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五千年文化源遠流長，一代一代的

智慧凝聚，一層一層的內蘊積累，造就了

燦爛的文化瑰寶。承傳着瑰寶的餘蔭，

子子孫孫可以在華夏的大地上有所依

有所循，開拓自身的未來及參與這一

場「中華盛宴」！

    中華瑰寶實在多的是，要一一數

算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過，要數

算這一、兩年來，我跟同學談論最多的瑰

寶，肯定就是「二十四節氣」。最初，我跟同學們講「節氣」，有不少的同學都以為我想跟

他們談「端午節的『節』」，「中秋節的『節』」、「重陽節的『節』」，相信這與同學們心中的

「逢『節』」就有假期，就可以放假，不用上學的觀念有關。當然，如果你對「二十四節氣」有所認識，就知道香港現時的

公眾假期當中，就只有「清明節」與「二十四節氣」有關，真的可以放假！

    中國以農立國，所以，「二十四節氣」可視為上古農耕文明的產物，亦蘊含了上古先民順應農時，通過觀察天體運行，

認知一歲中時令、氣候、物候等變化規律所形成的知識表述。古時代，先民們接受教育的機會有限，所以「二十四節氣歌」

應運而生，以方便先民們記憶及知悉曆法與天象變化的關係。各位同學，你們又認不認識以下的「二十四節氣歌」呢？

「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兩節不變更，最多相差一兩天。每月兩節不變更，最多相差一兩天。

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今年壬寅虎年的立春是其中一個令我

感動的立春！因為今年的立春正是2022

年2月4日，也就是2022年冬季奧林匹克

運動會開幕式舉行日子。當天晚上，在北

京國家體育場舉行了不一樣的開幕式，而

且和以往的60秒倒計時不同，本屆冬奧

會開幕式倒數更巧妙地採用了「24秒」

倒計時，象徵第24屆冬奧會和中國傳統的

二十四節氣，別出心裁的安排，真令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有不少的媒體報導更指出從冬奧的倒數到開幕式的每一秒

鐘，到處都可以看到中華文化！

    2022年，除了不一樣令我感動的立春之外，在恆常的「二十四節氣」當

中，有兩個節氣是我特別喜歡的，大家試猜猜吧！當然，這兩個讓我特別喜歡的

節氣與我成長在上一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關，又與當時初起步的香港經濟發展

有關……喜歡接受挑戰的你，應該找到我的答案。如果你曾經參與過「校長話節

氣」的同學，應該知道我的答案，所以，請你要確保「我這個暫時不能說的秘

密」的機密性，就讓他們多動動偵探的頭腦吧！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華明邨   電話：(852)2677 2311   傳真：(852)2675 7241   網址：https://www.fklys.edu.hk   第三十八期二零二二年八月

節節氣氣
校校長長 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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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備篇特備篇

幼小銜
接STEM體驗課程

幼小銜
接STEM體驗課程

幼小銜接體驗課幼小銜接體驗課

           Bee-Bot是一款吸引兒童的可編程機器Bee-Bot是一款吸引兒童的可編程機器

人。對於初小學生來說，這是一個簡單易明的方法人。對於初小學生來說，這是一個簡單易明的方法

將程式設計帶入課堂。活動中，學生首先學會怎樣令將程式設計帶入課堂。活動中，學生首先學會怎樣令

Bee-Bot「動」起來，然後透過程式設計，輸入「指Bee-Bot「動」起來，然後透過程式設計，輸入「指

令」，讓Bee-Bot走到目的地。過程令」，讓Bee-Bot走到目的地。過程

中，Bee-Bot或許會走「錯」了路，中，Bee-Bot或許會走「錯」了路，

但同學沒有氣餒，並從「錯誤」但同學沒有氣餒，並從「錯誤」

中學習，很快，Bee-Bot又再出中學習，很快，Bee-Bot又再出

發了！發了！

      三天的親子劍擊體驗課程讓這      三天的親子劍擊體驗課程讓這

    羣幼小同學初嘗劍擊的樂趣！他們在活動中    羣幼小同學初嘗劍擊的樂趣！他們在活動中

        會與父母一起透過遊戲學習基本技巧，        會與父母一起透過遊戲學習基本技巧，

例如用膠劍直刺穿過拋出的籐圈，又用膠劍刺例如用膠劍直刺穿過拋出的籐圈，又用膠劍刺

中小膠球使其直線行走等等。最後更可嘗中小膠球使其直線行走等等。最後更可嘗

試實戰比賽，與其他同學和家長比拼。試實戰比賽，與其他同學和家長比拼。

幼小銜接
劍擊體驗課程幼小銜接
劍擊體驗課程

正在與家長一起練習直刺正在與家長一起練習直刺

Bee-Bot快要到「目的地」了！Bee-Bot快要到「目的地」了！

怎樣才能讓Bee-Bot到達「目的地」呢？怎樣才能讓Bee-Bot到達「目的地」呢？

經過三天的訓練，實戰時都有板有眼！經過三天的訓練，實戰時都有板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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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備篇特備篇

    我們可愛的小一生全情投入、努力學習，加上父
母的關懷照料，老師的悉心培育，慢慢地適應小學生
活。他們在「百日成長感恩日」（2021年12月8日）
設計感恩卡，為家長和老師獻唱「世上只有」和送上
感恩說話，表達對父母的謝意。透過線上觀看孩子的
英語課，聽着子女愛意洋溢的歌聲，一句一句「謝謝
爸媽！我愛您！」家長們笑意盈盈、甜在心頭。

