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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家訊 131 

頒獎禮暨開學禮 
 為避免人群聚集，本年度
開學禮暨頒獎禮 分為兩場進
行。  9 月 1 日當天早上，  所有
獲獎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禮
堂參加典禮，其他大部分同學
則留在教室，透過 Teams 平台
同步參與典禮，並跟班主任和
同學互相認識及交流。典禮場
面簡單而隆重，首先由陶群眷
校長致辭;接着有創校校監及
顧問陳培佳博士、創校校長及
顧問唐佩慈女士、  冼錦維校
董、朱偉明校董、家長校董姚翠
嫻女士、教師校董郭漢杰副校
長、陳鳳儀助理校長及家教會
主席張美怡女士 擔任頒獎嘉
賓，共頒發 13 個獎項;最後，
每班一名班代表 攜同承諾宣
言，參與「我的行動承諾—感恩
珍惜，積極樂觀，  勤勞守法，
行出善良」承諾禮，  師生共存
正向心態，  面對未來各項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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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級全面使用柏斯音樂
教育平台及音樂校本教材 
由本年度起，一、二年級音樂科將全面使用「柏斯

音樂教育平台」，平台融合科技與教育，讓學生透過此

平台接受專業、高質素的音樂教育內容，更提高學習興

趣和效能。此外，本校音樂老師精心設計及編訂之「校

本音樂教材」，與電子平台配合使用，相得益彰，期望

學生能更有效地學習音樂知識。 

幼稚園宣傳活動 
本校於 9 月 3 日及 9 月 10 日，一連兩個星

期六上午舉辦「英語樂科小」英文體驗課程，

課程由本校外籍老師教授，約 10 0 名幼稚園學

生參與，分 6 班進行，讓幼兒透過不同的活

動，如遊戲、唱歌、故事等，在歡樂的氣氛下

學習英語。 此外，9 月 3 日及 9 月 10 日(星期

六上午)本校亦舉辦幼稚園普通話班，由本校中

文科老師設計及教授課程，約 40 名幼稚園學生

參與，小朋友透過不同的教學主題，愉快輕鬆

地學習普通話。  

除了幼稚園英文班及普通話班外，這兩天

學校還舉辦了科小欖球體驗班，由本校體育科

老師及欖球教練教授，約 80 名幼稚園學生參

與，幼兒透過遊戲，學習到欖球的基礎知識及

運球技巧，體驗欖球運動的樂趣。  

9 月 10 日上午，本校亦舉行了兩場實體學

校簡介會，家長亦可選擇透過 ZOOM 網上視像平

台直播參與，陶校長除了介紹本校的辦學理念

及特色外，還介紹小一自行分配學位之機制，

最後更設有問答時間及參觀校園環節，讓家長

對學校有深入的了解。當天共有 45 個家庭參與

學校簡介會，反應熱烈。  

拍攝證件相  

本校於 9 月 5 日上午安排了文風學校服務公司到

校為學生拍攝學生證件相，當天全校學生穿著整齊的

夏季校服，各級各班順序到禮堂拍照，一群熱心的家

長義工協助學生整理衣領和儀容，因此拍攝過程十分

順暢。學生能以優惠價在學校購買學生相片，既實惠

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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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樂天鄰及長者學苑─ 

家校月圓迎中秋 2022 
 家校樂天鄰於 9 月 8 日舉辦了「家校月圓迎中秋
2022」活動，當天一眾家長義工於萬鈞伯裘書院教授
兩校家長製作冰皮月餅，並進行中秋遊戲，加強家長之
間的認識、溝通及互動，場面熱鬧，氣氛融洽。9 月 9
日長者學苑與本校家長教師會合辦「冰皮月餅班」，除
敬老外，更是敬師活動之一，當天適逢是教師節，家教
會委員為每位老師送上一個梨子及親手製作的月餅，老
師們皆欣然接受這份心意。 

