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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長長 的的話話
鍾寶來校長

我很高興可以加入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這個大家庭。作為家庭的新成員，

上月透過網上平台欣賞同學的才藝表演，從而認識這個家的小主人，看到他們精彩和

多樣的演出，令我不禁拍案叫絕。藉此，我謹代表全體員生感謝辦學團體香港中國婦

女會、歷任校監、校董、校長及教職員的貢獻和付出，為社會培育出一群多才多藝和

勇於嘗試的優秀學生，也為丘小奠定了穩固的根基。

受着疫情影響，大家也要做蒙面俠。對於剛履新校長的我而言，難免感到跟大

家多了層隔膜。幸好，口罩蓋不了大家友善的目光，擋不住同學純真的神采。同學

們，可知每天早上你們跟我說聲早，或者中午放學時，跟我揮揮手說聲再見，也是給我這位丘小新人一份温暖的祝福

和支持。

最後，盼望我們傳承優良的校風之餘，更不懼疫情帶來的挑戰，彼此同心朝着學校三年計劃中的兩大關注事項奮

勇前行：

1. 營造正向校園文化，促進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2.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縱然新冠無情，但丘小有情。就讓我們一起建立關愛校園，並為新學年立志，

裝備自己，繼續成為有禮、擁有正向思維和自主學習能力三項特質的好寶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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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識識 科科參參 觀觀活活 動動

「香港太空館」(P.5)「香港太空館」(P.5)

「零碳天地」(P.3)「零碳天地」(P.3)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P.4)「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P.4)

「香港迪士尼樂園」（STEM 體驗行）(P.6)「香港迪士尼樂園」（STEM 體驗行）(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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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運動動 日日
為了讓同學能享受一起做運動的樂趣，學校特地舉行運動日，活動包括：影片欣賞、P.1-3手抓子、P.4-6速疊杯、

舞蹈、拍∕踢足毽、升呢投籃、豆袋過三關和羽毛球大作戰競技比賽，同學們投入參與，師生皆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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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方方 位位學學 習習日日 之之「「中中國國 航航天天 科科技技」」
學校為小一至小五同學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全方位學習日。是次活動以「中國航天科技」為主題，學習內容包括

「人工智能」及「中國航天科技」。老師為同學們安排了不一樣的學習活動，包括觀看我國的航天科技短片及參與

KAHOOT!問答比賽、進行與人工智能有關的詩歌創作和繪畫，並與機械人對話等。大家都在愉快的氣氛中學懂了不少

航天知識呢！

人工智能繪畫人工智能繪畫

KAHOOT!問答比賽KAHOOT!問答比賽

人工智能之詩歌創作人工智能之詩歌創作

與機械人對話與機械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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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長長 教教師師 會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多年，積極推動家校合作。今年舉辦以「提升孩子意志力及處理逆境能力」為題的講座，並

邀請張笑容女士主講。另在聖誕聯歡會上，本會向全校同學送贈聖誕禮物，一起歡渡佳節。可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今年家長教師會的活動也相應減少或取消（親子一日遊、家長義工興趣班、家長義工聚會、畢業聚餐），而畢業

聚餐則改為向每名畢業生致送畢業熊公仔，以作紀念。 

致送葉校長的榮
休禮物

致送葉校長的榮
休禮物

學生收到家長教師會送贈學生收到家長教師會送贈
的禮物，多高興！的禮物，多高興！

於畢業禮致送老師的於畢業禮致送老師的
禮物及水果籃禮物及水果籃

向畢業生致送畢業熊公仔向畢業生致送畢業熊公仔
 講者為張笑容女士 講者為張笑容女士

ZOOM專題講座：ZOOM專題講座：
「提升提孩子意志力及處理逆境能力」「提升提孩子意志力及處理逆境能力」

家長委員同心協力準備家長委員同心協力準備禮物，勞苦功高！禮物，勞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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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畢業業 典典禮禮
第五十六屆畢業暨頒獎典禮已順利進行，畢業班同學即將展開他們人生新的一頁。

主禮嘉賓歐陽伯權博士JP
主禮嘉賓歐陽伯權博士JP

朗誦朗誦弦樂團合奏弦樂團合奏

小司儀小司儀

英語話劇英語話劇

捷克舞捷克舞嘉賓合照嘉賓合照

同學從主禮嘉賓手中接過畢業證書後，
同學從主禮嘉賓手中接過畢業證書後，

標誌他們踏上新的階段標誌他們踏上新的階段

精彩的表演節目精彩的表演節目

雖然新冠疫情仍然持續，但學校仍為同學籌辦了HTY 2022 Variety Show。是次綜藝表演讓同學展示了他們課堂以

外的學習成果。當天的表演項目十分多樣化，除了有預先錄播的中樂、管樂及敲擊小組演出外，亦包括現場表演—

朗讀、舞蹈、音樂與英語話劇。當中英語話劇團隊更是首度公開演出呢!同學們的演出非常精彩，獲得嘉賓和家長的一

致好評。

HHTTYY  20222022  VVaarriieettyy  SShhooww

鋼琴鋼琴 古箏古箏
小提琴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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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講故事比賽中文講故事比賽
參賽同學各自施展渾身解數，演繹一個個