百日成長感恩日百日成長感恩日

    英文科於本年度開辦幼小銜接英語體驗    英文科於本年度開辦幼小銜接英語體驗

課程，讓幼稚園學生及其家長能親臨本校參與本校課程，讓幼稚園學生及其家長能親臨本校參與本校

的PLPR英語課程。外籍英語教師Mr Enzo與本校英文教的PLPR英語課程。外籍英語教師Mr Enzo與本校英文教

師協作教學，通過閱讀英文故事書、遊戲和手工藝等師協作教學，通過閱讀英文故事書、遊戲和手工藝等

方式讓他們學習phonics及英語詞彙。除了學生親身體方式讓他們學習phonics及英語詞彙。除了學生親身體

驗外，我們亦同時邀請家長參與其中，一同體驗外，我們亦同時邀請家長參與其中，一同體

會學生在課堂中的樂趣和見證其學習成果。會學生在課堂中的樂趣和見證其學習成果。

幼小銜接
英語體驗課程幼小銜接
英語體驗課程

看看小毛蟲吃得多滋味啊！看看小毛蟲吃得多滋味啊！

齊齊來聽故事啦！齊齊來聽故事啦！

家長參與這課程後，都給予正面回饋！家長參與這課程後，都給予正面回饋！
看看我的小毛蟲多可愛！看看我的小毛蟲多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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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學習遊戲中學習——Learning with funLearning with fun

特備篇特備篇

   

今年度的「琛小全接觸」是學校的全新

項目，當天校外來賓可以踏進校園，親身體

驗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的特色，增加交流機會。

    「琛小全接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六），共分三個時段進行，每時段

90分鐘。活動內容主要以表達琛小特色為主，當中包括：具備STEM 元素的「跟Bee-Bot做

朋友」、將學習融入遊戲中的「Learning with fun」、運動新項目「齊玩旋風球」及「劍擊

初體驗」。我們的小來賓可親身參與活動，感受琛小的活力。此外家長透過參觀校園，從

環境報置中感受本校的正向教育元素，當中視藝科展示的禪繞傘及正向步道學生作品，都

讓來賓有深刻的印象，而我們也為學生的藝術才華而感到自豪。簡介學校方面，謝校長在

禮堂和家長會面，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向家長來賓深入介紹學校的理念及課程要旨，讓家

長來賓能看到更立體的琛小。

    在此特別感謝每位參與「琛小全接觸」的同事的投入與付出，讓來賓有

一個難忘的週末。期望不久將來，來賓們都可成為我們琛小的一分子。  

琛小全接觸 琛小全接觸 

只要堅持不懈，你也會是下一位張家朗
只要堅持不懈，你也會是下一位張家朗

小來賓都喜歡我們親切的外籍老師Miss Naz
小來賓都喜歡我們親切的外籍老師Miss Naz

來賓們對同學們的禪繞畫都很感興趣
來賓們對同學們的禪繞畫都很感興趣

體育科引入訓練球感及體育科引入訓練球感及
反應的新項目：旋風球反應的新項目：旋風球

劍擊也是我校其中一項課外活動
劍擊也是我校其中一項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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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公立學校90周年鳳溪公立學校90周年
慶祝活動(1932-2022) 慶祝活動(1932-2022) 

特選篇特選篇

1B 陳樂鋒（冠）1B 陳樂鋒（冠）

4B 何安迪（冠）4B 何安迪（冠） 6D 林芷瑩（冠）6D 林芷瑩（冠）

2B 蔡晞晴（冠）2B 蔡晞晴（冠）

4C 鄭德森4C 鄭德森 6D 林芷瑩6D 林芷瑩

2B 蔡晞晴2B 蔡晞晴

    元朝末年，廖祖仲傑公由福建遷居廣東，最初落戶於屯門，曾移居福田，及後於上水定居。廖氏    元朝末年，廖祖仲傑公由福建遷居廣東，最初落戶於屯門，曾移居福田，及後於上水定居。廖氏

主要定居於上水雙魚河流域上水圍的十二條村。至今上水鄉廖氏已成為新界五大鄉族之一。主要定居於上水雙魚河流域上水圍的十二條村。至今上水鄉廖氏已成為新界五大鄉族之一。

       廖族倡辦學校，於一九三二年首辦鳳溪小學。開辦初期，學校借用廖萬石堂祖祠為校舍，創新界廖族倡辦學校，於一九三二年首辦鳳溪小學。開辦初期，學校借用廖萬石堂祖祠為校舍，創新界

鄉村辦校之先河。鄉村辦校之先河。

    一九九零年，鳳溪公立學校（慈善法團）於粉嶺華明邨創辦第二所小學（本校），以表揚鳳溪公    一九九零年，鳳溪公立學校（慈善法團）於粉嶺華明邨創辦第二所小學（本校），以表揚鳳溪公

立學校前校監廖潤琛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貢獻，故命名為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以作紀念。立學校前校監廖潤琛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貢獻，故命名為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以作紀念。

    本年度正值鳳溪公立學校90週年紀念，因此為了紀念意義如此重大的日子，本校各科積極舉辦了    本年度正值鳳溪公立學校90週年紀念，因此為了紀念意義如此重大的日子，本校各科積極舉辦了

不同的活動以作慶祝，教職員及同學藉著回顧廖氏在90年間為香港社會作出的貢獻，鼓勵同學努力學不同的活動以作慶祝，教職員及同學藉著回顧廖氏在90年間為香港社會作出的貢獻，鼓勵同學努力學

習及培養回饋社會的美德，希望學生及教職員從先賢中得到啟發，為香港及祖國的未來作出貢獻。習及培養回饋社會的美德，希望學生及教職員從先賢中得到啟發，為香港及祖國的未來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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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選篇特選篇 中華文化跨科活動中華文化跨科活動
    中華文化是華夏民族的智慧結晶，是學生品德陶造的瑰寶。本年度，中華文化學習週活

動以中華文化作為主幹，設計貫通不同學科的跨課程學習活動，期望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

