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2020-2021年度開始，本校把三至六年級常識科的內容
分拆為「科學」範疇和「綜合人文」範疇，「科學」範疇部份

與電腦科整合為「科學與科技科」，目的是透過老師的專業知

識設計課程，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計算思維的能力及運

用資訊科技的素養。學生通過動手做的實驗，深化對科學原理

的理解，他們更利用編程和實際操作，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

題。評估方面，本科採用多元化評估，例如：學生利用日誌來

記錄過程中的得著，以全面反映學生整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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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的創意與實踐

學生在第二屆一生一發明創意設
計大賽奪得高小組創意設計盃。

學生利用Gigo積木組件製作
天平，在天

平上的不同
位

置擺放重物，
以理解槓桿原

理及生活上應
用的方式。

學生動手進行實驗：測試
過濾物料的疏密度及擺放
物料的次序後，製作一個
最具過濾效能的濾水器。

學生利用mCore主控板及感應器測試水質透光
度的讀數，再利用所得讀數進行編程，最後製
作一個水質探測儀，以提醒工友叔叔適時更換
魚缸內的水。

學生利用科學原理不斷優化紙飛機的設計，在比賽中獲得殊榮。

學生動手進行實驗：測試不同物料的保溫

效能，製作一個最具保溫效能的保溫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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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環保教育」作為主題，讓學生透過「理論」、「外展」及「實踐」，
培養學生以積極的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去面對社會上的真實環保議題所帶

來的嚴重性，讓他們嘗試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及建議，實踐綠色生活。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Green Starter –綠色生活  永續發展

一日「小農夫」體驗，讓學生體驗「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Green Starter將自己辛
勞種植的

成果，

製作成美
味的沙律

。

Green Starter在校內的日常農務工作。 環保紙製作工作坊。「原來食物真係得來不易！」

學生正在參觀外區的「環保雜貨裸賣店」。

學生以有機物料製作環保蚊香。

帶學生到其他地區，認識當地
社區的環保措施。

為環保親子工作坊作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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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開創先河，由全方位學習組及培育組一起合辦為期三天的全方位主題活動體驗
周，主題為「我信我行」。學生從多角度觀察及探究事物，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提高培養

學生正面積極價值觀、加強學生的正向情緒管理、改善情緒行為及提升抗逆力、建立正面

形象，提升個人自信及成就感。全方位活動引導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及態度，而三天

活動亦十分精采，全校上下一心為同學打氣及引導他們更認識自己及關心別人，家長亦十

分投入及欣賞活動的意義。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全方位體驗活動周–「我信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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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本校教師在不同的領域均表現出色，屢次獲得學界邀請擔任分享嘉賓，
與本港或境外同工交流心得。

讓專業流轉–分享教育心得無遠弗屆

主辦機構 分享主題 講者
教育局中文組 如何規劃校本教師的專業發展 張竹雅老師

澳門英語教學協進會
Multicultural Language Arts Program in KS2

多元文化學習單元
陳伊婷老師

香港教育城 推行STAR 2.0的方法和成效 陳伊婷老師、楊佩慈老師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QSIP） 不一樣的支援，不一樣的成果

梁潤蓮校長、李翠凝老師及
岑麗貞老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如何在小學常識科推行資優教育 蘇偉恒老師

Apple - 20-21 Apple Learning Academy BYOD ipad Primary School  
分享本校如何在音樂科推行電子教學

吳麗清老師、方健愉老師及
劉婉玲老師

教育局體育組 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園 曾慶威老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照顧高能力學生的情意教育 黎嘉城老師

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   
「正向教育聯校教師交流會2022」 正向教育經驗分享

洪麗芬老師、方健愉老師及
黎嘉城老師

校園閱讀–滿溢創意和互動
  本學年積極嘗試把閱讀與人和環境連繫起來，從而製造一
個豐富、活潑、有趣、互動的閱讀環境，讓閱讀「動」起來。

全民造星─為提升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及營造閱讀的快樂時
光，善用特別假期舉辦了「講故事比賽」，並由全校師生網上投
票選出「伊分講故事之星」，好讓同學互相觀摩、欣賞、學習。

Chill閱聖誕─把閱讀報告化身為聖誕卡，向同學和老師分享閱
讀心得，藉此提升寫作的趣味，並學習分享的美德。

緣份書中尋─製造機會讓學生及老師一起交流共同
喜歡的圖書，提升閱讀的趣味和深度。交流後，老師
還會送一份紀念品予同學，以示鼓勵。

歡迎掃瞄二維碼，欣賞學生講故事的表現。

英文科到香港教育城分享
Star 2.0的用法和成效。

數學科向來自香港
及澳門超過600位學校領

導及中層教師分享
學校改進的實踐經

驗。
常識科分享本校如何實踐資優教學策略。五年級英文拔尖班學

生在課堂的互動。
中文科分享本校科本教師
專業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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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全民造星─為提升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及營造閱讀的快樂時
光，善用特別假期舉辦了「講故事比賽」，並由全校師生網上投
票選出「伊分講故事之星」，好讓同學互相觀摩、欣賞、學習。

2021-2022年度活動成績報告（9/2021-6/2022）
卓越成就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2021–2022 學首獎6C王邱越  6E陳芷喬
優異獎： 6D林君妍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6E陳芷喬
2021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獲獎：6E陳芷喬
2021-2022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傑出學生 獲獎：3E廖皓麟 5D何穎熙 6E陳芷喬

