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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S—生命的意義MEANINGS—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讓人感受到一股比自我還要大的存在。聽起來非常抽象，具體來說，就是我們願意

付出的那種心意。」

學校為學生鋪設追求幸褔感的道路，教導學生在起跌的道路上尋求幸褔。以「正向」教育為核心

理念，培養學生自信、積極的態度，為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生活賦予價值和意義。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

Eleanor Roosevelt



「正向價值，活在生活裏」
邢毅校長

能夠順利推動正向價值，學校的氛圍、教師的投入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學校成立了正向價值小組，小組成
員主要為學生支援組成員及社工。在推行正向教育的過程
中，小組成員參與了不少推動正向價值的課程，例如參與
由北山堂基金贊助籌辦的正向價值課堂。教師在課堂中除
了認識正向價值的特點外，最重要是改變固有的教育理念
，體現正向價值的真義；我們又與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
止自殺研究中心合作，推行《培養學生正面態度和價值觀
》計劃，並成為核心成員，於高小推行具正向價值的成長
課程，同時推展校園正向價值；但我們相信正向價值應從
小培育。有見及此，學校再跟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
室合作推行初小成長課，希望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讓學生認
識自己的品格強項，從小學習以正向價值面對人生的高低
起跌。

近年， 社會越來越多人關注精神健康問題，而學童的精神健康更成為
社會各界關心的重要議題，所以光明學校率先於2008-2011年度以健康
校園為學校關注事項，透過不同的計劃關注及改善學生身心靈的健康；其
後，學校為了培育正向、健康的孩童以面對急速變化的社會氛圍，因此學校
推行了兩個週期的「正向校園」計劃。一眨眼間，光明學校集中於關注學生身心靈的健康發展已
有10多年了，由不知從何入手，到了解正向價值真正的意義，再推廣至家長，經歷了不少轉變。
我們相信幸福、喜樂及自信能令人生更圓滿富足，亦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元素。因此，光明學
校朝着正向價值的目標去培育孩子，創造不同的學習經歷，讓學生投入於具正向價值的活動當中
，從而享受快樂，感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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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相信幸福感不一定只存在於成功之中，縱使面對失敗與挫折，我們同樣可以感受到幸福與
喜樂。因為根據正向心理學理論，成就只是幸福感的其中一個元素，正向情緒、正向人際關係、
全心投入和人生意義的追求，也可為人生帶來圓滿、豐足。學校一直重視運動，而運動正正就能
體現成就感以外的幸福元素。運動員鍛鍊的過程並不簡單，學生需要全心投入於艱苦的訓練，同
時要與伙伴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要以正向情緒面對逆境，甚至失敗，這都體現出正向價值的真
正意義。

雖然，正向價值不再是本校未來的關注事項，但學校仍會繼續以正向價值作為培育學生的目標，
並以幸福五元素──PERMA──為學校正向價值教育的基石，希望令正向價值不只是「活在嘴
巴上」，而是「活在生活裏」，讓學生從小體現真正的幸福感，盼望孩子能更有勇氣及信心面對
人生不同的挑戰。

另外，潛在課程對於推動學生正向價值亦
十分重要。故此，我們請學生設計了6位正
向勇士作為正向價值代言人，並透過正向
勇士帶出24個品格強項，再利用正向勇士
創作《正向傳說》繪本。繪本除讓學生認
識品格強項外，更讓學生從中學習感恩、
愛的表達方式等正向價值元素；同時，學
校亦利用正向勇士佈置校園，讓正向價值
的概念遍佈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希望學生
能在輕鬆、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成為正向、
喜樂的孩子。除此以外，每學年的首星期
學校會舉行「樂起動@HappySharing」
活動，學生以為正向勇士籌集正能量的目
標參與歷奇遊戲，一方面進行班級經營活
動，另一方面為學生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
，培育正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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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集中在做一些真正享受和重視的事情，就會全心投入在此時此刻。在正向心理學中，這

種投入的狀態，稱為「神馳」(FLOW)。」

學生在這種狀態下能獲得正向情緒，得到強大的成就感，從而讓學習變得更具意義。

教師致力設計讓學生能全心投入的學習經歷，讓學生享受過程中帶來的快樂。

「That is what learning is . You suddenly understand something you’ve understood all 

your life, but in a new way.」

Doris Lessing



1
全情投入學語文 

中文科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樑，假如學生的語文能力高，無論學習甚麼科 
                            目都會事半功倍。因此，學生在小學階段，學習中文尤其重要。但提起
                          學中文，或許有人會立刻聯想到「沉悶」二字，以為中文課只是學習一篇
                      篇大同小異的文章。如果你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學習中文，實在樂  
                      趣無窮呢！

兒童最愛聽故事，尤其是初小的學生。他們一知道老師要講故事，便會興致勃勃，聽得不
亦樂乎。有見及此，本校遂於一年級引入繪本教學，透過一系列有趣的故事，令課堂變得
趣味盎然，再配合一系列由本校老師設計的「趣味工作紙」，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學習，
扎好語文根基。

另一方面，對於由幼稚園升讀小一的孩子來說，繪本教學也是一個良好的過渡，小朋友不
會一下子被艱深的課文所嚇怕，而是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享受學習的樂趣。

繪本教學讓孩子愛上學習

 在「讀、寫、聽、說」四大教學範疇中，說話教學一向為人所忽略，我們決定，遂於中
文科引入「戲劇教學」，以一連串的戲劇教學活動，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和自信心。另一
方面，透過角色扮演，能讓學生對課文有更深入理解；透過劇本創作，能讓學生發揮無限
創意。因此，每逢上戲劇課，小朋友都投入地學習，課堂上充滿歡樂的氣氛。

戲劇教學增強孩子自信心

學習語文的主要目的是與人溝通，因此，本校於2015年12月，透過參與教育局
主辦的「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與深圳展華實驗學校正式結為姊妹學校。從此
，兩地學生經常進行交流活動，並透過網上寫作的形式，互相溝通學習，瞭解彼此的生活
文化，還建立了一段段珍貴的友誼呢！

總括而言，面對多姿多彩的語文課，學習又豈會沉悶呢！

中港交流實踐溝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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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English with fun and ease!  
English Language

P.1 students learn phonic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Phonics Programme. The 
phonics lessons are taught in context based on the exist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t P.1. The 
students learn phonics in a fun and joyful way through songs, chants, poems, and games. Moreover, 
soundtracks of each target sound and chants are uploaded on school website for self-learning and 
home practice. Through this phonics programme,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spelling skills as well as 
reading skills and will be more con�dent in speaking and using English. 

