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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楊楚傑校長

善用電子科技，增強解難能力，促進學習效能。

實踐生命教育，締結和諧關係，燃亮精彩人生。
我要誠心的感謝全體教職員啊！在疫情期間，縱使網課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老

師都是精心設計，努力講解，希望在有限的時間，盡量教曉學生！默書和考試又擔

心同學成績欠佳，老師向校長爭取一至六學生可回校面授，親自面對面教授同學。

復活節之後，老師又爭取九節課堂，希望在各科的課程上沒有缺失啊！甚至全體教

職員願意做病毒檢測，為的是4月19日起全校復課啊！

我要誠心的感謝全體家長啊！在疫情期間，因周遭疫情擴散、或者就業影響了

收入而感不安；子女多留在家上網課學習而影響了親子關係；又擔心子女成績下降、

升班安排不確定而影響了情緒波動⋯⋯但當學校有新措施推行時，家長們均盡力配

合。為的是盡父母「教養」的責任外，也與學校充分的合作，俾使子女在教育上獲

最大的福祉啊！

我要誠心的感謝全體學生啊！在疫情期間，因無法回校上課而「疏懶」了；因

沒有老師看管而「頑皮」了⋯⋯幸好夢芹的小孩均是天父、老師和父母喜愛的小孩，

個個儀容整潔，純樸淳厚，純真乖巧，有禮守規；位位樂於學習，謙虛受教，態度

良好，而且尊敬師長，愛護同學。

經過兩年的病毒勞役，面授與網課交替運作，相信這樣的「學習新常態」一直會延

續下去。無可否認「電子學習」是大勢之所趨，所以我們希望藉著不同的電子科技，激

發學生的好奇心，培養學生解難探究的能力。又從「學校持分者問卷」和「情意及社交

表現評估套件」（簡稱 APASO）調查結果顯示，學校須要以「生命教育」關注學生的
自我形象、親子關係和朋輩關係等等，從而導引學校開啟三年的關注事項如下：

校長的話

主 題
年 度

善用電子科技，增強解難能力，
促進學習效能。

實踐生命教育，締結和諧關係，
燃亮精彩人生。

2021-2022年度 課前預習，誘發好奇探新知
認識與接納

（認識接納主塑你我他）

2022-2023年度 互動課堂，活躍思維難題解
欣賞與肯定

（欣賞肯定多樣美特質）

2023-2024年度 延伸學習，創意解難盡發揮
尊重與和諧

（尊重和諧締結好關係）

顧問：楊楚傑校長
成員：梁頴慈主任、鄧秀芬老師、何麗珊老師、黃順儀老師 1



疫情下的新學習常態
疫情下，我們過了一個不一樣的學習生活，透過

Zoom網上學習，我們很快投入了新的學習模式，這是一
個很好的體驗呀！我們在Zoom除了上課外，仍進行聖誕
崇拜、聖誕聯歡會、德育課和普通話周，活動十分豐富。

此外，我們也會輪流回校面授上課及進行考核。同學們

珍惜每一個學習的機會，高高興興參與其中。

網上聖誕聯歡會多興奮

大家專心考試！

訓育組為服務生送上生日禮物

Zoom下的班照

能回校上課多雀躍！
楊校長歡迎同學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前要量度體温

副科及術科考試在禮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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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芹小舞台—Youtuber
本校生命教育組為家長及同學安排了「夢芹小舞台，個個都係YouTuber」微電影親子