2021-2022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保護環境大使金獎：5C 賴卓藍
傑出學生保護環境大使銀獎：5C張凱琪
傑出學生保護環境大使銅獎：6A 羅希桐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異獎：13人 (名單見QR Code) 

語文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普通話季軍：5B吳凱琳
普通話優異獎：7人 (名單見QR Code)
中文優異獎：12人 (名單見QR Code)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中文組)
小六中文優異獎：6B龍彤彤 6C王邱越 6D徐藝菲 6D林巧彤 6E陳芷
喬 6E林芊姸
小六中文良好獎：6人 (名單見QR Code)

2021-2022香港學科比賽(中文科) (上學期)

冠軍：1A孫鎧澄 2A陳臻正 3D李卓嵐 5B楊智傑 6A陳嘉晴 6B鄒永樺
 金獎：2B吳芊蕊 3A曾奕晞 3D林暐堯 3E黃卡晨 5B方俊然 5E林巳祺 
6C王邱越 6E陳芷喬
銀獎：1B王浚錡 2B陳昱嵐 2D魏梓萱 6B郭懿德   
銅獎： 5人 (名單見QR Code)      

 2021-2022香港學科比賽 (中文科) (下學期)

冠軍：1A孫鎧澄 3D李卓嵐 
金獎：2A陳臻正 2D劉溢飛 2D魏梓萱 3E廖皓麟 3E黃卡晨 4A孫煒承 
5B楊智傑 6A陳嘉晴 6C王邱越 6E陳芷喬
銀獎：2B吳芊蕊 2C黄沛嘉 5C張凱琪 5C毛朗迪 5E林巳祺 6B郭懿德
銅獎：8人 (名單見QR Code)

候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特等獎：5A鄭喜文 5A韋茹馨 5A黃凱彤 5E關尚禛 5E黎泳嵐                                
優異獎：5E陳真真 5E郭美詩  5E林已祺 5E羅學蘊 5E吳曉君

道地2021年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5E林已祺

第八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硬筆書法比賽初級組優異獎：2C 陳睿晞 
硬筆書法比賽高級組優異獎：4A 李俊瑛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2 銀獎：黎心悅
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 優異獎：5A黃凱彤  6B張純語  6B鄒永樺  6D陳嘉俊 6E黎心悅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作文入圍賽 二等獎：6A 陳嘉晴  6D 陳芷喬
  三等獎：10人 (名單見QR Code)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英文冠軍：2D陳真希 英文亞軍：3A曾奕晞 
英文季軍：5D何穎熙 
英文優異獎：24人 (名單見QR Code)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英文組) 小六英文特級優異獎：6E林芊姸 
小六英文優異獎：6A陳嘉晴 6B郭懿德 6B龍彤彤 6C王邱越 6D傅苑盈 6D康
融 6D林巧彤 6D林君姸 6E黎心悦 6E陳芷喬 
小六英文良好獎：2人 (名單見QR Code)  

2021-2022香港學科比賽(英文科)(上學期) 金獎：1A孫鎧澄 2B危梓朗 2B鄧曉霖 2E李正弘 3B李梓筠 3D李卓嵐 4A王梓
熔 4A危紫琪 6A陳嘉晴 6C王邱越 6D林巧彤 
銀獎：1A何蕎希 1B劉曉霖 1C鄧巧琳 1C羅曉琳 1E鍾梓謙 2A陳臻正 3E黃卡
晨 4A孫煒承 5D何穎熙 6D林君姸 6E林芊姸 
銅獎：43人 (名單見QR Code)

2021-2022香港學科比賽(英文科) (下學期) 冠軍：1A孫鎧澄6A陳嘉晴 
金獎：1B徐浩禮3E黃卡晨4A孫煒承4D陳晁賢6E陳芷喬 
銀獎：1A何蕎希2C黄沛嘉4C王晞桐5A程子珊5B楊智傑5C張凱琪5C毛朗迪 
銅獎：14人 (名單見QR Code)
                                        

2021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金獎：6A羅希桐 
銀獎：2C林芊心 3A曾奕晞 4B余穎妍 5D何穎熙 
銅獎：14人 (名單見QR Code)

第二十二屆元朗區小學英文說故事比賽 優異獎：5D何穎熙
認識《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6E林泳昕  

優異獎：5D蘇家朗 5D周榮燦 4B胡承彥
2022年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 普通話散文亞軍：5A鄭喜文 

普通話散文季軍：5E羅學蘊
2022第二十五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
比賽

五年級A組獨誦季軍：5A鄭喜文

2021-2022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異獎： 2A廖韻希
2022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亞軍：1A吳冠希 季軍：4E丁梓瑜 5B吳凱琳 

優良：2B陳昱嵐 4D陳熹 5A鄭喜文 5E羅學蘊
「欣賞」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3A 鄧可愉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作文初賽 一等獎：5D江慧源 

二等獎：5A黃凱彤 5C張凱琪 5D歐芷鈴 5E關尚禛 5E羅學蘊 6A陳嘉晴 6D 陳
芷喬 
三等獎：6人 (名單見QR Code)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作文決賽 二等獎：6A 陳嘉晴  6D 陳芷喬 三等獎：10人 (名單見QR Code) 
思維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 數學急轉彎亞軍：6C王邱越 6D林君姸 6E林芊姸
 全場殿軍： 6C王邱越 6D林君姸 6E林芊姸

