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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成功申請 EMSD「採電學社」學校太陽能支援計劃

透過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於一、五、六年級課室增
設電子白板，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習興趣

由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全
小學及黃埔宣道小學，聯合陝西省西安小學主辦
STEM競技交流無人機挑戰賽

STEM競技交流無人機挑戰賽獲獎MEV 機動智能車

親愛的黃埔宣小家長夥伴和孩子們：

  本學年深受疫情所影響，終於來到學年的尾聲；惟「暑假」已提早在

三月份疫情肆虐期間以「特別假期」的形式放取了大部份，結業禮也「破

紀錄」在八月十二日的炎夏中舉行。

  在這多變的世代裏，隨著在開學禮中奏起本學年第一次的校歌，孩子

們，你們有否為即將而來的校園生活學會感恩和珍惜呢 ?

  新學年的學習生活開始，期盼孩子們勿忘校訓及本年度周年發展計劃

的主題，那就是「創新解難，實踐服務，同慶恩典廿五載」。當中你們在

生命成長課中將學習正向思維，期望你們能以堅毅、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來

面對逆境、挫折甚至失敗，亦期盼大家能在不同的環境中學以致用 !

  回望過去學年，雖然疫情肆虐，惟感恩天父的保守，不影響校園改

善工程的建設，孩子們也在新建設的 STREAM 創科館上課；一、五及六

年級的課室亦已完成安裝大型互動顯示屏來加強學習；四年級全級在課室

已增設「一人一平板電腦」來加強互動學習等，我們也會在本年度陸續在

其他年級開展不同改善和優化建設。此外，學校也開展了不少與 STREAM

有關的課程，如設立了無人機多機編程、MEV 機動智能車以及各項探究

形式的科探課程和活動。我們也積極為新學年作準備，讓孩子們能有更多

的機會動手做和探索，並在「元宇宙」的領域中有更多的編程學習和參與

機會。

  在此祝願你們新學年的校園生活過得充實和有意義。我在此代表「黃

埔宣小」眾師生祝願大家身心靈健康！主耶穌的恩惠和平安常與你們同

在！

  祝

生活愉快，主恩常偕！

  李德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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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 Marty 運球大賽

大小機械人 Marty 為我們打開學習日之序幕

STREAM 學習日
    感恩本年度能成功舉行為期兩天之 STREAM 學習日，主題

分別為小一至小三之「宣小創意工程師」及小四至小六之「宣

小機械人運動會」。學生擔任小司儀，Temi 機械人與校長的

對話，為我們當日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打開了

序幕。

    小一至小三同學化身成「創意工程師」，

在課室中運用Tublock小積木進行不同的活動，

包括創作太空人故事以製作成定格動畫、Tublock 大電

視以及攤位遊戲等。小四至小六同學們則透過認識機

械人 Marty，成為小小導演，發揮創意、想像力和合作

精神，與同學一起透過動手做，運用編程及應用程式

控制Marty拍攝短片。另外，同學們最投入的活動是「機

械人運動會」，透過應用程式參與足球名將、二人三足、

障礙賽、推鉛球等機械人運動攤位比賽，比賽過程精

彩絕倫。學習日得以成功進行，除了老師們的帶領及

協助外，還有同學們擔任 STREAM 小專家，到不同的

小組合作 - 構思

小小太空人故事

李校長與 Temi

在開幕禮中進

行對話

Temi Temi 

Follow Me!

