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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2021年蟬鳴荔熟時，有沒有人預料到2019冠狀病毒病仍然肆虐全球？

    2019冠狀病毒病出現至今已有一年多。回想疫症爆發初期，由於我們不認識2019冠

狀病毒病，再加上各種防疫與抗疫物資的匱乏，一下子社會上瀰漫着忐忑不安的情緒，

處處皆惶惶恐恐，這段日子實在令人難受！

    隨着我們對這病毒病的認識多了，各國又開始研發疫苗，同時，各種物資的供應也

重回軌道。當大家在抗疫的路上開始站穩陣腳後，「學生的學習不應因疫情停下來」的

說法似乎反映了大眾的心聲。所以，各學校以「停課不停學」的原則，陸續開展網課和

線上學習，以讓學生在疫下的困境當中，仍能持續學習，不會失掉寶貴的學習光陰。

    2020年7月本校接受了教育局「主題式重點視學」，視學的重點在於了解學校在「停

課不停學」期間各方面的工作。重點視學報告肯定了本校在疫情爆發初期到2020年7月期

間，在停課、復課及學生身心成長支援等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這都是本校所欣慰的，

亦是對各位家長有所交代的。

    這一年多以來，本校按校情、按物資的採購和配套設備，一步一步把網課辦好，又認認真真地處理

好中港兩地學生在「虛與實」課的各項安排、學生課業實體版和電子版的有效收發和批改等工作，更循

序漸進地處理好兩地學生「異地同步考試」的事宜。要推展上述的工作，學校上下不同崗位的同工都嘗

盡五味，不過，作為推動正向教育的學校，又怎會輕言放棄？各同工眾志成城，迎難而上，歷練見證成

長，苦盡甘來，能讓學生再次重回有效學習的軌跡，乃是學校和各位家長所共同樂見的。

    在疫情以下，很多事物都要以新的方式、新的常態來適應。那麼，現時學生所學的知識、

所掌握的技能都變得很快折舊，我們該怎麼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OECD

學習指南2030》指出為了適應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並能夠幫助塑造一個更好的未

來，學生需要具備一定的「變革能力」。這些特定的能力是變革性的，它們使學

生能夠發展和反思自己的觀點，同時學習如何塑造一個變化的世界。創造新的

價值，承擔責任，調和衝突、緊張及困境，對於繁榮和塑造未

來至關重要。《指南2030》提出了有助學生具備「變革能力」

的「期望／前瞻—行動—反思(AAR)」循環學習過程模式。由

於篇幅所限，未能作進一步的討論，但請有興趣的各位可以找

相關的文件來閱覽。最後，希望各位能對比這幾年來本校為學生所

制訂的校本課程及學習的經歷，看看有多少已符合《指南

2030》所提及的內容。

琛繫我心 疫流而上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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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校  園佈置

    各位，今期《琛訊》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校園人氣景

點：「琛小正向步道」以及「多用途正向教育活動室」。這

個地方得以重新改造，首先要感謝賽馬會「正正得正」教育

計劃的贊助及各位熱心家長的捐款。同時更要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的團隊鍾宏亮教授及

Jimmy哥哥（何子偉），他們把原有地下大活動室的牆壁拆去，換成趟路軌的玻璃摺門，令大活

動室可與正向步道走廊的空間連結，成為了一個明亮、寬敞、靈活組合的多功能教育活動基地。

    這個令人眼前一亮的設計是結合眾人之力量，透過小組訪問和教師共創工作坊滙集了不同持

份者的意見，包括：家長、教職員、和不同年級的學生，再加上中文大學建築系的團隊的創意思

維，成功共同創作了一個大家喜愛的校園環境，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些別出心裁的設計。

共創更好學習環境

Co-create a Better School Environment.

拆去圍牆 建立連繫 

Break the Walls. Build the Connection. 

    感謝大家的付出！賽馬會

「正正得正」教育計劃團隊、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鍾宏亮教

授、Jimmy哥哥和參加校園共

創工作坊的教師們。

    看看！沿著「琛小正向步道」和活動室，我

們佈置了不同的正向主題牆：品格強項、成長思

維、感恩三步曲、生月之星和學生活動照片剪影

等，讓校園充滿正能量。

營造正向氛圍校園
善用環境空間 — 

「世界因你變得更美好」

大合照

正向主題牆

琛小正向步道

生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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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校  園佈置

營造正向氛圍校園

琛之禪繞師生共創  — 

    當你踏入校園時，便會看見一幅一

幅學生及老師的「禪繞畫」作品，期望

大家在欣賞過程中，領略到他們在創作

時的投入和專注，感受到當下的平靜。

特別介紹：同學仔最喜歡的小梳化，

大家可以坐在這裏看圖書和談天說地。

    「琛小正向步道」還設有

一個扭計骰挑戰站，等大家隨

時動動腦筋。

「世界因你變得更美好」

    「正向教育

活動室」的靈活

組合設計有助學

校推動不同類型

的教育活動。

扭計骰挑戰站

同學仔看圖書

琛之禪繞

小梳化

心靈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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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靜觀的生活態度

達致整全身心靈健康
    大家好！我叫「心靈樽」，很開心在今個學年加入琛

小的大家庭，帶領大家學習靜觀。

    練習「靜觀」能協助大家應對壓力及建立抗逆力，提

升專注力和改善情緒管理，達致身心靈健康。

    練習「靜觀」對成年人和小孩子都有好處，歡迎各位

家長和同學一齊參與。不如，讓我們一起重溫心靈樽工作

坊的照片，看看老師和同學們學習靜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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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多面睇
    每個學生都各具獨特性、各有不同的稟賦、不同的學習能
力、興趣、風格等，致使每人都有不同的學習需要。為了照顧
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生支援組會制定相應的策略和措施，例
如﹕使用學生一頁檔案、多感官教學法、分層課業等，希望能
幫助學生增強學習信心和提升學習動力。
    此外，我們運用多方面的資源及津貼，希望能讓學生得到
適切的教育服務，例如：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小一及早識
別計劃、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計劃、課堂抽離小組教學、區
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課後輔導教學、功課加油站、新來港學
生支援計劃、各類學習小組等，為學生提供全面及多元照顧身
心發展的機會。

