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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

不一樣的 2020 

疫情開始爆發成為了2020全球的最重

要議題，大家都過著不一樣的生活。各人都學

習如何展開新的生活模式，帶著口罩變得平常，在

家吃飯變得必須，學校活動、朋友聚會、與長輩「飲茶」

變得罕有，甚至不可能。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深思一下，

原來「幸福不是必然的」，簡單平常的事都變得奢侈。

過去的2020學年，生活及學習確是並不如我們計劃般進

行，校長從事教育工作那麼多年，也未曾試過開學首天不能親身

見學生的面孔，以往總在暑假後樂見學生身體的變化，長高了，

強壯了。但今年老師開學首天只能在網上跟學生見面及進行教學。因為疫情，所有事情

都改變了，但我相信沒有改變的是華德團隊愛學生的心。因此華德孩子亦要學會珍惜，

學習感恩。在大家慨嘆疫情令我們失去好多經歷的同時，同學也應學習從不同的角度看

事情。

因為疫情讓我們有反思的機會，疫情帶來危機。讓我們更明白及體會到一個簡單的

學習活動，一次戶外學習的經歷，師生共進午膳，大家手拖手做一個動作，一場激烈的

籃球比賽，一場汗流浃背的跑步比賽，全體學生齊集禮堂，氣氛熱鬧的水運會，一切都

變成不容易，甚至不可能。

2021 學會珍惜  學習感恩

在疫情下，一切都變得不容易。感謝整個華德教師團隊，盡心盡力為華德孩子做好

準備，籌劃多種計劃，以備不時之需。爭取資源，作線上線下的準備。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惠及華德孩子，期望他們在疫情下，都仍然能夠維持具水準的學習，以及均衡的全

人發展。

回望過去一年，我們更加懂得珍惜，感恩。期望華德孩子時常懷著一顆「學會珍

惜、學習感恩」的心，才能夠擁抱未來。

孩子：當你遇到不順心的事，不要只是抱怨，反而我們要把握好現在，感恩於天

主、老師及父母，感恩於他人，才能擁有美好的未來。大家在面對挑戰時，依然要充滿

信心，依然要相信愛，對未來充滿盼望，珍惜現在。因為未來是用現在每一個精彩的現

在所積累出來的，今天你的每一個經歷就是成為你強壯成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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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主題學習─粵劇跨學科主題學習─粵劇
      在復課後，五年級學生進行了跨學科主題學習，是次學習以粵劇作主題，希      在復課後，五年級學生進行了跨學科主題學習，是次學習以粵劇作主題，希
望能以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望能以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中文科中文科
中文科在五年級上學期新增了一個中文科在五年級上學期新增了一個

校本粵劇單元，先透過學習課文《祖母校本粵劇單元，先透過學習課文《祖母
的大戲》，從記的大戲》，從記敍敍文中學習到上一輩愛文中學習到上一輩愛
看「大戲」的背景和原因，嘗試從祖母看「大戲」的背景和原因，嘗試從祖母
的角度了解「大戲」。學生不但能明白的角度了解「大戲」。學生不但能明白
到粵劇對於長者的「情意結」，更能了到粵劇對於長者的「情意結」，更能了

解不同年代的人會有不同的喜好，要尊重解不同年代的人會有不同的喜好，要尊重
別人的愛好；另一方面，學生透過說明文別人的愛好；另一方面，學生透過說明文
《走近粵劇的行當》了解粵劇的基本知《走近粵劇的行當》了解粵劇的基本知
識，例如何謂「唱、做、唸、打」，「花識，例如何謂「唱、做、唸、打」，「花
旦」和「小生」的分別等。在是次跨學科旦」和「小生」的分別等。在是次跨學科
主題學習中，中文科猶如一套簡單的預告主題學習中，中文科猶如一套簡單的預告
片，為學生其他科目的學習打好基礎。片，為學生其他科目的學習打好基礎。

視藝科視藝科
      學生在中文科對粵劇有基本的認識後，      學生在中文科對粵劇有基本的認識後，
在視藝科動手製作纓槍，同學先了解纓槍在在視藝科動手製作纓槍，同學先了解纓槍在
劇場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再觀察纓槍的結劇場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再觀察纓槍的結
構及外型，以紙張仿作纓槍，並配合自己的構及外型，以紙張仿作纓槍，並配合自己的
創意，加上獨一無二的裝飾。在這個實作的創意，加上獨一無二的裝飾。在這個實作的
過程中，學生不但能親身製作粵劇的道具，過程中，學生不但能親身製作粵劇的道具，
更能明白到粵劇深厚的文化。更能明白到粵劇深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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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音樂科
      音樂科老師在十月初帶領五年級學生到屯門大會堂，欣賞由康文署主辦的青      音樂科老師在十月初帶領五年級學生到屯門大會堂，欣賞由康文署主辦的青
苗粵劇團粵劇導賞演出，劇目為《鐵馬銀婚》。台上演員穿着華麗的戲服，配合苗粵劇團粵劇導賞演出，劇目為《鐵馬銀婚》。台上演員穿着華麗的戲服，配合
傳統的中國樂曲，在熱烈的氣氛下上演了銀屏公主和華龍王子夫妻之間的爭辯，傳統的中國樂曲，在熱烈的氣氛下上演了銀屏公主和華龍王子夫妻之間的爭辯，
學生不但能親耳聽到唱出來的台詞，更能欣賞到不少以馬鞭做出的高難度動作，學生不但能親耳聽到唱出來的台詞，更能欣賞到不少以馬鞭做出的高難度動作，
讓人眼花繚亂。讓人眼花繚亂。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鮮有機會接觸粵劇，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塊文化瑰寶，即使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鮮有機會接觸粵劇，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塊文化瑰寶，即使
有機會在電視上匆匆一賞粵劇，但對於粵劇認識不多的他們，的確難以體會粵劇有機會在電視上匆匆一賞粵劇，但對於粵劇認識不多的他們，的確難以體會粵劇
背後的文化及美好。背後的文化及美好。