STREAM 學習日

一齊動手做拍攝機械人 Marty M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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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APSW

負責策劃 STREAM 學習日的老師們

飾演 TUBLOCK 小小導演

STREAM 學習日
攤位協助遊戲，無論在低年級或高

年級的學習日，他們都不辭勞苦地當

值，老師真的非常欣賞你們！

    同學們在 STREAM 學習日還認識了

一位新朋友 -Temi，「Temi 工作坊」讓同學

們體驗了機械人的應用，同學還在學習冊中建議了一

些新的任務給 Temi，例如協助同學默書、協助老師代課、協助

工友清潔課室等等，可見同學有非常豐富的想像力！ STREAM

學習日最緊張的環節當然是頒獎禮，看看誰最具創意、最眼明

手快、最合拍、最佳定力等等，引起在禮堂的同學一片熱烈的

拍掌聲。

    開心時光過得特別快，STREAM 學習日在同學們的歡呼聲

下完滿結束，在疫情下能順利舉辦大型活動真是難能可貴，盼

望來年疫情減退，所有活動回復常態，為同學們繼續帶來不同

的學習經驗及體會。

學
生
分
享

2B 唐允嵐 6B張紫陶3D王啟杰

小小導演製作影片

Marty 足球名將

專注參與

攤位遊戲STREAM 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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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品格之星」
    本校於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進行了「品格之星」活動，主題是「堅

毅」，目的是希望學生更認識品格強項之餘，也讓他們明白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善用

其品格強項，與及懂得欣賞他人。活動包括透過中央廣播及影片欣賞，讓學生了解

甚麼是堅毅，學習如何堅持到底，衝破困難，寫下欣賞小語讚揚同學。最後學生為

自己訂下目標，連續 21 日實踐堅毅品格。我們收到多達數百份「堅毅 21 實踐卡」，

部份作品於學校中央廣場展出，與同學及家長分享喜悅。

    3D 班蔣俊彥媽媽接受本校訪問，表示兒子的目標是每天看一本圖書。透過 21 天

實踐，有系統地記錄，提高了閱讀的興趣。期間，媽媽還經常與他分享讀後感呢！

    3B 班張栩語爸爸表示兒子的目標是每天打羽毛球半小時，栩語以前也不懂得怎

樣打羽毛球，經過 21 天不間斷的練習，已經懂得掌握控球及球拍的技巧，還邀請老

師跟他一齊打羽毛球呢！他感謝學校給予機會，讓他學習實踐堅毅，建立良好的運

動習慣。
各班將欣賞小語張貼課室門，同學們反應

熱烈，學會欣賞

欣賞你寫下具體目標，看到你真的長大了

李校長向同學逐一派發百日宴小禮物

李校長和同學合照

經過每日連續的
努力和堅持，同
學及家長都能感
到成功的喜悅

   

    為慶祝一年級學生加入黃埔宣道小學大家

庭近一百日，學校特意舉辦「小一百日宴」活動。

讓師長一同見證孩子的成長，並透過對學生的讚美

及鼓勵，提升學生的自身覺察，並訂定學習目標，

繼續享受愉快又充實的校園生活。活動當天李

校長派發小禮物 - 「出奇蛋」給學生，並鼓

勵同學帶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小一百日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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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一向注重教師專業發展，每年，中英數三科會於其中一級進行教研

活動，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本年度，數學科選取六年級進行教研活動，主題為立體的截面。同工利

用生活中的數學，如 : 切香蕉引入「截面」這個概念，並透過實際操作切香

腸及利用資訊科技 (Geogebra) 觀察柱體的橫切、縱切及斜切面，使學生自主

發現截面越斜，截面的面積越大。英文科則選取五年級進行教研，學生透過

分享旅遊的經歷，學習運用 present perfect tense 及旅遊時進行的活動。由於

這次教研活動以網課形式進行，除了教學設計要按網課的特點改動外，在網

路及電腦技術上，教師們均面對挑戰。最終五英同工迎難而上，克服各種困

難，教研活動達到預期成果。

  而中文科選取了五年級進行教研，主題為古文單元《古代兒童很會玩》， 

教學設計主要透過朗讀及想像，讓學生走進經典，體會古文之美，培養學生

對古詩文學習的興趣。教研過程中，老師們藉着優美的朗讀示範，充滿詩意

的影片、樂曲及圖畫，優雅的教學語言，帶領學生走進了古代，感受到當中

的詩詞意境。

  教研活動期間，無論中英數三科老師均發揮團隊精神，互相合作，同儕

之間互相觀摩並汲取彼此的良好做法，達致專業成長。

  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學 ) 對象為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透過連續三年的小組及主題活動，讓參加的學生認識及