中秋節慶祝活動 
 中秋節當天，校園掛起了漂亮的花燈，雨操
一的柱子上貼滿了有趣的燈謎，它們等候學生在
禮堂拍照後到此一遊。班主任帶同學生們，各人
手持一張燈謎答題紙，像小蜜蜂繞着柱子鑽來鑽
去，交頭接耳地商討答案，然後回到教室，看着
屏幕上的燈謎題目，繼續意猶未盡地猜來猜去。
為了獎勵同學們這麼積極參與活動，學校特地為
交回燈謎紙答題紙，並猜對了燈謎的學生送上小
禮物，同學們皆大歡喜。當天最高興莫過於一年
級的小朋友，他們收到色彩繽紛的紙花燈，全校
學生都感受到中秋佳節的節日氣氛。  

回收月餅罐 
 學校於 9 月 13 日至 16 日進行「回收月餅罐」活動，同學們非常踴躍參與，回收的月餅罐包括
鐵罐及紙盒約有 470 個，此活動提升了學生善用資源、減少廢物之環保意識，同學們樂意為綠色學
校出一分力。環保組的老師為參與的同學們送上小禮物以示獎勵，而回收的月餅罐已於 9 月 16 日早
上全部交給了環保回收公司，順利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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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功課日 
 本校在本年度共推行八次「無功課日」，由 9 月 16 日開始第一次，老師當天不會安排家
課，讓學生學習利用課餘時間去培養自己喜歡的興趣和嗜好，同時增加休息、遊戲、親子活動
的時間。「無功課日」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和精神，拓闊學習空間，鼓勵他們
嘗試去分配及管理個人課餘時間，家長們都十分支持「無功課日」。  

無限潛能青少年關愛計劃 
 學校推行由 Up Pot ential「無限潛能」推出的「青少年關愛計劃」課程，在 9 月 13 日下午
舉辦了小教練技巧培訓工作坊及義工技巧培訓工作坊，已報名擔任潛能小教練之三年級學生及已參
與義工服務之家長以 ZOOM 作網上實時培訓，了解「無限潛能」課程的內容及練習義工技巧 ;9 月
14 日下午舉辦了網上平台使用指南工作坊，三年級的學生及家長均可透過 ZOOM 網上視像平台了解
「無限潛能」網上平台的內容及登入的程序。是次培訓加強了學生對自助技巧的認識與運用，以正
面思想面對挑戰。 

校園開放日  

 本校於 9 月 17 日舉行全天開放日，當天共有
86 個家庭，超過 200 人，分不同時段到校參觀校
舍，由地面至三樓各個特別室，了解各個室的用途
及設施，並聆聽副校、主任和老師介紹學校特色，
讓幼稚園家長可以更深入認識本校。家長們都十分
欣賞校園的設施及教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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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光展現》音樂訓練計劃及 

《全為愛音樂會—弦動新樂章》 
 本校共有 60 多位一至四年級學生參與《弦光展現》音樂訓練計劃，他們於 9 月 2 5 日下午到
基督教崇真學校欣賞《全為愛音樂會—弦動新樂章》，欣賞其他學生在此計劃訓練後的學習成果。
本校音樂科主任將於 10 月中旬在校內進行面試及甄選參加者，推薦他們參加 20 小時免費「小提
琴基礎訓練課程」。完成訓練後，學生將有機會在社區音樂會作出公開演奏，展示學習成果。  

小一愛心大使 
 本校安排高年級學長擔任「小一愛心大使」，
於 9 月 23 日上午舉辦「小一愛心大使」培訓，學
習溝通和教導的技巧，學成後於 9 月至 1 月期間擔
任「小一愛心大使」，在小息時段以活動形式協助
一年級學生適應學校生活，讓校園內充滿關愛的氣
氛。 

