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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森森資資訊訊

因本港2019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在三月極為嚴峻，
確診個案屢創新高，政府希望盡量減少社會大部份的活
動，減低感染的機會。就此，政府調整了學校本學年的暑
假安排，將原本在7、8月的假期提前至3、4月，成為特別
假期。

在特別假期期間，同學不能回校上課，也不能外出活動，會感到相當苦悶。因此，本校在
這假期安排不同活動照顧同學及家長身心需要。

在支援同學情緒方面，為了讓同學能定時與老師會面，校方安排每2星期有1節「我和老師
有個約會」的活動，讓同學參與「正向活動」、「玩遊戲」及「談談天」等；另外，「Mine 
Class討論區社工聊天室」能透過與同學暢所傾談，表達自身情緒，讓社工及早發現個案；此外，
學校安排了不同類型的小組，當中包括「我是小『專』家」、「唯我獨『專』專注力提升小組」、
成長的天空及各支援計劃的興趣班等。

在支援家長情緒方面，學校為了讓家長能夠掌握親子之道，也安排了不同主題的講座和工
作坊，包括「疫情中親子衝突的知與行」、「家長如何給予子女性教育」、「親智過濾」和「青
少年抗疫連線—童心抗疫YouAndMe」等活動。

在支援學生學習方面，學校安排了「網上故事演講工作坊」、「上環歷史考察」和「英語
FunFun樂—新來港學童英語小組」；同時亦會善用社區資源，包括：「三月百課」、「e悅讀
學校計劃」和「特別假期．自學加油站」等，以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在支援學生活動方面，學校亦安排了各項活動讓學生參與，包括：豎琴、手鈴板、手鐘、
手鈴等音樂訓練、中國舞訓練、STEM訓練、欣賞「傑出香港運動員陳至鋒激勵本校學生」的短片;
學校更連結社區資源推動學生參與相關活動，包括：「護脊一週」、直播話劇、網上馬術參觀、
線上舞蹈表演、「動腦動身Zoom一鬆」及聯校合唱、東兒及武術訓練等，以提升學生身心健康。

本校在本學年雖然仍受疫情影響，以致學生參加比賽及活動的機會減少，但學生在有限參
賽的項目中，仍然表現突出，成績相當彪炳。其中在「東華三院傑出學生選舉」中，本校學生
柯穎晴勇奪冠軍，表現卓越。另外，其他得獎項目亦表列於後頁的「光榮榜」上，歡迎查閱。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黃偉興校長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電話：2433 1081 傳真：2433 1091  電郵：cysps@tungwah.org.hk
校址：新界青衣青芊街8號 網址：twghscysps.edu.hk 1



In the past, students learned with books and pens. They sat in 
classrooms and listened to their teachers carefully to learn. Their English 
input mainly came from books and their teachers. Nowadays, English 
learning is enriched and enhanced through various e-learning resources.

學學習習焦焦點點

Up-to-date and interesting 
teaching content
With technology, teachers can easily 
adopt materials that suit students' 
needs and interests.  Mult imedia 
materials, like songs, cartoons and 
e-books are al l  good sources of 
language input as they provide audio 
and visual support. Teachers can also 
apply game design elements in various 
learning tasks. Gamification can 
retain students’ attention as well 
as maximize their participation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The 
instant responses provided by 
the e-resources enable teachers 
to reveal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and outcomes. Thus, 
students' learning is closely 
monitored and enhanced.

Self-paced learning
Every student learns differently. Using 
e-resources can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at their own time and at their 
own speed. They can re-visit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 te r i a l s  wheneve r  i t  i s 
needed. It can help consolidate 
students’ learning.

Seamless learning
Learning should not only occur in classrooms or at schools. With seamless learning, students can learn anywhere 
and anytime.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tools allow students to obtain teaching content as well as share their 
opinions outside class. The tools are also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in promoting peer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on.

We are all moving into a digital world. The use of technology has become essential in education.

How students benefit from e-learning 
when learning English

Gamification retains students' attentionGamification retains students' attention

E-learning is a new way to learn English!E-learning is a new way to learn English!