2021-2022香港學科比賽(數學科)(上學期)
冠軍：3D李卓嵐 
金獎：1A孫鎧澄 2D馮紫晞 2D劉溢飛 2D魏梓萱 3A曾奕晞 
3E黃卡晨 3E黃梓同6A陳嘉晴 
銀獎：23人 (名單見QR Code) 銅獎：13人 (名單見QR Code)

2021-2022香港學科比賽 (數學科) (下學期)

冠軍：1A孫鎧澄  2D劉溢飛 3D李卓嵐  
金獎：1E陳恩以 2B陳昱嵐  2B吳芊蕊  2C黄沛嘉  2D魏梓萱
2D盧熙文  4A孫煒承  5B楊智傑  6E陳芷喬 
銀獎：21人 (名單見QR Code)
銅獎：19人 (名單見QR Code)

第十三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推理偵探冠軍：  6E劉瑞安
個人賽一等獎：6A李嘉堃 6E陳裕文 6E劉瑞安 
個人賽二等獎： 6A陳嘉晴 6D林巧彤 6D楊浩穎

2022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2B吳芊蕊 2C徐韵軒 
二等獎：                                                                 
2B危梓朗 2E鄧卓安 3C林映彤 3D曾諾怡 4A危紫琪 4A李俊瑛 4C馮皓維 5B
楊智傑 5D何穎熙 5E趙惜墨 6C王邱越 6E林芊姸 6E劉瑞安
三等獎：28人 (名單見QR Code)

2022華夏盃初賽 (因疫情,網上比賽不設金,銀,銅獎)    
獲獎學生：37人 (名單見QR Code)

第二屆香港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及第二屆一
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

初小最遠 一等獎：3A 陳澤銘 3A 鄧凱麟 
高小最遠 一等獎：6D陳淮漳 6D湯沚軒 
飛行距離最遠 盃獎：3B林椲舜3B林椲善3B梁珈瑜 3B鄧振鋒3C吳凱欣 3D
吳鍵烽 3D曾諾怡 6A周樂言6A李弦羲 6C許博文 
紙飛機造型設計及創意故事演繹 盃獎：4B李思雅 4E梁雅婷 5A陳子樂 5B
黃城熙  
滯空時間最長 盃獎：6A李弦羲 6C張智傑 
第二屆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 金獎：5A周子蠡 5C毛朗迪 6A何曉宜 6A
王銘熙 6B郭懿德 6B林宥成

2023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晉級賽

金獎：6C王邱越 
銀獎：5D何穎熙 
銅獎：2D馮紫晞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銀獎：2A陳彧勤2D馮紫晞2D劉溢飛3D曾諾怡5D何穎熙 5E趙惜墨6B郭懿
德 6D林君姸6E林芊姸 6E劉瑞安 
銅獎：3D林暐堯5A陳思妤5B黃城熙5D周承曦5E趙惜墨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晉級賽)

一等獎：5D何穎熙 6C王邱越 
三等獎：2D劉溢飛3D曾諾怡6A李嘉堃

音樂
第74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2022） 五級鋼琴獨奏：金獎 (組別冠軍) 5D 何穎熙 

四級鋼琴獨奏：銀獎 (組別亞軍) 3D 林暐堯  
一級鋼琴獨奏：銀獎 1A 陳卓琳 2B 吳芊蕊 2B 黃鉉淨
二級鋼琴獨奏：銀獎 1A孫鎧澄 4C 陳卓瀅 5E 郭美詩
三級鋼琴獨奏：銀獎 2D 簡文軒 3B 鄧振鋒 3E 廖皓麟 5C 黃絲綸
四級鋼琴獨奏：銀獎 5B 吳凱琳 5E 關尚禛 6D 林君姸 6E 林芊姸 
 一級小提琴獨奏：銀獎 4D 徐子灝 
一級鋼琴獨奏：銅獎 2B 張靜悠 2C 吳芷恩 5B 鍾德頤
二級鋼琴獨奏：銅獎 3B 陳彥鋒 4B 林諾熙
 三級鋼琴獨奏：銅獎 4A 孫煒承 5C 張潁柔 6C 黃尹祺 6D 陳芷晴                                                                              
一級小提琴獨奏：銅獎 1A孫鎧澄 
二級小提琴獨奏：銅獎 5C 張凱琪 5C 賴卓藍
  級小提琴獨奏：銅獎 4A 孫煒承 
大提琴獨奏(中級組)： 銅獎 5A 鄭喜文 
五級小提琴獨奏：銅獎 5A 鄭喜文

2021粵港澳大灣區正能量音樂大賽
(香港賽區)

結他：冠軍 5C賴卓藍 小提琴：季軍 4D徐子灝 
五級鋼琴：季軍 5D何穎熙
二級鋼琴：優秀 1A孫鎧澄 1B王浚錡 5C黃絲綸 
三級鋼琴：優秀 2D簡文軒
四級鋼琴：優秀 4A孫煒承 5E關尚禛 6D林君姸 6E林芊姸 
五級鋼琴：優秀 5A 鄭喜文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
邀請賽