      這次跨學科學習能讓學生以不同的形式，多方面、多角度地接觸粵劇，不單      這次跨學科學習能讓學生以不同的形式，多方面、多角度地接觸粵劇，不單
單是文字上的引入，視覺上的欣賞，他們從親身參與跨學科活動體會到粵劇的樂單是文字上的引入，視覺上的欣賞，他們從親身參與跨學科活動體會到粵劇的樂
趣，從新、從心去欣賞粵劇。趣，從新、從心去欣賞粵劇。

體育科體育科
學生在製作纓槍後，在體育科學習成學生在製作纓槍後，在體育科學習成

為一位粵劇「戲子」，體驗粵劇中不同的為一位粵劇「戲子」，體驗粵劇中不同的
「造手」及功架，配合視藝科製作的「纓「造手」及功架，配合視藝科製作的「纓
槍」，學習在舞台上簡單地「舞刀弄劍」槍」，學習在舞台上簡單地「舞刀弄劍」

。學生在這個。學生在這個
活動中深深地活動中深深地
體會到「台上體會到「台上
一分鐘，台下一分鐘，台下
十 年 功 」 ，十 年 功 」 ，
原來在舞台上原來在舞台上
看似簡單的動看似簡單的動
作，一點都不作，一點都不
容易，更要配容易，更要配
合不同的音樂合不同的音樂
及服飾才能成及服飾才能成
就這台上的藝就這台上的藝
術。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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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ma has been          Drama has been 
used as a medium for used as a medium for 
promoting English language promo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over the past learning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t Bishop ten years at Bishop 
Walsh. Our students Walsh. Our students 
have grown in leaps and have grown in leaps and 
bounds throughout the bounds throughout the 
past decade, gaining past decade, gaining 
confidence and developing confidence and developing 
their creative talents by their creative talents by 
writing original scripts and writing original scripts and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Diversified English Diversified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 DramaLearning Experience - Drama

         In order to engage          In order to engage 
students fully and spark students fully and spark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drama has been English, drama has been 
implemented at school. implemented at school. 
This activity aims to This activity aims to 
broaden students’ learning broade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giving them experiences, giv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English skills through their English skills through 
authentic, enjoyable and authentic, enjoyable and 
meaningful ways. meaningful ways. 

P.4P.4



         This year, our          This year, ou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which they Drama Festival, which they 
performed a scientific performed a scientific 
story ‘Together the story ‘Together the 
Better Planet’. All the Better Planet’. All the 
students involved worked students involved worked 
incredibly hard and incredibly hard and 
they eventually won the they eventually won the 
Award of Outstanding Award of Outstanding 
Script and Award for Script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Three students were awarded a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ers. It was a Three students were awarded a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ers. It was a 
fantastic achievement and the perfect way to recognize their efforts. fantastic achievement and the perfect way to recognize their efforts. 

         In addition to the          In addition to the 
language benefits of using language benefits of using 
drama to teach English, drama to teach English, 
positive values are also positive values are also 
instilled in the students instilled in the students 
through drama appreciation through drama appreciation 
each year. The core values each year. The core values 
of Catholic Education are of Catholic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in engaging and presented in engaging and 
amusing ways in order amusing ways in order 
to reinforce the moral to reinforce the 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education at school.

         Overall, the          Overall, the 
Diversified English Diversified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Learning Experience 
has been a valuable and has been a valuable and 
extremely enjoyable way extremely enjoyable way 
of promoting English at of promoting English at 
our school. We are looking our school.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provide student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omprehensive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meaningful learning and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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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兩年對學生、老師還是家長而言，在學習路上都是充滿挑戰。
隨著近日疫情緩和，常識科致力為學生提供日常課堂以外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本年度我校參與「BCGA加德士計劃」，籌辦全校「海陸空STEM
計劃」，讓學生製作環保車、明輪船、太陽能車和水火箭，一同上天下
海，享受動手做和試驗的樂趣。

為提升學生對科學和編程的興趣，我校與友校合作，為四年級學生
提供為期兩天，主題為「智能家居」的跨學科學習活動。學生需要利用
Micro:bit及編程去製作「智能感應燈」，讓我們在疫情下，回家後不需
用手觸碰電掣便能啟動照明，方便潔手。學生尤其珍惜這次久違的分組
學習體驗，樂於與組員討論，發揮創意，為智能感應燈加入額外功能，
利用設計循環來完善自己的設計。

