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禧恩家書（十一月） 

親愛的同學及家長夥伴: 

主內平安﹗不知不覺，禧恩已經踏入本學年的第三個月了﹗同學

們都在禧恩這個家庭，一直用心向學，共同成長。 

這個月，家長和同學們迎來第一個挑戰 — 第一段考。相信同學

們都付出努力，為考試作準備，只要你們盡了力都是值得欣賞的。現

在同學已經收到考試結果，大家取得滿意的成績嗎？如果取得滿意的

成果，真替你高興，你的努力沒白費﹗如果成績未如理想，請你不要

灰心，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努力學習，下次定必有所進步﹗ 

禧恩除著重學生知識上的增長，也關注學生的身心靈健康，所以

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辦了「戶外學習日」，讓同學在考試過後，到戶外

盡情遊玩和歡笑，好好放鬆。師生們都很享受當天的時光，共同製造

美好回憶。 

即將踏入十二月，禧恩將面對新的挑戰，就是恢復往常的全日制

學習模式。我們希望讓學生在安全的學校環境，有更充裕的學習時間，

增加與朋輩相處的機會，加強社交能力。學校亦會舉辦更多適合同學

的活動，讓大家身心的發展更健康，好好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祝 

主恩常偕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校長 

陶劍幗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學校活動及獎項詳見附頁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學校活動 

日期 事項 內容 

1 家教會 - 校服義賣 家長教師會舉辦校服義賣，收入全數

用於津貼家教會活動。 

4 家教會 –家長茶座 (上學

期) 

為推動家庭和學校的合作，及加強各

家長之聯繫和溝通，家長教師會舉辦

家長茶座，相聚分享，並就孩子的需

要積極向學校作出建議。 

10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QSIP)工作坊 

 

QSIP專業團隊帶領老師們認識觀課

及議課技巧，促進健康的觀課及議課

文化。 

15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本校為小六學生升中面試作出準備，增

強學生面試時的信心、表達能力及應變

能力，特安排全體老師為小六學生進行

升中模擬面試。 

16-23 學校圖書館壁畫工作坊 學生從工作坊認識壁畫製作，並一起

協助完成圖書館內外的壁畫，美化學

校環境。 

17 早讀晨光閱讀時段 小一至小二學生於禮堂進行「老師好

書推介」活動，認識與職業相關的圖

書。 

17/11 

- 

15/12 

家長正向減壓課程 透過互動的分享及交流，協助家長

掌握處理親職壓力的技巧，了解自

己的壓力及處理壓力方法，認識認

知行為模式，進行減壓活動：靜觀

練習，從而增進親子關係 

21 戶外學習日 到上水展能運動村舉行了戶外學習

日，讓同學在安全的環境下，盡情遊

玩和歡笑，讓同學與老師一同渡過一

個輕鬆的上午。 

23 「一人一花計劃」 及種植比

賽 

 

本校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

「2022/23一人一花計劃」，每位學生

均獲派發一株「蜆肉秋海棠」花苗在

家種植。種植期完結後，學生將盆栽

帶回學校進行比賽。 

24-25 沙田區運 學生於課後進行田徑訓練，為沙田區

學界田徑比賽作充分準備，提升學生

的體能及擴濶學習經驗。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8A%E6%B0%B4%E5%B1%95%E8%83%BD%E9%81%8B%E5%8B%95%E6%9D%91?__eep__=6&__cft__%5b0%5d=AZU74832ndh_bQCvj7XJZ89Orn9ByK7tlCJveeJCY8iNTZbIPve0Ztn5YgSoVGiVXBCGDO95d3stZb8XWZvvulsrCtSaZNaGyuZXnPI36hBEmgk-_vm6-MkRg3Si-1kBt6SfJ-lSMSCL7B8G0U-wxvRwdRojNkABA7fRobQGBs00lF__CzMDZ-_znLGjbIHro0hvphNkR2ElOueNOoCofhLA&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B6%E5%A4%96%E5%AD%B8%E7%BF%92%E6%97%A5?__eep__=6&__cft__%5b0%5d=AZU74832ndh_bQCvj7XJZ89Orn9ByK7tlCJveeJCY8iNTZbIPve0Ztn5YgSoVGiVXBCGDO95d3stZb8XWZvvulsrCtSaZNaGyuZXnPI36hBEmgk-_vm6-MkRg3Si-1kBt6SfJ-lSMSCL7B8G0U-wxvRwdRojNkABA7fRobQGBs00lF__CzMDZ-_znLGjbIHro0hvphNkR2ElOueNOoCofhLA&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B6%E5%A4%96%E5%AD%B8%E7%BF%92%E6%97%A5?__eep__=6&__cft__%5b0%5d=AZU74832ndh_bQCvj7XJZ89Orn9ByK7tlCJveeJCY8iNTZbIPve0Ztn5YgSoVGiVXBCGDO95d3stZb8XWZvvulsrCtSaZNaGyuZXnPI36hBEmgk-_vm6-MkRg3Si-1kBt6SfJ-lSMSCL7B8G0U-wxvRwdRojNkABA7fRobQGBs00lF__CzMDZ-_znLGjbIHro0hvphNkR2ElOueNOoCofhLA&__tn__=*NK-R