    本年度我們嘗試在全校推行使用「學生一頁檔案」—是以人為本方式的其中一個較常用
的策略，期望藉此了解學生的能力、興趣、意願和獨特性，在完成一頁檔案的過程中，學生能
分享他們對自己及學習的看法、能反思和檢討自己的學習方法，從而達致自我完善。最重要的
一點，是希望藉著完成「一頁檔案」，找出學生的亮點、對焦的支援策略及制定獎懲安排。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 王錦霞姑娘
    大家好！我是駐校言語治療師王錦霞姑娘，很高興能夠於本
年度加入琛小這個大家庭。

    言語治療旨在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言語治療服
務，範疇包括：語言理解、語言表達、發音、聲線、流暢度、社
交溝通等，並因應學生的需要提供個別化的治療。
    一般而言，治療課會於學校一樓言語治療室進行。然而，今
年是多麼特別的一年！同學們經歷了復課、停課、再復課等種種
難關，而言語治療課也一度改為網課形式。當中大家都經歷了不
少困難，但王姑娘十分欣賞琛小的同學們依然正面地努力學習，而不少家長們也
積極參與言語治療網課，齊齊學習並且更有效地實行家居訓練。
    希望將來可以在校園內看見每一位同學的笑臉，期待與你們一起快樂地成長！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
	 鄧凱羚姑娘

    大家好！我是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鄧凱羚姑娘，今年已是第三年為琛小服

務。教育心理學家的工作很多元化，除了會為各年級的同學進行評估，也會面見

老師和家長以進行諮詢，更會舉行講座，推廣與照顧學習差異有關的資

訊。琛小一向提倡成長心態的培育，和我的工作方向不謀而合！希望

來年我能夠與更多老師和家長合作，交流幫助同學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方

法，讓每位琛小學生都能享受在學校裏學習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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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英文科

    本年度中文科其中一項發展重點是「營

造古詩文在校園的氛圍」，希望藉此提升學

生對古詩文的興趣，並鼓勵學生積極閱讀及

朗誦古詩文，以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在

活動中，老師會為學生介紹不同名家的古詩

文作品，學生亦能在課室的陳展板上閱覽相

關資料。此外，學生「文化大使」亦會在小

息時鼓勵同學朗讀古詩文。

    本校Advisory Teacher, Miss Sue 

Bowden，在較早時間為老師舉辦了一

場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以配合校本

英文科「正向教育」的發展。透過理

論及討論，再加上一些例子作參考，

讓老師在課堂中運用這些技巧，幫助

學生懂得面對挫折及困難。

講者：Sue Bowden, Advisory Teacher

同學對展板上的古詩很感興趣，

而且很快已琅琅上口了。

四年級同學不但細心品味詩中情，
更帶領大家走進「詩情畫意」中。 

老師在討論如何將正向的概念融入日常課堂內

同學們在小息時朗讀中國經典名句。

大家把討論的成果展示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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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造」中學︰我的1cm3

    本校數學科校本課程取納Pa p e r t ( 1 9 8 0 )從

「造」中學的教育理念，把生活與學科知識扣連

起來，讓學生結合「動手」與「創造」連結真實

的世界和自己，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達致全人發展。在這個課堂裡老師讓學

生「造」出各式各樣的1cm3立體泥膠，感受和體驗1cm3所

佔空間大小，在學生的認知層面上建立對1cm3的形象概念和數感。

Papert, S. (1980). Mindstorms :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New York: Basic Books

法治教育
    本年度常識科聯合德公課試行推展校本法治教

育。學生透過學習活動，了解《基本法》外，還認識

「國家憲法日」及「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此外，

本校也獲香港政策研究所邀請參與「小學生法治教育

先導計劃」，把法治的知識帶入課堂。除此之外，三

至六年級學生也參與了「律政司2020-2021年度《從戲

劇實踐法治》小學學校巡迴演出」，透過觀賞戲劇建

立守法精神，培養正確的法治觀念。

常識科

2020-2021年度小學學校巡迴演出（初小組）

—《獬豸神話奇遇記》（劇照一）
豪仔和詩詩幫忙奧丁先生，解封被黑暗魔法
封印了的法律大典，成功解救正義女神。 

五年級同學參與了「小學生法治教育

先導計劃」，他們正跟陳Sir討論守法的重要。

2020-2021年度小學學校巡迴演出（高小組）—
《奧丁先生的歷險旅程》（劇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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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 您為甚麼立志做醫生？

文醫生： 因為做醫生可以幫助別人解除病痛，更可以

幫助病人的家人和整個家庭。病人康復後，

他可以賺錢養家，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更可

為社會出一分力，作出貢獻。

小記者： 如果年青人立志成為一位醫生，他們應該怎

樣做？

文醫生： 他們要在文憑試考得好成績，才能有機會升

上大學，選讀醫科。因為醫學院是用英文授

課的，所以同學要學好 language（語文），

尤其是英語，十分重要。同學可以在初中開

始打好英文基礎，如透過看英文電視台的新

聞報道及電視節目，或互聯網上的教學影

片，可只看英文字幕，不看中文字幕，或不

看字幕，當作聆聽練習。

      此外，同學還可以多看英文故事書及小說，因

為內容比較有趣，又可以學習文法。學習上遇

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要主動請教老師和同學。

小記者： 遇到困難或疑惑時，您會如何應付和面對？

文醫生： 先正面地思考我在這件事情上學會甚麼？例

如這次考試成績退步了，反問自己：是自己

沒有努力，還是別人進步比我多？如遇到困難，可以請教身邊值得信任的人，如父母、

老師。環境的變遷也可帶來很多機遇，正面地思考，在很差的環境中也可看到機遇的。

文醫生的分享，令小記者們獲益良多。

人物專訪 鳳溪醫務顧問：文志賢醫生專訪

    本校辦學團體—鳳溪公立學校

很榮幸獲得前任北區醫院行政總監文志

賢醫生擔任鳳溪公立學校醫務顧問。

    文醫生是香港急症科醫學院院士，

曾於新界東醫院聯網出任醫務統籌，及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任職急症科顧問醫

生，於2015年底調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

素醫院及大埔醫院行政總監。

琛小小記者：陳卓彤(6A)、賴君逸(6A)、
      劉雅荣(6B)、侯惠齡(6B)