Teachers can make use of the materials online in Teachers can make use of the materials online in 
teaching!teaching!

Teachers can use the instant responses to reveal Teachers can use the instant responses to reveal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All students are actively All student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learning.engaged in learning.

Students can re-visit the teaching Students can re-visit the teaching 
contents.contents.

Digital tools enable students learn and share outside class.Digital tools enable students learn and share outside class.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rning!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rning!

Students can learn at their own Students can learn at their own 
pace.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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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習習焦焦點點 在家抗逆展潛能，挑戰無限小宇宙在家抗逆展潛能，挑戰無限小宇宙
本校一直重視如何發掘同學的優點，並爭取不同的機會

讓同學發揮。故此在特別假期期間舉辦「在家抗逆小任務」
及「1分鐘挑戰站」活動，同學可以好好利用餘暇時間在家
拍攝活動短片，於線上與老師和同學分享，讓假期過得更有
意義。

在家抗逆小任務在家抗逆小任務
抗逆在家，大家會做些甚麼

呢？我們邀請同學分享自己在家中
會進行的活動，務求集思廣益，供
其他同學參考。原來同學們的創意
無限，有不同的本領，給大家驚喜
呢！大家看看他們認真示範的神
態，說不定多加練習後，會成為一
技之長呢！

1分鐘挑戰站1分鐘挑戰站
社工謝SIR及羅姑娘向同學們下挑戰書，先

拍攝介紹短片，示範及講解幾項挑戰的要求，包
括「垂直投放水樽」、「反手接鉛筆」、「反動
直立杯」和「滾動硬幣」，讓同學在限時1分鐘
時間內完成指定動作或做出最多次數，大家猜猜
有多少同學能挑戰成功呢？

垂直投放水樽垂直投放水樽 反動直立杯反動直立杯 反手接鉛筆反手接鉛筆 滾動硬幣滾動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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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靜靜皆皆宜宜

每個小朋友也是獨特的，
演森的小朋友充滿活力，充
滿創意，充滿藝術氣質。自
2017年，我們為學生建立一
個展示成果的小天地"CYSTAR"
畫廊，挑選學生成為「演森畫
家」，展示其藝術作品，讓
藝術的種子變成發熱發亮的星
星。這個活動比預期更受學生
歡迎，也得到家長的支持。特
別是一些喜歡繪畫，但性格較
內向、不善溝通或經常被忽略
的學生，成為「演森畫家」能
讓他們有展示自己才華的機
會，自信心也漸漸形成。至今
已有超過30位學生成為演森
畫家了，在這裏分享一下近年
的畫家及其作品。如大家想欣
賞其他畫家作品，請瀏覽以下
網站。

「疫」境自強，自強不息「疫」境自強，自強不息
「演森精神，發揮潛能！」在逆境中，讓我們自強不息，互勵互勉。即使面對嚴

峻的疫情，面對運動處所關閉，面對日常教學大受影響，但是本校體育科依然積極推
行多項活動。

演森畫家 CYSTAR演森畫家 CYSTAR

sportACT運動獎勵計畫sportACT運動獎勵計畫
於2021年暑假前，響應由康文署舉辦

的 sportACT運動獎勵計畫。"sportACT"的意
義，是讓學生由對運動的認知 (Awareness)開
始，繼而選擇(Choice)各項適合自己的運動，
定立做運動的目標 (Target)，最後付諸實行
(ACT)。透過參與運動，培養學生從小養成運
動的習慣，從嘗試參與、接受訓練、提升技
術以至熱愛運動各階段，充分享受運動帶來
的樂趣，使身心得以均衡發展。
本校逾250位學生參加這個計劃，最後

共有167位學生分別得到金、銀、銅獎。獲
獎學生一起大合照留念，表現興奮。

梁齢心梁齢心

周峻樂周峻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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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靜靜皆皆宜宜 演森體育之星演森體育之星
我們鼓勵學生接受挑戰，在假期和課餘時自行錄製視頻，展現