創作。我們相信躲在家中抗疫也可以擁有豐富和不一樣的經歷。透過創意和想像力，家中

也能夠變成最寬廣、最有趣的樂園。

我們收到不少精彩的影片，主題多元化：關懷別人、分享與感恩、考試秘笈、抗疫期

間在家中的小玩意等。透過短片欣賞，我們不但感受到家長及同學的創意與用心，更能從

影片中感受到當中的正能量。雖然在疫情期間遇到不少困難及挑戰，但我們相信疫情總有

完結的一天。在這段艱難的時期，我們更需要互相支持及鼓勵！

3E孔銘禧《S超人》

4E鄭思哲，6A鄭思晴《考試秘笈》

1D房君儒《關懷家人》

1E鄧穎彤《齊畫賀年牛》

1D馮童語《樂在家中》

4D吳維鶱《抗疫喺屋企》

1C李炎桐《分享愛與快樂》

1A黃雅悅，2C黃雅晴《互相關心》

3



六年級校內日營
六年級畢業生雖然在疫情下不可參加戶外教育營，

但在校方安排下，他們穿上耀目的營衣在校度過了愉快

的一天！各班同學和校長、班主任、科任老師拍照留念，

大家互相問好，分享校園點滴。他們充滿活力，留下美

好的一刻。

教室是給我們留下最多快樂片段！

這個隊形真棒呀！
每一個角落都充滿歡笑聲

看！他們既高興又雀躍！ 校長和六年級班主任合照

校長也替我們打氣，疫情下我們要積極向前

6A

6C

6E

6B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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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禮
本年度畢業禮以班本形式在本校禮堂舉行，我們有

