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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本校辦學團體保良局於上年度舉辦了「運動高飛」計劃，目的

是向學生提倡日日運動45分鐘的好處，培養持續運動的習慣。因

此，為配合此發展方向，本年度，方小參加了由「港協暨奧委會奧

夢成真有限公司」主辦的「奧妙運動園計劃」，讓學生接觸有趣新

穎的運動體驗，例如單車、足毽、滑板、棒球等不同運動，鼓勵學

生持續運動。計劃為學生提供體育課以外的機會，增加額外運動時

數，從而提升學生的運動興趣及投入感。

    另外，計劃當中的「運動員分享」可讓全校學生增加

運動的知識，認識更多具代表性及力爭上游的香港運動

員，從中學習他們堅毅奮鬥的精神，加強學生、老師，甚

至是家長對運動的正面看法。

    「奧妙運動園計劃」與本校以及保良

局，在推廣持續運動的理念上既是一脈相

通，當中的活動對學生建立運動習慣更是相

輔相成，老師和學生們也獲益良多。

劃」 「奧
妙 運 動 園 計

奧妙運動園的
活動，真豐富！

同學們細心聆聽教練的講解。

跳高教練的示範，
果然精彩。

同學們在單車體驗課中，表現十分興奮。

要學懂跳高，
學習基本動作不可少！

前香港單車隊代表黃金寶先生到訪本校

同學第一次玩
平衡車，覺得很刺激。

玩滑板，無難度！

方愛媚老師、岑詠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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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本校開始籌備以馬賽克為主題的藝術

壁畫，藉著在小花園裏創作藝術作品以美化校

園，打造校園中的「馬賽克藝術牆」。

    馬賽克(Mosaic)又稱鑲嵌畫，是一種裝飾

藝術，通常使用許多小石塊或有色玻璃片拼成

圖案，創造出一幅色彩繽紛的馬賽克牆。

    馬賽克拼貼較彩繪有立體感，而且不易褪

色，在光線充足的天氣下，整幅壁畫會因不同

的石塊映出閃閃光，顯得更有朝氣和活潑。學

校希望利用馬賽克創作，創造一個美麗而且充

滿活力的校園。

    在馬賽克壁畫中出現的大樹有如溫柔的媽

媽保護孩子一樣，學生們就像樹枝般向各方伸

展，每個同學都各有特色，各有專長，希望他們日後能像蝴蝶破繭般展翅高飛。

    樹上有四個蘋果，蘋果內配合學校的校訓「愛、敬、勤、誠」，再加上學校校徽，整幅壁畫

令校園充滿生氣及令學生增加對本校的歸屬感，成為校園新亮點。

加上立體的校徽

加上馬賽克填縫泥 最後鞏固馬賽克壁畫

校園馬賽克
朱敏婷老師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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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大家都期待著跟精神煥發的醒獅拜個早年，嘗

一嘗多款賀年美食，可是疫情下學習與生活都有很大變化，

在此契機下，本年創新舉行一個「雲端上的中華文化日」。

    二月八日，「中華文化日」開鑼，當天的節目十分豐

富，豬八戒與小仙女帶領著同學穿梭古今，感

受中華文化的內涵，除有二十四節氣及曆法講

座，還有不同的藝術工作坊及傳統藝術—

「變臉」作為壓軸表演。雖然同學們是在家進

行網上活動，但都十分投入，還穿上各式各樣

的華服，與穿著古裝的導師相映成趣。

在家也打扮得十分有中國氣氛 中國傳統藝術—變臉同學們熱烈地舉手回答問題

製作皮影偶

同學開心的表情

喜氣洋洋的服飾 新春迎福書法設計比賽

同學急不及待在玩自己製作的風車

陣容鼎盛的團隊為同學進行直播

校長帶領各古裝人物與同學拜年

唯肖唯妙的古裝人物

不一樣的中華文化日

與老師及同學拜早年

梁佩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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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輔組本年度繼續配合學校本校三大

關注項目—「正向校園」舉辦活動。正

向教育的目的是發現孩子的強項，鍛鍊品

格能力，為孩子打好豐盛生活的基礎。

    本校於本年度推行不少有關正向教育之活動，包括「我都做得到」、「Easy Easy好小事」、

「賞你一分鐘」、「『揚』語你話」及以正向教育為主題的家長講座等。

    本年度新增了「正向之星」計劃，因應每月不同關於人性正向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

靈性及超越、仁愛、公義和節制）選出學生，以正面的讚賞獲選學生於該項美德的性格強項。

訓輔

「正向之星」計劃正向標語校園處處可見

林惠懷主任

    本校資優課程由第一層至第三層均已完善發展，涵蓋中、英、數及STEM等多個範疇，各範疇均

有出色表現。在教師精心策劃下，課程內容可啟發學生潛能。本年中文資優組5B班李凱翹同學在全

港性「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中獲得菁英金獎、即席演講比賽冠軍及即席朗誦比賽亞軍，另外幾位四