精彩的故事，令評判及觀眾們都樂在其中。

活 動 以 非 洲 藝 術 元

素 為 題 ， 同 學 參 與 音

樂、律動以及視覺藝術

創作活動，表現出色。

STEM 比賽STEM 比賽

三、四年級同學到
三、四年級同學到「童夢巴士」玩STEM小遊戲

「童夢巴士」玩STEM小遊戲

創意機械人團隊創意機械人團隊

Smart Kids獎勵計劃Smart Kids獎勵計劃
學校透過「Smart Kids獎

勵計劃」、「Super Class」、

「生日Fun Fun Fun」活動營

造正向學習氛圍，提升同學的

正向價值觀。

六年級同學參加了WRO2022機

械人挑戰賽—「極速循線」挑戰

賽，榮獲兩個金樂高獎，成績優異。

視覺及音樂科活動：藝術日視覺及音樂科活動：藝術日——躍動非洲躍動非洲

同學及家長透過一連串的網上活動，認識及實踐「快樂七

式」，培養正面及積極的生活態度，成為「丘小快樂勇士」。

「疫」上亦樂「疫」上亦樂

STEM活動STEM活動

五、六年級同學到「童夢巴士」進行觀星活動五、六年級同學到「童夢巴士」進行觀星活動

五年級同學到禮堂進行
五年級同學到禮堂進行

「機甲大師」體驗活動
「機甲大師」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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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2 0 2 1-- 2 22 2年年 度度獲獲 獎獎生生 名名單單
全級第一、二、三名獲「丘清清獎學金」

名次
姓名級別

一 二 三

一年級 1C葉芷琳 1C方卓翹 1D鄒啟軒

二年級 2E葉曦頤 2D陳婧瑤 2C黃皓月

三年級 3C劉迦藍 3C關學勤 3B李岢陽

四年級 4B李沅樺 4E梁琛男 4E羅心妤

五年級 5C吳晞瑤 5E林柏言 5D梁思晴

六年級 6E林雨霏 6D李諾一 6C王毅志

學科全級第一名獲「梁靳羽珊獎學金」

科目
姓名級別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一年級 1D鄒啟軒 1D陳妙心 1B曾瀚賢
1C方卓翹
1C葉芷琳
1D陳妙心

二年級 2E葉曦頤 2E葉曦頤 2E葉曦頤 2E衛晉良

三年級 3B李岢陽 3C劉迦藍 3C劉迦藍 3A陳子森

四年級
4E郭藹瑤
4E梁琛男

4D余宗胤 4B李　睿
4D黃日楠
4E羅心妤

五年級 5D梁思晴 5A何卓瑤
5C吳晞瑤
5D梁思晴

5D胡月頤

六年級 6D李諾一 6E林雨霏 6D施清楠 6E林雨霏

全班第一名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科目
姓名級別

A B C D E

一年級 盧靖天 孫銘蔚 葉芷琳 鄒啟軒 洪偉恒

二年級 林芊兒 陳寶堯 黃皓月 陳婧瑤 葉曦頤

三年級 陳子森 李岢陽 劉迦藍 林樂欣 吳彥琳

四年級 施熙林 李沅樺 李映君 黃日楠 梁琛男

五年級 何卓瑤 洪薏婷 吳晞瑤 梁思晴 林柏言

六年級 馮星堯 黃逸朗 王毅志 李諾一 林雨霏

德育模範生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科目
姓名級別

A B C D E

一年級 劉盈鋇 朱峻宏 葉芷琳 吳紫榣 陳卓瑤

二年級 郭澄禧 陳寶堯 謝晞妍 胡熙雯 葉曦頤

三年級 甘俊軒 姚安蕎 劉迦藍 何嘉珩 吳彥琳

四年級 葉伊琳 李沅樺 鄭旨喬 黃日楠 胡安昱

五年級 陳詠婷 洪薏婷 何恬兒 胡月頤 温弘燁
六年級 蔣雅嵐 梁梓恩 施瀚瀧 葉芷澄 林端瑩

成績進步獎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班別
姓名級別

A B C D E

二年級 鄭　月 劉敬曦 鄺雅莎 顏瑋琳 蕭逸銘

三年級 張一健 招柏淳 陳顯濠 蔡曉棋 曾子期

四年級 蘇宇熹 李靖婷 黃睿晴 陳愷程 鄧梓茵

五年級 楊嘉雯 黃詩妍 蕭雋洛 張凱童 黃筠馭

六年級 黃鍏洛 翁子鍵 王妤之 鄧懿城 方思晴

傑出風紀服務獎獲「校友會獎學金」

班別
姓名級別

A B C D E

六年級 馮星堯 郭穎蕎 李沅蒨 李諾一 方思晴

操行進步獎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班別
姓名級別

A B C D E

二年級 郭智毅 吳家輝 鄺雅莎 陳新俞 郭溢喬

三年級 劉晴炘 招柏淳 朱梓洛 何東迅 梁正喜

四年級 施熙林 李靖婷 吳嘉迪 甘浩博 鄧梓茵

五年級 黎向晴 黃梓謙 葉朗程 張凱童 陳會茹

六年級 鄧卓饒 陳嘉琳 羅沁妍 王偉浩 尹天均

傑出學生獲「獎學金」

四年級 五年級

4A施熙林 5C吳晞瑤

傑出學生獲
「香港中國婦女會獎學金」

六年級

6D李諾一

閱讀獎勵計劃優勝者獲「獎學金」

姓名
級別

優勝者 優勝者 優勝者

一年級 1A簡孝曈 1A麥俊熙 1C蔡旻融

二年級 2A林芊兒 2A覃樂馭 2E葉曦頤

三年級 3A吳玉禾 3B姚安蕎 3C關學勤

四年級 4A簡希曈 4C謝凱妮 4C董筱彤

五年級 5D陳鳳姿 5D陳龍章 5E高　敏

六年級 6B許鉦晞 6B梁梓恩 6C游令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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