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2021-2022 禧恩家書（十月） 

親愛的同學及家長夥伴: 

 開學不經不覺已兩個月了，同學們都逐漸適應學校生活。校園充

滿了闊別已久的小朋友歌聲笑聲及令老師們精神一振的奔跑聲，學校

已回復昔日朝氣勃勃的樣子。 

  學校除關心學生學習書本知識外，亦關心學生不同方面的多元發

展。因此，由九月尾開始，不同類型的興趣班在周六陸續展開，期待

參與已久的同學都踴躍報名，所有興趣班都在短時間內爆滿，有些家

長反映興趣班一位難求，對成功報名的同學羨慕不已。下一次開興趣

班時，家長同學如有興趣，不要猶疑，要盡早報名啊! 

  知識及興趣外，校方更關心的是學生的個人品格培養及情緒管理。

我們知道近兩年來的疫情陰霾或社會氛圍可能會無聲無色的影響了同

學們的品格情緒。校方不敢掉以輕心，所以，我們把「正向教育」訂

為學校的關注項目之一，期望透過不同類型的計劃活動，啟發學生學

習積極正向的價值觀，無論將來順境逆境，都會勇敢積極面對。 

     

    祝 

主恩常偕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校長 

陶劍幗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學校活動及獎項詳見附頁 



二零二一年十月學校活動 

日期 事項 內容 

 禧恩繽紛 Time 於 10月份開始於星期五隔周進行，透過提

供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在不同的智能

範疇中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功課輔導班 為符合資格學生於 10月份開始於星期二、

四、六，以視像網課及實體課兩種形式，

進行課後功課輔導。 

 「禧恩正向特工」校本輔導活動

計劃 

於 10月份開始推行，透過認識及發掘自身

擁有的性格強項，培養學生正面情緒。 

2 參觀「挪亞方舟」區本活動 透過結合玩樂、遊學和大自然元素於一體

的多元化設施及活動，讓學生在參觀寓教

於娛的展覽及活動時，建立正面價值觀。 

4 

 

普通話大使早安 於 10月份內在學校入口由一班普通話大

使，迎接同學回校，禮貌地送上親切的問

候。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4/10-13/5) 
鼓勵同學在平台上閱讀一篇文章並完成練

習，以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e悅讀學校計劃 

(第一期 4/10-23/1) 

  

設立校本電子書，建立校本「閱讀組合」，

提供適合小學生，涵蓋不同題材和程度的

優質中英文電子書予學生閱讀。 

8 

 

哈拿家庭小組(第六期) 

(8/10-29/10) 
逢星期五 9:10-10:40舉行，以建立家庭間

支持關愛，共享信仰奇妙，分享孩子成長

心得、學習和諧粉彩製作心意卡。 

無冷氣夜 2021 鼓勵參與家庭由當天晚上7時至翌日早上7

時不開冷氣，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9 小一級會 邀請小一家長出席，讓家長可更早了解小

一學習情況，協助小一學生更快適應小學

生活。 

11 2021/22一人一花計劃 派發「三色堇」花苗在家種植，於二月份

將盆栽帶回學校進行比賽，用以美化校園

或送贈附近的社會服務團體。 

12 小五升中須知家長會 講解升中須知，以讓小五學生及家長對升

中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準備。 

15 周會（高級組） 向學生講解及認識「國旗、國歌和區旗」

及升旗禮儀。 

16 周六興趣班及升中面試預備班 二十多個興趣班開始，讓同學有不同的學

習經歷，發展自已的興趣。升中預備班主

要是訓練同學面試能力，以提升他們面試

的信心。 

18 

 

火警演習 讓學生熟習走火路線，一旦發生火警時，

可減少混亂及危險。 

小六學生專訪校友校董徐摯情博

士 

邀請徐摰情博士接受本校學生訪問，分享

成長點滴，為師弟妹帶來正面鼓勵。 



19 

 

「如何避免子女接觸網上不良資

訊」家長講座 

防止兒童接觸網上不良資訊，協助家長保

障子女在互聯網上的安全。 

英語大使早安 英語親善大使和外藉老師在早上以英語跟

同學們親切地說聲早安，讓同學們快樂地

開始上課。 

20 「健康孩子從正向開始」家長課

程(20/10，27/10，3/11) 