DTS is an acronym for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A text set is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composed of diverse resources on a 
speci�c subject ma�er, genre, or theme. Text sets can be derived 
from online and print-based sources at various reading levels. 
This is the second year for P.2 students joining DTS. 

The theme is – Explore and Adventures. Our core books are ‘The 
Treasure Map’ and ‘Map, Compass, Explore’ (Oxford). Due to the 
content of the books, we chose to adapt a sub theme of ‘Pirates’.

The students will explore the life of being a pirate through charac-
ter analysis and learning about a pirate’s daily activities.

Let’s  Have Fun in Pirate’s Adventure!

School-based Phonics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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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一場正方體展開圖的探索之旅
數學科 

                上課的鐘聲響起後，謝巧玲主任向學生展示一個正方體紙盒，一節關於「拆解  
            正方體展開圖」的課堂正式展開。
       老師先引導學生觀察正方體展開圖的特點，向學生解釋排成一直線並相連起來的正方
形簡稱「直線聯方」。

為了讓學生有系統地找出所有正方體展開圖，謝主任向學生提出了第一個挑戰︰
「誰能利用直線六聯方造出正方體？」 同學們紛紛舉手表示︰「這是不可能
的﹗不用試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任務吧﹗」透過討論及示範，同學明白了直線
五、六聯方是不會得出正方體展開圖，而有同學更直接表示直線四聯方應該
能夠造出正方體。按着同學的推測，謝主任把「正方形拼板」派發給學生。
他們需要找出所有「直線四聯方」的正方體展開圖。如果展開圖含直線四聯
方，則只需考慮其餘兩個正方形的擺放位置。老師提問學生該兩個正方形可
以怎樣放，引導學生發現它們不可能放在同一邊，否則接起來後無法得出正
方體。學生知道該兩個正方形必定分開放兩邊後，為確保沒有遺漏，便開始
「窮舉」(即列出所有可能性)所有可能的展開圖。他們接過正方形拼板後，立即
專注地進行活動。過程中，老師鼓勵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借用拼板，但亦有同學嘗試
挑戰不利用拼板的輔助進行任務，不一會，全班都能順利找出所有直線四聯方的展開圖。

數學科老師精心鋪排的課堂教學流程，讓學生找出所有直線四聯方的展開圖，當中最有價
值的部分是培養學生的空間想像力。當學生可以逐步放棄依賴拼板的時候，他們的空間想
像力便會逐漸建立起來；學生也學會有系統地「窮舉」，以解釋找到的結果並無遺漏。在
整個課堂當中，學生都非常用心及投入學習，就連平日鮮少發言的同學也忍不住加入討論
，學生對課堂的投入及積極的學習態度真是令人鼓舞！

學生A︰今堂真的很好玩，我盡量挑戰自己，嘗試不利用拼板去判別展開圖，我真的成功了！
學生B︰我預習的時候，覺得自己不可能學會，然而我卻真的做到了！今堂課增加了我對數學
的信心。

數學組老師︰ 今次的課堂借助圖形拼板，讓學生可掌握平面圖形和立體圖形的關係，從而提
高學生對圖形的觀察和想像能力，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的學生學會客觀求真的治學態度，事事
以理服人而不仰賴權威。過程中，學生需要藉旋轉或反射，核實找到的展開圖並無重複，這
就是科學探究精神!

課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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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享受嗎？」 
常識科 

爬山車學生
作品參考

回校上課，聽老師講課，回家做家課，這是你的日常嗎？知識的獲
得，我們相信不能只在課堂上經老師講解便能吸收，若能動手做，
學生更能從中融會貫通。如於六年級的科技活動中，我們提供爬山
車套裝予學生，以此作為起點，學生進行不同的改裝及測試，使爬
山車能以最快速度完成障礙賽道。他們可透過資料搜集、嘗試和實
踐，進行科學探索及研究。

「這次爬山車活動，除了令我們學會汽車有分四驅、前驅、後驅等有關
知識外，更讓我們學會了團體合作。」日常生活中，學生必定有乘搭交通公具的
經驗，但未必了解到不同車輛怎樣運行，我們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學生學習相關概念。當
然，小組合作的應有態度也是他們需要學習的地方。

「不同長處的人就負責不同的工作，這樣就能發揮所長，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得極致。」每
位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各有所長，如能就著同一目標，透過學生之間的合作以取長
補短，定可好好展現他們各自的特性。

「這次活動我們的確有些不足，例如砌爬山車前沒深思熟慮，砌好後才發現做得不好，最
終要重新做過。以後我們做事前會經過詳盡思考，才會正式行動。」面對困難、面對失敗
，你會怎樣處理？活動中學生們常常遇到不少難處，放棄？不！他們重新再做，汲取之前
失敗的經驗，深思熟慮後再動手做。這不正是我們希望學生們能學習到百折不撓、堅忍不
拔的處事態度嗎？

　　             「總括來說，我們都十分享受這次活動的過程。」當學校能提供適度的選擇
                        、適合學生能力的任務，便可讓他們更享受當前所學。積極投入的氣氛可
                            以讓學生們感受到一股無可比擬的快樂。你，享受學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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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

                             過去，我們設計了不同的學習活動，而「耆樂光明嘉年華」就是其中一
   個以心流為目標的學習任務，整個學習任務為期一整個學年，六年級學生在畢業前需籌
辦一個為長者而設的嘉年華活動。這個活動學生不單只是「參與者」，更是「籌辦者」。
作為一個籌辦者，學生需要了解長者的需要，明白長者的特質，這是任務的起始點。我們
為了賦予他們能力去籌辦活動，就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輸入。我們先請學生觀察社區有關
長者的設施，訪問一下家中的長者，讓他們對長者有基本的概念，因為在學生概念中，長
者可能是照顧他們的其中一個成員，所以從未覺察長者們的需要。而透過訪問、觀察，學
生對長者有新的。但模糊的概念及體會，從而展開整個學習任務。當學生
增加了對長者的關注後，我們有幸邀請了曾榮獲「香港十大傑青」的
黃卓健先生到校與學生分享提供長者服務的心得，學生在分享會中擔
任司儀，自行擬定問題，就長者活動提出提問，台上台下的學生投
入積極，為畢業任務打好基礎。