鋼琴獨奏：銀獎 5D何穎熙 鋼琴獨奏：銅獎 6D林君妍 6E林芊妍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鋼琴金獎：5D何穎熙  大提琴銀奬：5A鄭喜文 
鋼琴銀奬：3B鄧振鋒 鋼琴優異奬：5E關尚禛 
流行鼓優異獎：4C黎善行

2022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鋼琴小學組冠軍：5D 何穎熙 大提琴小學組亞軍：5A 鄭喜文  
鋼琴小學組季軍： 4C 陳卓瀅
鋼琴小學組優異：1A 孫鎧澄 4A 孫煒承  5C 黃絲綸 
小提琴小學組優異：4D 徐子灝

2022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鋼琴中童組金獎 (進入複賽) ：5D 何穎熙 鋼琴幼童組銀奬：1A 孫鎧澄 
鋼琴兒童組銀奬：3D 林暐堯 鋼琴兒童組銀奬：3E 廖皓麟
鋼琴兒童組銀奬：4A 孫煒承  鋼琴中童組銀奬：5E 關尚禛 
鋼琴中童組銅獎：5C 黃絲綸

體育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比賽2021 全場隊際總冠軍 女童色帶A組冠軍： 5A陳思妤

男童色帶A組冠軍：5E尹子龍 季軍： 6C吳林峯 6A王銘熙
第十二屆全港跳繩挑戰賽2022 30秒後雙腳速度賽冠軍：3C蔡樂瑤

30秒前雙腳速度賽冠軍：3C蔡樂瑤 3D曾諾怡 3D羅心悅
30秒開合跳速度賽冠軍：3B竺亞坤
30秒單車步速度賽冠軍：3A陳凱琳 3D曾諾怡
30秒滑雪跳速度賽冠軍：3D曾諾怡
30秒朋友跳速度賽亞軍：1C羅曉琳 1D許卓翹 3C蔡樂瑤
30秒前雙腳速度賽亞軍：1A陳浚謙 3B竺亞坤 
30秒後雙腳速度賽亞軍：1D許卓翹 3B竺亞坤 3D同偕倩 
30秒開合跳速度賽亞軍：1A陳浚謙 2D劉溢飛 3D曾諾怡                    
30秒前雙腳速度賽季軍：1A陳卓琳 1B楊峻皓 1C羅曉琳 1D許卓翹 2D
劉溢飛 3C吳凱欣 3D溫烙兒 
30秒朋友跳速度賽季軍：3C吳凱欣                                                           
30秒前交叉開速度賽季軍：2D劉溢飛                                                     
30秒後雙腳速度賽季軍：1B楊峻皓 1C羅曉琳 3C吳凱欣 
30秒單車步速度賽季軍：3D周偕美 
30秒開合跳速度賽季軍：3D周偕美 
30秒滑雪跳速度賽季軍：3D周偕美

2021-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跳遠亞軍：5A陳思妤
男子乙組100米季軍：5D蘇家朗
男子甲組200米第五名：6A王銘熙
男子乙組200米第六名：5E尹子龍
女子乙組200米第七名：5E賴穎彤
女子乙組壘球第八名：5E陳泳霖

第13屆傳統武術/太極拳械國慶金杯公開賽 競賽初級長拳金獎：6E梁楚淮
集體初級長拳金獎：6E梁楚淮 
少林拳銀獎：2A梁塍基

第九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2021-2022 男子甲組殿軍：6A李弦羲

第3屆教育博覽舞蹈大賽 銀獎：3A 黃詩童 3D 溫烙兒

視藝
聖誕節DIY鐘比賽 最切合主題金獎：6A陳嘉晴 6E陳芷喬 

最具創意金獎：6D林君姸 
最佳匯報銀獎：5A李珈珈 5E蕭宇佑 6B張家郗 6C王邱越 

元朗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填色及
繪畫比賽

高小組：
冠軍：4A歐陽思朗 
優異獎：4B 李思雅  4C 陳卓瀅  5C 張凱琪
初小組：
季軍：1B杜鍇圻 
優異獎：1E袁釗信

「畫遊郊野」郊野公園繪畫比賽 優異獎：6E 陳芷喬
移動博物館攝影比賽 優異獎：4D陳日南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2021 精英獎：6E陳芷喬
《親子頭條》及「優質家長會」舉辦的「世界教
師日—疫下謝師」填色比賽

優異獎：5E吳曉君

田徑比賽

田徑隊

踢足球

朗誦節

英文朗誦金獎

音樂節

得獎人數眾多，
詳見QR Code

5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陳祉霖同學入選香港女子青年沙灘手球代表隊
  學校致力促進學生全人發展，讓學生能發展潛能，而本校中六級陳祉
霖同學入選香港女子青年沙灘手球代表隊，於6月代表香港前往希臘出戰由
國際手球聯會（IHF）主辦「2022世界女子青年沙灘手球錦標賽」。

  

全方位學習 豐富學習經歷

STEAM教育  貫通學習
  學校特別安排了四位中一級同學（1A李若晴、1A梁芷
浟、1A陳鈞兆、1A鄧天朗）參加由中國航天科技國際交流中
心與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合辦  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
新大賽：未來太空工程挑戰賽」，藉此培養學生綜合和應用