使家長們明白「正向思維、說話、管教」

的重要性，提升家長們抗逆能力、親子親

密能力、正面說話能力及正能量。 

23 女童軍全港賣旗日 2021 為助香港女童軍總會拓展青少年會員活動

及新總部大樓發展計劃籌募經費，並提供

機會讓學生接觸社區內不同人士，豐富其

學習經歷。 

26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揭票及監票 家長教師會代表進行揭票及監票，選出第

十六屆家教會執行委員名單 

27 Monthly English Day 為同學每月準備一個節目豐富的英語日，

讓小朋友透過各類有趣的活動學習和使用

英文，令他們學習英語的道路上事半功倍。 

29 國情教育暨無功課活動日 是日全日活動，老師在各科滲入涉及中國

文化的不同學習元素，讓同學了解中國文

化，引導他們多從欣賞的角度去了解中

國，亦啟發他們更了解中國在世界的角色

和個人的關係。 

30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親子農

莊暨分享會 

透過親子日營活動增強學生與家長之間的

親子關係，提昇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及

創造美好家庭回憶。 

 

二零二一年十月學校頒發獎項 

校外比賽 榮獲獎項 

全港奥林匹克數學挑戰賽 P3數學組  3C 朱子朗 亞軍 

香港數獨王爭霸戰 2021 小學高年級組 優異獎  

6A 楊庭之 6A 黃澧棓 6A 戴梓峰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20-2021 小學數學滿貫盃決賽  

銀獎 5A 陳良澤 5B 林詠詩  

銅獎 3C 陳港澤 5A 陳良澤 5B 林詠詩 
 
2020-2021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3C 陳港澤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 世界 STEM暨常識公開賽(決賽) 

銅奬 

4A 許越晉 6A 戴梓峰 6A 梁芷悠 6A 黃振林  

6A 李鴻嫣 6B 林穎浠 6B 周子淇 

香港綠色日 2021 創意填色比賽 優異獎 

4C 黃筠雅 5A 吳峻安 



Dance World Cup Asia 舞蹈世界盃 2021 香港區外圍賽 

少年組群舞 冠軍 5E 魏嘉泳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比賽  

芭蕾舞（單人 7-9歲） 

冠軍 3B 邱爾雅 

晉藝舞蹈體育學會 標準舞拉丁舞公開賽及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 

CHA CHA CHA亞軍 5A 陳楚棋 
 
標準舞拉丁舞公開賽  
青少年雙人 CR 冠軍 5A 陳楚棋 
青少年雙人拉丁舞 冠軍 5A 陳楚棋 
青少年雙人 CJ 冠軍 6E 郭梓山 

青少年獨舞雙項 CR 亞軍 6E 郭梓山 

青少年獨舞三項 CRJ亞軍 6E 郭梓山 
青少年獨舞雙項 CJ 優異獎 5A 陳楚棋 
 

Feder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Dancing(Australia) PTY LTD 

Cha Cha Cha,Rumba, Jive -Latin American Faculty 
Silver Medal 5A 陳楚棋 6E 郭梓山 
Bronze Medal 6E 郭梓山 
 
Cha Cha Cha,Rumba,American Faculty   
Bronze Medal 5A 陳楚棋 

全港少年棒球聯賽 U11 亞軍 6A 吳家潤 

豐生跆拳道公開賽  

 

搏擊組 冠軍 4C 黃匯智 

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21 音樂比賽 

(2021-2022年度) 

兒童流行聲樂組 

一等獎 5A 陳安琪 5A 陳惠瑜 

二等獎 5A 陳浩然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2020-21年度) 小學歌唱組獨唱  
金獎 5E 馬匡澄 
銀獎 2C 曾柏豪 5A 郭芷程 6A 李奕晞 
 
小學鋼琴獨奏 
初級組 銀獎 3D 劉蔚 銅獎 6B李綽維 
中級組 銅獎 6A 楊庭之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 初級組 金獎 5B劉心 
小學合奏(牧童笛)銀獎 6A 李奕晞 6B陳浠漩 
 
小學合唱 銀獎 
6A組 
鄭一洋 李愷晴 李夢晴 李奕晞 李鴻嫣 梁芷
悠 吳家潤 徐曦琳 翁怡賀 黃澧棓 胡慧妍 
伍宸熙 楊庭之 姚昊伽 張綺玟  
6B組 
陳浠漩 陳琦琦 陳唯唯 張芯嫚 高  想 何沃
軒 李綽維 梁沁潔 林穎浠 張梵希 曾柏予 
 
e-樂團 (小學組) 金獎 
6A 梁芷悠 6A 楊庭之 6B 梁沁潔 6B 曾柏予  
6D 張  進 6D 李蕊瞳 6D 黃柏甄 
 
手鈴及手鐘 (小學組) 銀獎 
4A 高 意  4A 馬瀅恩 5A 郭芷程 5B 劉  心 



5E 張曦文 6A 李夢晴 6A 李奕晞 6A 徐曦琳  
6A 張綺玟 6B 陳浠漩 6B 陳琦琦 6B 陳唯唯 
6B 張梵希 6D 鄭峻怡 6E 李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