「藝趣在家— 

用創意連繫你我他」活動  

本校於 9 月 26 日下午舉辦渣打藝術嘉年華之

「藝趣在家—用創意連繫你我他」，以色彩繽紛

的棉線編織作為媒介，透過反覆編織的節奏，培

養學生聚焦式注意力，從複雜的思緒中抽離，讓

心靈紓壓及回復平靜。當天共 30 位四至六年級學

生參與，集體完成藝術創作，並將收集到的編織

作品串連在一起，日後作公開展出，集結祝福，

為心靈送暖。  

2022 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 
本校於 9 月 26 日至 10 月 5 日期間鼓勵全體學生參

與由教育局舉辦之「2022 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活

動採用網上問答形式進行。學生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

登入參賽，在限時 15 分鐘內回答 30 條題目，豐富了學

習經歷，加深對國家歷史、文化、成就及國情的認識，

提升了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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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前夕舉行升旗禮 
9 月 30 日國慶前夕，學校舉行升旗禮，老師和全

體五年級學生在禮堂觀禮，其他年級學生於教室收看直

播。之後陶校長向全校學生訓勉，她用圖文並茂的簡

報，鼓勵同學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五個方面提升自

我，還要擁有一顆感恩的心，成為愛學習、愛家人、愛

香港、愛國家的好公民。  

暑期工程及維修 
學校由暑假期間開始進行多項工程及維修，最近完

成的工程包括:更換禮堂內的門及門框髹油;更換全校教

室和副校長室百葉簾;更換全校教室有問題的門鎖;維修

全校教室靠窗簿櫃、有問題的櫃門和路軌;二樓至三樓

教室換門及門框髹漆;更換及安裝全校教室及特別室有

問題的門頂，以改善及美化學習環境。  

電子班親子工作坊 
10 月 3 日下午，本校三年級電子班家長和學

生親臨本校禮堂及教室，參與「電子班親子工作

坊」，他們期望在工作坊中能掌握平板電腦操作及

管理子女使用平板電腦之技巧，了解一般電子班須

注意的事項，獲益良多。  

閱讀計劃  

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參與本年度「科創閱讀」計

劃，分為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每位學生獲派一

本閱讀紀錄冊，每閱讀一本圖書後，要在閱讀紀錄冊

內完成一個閱讀報告，並定時交予中、英文科任老師

及班主任查閱。學生完成一本紀錄冊後，可獲圖書館

主任簽發閱讀證書;完成一本紀錄冊可獲銅獎，完成

兩本可獲銀獎，完成三本可獲金獎。學生藉此計劃培

養閱讀興趣，提升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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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暨家長教師交流會  
本校分別於 10 月 7 日下午及 1 0 月 31 日下

午，舉行「一至三年級家長講座暨家長教師交流

會」及「四、五年級家長教師交流會暨升中家長

講座」，家長可選擇親身到校或透過 M icros oft 

Teams 網上視像形式參與。 

10 月 7 日當天，一至三年級家長先在學校

禮堂參與評估講座，認識本校進展性評估及總結

性評估的安排，然後到各個教室與班主任及中

普、英文、數學科任老師會面，了解學校運作、

學生學習方式及主科老師對學生之要求等。  

10 月 31 日當天，四至五年級家長先到禮堂

參與升中家長講座，了解升中程序、自行分配及

統一分配學位等事項；接着認識港澳地區中小學

普通話水平考試的概況，以及了解劍橋英語考試

的方法; 最後到各個教室與班主任及中普、英

文、數學科任老師會面，與老師互相認識，商討

幫助學生學習的方式，也向校方反映意見，促進

家校交流與合作。 

兩場交流會家長出席人數眾多，家長都踴躍

參與。 

派發舊校服 
本校家長教師會徵集了一批舊冬季校服，於 10 月 7 日上午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免費派發給

有需要的家長，當天有 93 個家庭到校領取舊校服，反應熱烈，大家積極響應環保，完成這個

「送暖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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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樂天鄰─樂天互動天地及