有關科學、科技及數學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以及解難、創意

和創新等能力，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進一步提升他們的學

習興趣，最後四位同學在芸芸學生中脫穎而出，榮獲初中組

二等獎。

「小雨點圓夢工程」徵文比賽二等獎
  學校一向致力推廣寫作，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徵文比賽，培養寫作的習慣及興
趣。早前中四級陳栢皓同學參加了由「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舉辦「小雨點

圓夢工程」徵文比賽，以「我最希望實現的夢想」為題，表達出珍惜家人的主題，最

後在芸芸學生中脫穎而出，榮獲二等獎，並獲邀出席7月21日舉辦的頒獎典禮。

1A李若晴、1A梁芷浟、1A陳鈞兆、1A鄧天朗同學
榮獲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初中組二等獎

中四級陳栢皓同學榮獲「小雨
點圓夢工程」徵文比賽二等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 
  為提升學生的說話表達能力及加強他們的自信心，學校每年均會全額資助中一至中
六的學生參與校際朗誦節。今年共有26位學生參加英文朗誦比賽，當中有23位同學獲得
優良獎狀，3位同學獲得良好獎狀，而中二級吳雪琳同學和中三級戴偉權同學更分別榮獲
第二及第三名。

中二級吳雪琳同學和中三級戴偉權同
學更分別榮獲第二及第三名

同學在比賽中獲勝歡呼同學在比賽中獲勝感到高興

陳祉霖同學在比賽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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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家共建黌宮夢  肖羽群飛廿五年
  伊中中創校至今已有二十五個年頭，學校於2021年9月開始，舉行了一連串的校慶
年活動，其中包括編制校慶廿五周年特刊、修建校史館、舉辦舊生重聚日、銀禧校慶

頒獎典禮暨學習生活體驗日、主辦全港親子填色比賽和小學網上跳繩比賽、於午膳期

間在禮堂開設銀禧舞台，讓同學一展所長等等。

銀禧校慶頒獎典禮   校監、校董、校長及來賓一同參觀初落成的校史館

校慶廿五周年資訊網址

校慶廿五周年特刊
修己善群  情牽中中廿五載
歲月留聲  細訴段段師生緣 

  為編制廿五周年特刊，全級中五同學負起訪談和撰稿的任務，當中訪談
了校監、校董、校長、老師等四十多人、以及三十三位自1998年至2021年
歷屆的畢業同學，總訪談人數接近八十人，還有老師、家長和同學的心聲，

結集成十多萬字的特刊。細閱特刊，你會看到伊中中過去廿五年走過的歲月

痕跡和各持份者之間的濃情，相信也會感受到段段的師生情緣。

校慶廿五周年特刊QRcode

「疫」境可前行
積極參與STEM科學比賽

香港‧國際  繼續發光發熱
  本學年能回校上面授課的日子雖然不多，但
伊中中的師生仍能無懼疫情，排除萬難，積極參

與各項STEM科學比賽。同學的研究主題包括微
塑膠污染、再生農耕、食物產量提升等等。在研

究過程中，同學除了學習使用不同儀器進行實驗

外，還要閱讀不同科學文獻，更要在口頭答辯環

節，以中文或英文向評判進行解說，豐富了同學

的學習經歷。同學的科學探究成果，不但獲得境

內境外比賽主辦單位的認同和嘉許，同時，國際

科學論文雜誌STEM Fellowship Journal更刊登
了同學的論文摘要；另外，分別於2021年11月及
2022年1月，同學兩次榮獲香港電台【太陽底下

新鮮事】節目邀請作訪談，分享

在科學探究路上的研習成果。參

與科學比賽的同學，原來絕大部

分也是來自伊小正校和分校呢！

BRONZE MEDAL CERTIFICATE

M o n i k a  R a h a r t i
A P C YS  E xe c u t i v e

P re s i d e n t  &  Co - Fo u n d e r

R o b e r t o  H i d a l g o
G e n e r a l  Co o rd i n a t o r

o f  R E D M e x

C e s a r  O r t e g a
D I M E X  Co o rd i n a t o r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Youth Act iv i t 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exico 
(LaREDMex) ,  the University  of  Sonora (UNIS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xican Ideas 
Associat ion (DIMEX AC) with the suppor  t  of  the UPAEP University ,  have the pleasure to 
award this cer  t i f icate to:

”Test for Heavy Metals with Brine Shrimp”

Organisation: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Participants:Lee Sze Yuen, Fu Ka Wing

Supervisor: Chan Pat Chun 
As a winner project   in  the area Environment  Sc iences ,  dur ing the 10th edit ion of  the 
Asia-Pacif ic  Confer-ence of  Young Scient ists (APCYS2021) ,  held from September 27 
to October 1 ,  2021,  in  the faci l i t 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onora,  in  the ci ty  
of  Hermosi l lo ,  Sonora,  Mexico.