認識，引導學生了解當中蘊含的價值觀，從中國傳統文化提煉智慧，並體現於日常生活中。

一年級：齊賀新年一年級：齊賀新年

三年級：中國萬里行三年級：中國萬里行

二年級：中國的發明二年級：中國的發明

四年級：中國名人名事四年級：中國名人名事

中文科：春天，歡迎你！

English：Chinese New Year activities

數學科：我的全盒（數數活動）

常識科：濃濃「琛」意過新年

普通話：温暖的家

中文科：古詩中的美景

English：Lei Cheng Uk Han Tomb activities

數學科：中國的城市（距離）

常識科：中國萬里行

普通話：春季旅行

德公課：神州大地

中文科：想像的天空

English：My ideal fireworks

數學科：BeeBot中華美食之旅（方向）

常識科：中國的發明

視藝科：琴頁元宵彩燈設計

中文科：名人的道路

English：Biographies of famous Chinese people (Jin Yong)

數學科：中國名人名事之華羅庚

常識科：中國的名人名事之魯班

視藝科：青花碟

音樂科：中國古曲─《將軍令》

疫情無阻我們對別人的祝福，祝願大家身心安泰，疫情無阻我們對別人的祝福，祝願大家身心安泰，
如意吉祥！如意吉祥！

學生在數學科學習製作「四色地圖」及學生在數學科學習製作「四色地圖」及
「方向牌」，認識香港與中國各大城市的距離。「方向牌」，認識香港與中國各大城市的距離。

我夢想成為發明家，發明可以教人做功課的機器。我夢想成為發明家，發明可以教人做功課的機器。

我們認識了中式建築特色我們認識了中式建築特色──榫卯，榫卯，
它的功能真奇妙啊！它的功能真奇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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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文化承傳六年級：文化承傳

中文科：蓮葉何田田

English：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China

           Dragon Boat Festival

數學科：認識高鐵（速率）

常識科：中國近年的發展

普通話：請您來參加（禮儀）

視藝科：《如果有山水》

雖然全港學校恢復面

授課，但我們仍不會鬆懈，

因此鳳溪公立學校廖潤昌董事與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新界北分會義工

於2022年5月5日到本校為學生派發

防疫物資，發揮互助互愛精神，幫

助學生抗疫，使學生可以有足

夠的物資安心回校上課。

五年級：平民百姓有智慧五年級：平民百姓有智慧

中文科：智慧的語言

English：Chinese proverbs

數學科：「圓」的概念

常識科：「議題為本」─坎兒井

視藝科：我理想的中式園林
同學踴躍參與跨學科攤位遊戲，同學踴躍參與跨學科攤位遊戲，

齊集遊戲卡，拼砌中國龍。齊集遊戲卡，拼砌中國龍。

派發防疫包派發防疫包
（香港福建社團）（香港福建社團）

特選篇特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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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6C

6D6D

6B6B

6E6E

特選篇特選篇 我們我們

畢業了畢業了
6A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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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篇學科篇

音樂科於每級都加入不同特色

的元素，提高學生的創作力和想像力，讓

學生發揮所長，感受音樂藝術所帶來的滿足感。

    其中一年級和三年級舉辦了『創意樂器齊來

做』，同學們發揮創意，利用環保物料創作出獨

一無二的樂器，很厲害呢！ 

    而四年級同學發揮創意小宇宙，為舊曲填上新詞，

還加入了正向元素，成為正向填詞人！

    粵劇是中華文化的藝術瑰寶，為了讓同學能近距離接觸這

個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音樂科老師於六月九日帶

同七位五年級同學前往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參與『戲曲中心

大劇院粵劇體驗』。過程中，學生透過主持人和粵劇演

員的導賞和表演，深入了解到粵劇的表演文化和各

樣特色。同學們都是第一次來到戲曲中心，

能夠欣賞新一代年輕粵劇演員的功

架，機會十分難得！

音
樂

科
音

樂
科
——

各級顯特色
各級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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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專題藝術視覺藝術科專題藝術

──「器物」之「青花瓷器」「器物」之「青花瓷器」
    本校的專題藝術課程的主題為「器物」之「青花瓷」，讓學生能認

識中國的青花瓷器的藝術特色，學生透過欣賞青花瓷的紋飾，以及了解

青花圖案的寓意，明白中國藝術的獨特性，有助提升他們的創造力。

    本年度四年級配合專題藝術進行延伸創作，以青花紋飾的特點設計

構圖，並運用了粗線與細線的結合創作具個人特色的青花碟。最後，學

生運用AR擴增實境應用程式，把自己的作品製作成虛擬的青花器物照，

並上載與同學一同共賞。

學科篇學科篇

你看看我的作品有中國你看看我的作品有中國
藝術特色嗎？藝術特色嗎？

同學利用擴增實境應用程式製作的青花瓷器，漂亮嗎？同學利用擴增實境應用程式製作的青花瓷器，漂亮嗎？

這些是四年級同學的精心創作這些是四年級同學的精心創作——「青花碟」，他們有大師級的水準嗎？「青花碟」，他們有大師級的水準嗎？

同學聚精會同學聚精會
神地繪畫！神地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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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羅善欣
我是2A班的羅善欣，很榮幸能成