雖然因疫情關係，本年度全方位學習日的參觀活動未能如願舉行，
在疫情緩和後配合防疫政策下，二、三年級在試後活動期間分別到海洋
公園及天際100參觀。配合該年級教學範圍，學生能跳出課室，親身體
驗，利用五感感官享受遊覽本地特色主題公園和地標的樂趣。

在疫情限制之下，很多學習計劃都未能如期進行，祈求疫症盡快消
散，讓華德孩子得到更多多元學習的機會。

「智能家居」的跨學科學習活動「智能家居」的跨學科學習活動

 QTN濾水器學習活動 QTN濾水器學習活動

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常識全方位體驗常識全方位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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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J4 明輪船製作J3-J4 明輪船製作

J1-J2 環保車製作J1-J2 環保車製作

J6 火箭車製作J6 火箭車製作

J2 海洋公園學習日J2 海洋公園學習日

J3 天際100 X 3D立體筆工作坊J3 天際100 X 3D立體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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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學校中文辯論隊在
本年度正式成立，由每個星期
的恆常訓練課程，至外出參與
校際辯論比賽，無論是老師還
是同學，都收穫滿滿、獲益良
多。

縱使在疫情影響，辯論隊
的訓練仍風雨不改，以zoom形
式持續進行。辯論訓練着重即
時交流、即場回應，在訓練開
始前，老師亦有擔憂以網上形式授課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成效，加上部分新隊
員未曾接觸過正式的辯論訓練，亦為訓練增加不少難度。可是，為了隊員能更

有效率地學習，老師在課堂前作了
不少額外預備，加上同學們的積極
參與下，隊員不但慢慢掌握朗讀講
稿的重點，亦了解到分析辯論的技
巧，如何從不同的持分者中組織不
同立場的論點，再搜集合適的資
料，增加演說的說服力。

除了恆常訓練外，本年度辯論
隊亦首次參與校外正式比賽，在疫
情下，辯論比賽亦改為以網上形式
比賽。同學在比賽期間每天回校預
備，在短短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內，

同學不但要熟習有關辯題的背景資料，練習流暢地演說講稿，更要思考如何回
應對方的即時質詢。在正式比賽前，作賽同學更和不同的學校進行模擬辯論比
賽，預備比賽中會出現的一切情況。雖然辯論隊最後在比賽中的第一回合複賽
止步，但仍在這兩場比賽中獲
得最佳辯論員的佳績。 

辯論訓練從不是一件簡單
的事情，要勝出比賽更是不容
易，但同學在比賽中學會了凡
事多思考、多質疑、多批判的
辯論精神， 成為了獨當一面的
辯論員，這比勝出比賽更難能
可貴。

中文辯論隊中文辯論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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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4年前的辯論課外活動
小組 – Speak Bright，至兩
年前成立的英文辯論隊，目標
培訓學生英語演說能力，在討
論不同議題時，培訓學生批判
思維。短短幾年時間，見證着
參與的學生開始時對辯論認識
不深，在發表個人意見時都戰
戰兢兢，到後來訓練都積極發
言，論點及駁論準備充足，思
辯能力都有不少提升，當中的
得着實在可貴。

疫情期間，辯論不能像
以往能面對面進行，不論比賽
或訓練都改以網上進行，對學
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辯論
訓練着重學生即時根據辯題及
站方提出論點及論據，在以往
訓練和辯論比賽都能現場進行
時，同學無擬有較多機會從即
時辯論中練習辯論技巧，然而
也有一些隊員日常訓練時思路
清晰，卻在臨場表現時顯得特
別緊張。以Zoom形式進行課堂時，雖然較難進行如面授課時的即場辯論，但
正正能讓這批同學在參與課堂時建立信心，並更勇於發言及反駁，不用擔心面
對較多觀眾時的現場壓力，當然這些亦有賴老師的土鼓勵和家長的支持。

在這段時間的校外比賽，雖然改以網上作賽，學生對着鏡頭演講壓力較
少，但也因為半天面授課的關係，同學無法課後留校集中討論及預備比賽，使
準備比賽變得更加困難。感恩的是學生的堅持和家長給予的支援，使大家都用
盡辦法，自動自發為比賽做準備。從以往的留校訓練，到現在的Zoom討論小
組，Google文件共同編緝稿件，甚至家長傳送學生在家練習片段，讓老師能及
時提供改善建議，一切都是為了能在比賽時有最好表現。努力終於得到回報，
三位六年級的同學在六月的一次辯論比賽中獲勝，其中一位同學更獲選最佳辯
論員，相信這次經驗也能成為他們小學生涯中美好的回憶。

在往後的日子，透過英文辯論的訓練，期望同學能夠從中學會批判思考的
能力以外，也能懷着堅持不懈的精神，迎難而上面對各種挑戰，成為出色的辯
論員。

英文辯論隊英文辯論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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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 見見‧‧華華 德德