25 小五、小六購買英文圖書 

 

為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提升英語

閱讀能力，學生購買指定英文圖書，

於英文課堂一同享受閱讀的樂趣。 

26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區本計劃 

「我是小領袖」活動 

透過本活動增進學生的領導能力，讓

學生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下，提升

個人的自信心。 

28-29 CEO 與校長有約 

(11月份：有禮 CEO) 

「有禮」為本月選定的性格強項。每

班兩位有禮 CEO學生參與「和校長有

約」的活動，與校長聊天開會，商討

學校的活動及事務。 

30 

 正向教育暨無功課日 
 

期望透過集體活動、聽故事、小手工

及講座，培養學生積極、樂觀及正面

的態度。是日亦有國家憲法日網上問

答比賽。 

師兄來了講座 

校友會邀請了兩名位畢業生回校與

學弟妹分享「如何實踐自己的夢想」，

成為了飛機師及潛水教練，鼓勵同學

努力裝備自己，實現夢想。 

六年級升中講座 –  

中學校長談升中 

 

為了讓小六學生升中作好準備，於升

中面試時有更理想的表現，校方特意

邀請馬鞍山崇真中學嚴基柱校長為

家長及學生舉辦「升中講座」，講解

如何選校及面試技巧等事項。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學校獲獎獎項 

校外比賽 榮獲獎項 

2021-2022 香港學科比賽 

(決賽) 中文科 

金獎 

6A 陳良澤 6B 林詠詩 

銀獎 

6B 周泓臻 6B 魏嘉泳 6E 羅晴懿 

2021-2022 Hong Kong 

Aptitude Competition (Final) 

First Runner-Up 

6B 林詠詩 

Gold Award 

6A 陳良澤 6B 魏嘉泳 

Silver Award   

6E 黃信樂 



2021-2022 香港學科比賽  

(決賽) 數學科 

季軍 

3C 楊貝恩 

金獎 

2B 侯思詠 3A 張泆曈 6B 林詠詩 

銀獎 

2A 林詩雅 2B 陳筱淇 5A 張詠嫺 

銅獎 

3A 陳思棓 4A 陳港澤 4B 陸穎鋒 6A 陳良澤 

6A 吳峻安 6B 魏嘉泳 6E 羅晴懿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公開
賽 

小四數學組銅獎 

4A 陳港澤 

小六數學組銅獎 

6A 陳良澤 6B 林詠詩 

小六奧數組銅獎 

6B 林詠詩 

第九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2 

亞軍 

6E 張曦文 

一等奬 

4D 陳廸思 

二等奬 

4A 邱爾雅 6B 周泓臻 6B 林詠詩  

6B 魏嘉泳 6B 胡悅儀 

第十三屆超新星舞蹈公開比賽 5-6 歲個人芭蕾舞亞軍 

2B 邱爾澄 

2022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舉
辦舞蹈比賽 

初小組芭蕾舞(集體舞)冠軍 

2B 邱爾澄 

香港舞蹈體育學會 青少年拉丁舞單項 Cha Cha Cha 冠軍 

6D 沈蔚霖 

晉藝舞蹈體育學會 單人獨舞 Cha Cha Cha 冠軍 

單人獨舞 Rumba 季軍 

6D 沈蔚霖 

Feder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Dancing 

(Australia) PTY LTD 

Fifth Grade Cha Cha Cha,Rumba,Jive Silver 

Medal 
 

Third Grade Cha Cha Cha, Rumba 

Bronze Medal 

6D 沈蔚霖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 2022(環球盃)舞蹈表演賽 Rumba,Cha Cha 