幸邀請郭志丕主教為畢業生致訓，同學們獲益良多，必

定銘記於心。感謝歐陽兆基校監為我們祈禱和祝福，亦

為每個畢業生授憑。畢業禮上，播放了畢業生六年的校

園生活片段，大家一起重温以往學習和生活點滴，令人
回味。典禮隨着播放每位畢業生的家庭合照，同學們為

父母送上鮮花致謝，場面十分温馨。孩子畢業了，我們
送上由衷的祝福，願他們前程萬里，邁向豐盛的人生。

6E難忘的時光

6B

6D

6C

6A

同學為家長送上鮮花畢業生致送禮物給班主任

歐陽兆基校監為我們祈禱 郭志丕主教為畢業生致訓

六年級同學獻上畢業歌

家長、學生和老師大合照 5



2020年度第二期學生獎勵計劃
成績優異

1A 關以孝 劉思惠 呂梓渝 4A 劉浠誼 李樂晴 黃敬樂

1B 鄭凱桐 伍紓嫻 蔡煦洋 4B 陳詠君 曾梓朗 謝栢熙

1C 彭梓澄 帥思羽 尹睿熙 楊日芊 4C 莊恩霖 江日騫 李樂希

1D 馮童語 彭滶思 謝庭牽 黃梓萱 4D 吳維騫 鄧悅呈 王佑匡

1E 林思齊 曾梓揚 黃廷佑 4E 鄭芷浟 鄧樂呈 楊汶恩

2A 桂振軒 何焯峰 許柏睿 5A 陳樂姸 鄺臻宜 孫泳卿

2B 郭曉澄 黎卓爾 練子翹 5B 馮欣寧 林昊政 梁曉桐

2C 古知行 林柏喬 黃雅晴 5C 張昊齊 程溢禧 胡幸翹

2D 陳正熹 吳懿澄 舒熙恒 5D 黎戩浩 李希敏 梁子軒

2E 鄭雨翹 李正皓 于清揚 5E 方詩唯 賴澄朗 吳海迪

3A 陳之晴 陳皓揚 鄭詠琛 6A 鄭思晴 莊子鵬 譚靖彤

3B 鄺曉欣 羅希正 楊日俊 6B 陳頌喬 羅天晴 伍卓言

3C 鄭芷晞 顏凱翹 冼文熙 6C 江月羚 文巽陽 鄧紫烔

3D 陳俊諺 何紫韻 殷樂行 6D 許鑫 劉俙彤 李承熹

3E 高嘉豪 李謙正 吳均信 6E 陳一信 黃薏澄 袁烯桐

積極學習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1A 歐紫蕎 關以孝 岑樂謙 劉思惠

1B 曾匡琳 伍紓嫻 陳焯琛 鄭凱桐

1C 楊日芊 梁伊諾 方芷晴 梁樂悠

1D 謝曉瑩 馮童語 彭滶思 謝庭牽

1E 鄧穎彤 林思齊 馬焌麒 李樂柔

2A 石銘晞 黃諾桐 鄭雋熹 何焯峰

2B 何柏濼 劉雅雯 黃柏晴 陳卓行

2C 林柏喬 伍哲侖 伍哲侖 張紫桐

2D 吳懿澄 陳正君 鍾愷瀅 徐衍亮

2E 于清揚 于清揚 羅心意 岑芊妤

3A 李卓妍 陳倍林 孫語彤 陳皓揚

3B 楊日俊 林亦昍 羅希正 林亦昍

3C 朱康翹 易子皓 鄭芷晞 冼文熙

3D 陳俊諺 張鉦輝 李子樂 殷樂行

3E 魯子駿 吳均信 李謙正 李謙正

4A 劉浠誼 楊梓盈 范曉悅 陳穎姿

4B 譚德閱 陳詠君 曾梓朗 陳天霖

4C 莊恩霖 何貝琦 鄧曦妤 潘栢翹

4D 黃樂晴 黃梓蕎 龍冠韜 蘇泳澄

4E 潘琛沂 潘琛沂 楊汶恩 鄭芷浟

5A 李霈祈 劉逸希 鄺臻宜 鄺臻宜

5B 余可澄 林昊政 余可澄 劉凱澄

5C 胡幸翹 張雯媛 傅思睿 楊浩駿

5D 黎戩浩 甘承恩 蘇珈澄 池君臨

5E 鄺家熙 彭潁嘉 江憫晴 方詩唯

6A 黃禧 李嘉琳 林皓晴 林浩然

6B 伍卓言 伍卓言 伍卓言 羅天晴

6C 文羽靖 江月羚 陳芍任 胡迪皓

6D 溫卓琳 許鑫 陳思儒 劉俙彤

6E 鍾穎欣 羅樂謙 馬思航 羅悅寧

成績進步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2A 鄧凱晴 洪子皓 李昊天 李昊天

2B 楊日熙 蘇栢澄 魯子逸 陳韻

2C 李芷游 陳朗澂 謝振軒 李俊琪

2D 劉溢鋒 甄栢希 張芯悅 徐衍亮

2E 陳卓言 李彥翹 董雅文 李正皓

3A 李展濤 陳倍林 李卓妍 李卓妍

3B 黃凱翹 葉霏
羅希正
葉霏

朱韻疑

3C 林莙迅 呂信瑤 楊俊熙 冼文熙

3D 黃俊寧 劉智勇 黃清旻 張鉦輝

3E 蘇凱嵐 徐敖翎 鄭鎧殷 孔銘禧

4A 范曉悅 周俊澍 黃敬樂 —

4B 周苡憲 羅皓倫 吳子謙 謝栢熙

4C 莊恩霖 吳僖紋 鄧茜尹 黎心沛

4D 黃凱晴 江進樂 鄧悅呈 吳維騫

4E 雷正 梁思捷 沈諾勤 江家謙

5A 羅心祈 李霈祈
彭竣言
胡心樂

張紫晴
黎卓誠

5B 廖珮瑜 徐天藍 曾悠 盧佩芝

5C 張婕寧 莫珈芙 程溢禧 黃子琳

5D 陳展毅 李希敏 梁子軒 梁子軒

5E 劉諾謙 李馥希 林卓謙 吳海迪

6A 黃幸然 趙紹焱 趙紹焱 趙紹焱

6B 張昕正 陳衍元 伍卓言 黃昕喬

6C 陳一心 王珈晴 鄧梓彤 文羽靖

6D 賴正琳
劉俙彤
王欣彤

蘇珈勤
徐嘉傑
任樂桁

6E 李臻穎 潘力暚 陳一信
李臻穎

楊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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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女子粵語獨誦比賽季軍 1B郭心怡

三年級女子粵語獨誦比賽亞軍 3E陳紫筠

三年級男子粵語獨誦比賽季軍 3E李謙正

四年級女子粵語獨誦比賽亞軍 4D張巧妮

第十六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特級優異獎 6A譚靖彤 6A黃禧

小六中文（優異獎）

6A莊子鵬 6A馮子銘 6A何語嫣
6A孔安澄 6A關以心 6B陳頌喬
6B蔡程悅 6B羅天晴 6B伍卓言
6B黃琨茗 6C汪婉曈 6D陳思儒

6E陳一信

意義人生—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亞軍） 3C鄭芷晞

初級組（優異獎） 2A許柏睿 2D李昀曉 2E歐梓朗

高級組（優異獎） 5B林昊政

2020-2021年度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徵文比賽

優異獎 6A黃禧 6B羅天晴

身心健康—小學硬筆書法比賽高小組

優異獎 6B伍卓言

英文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男子英詩獨誦比賽（亞軍） 1E黃廷佑

第十六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小六英文組（優異獎）
6A馮子銘 6A麥芷悠 6A譚靖彤
6A謝迦嵐 6A黃 禧 6A黃樂曦