「心流」又稱為「神馳」，指一種強烈的全神貫注及處於最佳狀態的經驗，這個經驗讓人
們能夠由心而發地享受及沉醉當前的時刻，並達到更高的滿足感。為了讓學生能全心投入
，享受心流，我們努力設計出不同的學習任務，讓學生可以在活動的過程中經歷心流，從
中在不經不覺間學習。而要他們經歷心流，就要為他們要訂定合適的任務難度，不能過低
，亦不能過高，並需賦予他們相關的能力與技巧，這樣學生就能在有一定難度的情況下，
挑戰自己，完成任務，並享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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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嘉年華，經費及物資是不可或缺的東西，所
以學生要學習撰寫計劃書和贊助信，我們亦安排
了一些社區熱心人士贊助活動經費。由於活動是
學生自己的籌辦的，因此他們都樂意及積極撰寫
相關文件。學生又可按不同的能力及興趣負責不
同的項目，有的向贊助者推廣嘉年華活動以籌募
經費，有的學生到市場選購價格最合宜的物資，
有的設計及排練「防詐騙」話劇，有的為長者設
計健體操，有的負責物流工作及包裝，有的負責
設計攤位，還有活動當天當司儀，活動場地安排
及佈置等。

由於學生是自行選擇負責項目，因此，每個學生都
投入於這具意義的活動中。他們不但學習了知識，
還運用了知識，令學習變得更有意義。這次活動後
，學生亦表示學習了活動以外的知識，包括了人際
關係、演說技巧，亦反思自己對家中長者的關顧是
否足夠，這些學習經歷令學生達致心流，並從中得
到滿足感，正正展現了正向的真締。



另外，為了讓學生全心投入學校生活，我們在不同的課程層面上為學生打造以關愛為主題
的校園氛圍。我們會舉辦感恩點唱站，學生可以通過點唱為不同的人表達感恩的心，學生
與學生間互相支持及鼓勵，學生表達對家長、教師的感謝，這些愛的留言充滿了整個校園
。要學生投入於校園生活，他們在學校參與度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會安排學生擔當不
同的職位，讓他們成為學校的重要一員，除了領袖生及班長外，我們還開設了愛心大使、
溝通小老師、運動小精英等，讓學長們能有機會照顧學妹學弟，培養他們的責任感之餘，
亦讓學會人際相處的技巧，初小的學生亦可參與班中的一人一職計劃，令他們增加對學校
的歸屬感。

我們在教育框架下希望能盡力為學生創設一個輕鬆愉悅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全心投入各種
學習經歷，縱然困難，但仍有信心展開屬於自己的人生旅途。



RELATIONSHIPS—正向人際RELATIONSHIPS—正向人際

「為什麼正向人際可以讓我們對生活感到滿意呢？因為好的人際關係使我們被了解，感受到被聆

聽的好處、還有安慰以及鼓舞，這些都是使我們感到幸福的關鍵。」

學生支援組以推動「師生間」、「生生間」、「親子間」的正向人際為重點發展目標，透過不同

活動為大家架起溝通的橋樑，讓人與人之間建立正向人際關係。

「Happiness is when what you think, what you say, and what you do are in harmony.」

By Mahatma Gandhi



「樂．起動」顧名思義是快樂地起動。經過漫長的暑假，新學年又告展開。踏入9月，同學們都
懷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又再踏入校園。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他們不單迎接新學年，還需要面對
新的班主任、同學和新課程，以及各式各樣的挑戰。因此，他們需要重新適應學校生活，特別是
小一學生，面對新的學習環境、陌生的群體和不一樣的學習模式，需要更多時間適應及融入。

為了使每位同學更快適應，令他們對學校有歸屬感，學校打破傳統，於開學首周不授課，並推行
「樂．起動@Happy Sharing」計劃。計劃內容包括製作「正向信箱」，讓師生透過信件或便
條，互相勉勵及支持；同時透過班際比賽活動如「無敵風火輪」、「彩虹傘」、「木磚過河」等
競技活動，培養學生團體合作精神，在過程中學懂互相包容、體諒及反思；此外，我們在課室裏
進行了「哥斯拉」、「物以類聚」、「拋豆袋」等遊戲，好讓師生互相認識，彼此了解，從而打
破同學和老師之間的隔膜；同學們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學習與老師和同學分享，讓老師有更多機
會去認識每位學生，了解他們的個性，以營造互助互愛的學習氛圍。

不一樣的開學周10



學校明白到建立班級團隊的重要，透過活動過程，大家一起分享，互相扶持，一起面對和克服學
習上的種種困難及情緒起伏。

此外，學校特意推行「我的生日@Happy Sharing」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讓生日的同學能與他
人分享喜悅，於生日當天可以穿著自己喜歡的便服上學，以接受同學的祝福，同時學習將自己的
快樂與他人分享，讓「正向價值」滲入校園，植根在每一位學生的心中。



正向傳說之原點 

正向傳說之創作理念

我們基於品格強項的六大範疇，邀請大家設計了代言人。結果，在學生及家長教師委員會的踴
躍參與下，光明學校有了自己專屬及原創的六位正向勇士。由於對象是小學生，未必能理解過
於抽象的概念，學校決定用故事形式來對他們潛移默化。故事中的許多細節，如黑暗大王和正
向勇士的對決之地「光明村」，亦帶給學生更多的參與度與投入感。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品格強項。若能把品格強項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讓生活充滿
幸福和快樂；面對無可避免的逆境時，也能以更正面樂觀的心態去走過人生低谷。我們追求的
不是為學生們清除人生路上的所有障礙，而是希望他們能裝備好自己面對任何困境的能力。因
此，這個故事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是「黑暗存在於每個人的思維和情緒中，我們不能打敗黑暗
，只能戰勝黑暗。」