體驗逆境中的挑戰，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並將計劃中的得著轉化至日常生活中，更有效地面對生活上的挑戰。若要提

昇學生的抗逆力，除了學生本身的努力外，學校及家長的參與也相當重要，所以也需要老師及家長的參與。我們鼓勵家

長出席每個家長活動，以陪伴和見證學生的成長。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成員
齊加油

李校長、各班班主任、「成長的天空計劃」導師們、社工、家長、同學、
一同出席小四成長的天空啟動禮 !

英文科老師將課堂學習與生活經驗緊密聯繫

數學活動有趣，讓學生從做中學

透過實物，學生更容易掌握數學概念

六年級學生於數學課堂進行小組活動，
透過切香腸學習截面的概念

五年級學生於英文科課堂分享該堂所學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學研究

5



ALLIANCE SCHOOL 
WHAMPOA

小女童軍隊成立暨宣誓典禮

學校環境改善項目

李校長和幼稚園校長合照

定期清潔 特別學校假期校園清潔 更換新款斟水機

增設正向心靈室翻新四樓男女廁及更換電子感應水龍頭

每月滅蚊服務

校園清潔

第 172nd WK Pack 小女童軍隊成立暨宣誓典禮

李校長帶領幼稚園校長

參觀 Stream Inno-tech Lab 和音樂室

幼稚園校長參觀本校

COVID-19 緊

急消毒服務

校園生
活

MEV 模擬賽車

非常刺激

更換及加裝抽氣扇

改善課室通風系統

禮貌由說「早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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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愛心天使

Zoom 網課

同學們開開心心上視藝 Zoom 課

愛心天使帶領同學同唱聖誕歌

學生在聖誕崇拜讀經

同學們投入敬拜

聖誕節崇拜

感謝神！

愛心天使

成立了！

多姿采
校園生

活

老師與同學投入家庭日網上課堂

網上家庭日

禮貌由說「早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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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中
文
科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語言學系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一等獎

6B 曾憲霏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1-2022 年「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現場作文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一等獎

6C 司徒穎娜

現場作文 小學三至四年級組別 一等獎 4A 廖珞晴

小小夢想才藝發展中心
善用電子器材 — 標語設計比賽

P3-P4 組  亞軍
3C 康芷悠

香港文創薈
好孩子好習慣標語創作比賽

兒童組 亞軍

君培資優教育
大灣區資優創意徵文比賽 2021

金獎
6A 廖允恩

英
文
科

Asia Pacific Talent Migra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Speech Contest 2022

English Senior Primary Division - Gold Award
5B 劉諾怡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21)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s 5 and 6, Boys and Girls (N1)

1st Runner Up
1B 鄭樂孜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U21)
2nd Runner Up

2B 陸詩語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U21)
2nd Runner Up

2B 唐允嵐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 10, Boys and Girls (N5)
2nd Runner Up

5A 何羿霆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6, Girls (U33)
2nd Runner Up

6A 張可悠

數
學
科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小學五年級組 一等獎

5A 黃煜竣
奧冠教育集團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 香港賽區 )
小五級 二等獎

亞太優才發展協會
全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2022

小學五年級組 銀獎

奧冠教育集團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 香港賽區 )

小五級 一等獎

5A 何佳諾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2 ( 大灣賽區 )
小五級 一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2022

小五 二等獎

GHMMC Committe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Global Qualifying Stage 2021-22
Grade 5 - Gold Medal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 Open
EAIMO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 Open 2021-22

Grade 5 - Gold Medal

第一教育集團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2 ( 香港賽區初賽 )