6B羅天晴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秀入圍獎
4E鄭芷浟 5A呂可雯 5B林昊政

6B伍卓言

2021亞洲英文文法大賽（初賽）

金獎 5B林昊政

銀獎
5B周允晴 5B石凱淇 6A關以心

6A黃樂曦

銅獎

4D謝迦晞 5A陳樂姸 5A鄺臻宜
6A莊子鵬 6A馮子銘 6A何語嫣
6A甘愛霖 6A孔安澄 6A林浩然
6A李嘉琳 6A馬焌鏗 6A馬思恩
6A譚靖彤 6A謝迦嵐 6A黃 禧
6B蔡程悅 6B羅天晴 6B伍卓言

從「閱讀到寫作」學界寫作比賽（英文高小組）

亞軍 5B林昊政

入圍獎 5A呂可雯

視藝科
傑出作品獎

鑽石章及傑出作品獎 3D何紫韻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作品展

傑出作品獎 3C鮑昇瑩 6B羅天晴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2020

小學弦樂（豎琴）獨奏—初級組（銀獎） 5A李霈祈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銀獎） 6A林浩然

第十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Let's Rain !!!Let's Sing!!! 

季軍 4B伍芷琳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一級
冠軍 1B吳維朗 4D吳維騫

季軍 4B曾梓朗

鋼琴獨奏三級 亞軍 5B關以南

鋼琴獨奏六級 季軍 6A關以心

宗教
2021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小三獨誦（廣東話）亞軍 3E陳紫筠

香港聖公會救主堂社會服務中心—賽馬會家庭幹線
一點暖意傳社區比賽：「暖意小夥伴」設計

初小組
亞軍 1B吳維朗

季軍 2E羅心意

高小組
冠軍 4D吳維騫

亞軍 6B羅天晴

圖書
2020-2021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比賽

六年級
冠軍 6B羅天晴

亞軍 6B伍卓言

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余可澄

STEM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STEAM科學科技活動日

全校最佳優異獎
項目︰機械人編程

季軍 5E吳海迪

最高分數獎 季軍 5E吳海迪

最佳表現獎 項目︰太陽能船
冠軍 4B曾梓朗

亞軍 4C李樂希

最具創意獎
項目︰馬達船

冠軍 4A黃敬樂

亞軍 4A李樂晴

項目︰太陽能船 亞軍 4B曾梓朗

支援組
街坊小子寫信填顏色比賽

金獎 4D李珈旻

銅獎 5A譚翹津

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

服務 5C王睿楠 5D凌巧澄 6C蕭穎潼

學業 6C葉子霖

體藝 6C鄧紫烔

品格 6D何康寧

訓育組
大埔警區與大埔區及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合辦

抗疫傳情書籤設計比賽

小學組（季軍） 6C汪婉曈

輔導組
聖公宗小學聯校親子比賽

冠軍 6A馮卓謙

季軍 3B馮卓憫

優異獎
1D溫伶 2B譚喬初 4C雷庭

5B石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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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種植比賽
為鼓勵學生透過栽種植物，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及體驗園

藝的樂趣，本校響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一人一花計

劃」活動。我們也邀請了多名家長義工為同學分發花苗，讓

同學的栽種計劃更順利。同學的作品也非常漂亮，花兒顯得

朝氣勃勃。

經過了細心的呵護栽種，終於長出了美麗的石竹花來，以下是部份參加者和他們的作品。

取了花苗，充滿希望，
滿心歡喜回家去

大家樂在其中

家長義工協助分發花苗

老師和家長義工大合照
家長幹勁十足

5B鄭燊悅 「最美石竹冠軍」 6D李皓朗 優異獎6C江月羚 優異獎5A譚翹津 優異獎

4C潘栢翹 「最美石竹冠軍」 4B麥凱晴 優異獎3E吳晞妍 優異獎3D黃睿謙 優異獎3A杜枳瑩 優異獎

2C陳政宏 優異獎2D劉溢鋒 優異獎1B鄭凱桐 優異獎1A林尚賢 「最美石竹冠軍」 1D梅師齊 優異獎

一、二年級低小組

三、四年級中小組

五、六年級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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