Cha 

優異獎 

6D 沈蔚霖 

 



校內比賽 榮獲獎項 

公益少年團 
優秀團隊獎 

積極團隊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良好獎 

向老師致敬「四格漫畫創作比

賽」2022 

冠軍 5C 黃筠雅 

亞軍 6B 林詠詩 

季軍 5D 楊皓然 

優異 6B 林曉儀 6B 魏嘉泳 4B 陸穎峰 

中文科校內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1D 梁恩喬 2B 莫梓燁 3C 楊鴻軒 4D 范恩希 

5A 畢煒略 6A 何詠嫻 

亞軍 

1C 陳文羿 2B 殷承熹 3C 余雅烯 4A 崔俊熙 

5D 楊皓然 6B 潘仟偉 

季軍 

1D 曾樂謙 2A 陳思貝 3C 楊貝恩 4C 何芷晴 

5A 盧宇深 6A 黃逸塬 

優異 

1A 陳語欣 1C 何詩淇 1D 姜殷詠 

2A 林詩雅 2A 馬瀅芯 2C 劉梓鍵 

3A 周子澄 3A 苗愛恩 

4C 黃馨瑩 

5A 梁俊彥 5B 曾佳雅 5C 徐烯瑜 

6A 鄭婷予 6B 曹加恩 6D 沈蔚霖 

In-School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Champion 

1B 駱貝妍 2B 殷承熹 3C 楊貝恩 

4B 莊偉萍 5A 馮沛瑜 6A 鄭婷予 

First Runner-up 

1C 施凱琳 2B 徐凡斯 3C 吳栢霆 

4A 邱爾雅 5C 黃筠雅 6A 陳卓盈 

Second Runner-up 

1C 冼  晴 2A 馬瀅芯 3C 黃梓晴 

4D 范恩希 5C 謝嘉宜 6B 林曉儀 

Merit 

1A 陳語欣 2B 戴可欣 3A 蔡睿霖 

4C 何芷晴 5A 高  意 6A 黃卓穎 

10 月份小班之星 1A 蘋果組  1B 香橙組 1C 香蕉組 1D 李子組 

2A 三明治組 2B 糖果組 2C 冰棒組 

第一段考 榮獲學業獎 (六年級) 6A 何詠嫻 6B 林詠詩 6C 張曦文 6D 沈蔚霖 

6E 馬匡澄 



第一段考 榮獲品行獎 (六年級) 6A 許嘉雯 陳安琪 6B 陳靜欣 林曉儀 

6C 楊燕婷 鄭思美 6D 王泳軍 劉沁悠 

6E 羅晴懿 高雋悅 

第一段考 榮獲服務獎 (六年級) 6A 梁浩晴 陳良澤 6B 張峻銘 HO MAYSON  

6C 張曦文 關鎮耀 6D 蕭汶心 蔡卓妍 

6E 辜榮浚 徐依婷 

第一段考 中文科首三名 
(六年級) 

第一名 

6A 陳安琪 6B 梁栢睿 6B 林詠詩 6C 張曦文 

6D 沈蔚霖 6E 張曦文 

第二名 

6A 蘇柏朗 6C 鄭思美 6D 蕭栢言 6E 馬匡澄 

第三名 

6A 郭婉琪 6B 林曉儀 6C 伍文希 6D 劉沁悠 

6E 溫懿旻 

第一段考 英文科首三名 
(六年級) 

第一名 

6A 黃卓穎 6B 劉  心 6C 張曦文 6D 蔡卓妍 

6E 莫浚嘉 

第二名 

6A 陳楚棋 6B 潘仟偉 6C 麥逸朗 6D 沈蔚霖 

6E 陳心怡 

第三名 

6A 何詠嫻 6B 雷智軒 6C 歐芷珈 6D 劉沁悠 

6E 馬匡澄 

第一段考 數學科首三名 
(六年級) 

第一名 

6A 蘇柏朗 6A 黃子謙 6B 潘仟偉 6C 張曦文 

6D 陳祉恩 6E 李嘉寶 

第二名 

6B 胡悅儀 6B 梁栢睿 6C 林昕陽 6D 姚浩銘 

6E 張曦文 

第三名 

6A 馮柏皓 6C 曾賢彰 6C 葉羿志 6D 蘇嘉祿 

6E 鄭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