正向傳說不只是一個單向的說故事模式。在發掘和發揮學生的品格強項外，PERMA中的正向人
際(Relationships)亦是一大重點。我們把正向傳說塑造成一個互動的合作模式，故事中的角色
遇到困難時，光明學校的學生在現實生活中完成任務即可對他們伸出援手。老師精心設計的活
動，讓學生在變得更正向的同時，也能體驗和同學同心協力解決問題的喜悅。

整個活動中，透過和不同人的合作，學生建立和加深了與他人間的連結，其中一部分將在日常
生活中延續下去。當逆境來臨的時間，這些連結將會以安慰和鼓舞的形式出現，使個人感受到
被了解和和被聆聽，成為支撐我們走過逆境的力量。

 正向傳說 (24個品格強項)12



僅僅認識自己的品格強項並不足以達致美好的人生。品格強項有機會被誤用(misuse)、過度使
用(overuse)或未被充分運用(underuse)。如「勇敢」用於不恰當的情況下可以引致災難性的
結果，過度使用「勇敢」會成了「魯莽」，未被充分運用的「勇敢」則是「怯懦」。透過原始
版本及進化後的正向勇士的對比，我們希望學生可從中了解這些概念，從而找到平衡，把自己
的品格強項調節至最適當的程度。此外，進化也暗含突破自己的意思，從了解自己、認識自己
的品格強項，以至以美好人生為目標的過程中，我們都期盼學生能夠像正向勇士進化般，不斷
突破自己，提昇自己的內在價值和幸福感。

正向勇士的進化 

除了紙本的故事書外，廣播劇也是我們提高故事滲透度的方法。老師化身為故事人物的配音員
，令故事平添了一份親切感。平日在課室裏嚴肅正經的老師，在廣播劇中詼諧生動的演出，讓
學生聽故事時格外投入，也是一個讓學生多了解老師的機會。

老師化身配音員 

環保是學校未來的三年的關注事項，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在推動校園正向的路上鬆弛下來。相反
，我們會懷着令自己和自然環境都變得更好的願望，使兩個議題有機結合。正向傳說系列的終
章，將會是正向勇士對抗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寓意學校的每一分子都會發揮各自的品格強項
，來一起使未來變得更好。

正向勇士與環保「聯乘」Crossover 



正向心理學相信，個人若能發揮自己的強項於工作、家庭、生活或休閒等等地方，他將能夠更容
易感受到真實的快樂與幸福感。每個人的品格強項的組合和程度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獨特性構
成了繽紛的世界，也讓人與人間的互動顯得多彩和有趣。

在三年計劃初期，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完成了VIA - 24個品格強項問卷，認識了自己的前五項
品格強項，得到了代表自己強項的正向勇士襟章。我們鼓勵學生把襟章展示在校服、書包等當眼
處，除了帶動了學校的正向文化，學生們發現到自己的「同類」時亦感到十分興奮。在校園的正
向活動中，老師亦可按學生的品格強項來分配小組，讓活動得到最大的發揮。

我們鼓勵學生把強項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其實，生活中每個情況都有不同的應對手法，每一種手
法都有其優越之處，亦沒有對錯之分。例如，當學生在專題研習中遇到問題，用社交智慧、判斷
力、領導能力等都有機會解決問題。運用自己的品格強項，一定比強行用非強項去解決問題要來
得得心應手，亦能帶來更大的快樂與幸福感。



POSITIVE EMOTIONS—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正向情緒

「正向情緒︰喜悅、自豪、興趣、感激、希望、敬佩與愛……」

「正向情緒的多少與幸褔度成正比，這些情緒讓我們充滿能量。」

學懂情緒管理，讓學生及家長不論在面對順境或逆境時，也會以正向情緒去處理所遇到的情境。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know that you’re strong enough to get through just about 

anything.」

Ashleigh Murray



在日常生活中，值得我們感恩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懂得感恩的人會留意身邊發生的好事，
並不會視之為理所當然；能夠感謝及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體會生活中的幸福。因此，我們
在五年級的視藝課程中加入「感恩手繪日記」的單元，鼓勵孩子每天留意身邊美好、值得欣賞的事物，並
以文字和圖像記錄下來。我們希望是次單元能讓學生從中培養感恩的心，使其逐漸掌握感恩的方法，並以
實際行動來表達感恩之情。 

課堂上，學生樂於和老師、同伴探討感恩的意義，發掘生活中常常被人遺忘的小確幸。學生想起父母對自
己的付出和關懷，想起從前幫助過自己的好心人，想起曾經鼓勵過自己的師長……發現原來自己已經擁有
簡單而幸福的生活，這都是值得我們感恩的事啊！

在創作的過程中，學生嘗試運用不同的物料為日記裝飾，並根據自己的感恩內容和繪畫風格來創作屬於自
己的感恩手繪日記。完成日記後，學生會和老師、同學們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小確幸，提醒大家原來幸福是
無處不在的！我們希望學生能養成寫感恩日記的習慣，反思生活，懂得感恩，從而獲得幸福！

感恩手繪日記

學生感受

視藝科 

《懂得感恩便幸福了》 

因為爸爸和媽媽總是無條件
地照顧我，讓我以為自己所
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小時候，我是懂得感謝父
母的，但長大後就漸漸忘了
。幸好，上視藝課的時候，
老師提醒我們幸福並不是必
然的，並讓我們創作「感恩
日記」，使我重新學會了感
恩。

我以前不知道要做些甚麼來
感謝父母，後來透過視藝課
堂，我學懂感恩並不一定要
通過行動來表達，還可以善
用語言來訴說感恩之情，所
以我決定跟父母說謝謝你，
並把值得感恩的事情畫在「
感恩日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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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音樂總會伴隨左右。音樂   
                               就像是人們隱形的密友，給予支持、帶來溫暖。  
                               哲學家盧梭曾經指出，音樂相當於人類語言中的
                               情緒語氣，自然史學者達爾文則認為，人類藉由
                               音樂來表達情感，甚至改善情緒，舒緩壓力。