家庭配對探訪 
家校樂天鄰於 10 月至 12 月舉辦數節「樂天互動

天地」及「天鄰家庭配對探訪」，給予 4 0 戶課餘託

管服務之參與家庭。第一次「樂天互動天地」活動已

於 10 月 8 日上午舉行，主題為製作霓紅燈燈牌，共

有 9 戶家庭參與。10 月份家庭配對探訪活動於 10 月

22 日上午舉行，約 30 位家長及學生參與。這些活動

促進親子互動溝通的機會，甚具意義。  

慶祝國慶暨升旗隊訓練場開幕禮 
10 月 8 日上午，由高永熹老師帶領本校四位學生，參

與升旗總會舉辦之「慶祝國慶暨升旗隊訓練場開幕禮」，

一同見證升旗儀式及訓練場開幕禮，率先參觀首次開放的

升旗隊展館、國憲法展覽館及工作坊，典禮後更獲發總會

紀念福袋乙個，此行難能可貴，讓學生大開眼界。  

勵苗學習坊家長義工  
本校社工帶領十多位家長義工組成「勵苗學習

坊」家長義工小組，每星期會進行約半小時的義工服

務，包括以多感官學習法協助懷疑學習障礙的學生認

字，協助成長課教學或社區服務等。學校於 10 月

21 日及 28 日舉行訓練工作坊，讓更多家長經過培訓

及實習後，加入成為「勵苗學習坊」家長義工小組，

家長表示獲益良多，認識到不同的教學方法，充實生

活，擴闊視野。此活動加強家校合作，讓家長身體力

行，參與學校義工服務。  

 校園小記者 

本校開辦「校園小記者」多元智能課，讓 15 位四

至五年級電子班的學生參加。學生透過訓練，學習與

人合作，培養個人自信、觀察力、應變能力，提升個

人資訊科技能力，更提升寫作、訪問、拍攝及編輯等

技巧，學生能夠活學活用，得益不淺。 



9 

公益服飾日 
本校於 10 月 28 日舉行「公益服飾日」，由於將

近萬聖節，當天不少學生都裝扮起來，穿上萬聖節的

服飾或自己喜歡的便服回校，踴躍捐錢，並與老師和

同學拍照留念。學校把所有善款全數存入香港公益金

戶口，為公益金資助之「家庭與兒童福利服務」籌

款，是次活動培養學生樂善好施的觀念，推廣公民教

育。 

親子齊齊讀  
本校於 10 月 27、28 日、31 日及 11 月 1、 2 日舉

辦了「親子齊齊讀」活動，老師預先聯絡家長，並邀請

家長在活動當天進入教室與子女一起上課，協助老師進

行課堂活動，擔任課堂分組導師及指導學生完成課堂習

作。活動增進了家長與學校之間溝通，也讓家長了解到

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   

萬聖節活動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又來了，學校佈置了不同的萬聖節裝飾，三位外籍老師於 10 月 28 日及

31 日在學校門口悉心打扮來迎接學生，學生們都感到很興奮。外籍老師們在學生進校、小息及

放學的時段與同學們進行「Tri ck Or Trea t」遊戲，並送上巧克力，同學們都非常雀躍，感受

到歡樂的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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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品格．小公民」學生小組 
本校社工籌辦及帶領「好品格．小公民」學生小