訪問了文醫生，他跟我們分享了很多寶貴的人生經驗呢！ 

文醫生鼓勵同學寫心意卡，讚賞父母的照顧和栽培。

文醫生勉勵同學要有謙卑的心，不斷求上進。

文醫生的座右銘在字畫中—「助人為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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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萬花筒 中華文化日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活動

全為愛兒童節音樂會

    成長的天空組員為全校教職員，送上別具意義的環保飲筒，感謝每一位教職員的辛勞。

    香港弦樂團與以及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弦光展

現學員一同在2021年4月17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

廳，參與了《全為愛兒童節音樂會》演出，大家都

很積極準備是次演出，並獲得很好的評價！

琛小環保
小天地

活動當天，同學「快閃」到校園每個角落
為全校教職員送上禮物。雖然大家戴上口罩，但仍感受到大家的笑容。

琛小環保園增添了新的設施—水耕種植裝置。

同學為校長送上真摯的祝福和感謝。

咁奇怪！它們有甚麼功用？原來是用水耕
種植的方法，栽培作物的幼苗。

校長給我們講解二十四節氣的知識，我們獲益良多。

剪紙老師—崔老師的一雙巧手，能剪出千變萬化的剪紙藝術作品，

真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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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 Kiosk跳繩機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

線上運動會

STEM數學課堂活動
「一條公式的誕生」

為推動學生多做運動，這部跳繩機確實起了促進作用！

我要堅持！我要堅持！

同學專心地學習使用3D筆

同學正在找出長方形周界

同學們在Zoom上琛小運動會積極參與，發揮體育精神！

學生利用3D筆繪製不同的長方形

Yeah! 我榜上有名啊！

微震大力士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可以上場比賽 10



琛有喜事

李芷媚老師：「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

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陳俊妮老師於2020年1月喜誕女兒。

「抗疫嬰兒」轉眼間已一歲多了，

在此祝願大家也有健康的身體。

林希汶老師於19-9-2020結婚，

她也祝大家和家人朋友的關係都

長一長，久一久

陳廷軒老師和廖嘉偉老師以校本STEM課程進行教學研究工作，於

《香港數學教育會議2019論文》發表論文，榮獲蕭文強教授數學教

師優秀論文獎。陳廷軒、廖嘉偉（2019）〈一個從「造」中學的學

習歷程〉。《香港數學教育會議2019論文》，頁163-170

陳廷軒老師與他的太太毛孟儀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結婚，琛小廖校董、謝校長和一眾老師一同前來慶賀。

余旭璿老師在二零一九年

十月結婚了，

亦在此祝大家幸福美滿！！

李韻儀老師於2020年11月誕下

兒子。小寶寶轉眼間已經半歲了，

他長得像李老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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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獲獎感言
                 5A 祝 晞

我非常高興獲得「青藝盃粵語朗誦比

賽」銀獎。儘管是次比賽只得了第二名，

可是我覺得十分開心，因為這是我努力練

習換回來的成果。在此，我十分感謝我

的中文老師─鄭老師，她在假期抽

時間幫助我練習朗誦，我希望下

次能在朗誦比賽中取得更

好的成績。

                 5A 向卓翰
大家好，我是5A班向卓翰。

我很榮幸在朗誦比賽中獲得了幾個金獎和銀

獎，我感到很開心。我要謝謝我的老師、媽媽

給予我這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而我的老師付出了很多時間來幫忙練習，

她又花了很多時間幫助我拍攝影片，

我會繼續努力，不會辜負老師

們的栽培。

                 5A 江 煜
當我得知自己榮獲北區講故事大賽最佳聲音

演繹獎的時候，心情十分激動，可說是比中了

六合彩還要開心。因為我參加比賽時沒有想過拿

獎，又覺得另外兩位同時訓練的同學比我的表現

更佳。在此，我深深感謝我的班主任鄭老師和

英文老師曾副校長不辭辛勞地在晚上開視

頻，幫我們練習，同時也感謝兩位同

學的陪伴和媽媽的鼓勵，我日

後會繼續努力。

                 5A 王子振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班主任鄭老師，是她

不辭勞苦地幫助我練習朗誦。一遍一遍地糾

正我的發音，使我獲得了這個獎項。第二，

我要感謝我的媽媽，她陪伴着我，並給我勇

氣。第三，感謝主辦單位給我參加這次

比賽的機會。我以後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我很榮幸能夠參加中文朗誦比賽。首先，我要感謝老師給予了我這次參

賽的機會，因為老師的教導，我才能學會更多知識。我覺得比賽能使我們

進步，也能訓練說話技巧。

學習是我的責任，如果不是大家對我的鼓勵，我早已放棄了。雖然在比賽

時十分緊張，但最後也能釋放壓力，勝出比賽。經過這次比賽後，我明

白到參加朗誦比賽一定要有自信，因為有自信才能使人變得更強大。

只要努力才有收穫，日後，我仍會堅持自己朗誦的愛好，參加不

同的朗誦比賽，追求突破。最後，我要感謝那些支持我的

人，也再次感謝老師給我這次寶貴的機會，沒有您，

我也不會得到這個獎項。謝謝您！

5A 郭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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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中文