運動天分，公諸同好；凡是達到預訂水平的學生，均可以成為「演
森體育之星」。
同學們各展身手，以下是其中受歡迎項目，包括以下項目：

如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如有興趣進一步了解，
歡迎瀏覽本科網址歡迎瀏覽本科網址

大字馬大字馬

大字馬（橫向坐地前分腿）大字馬（橫向坐地前分腿）

雙腳內側傳球雙腳內側傳球
滾軸溜冰滾軸溜冰

原地拍球原地拍球

邱汶晞邱汶晞

盧穎希盧穎希

陳
昊言  陳昊

正
陳
昊言  陳昊

正

沈紀彤沈紀彤

葉柏淳葉柏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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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動動花花絮絮

「固體廢物徵費試驗計劃」「固體廢物徵費試驗計劃」
東華三院一向重視環保，減少廢物是其中一項環境策略。適逢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推出「藉廢物分

類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作準備的社區參與項目」，本院全力支持此項有意義的項目，為加強學生對環
保的認識及培養減廢的習慣，本院邀請了環保促進會擔任項目的統籌機構，協助本校進行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測試和安排宣傳教育工作。

其中舉辦了《班際智能回收比賽》及《創意填色比賽》，同學們均投入參與，反應熱烈。

此外在「固體廢物徵費試驗計劃」下，首輛裝設了智能回收箱的「社區智能回收車」於2022年6月
17日駛進本校校園進行宣傳推廣活動，向本校學生介紹智能回收系統，以及可以交往環保署轄下社區
回收設施（包括「回收環保站」和「回收便利點」）的可回收物，包括廢紙、塑膠、金屬、玻璃、慳
電膽／光管、充電池、小型電器和「四電一腦」。學生對「社區智能回收車」反應良好。

透過由環保署及環保促進會舉辦的校園宣傳攤位活動，讓學生了解東華三院主辦「藉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社區參與項目」中垃圾的分類及回收再用，不但能有效減少廢物棄置及增加回收數量，也及早為
實施廢物收費作好準備，各學生踴躍參與，反應良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

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高年級同學也踴躍出一分力高年級同學也踴躍出一分力

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
視障朋友的心路歷程視障朋友的心路歷程 暑期閱讀約章暑期閱讀約章

戶外學習活動日戶外學習活動日

校園宣傳攤位活動校園宣傳攤位活動

城市創科大挑戰決賽(STEM)城市創科大挑戰決賽(STEM)

慶祝中秋節慶祝中秋節

同學使用智能回收箱回收膠樽同學使用智能回收箱回收膠樽 小小年紀已懂得如何把癈物分類小小年紀已懂得如何把癈物分類

「與名人對話」「與名人對話」
——滕麗名小姐滕麗名小姐

一人一花派發花苗一人一花派發花苗
健力士世界記錄挑戰健力士世界記錄挑戰

【摺紙鶴】【摺紙鶴】公益金便服日公益金便服日

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

升旗禮升旗禮

「真心學習你我齊做到」獎勵計劃派對日「真心學習你我齊做到」獎勵計劃派對日

生日之星生日之星

參觀環保車參觀環保車6



榮獲「2021/22年度東華三院 榮獲「2021/22年度東華三院 
傑出學生獎」冠軍傑出學生獎」冠軍

大家好，我是就讀五年級的柯穎晴。
在過去兩個學年裏，我們受疫情影響下不
時轉為網課，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對學習的
興趣，反而令我更珍惜可以回校上課的日
子。在停課其間，我積極裝備自己，參與
不同的繪畫比賽並取得獎項。我比較擅長
以塑膠彩和廣告彩作畫，曾在校內公開展
示自己的畫作。空閒時，我喜歡閱讀一些
關於偵探的書，因這類型的書帶有解謎成
分，可以訓練我的頭腦思維，培養我做任
何事情時都要細心思考，大膽求證。課餘
時，我學習鋼琴和珠心算。我亦明白適當
的運動對我的身心發展有莫大的幫助，所
以我也學習跆拳道，並已考獲藍帶級別。