組，由 10 月 28 日開始，一連五個星期四進行小組

活動，學生藉着互動小遊戲、角色扮演，情境處理等

互動活動，學習互相合作、互助互愛、盡責守規，建

立正面品格的概念，成為具備良好品德的好公民。 

藝術教育 
本校視藝科譚妙玲主任於 10 月 2 9 日上午帶領

40 位學生參觀香港藝術館，欣賞首次展出的「走進巴

洛克——卡波迪蒙特博物館」40 件意大利那不勒斯珍

藏，當中包括提香、安尼巴萊．卡拉奇、阿爾泰米西

婭．真蒂萊斯基等 16 至 17 世紀大師的作品，認識這

段時期著重強烈及現實情感表現的藝術，提昇學生藝

術的素養。 

此外，本校學生與家長於 10 月 3 0 日下午前往荃

灣大會堂演奏廳觀賞全新版本之「台長奇遇記」(特

別版)音樂劇，「紫昕音樂世界」以創新元素，配合

音樂及視覺效果，為觀眾帶來新驚喜，讓大家再次感

受童趣歡樂。是次活動本校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資助

學生半費門票，以鼓勵學生與家長一同多參與藝術活

動，不僅增進藝術知識，還促進了親子關係。   

「藝想喵」藝術工作坊 
本校於 10 月 28 日下午舉行「藝想喵」藝術工作坊，活動主題為「貓咪桌遊」，當天共

有 20 位一至二年級學生參與活動，學生們一方面藉着藝術分享及創作，培養對藝術的興

趣，另一方面認識「享受玩樂每一秒」的貓咪生活哲學，從中學習生活處世之道，培養正向

人生觀及價值觀，提高大家愛護動物之意識，是次活動既有趣味又甚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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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銘打乒乓球訓練中心  銘打乒乓球學員內部賽  3A鄭健森  季軍  

香港教育城 

第二十四屈 STEM 

常識百搭探究比賽 

   

4C黃昭怡  

優異獎  

4C吳卓賢  

5C葉貝兒  

5D林靖源  

5D楊雅淳  

5D曾啟曦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22   

4A程謙  

(21-22) 

合唱團（高級組） 

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4B黃詩晴  

(21-22) 

4C蘇子博  

(21-22) 

4C黃昭怡 

(21-22) 

4C胡希宇 

(21-22) 

4C鄭家蕎 

(21-22) 

4C趙綺玥 

(21-22) 

4C韓嘉瑤 

(21-22) 

4C譚樂怡 

(21-22) 

4C何嘉蔚 

(21-22) 

4C張婧潔 

(21-22) 

4D黃煒芯 

(21-22) 

4E鍾熙桐 

(21-22) 

5A鄭詩琦 

(21-22) 

5B彭宇澤 

(21-22) 

5C陳雍然 

(21-22) 

5C黃睿琳 

(21-22) 

5C趙恩婷 

(21-22) 

5C郭倬言 

(21-22) 

5C吳嘉琪 

(21-22) 

5C王恩桐 

(21-22) 

5C張家瑩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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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22    

5D胡梓軒 

(21-22) 

合唱團（高級組） 

金獎  

5D洪晶盈 

(21-22) 

5D陳咏洋 

(21-22) 

5D劉悅頤 

(21-22) 

5D黃凱潼 

(21-22) 

5D楊雅淳 

(21-22) 

5E何泳淇 

(21-22) 

5D鄧佩瑩 

(21-22)  

5D吳采純 

(21-22)  

5E楊智謙 

(21-22)  

6A賴柯睿 

(21-22)  

6B林思柔 

(21-22)  

6C馮貝兒 

(21-22)  

6C洪卓瑩 

(21-22)  

6C林梓榆 

(21-22)  

6C梁隽睿 

(21-22)  

6C羅惠心 

(21-22)  

6C文采兒 

(21-22)  

6C蘇美諭 

(21-22)  

6C楊溵澄 

(21-22)  

6C陳睿謙 

(21-22)  

6C章羨儀 

(21-22)  

6C胡芷惠 

(21-22)  

6D羅卓曼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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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22     

4C張婧潔 

(21-22)  

手鈴及手鐘 

（小學組） 金獎   

5C郭倬言 

(21-22) 

5C姚芷琪 

(21-22) 

5C陳兆崐 

(21-22) 

5C黃睿琳 

(21-22) 

6C蘇美諭 

(21-22) 

6C羅灝晞 

(21-22) 

6C章羨儀 

(21-22) 

6C林梓榆 

(21-22) 

6C吳琋琳 

(21-22) 

6D王浠桐 

(21-22) 

6D程俊軒 

(21-22) 

 GAPSK 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第四十五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6C李芮 