2020 菁藝盃線上朗誦比賽 創意藝術發展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金獎

5A 譚芷涵、5A 魏琳威、5A 王子振、
5A 向卓翰、5A 鄒添峰、5A 蔡曦瑤、
5A 陳子禾、5A 張嘉盈、5A 郭芷雯、
5A 張綿繡、5A 祝晞

詩詞獨誦（普通話）金獎
5A 蔡宇軒、5A 江煜  、5A 麥家祺、
5A 譚芷涵、5A 向卓翰、5A 蔡曦瑤、
5A 陳子禾、5A 張錦繡、5A 祝晞

詩詞獨誦（普通話）季軍 5A 魏琳威、5A 王子振

散文獨誦（普通話）亞軍 5A 辛全朗

「消防安全
標語創作比賽」

北區防火委員會
標語創作比賽亞軍 1C 冼樂晴

標語創作比賽季軍 1C 冼樂瑶

小學生
現場作文比賽

大埔三育中學
中文寫作良好獎 6A 賴君逸

中文寫作優異獎 6B 劉雅荣

第 16 屆校園拔萃盃全港
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
交流促進會

粵語新詩金獎 5A 蔡曦瑤、5A 張嘉盈、5A 郭芷雯

粵語新詩銀獎
5A 王子振、5A 向卓翰、5A 祝晞  、
5A 鄒添峰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中文詩詞獨誦亞軍 1B 鄭均堯

中文散文獨誦季軍 6A 成思晗

中文散文獨誦優良
2B 鄭潤彬、2B 趙奕琛；4B 鄒子涵；
6A 鄭奕嘉、6A 梁奕翔；6B 聶子縉

中文詩詞獨誦優良

1B 吳天娜；1C 冼樂瑶；1D 李睿翹；
2A 黃毅信；4C 謝耀霆；5A 郭芷雯、
5A 張嘉盈；5D 黎芷錡、5D 庄嘉琪、
5D 黃馨瑤；5E 劉嘉馨

中文散文獨誦良好 2B 江傲而；6D 戴劍宏

中文詩詞獨誦良好

1C 冼樂晴；2A 張錦慧；3D 鄧梓盈；
4B 張熙彤；4D 庄雯婷；5A 陳子禾、
5A 魏琳威、5A 鄒添峰、5A 張祖鳴；
5C 陳熙  、5C 張誠希；5D 曾梓昕；
6A 張啓郁；6E 古文輝、6E 張嘉琳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
故事演講比賽

葵涌及青衣區
文藝協進會

成語故事演講比賽優良 5B 梁樂怡、5B 吳俊希

第五屆北區講故事大賽  香港戲劇工程

講故事大賽（題目 :抗疫）
最佳聲音演繹獎

2B 江傲而

講故事大賽（指定文本）
最佳聲音演繹獎

5A 江煜 

英文

2020 菁藝盃線上朗誦比賽 創意藝術發展協會 詩詞獨誦 (英文 )金獎 5A 陳子禾、5A 辛全朗

TOEFL Junior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Gold 6A 谷銘昊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Silver 6B 蘇穎瑤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Bronze 6D 黎家僖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Blue 6A 廖小欣、6A 賴君逸；6B 曾俊又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Green 6B 蘇穎瑤；6D 黎家僖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5A 程子瑞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

1A 陳善兒、1A 譚舒琳；1B 吳天娜；
2A 方睿言、2A 黃毅信、2A 蔡曦葶、
2A 曾欣  、2A 鍾凱晴、2A 戴綽潁；
3A 杜佳慧、3A 郭子言、3A 吳洛彤；
4B 張熙彤、4B 黃伊甯；4C 沈培杰、
4C 謝耀霆；4D 黃雨晴；5A 蔡曦瑤、
5A 辛全朗、5A 張祖鳴、5A 祝晞  ；
5C 陳熙  ；5E 戴君翰；6A 陳卓彤、
6A 鄭奕嘉、6A 周敬軒、6A 范啟航、
6A 谷銘昊、6A 張啓郁；6B 侯惠齡；
6E 蔡伽而

英文詩詞獨誦良好 5E 李伯銘

琛星 校外比賽光榮榜（全年）

13



英文
第 16 屆校園拔萃盃全港
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
交流促進會

英語新詩金獎 5A 辛全朗

英語新詩銀獎 5A 陳子禾、5A 江煜

數學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
與資訊科技學系及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
校聯會

個人賽優異獎 6A 李祥開

第十二屆伯特利盃
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伯特利中學

推理偵探亞軍 5A 辛全朗

個人賽二等獎 5A 王子振、5A 鄒添峰、6A 李祥開

個人賽三等獎 5A 程子瑞

團體賽二等獎
6A 張啟郁、6A 李祥開、6A 谷銘昊、
6A 温嘉遠

常識

2020 國家憲法日
網上問答比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網上問答比賽嘉許狀

4C 林泳喬、4C 温雅婷、4C 李儒毅；
4D 陳樂晉、4D 謝嘉鈞、4D 鄭卓莉；
5A 韓秀妍、5A 陳子禾、5A 程子瑞、
5A 龔燦均、5A 麥家祺、5A 張子涵、
5A 鄒添峰、5A 王子振、5A 江煜  、
5A 羅宇浩、5A 張祖鳴、5A 張家朗、
5A 高海琳、5A 郭芷雯、5A 魏琳威、
5A 何芷炘、5A 張嘉盈、5A 張景軒、
5A 向卓翰、5A 溫梓彤、5A 陶紫茜、
5A 張錦綉、5A 祝晞  ；5B 梁灼殷；
5C 吳子晴；5D 林芷瑩、5D 盧炫坤、
5D 林鎧瞳、5D 朱亮蔓；6A 黃鳴悅、
6A 范啟航、6A 黃俊聰、6A 周敬軒、
6A 李祥開、6A 谷銘昊、6A 陳卓妍、
6A 賴君逸、6A 張啓郁、6A 鄭奕嘉、
6A 楊梓芯、6A 陳卓彤、6A 趙梓萌、
6A 成思晗、6A 謝汶伽、6A 陳壽涵、
6A 李錦熙、6A 侯志欣