為今年的文化大使，我幫助同學背

古詩和讀詞語，我覺得有意義，

因為能幫助別人。

1C 吳嘉儀
我是1C班的吳嘉儀，很榮

幸能成為今年的文化大使，

我教過同學讀古詩文，我

覺得很開心。

5C 趙希雅
我是5C班的趙希

雅，很榮幸能成為今

年的文化大使，我曾經教導同學

朗讀詩文，遇到不用心的同學，

他很難才能記下字音，一開始我

會不耐煩，但漸漸的我教會了

他，我就會有滿足感。

6A 郭芷雯
我是6A班的郭芷雯，很榮幸能成為

今年的文化大使，我幫助同學背誦古

詩和教同學做功課，我覺得很滿足和

開心，因為在背誦中我更熟悉古

詩詞的內容，獲益良多。

3D 俞泓鈞
我是3D班的俞泓鈞，很

榮幸能成為今年的文化大使，

我曾經和同學一起朗誦詩歌和

背誦詞語，我可以當同學的小老

師，指導他們背錯的地方。

    這學年的中文科主題活動是「古詩文在校園」。老師輯印經典文學作

品，設置啟發性問題，並深入淺出地講解內容，令學生領悟古詩文的美。

    校園內營造濃厚的學習氛圍，設有古詩文角落、中華文化廊。文化大

使為同學誦讀古詩文，琅琅的誦詩聲響遍了校園！我們希望孩子也和家長

分享中華文化的瑰寶—古詩文吧！

學科篇學科篇中文科古詩文中文科古詩文
在校園文化大使心聲在校園文化大使心聲

4A 陳偉權
我是4A班的陳偉權，

很榮幸能成為今年的

文化大使，我曾經向別

人介紹中華文化知識，

例如：二十四節氣、象形

文字和文物等，我覺得開

心，因為我可以讓人知道

中華文化的重要性、我國

的歷史、生活和飲食習

慣等。

文文化化大大使使心心聲聲

看！文化大使正為同學誦讀古詩，看！文化大使正為同學誦讀古詩，
多投入！多投入！

古詩文角落古詩文角落

我們一起快樂地誦讀。我們一起快樂地誦讀。

校園處處充滿古詩文的氛圍。校園處處充滿古詩文的氛圍。

我們的作品充滿了詩情畫意！我們的作品充滿了詩情畫意！

文化長廊文化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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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I’m Miss Naz! I am so happy to be joining the 
Fung Kai Liu Yun Sum Memorial family. This i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here, and I am so very excited!

I was born on 8th May in Hong Kong. I am 25 
years young. I am a wife and mother to a beautiful 
and curious baby girl. I enjoy dressing up, shopping, 
cooking, spending time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in my leisure time. I am an adventurous person who 

isn’t afraid of scary rides and heights. My go-to place in Hong Kong when I crave 
some nature is Grass Island (Tap Mun), this place radiates good energy and peace 
to my soul. My favorite colors are white and green. I adore goats and want to own a 
goat farm one day. I love being a WIFE, MUM, & TEACHER!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about all of your favorite things this year and help 
you foster a love for learning. Feel free to meet me in the English Room or the Staff 
Room for help or a chat.

Hello! My name is Enzo and I am 25 years old. I am 

an interesting type of person with a lot of friends 

around me. I love driving around in my free time 

and take pictures of unique cars around Hong 

Kong. I like driving up to Tai Mo Shan during 

evening time to watch the sunset and enjoy the 

fresh breeze. My favourite sports are football and 

boxing. These two sports bring in the team work 

and determinations of achieving the success. I 

am very poetic, I like writing quotes looking at 

certain objects or situations. It helps me to write 

out the feelings inside my heart. 

英文科 NET Self-introduction英文科 NET Self-introduction

學科篇學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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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數學科
    學習立體圖形時，由於學生對不同立體圖形

欠概念形象，往往未能釐清「面」、「底」和

「側面」三者的關係；容易數漏頂、菱或面的數

量；難以理解立體圖形的摺紙圖樣是怎樣。

    老師透過課堂活動設計︰活動一，讓學生運

用立體打印筆「繪製」立體圖形；從「造」中

學；活動二，讓學生「動」腦想一想需要多少

「材料」才足夠製作指

定的立體圖形，然後「動」手「做」出來，

活動三，讓學生自行選擇用不同的方法拼出

立體，並盡可能窮盡不同立體摺紙圖樣的可

能性。學習過程中，學生一步步建構立體圖

形，從「抽象」到「具體」，讓學生「看」

得見，「摸」得到，「做」得出立體圖形。

學科篇學科篇

活動三︰五角錐的摺紙圖樣，很像一粒「星」活動三︰五角錐的摺紙圖樣，很像一粒「星」 活動三︰原來摺紙圖樣有很多變化，讓我全部也找出來！活動三︰原來摺紙圖樣有很多變化，讓我全部也找出來！

活動二︰究竟需要多少材料，才可製作六角柱？
活動二︰究竟需要多少材料，才可製作六角柱？ 活動二︰成功了，這是「五角錐」！

活動二︰成功了，這是「五角錐」！

活動一︰看看，我用立體打印筆繪製了活動一︰看看，我用立體打印筆繪製了
四角錐！四角錐！

活動一︰用立體打印筆的小秘訣︰
活動一︰用立體打印筆的小秘訣︰

「眼」要定，「手」要定！
「眼」要定，「手」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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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篇學科篇

同學說：你找到嗎？我在努力中。
同學說：你找到嗎？我在努力中。 快快找答案換禮物。

快快找答案換禮物。

YEAH! 我第一個完成！YEAH! 我第一個完成！

齊齊以動作回答問題。齊齊以動作回答問題。

來個大合照。大家都收獲豐富。來個大合照。大家都收獲豐富。

以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活動，大家都準備好了。以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活動，大家都準備好了。

    6月24日，五年級同學參加了「嘗」遊西九計劃─「西九文化區互動網

上平台」及到校互動展覽。當天，活動導師來到為學生介紹西九文化區的各個

展覽館，並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活動。同學都很投入活動及對西九文化區的

各個展覽館很感興趣，他們都表示會親身

參觀這些博物館。

    感謝當天到校為學生安排活動的

導師，除了活動有趣外，他們還向學

生派發豐富的禮物。

常識科 STEM參觀常識科 STEM參觀
「嘗」遊西九計劃「嘗」遊西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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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耕作智能耕作