 小學組:自選誦材  

冠軍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元朗區委員會   

2021-2022 年度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全校  團體 優異獎  

「公民責任共承擔，團結同行建未來」專題活動之 

「短片創作比賽」(2021-2022)  

6C張博然 

(21-22) 

小學組 冠軍   

6C高宇熹 

(21-22) 

6C林梓榆 

(21-22) 

6C蘇美諭 

(21-22)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第三十六屆舞蹈大賽   
6B陳芷琪  西方舞公開組  

金獎   6D吳思妤   

教育局外籍老師組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21-22  

6A吳珮如  

季軍  

6A曾善盈  

6B黃栢彥  

6C黃浩翹  

6C羅力舜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6B陳芷琪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Third 

Juvenile & Youth 

Solo Paso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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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6B陳芷琪 

Doble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First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30th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6D吳思妤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Third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Finalist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2全港繪畫大賽(第一季)  
5C張懿淳   

兒童初級組 銀獎  

巴塞羅那藝術學院  2022畢加索國際青少年繪畫大賽(初賽)  金獎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3E梁珞曦    

元朗小學單人組  

牛仔舞決賽   

查查查決賽  

倫巴舞決賽  

鬥牛舞決賽  

森巴舞決賽  

冠軍  

全港小學單人組 

鬥牛舞決賽 

森巴舞決賽 

亞軍 

全港小學單人組 

牛仔舞決賽 

倫巴舞決賽 

季軍 

全港小學單人組 

查查查決賽 

第五名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元朗區小學第十二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4C游榳欣  小學組 銀獎 

3E孫瑋駿  

小學組 優異獎  
4B麥語騏  

4D洪俊銘  

6D姜廷  

ROYAL ACADEMY OF DANCE  ROYAL ACADEMY OF DANCE  6D甘欣琳  

RAD Level 2 Award 

in Graded  

Examination in 

Dance: Grade 4 

(Ballet)  

HIGH MERIT  

香港優才活動協會  二堂兒童鋼琴比賽 2022  1B曾德懿  小學 P1-P3組 銅獎 

康文署  2022-2023香港青年滑板(街式)公開賽-第一站  3B文杰皓  公開賽 第七名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2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5C張懿淳  小五奧數組 銅獎 

柏斯音樂教育   第二屆 GROOVY聯校作曲大賽   

3C李芯攸  初級組 季軍 

3A林芷彤  

初級組 優異  

3C黃鈺堯  

3C黃梓墨  

3D張志恩  

3E黃俊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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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只節錄部分表現突出學生，詳情可見本校網頁 )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獎項 

柏斯音樂教育   第二屆 GROOVY聯校作曲大賽   

中級組 優異  

4C李栢嶠  

4C陳靖森  

4C黃梓彤  

4C楊皓燁  

5C吳卓賢  

5C司徒詠曦  

5C黃嘉昭  

5C張懿淳  

5C彭煜天  

6B卓駿傑  高級組 亞軍 

6C黃睿琳  高級組 季軍 

6B陳芷琪  

高級組 優異    

6B洪曉煌  

6B梁仕燊  

6B彭宇澤  

6C陳兆崐 

6C吳嘉琪  

6C張家瑩  

REVIVE  
Revive Cup International Youth Art Annual  

Exhibition 2022  
4D鄭雅文  Silver Award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美流協會   舞出小天地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2A鄭心悠   

個人 Belly Mejense 

季軍  

個人 Belly Mejense 

最佳服飾獎  

北京廣播電視台  廣播之聲全國青少年語言藝術節  6C李芮  
高小組普通話故事

演講 特等獎  

國際資優教育及藝術協會  第一屆英國倫敦繪畫  5C張懿淳  高小組 金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元朗區小學第十二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6D姜廷  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元朗文藝協進會   華服姿彩賀國慶 Catwalk Show   

6C黃睿琳  三等獎 

5C彭煜天  
優異獎  

4C楊安蕎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你我同心繪未來 繪畫比賽   
6E陳建威  小學組 亞軍 

6D姜廷  小學組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