 非洲人性格樂天，民族文化充滿了活力、能感動人心的音樂，聽說他
們面對困難和煩惱時，總會坐下來打打鼓、唱唱歌，心情便會放鬆，
困難也能隨之解決。有感非洲鼓攜帶方便，入門簡單。孩子們在學習
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增強四肢的協調性，還可以培養他們的團隊意識
，釋放學習壓力，加上沒有人數限制，各年級的同學均能共同打鼓，
聚首一堂。這不但能增長團隊精神，更能讓部分學員增強自信心，因
此本校於多年前已成立非洲鼓隊。

音樂科 

樂．響．享 

非洲鼓隊成立後，我們招募了不同類別的學生。自問無節
奏感、無音樂底子的學員，在嘗試學習非洲鼓後，也能透
過不同的音樂、節拍，無拘無束地釋放個人情緒，重拾信
心，改善了學習的態度，並重新面對生活的挑戰。

新冠肺炎的突襲打亂了我們的生活，孩子的課外活動幾近
完全停止。後來，我們嘗試開辦網上非洲鼓課堂，不料反
應非常踴躍，相信在疫情下，大家都悶壞了吧！ 我們從未
曾嘗試以網課形式進行音樂訓練，大家都抱着戰戰兢兢的
心情逐步嘗試。每次上課後，負責老師都會跟導師商討及
反思教學，透過不斷的改進與嘗試，同學由不熟習如何上
課，到後來積極參與並享受打鼓的樂趣，無論老師、導師
及學生都得到很大的滿足感。有家長表示，雖然上課期間
有不少技術上的問題要處理，但孩子明顯地投入課堂，為
枯燥乏味的抗疫生活帶來一點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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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從逆境中成長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所以我一直堅持！」霖霖笑著說。

穎霖剛加入田徑隊時不只一次因為訓練的刻苦而流淚，但她仍然堅持一星
期三至四天在早上及課後進行練習。全因經過多年訓練，她清楚知道，只
要堅持「捱過」每次刻苦的訓練，必定能再進一步。我們希望每一位運動
員都明白到，凡事要成功，都必需經過努力，一步一步向目標進發，沒有
捷徑，沒有僥倖。也許過程比想像中辛苦，但只要堅持到底，定必有所得
著。

學生能夠獲獎固然值得高興，然而我們更重視的是，學生透過運動訓練所
建立的正面態度，這正與我校提倡的正向教育不謀而合，相信這亦是多年
來家長一直支持我校發展運動的主要原因。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除了教導學生不同的運動技能外，我校更著重透過運動為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我們相信這些內在的成長才是學生畢生受用的。

「煥章在比賽遇到逆境時，比從前更能沉著應戰！」煥章的乒乓球教
練說。

運動比賽從來沒有長勝將軍，每一位運動員必定曾經在訓練及比賽
中遇上逆境，而老師的角色就是從旁引導學生如何克服，憑著自己
的積極努力，一次又一次闖過難關，取得進步，從而學懂如何面對
壓力、面對失敗。人生中難免會遇到不少困難，這種積極的態度定
能為學生們克服所有困難。

陳穎霖 訪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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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把校園變身成為一間親子餐廳，為學生和家長締造一個溫馨浪漫的約會。會穿着親子服飾出席
，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放下日常忙碌的事務，全身心投入在活動當中，重拾親子間最簡單的愛。

媽媽篇：
有時我們的孩子會問：爸爸媽媽是不是不愛我？在父母而言，一切的行動就是因為愛，但為甚麼孩子會
覺得不被「愛」？  也許只是彼此之間對「愛」的演繹及理解有所不同，就像無線電頻道不對一樣，所以縱
然各自都拿着「對講機」，卻不能通話。在這次活動裏，媽媽與孩子分別進行了「愛之語測驗」，藉以
了解最能讓對方感受愛與關懷的方法，從而培養與家人之間的正向人際關係。

在活動中，媽媽與孩子明白了如何去「愛」之後，便互相為對方寫下「幸福兌換券」，兌換的可能是一
次一起去公園的時光、一頓大飽口福的晚餐、也可能是一份珍貴的禮物，不過我們相信這些兌換回來的
「禮物」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兌換了一個親子之間的承諾，兌換了親子之間的甜蜜。

「愛之語」：
親密的身體接觸 肯定鼓勵的言詞  精心相處的時刻
心思珍貴的禮物 愛心服務的行動

小朋友當下的行為表現，與家人間的互動、管教方式、別人的期望、自身性格等，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這些種種又會令孩子演譯出不同的人生，就像一幅拼圖，不同的部分互相配合才能拼砌出一副幅美輪美
奐的圖畫來；如果，拼圖缺了一塊，或是錯誤搭配，都會令拼圖展現不出本來面貌。一幅以幸福感為題的
人生拼圖，父母親的參與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過去這些年間，學校籌劃了不少以正向價值為題的家長講
座、親子活動等，目的是要讓家長能在充滿挑戰的育兒路上親身體現正向價值，與孩子一起互相扶持，互
相支取力量，並與孩子一起尋找真正的人生意義。

親子正向活動

《與孩子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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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篇：
無論你是甚麼類型的爸爸，「大笑瑜珈」就是要讓你們站出來，放下身段去陪伴子女去玩、去瘋、去哈
哈大笑的機會。從越來越大的笑聲中，我們發現「爸爸」這個角色並不只是經濟之柱、一家之主，「他
」亦可以是歡樂大使、幽默之王。「與孩子有個約會──爸爸篇」這個活動為爸爸與孩子創造了一個放
下工作的煩惱，盡情地玩樂，更好地陪伴孩子的機會。同時，我們希望藉着這活動，讓孩子可以好好地
陪伴爸爸，從心感受歡愉的親子時光。

我們不難發現「玩」是孩子的天職，所以要從玩樂中吸引孩子，首先就要「識玩」。「與爸爸的約會」
中，爸爸們與孩子不但一起玩桌上遊戲，最後更一起製作獨特的桌上遊戲。在相處的過程中，最難得的
是爸爸與孩子都十分享受共處的時光，有爸爸發現孩子不服輸的性格和自己很相似，亦有爸爸發現了原
來孩子充滿創意，而孩子亦發現爸爸有趣幽默的一面。這個活動創造了一個親子間互相欣賞，從新認識
的美好平台。