    琛小老
師設計了一

個STEM校
本課程，嘗

試讓學生以
種植

莧菜或通菜
進行體驗式

學習。同學
除了學習植

物的結構、
泥土

的種類耕種
的智識外，

還需要學生
使用Micro

:bit小型電
腦、電

路板和不同
的模塊完成

自動灌溉系
統。同學在

這個課程中
綜合

應用了數學
、電腦，常

識和工程的
智識，大家

也十分投入
。

學科篇學科篇

同學很努力組裝智能灌溉系統
同學很努力組裝智能灌溉系統 莧菜的智能灌溉系統也完成了

莧菜的智能灌溉系統也完成了

李老師教導同學把Mirco:bit接上探測儀
李老師教導同學把Mirco:bit接上探測儀

一眾環保大使正在接受向在綠在粉嶺既職員學習一眾環保大使正在接受向在綠在粉嶺既職員學習

通菜發芽了通菜發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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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篇活動篇 全方位學習週全方位學習週
    全方位學習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經歷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智能發展、體藝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本年度的全方位學習週學習活動的設計，一方面配

合發展學生以上五種的學習經歷，另一方面能深化學生對正面價

值觀和態度的認識和體會，並為學生提供實踐學習的機會，鞏固

知、情、行三個層面的學習。

Yeah! 不要小看我們這班小毛蟲，Yeah! 不要小看我們這班小毛蟲，
小毛蟲會脫變成色彩繽紛的蝴蝶。小毛蟲會脫變成色彩繽紛的蝴蝶。

「萬丈高樓從地起」，只要從基層踏實幹起，
「萬丈高樓從地起」，只要從基層踏實幹起，

終會登上成功的頂峰。終會登上成功的頂峰。

中國傳統戲曲藝術多精彩。你看！同學們的面譜、頭飾也多美！

中國傳統戲曲藝術多精彩。你看！同學們的面譜、頭飾也多美！

老師，多謝你陪伴我成長。老師，多謝你陪伴我成長。

要操控這些皮影偶，真不容易啊！
要操控這些皮影偶，真不容易啊！

讓我們的夢想乘風飛翔。
讓我們的夢想乘風飛翔。

一年級：我愛我班一年級：我愛我班

二年級：5G社區遊踪二年級：5G社區遊踪
之親親華明之親親華明

三年級：「琛」上行三年級：「琛」上行

五年級：賞「琛」「粵」目

五年級：賞「琛」「粵」目

六年級：「偶戲夢工場」六年級：「偶戲夢工場」

四年級：行行出狀元四年級：行行出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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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每年都會舉行「我最欣賞同學選舉」活動，

每班同學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投票，選出今年度的

「友愛之星」、「明智之星」及「幽默之星」，

同學們都能積極參與、踴躍投票。

活動篇活動篇

我最欣賞同學我最欣賞同學選舉選舉

當選的同學獲頒發獎狀及禮物，恭喜！恭喜！
當選的同學獲頒發獎狀及禮物，恭喜！恭喜！

同學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投票，
同學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投票，

在班名單上蓋印。在班名單上蓋印。

二年級：5G社區遊踪二年級：5G社區遊踪
之親親華明之親親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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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篇活動篇

愛琛zoom播站
愛琛zoom播站  

在節目
主持人

的帶

領下，
大家共

渡歡

樂的時
光。

三位老
師為我

們

落力獻
唱，真

令

人驚喜
啊！ 

謝校長和曾副校也

為大家送上祝福及

鼓勵。

    在
抗疫期

間，學
生由於

長時間
留在家

中，欠
缺社交

活

    在
抗疫期

間，學
生由於

長時間
留在家

中，欠
缺社交

活

動，容
易出現

抗疫疲
勞、情

緒鬱悶
、低落

等現象
。為了

增

動，容
易出現

抗疫疲
勞、情

緒鬱悶
、低落

等現象
。為了

增

強孩子
的抗逆

力，促
進彼此

關懷，
發放正

能量互
相支持

，

強孩子
的抗逆

力，促
進彼此

關懷，
發放正

能量互
相支持

，

學校透
過zoom

舉辦「
愛琛zo

om播站
」，與

學生們
同歡同

學校透
過zoom

舉辦「
愛琛zo

om播站
」，與

學生們
同歡同

樂。內
容包括

學生即
場點播

，老師
現場主

唱，送
上關愛

和

樂。內
容包括

學生即
場點播

，老師
現場主

唱，送
上關愛

和

祝福，
又有腦

筋急轉
彎遊戲

和健腦
鬆一鬆

運動，
更有感

恩

祝福，
又有腦

筋急轉
彎遊戲

和健腦
鬆一鬆

運動，
更有感

恩

故事和
生活趣

聞分享
，讓同

學彼此
支持。

故事和
生活趣

聞分享
，讓同

學彼此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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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課外活動英語課外活動      本校於今學年分別開辦了Storytelling workshop和Presentation workshop，主要由外籍英語老師Mr  Enzo帶領。Mr  Enzo利用活潑有趣、輕鬆的課堂活動，由淺入深，啟發學生的聯想、邏輯及組織等思維能力，提升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和學習語文的興趣，使學生喜愛學習。

活動篇活動篇

有不少同學分享了感恩小故事，真令人感動。

雖然是網課，同學們仍是十分投入
雖然是網課，同學們仍是十分投入

英文急口令？無難度英文急口令？無難度

Mr Enzo跟學生們一起扮鬼臉Mr Enzo跟學生們一起扮鬼臉

課前的熱身活動課前的熱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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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篇活動篇