在職務方面，我擔任風紀、班長、圖
書館領袖生等，這些職務有助培養不同特
質，包括：耐性，責任感和解難能力。我
還很高興參加「英語特工隊」和「stem小
組」，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和其他隊員學
習溝通和合作，如參與stem的比賽，令我
明白到創作一個遊戲是需要不斷嘗試才能
成功，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為大家帶來不
俗的成績。

五年的學校生活，令我認識了很多好
朋友，我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希望在
升中後我們的友誼也能一直維持下去。最
後，我要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對我的信
任，挑選我代表學校參加今年的「東華三
院傑出學生獎」，對我一直的努力給予肯
定。由第一次的校內面試獲得代表資格，
到第二次的面試，我也是抱着平常心去面
對。當我知道成功進入五強後，便為自己
制定一個目標—亞軍或冠軍，因我想為
學校和自己爭取一個更高的名次。直到第
三次的面試亦是最緊張的一次，因不再是
以 zoom形式進行，而是實實在在的面對
六位評判的提問，少不免緊張，但我知道
只要表現出最自然和最真實的自己，一定
能給評判留下好印象。還好最終不負眾
望，成功取得冠軍！願這些寶貴的學習經
驗，與大家互勉，也將會成為我成長中珍
貴的回憶。

現就讀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現就讀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二年級二年級

時光飛逝，眨眼間我已經於周演
森小學畢業兩年了。中學相較於小學
有更多科目和活動，每一天都過得十
分充實，但小學生活仍銘記在我的心
中。感謝母校給予我寶貴的機會，讓
我可以透過這篇文章與師弟師妹們分
享中學的校園生活，並勉勵他們在疫
情其間繼續努力。

首先，我會分享一些讀書的小秘
訣。記得剛從漫長的網課生活回歸到
全日面授課時，面對日益增加的功課
和測驗，我頗感吃力。於是，我在學
習模式上作出改變：每天完成功課後，
我都會預習明天的課堂內容。由於已
經對內容有了基本的認識，當老師再
講解第二次時，重點自然會更深刻。
此外，我會製作筆記。「學而不思則
罔」，我愛用不同的圖表如魚骨圖和
腦圖，把繁雜的知識以精簡方式總
結，相比那些如同機械般死記硬背的
方法，來得輕鬆和有效。另外，如先
訂立能力所及的目標，也是一個保持
學習動力的好方法！

學習固然重要，但我認為課外活
動亦不可或缺。現時，我是學校樂
團、英語辯論隊和英語大使的成員。
除了享受參與活動的樂趣外，最大的
收穫是學習各種能力和與別人合作的
技巧。譬如在進行英語辯論比賽時，
我們需要仔細聆聽對方的論點和論
據，在短時間內作出反辯，當中十分
考驗隊友的相互配合和隨機應變能
力。而在樂團訓練中，我們需要與演
奏不同樂器的同學溝通，了解其在樂
曲中扮演的角色，這樣才能演奏出和
諧美妙的旋律。除此之外，參與課外
活動不僅能達到抒緩壓力的效果，還
可以結識和自己意志相投，一起奮鬥
的同伴。

「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
良。」我堅信只要我們努力不懈，堅
持自己熱愛的事情，定能取得非同凡
響成果，像星星一樣散發出獨一無二
的光芒。我希望能與大家一起向着夢
想飛翔！

榮獲「2021年香港課外活動 榮獲「2021年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獎優秀學生表揚計劃」獎