      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在華德學
校從事我最喜愛的教育工作，希望
華德孩子能夠在這個大家庭健康快
樂的成長。不但在知識方面有所增
長，也在品德教育方面奠定基礎。
祝願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和
你們的家人，都能夠凡事倚靠主，
以智慧和勇氣去面對將來一切未知的變化和挑戰。主佑大家。

在華德學校從事教育工作多
年，要離開這所熟悉的學校，實在
萬分不捨。很感謝歷任的校長讓我
在華德學校工作，也感謝學校所有
教職員的幫忙和協助，使教育工作
能夠順利完成。教育工作雖然很繁
重，但見證著學生的身心成長，繼

而升上心儀中學，我也衷心替他們高興。各位同學，你們要努力加油啊！
祝福你們學業進步、身體健康、前程似錦。也祝福華德的所有教職員工作
順利，身體健康。

黎瑩老師

葉楚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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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ing is not just a 
job. It is a human service, and 
it must be thought of as a 
mission” (“Inspiration,” 2000). 
This quote by Dr. Ralph Tyler 
really illustrates what I think 
about education.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for twenty-two years since I graduated. This is my first “human 
service”. You can imagine it i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I have decided 
to leave my beloved school. 
      Looking back, why I choose to be a teacher? Maybe because of 
my father, my mother, my brother and even my younger sister were 
all once a teacher. I always marvel at the priceless joys of seeing the 
progress of my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usually considered 
“less able” students. My role as a teacher is to mold the future by 
influencing my students’ views and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cultures of BWS is, many students like coming back 
after they have graduated to visit the teachers. I enjoy listening 
how they graduated from their secondary schools. I want them to 
remember that they learned they had potential from me if they 
did not get it anywhere else. When I hear successful stories, it 
makes me feel such pride in what I do and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themselves. 
      I always use to think it is a privilege to be a teacher because  
every day I am given the chance to learn from my students and my 
colleagues,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grow as a person. 
      A farewell is never easy, and it sounds so sad to say. The sadness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I may never see some of you again. Only 
the memories of the times we have shared has made me feel better. 
For that, I am thankful.
      I will always cherish the memories in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Thank you everyone at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So, 
goodbye to all of you, and I pray that you all have a great future 
going forward. 

Miss Yun Tak Yee, D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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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主的安排，讓我有機會
在華德學校裏工作。在這段日子裏有
很多美好的回憶，讓我學習到很多東
西，也讓我成長了不少。但一段旅程
總有它完結的一天。現在是時候展開
我人生新的一頁，在新的旅程上運用
我在這裏吸收到的經驗，繼續去追尋
我的夢想，實踐抱負。在此，我祝願

校長、各位老師和同事生活愉快，同時也祝願華德的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
潛能，一展所長。謝謝！

李紫柔老師

      各位華德家長及同學，我是朱
家樑主任，在2006年加入華德學校
的大家庭。在教學初期，主要是任
教數學科，體育科及生教科。
      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希望透過
日常的教學及生活分享，傳播耶穌
基督的福音，為你們播下基督信仰
的小種子。因此各位同學或舊生，
最常見到我的踪影，除體育校隊訓
練及比賽外，便是帶領你們參加聖博德堂教育主日彌撒、香港大球場傳教
節活動、天主教小學公教學生朝聖活動和各項宗教禮儀的領經員。
      在15年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帶領同學走出課室，參加境外交流。
我們曾經一起去過的地方包括：新西蘭、新加坡、北京、上海、寧波、杭
州、台灣和順德等地方。在交流和過程中，發掘同學的真、善、美，培養
學生的自理能力，加強學生團隊中互助精神，最重要是建立老師和同學間
互相信任的友誼。
      基於篇幅所限，太多華德的點點滴滴，不能盡錄。
      下學年，我接受了天主給予我的新挑戰，去一所新的學校，但華德累
積的經驗、使我更有信心去面對。希望各位同學能繼續以「勤、謹、謙、
信」精神，在華德健康成長。 
      最後以一篇聖經作結﹕
      「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膽怯，因為你無論到那裡，上主你的天主
必與你同在。」（蘇 1:9）
      主佑

朱家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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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乳名叫男男，是陳
玉媛老師的BB女，最喜歡沖涼和
扮小獅子吼叫。」

校校園園 喜喜 事事

      Hi! This is Mr. Edwards. It is a 
pleasure to be introducing myself to 
you again. 
      I am from America and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Hong Kong for over 
11 years. I have two kids, one girl 
and one boy, that are 6 years old 
and 4 years old respectively. 
      I have had such joy in teaching them and I have also had such joy 
in teach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and at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It was a pleasure to teach at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I have 
enjoyed teaching you reading in English, and also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I n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that I would be living in Hong Kong 
one day, but 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is that you 
never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As long as I have God by my side I 
know he will keep me safe on my journey.
      Coming from Idaho, I love being outdoors and in the fresh 
countryside air. I also love teaching, writing poetry, and reading 
novels. My current favourite writers are Matsuo Basho, J. R. R. 
Tolkien, and Robert Ludlum. I enjoy travelling, listening to music, 
theatre, and sports. My sporting hobbies include, soccer, football, 
basketball, and hockey.