    相信大家
在不同區域也

能見到「綠在
XX」的回收

站。我

    相信大家
在不同區域也

能見到「綠在
XX」的回收

站。我

們學校有幸成
為「全港第一

間」與綠在區
區合作進行回

收計

們學校有幸成
為「全港第一

間」與綠在區
區合作進行回

收計

劃的學校。
在操場上我

們擺設了1-
7號膠的回收

箱。同時，

劃的學校。
在操場上我

們擺設了1-
7號膠的回收

箱。同時，

我們在每班選
出了環保回收

大使，接受培
訓後，在校內

推廣

我們在每班選
出了環保回收

大使，接受培
訓後，在校內

推廣

回收文化，鼓
勵老師和同學

進行回收。

回收文化，鼓
勵老師和同學

進行回收。

綠在粉嶺「校園回收
綠在粉嶺「校園回收

計劃」工作坊計劃」工作坊  

同學嘗試將不同的回收物分類回收
同學嘗試將不同的回收物分類回收

環保大使接受「綠在粉嶺」頒發的証書環保大使接受「綠在粉嶺」頒發的証書

校長帶了「大嘥鬼」參觀我們的校園校長帶了「大嘥鬼」參觀我們的校園

「大嘥鬼」來到我們的學校與同學合照
「大嘥鬼」來到我們的學校與同學合照

一眾環保大使正在向「綠在粉嶺」的職員學習
一眾環保大使正在向「綠在粉嶺」的職員學習

一同舉起六字手勢，表示綠在區區一同舉起六字手勢，表示綠在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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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的天空計劃」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抗逆能力，透過參與富挑戰性的戶外歷奇活動，他們學會勇於接受挑戰，克服困難和失敗，從體驗中建立自信心，學習情緒控制和堅毅不屈的精神。

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  
活動篇活動篇

學校為了讓學生從體驗

中學習「成長思維」，在小息期

間舉辦了「小息齊來學轉碟」活動。

每位參加者都興致勃勃，十分投入學習轉

碟。在短短的時間，大家全神貫注，不斷練

習，不少同學由初初嘗試，在失敗中堅持

反覆練習，最後終於能掌握到轉碟的技

巧。這個過程中充份體驗了「成長思

維」心態：願意學便能學、擁

抱挑戰和永不放棄！

成長思維體驗活動
成長思維體驗活動

小息齊來學  小息齊來學  轉轉  碟  碟  

    樹屋田莊之泰山飛索活動，同學需要行上
半山，繫上安全索繩，由半山飛躍到草地，過
程中考驗同學的信心和勇氣，突破自己。
    攀石是「成長的天空計劃」其中一項富挑
戰性的活動，大家要手腳並用，全力攀上高
牆，鍛煉同學的毅力和意志力。

綠在粉嶺「校園回收
綠在粉嶺「校園回收

計劃」工作坊計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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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琛小正向校園」           分享「琛小正向校園」
實踐經驗，促進專業發展實踐經驗，促進專業發展

    不經不覺，學校推行「正向教育」已經踏進第8個學年，記得從踏上建立「琛小正向校園」的

路，是因為要應對社會的現況，希望能夠把握小學生在學校裏「黃金六年」的時間，運用「正向心

理學」的理論，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性格強項」和幸福生活的元素，培養「成長思維」，敢於面

對困難，擁抱挑戰，確立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在「琛小」全體教師的努力和奮鬥下，我們嘗試將理

論化為實踐，一步一步建立「正向校園」的方向。因此學校近年經常被邀請到各大專院校、教育研

討會和不同學校，分享和交流有關「琛小正向校園」的經驗，期望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累積和承傳，

與同路人共創「正向教育」的願景。

分享篇分享篇

2022年5月18日，

謝盛業校長、鄧詠梅姑娘

和岑兆娟老師，接受

香港教育大學的邀請，

為在職教師培訓課程擔任

演講嘉賓，分享

「琛小正向教育」

的實踐經驗。

2022年5月10日，
陳守芳副校長、鄧詠梅姑娘和
岑兆娟老師，接受香港正覺蓮社
佛教普光學校邀請為演講嘉賓，
為全校教師分享「琛小正向教園」

的實踐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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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網絡計劃」「主題網絡計劃」  

曾參與本計劃學校︰

滬江小學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荃灣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台山商會學校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鳳溪創新小學

育賢學校 石湖墟公立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香港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自2018起，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邀
請，統籌「主題網絡計劃」，負責推動

    自2018起，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邀
請，統籌「主題網絡計劃」，負責推動

學界STEM發展，期間支援了16間小學發
展校本STEM課程，網絡遍佈港九新界。

學界STEM發展，期間支援了16間小學發
展校本STEM課程，網絡遍佈港九新界。

    相信琛小的同學都認識STAR，做

過「STAR」，不知道你最喜歡哪一

科？哪一類型的STAR練習？

    大家知道STAR是教育局專為全港

中小學而設的網上評估學習系統嗎？本

校老師一直積極推廣，善用這平台促進

同學們的學習。琛小老師的經驗先後得

到香港教育城、教育局的認同、肯定，

邀請本校老師與全港老師作分享。

琛小琛小

分享篇分享篇

舉辦在數學科中實踐STEM舉辦在數學科中實踐STEM

教育工作坊教育工作坊

2022年6月24日，林小玲副校長、丁嵐老師擔任教育局「STAR網絡學校2022年6月24日，林小玲副校長、丁嵐老師擔任教育局「STAR網絡學校
計劃」教師研討會嘉賓，分享琛小應用STAR平台良好的實踐經驗。計劃」教師研討會嘉賓，分享琛小應用STAR平台良好的實踐經驗。

與徐立之教授進行座談會共同探討與徐立之教授進行座談會共同探討

科技創新教育的方向及未來發展科技創新教育的方向及未來發展到各校支援，與老師共同到各校支援，與老師共同

備課推動STEM發展備課推動STEM發展

舉辦全港分享會舉辦全港分享會

與學界分享本計劃成果與學界分享本計劃成果

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0月26日，
林小玲副校長、梁凱林小玲副校長、梁凱
旋老師擔任香港教育旋老師擔任香港教育
城【教師專業發展系城【教師專業發展系
列】電子評估的運用列】電子評估的運用
及實踐研討會演講嘉及實踐研討會演講嘉
賓，分享在琛小的教賓，分享在琛小的教
學經驗及策略心得。學經驗及策略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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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佳作篇學生佳作篇

