6A 趙殷祈  6A 何卓霖

數
學
科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 網上作賽 )
小五組個人賽優異獎

5A許奕謙  5A 黃敬言   
5A 張可悠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 網上作賽 )
小六組個人賽優異獎

6A陳悅朗  6A 李婥婷   
6A 倪卓樂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小學四年級組  一等獎

4A吳逸橋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晉級賽
銀獎

4A黃煜竣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總決賽
一等獎

4A陳紫瑩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 ) 晉級賽

二等獎

音樂
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木管樂 ( 單簧管 ) 獨奏 高級組 

銅獎
6B 李芷晴

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2020
ABRSM Grade 3 - Four Brass Class 
1st Prize with First Honour

5A 歐陽曦進

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0
2nd Place in Group W1B Winds - Junior

5A 歐陽曦進

International Youth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Second Place in Class DW 3 Wind Instruments

5E Ko Chi Kan

The 10th Hong Kong Dream Children Music Festival 2020
Piano Age 10-12, First Runner-up with Honours

5E 馮載恩

The 10th Hong Kong Dream Children Music Festival 2020
Western Instrument Age 10-12, Merit

Hong Kong and Macau Youth Music Video Competition 2020
3rd Prize( Piano Junior)

Hong Kong and Macau Youth Music Video Competition 2020
Silver Prize ( Orchestral Instruments Junior)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協會
長笛 -- 小學中級組

銀獎

3C 方晞童第六屆亞洲鋼琴大賽
一等榮譽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 ( 香港區賽 )
管樂獨奏 優秀金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 中級組 金獎

5A 謝明恩

International Youth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1
Second Place in Piano ( Group 1)

1A 郭皓兒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Strings Competition Primary P.5-P.6 Outstanding 
Award

5E 袁昊文

Hong Kong Intercultural
Young Musicians Competition 2021
Brass Grade 3-4 Third Prize

4A 黃煜竣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   銀獎

3A 黃敬行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弦樂 ( 小提琴 ) 獨奏 ( 初級組 ) 金獎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四級 亞軍

4C 楊俊樂

國際盃鋼琴獨奏大賽
三級組 優異獎

2A 陳嘉臨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2020
低音銅管樂 -- 小學中級組 銀獎

5A 謝立賢

電
腦
科

ECF IEEE CEOES MATE ROV CHALLENGE 水底機械人比賽
最佳團隊精神獎

6C 李懷恩  6C 莫景澤
6E 莫景湛  5A 林穎賢

4D 李雨晴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優異獎

6A 胡恪謙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視
藝
科

19th Artistic Contest “LET’S GIVE PEACE TO THE WORLD” Oświęcim Poland
「第 19 屆世界和平日國際兒童純藝術賽」 ( 波蘭 奧茲維欽 ) 金球金獎

4C 鄭伊晴

48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xhibition of Fine Arts Lidice 2020 Medal The 
Rose of Lidice

Excellent Work of Art
4C 蔡蕎蔚

hcKids「各有韆鞦」創作比賽
冠軍 ( 初小組 )

2B 何泳兒

「2022 北京冬奧 138 快樂地壼球」心意咭創作比賽 ( 第二回 )
優異獎 ( 高小 )

5A 温以藍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一等獎 ( 西洋畫第四組 )

2D 黎芷甄

“Wonderland” International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
Silver Award (Group B)

2D 黃俊諺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特等獎 ( 西洋畫第六組 )

4C 黎承羲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一等獎 ( 中國畫第六組 ) 4B 劉諾怡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一等獎 ( 西洋畫第六組 )

救救地球 香港演藝精英盃 2020 藝術創作大賽
First Grade Award in Coloring – Children Junior

3A 陳曉瑜

救救地球 香港演藝精英盃 2020 藝術創作大賽
Second Grade Award in Coloring – Children Junior

2A 楊穎怡  3D 莫靈睿

救救地球 香港演藝精英盃 2020 藝術創作大賽
Third Grade Award  in Coloring – Children Junior

3E 李以信

救救地球 香港演藝精英盃 2020 藝術創作大賽
Merit Award in Coloring – Children Junior

2B 莊蔚晴  2D 梁頌悠   
2E 陳  靈  3D 鄭卓逸

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 中秋慶團圓
高小組銀獎

5A温以藍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二等獎 ( 西洋畫第七組 )

2020 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良好 ( 兒童 A組 - 水／粉／彩 )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組銀獎

5A歐陽曦進

全方位比賽平台－寵物情緣－填色／繪畫／書法／攝影／
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少年組－繪畫　冠軍

5A許奕謙

“Universe in my eyes”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Champion Group A

2D 黃俊諺

錶面設計比賽 2020
中童組金獎

5B余卓翹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西洋畫 ( 第七組 )  一等獎

小紅熊自〈油〉想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0
少年組金獎

J3 – 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J10 西洋畫組 Silver Award

5B 陳以立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
少兒組 ( 主題：夏 ) 金獎

4B 劉諾怡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
少兒組 ( 主題：環遊世界 ) 銀獎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組銅獎

5E 嚴俊稀

夏日飛濺國際大賽
桂冠一等獎

2A黃煦天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J10 西洋畫組   Bronze Award 

5E 袁昊文全方位比賽平台 － 我的最愛－填色／繪畫／書法／攝影／
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少年組 — 繪畫　冠軍

型格黑白繪畫大賽
初小組 銀獎

2B 何泳兒

普
通
話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季軍
1B 盧映蓁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亞軍
2B 陳卓新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亞軍 4B 趙清澈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季軍（全港中小組）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優異星獎

1C陸詩語  4A 周漪嵐   
5A 陸栩穎  5B 董宛蓓

生
命
教
育
科

公益金
環保為公益 - 花卉義賣比賽

優異獎
黃埔宣道小學

公益金
環保為公益 - 清潔比賽

優異獎
黃埔宣道小學

常
識
科

國際人工智能物流挑戰賽
亞軍

6C葉天行  6E 陳澤天   
6E 鍾卓希  5A 鄭卓朗

國際人工智能物流挑戰賽
最佳創意獎

6A 曾嘉俊  5D 余頌謙  
5A 陸栩穎  5E 梁立言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優異獎

6A 石濬嘉  6A 葉灝謙
6D 鄧瑞希  6E 温匡悠

5B 石濬僖

體
育
科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2021
小學一至二年級女子組  優異獎

1C 陳盈希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2021
小學三至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3C 廖紫岐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1

6E 温子柔

資優
教育
及學
生發
展組

資優閱讀報告比賽 2021
金獎  

6A 陳嘉賢

資優閱讀報告比賽 2021
銀獎  

5A 廖允恩

2020-2021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小學組優異獎

6A石濬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