Mr. Daniel Ed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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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 園園 活活 動動

小 一 新 生 適 應 日小 一 新 生 適 應 日

以 心 建 華 德 便 服 日以 心 建 華 德 便 服 日

教 區 跳 繩 籌 款 活 動教 區 跳 繩 籌 款 活 動

信 仰 日 營信 仰 日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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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德 獎 勵 樂 繽 紛華 德 獎 勵 樂 繽 紛

中 外 名 人 閱 讀 營中 外 名 人 閱 讀 營

理 工 大 學 學 童 視 覺 篩 查理 工 大 學 學 童 視 覺 篩 查

聖 母 月聖 母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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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領 袖 (小 領 袖 ( 風 紀 、 小 義 工 )風 紀 、 小 義 工 ) 訓 練 活 動訓 練 活 動

A R 、 V R 澳 洲 遊 學 團A R 、 V R 澳 洲 遊 學 團

S T E M  工 作 坊S T E M  工 作 坊

高 爾 夫 球 同 樂 日高 爾 夫 球 同 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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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思思 ‧‧ 我我 感感
「老師是海邊的一座默默

守護孩子的燈塔，永遠屹立不
倒地站在海邊，為孩子點亮海
上的光亮，為孩子照亮前方的
路，守護著孩子。」

真 的 很 感 恩 ， 盧 校 長 給
我寶貴的機會，來到這個充滿
愛和歡樂的華德大家庭，讓我
守護天真活潑的華德孩子，以
及與和藹親切的老師們一同共
事，同舟共濟。

在過去一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下，老師要因應教學環境而改變，對學生的教
授方式也有所調節，甚至和以往的教學方式截然不同。作為新老師的我，來到一
個新的環境，在時勢的轉變下，要使用新的教學方式，當中的確遇到了不少的困
難，也有經歷過一些障礙與挫折，有時也有感到氣餒的時刻……幸好，沿途有您
們：和藹可親的校長、主任和溫情洋溢的老師們及活潑可愛的華德孩子們，讓我
彷彿在大雨後看見彩虹。校長的一句鼓勵、老師們一同無私的協助，及華德孩子
一個個甜美的笑容，令我感到溫情洋溢，並感受華德大家庭的溫暖。校長、主任
和老師們的崇高信念，這也成為推動我繼續努力前進和為華德孩子做得更好的動
力。我又再一次可以發光發亮，成為默默守護孩子的燈塔，照亮每一個孩子的道
路，讓華德的孩子們安穩快樂的學習環境下學習。

記得我來到華德學校的第一天試教，一踏進課室，同學們都用奇異的眼光
望住我這個完全陌生的面孔，感覺就好像看見外星人一樣。當我試教完畢的小息
時，忽然有一位同學滿眼好奇地上前來問我：「你是誰？你會再來教我們嗎？」
我笑一笑回答：「我是Miss Yau！我相信有機會的，因為只要你相信，凡事可成
真！」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老師。記得我小時候，我最崇拜的是我的英文
老師。從此，我便立志要成為英文老師。前幾個月，一位畢業已久的學生忽然電
郵我：「Miss Yau，妳最近好嗎？我已經大學畢業了！我還記得是你讓我愛上
英語，是你讓我選了英文中學，是你令我在大學選修英文。很掛念妳呢！」收到
這封電郵，真的很是感動，腦海中浮現一幕幕和她的歡樂的片段，記得她曾告訴
我，本來她不喜歡英文的，自從和我建立良好的關係後，她便愛上英文科了。因
此，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事業。

To the world , you may be one person , but to one person , you may be the 
world. 原來，對於這個世界，老師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人; 但是，對於某一
個人(小孩子)來說，老師就成為了某一個人(小孩子)的整個世界。

我總喜歡把這金句放在心上，常常提醒自己，要教好每一位華德孩子。我不
但是孩子的燈塔，照亮孩子的路，成為他們的守護神，並且用愛去感染他們，令
他們在生命上都能發光發亮，照亮孩子的人生。

丘玉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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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表現 學生在學業以外表現 
(2020-2021校外比賽獲獎名單)(2020-2021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數學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香港賽區)

金獎 4D 洪樂軒  

銀獎 4D 陳子玄   6A 洪智賢   6B 曾卓謙

銅獎
3A 關雋曦   3B 鍾正浩   3B 劉彥廷  
4A 鍾正匡   4C 關雋樂   5A 邵文龍  

5A 余卓謙

2021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5B 翁浩林   6A 洪智賢   6A 黃歷祈  

6B 薛芷晴

三等獎
4A 鍾正匡   5A 楊啟朗   5A 余卓謙  

6B 王朝旭

優異獎
4C 關雋樂   5A 黃天一   5C 陳業璁  

6B 馬永鏘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晉級賽
(香港賽區)

金獎 4D 洪樂軒 

銀獎 6B 曾卓謙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1
（香港賽區）

一等獎 4D 洪樂軒

二等獎

3A 羅希瑤   3A 羅千翔   3B 劉彥廷  
3C 梁梓軒   3C 柯智良   3C 邱啟傑  
4A 鍾正匡   4B 李臻哲   4B 李天朗  
4B 廖文謙   4B 蘇展鉅   4D 陳子玄  
5A 張汶希   5A 鄧梓朗   5A 黃天一  
5A 余卓謙   5B 吳正男   5B 姚昱初  
5B 翁浩林   6A 陳諾軒   6A 洪智賢  
6A 黃歷祈   6B 曾卓謙   