視藝科視藝科  佳作  佳作  

1C 吳嘉儀 美麗的蝶兒1C 吳嘉儀 美麗的蝶兒

1D 黃思銳 一籃水果1D 黃思銳 一籃水果

2D 麥紫慧 2D 麥紫慧 
我和朋友一起捉迷藏我和朋友一起捉迷藏

3B 曾利棟 我最喜愛的動物3B 曾利棟 我最喜愛的動物

3A 黃毅信 有趣的小丑3A 黃毅信 有趣的小丑

3C 李晉霆 我最喜愛的動物3C 李晉霆 我最喜愛的動物

2B 陳怡欣 大飛鳥2B 陳怡欣 大飛鳥

4A 鄧浩賢 花紙設計4A 鄧浩賢 花紙設計

4C 林雅晴 色彩繽紛的水果4C 林雅晴 色彩繽紛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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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佳作篇學生佳作篇

視藝科視藝科  佳作  佳作  

5C 張芯語 5C 張芯語 
活動機械玩偶活動機械玩偶

6B 梁灼殷 自畫像6B 梁灼殷 自畫像

5A 林芍延 5A 林芍延 
我理想的中式園林我理想的中式園林

5C 胡富傑 5C 胡富傑 
我理想的中式園林我理想的中式園林

4B 謝嘉鈞 4B 謝嘉鈞 
色彩繽紛的水果色彩繽紛的水果

5A 蔡曉朗 5A 蔡曉朗 
我理想的中式園林我理想的中式園林

5B 陸愷潼 5B 陸愷潼 
我理想的中式園林我理想的中式園林

6D 黃寶儀 中國茶文化6D 黃寶儀 中國茶文化

5B 朱亮瑩 5B 朱亮瑩 
我理想的中式園林我理想的中式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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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篇學生成就篇

2021-222021-22校校外外獲獲獎獎龍龍虎虎榜榜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中文 第八屆元朗區中文書法 萬鈞教育機構 硬筆組優異獎 2B 鄭均堯

全城攜「守」基本法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少年組徵文比賽亞軍 5A 羅沛銘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小學組初級中文硬筆書法季軍 2B 鄭均堯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寫作比賽 大埔三育中學 中文寫作季軍 6A 辛全朗

中文寫作特級優異獎 6A 劉俊浩 6A 辛全朗

中文寫作優異獎 6A 程子瑞 6A 張嘉盈 6A 蔡梓恩 6A 郭芷雯 
6A 何芷炘 6A 高海琳 6A 李珈渝 6A 溫梓彤  
6A 張錦綉 6A 張祖鳴 6C 唐妙燕 6D 黎芷錡  
6D 林芷瑩 6D 盧炫坤 6D 聶毅能  6D 彭詠恩 
6D 黃品源 6D 庄嘉琪 6E 葉一素 6E 王麗欣 
6E 鍾錦榮

第十八屆【校園拔萃盃】全港青少年
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
交流促進會 

高小女子組粵語新詩金獎 6B 李雨彤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中文詩詞獨誦
優良

1B 高梓澄 2B 鄭均堯 2B 吳天娜 2C 賴玥彤 
3A 方睿言 3D 温卓穎 4A 張文慧 5A 蔡曉朗 
5A 張熙彤 5A 黃雨晴 5C 曾梓睿 5C 司徒家寶 
6A 韓秀妍 6A 譚芷涵 6A 陳子禾 6A 張嘉盈

「習字修心」全港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羅氏慈善基金 初小組優異獎 2B 鄭均堯

綠色假期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 中小組優異獎 4A 楊浩樂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英文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
文現場寫作比賽

大埔三育
中學

英文寫作優異獎 6A 程子瑞 6A 韓秀妍 6A 辛全朗 6A 張錦綉 6A 張祖鳴

TOEFL Junior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TOEFL Junior Speaking Test Gold 6B 梁灼殷

TOEFL Junior Speaking Test Bronze 6A 辛全朗 6D 徐志遠

TOEFL Junior Speaking Test Blue 6A 龔燦均 6C 張誠希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Silver 6A 辛全朗 6D 徐志遠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Bronze 6B 梁灼殷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Blue 6A 龔燦均 6C 張誠希

第73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
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獨誦亞軍 5A 黃興卓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5A 張熙彤 6A 程子瑞 6A 韓秀妍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 1A 劉浩文 1C 郭浚霆 1D 黃思銳 2A 陳珮真 2A 黃思涵 2B 吳天娜 
3A 陳建基 3A 戴綽潁 3B 郭晞榆 3B 林思言 3D 吳芷妤 4A 朱浚熙 
4A 黎心悠 4A 鄧梓盈 4A 黃熙瞳 4A 杜佳慧 4A 俞欣悅 4B 吳洛彤 
5A 鄭月喬 5A 蔡曉朗 5A 何亦芹 5A 黃雨晴 5A 賴曼維 5A 盧紀樾 
5A 羅沛銘 5A 朱佳蓉 5A 庄雯婷 5A 夏琦 5C 朱佳譽 5D 黃伊甯 
6A 陳子禾 6A 張嘉盈 6A 蔡梓恩 6A 郭芷雯 6A 李珈渝 6A 向卓翰 
6A 辛全朗 6A 張錦綉 6A 張祖鳴 6A 祝晞 6A 鄒添峰 6B 梁灼殷 
6C 張誠希 6C 陳熙 6D 黎芷錡 6D 徐志遠 6E 李伯銘 6E 馬一宏 
6E 戴君翰

Tell A Tale Children'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Teacup 
Productions

Writing - First Prize 4A 梁紫瀅 6A 韓秀妍

Writing - Second Prize 4A 李天宇 5A 方浩生

Writing - Third Prize 6A 張嘉盈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常識 「水資源知識網上問答比賽」 水務署 網上問答比賽優異獎 5D 張縉陽 6D 林芷瑩