2021亞太青年科學家會議銅獎
（與來自21個亞太國家及地區的86支隊伍爭奪各項殊榮）

2021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一等獎
及最佳表達獎

 APCYS 匯報

組員：李司遠  毛海琪  陸采彥  靳嘉慧  傅嘉穎

受訪同學：陸采彥、傅嘉穎、蔡浩文、
李司遠、梁栢浩

SSPC 匯報

香港電台太陽底下新鮮事
訪問兩組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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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 21 世紀學習能力  建立尚學一代
  時代變遷，學生身處瞬息萬變的世代，面對着種種的挑戰，需要裝備多元化的共通能力。學
生每天在學校獲取知識之餘，透過學習活動培養共通能力同樣重要。學校本年度致力培養學生的

21世紀學習能力，在不同的學習範疇提供展現共通能力的機會，從而加強學生的學習技巧。

創造力
  創造力是一種產生
出原創、新穎、獨特意
念或產品的能力，亦是
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
力不局限於視覺藝術和
表演藝術領域，各個學
習範疇都有空間能讓學
生發揮。

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是人與人在互動的過程中交往，
以求達至既定目標或結果的能力。為了成為有
效的溝通者，學生須學習有效地聆聽、說話、
閱讀及表達。

慎思明辨能力
  讓學生發揮高階思
維能力，達至有效、理
性地思考，整理知識，
從而作出判斷、分析及
解決問題。

協作能力
  學生掌握協作能
力，可以有效地與人合
作，解決困難和作出決
策，最終能令學習者與
別人建立相互促進的關
係，當中包括聆聽、欣
賞、小組協作、互相幫
助和磋商等。

學生於音樂課堂發
揮創造力，進行演

奏。

學生在數學課堂動手做，盡展創造力。

英文課堂著重學生的高參與度，提供機會發
揮個人表達能力，促進意見交流。

專題研習提供機會，
加強學生運用資訊及
溝通能力。

透過情境學習，有助學生
發揮慎思明辨能力。

學生活用電子學習工具，
拍攝短片講解實驗所得。

學生於中文課堂互相合作，
共同完成語文任務。

電子學習工具刺激學生思考，
同時促進小組交流。

透過STEM設計活動，提供
機會讓學生加強協作能力。

常識課堂提供機會讓學生細心觀察，從而提升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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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數學課堂動手做，盡展創造力。

建立伊「正」校園文化 實踐正向生活
  學校在已發展的生命教育基礎上，引入正向教育，透過級本活動、班級經營、伊「正」Super 
Kids、性格強項大明星及伊「正」Super Heroes 計劃，幫助學生發揮及展現性格強項。本年度強化家
校合作，並籌組 Super Parents Club，舉辦正向活動系列，讓家長了解正向教育。 

全校家長均獲發伊「正」家長錦囊，運用 24 個性格強項貼紙及
正向語言，鼓勵子女實踐正向生活。 透過六年級「送暖行動」活動，讓同學為社區

長者展現關愛之性格強項。

在班級經營活動中，同學展現熱情與
幹勁，發揮團隊精神。

多元教學策略 照顧學習需要
  學校一向重視及尊重學生的個別發展及獨特性。學生支援組致力幫助所有學生、教師及家長
認識、接受和尊重個別差異，營造一個積極、正面、關懷的共融校園環境。本年度我們著力與學

與教組、教育心理學家合作，為教師提供分層教學及課業設計的專業培訓及分享。

在主科進行課堂研究，運用分層提問、視覺提示、小錦囊、分層課業設計等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教學支援」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語文科為學生提供寫作「小步驟」，幫助他們建立寫作框架。 
善用課室環境，加入不同的視覺提示。 

伊「正」Super Heroes 獎勵計劃及「性格強項大明星」計劃均旨在
鼓勵在實踐正向特質有卓越成就的學生，讓他們成為同儕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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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一個衛生、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在疫情下，為
了讓孩子及家長更安心，學校發展組為校園做好防疫措施，例如入校的檢測

安排、添置清潔消毒的設備及校園宣傳等，加強對孩子的保護。

  學校讓學生在疫情下繼續於書海中發掘閱讀樂   在「早晨閱讀計
劃」，各班學生輪流到圖書館享受借閱實體書的樂趣；「e悅讀計劃」配合電
子學習的趨勢，學生可隨時隨地借閱電子圖書，並拍攝「好書推介」短片分

享讀後感；配合中、英文科的必讀書計劃，多元地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衛生、安全、健康校園 安心學習

「悅」讀樂趣多 書香抗「疫」境

「e 悅讀計劃」各年級及科目
的指定書目連結，學生能隨
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能把圖書拿在手上，實在感與滿足感令學生
趣味盎然。

在「早晨閱讀計劃」中，學生以
閱讀開始新一天的學習，保持借
閱實體圖書的習慣。

同學透過拍攝短片，擔任KOL，講述閱讀《名人運動
家小故事》的讀後感，配合正向教育主題。

中文科老師設計必讀書單元，讓學生在課堂中也享受閱讀樂趣。

教導學生出門上學3件事、正確佩戴口罩及帶備「防炎五寶」，確保校園衛生。

課室及特別室加添空氣淨化機，使學校有更佳的環境。
安排清潔公司到校完成全校校舍深層消毒清潔，之後會定期進行有關工作。

學生利用《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及 eClass 系統進行
快速抗原測試紀錄，安心回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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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文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1）
中文獨誦

季軍：1C謝馮子琛
優良：1A謝逸希  1D陳諾希 1E周子朗 2D朱芷僖
   2D葉多莉 4B程詠思 4D陳思澄 5C江潁俙
良好：1A黎芷媛 1B馮卓瀅 1B温倬瑩 1C黃梓晴 1D馮芷楹
   1E譚芷珊 2B温俊僑 2E梁詩雅 3D符雅雯 5A趙婉攸
   5A吳卓恩 5B李美澄 5D程詠姿 5D刁曉慧