三等獎

3A 關雋曦   3A 李冠辰   3B 鍾正浩  
3B 黃天陽   3C 譚梓軒   3C 曾捷悟  
3D 梁知行   3D 鄧紫琳   3D 王穎兒  
4C 關雋樂   4D 羅燊悠   5A 賈 傲  
5B 張芝嫚   5B 楊博文   5C 陳業璁  
6A 陳俠澄   6A 陳衍曦   6B 梁家健  
6B 馬永鏘   6B 仇芷慧   6B 周昱謙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2020秋(數學科)

雙優
4D 洪樂軒   5A 張汶希   5A 黃天一  
6A 洪智賢   6A 梁雅旻   6B 王朝旭 

優

4B 李臻哲   4B 廖文謙   4D 洪樂軒  
5A 張汶希   5A 莫  可   5A 鄧梓朗  
5A 黃天一   5B 倪珮嵐   5B 趙智浠  
6A 洪智賢   6A 梁雅旻   6A 黃歷祈  
6B 王朝旭   6D 徐澤森   

良

4A 張洛謙   4A 洪詠琪   4A 張灝楠  
4D 梁家嚴   4D 姚鞏嵐   5A 洪鈞浩  
5A 賈   傲   5A 林子筠   5C 陳業璁  
5C 陳瓏方   5D 林浚謙   5B 張芝嫚  
5B 張汀敏   5B 王汝熙   6A 許迅嘉  
6A 梁子翹   6A 鄒嘉濤   6B 仇芷慧  
6B 鄧依芠   6D 陳超然   6D 侯泓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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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vent Results Students

Cambridge YLE Exam (Movers) 15 Shields 1D Law On Yiu

Cambridge YLE Exam (Flyers)

15 Shields

3A Law Hei Yiu
4A Chan Hui Ching 
4C Yip Wing Tai Damon
4D Cheung Nga Sum 
5A Tang Tsz Long 
5A Wong Tsz Ching 
5B Chan Sum Yiu 
6A Chiu Ling Tsz 
6A Hong Chi Yin 

14 Shields

3D Wong Hui Yin 
4A Chiu Long Hin 
4B Lee Perseus Robin 
5Achan Yuk Tung Joanna 
5B Ng Ching Nam 
6A Tai Long Kiu Mateo 

13 Shields

3A Ho Chun Leung Jay 
4B Wong Tsz Tin Chloe 
4D Chan Chun Kiu 
5A Yang Chi Laam Jeanne
5A Shao Wenlong 
5B Cheung Chi Maan
6A Cheung Tung
6B Liang Ka Kin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ilver Award 5B Cheung Chi Maan

數學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2020秋(解難分析科)

優
4D 洪樂軒   5A 張汶希   5A 黃天一  
5B 張芝嫚   6A 洪智賢   6A 梁雅旻  
6B 梁家健   6B 王朝旭   6D 陳超然

良
4B 李臻哲   5A 鄧梓朗   5C 陳業璁  
5B 陳泳琳   5B 趙智浠   6A 梁子翹   
6A 黃歷祈   6A 鄒嘉濤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

銀獎
2D 陳思全   3B 劉彥廷   4D 洪樂軒  
6A 洪智賢   6A 黃歷祈   

銅獎
1A 張晞朗   1A 呂烈林   2A 羅梓霖

6B 曾卓謙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2021 三等獎 4B 李臻哲   4D 洪樂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
（香港賽區）

一等獎 4D 洪樂軒

二等獎 4B 李臻哲

三等獎 4B 蘇展鉅   6B 曾卓謙

優異獎 3D 梁知行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1(香港賽區)

金獎 4D 洪樂軒

銀獎 4B 李易軒

銅獎 3A 關雋曦   3B 劉彥廷   4C 關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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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vent Results Students

Cambridge YLE Exam (Starters)

15 Shields
1B Ng Cheuk Ki
1B Lee Ka Wai
1D Pau Bui Yan Kate

14 Shields 1B Lam Cheuk Lam

13 Shields

1B Yim Chin Kiu
1D Cheung Shiu Honh
1D Tsui Yi Sum 
1D Tsui Tsz Long 

Cambridge YLE Exam (Movers)

15 Shields

2A O Ji Leung
2B Leung Chee Hang Claire
3B Liu Man Him
3C Ho Yi Kiu
3D Yip Wing Tai Damon
3D Yiu Kung Laam
3D Chiu Long Hin
4C Leung Ching Long
4C Law Chun Yin Moses

14 Shields 4C Cheung Chi Maan
4C Jia Ao

13 Shields 3C Leung Ka Yim

The 25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J.1- J.2 Champion 2D Poon Sze Ching
1st runner-up 2A Cheung Hang Chi
2nd runner-up 2A Ngai Po Yi, Isabella 