STEAM 科學科技活動日
大埔馮粱結
紀念中學

馬達船設計獎季軍 6C 黃子興

水火箭設計獎季軍 6A 李錦熙

水火箭整體表現獎季軍 6A 楊梓芯

小學生《基本法》及
國情知識問答比賽

北區居民聯會 問答比賽亞軍
5A 程子瑞、5A 張嘉盈、5A 郭芷雯、
5A 韓秀妍、5A 羅宇浩

第六屆《基本法》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積極參與嘉許狀

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賽

香港新一代
文化協會

微震大力士優異獎 6D 黎家僖、6D 戴劍宏、6D 黃偉健

微震大力士積極參與
5C 張誠希、5C 馬德凱、5C 黃永亮、
5C 陳熙  、5C 張雅盈、5C 胡詩雅

視藝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漫畫設計比賽 2020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優異獎 6A 李祥開

童軍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2020 年優異旅團 新界東 1084 旅幼童軍團

連續五年獲選為優異旅團 新界東 1084 旅幼童軍團

主辦機構表揚金狀 新界東 1084 旅幼童軍團

體育
全港個人
速度跳繩比賽 2021

中國香港
跳繩體育聯會

1x30 秒前繩速度跳季軍 4A 楊雅晴

普通話

第 16 屆校園
拔萃盃全港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
交流促進會

普通話新詩金獎
5A 江煜  、5A 王子振、5A 祝晞  、
5A 鄒添峰

普通話新詩銀獎 5A 譚芷涵、5A 向卓翰

普通話古詩詞銀獎 5A 蔡宇軒、5A 辛全朗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3C 寧若嵐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
6A 黃鳴悅、6A 成思晗、6A 劉紫婷、
6A 鄧盛妍、6A 梁奕翔、6A 張啓郁、
6A 趙梓萌；6B 曾俊又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2A 曾欣  、2A 陳鎧瑩、2A 張錦慧；
2B 林思言；2C 黃瓏悅；3D 彭昕  、
3D 俞欣悅；4B 鮑圳豪；5A 陳子禾、
5A 張子涵、5A 江煜  、5A 魏琳威、
5A 鄒添峰、5A 王子振、5A 向卓翰、
5A 張祖鳴、5A 張錦綉

普通話散文獨誦良好 5E 何嘉宇

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 5B 馬庄華 14



《多功能眼鏡》
4B張縉陽

    我希望設計出一副多功能眼鏡，以幫助那些經常使用電子產品學習和工作的人士保持和恢復

眼睛健康。

    這副眼鏡的外形跟普通眼鏡相似。它側面有三個不同顏色的按鈕，各有不同的功能。它是用

太陽能充電的。首先，我們要把眼鏡充滿電；接着，按紅色的開關按鈕以啟動電源；最後，按你

需要選擇的功能按鈕使用眼鏡。

    這副眼鏡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可上互聯網。當我們按藍色的

「互聯網」按鈕後，就可以透過聲音控制來上網。

    這副眼鏡的第二個功能是可以根治視力問題。普通眼

鏡只可以矯正視力問題，但這副多功能眼鏡可自動令使用

者根治視力問題，使眼睛恢復健康。

    這副眼鏡的第三個功能是可變成護目鏡。現在疫

情流行期間，外出的時候，可以按綠色的按鈕，就

變成護目鏡。

    我希望設計出一副多功能眼鏡，能夠幫助學習和

工作繁忙的人士，保持眼睛和身體的健康。

《一次被關懷的經歷》
6A陳壽涵

    在我的記憶中有許多溫暖的片段，即使今朝成為昨日，但那次經歷卻歷歷在目……

    那是讀四年級的時候，全體同學一同到學校大禮堂參加學生大會。我坐在禮堂的第一排地板

上，會議才開始沒多久，我就覺得身體有些冷嗖嗖的。我抬頭一看，哦，原來是頭頂上有部冷氣

吹風口正對著我。我下意識地把外套的拉鍊向上拉高，可似乎還是不管用。

    那時，老師好像發現了我的異常。她朝我悄悄走了過來，摸摸我的

手，驚道：「手怎麼這麼冰，你應該是冷了吧？」我點了點頭。

隨後老師便脫下身上的羊毛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老師的

毛衣殘存絲許暖意，披上老師的羊毛外套的我，很快就感到

融融暖意，手也不冰了。我抬起頭，正對上老師那溫暖的雙

眸，那是黑色的，閃著關懷的目光。

    此時，陽光正好，陽光照射下來，映在寫字桌上，映在

我的身上，也映在我心中。我覺得，老師身上發出的亮光，

遠甚於陽光。

    那是一片善良，一份關心，一束永不熄滅的亮光。

琛之彩：優秀作品展

中 文 科 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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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xpected money
So Man Man (6D)

Yesterday, Ben and his sister went to a fast food 

shop. The fast food shop was very crowded. It was hard 

to find seats. The people were eating and drinking. At 

this time, two men left. His sister said, ‘Look! There are 

two seats.’

Ben saw a bag on the chair. He was surprised. 

Ben said, ‘Look! There is a bag here!’ His sister said, 

‘Why is there a bag? Whose is it?’

Ben stepped forward and took a look at the bag. 

He saw a lot of money inside. He was shocked. Ben 

asked, ‘Is this money important?’

Finally, the two men they saw returned. The 

men said that the bag belonged to them. Ben did not 

believe it. He asked them why there was so much 

money. The men said that was the donation to poor 

children. Ben gave the bag back to them.

It was such an incident!

英 文 科 佳 作

My superpower
6B Hau Wai Ling

If I could have a superpower, I would have super 

speed. When I had super speed, I was as fast as a 

cheetah.