普通話獨誦

亞軍：5A何依凝、季軍：1B林冠燁
優良：1C秦學希 2E梁詩雅 2E王詠詩 4E李子熙 5B郭承坤
   5E曹 藝 6E裴熠炫
良好：1A何航宇 1D張子言 1D馮芷楹 2D曾子聰 3E鄭凱珊
   5D鍾汶諺 5E蘇靖朗 5E肖  磊

英文獨誦

冠軍：3E林俊澄
優良：1A黎芷媛 1B温倬瑩 1D譚鎧潼 1E陳信攸 3E鄧羽泰
   4D簡芷晴 4E李子熙 5A何依凝 5B郭承坤 5B朱緣媛
   5D刁曉慧 5D李昕瞳 5E梁存希 6B林冬瑩 6D鄧栩潼
   6D鄒隽涵 6E鍾梓琳
良好：1C蕭梓榮 1D馮芷楹 2E梁詩雅 4B黎明灝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菁英盃」作文

入圍賽（香港賽區）入圍：6A梁浩森 6B鄧穎言 6C陳君睿
6D李以晨 6D劉軻鑫 6E柯思安 6E嚴煒嵐 6E鍾梓琳
現場作文初賽（香港賽區） 二等獎：6B鄧穎言 6E柯思安、
三等獎：6E嚴煒嵐 6E鍾梓琳
決賽（香港賽區）         三等獎：6E嚴煒嵐 6E鍾梓琳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21 / 22   菁英銀獎：6E柯思安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

文比賽 一等獎：6D李以晨 6E柯思安

裘錦秋中學（屯門）《岳陽樓
記》小學硬筆書法比賽 

入圍獎：2E文炤德 
6A何嘉敏 6C林晉生

第四屆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銀獎：4B程詠思 5D程詠姿
屯元天兒童舞蹈及朗誦比賽 銀獎：4B程詠思 5D程詠姿

小小故事中文演講比賽 金獎：1A張芷晴
第十七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

話比賽 一等獎：1B林冠燁

元朗區小學英普演講比賽2021 英語組優異獎：6E柯思安

個人
傑出
表現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2021/22 學首獎：6E柯思安、優異獎：6A梁浩森 6D鄧栩潼
元朗區文藝之星2021-2022 文藝之星：6C方嘉汝
傑出小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證書：6E朱雅瞳

數

理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1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6E柯思安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6E柯思安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4D陳可
左腦激盪大挑戰「合24」小學賽2021 優秀獎：5A尹嘉熙 5B韓永樂 5D唐振熙 5E林風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卓越獎：5D李昕曈

第十三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個人賽一等獎：5D李昕曈 6A劉永樂 6A郭正熙
       6D李以晨
二等獎：5C朱燁兒 6A宋芷筠 6B鄧穎言 6C陳君睿
三等獎：5D程詠姿 6C黃文諾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個人賽 銅獎：5A尹嘉熙 5E林風、優異獎：6C黃文諾
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2021 季軍：1A張駿希

2021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銅獎：1A張駿希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晉級賽 銅獎：4D陳可

第三屆屯元區小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STEM） 最佳表現獎：6E柯思安

視

藝

「創校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初小親子填色比
賽」（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冠軍：3D張凱晉、季軍：1A張芷晴、
優異獎：2C梁悅兒

PEACE ART 國際青少兒藝術大賽 5C朱燁兒：少兒特等獎、國際和平白鴿獎
童享快樂一刻2021 A Happy Moment drawing 

competition 銀獎：3D張凱晉

童話世界第二屆保溫瓶繪畫╱填色比賽2021 銅獎：5B黃雪婷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20周年會慶填色 小四至小六組季軍：5B黃雪婷

童寵愛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1 金獎：1E梁凱淳

音

樂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1 古箏小學高級組 良好：6C方嘉汝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2
古箏合秦 第二名：6C方嘉汝 6E朱雅瞳
一人樂團（器樂）小學
組 第一名：6E朱雅瞳

香港學界音樂大賽2021 古箏 金獎：6C方嘉汝
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節2021音樂比賽 兒童民樂彈撥（二）組 一等獎：6C方嘉汝

上•文化國際青年音樂節2021決賽 兒童民樂彈撥（二）組 銀獎：6C方嘉汝

上•文化國際青年音樂節2022網上音樂大賽 初賽中樂-古箏高小組 優異：6C方嘉汝 6E朱雅瞳
決賽中樂-古箏高小組 金獎：6C方嘉汝 6E朱雅瞳

全方位比賽平台（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古箏 冠軍：6C方嘉汝 6E朱雅瞳

第十屆《新聲盃》全港中樂獨奏比賽2021 彈撥B中級組 季軍：6E朱雅瞳、
良好表現獎：6C方嘉汝

第七屆國際古箏比賽香港區域選拔賽 非專業少兒組 金獎：6E朱雅瞳、
銀獎：6C方嘉汝

2021年第二屆小小音樂家大獎 中樂分齡組少年組 亞軍：6E朱雅瞳、
季軍：6C方嘉汝

樂施音樂馬拉松2.1  6E朱雅瞳：傑出籌款獎及最受歡迎大獎亞軍
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節2021音樂比賽 小提琴組 二等獎：5C朱燁兒

HKYAC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 Competition 
（Hong Kong） 2021 Guzheng Solo Final Round：6E朱雅瞳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2021
金獎：6E朱雅瞳、銀獎：5C朱燁兒、
銅獎：5D程詠姿 6A劉永樂、
優異獎：6A梁浩森 6D馮穎翹