年級同學將於五月出戰「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同時，英文資優組6B班盧苡恩同學獲得「雅卓

盃—Heat」現場公開作文比賽金獎，值得慶賀。

    資優培訓辛苦嗎？比賽時緊張嗎？我們訪問了兩位本年獲卓越獎項的資優組同學，她們分別是

5B班李凱翹及6B班盧苡恩同學。

《李凱翹同學的學習心得》
    有些人覺得學習是一件辛苦又有壓力的事情，而我卻認為適當的壓力是一種推

動力。平時上課專心是十分重要的，要用筆記記下重點﹔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可以

向師長、家人或同學請教，也可以查閱網上資訊和多閱讀課外書籍。

A Reflection on the Speech Competition 

資優學生面面觀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held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as a noteworthy 
experience for me to broaden my horizons especially the contestants attended were amazing in delivering 

their speech spontaneously. Their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me. 
  I didn’t expect to be one of the finalists at the beginning since all the candidates were 
eminent. Realizing that I was selected to enter the final round truly boosted me up at that 
moment. I was deeply satisfied with my scores, too!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we should work hard regardless of our results are fulfilling or 
no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no matter how good we are,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who are 
better than us. Therefore, we should always equip ourselves well and strive for the best. 6B 盧苡恩

5B 李凱翹

同學們把每天完成的好事記錄下來。
4



    方小這個大家庭已經創校超過三十多年，莘莘學子都

已長大成人，他們的子女也跟爸爸媽媽一樣成為方小學

生，共同感受方小老師的關愛與愉快的學校生活。以下的

校友，你們又認得嗎？他們的子

女與校友小時候的樣貌相似嗎？

    如想進一步了解校友的動

向，可留意校友會會訊—「友

緣集」。

校友會（方小二代）

家教會

1B葉崇熙 1B蕭逸謙、4C蕭慧楠

1A何沛喬1A倪紫晴 2A李昊燊、4D李浩銦3D許天潁 3C陳善穎、1D陳善知

3A梁紫綸

保良局陳黎惠蓮副主席（前排左三）、辦學團體校董何志豪先生（前排右3）、
劉志聰教育總主任（前排右2）、家教會陳頴而主席（5B歐樂琛家長 後排左六）

家
長
義

工製作紀念品，送給校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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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構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20/21) 菁英金獎 (小學組 )：5B 李凱翹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優異獎：5B 李凱翹 5B 李屹涵 6C 岑瑋津 6C 劉昊朗 6C 賴晉滔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 三等獎：1A 倪紫晴

第二屆屯門區小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STEM)
冠  軍：6B 符上智 6B 孔繁信 6B 馮柏睿 6C 杜諾珩 6C 劉昊朗 5B 陳柏睿 
傑出表現大獎及最佳表現獎：5B 陳柏睿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團體優異獎；
個人獎項—金獎：5C 張和；銅  獎：5B 陳柏睿；優異獎：5C 李治 

2020 論壇 U12 團體賽 銀碟賽　季  軍：5B 歐樂琛

屯門區第三十四屆舞蹈大賽 金  獎

香港（亞洲）編舞大賽 2020 金  獎：3A 黃詩嵐

第十一屆香港傑出兒舞蹈比賽 拉丁舞第三名：2C 黃亦瞳

第一屆冬日親子角色扮演短片比賽 最佳故事背景獎：1A 倪紫晴

2020 年度防火安全海報設計及圖畫填色比賽 （小一至小三組）防火安全圖書填色比賽　嘉許獎：1A 倪紫晴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30 周年校慶親子填色比賽

高小組　季  軍：5C 蘇港皓；優異獎：5C 鄧丞詠 
初小組　優異獎：1A 陳鈞浚  3A 陳逸朗 

帶 TEEN 童路「尊重．包容．負責．關愛」
標語創作大賽

高小組  季  軍：6B 呂芷禹 

道地 2020 年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
「綠色假期─我的健康生活」

中小組  優異獎：4B 陳君皓
高小組  優異獎：5B 李凱翹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 2021 高小組  優異獎：6B 呂芷禹 

第二屆「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優化大獎

2020-2021年度

上學期校外活動獎項

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活動—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名稱 獎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3D 龍熙兒  4C 黃詩翹  6C 黃卓斌；優良：18 人；良好：4人

英文詩歌獨誦 亞軍：3D 李凱凝；季軍：6B 盧苡恩；優良：25 人；良好：4人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1D 江芍柔；優良：8人；良好：12 人

中國舞比賽（獨舞）

動感校園—
棍網球 喜閱分享

保良局便服日

尊重．包容．
負責．關愛．標語

創作大賽

第二屆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教育局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第五十七屆學校
舞蹈節中國舞
（獨舞）

舞蹈名稱：太陽烏（當代）    甲級獎：6C 方詩嵐

舞蹈名稱：剪花妞妞（漢族）  甲級獎：6B 盧苡恩

舞蹈名稱：爬坡上坎（侗族）  甲級獎：6D 丘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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