J.3- J.4 Champion 3A Low Wing Sam
1st runner-up 3D Li Wai Yan
2nd runner-up 3B Tsang Cheuk Yee, Julie 

J.5- J.6 Champion 5B Cheung Chi Maan
1st runner-up 6B Qiu Tsz Wai
2nd runner-up 6D Fong Kit Yu

The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 Up 6A Chan Lok Hin

Merit

1A Lai Hiu Man
1B Cheung Hoi Tung
1B Cheung Yau Hong 
1D Leung Ho Yeung
2A Mgai Hei Man 
2C Cheung Shiu Hong 
2D Wong Marcus Pak Lun 
3C Ng Sum Yu
3C O Ji Leung
4A Wong Garrett Yat Chun 
4B Ching Chit Lam Ethan 
4D Cheung Yat Long 
5A Leung Sin Ying Alicia 
6A Cheung Tung
6A Leung Tsz Kiu 
6B Tang Yi Man 
6B Ma Yong Qiang 
6B Kwan Z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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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集誦及獨誦)

優良
6C黃愛琳   4C陳詠嵐  2D潘晧橋   
2A張行之  

良好
5B陳詠琪   4D鄺海澄   2A魏喜旻   
6B馬永鏘   6A李康翹   4B李臻哲
5A梁墡鎣   2A陳朗翹  

賽馬會「三代‧家添愛」計劃
「寫意．存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入圍初小組 2D吳焯錡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0-2021 團體寫作比賽季軍 5A林明快   5B蘇巧琳   5B姚昱初

我的2021徵文比賽
PB組-小學高級組

銅獎
5A吳宇晴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香港賽區) 

2020-2021

小學三至四年級組別
三等獎

4C陳詠嵐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三等獎

5B陳詠琪

余振強紀念中學45周年校慶小學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楊啟朗   5B陳叡嶠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0-2021 菁英銅獎 5A林明快   5B蘇巧琳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2020/21 入圍小作家 2B李澤彬   5B姚昱初   5B蘇巧琳

「文人召喚」徵文比賽（第二期） 小學組優異獎 5A林明快

獅子會中學25周年銀禧校慶之 
獅子會盃小學中文徵文比賽

優異獎 5B張汀敏

華德學校甬粵港作文比賽

亞軍 5A林卓旻  4B張志傑

殿軍 5A陳子蓓

優異獎

6A勞卓盈  6A梁子翹  6A黃筠晴  
6B王綺嵐  6B王紀陶  6B關柏皓  
6C王俊熙  6C張盈釗  6D龐煦穎  
6D方潔榆  5A洪鈞浩  5A喻名熙  
5B陳梓婷  5B姚昱初  5B陳詠琪
5B甄梓淇  5C陳瓏方  5D陳晉東 
4A劉晏彤  4A陳栩晴  4B廖峻熙  
4B李易軒  4C陳倩雯  4C陳詠嵐  
4C蔡潁嵐  4D黃茗峻  4D黎嘉衡

視覺藝術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全港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2020 金獎 2C 張銚漮

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6A 陳俠澄

「戲」出望愛—口罩套填色設計比賽
高小填色組 亞軍 4A 陳栩晴

初小填色組 優異獎 2B 廖祉千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2020
少年組 季軍 5B 陳詠琪

少兒組 金獎 4C 陳詠嵐

第六屆「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賽

西洋畫小學組優異獎

4C 陳詠嵐
西洋畫小學組網絡人氣獎

2020-2021年度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J9西洋畫組 Bronze Award 4C 陳詠嵐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全港小學繒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5C 陳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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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兒童普通話水平測試 進階級別：卓越

1D 羅安瑤KPCC兒童普通話詩歌及散文朗誦評賞 進階組：一等獎

KPCC兒童普通話水平測試 超卓成績學生獎

SPC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等級A

1A 黎曉文   1B 楊雅淳   1C 陳樂瑤  
3A 羅千翔   3B 葉振鵬   3C 張峻豪
4D 梁家嚴   4D 季緯綸   5A 賈   傲  
5A 藍梓睿   5A 梁墡鎣   5A 莫   可
5A 邵文龍   5A 喻名熙   5B 張芝嫚  
5B 李彥龍   5B 甄梓淇   5B 趙智浠
6B 陳璟堯   6B 仇芷慧   6B 王綺嵐

等級B

1A 范倍僖   1B 嚴浩文   2D 陳思全  
4B 李臻哲   4B 胡浚諺   4D 鄺海澄
5A 林卓旻   5A 林明快   5A 鄧梓朗  
5A 黃妙姿   5B 陳   遇   5B 陳梓婷
5B 張汀敏   5B 梁靖朗   5B 吳正男  
5B 楊博文   5B 翁浩林   5C 陳瓏方
5C 譚凱瑤   6A 陳俠澄   6A 鄭展豐  
6A 趙玲孜   6B 鄭展泰   6B 關柏皓
6B 王梓樂   6C 黃愛琳   

