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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豪老師

  為了增加同學對科學、數學、工程、科技各範疇的

認識，同時希望將學習STEM推廣至公眾，本校於2021

年5月15日舉辦了「長幼齊學Fun Fun STEM網上嘉年

華」。透過一連串STEM活動，使當天全校師生、家長、

嘉賓、長者及幼稚園學生都能感受STEM帶來的樂趣。

  本校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湯兆昇博士作為講座嘉賓，進行「超強冷凍實驗」。湯博

士以輕鬆的手法，解釋了多種超強冷凍背後的科學原理，讓大家由淺入深了解科技在生

活中有趣的地方。

  為配合嘉年華的主題，本校邀請區內長者通過使用「3D立體筆」，設計個人化杯

墊，體驗STEM帶來的趣味；本校也邀請區內幼稚園學生進行網上互動，透過一起做「飄

浮的筆」的實驗，讓他們對磁浮有一定的認識。

  此外，本校邀請區內友好中學進行網上工作坊，例如「全息影像」、「Dance 

Pa r t y」等，讓我校同學參與，大開眼界。而我校老師主持的

「STEM問答比賽」、「科學實驗教室」及「全民造STEM」活動，

通過緊張刺激的比賽，活潑生動的示範，讓同學寓學習於娛樂。

同學和家長與老師網上互動，

一起做實驗

長幼齊學，你我都做得到！

友好中學網上工作坊

我們的專業團隊

我們的3D立體筆製成品！

全民造STEM，Mr. Adams也表演

湯兆昇博士

進行冷凍實驗

我校老師向幼稚園學生
講解磁力

校長和老師們，小心好凍呀！

盧Sir用針刺氣球，
氣球會爆嗎？

P4-6問答比賽

1



  同學們，假如老師給你一隻香蕉，你會怎麼樣做？立即

吃掉它？用來製作甜品香蕉船？是次我們突破傳統，嘗試利

用香蕉來畫畫！本年度視藝科和常識科於五年級進行了一個跨科活動，四月份的時候，五年級同學嘗試繪

畫香蕉畫，同學們首先了解香蕉表皮變啡褐色的「化

學秘密」，然後再學習了一些製作香蕉畫的手法和技

巧，即席發揮他們的創作小宇宙，不消一會，一隻隻

香蕉都變成了同學們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香蕉的表皮有一些斑點或瘀痕，是否就不能食用？

  較成熟的香蕉，散發出的多氛氧化酶亦較多，故此我們常常看到成熟的香

蕉表皮出現細小的啡色斑點，或是受了輕微撞擊的香蕉會稍稍有瘀痕，但剝開

表皮，香蕉依然是潔白可口的，有時候，有啡斑點的香蕉甚至更為甜美可口

呢！但若果肉眼可見，香蕉的外皮有明顯損毀，或果肉發黑，香蕉便不宜食用

了，因為香蕉可能已受到細菌感染。

為什麼香蕉表皮會變黑？

  由於香蕉內存有一種酵素「多氛氧化

酶」，它可以和氧氣產生化學反應，從而

產生啡褐色的顏料。利用尖銳的物件去刮

擦香蕉的表皮，可加速多氛氧化酶與氧氣

的接觸，令香蕉的表皮產生褐色的圖案。

跨科活動—香蕉畫

新老師介紹

同學正用心創作草圖 砰！接「蕉」！

同學們十分用心創作香蕉畫呢！

大功告成！
同學們積極了解香蕉

變黑的原理

這是我創作的香蕉先生

快來看看我的作品

我創作的香蕉畫
非常具型格！

  大家好！我是劉寶詠老師，很榮幸

能夠加入方小大家庭。在本學年，我任

教的科目是中文、普通話及視覺藝術科。

閒時，我喜歡欣賞電影，在欣賞電影的過程中

可以探索嶄新的世界，拓展眼界。此外，我對飼養

寵物十分感興趣，我養了兩隻小貓，牠們的名字叫

Bubu和Macca，是一對姊弟，如果大家對飼養寵物

有興趣，歡迎來找我交流心得！最後，祝褔各位同

學在新的學年裏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劉寶詠老師

  大家好！我是鄧靜儀老師，非常高

興今年加入方王錦全小學這個大家庭。

我是支援老師，主要支援三年級的教學工

作，包括中文、英文和數學科。我亦是三年級課後

基礎班的導師，很開心有機會教導小朋友中文、英

文和數學科，希望小朋友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提升

學習的動機和能力。

  我的興趣是看書、看電影、聽歌和去旅行。我

最喜愛的動物是貓咪，而最喜愛的食物是棉花糖。

鄧靜儀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陳亦鈿老

師，很高興能在方小大家庭中認識各

位！我是本年度4A班班主任，平日喜

歡聽音樂、畫畫及烹飪。最近陳老師也

在學習做空中瑜珈呢！不知道各位小朋友喜歡在

閒暇時間做甚麼呢？

  希望各位小朋友也能在疫情下繼續保持身心

健康，發展自己的潛能和興趣！

陳亦鈿老師

  大家好！我是電子教學支援員蔡偉

文，可以叫我Raymond哥哥，很高興能

加入方小這個大家庭！平日喜歡聽音樂

和打籃球。大家在疫情期間，要多注重健康，盼

每天大家都能愉快地學習，互相進步。

蔡偉文（Raymond 哥哥）

  大家好！我是陳麗冰老師，很感恩

今年能加入方小這個大家庭。我是支援

老師，主要支援一年級的教學工作，包

括中文、英文和數學科。我亦是一年級課後基礎

班的導師，很感恩能夠認識活潑好動的小朋友。

  我的興趣是看書和聽歌。我家中有一隻貓

咪，而最喜愛的飲品是檸檬茶。

陳麗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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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佳績