ACCOMPLISHMENTS—成就感ACCOMPLISHMENTS—成就感

「當我們完成對我們來說具有意義的任務，我們會感到一股極大的成就感。而這種成就感為我們

的自我加值，是我們認為自己是有用的人。」

真正的成就感是在過程中莫論勝負，得獎與否，只為感受投入的情緒，獲得愉快的體驗，這就是

成就﹗我們相信肯定和欣賞能帶動學生投入正向情緒，讓他們發揮潛能；創建分享成就的舞台，

才能讓他們真切地享受所獲得的喜閱和滿足感，從而讓學習別具意義。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

Eleanor Roosevelt



踏單車

自學滾軸溜

冰

中國書法

疫情下，我們的日常生活或多或少受到影響，面對不一樣的學習模式，有些人抱怨疫情阻礙學習；有些人
卻想盡辦法打破困局，善用這「特別」的時機創造學習機會，希望能在逆境中找到幸福感。

「成就感」並非單單來自獲得獎項、別人的嘉許……而是全心投入於各項任務當中，從中獲得最大的愉悅
。疫情期間，我們的學生嘗試在逆境下為自己創造不同的學習經歷，這些體驗珍貴而真實，讓學生獲得滿
滿的成就感，真正做到「逆能高飛」﹗

逆能高飛

1B 鄭允揚 2C 徐抒瀅

1C 譚景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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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妹妹

分擔家務

製

作
創意美食

捉象棋參加挑戰賽

2C 馮倬曜

3D 陳昶月

5D 邱健航 1A 林逸朗

3C 張凱淇



優秀品格學生

求知對於洪子軒來說，不是應老師的要求，不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許，而是源於自己對知識的熱愛和追求
。他對知識有一份比常人狂熱的渴望。
他喜愛英文，便會用盡所有方法來讓自己浸沉在英文的世界︰看英文書、聽英文歌、看英文新聞。過程中
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會主動學習，還會嘗試把所學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別以為這樣的學習模式很辛苦很
沉悶，因為當你真正喜愛學習時，學習的過程就是一種樂趣。能夠愛上學習，無怪乎洪子軒能夠成為成績
龍虎榜的常客。

智慧與知識 – 洪子軒 

畫畫對於胡心雅來說，是她的興趣，也是她執着。畫畫佔據了她讀書以外的大部分時間。參加畫班時，心
雅會系統性地吸收畫畫方面的知識。在家時，她則會嘗試不同的風格，有時是臨摹不經意間看到的優秀作
品，更多時則會自由創作動漫人物。
心雅對自己的要求很高，經常孜孜不倦地透過不同的方法來改善技巧，也會對自己作品再三修改，直至自
己滿意為止。她希望將來能把對畫畫及美的執着變成事業，成為一個插畫家。

靈性及超越 – 胡心雅

王綽鏗年紀輕輕，但在演藝界的資歷可不算淺。他涉獵的範疇很廣，有拉丁舞、電影配音、學校畢業禮上
播放的微電影等。被問到在人前表演，會否有怯場的時候，他笑着說︰「緊張也得上！」
每一次表演，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勇敢地站上表演的舞台，盡力發揮出平常練習的水平。這是表演的心
態，也是一種做人的態度。

勇氣 – 王綽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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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是一個功能複雜的團隊。除了本身個人要在品行上作為一個模範，領袖生們還要維持學校的日常秩
序、處理同學間的突發事件……作為領袖生總隊長的曾家樂不僅要以身作則，還要帶領其他領袖生一一做
到以上各項要求。

曾家樂擁有一般未成年人很少有的特質，他會主動留意他人的需要、亦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和懂得設身處地
替別人考慮，所以他能很稱職地完成幫助老師和同學的工作。

公義 – 曾家樂 

蔡曉娮是班上的「小家長」。課堂上，完成自己的工作後，她會不怕麻煩，主動向跟不上進度的同學伸出
援手。疫情期間，網課成了新常態，由於減少了接觸，同學間的關係難免變得疏離。可是曉娮卻會在
ZOOM主動關心同學日常生活、上課前提醒同學要準備下一節的上課用品，讓同學透過網絡也能感受到她
的關愛。

仁愛–蔡曉娮

羽毛球、大提琴、朗誦、奧林匹克數學、講故事、英語話劇……這些都是黃文軒活躍的項目，每一項均須
要恆久的學習和訓練。縱然他的天賦可能比較高，但更為重要的是他擁有比常人更強的自制力，能自我規
範及高效地分配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在台上表演或贏出比賽時有多風光，在背後就要付出同等的努力。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也
許我們要從今天開始鍛煉自制力了。

節制–黃文軒



相信不少師生於上學途中也曾碰見過李老師練習長跑，這亦是讓李老師堅持至今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曾經想過放棄的我，希望能以自身的堅持告訴學生，沒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再難熬的都要咬緊牙關
，才能真正享受淚水與汗水交織在一起的那份感動。」「我希望可以陪伴學生把目光放遠，向著看似遙
不可及的夢想進發。」對於李老師來說，長跑不單造就了他勇往直前的個性，更為他的人生賦予了新的
意義。

真正的意義

每天清晨五時，絕大部分人仍在熟睡的時候，李老師已經整裝待發，為爭取兩年內打破香港馬拉松紀錄做
好準備。「為了達到目標，我每天晚上十時睡覺，清晨五時起床練跑，風雨不改，因為我深信規律而嚴格
的生活習慣是長跑選手不可缺少的基本素養。」放棄了玩樂時間，減少了休息時間，為的只是在人生中尋
求突破。

在黎明中突破

李卓謙老師從小是一名運動健將，中學時期受啓蒙接觸田徑運動。當時求學的他，一心希望長跑能幫助他
成功考入心儀大學。「就是這個原因，讓我展開長跑運動生涯。」李老師靦腆地說。後來，李老師放下運
動員身份，完成大學課程。
一直到成為教師後，李老師才重新投入長跑訓練。教師工作忙碌、繁重，到底是甚麼原因讓李老師重拾已
擱下的夢想？「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重新穿上球鞋，才發現原來我真的十分喜愛這項運動﹗」李老師
決心為自己定下目標，這次就是單純的想挑戰自我，享受自己最熱愛的長跑運動。