小二級 銀獎

2C 冼懷諾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香港賽區）
小二級 二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2（大灣賽區）
小二級 一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 香港賽區 )
小三級 二等獎

3D 蔣浚彥

亞太優才發展協會
全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2022

小三組 銀獎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第二屆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 2022 比賽

小三組 冠軍

奧冠教育集團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 香港賽區 )

小四級 二等獎 4E 陳映彤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2 ( 大灣賽區 )
小四級 二等獎

聖
經
科

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
第二十八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一組獨誦 廣東話 優異獎
1A 李恩昊

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
第二十八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二組獨誦 廣東話 冠軍
2B 陸詩語

普
通
話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2022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第十六屆 BNCL 証書朗誦比賽

（普、粵、英）
小學初小組 普通話詩詞 亞軍

2C 關珀然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KPCC 朗誦評賞

P4 組 普通話詩詞 金獎
4E 陳映彤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體
育
科

巴迪仔足球會
第二屆巴迪仔挑戰杯

U12 碟賽 冠軍
6A 歐陽曦進

Bloom Dance Academy
Bloom Dance Competition 2021
Jazz Funk (Group) - Golden Award

3E 潘俙澄

國際舞蹈藝術推廣有限公司
星際盃舞蹈比賽 2021

小學組 ( 高小 ) 爵士舞單項 ( 三人 ) 金獎
5C 黃心言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Primo Fencing Foil Competition

Beginner Foil Individual 1st Runner-up
4A 廖珞晴

UBS 籃球會
UBS 啟德兒童籃球三人賽

初小組亞軍
3D 余熹諾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舞出小天地—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群舞 亞軍
2D 曹丞捷

香港游泳協會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21)

男子 5 歲以下 50 米背泳 季軍
1E 陳柏熹

全能技巧工作室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

小學男子甲組單車步 冠軍 6E 李灝燊

小學男子甲組一分鐘指定套路 冠軍

小學女子乙組二重跳 亞軍 4A 廖紫岐

小學女子丙組單車步 亞軍
2A 鄭凱澄

小學女子丙組交叉開 亞軍

小學女子丙組單車步 冠軍
2B 陳盈希

小學女子丙組交叉開 冠軍

小學男子丙組單車步 亞軍 2E 羅梓康

小學女子丙組 總冠軍

2A 鄭凱澄 
2A 何盼澄 
2B 陳盈希 
2B 黃心悅 
2C 羅芷悅

小學男子甲組連鎖跳 亞軍
6A 鄭卓朗 
6E 李灝燊

小學女子乙組 60 秒大繩速度跳 冠軍
4A 廖紫岐 
4B 譚愷貽 
4C 劉紫晴

天浪體育會
天浪體育會 U9 聯賽 2021

亞軍

4B 郭主言
南青足球會

黃大仙南青盃
U10 碟賽亞軍

巴迪仔
第二屆巴迪仔挑戰盃

U10 盾賽冠軍

南青足球會
黃大仙南青盃
U10 碟賽亞軍

4B 呂昊謙
巴迪仔足球會

第二屆巴迪仔挑戰盃
U10 盾賽冠軍

音
樂
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2A 何盼澄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3D 盧以于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3C 林俊匡

小學木琴獨奏 季軍 5A 潘  佑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6A 謝明恩Music@e-Contest
Music@e-Contest 2021

Category C-Aged 9-11 Piano Distinction

亞太優才發展協會
青年兒童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高級組 馬林巴琴 金獎

5B 劉諾怡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音樂智能之第五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敲擊樂 馬林巴琴 小五至小六組 金獎

Global Arts, Spo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10th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Percussion Competition

 Primary P.5- P.6 1st place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第二屆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馬林巴琴 - 兒童高級組 金獎

Superior Culture
Superior Culture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Festival 2022 

Primary Senior Percussion - Distinction

Superior Culture
Superior Culture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Festival 2022 Final