1. 第十二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

 （香港賽區）小學組 特等獎 6B 李凱翹

2. 晉級第十二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全國總決賽

 6B 李凱翹

3.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中文資優尖子

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司徒嘉懿 優異獎 鄧泳晴 優異獎 陳君皓 優異獎 歐咏怡 優異獎

李凱翹 優異獎 陳嘉琳 優異獎 陳希朗 優異獎 譚嘉鋒 優異獎

鄧丞詠 優異獎 黃芷瑤 優異獎 鄒 晴 優異獎

六年級中文資優組

五年級中文資優組 四年級中文資優組

2020-2021 年度課堂作品

2020-21「兩代情」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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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校訊資料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校友會第八屆就職典

禮」於2021年6月12日於本校舉行，感激一眾校友

多年支持，續任幹事回饋母校。當天還頒發「盧淑

宜校長獎學金」，再次恭賀得獎校友；期望未來繼

續努力學習，在學業或體藝上更上一層樓。

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校友會

第八屆幹事名單
職位 姓名 畢業年份

會長 歐凱妍 2004/2005

副會長 陳嘉敏 2005/2006

謝芷晴 2012/2013

文書 關卓禮 2005/2006

財政 倪曉翎 2007/2008

常務委員 何秋兒 2012/2013

李子蔚 2012/2013

吳雪瑤 2012/2013

李偉藍 2012/2013

劉文軒 2014/2015

陳旻谷 2016/2017

夏 傲 2016/2017

校友會會長歐凱妍
小姐報告會務。

郭秀慧校長頒發象徵薪火相傳的水晶座，

由校友會會長歐凱妍小姐代表接受。

郭校長帶領校友會就職監誓。

一眾校友和郭校長及老師一起大合照。

大家一起大合照。

郭校長頒發「盧淑宜校長獎學金」予馬琬婷校友。

郭校長頒發「盧淑宜校長獎學金」予吳駿鴻校友。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心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願景 

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 

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善業， 

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培德育才， 
揚康樂眾，實踐環保，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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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預備小禮物包裝盒子，我們小心
翼翼地𠝹出盒子的型狀摺成盒子。

最後，我們邀請了同學為每位老師
送上甜入心金奇異果。

製作健康小禮物—

甜入心金奇異果

新鮮肥美的金奇異果送來了，大家都急不及待
把水果拿來看看。嘩，好大的果子呀！

家長逐一為果子穿上漂亮的新衣裳，為它們繫上
彩色繩結，添上寫了老師姓名的小感謝卡！

大功告成，果子煥然一新！

校長接過家長教師會送贈的奇異果！家長和校長互相
感謝！辛苦大家了！

各位同學，為了感謝我們的老師，就讓大家一起寫寫敬師卡，表達對教師的敬意！

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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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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席演講比賽冠軍、即席朗誦比賽亞軍：5B 李凱翹 

第十二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全國總決賽 香港區複賽特等獎（晉級全國總決賽）：5B 李凱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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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優秀作品獎：6B 盧苡恩 高小組優異獎：6B 符上智

2021 年加拿大英文寫作大賽
「雅卓盃—Heat」現場公開作文比賽

金獎：6B 盧苡恩 銀獎：6B 孔繁信
銅獎：6B 馮柏睿 6B 符上智 6C 杜諾珩 5B 黃樂琳 5C 鄧丞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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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 銀碟賽　季軍：5B 歐樂琛

香港（亞洲）編舞大賽 2020 金獎：3A 黃詩嵐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金獎：3A 廖可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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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Smart 工作紙比賽（初小組） 優異獎：1A 倪紫晴 銅獎：3D 賴銳澄 4C 布曉澄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 2021 高小組優異獎：6B 呂芷禹 

尊師重道好少年主題活動攝影比賽 季軍：1B 劉卓琳 優異獎：5C 鄧丞詠

「無煙大搜查」工具設計及
戒煙口號創作比賽

校內傑出作品：2A 布穎桐 2A 李沂靜 2A 陸泳嫻 2A 葉凱澄 2A 霍曉彤
       2A 王曉妍 2A 歐咏琪 2C 鄭 謙 2D 張森雅 2D 曾煜烯

慶祝香港回歸 24 周年暨
屯門婦聯成立 45 周年填色比賽

冠軍：4C 胡景晴 
優異獎：3B 梁梓峰 3B 布穎桐 4B 梁梓洛 4C 周榆桐

屯門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品行獎：6B 陳守賢 學業獎：6B 鄧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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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

比賽名稱 獎項
分級鋼琴
獨奏一級 

第二名 3C 廖晞喬
第三名 3A 馬琬喬 5C 陳玟君

分級鋼琴
獨奏二級

第三名 2C 黃芷晴

分級鋼琴
獨奏五級

第三名 5B 李凱翹

分級小提琴
獨奏二級

第二名 5C 陳 悅

箏獨奏—
高級組

季軍 6B 湯子儀

笛獨奏—
小學高級組

冠軍 6C 林 悅

比賽名稱 獎項
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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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名稱 獎項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4A 朱芷晴 4D 周梓俊
4D 麥綽庭 5B 李凱翹
6C 何綺雯 6C 劉昊朗

2020-2021年度
全學期校外活動獎項

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活動

教育局主辦活動成績

新地齊讀書活動

保良局戶外親子賣旗

二手煙、不再見活動

齊來做書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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