When I had super speed, I could go to different 

places very fast. I could go to school faster than before. 

My family asked me to buy food from the supermarket 

because I could run to the supermarket faster than my 

family.

I also helped others with my superpower. When 

a thief stole something, I ran with my super speed and 

caught the thief. Others were shocked that I could run 

that fast.

A bad day
Cheng Yik Ka, Anna (6A)

Last Thursday night, Ada stayed up late 

and watched a cartoon programme until one 

o’clock. She also ate a lot of chips. The chips 

were really spicy, but she liked it!

T h e  n e x t  d ay,  A d a  h a d  a n  o ra l 

examination. However, Ada was in pain. She 

got sick, she had a sore throat! She thought, 

‘Oh! My throat is burning! What happens? I 

can’t speak!’

At school, Miss Chan said, ‘Class, we 

have an English oral examination today! 

Remember to speak loudly.’ When it was 

Ada’s turn, she was very nervous. She had 

butterflies in her stomach. Miss Chan asked, 

‘How are you?’ Ada wanted to reply but she 

could not speak very clearly. Miss Chan asked, 

‘What happen to you?’ Ada answered hardly, 

‘Miss Chan… I ate too many spicy chips… I 

can’t speak now…’ Miss Chan said, ‘Oh! It 

seems that you had a sore throat. You should 

go and see the doctor, I will call your parent 

to pick you up. You should have your oral 

examination next Monday.’ 

At last, Ada’s mum took Ada to the 

clinic and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not 

eat too many chips and stay up late! It will 

make you so sick.’ Ada nodded. Ada went 

back home and took the medicine. She had a 

lesson. She said, ‘What a ba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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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藝 科 佳 作

美麗的蝶兒 1D李睿翹

水果 4C賴曼維

我是藝術家米羅 5A郭芷雯

小甲蟲 2A鍾凱晴

水果 4C李心悅

二十年後的我 5A蔡曦瑤 海底奇觀 6E譚可燕

中國茶文化（二） 6C林嘉淇

水果 4B羅沛銘

美麗的蝶兒 1B吳天娜 美麗的蝶兒 1C朱浚謙

小拖鞋 2C楊曉彤
美麗的夜景 3C林柏煒

我的書包 3B何允晴

海底世界 3A何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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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梁安兒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晃眼便是六年。即將告別母校，我的心情就如五味架一般，實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再見母校！我的小學生活是一本精彩的書，翻開第一篇，我看到了在夏天和秋天的交界處，有一位小女孩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沉重地走進了那所充滿精彩故事的校園。當她看見了全新的教學大樓，便緩緩地鬆開父母的手，向那廣闊的天地走去。      
    我再翻開第二篇，同樣的小女孩，但她卻不像以往般害羞，她的表情變得既輕鬆又自若了許多。她拿着獎狀向家人報告。老師欣慰地笑了，似乎比那位小女孩更加高興，當老師笑起來時，她的皺紋好像更明顯了，這是她培育學生的燦爛繽紛的標誌！   
    我津津有味地看着第三篇、第四篇……突然，我發現書中的小女孩已經婷婷玉立，成長了許多，和以前的她相比，她變得成熟了。雖然爆發了疫情，但這也無法阻擋她對學習的熱情，她仍然堅持在家上網課，吸收豐富的知識和學習為人處事的道理。   
    不知不覺，這本精彩的書便看完了，我懷念着難忘的過去，即使我快和師長、同學分別了，但我不會忘記老師對我的栽培和循循善誘的教導，更不會忘記我和同學們的歡聲笑語！我期待着將來多姿多彩的中學生活呢！

6A黃鳴悅
    時光飛逝，如白駒過隙。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就要畫上句號。我將告