自然常識wisdom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教育城 自然常識獎勵計劃2021傑出表現學生獎 6D 林芷瑩

聖誕節DIY鐘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最切合主題銅獎 5A 何俊傑 5A 張熙彤 5A 蔡曉朗 
5B 陳梓妍 5B 陳喜兒 5D 謝珂玥

最切合主題優異獎 5A 莫子楝 5B 鄒子涵 5B 朱亮瑩 
5B 呂芷莹 5D 張縉陽

最佳匯報優異獎 5B 鄭蘊倩 5D 丘嘉琳 5D 連炘彤

最具創意金獎 5B 翁綽儀

最具創意銅獎 5A 林皓軒

最具創意優異獎 5A 鄭月喬 5B 温雅婷

第二屆香港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高小滯空」項目比賽一等獎 5B 張惠霖 5B 呂芷莹 5B 温雅婷

飛行距離最遠二等獎 5B 吳逸揚 5B 鄒子涵 5B 孫靖洋

奪寶奇兵~回力罐設計比賽2022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A 鍾曉朗 5A 沈培杰

三等獎 5B 張惠霖 5C 温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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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數學 第十屆Rummikub魔力橋數字邀請賽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 個人賽銅獎 6C 張雅盈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小六組個人賽銀獎 6A 程子瑞

小六組個人賽銅獎 6A 辛全朗

小六組個人賽優異獎 5A 林皓軒

學生成就篇學生成就篇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音樂 第五屆SAE全國青少年鋼琴大賽暨
第二屆德國波恩國際鋼琴比賽中國區決賽

SAE全國青少年鋼琴大賽組委會 個人賽銀獎（F1組） 6C 吳峻屹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視藝科 消防安全填色比賽 北區防火委員會 小學組填色比賽優異獎 1A 鍾棨廷 1C 莫文恩 2C 張子葇

小學組填色比賽良好獎 1B 陳羨潼 1B 劉美棋 1C 陳譽唯 1D 盧皓然 2A 譚梓溢 2B 毛宇凡 
2B 蔡晞晴 2C 賴玥彤 2D 廖柏琛 2D 徐溢匡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電腦科 第二屆北區小學編程機械格鬥王比賽 鳳溪一中 優異獎 5D 謝耀霆 5D 胡富傑 5D 楊雅晴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體育 2021–2022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分會

男子甲組壘球鐵獎 6A 向卓翰

女子乙組 200米鐵獎 5C 孫宇翹

男子乙組 100米銅獎 5B 陳銳澎

男子丙組 100米鐵獎 3D 李一鳴

2021–2022年度北區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團體亞軍 4A 劉俊希 5A 杜瑋濓 6E 李俊輝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2021-2022 香港專業跳繩學校 2011女子組 跨下二式 第一名 5C 楊雅晴

2011女子組 側擺開跳（左右）第一名 5C 楊雅晴

2011女子組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第一名 5C 楊雅晴

2011女子組 總排名 第一名 5C 楊雅晴

2011女子組 單車步 第三名 5D 連炘彤

2011女子組 交叉開跳 第三名 5D 連炘彤

2011女子組 後交叉開跳 第一名 5D 連炘彤

2011女子組 總排名第二名 5D 連炘彤

2011女子組 單車步第四名 5C 曾梓睿

2011女子組 交叉開跳 第一名 5C 曾梓睿

2011女子組 後交叉開跳 第三名 5C 曾梓睿

2011女子組 總排名第三名 5C 曾梓睿

2010男子組 單車步第一名 6D 韋仲羿

2010男子組 交叉開跳 第一名 6D 韋仲羿

2010男子組 後交叉開跳 第二名 6D 韋仲羿

2010男子組 總排名 第二名 6D 韋仲羿

2013男子組 單車步 第一名 3A 曾念豪

2013男子組 交叉開跳 第二名 3A 曾念豪

2013男子組 後交叉開跳 第二名 3A 曾念豪

2013男子組 總排名 第二名 3A 曾念豪

全港校際電子跳繩馬拉松2022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
聯會、香港欣學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x30秒前繩速度跳馬拉松 總成績累積 金獎

1x30秒前繩速度跳名次賽 季軍

科∕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普通話 第十八屆【校園拔萃盃】全港青少
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
交流促進會

普通話散文
（高小女子組）銀獎

6B 亢筱博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
誦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6A 鄒添峰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1B 黃馨嫻 1B 王薪淇 3A 陳鎧瑩 3A 林夏冰 3C 吳柏文洋 
3D 陳錦輝 3D 譚陳璐 4B 梁善貽 4C 龐涵曄 4D 何怡雯 
5A 何俊傑 5A 李嘉櫻 5A 莫子棟 5B 陳焌熹 5D 鮑圳豪 
5D 李心悅 6A 蔡宇軒 6A 程子瑞 6A 蔡梓恩 6A 龔燦均 
6A 郭芷雯 6A 譚芷涵 6A 魏琳威 6A 向卓翰 6A 辛全朗 
6A 張家朗 6A 張錦綉 6A 張祖鳴 6A 祝晞 6B 梁灼殷 
6B 吳俊希 6D 庄嘉琪 6E 馬一宏 6E 王麗欣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 3C 黃瓏悅 3C 潘信羽 3D 劉佩君 4A 寧若嵐 4A 黃妍希 
6E 王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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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能疫能 童童趣  趣  

統籌編輯《琛訊》第三十八期工作：房瑞鳴統籌編輯《琛訊》第三十八期工作：房瑞鳴
編輯組成員：蔡麗歡、余旭璿、鄭心月、李果碩編輯組成員：蔡麗歡、余旭璿、鄭心月、李果碩

顧問：謝盛業校長、曾淑嫻副校長顧問：謝盛業校長、曾淑嫻副校長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