2020領展盃朗誦比賽
P1-P2 散文冠軍 1D 羅安瑤

P3-P4 詩詞亞軍 3A 羅希瑤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0

詩詞季軍 3C 張峻豪

散文季軍 1D 羅安瑤

詩詞優良

6C 黃愛琳   6B 曾泓昌   6B 馬永鏘   
5A 黃妙姿   5B 姚昱初   4C 張祖苗
4A 黃逸俊   3D 劉彥葦   3A 羅希瑤   

1A 黎曉文

散文優良 5A 賈   傲   5B 姚昱初   2D 黃柏麟 

詩詞良好 1C 陳樂瑤

散文良好 5A 林明快   1C 張瀅鈺 

鵬程盃第8屆朗誦大賽2020
P1-P2 散文冠軍 1D 羅安瑤

P3-P4 詩歌亞軍 3A 羅希瑤

常識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2020-2021穗港澳青少年科技
體育模型鐵人三項比賽

紙飛機飛行距離比賽
三等獎

2B王文謙

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競速挑戰賽
三等獎

3C譚梓軒

反斗消費Go Go Goal
網上問答比賽

校內最高分 5A陳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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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 ITCA

金章 5A張汶希   5A黃天一   5A張汀敏

銀章

4A黃靖剴   4A趙朗軒   4B黃卓遙   
4B廖文謙   4B蘇展鉅   4C何卓霖
4C李承浚   4C陳詠嵐   4C黃柏逸   
4C葉穎泰   4C劉旨鶱   4D季緯綸
4D梁家嚴   4D陳子玄   4D陳慧嘉   

4D鄭雅心

銅章

3A李冠辰   3A郭思齊   3A楊易思   
3A羅希瑤   3B張柏源   3B陳星攸
3B曾卓儀   3B劉彥廷   3C吳宇桐   
3C邱卓翹   3C邱啟傑   3C梁梓軒
3C陳仲叡   3D王穎兒   3D梁知行   
3D許嘉淳   3D鄧紫琳   

第一屆STEM教區編程比賽
冠軍 4C何卓霖

亞季 5A陳子蓓

Codecombat國際編程大賽 銀獎 4B廖文謙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跨學科) 奬 優異

6A黃歷祈   5A張汶希   5B李彥龍  
5B姚昱初   5B蘇嘉銘   5C陳諾彤
4A陳栩晴   4D黃茗峻   4D鄭敏希
3A郭思齊   3C梁梓軒   2A陳健沛
2A馮健豪   2B石晞妍   2B徐碩瑜
2B萬思言   1D王思齊   

體育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星夢盃體操舞蹈
12歲以下組別 銀獎 3A 羅希瑤

6歲以下組別 銀獎 1D 羅安瑤

亞太杯國際藝體操比賽2020
U12體操舞蹈 第五名 3A 羅希瑤

U6體操舞蹈 第四名 1D 羅安瑤

第二屆全港社區藝術體操公開賽
少年組獨舞 1st Runner-up 3A 羅希瑤

兒童組獨舞 1st Runner-up 1D 羅安瑤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第28屆會長盃

CR 冠軍 5B 趙智浠   5A 林明快

Rumba 冠軍 5B 趙智浠   5A 林明快

Cha  Cha  Cha季軍 5B 趙智浠   5A 林明快

東方舞少年組(初小) 銅獎 5B 趙智浠

2021 STEM 綜合問答擂台2021 STEM 綜合問答擂台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第28屆會長盃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第28屆會長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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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組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5B 翁浩林

優秀學生 5A 洪鈞浩   5B 蘇巧琳  

德公組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賽馬會校園低碳「睇現」計劃 「最佳低碳心得影片分享大獎」 4D 鄺海澄

音樂科
活動/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2020全港兒童鋼琴、管弦樂及敲擊樂大賽 P1-P3鋼琴 季軍 1D羅安瑤

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

第五級組 第三名

2D徐爾心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20 鋼琴五級組第五名

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20 鋼琴兒童組第三名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1 鋼琴第三名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鋼琴中童組 銀獎 5B趙智浠

鋼琴幼童組 銀獎 1D羅安瑤

鋼琴兒童組 銅獎 3A羅希瑤

「童」Sing歌唱比賽 P3-P4英語 冠軍

3A羅希瑤香港夢兒童音樂節 7-8歲獨唱組榮譽 冠軍

我是小歌手 全港兒童歌唱比賽 P3-P4英語 季軍

第四屆亞洲線上音樂大賽 長笛初級組 亞軍 5C劉梓朗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銅獎

2B盧梓橋   2C譚允甯
2D徐爾心   3D任朗言
4C何伊翹   4C葉穎泰
5A鄧梓朗   5A曾曉嵐
5A洪鈞浩   5B姚昱初
6A勞卓盈   6C王俊熙

銀獎

1A王日熙   1B吳企凡
2B盧梓橋   3A羅希瑤
4B李天朗   5A鄧梓朗
5A洪詩韻   5B王汝熙
5B蔡汶臻   5B趙智浠
5C陳業璁   6A陳諾軒
6A勞卓盈   6B黎焯郗
6B曾泓昌   6B王梓樂

顧 問 ﹕
編 輯 小 組 ﹕
設 計 ﹕

盧淑儀校長
林少芬老師、劉曉萌老師
黃敏婷教學助理

華德藝術廊3D校園遊蹤學校網頁 華德學校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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