別朝夕相處的同學，告別童年，告別美好的時光，告別無憂無慮的日子……我

心裏如打翻了的五味瓶般—五味雜陳，空氣中到處瀰漫着離別愁絲……

    記得當我第一次踏入校園時，面對老師熱情的招呼，我眼角噙着淚水，嘴

角卻掛着苦笑。陌生的環境、同學、老師和一口不流利的粵語讓我難以融入大

集體。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加入了田徑隊。在那兒，我認識了第一個同是跨境的

知心好友。我們如同影子般形影不離。她也將她的朋友介紹給我。就這樣，我

漸漸地打開了緊閉的心扉，開啟了快樂的小學生活。一晃眼，我們就要各奔東

西了，不知以後還能否再見。

    六年來，學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不曾改變，可我卻發生了翻天覆地

的變化，已不再是從幼稚園剛踏入校園的稚氣小孩了。我要感謝指引我方向的

指路牌、照亮黑暗的燈塔—老師們，是您們讓我爬上知識高峰的階梯……

    再見我的小學生活！我希望在中學生涯中好好學習，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期

盼。我一定能體驗多姿多彩的中學生活，活出不一樣的精彩人生！

6B侯惠齡
    六年的小學生活快將完結了，我的心情十分複雜，興奮的是快可

以升上中學了，但要跟小學生活告別，令我感到依依不捨。

    在六年的小學生活中，有一件事情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是

我一年級的旅行日，我和同學和班主任一邊談天，一邊玩遊戲。當我

和同學一起玩遊戲時，我一不小心失了平衡，跌倒在地上。我哭起

來，幸好得到班主任和同學的安慰和關心，我的心情很快便平復了。

    我日漸成長，我的成績也日漸進步，因為老師會教導我們有效的

温習方法，也令我們的學習態度更認真。我非常感謝老師的教導。

    我在一至三年級時跟梁安兒同班，我們從兩歲開始就認識對方

了，所以成為了好朋友。到了四年級，我和她升上了不同的班別，幸

好，我後來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寶貴的知識，這

些都是無價寶。

    我在四年級時當上了風紀，因為我比較內向，所以當風紀對我來

說，是一個新挑戰。在結業禮上，我走上台，從老師手上接過「傑出

風紀獎」的一刻，令我印象十分難忘。

    時光飛快地溜走了，現在，我快要升上中學了。我要用積極和認

真的態度來迎接中學生活，有一個新的開始。

6B區子洋
    我將要告別小學生活，準備成為中學生了，我感到依依不捨。    我是一位轉校生，三年級的時候，從天水圍的小學轉到這裏唸書。開始時，同學們對我感到十分好奇，常常向我發問，這令我覺得忐忑不安。最初，我擔心同學們會對我不理不睬，結果同學們不但對我彬彬有禮，而且當我遇到挫折時，他們會友善地安慰我，幫助我，使我的心頓時温暖起來。往後的日子，我們都相處得十分和諧。
    還記得三年級的全方位學習週，老師為我們安排了一個名為「我要做老闆」的買賣活動，我們要選擇自己一組想出售的貨物，例如：圓珠筆、尺子、零食等，然後自行訂定合理的價錢出售。第一天，我們還要一起設計一些叫賣的口號和海報，第二天，我們要一起佈置攤位、擺放貨物和練習叫賣的口號。第三天，買賣活動正式開始，那天，很多老師和同學到我們的課室來選購文具，十分熱鬧。活動結束後，我們的一組獲得了一個獎項呢！這次當「老闆」的活動，令我學會了如何做生意呢！
    我最感謝的老師就是四年級的班主任鄭琼青老師。她待人有禮，當我們上課態度認真或成績優秀時，她會送一份小禮物給我們。鄭老師常常和我們有說有笑，所以她十分受同學歡迎。
    最後，我要感謝校長、老師和同學這些年來的教導和陪伴。我希望升讀中學後，我還可以再回到母校，和老師、同學見面。

6C容寶宜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或許，這句話所形容的就是即將分
別的我們吧？
    小學的生活在以前的我看來，真是太漫長了，但在現在的我看
來，卻是一眨眼就過去了。不久後，我將要告別一起同甘共苦的同
學，將要告別為我們付出無數心血的老師們，將要告別這名為「校
園」的快樂之家。
    雖然這六年對我來說，是平平無奇的，但仔細想想，也不是那麼
平平無奇。
    這六年裏，也有不少令我難忘的經歷，比如參加劍擊比賽：那是
我的第一次比賽，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第一次參賽，懵懵懂懂的自己。
當時，我甚麼也不懂，只會聽從老師的指示去做。所幸，我最後得獎
了。那時候的我在想：以後，我升上中學後，還會不會有劍擊隊呢？
    現在回想起來，也不重要了，因為我想，中學的課外活動應該比
小學的更多，生活也會比小學的更精采吧？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人也終會有互相離別的一天。在這將要
畢業的一年，我的心中百味紛陳，有不捨，有期待，有忐忑，師長們
的祝福將成為我們的翅膀，讓我們飛得更高，更遠。我相信：念念不
忘，必有回響！

6C 温晴 
    小學的生活就像飛機一樣，一轉眼就飛走了。我和同學也即將分別了。以

前，總被一些中學生嘲笑我是個「小學雞」，但現在終於要畢業了，我心裡卻

有些不捨。

    記得一年級的時候，我擔任班長。那時候，我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小朋

友。在小息的時候，我在課室裏跑來跑去，被老師看見並撤去我班長一職。小

息時，我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班上的同學都上前安慰我，還勸導我，讓我

不用太傷心。那時候，老師看着我，我猜她應該是挺無奈的。

    還記得那次是學校一年一度的旅行，我們去動植物公園遊玩。我們去看彈

塗魚，看魚的橋上有很多螞蟻，有一個女同學因為太怕螞蟻，所以站在原地，

哇哇大哭起來，老師只好牽着她一起走。

    最後，我也即將告別陪伴了我六年的好同學。我們總是會一起打鬧、互相

幫助、互相扶持……我編織了一些五顏六色的手繩，它們象徵着我們的心彼此

連繫在一起，永不分開。在這六年裏，我不但結識了一班知己，還學到了很多

知識。我要感謝教導了我六年的老師，他們不論多困難，也堅持教導我們這羣

頑皮的學生。

    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分別在即，但我不會忘記這份美好的回憶，

就算再見不到你們，回憶也會保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裏。升上中學，我會牢記着

老師的教誨：奮勇前進，努力學習；我也希望各位知己為自己的目標，奮發進 

    取。再見了！我的同學們，老師們！

臨別「琛」情
再見，我的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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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李思宇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再過兩個月，我便要離開母校，跟我的
師長、好友離別了。六年的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它如同白駒
過隙一般飛逝。可與老師、同學多年的感情，又怎可能說忘便忘﹖
說實話，要與同學分離，跟老師道別，我是依依不捨的。    記得我剛轉來這間學校唸書時，心情是忐忑不安的。面對那些 
素不相識的同學、素昧平生的師長，我感到不知所措。可一旦熟悉
了，你會發現他們是如此平易近人。我想感謝我的老師，還記得我
剛轉來這間學校時，我是如此的稚嫩，是他們給了我勇氣﹔是他們
給了我鼓勵﹔是他們給了我無盡的支持，讓我茁壯地成長，成就了
今天的我。
    記得有一次，我的數學老師向我提問，我卻不會回答。是我的
同學偷偷地用手勢告訴我答案，讓我順利通過老師的考核。小息
時，是他們跟我一起玩耍，我很感恩，因為他們並沒有因為我是轉
校生而排擠我，讓我感到家的溫暖。    記得五年級那次的燒烤活動，是多麼的快樂啊！可是，時光不
可重來，我會把這個美好的回憶，深深地藏在心底裏。    我對升讀中學既期待又緊張，期待的是我即將成為中學生，緊
張的是，我又要再次面對新的同學、新的學校……但這一切都叫我
憧憬。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我相信，我們總會在某一天，某一
個地方再次相聚。唐朝王勃說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今天，我就將這句話送給我的師長、同學。再見，我的小學生活！