大家好，我是六年級的王子豪，很榮幸
獲得「2021年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
計劃」獎，感謝學校的推薦和老師的教導。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不知不覺間已是
我加入演森大家庭的第六個春秋了。這些
年，我當過校隊的成員，參加過不少課外活
動，也獲得了不少獎項，給我留下一段段難
忘的回憶。還記得五歲時的我已開始踢足
球，起初曾因就讀低年級而不能參加校隊，
經常感到悶悶不樂。後來經過老師的安慰和
鼓勵，我成功入選了「賽馬會青訓隊」。可
是因語言不通，又成了我訓練時的「攔路
虎」。為此我努力學習粵語，訓練時認真聆
聽，主動發問。「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
於取得進步。到了升上三年級時，我如願以
償進入足球校隊，在林老師和歐陽主任的幫
助下，還成為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有品足
球大使」，代表學校和東華三院參加很多比
賽，獲得了不少獎項，為校增光。比賽時的
場景還歷歷在目：上場前，既興奮又緊張的
心情；賽場上，拼盡全力、勇奪桂冠的信心
與堅持。

在學術上，我喜歡動動腦筋。每一次參
加STEM比賽，張老師都不厭其煩地指導我
修改作品，讓我以最佳的表現參賽，並獲得
不少獎項。我還自學 Scratch、Python等編
程程式，提升自己的能力，好好裝備自己。
這些學習和比賽機會，不但讓我建立自信，
也讓我明白到「一份耕耘，一份收穫」的真
正含義。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同學們，
讓我們珍惜當下，乘風破浪，駛向自己理想
的彼岸。

王子豪王子豪

柯穎晴柯穎晴

莫穎蕎莫穎蕎

演演森森之之星星
演森學生的特質是甚麼？好學？活潑？熱心助人？我們邀請

3位有卓越表現的學生與大家分享，有「2021/22年度的東華三院
傑出學生獎」和「2021年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得主，
也有就讀BAND 1中學、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在疫情下，他們如
何克服困難，讓自己變得更堅強和更有自信？請大家細閱他們的
分享。成功非僥倖，期望下一位分享的同學是「你」！

7



項目 姓名 成績

SPC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01/04/2022)
中級 趙祉匡／薜嘉錡 A等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07/02/2022)小學組
四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陳樂怡

冠軍
五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潘希桐
三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陳樂熹 季軍
三年級女子粵語獨誦 陳美熹 冠軍
六年級男子普通話獨誦 莊言毅 季軍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謝愛曦

優良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陳梓涵／林溥言
三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林晴／顏羨霖／彭芷琳／湯蕊嘉／岑君婥
三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陳子軒／李皓天
四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崔恩諾／梁心悅
四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張嘉豪
五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劉博熹
五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陳湛淳／陳穎霆／何泓翰
六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石凱慈／凌樂悠
六年級男子英語獨誦 何胤熹／葉恒之／陳卓楠
一年級女子粵語獨誦 陳凱彤／陳美澌
二年級女子粵語獨誦 葉沅澄
二年級男子粵語獨誦 鄭棣文
四年級女子粵語獨誦 陳美斯
四年級男子粵語獨誦 黃曉南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獨誦 潘希諾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獨誦 羅梓心／陳樂怡／張瀞潼／李予晴／楊芷旻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獨誦 劉愉豐／陳昊言／張嘉豪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

普通話獨誦
蔡斯蓓／梁齡心／潘希桐／薛嘉錡／黃愷妍

秦子淇／甘嘉慧
小學五、六年級男子

普通話獨誦
陳子進／陳穎霆

葉恒之／王子豪／黃澤川
《畢家滿分的秘密》續寫暨講故事比賽(17/12/2021)

陳美熹 優異獎
SPC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21/08/2021)

初級 趙祉匡／薛嘉錡 A等

項目 姓名 成績

金紫荊盃全港兒童繪畫大賽(29/05/2022)
初級組 沈紀彤 一等獎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29/01/2022)
兒童初級組 盧澤朗 銀獎
2021第廿二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12/12/2021)