Primary Senior Percussion - Gold Award 

IYMC
International Youth Stars of Tomorrow Competition 2021

Aged 12 or below Piano 1st place

5A 何羿霆元朗大會堂
2022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總決賽公開組 金獎

總決賽中童組 金獎

上表是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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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樂
科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協會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2021
單簧管 小學初級組 冠軍

4A 鄺日熙

MF Music & Art Promotional Association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2

Piano Grade 4 Exam Class - Silver
5E 楊子軒

International Percussion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21 IPEA Elite Competition (HK, Macau & Taiwan)

Jazz Drum – 2nd Place 
4B 郭主言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香港區初賽
第 74 屆香港校際音樂節組 鋼琴四級組 銀獎

2C 郭皓兒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六十屆全港聯校音樂比賽

三級 爵士鼓 冠軍
1E 王英東

Global Genius Award Committee
Global Genius Music Competition

Category B: Age 7-8 Autumn Season 2021- Silver Prize 
2A 黎竣瑜

European Classical Music Awards Global Committee
2022 Mozart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Junior First Prize

常
識
科

IERC
Macao International Cup - Science Contest

Upper Primary Gold Medal
5A 何佳諾

視
藝
科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 香港 )
第十三屆 2022「勇闖新天地」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 二等獎
2B 梁以行

Asia Kids Talent
2021 Christmas Painting Contest

 Division Primary P.1-P.2 - 2nd Runner Up

2D 曹丞捷
1D 曹睿升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

全港繪畫大賽 ( 第三季 ) 兒童高級組 銀獎
5B 劉諾怡

Asia Kids Talent
2021 World Sport Event Painting Contest

Primary P.3-P.4 2nd Runner-up
4A 廖珞晴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2021 年聖誕咭設計比賽

小學初級組 冠軍
3E 李盼呈

香港文創薈
心愛的玩具繪畫比賽 2021

兒童組 金獎

3C 康芷悠

世界地球清潔日繪畫比賽 2021
兒童組 金獎

上 ‧ 文化
新學年新目標繪畫大賽 2021

初小組 金獎

香港基督少年軍
復活蛋填色比賽 ( 九龍中區 )

初級組 亞軍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小童組 西畫 銀獎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童寵愛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1

少年組 金獎

5B 林殷湉  5B 王一諾 
5E 陳政可  6A 張可悠 
6A 梁凱晴  6B 董宛蓓

少年組 銀獎
5A 符國熙  5A 高琪涵  5A 盧韻心  5A 吳穎琳 
5B 楊穎晴  5C 許樂旋  6A 李瑾熙  6B 余卓翹

兒童組 金獎
3C 康芷悠  3C 駱心恩  3D 黃俊諺
4A 陳曉瑜  4A 李以信  4B 侯淇瀚

兒童組 銀獎
3A 陳嘉臨  3D 曾晞婷  3D 楊穎怡  3D 蔣浚彥

3E 蔡穎欣  4B 張翕妍  4C 呂悅

亞美斯藝術交流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細看童畫 - 兒童高級組 金獎 5A 何佳諾

樂在畫中 - 兒童高級組 金獎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視覺空間智能之第四屆香港紫荊盃國際繪畫大賽

繽紛聖誕 - 高小組  銀獎
5B 殷愷唯

GNET STAR
第十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1( 環保袋設計 )

中童組 金獎
4A 陳曉瑜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1

少兒組 ( 主題：節日 )  亞軍

Art Academics Institute of Asia
Art Academics Institute of Asia Drawing Competition 2022

Group C – Second Class Award
3D 黃俊諺

亞洲兒童才藝交流網
2022 保護瀕危動物繪畫比賽 

P.1-P.2 組 亞軍
2A 黎巧玥

電
腦
科

香港創新教育學會
人工智能編程比賽 2021

小學組 冠軍

5A 吳臻諾
2B 吳臻義

其
他

香港兒童棋院
第十三屆香港女子圍棋大賽

4-6 歲組 冠軍
2B 陸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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