6D蘇汶旻   
    六年前的那個夏天，我還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子。那時，

我踏進這個陌生的大校園，四周充斥着嬉笑聲，聽在我的耳裏，

卻是如此的陌生。

    六年了，這六年的課本仍在，但這六年的人事，特別是那令

人窩心的嬉笑聲，卻悄悄地離我而去。時光之旅是一場單程的旅

行，以往即使有一些遺憾，卻沒有從頭再來的機會。下個學年，

我們會在一個全新的校園出現，而這個六丁班的課室仍會坐滿了

人，可是再也不是我們了。

    快畢業了，我對同學有懷念之情﹔我對老師有感激之情﹔我

對學校有甜酸苦辣的回憶，沒有遺憾。我們在2016年至  2021年

所乘坐的永不返回列車，即將到達終點站。下車時，大家記得微

笑，記得不要掉眼淚，希望記憶裏都是大家最美的模樣。這六年

有太多難忘的回憶了，那時在上課時搗蛋，雖然胡鬧，但現在想

起來，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畢業後，我們便要離開學校這個車站，帶着微笑，為我們的

將來各自寫下全新的劇本，各自踏上自己的康莊大道。我們將以

微笑和一聲再見，畫下最完美的句號。 

6E謝芷豫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
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為甚麼我的小學生涯卻一去不復返呢？一
晃眼，發現自己已經是一個六年級的學生了，我回想起之前和同學
一起學習、玩耍的日子，實在令人難忘﹗    還記得四年級我來這所學校讀書時，班上的同學我都不認識，
剛剛來到香港的連廣東話都不會講。我小息時只能坐在座位上做功
課，但是班主任一直鼓勵我，還幫助我糾正我講得不太清楚的廣東
話，後來我結識了很多朋友，廣東話也比以前更流利了。    然而好景不常，我在學業上遇到了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
英文寫作，我的作文寫得不好，但是老師每次都會犧牲休息的時
間，悉心地教導我，我的作文也逐漸有進步。    還記得我有一次數學考試考得很不理想，雖然這一科是我最喜
歡和最擅長的，但是竟然不合格，對於我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幸
好得到同學的安慰和幫助，我很快就調整好狀態，繼續勤奮學習，
努力向上。
    轉眼間，已經在這所學校讀了三年，說長也不長，說短也不
短，只是想到以後可能見不到朋友了，的確有點難過。縱使燕子會
離開，楊柳會枯萎，桃花會掉落，但是我堅信當春天到來的時候，
燕子會飛回來，楊柳會翩翩起舞，桃花會重新展開笑顏，現在我們
雖然會分開，但也會像花兒一樣，等待春天的到來，重新相聚。所
以我會準備充足，迎接新的學涯，期待我們下一次的相聚。

6E張馨文
    六年看似很久，其實一晃眼就過去了，彷彿昨天我們還是剛踏進

小學校園的一年級小孩，但今天我們就是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了。

    想起四年級我剛轉校的時候，面對這個陌生的環境，有些不知所

措，甚至連語言都不能適應。幸好得到老師和同學的幫助，我很快就

適應這所新校園了。我很感激老師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也很感謝同

學熱心地為我解答疑難。

    疫情前，我常常跟好朋友一起到小食部買小食，小息時也聚在一

起，談天說地、歡聲笑語，好不快活呢！可是在小學最後的時光，竟

然出現一場前在未見的世紀疫症，阻隔了我和居於深圳的同學見面，

希望疫情盡快結束，我能與他們相聚，談談心事。

    我很開心在學校裏參加了許多豐富的課外活動，令我見識更廣

闊、眼界更遠，還學習了很多知識，這將會是我最難忘的經歷。

    我們即將畢業了！雖然我們會各奔前程，但我們仍然會默默耕

耘，努力學習。再一次感謝母校的恩情，感謝老師無私的奉獻，培育

現在的我們。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願我們日後還能相聚。

再見了，我的小學生活！

6F張智聰  
    我在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生活已經六年了！一想到快要畢

業，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因為時間就好像流水一樣過得很

快，但我還沒有準備好升中的生活。    還記得二年級的時候，我認識了陳鎮源。那時候，我還沒

想到他會成為我小學生活中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起上學、一起

學習、一起玩耍……有他陪伴着我，令我的小學校園生活充滿

了歡樂，我每天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我最愛上中文課，因為李老師總是不辭勞苦地教導我們新知

識。如果我們上課時表現不好，李老師會即時責備我們，也會跟

我們說道理，令我感受到她對我們的愛和關懷。
    學校就像一個溫暖的家，老師們總是默默地關心我們。例

如：老師會在我們生日的月份，送上小小禮物和祝福，令我感到

非常温暖，大家就像家人一樣。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們即將要離開母校，升上中學繼

續學習，我一定會勤奮學習，努力向上，爭取理想成績，以報答

母校的恩情。

6F陳芷桐
    我在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生活已經六年了，時間過得很

快，還有兩個多月就要畢業，時間好像流水一樣。在這六年

裏，真的發生了很多趣事。

    我記得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上課時偷偷做功課，被老

師發現了，老師氣沖沖地走到我身旁，並收起了我的功課，

我當時十分害怕。幸好，在小息的時候，我的好朋友上前安

慰我，還跟我一起玩耍，令我回復笑容。

    最令我難忘的，就是在學校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

日」，我和同學們一起燒烤和聊天，食物十分豐富和美味，

我感到十分開心。當日，大家都渡過了快樂的一天。

    在這六年的生活，我除了認識了一班知己好友外，還學

習到不少新知識，我要感謝所有老師的教誨。

    我快要升上中學了，我的心情十分緊張。升上中學後，

我會回母校探望老師。我會謹記小學老師的悉心教導，也會

發奮學習，不斷努力，不辜負老師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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