小學校際倫巴組

梁皓嘉／吳珮怡
冠軍

小學校際牛仔組
小學4-6初級喳喳喳組
小學4-6初級倫巴組
小學4-6初級牛仔組
小學校際喳喳喳組

亞軍
小學校際華爾滋組
小學校際牛仔組

馬敏悠／蔡巧彤
亞軍

小學4-6初級喳喳喳組
小學4-6初級倫巴組
小學4-6初級牛仔組
小學校際華爾滋組 季軍

小學4-6初級單人牛仔組
吳珮怡

亞軍
小學校際單人牛仔組 季軍

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
大獎—倫巴

吳珮怡 最傑出獎
梁皓嘉／蔡巧彤 優等級獎

陳可晴／馬敏悠／李依琳／吳雨熙
陳熹誼／易熙嵐／蔡梓瑤

最傑出獎

楊芯桓／陳慧欣／吳施澄
優等級獎青少年標準舞及

拉丁舞大獎—喳喳
陳可倩

2022青少年及兒童精英種子選手及香港代表隊選拔賽大賽(12/12/2021)
青少年高級單項D2
單人華爾滋組(9-11歲)

吳珮怡

亞軍

青少年高級單項D2
單人喳喳喳組(9-11歲)

季軍
青少年高級單項D2
單人倫巴組(9-11歲)
青少年標準舞及

拉丁舞大獎—喳喳
最傑出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第28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30/10/2021)
單人Jive 梁齡心

亞軍
雙人Jive 梁心悅

單人Jive／單人Rumba 蔡斯蓓 季軍
單人Jive／單人Rumba 梁心悅 亞軍

東區舞蹈節錦標賽(3/10/2021)
兒童青少年組Solo Rumba 梁齡心

冠軍
兒童青少年組(雙人)Jive 梁心悅
兒童青少年組(雙人)Jive 蔡斯蓓 亞軍
兒童青少年組Solo Rumba 梁心悅 季軍

項目 姓名 成績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21(21/11及19/12/2021)
色帶A組蠅量級別 陳泓希 季軍
男童色帶組 郭柏希 季軍

2021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27/11/2021)
Group C-34 kg 洪朗睿

第二名
Group B-34 kg 陳昊言

青衣區運動會(01/11/2021)
男子乙組跳遠 何量行 冠軍
女子甲組鉛球 甘熹穎

亞軍
女子乙組跳高 張凱晴
男子甲組跳遠 余梓楠
男子甲組60米 張俊佳
男子甲組跳高 陳樂言

季軍
女子乙組200米 薛嘉錡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17/10/2021)

男子9歲200米個人四式 盧澤朗 亞軍
葵青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周年羽毛球比賽(01/10/2021)

12歲以下女子單打 張芷瑄 季軍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杯闖關賽(第二關)(26/09/2021)
英雄少年武術操(小學組) 陳子軒 進步獎

年級 姓名 成績

積極模範生(上學期)(09/2021-02/2022)
三年級 陳子軒／卓嵐

/五年級 潘希桐／薛嘉錡
六年級 蔡巧彤／石凱慈

健力士世界記錄挑戰(22/12/2021-05/01/2022)

三年級 顏羡霖
摺紙鶴數量：

976
六年級 陳樂桐 558
五年級 黃曉茵 376
三年級 陳子軒 371
五年級 李子軒 350
三年級 郭宛霖 330
五年級 楊天貽 300
一年級 黃凱晴 300
一年級 葉皓月 262
五年級 邱子悅 250

2021網上法律小遊戲(11/2021)
三年級 陳子軒 金獎

童樂‧童行義工計劃(03/2021-11/2021)
五年級 趙祉匡 參與證書

葵青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獎學金計劃(18/11/2021)
六年級 甘熹穎／梁諾軒／陳樂桐／馬敏悠 參與證書

美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23/10/2021)
二年級 陳昊正／溫崇希

銅獎四年級 林駿軒
五年級 潘希桐

顧問：黃偉興校長 主編：梁婉玲老師
鳴謝： 温秀菁主任、馬文輝老師、 

謝國威社工、羅玉萍姑娘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

2021-20222021-2022年年度度光光榮榮榜榜
（獎項未能盡錄，完整版本請瀏覽本校網頁）（獎項未能盡錄，完整版本請瀏覽本校網頁）

語言藝術獎項語言藝術獎項

體育獎項體育獎項

其他其他

藝術獎項藝術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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