目的．目標

衝出香港

他，擁有多重身份，既是小學老師，亦是教練，同時也是一名長跑好手。他
的名字是李卓謙。李卓謙老師在二零二零年三月於日本以2小時28分45秒佳
績完成「琵琶湖每日馬拉松2020」比賽，成績令人鼓舞。

傑出教師系列—「擁抱夢想之旅」

李卓謙老師小檔案:

- 日本琵琶湖每日馬拉松
    2020(2:28:45)

- 2020馬拉松全年度香港排名第一

- 2019半程馬拉松全年度香港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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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正向的足跡
我們深信要在校園實踐「正向價值教育」，除了課程上的
配合，營造「正向」校園氛圍亦尤為重要。讓學生沉浸在
充滿「正向」氛圍的環境，透過與環境的連結，體驗「正
向」價值與日常生活有著不可分割的連繫，讓學生一步一
腳印，尋找校園正向的足跡，親身感受校園正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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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學生佳作

1A 冼旻萱 1B 鄭允揚 1C 鄭允愉

3C 張凱淇2D 韓馥而1C 黎子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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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王敏盈 4B 練紫盈 5B 郭泳碄

5B 鄧睿喆4C 邵芊芊



STEM

6A 陳建宏

6A 楊海彤

6D 鍾嘉駿

6A 王啟言

6A 李子霖



學生成就 (獎項)

中文組

元朗市分區委員會元朗區防疫標語創作大募集

廖汝淇 6A 小學組 優秀作品獎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六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張詠芝 6A 小六中文特級 優異獎

廖汝淇 6A 小六中文 優異獎

曾家樂 6A  小六中文 優異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 粵語 

羅子晴 1C 小學三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黃文軒 4B 小學四年級 男子組  優良獎

譚玉婛 6B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 粵語 

陳塱昇 1C 小學一年級 男子組 優良獎

巫縉霆 2D 小學二年級 男子組  優良獎

許乙悅 4A  小學四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王烯諺 4B  小學四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黃文軒 4B 小學四年級 男子組 優良獎

黃烜堯 5C 小學五年級 男子組 優良獎

江獻科 4C 小學四年級 男子組  季軍

譚玉婛 6B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盧枳晴 6A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季軍

英文組

教育局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1小學英文組

楊曉彤 4D  傑出合作獎

陳穎森 5A 傑出合作獎

何嘉瑜 5A  傑出合作獎

黃淦椿 5A  傑出合作獎

胡頌朗 5A  傑出合作獎

謝天行 5A  傑出合作獎

謝天御 5C 傑出合作獎

黃珈蒝 5D  傑出合作獎

紀欣希 6A  傑出合作獎

廖汝淇 6A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曾家樂 6A 傑出合作獎

楊海彤 6A  傑出合作獎

謝天恩 6B  傑出合作獎

楊思睿 6B  傑出合作獎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六屆小學生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張詠芝 6A  小六英文組 優異獎

朱暟澄 6A 小六英文組 優異獎

黃靖霖 6A  小六英文組 優異

楊海彤 6A  小六英文組 優異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李懿行 1C  Primary 1 to 2  BoysProficiency

馮倬曜 2C Primary 1 to 2  BoysProficiency

盛傑翹 2B  Primary 1 to 2  GirlsProficiency

麥子翹 3C  Primary 3 GirlsProficiency

石宜穎 3C Primary 3 GirlsProficiency

張鈺銘 4C Primary 4 Girls2nd Place

黃文軒 4B Primary 4 Boys2nd Place

黃曉蓉 4B Primary 4 Girls3rd Place

譚玉婛 6B Primary 6 Girls3rd Place

鄭楚穎 6A Primary 6 GirlsProficiency

體育組

赤子體育2021赤子全港公開三人籃球挑戰賽M8組

羅逸朗 3D 冠軍  最有價值球員

其他獎項

何朗賢 4D 民政事務總署及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三O三區獅子會全港青少年五
人足球賽U11銀碟賽

季軍

羅逸朗 3D Double C Jersey Double C 
勞動盃 3 ON 3 籃球賽小學11歲組

亞軍

羅逸朗 3D 東區民政事務處逆『籃』而上，勇迎
挑戰，三人籃球賽 2021男子初小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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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中學第十二屆伯特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解難大師

張詠芝 6A 冠軍

伯特利中學第十二屆伯特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圖形大師

郭龍翼 6A 冠軍

伯特利中學第十二屆伯特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速算大王

黃家愉 6A 冠軍

數學組

伯特利中學第十二屆伯特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團體賽

張詠芝 6A 一等獎

郭詠殷 6A 一等獎

廖汝淇 6A  一等獎

伯特利中學第十二屆伯特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個人賽

張詠芝 6A 一等獎 

廖汝淇 6A  一等獎

王啟言 6A  一等獎

黃家愉 6A  一等獎

郭龍翼 6A 二等獎

曾家樂 6A 二等獎

郭詠殷 6A 二等獎

陳斯雅 6B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AIMO 晉級賽2021

李梓昊 5A 銀獎

廖汝淇 6A 銀獎

王啟言 6A  銀獎

黃昊烽 5A 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晉級賽2021

張詠芝 6A 一等獎 

祁津 1B  二等獎

趙崇康 4A  二等獎

陳心悅 4C  二等獎

李梓昊 5A 二等獎

廖汝淇 6A 二等獎

馬權盛 5A 二等獎

音樂、舞蹈及制服團體組

香港舞蹈總會袋鼠盃舞蹈比賽202110-11 Modern Jazz
 Solo (Team B)