Music Education Award（Hong Kong Music Talent 
Award 2021）  2nd Prize：6E朱雅瞳、Merit：6C方嘉汝

Music@e-contest 2021 Silver Award：6E朱雅瞳
第十三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弦樂演奏比賽  6E朱雅瞳：高小組冠軍及最受歡迎金獎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2021 鋼琴二級銀獎：5D李昕曈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2022

金獎：5D程詠姿 5D李昕曈 6E朱雅瞳、
銀獎：3D鍾卓瑤 6C方嘉汝
銅獎：3C冼翠如 3E梁浩翔 4B程詠思 4E賴柏鉉
   5D孔思翹 6A劉永樂 6A梁浩森 6D曾梓康
優異獎：2A蕭雨嫣 3B李奕熙 4B郭可兒 5A管雪晴
    5B李美澄 5C朱燁兒 6C王天岐

2021年第九屆香港學校舞蹈音樂節 金獎：6C方嘉汝 6E朱雅瞳、
傑出表現大獎：6E朱雅瞳

第五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
音樂大賽 金獎：6E朱雅瞳

HKYPAF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21 香港區初賽 
亞軍：6E朱雅瞳、
季軍：6C方嘉汝、
銀獎：1E梁凱淳

國際總決賽 殿軍：6E朱雅瞳

體

育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100米冠軍：6B何雨晨、
200米季軍：6B王佑希、跳高季軍：6D彭威誠

男子丙組 團體優異獎、60米亞軍：4C周梓灝
女子乙組  200米季軍：5B冼希敏

2021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1A林千嵐：100米冠軍、60米季軍

飛達夏季田徑測試賽2022 1A林千嵐：100米冠軍、60米冠軍、60米障礙賽亞軍、
2015組別總冠軍

昂坪360跳繩獎勵計劃 金獎：6E朱雅瞳
Super Jump全港跳繩錦標賽2021 6E朱雅瞳：冠軍3項

「跳繩強心」 網上跳繩比賽 21-22第一回 6E朱雅瞳：冠軍2項、季軍1項、優異1項
修己善群．情牽中中廿五載 - 小學網上

跳繩比賽 
6E朱雅瞳：冠軍3項、亞軍2項、
4C張東陽：季軍2項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隊際賽 冠軍：6B王佑希
第四屆X分區交流賽（競技） 亞軍：5C伍梓菱

第九屆全港學界舞蹈音樂節2021 6E朱雅瞳：藝術體操優異獎2項
屯門區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季軍：2A陳一樂

舞

蹈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比賽   Merit Award：4E楊鳴雅 5D林諾詩
東區舞蹈節錦標賽   6C方嘉汝：冠軍1項、季軍3項、優異2項

ADSC第28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   5B黃雪婷：冠軍2項、亞軍2項、季軍1項
舞動躍動．全港舞蹈比賽2021   5B黃雪婷：銀獎1項、銅獎1項

第十五屆善行盃全港才藝邀請賽   金獎：1A李津賢
第二屆舞藝杯2021   5B黃雪婷：金獎1項、銀獎1項

INTERNATIONAL YOUNG DANCERS COMPETITION JAZZ群舞第三名：5B黃雪婷
BALLET SOLO第三名：2D朱芷僖

第三屆星藝盃 單人芭蕾舞銀獎：2D朱芷僖
2022香港體育舞蹈單人組公開賽   第三名：5B黃雪婷

2021 Elmer Talent 艾瑪盃 全港學生舞蹈比賽 優異獎：6E朱雅瞳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1-2022年度校外比賽報告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2022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創校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初小親子填色比賽」

修己善群．情牽中中廿
五載小學網上跳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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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一向致力擔任家庭和學校之間的橋梁，透過不同的
活動，例如家長講座和親子工作坊等，與家長攜手為學生建立

正面、積極的成長環境，齊心陪伴學生邁向更美好的將來。 

  本年度的會員大會暨 2021-2023 年度理事就職典禮已
順利完成，特別恭賀兩位家長義工在「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21」獲得獎項，在此感謝她們多年來對學校和社區的付出。 

  家教會繼續秉承「伊家人」的精神，在疫情下，由家長義
工發起「抗疫同行，伊分送暖」，派發愛心包予社區有需要的

人士。復課後，更無阻一眾家長和學生向老師們致以衷心謝

意，送上敬師及心意卡。家教會更為畢業的同學佈置校園，讓

伊分校園充滿溫情洋溢的氣氛。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會家教

新一屆家長理事及老師理事大合照。

陸雪飛女士榮獲
成人組嘉許狀。

徐敏樺女士榮獲
成人組優異獎。

家校共育顯關愛  伊「正」家教會 

「伊家」滿愛在伊分

義工們籌備畢業照拍照區，讓畢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
敬師表愛心

家長理事在家長日宣揚敬師活動
，為

莘莘學子樹立一個良好的敬師榜
樣。

受惠的家庭感到很

溫暖。
「抗疫同行，伊分送暖」：

家長義工協助整理物資。

敬師活動花絮家教會在早會宣傳敬師活動。

家校合作

舉辦水晶塔製作親子工
作坊，溫馨又健康。

家校心連心，共建和諧校園。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