黃琛悠 4D GOLD RANKING 3

香港國際文藝文流協會第四十二屆舞動香江大賽幼童組 
個人項目 芭蕾舞

張睿妍 1D 亞軍

屯門文藝協進會屯門區第三十四屆舞蹈大賽現代舞少年組

楊曉彤 4D 銀獎

國際文化藝術教育學會2021國際盃文化藝術邀請大賽
高小組 舞蹈 群舞

鄧考晴 4C 銀獎

普通話組

教育局2020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香港賽區)小學組

高宝敏 5A 優異獎

梁芷臻 5C 優異獎

鄧嘉晞 5C 優異獎

易卓儀 5C 優異獎

張芯怡 6A 優異獎

鍾宜芹 6A 優異獎

郭龍翼 6A 優異獎

廖汝淇 6A 優異獎

曾家樂 6A 優異獎

王啟言 6A 優異獎

陳浩軒 6B 優異獎

張芷韻 6C 優異獎

陳紫晴 6C 優異獎

何煥章 6E 優異獎

常識及資訊科技組

三星電子香港, 香港教育城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20小學組

梁昫晴 6A 亞軍

盧枳晴 6A 亞軍

元朗天主教中學網上學術時事問答比賽2020決賽 (常識科)

羅靖匡 5A 金獎 

陳建宏 6A  金獎

胡頌朗 5A  銀獎

洪子軒 6A  銀獎

彭啟睿 5A 季軍

何煥章 6E 銅獎

許樂軒 5A 銅獎

中國電子學會青少年軟件編程等級考試證書

王啟言 6A 圖形化 

Python

四級 

一級

奧冠教育中心香港國際編程競賽HKICO初賽
2020-2021

陳建宏 6A 金獎

王啟言 6A 銀獎

WMIL(World Mind Innovation League)
GMCC世界AI智能創意編程大賽2021

李梓昊 5A 銅獎

王啟言 6A 銅獎

香港教育城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20
小學組

陳建宏 6A 亞軍

優秀女童軍選舉

周紀霖 5A 優秀女童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郭龍翼 6A 五、六年級男子組  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歌獨誦)

黃文軒 4B 三、四年級男子組 冠軍

譚玉婛 6B 五、六年級女子組  冠軍

張軒維 4C 三、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香粵港澳中國文化文流協會2020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暨粵港大灣區中華經典詩詞美文誦讀大賽

張睿妍 1D 亞軍小學P1組



視覺藝術組

元朗青年協會遲來的訊文字及影像創作比賽文字組 

張雅倩 3C 優秀作品獎
鄧子仲 3D  優秀作品獎

張漪嫚 4A  季軍   公眾至like大獎

郭靖瞳 5B 優秀作品獎
楊海彤 6A  優秀作品獎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畫2021
中童組 

郭泳碄 5B 西畫 銅獎

關詠姸 6A  國畫 銀獎

哈爾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第23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
作品交流展書畫攝影

張澄譽 2B 銀獎

亞美斯藝術文流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0兒童組

關詠姸 6A 金獎

星島雜誌集團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年度
西洋畫

謝天恩 6B 一等獎

謝天御 5C  二等獎

星島雜誌集團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年度
中國畫

謝天御 5C 特等獎

關詠姸 6A  二等獎

元朗大會堂聖誕卡設計比賽2020

張雅倩 3C 季軍

楊海彤 6A  季軍

元朗區議會贊助2021年啟藝專才新春繪畫比賽 

林思語 3D 創意獎

鄺浚銘 5B  優異獎

亞美斯藝術文流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0兒童組

關詠姸 6A 金獎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自<油>想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0

梁楹偲 2D 銅獎 

元朗市分區委員會元朗區防疫標語創作大募集小學組

伍皓揚 4C 傑出作品獎

good morning CLASS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西洋畫組

鄧睿喆 5B Gold Award

鄧尚喆 5D  Silver Award

麥子翹 3C  Silver Award

good morning CLASS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中國畫組

關詠姸 6A Gold Award

謝天恩 6B  Gold Award

謝天御 5C  Silver Award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2020 全港視藝大賽
(第三季)

鄧永城 2A 金獎

鄧尚喆 5D  金獎

Arts Hong Kong第一屆Infinity Art全港視藝繪畫比賽
高小組

王綽鏗 6E 金獎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2020 全港視藝大賽
(第四季)

邵芊芊 4C 銀獎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
繪畫大賽2020 奇趣動物森林

鄧睿喆 5B 銀獎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13歲或以下)

譚玉婛 6B 亞軍

箏獨奏

李慕兒 4C 銅獎

男童聲或女童聲(13歲或以下)

譚玉婛 6B 銀獎

周紀霖 5A  銀獎

鍾善柔 2A  銅獎

鋼琴一級

紀昊宏 4B 亞軍

吳紫萱 1A  銀獎

何芷螢 1B  銀獎

周漢和 2B 銀獎

簡敏晴 2B  銀獎

馮姵媛 3C  銀獎

吳尚熹 3D 銀獎

謝天恩 6B  銀獎

謝天御 5C  銅獎

2020第七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 六級組

郭詠殷 6A 第四名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 幼童組

吳紫萱 1A 銅獎

2021環球傑出青年音樂家比賽 - 英國皇家鋼琴6級考試組

郭詠殷 6A 冠軍及傑出音樂家金獎

音樂智能之全港中小學音樂節2021 (鋼琴分級獨奏五級組)

楊曉彤 4D 銀獎

第四屆「音樂KOL」計劃 網絡演奏廳大賽2021 (大提琴 3 級組)

黃文軒 4B 銀獎

Music Break 音樂無地限 網上音樂比賽2021 (大提琴 高小組)

黃文軒 4B 金獎

鋼琴六級

郭詠殷 6A 銀獎

郭峻滔 6A  銀獎

楊海彤 6A  銀獎

鋼琴四級

張詠芝 6A 季軍

鋼琴二級

張軒維 4C 金獎

陳樂熹 1B  銀獎

趙韋茵 2C  銀獎

黃禜恒 2C 銀獎

郭昱彤 2D  銅獎

梁俊彬 4B  銅獎

林重言 4D 銅獎

鋼琴三級

吳逸朗 4D 銀獎

吳翠晶 5B  銀獎

黃芷蓁 6D  銀獎

鋼琴五級

梁蘊臻 5B 銀獎

葉一鋒 6B  銀獎

楊曉彤 4D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