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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校園生活雖仍受疫情影響，但十分高興見到油塘基顯的師生，能以正面積極的心態面對一切挑戰，不但

在教學模式上與時並進，善用各個資訊平台及教育軟件，提升互動和學習趣味，保持優質的教學質素及理想的學

習進度；亦能把握機遇，在安全、可行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及比賽，努力實踐在「學術」ＹＹ –Yes to the 

Future、「活動」TT–Talent to Show、「品行」ＫＫ –Kind to the World、「樂活」ＨＨ –Happy to Grow四方面的學習

目標。    

  其中有關語文及體藝方面的，包括學校音樂節、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英文寫作大

賽、歷史文化學堂演講比賽、中國經典故事演說比賽、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YMCA 港青羽毛球分齡賽、港九

小學分區劍擊比賽等；而有關科創性質的，則包括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無人機比賽、Robomaster 競技賽、機甲

大師分區挑戰賽、香港少年工程挑選賽、創新科技嘉年華等等，亦有完成 STEM 週、首創 5G 互動直播、參與元宇

宙先導計畫，範疇十分多元。學生在練習時間相對減少的情況下，仍然獲得各項佳績，成功達成本年度的學習主題

「愛己愛人　盡展潛能」，體現「越高分　悅 Go Fun」這個理念，實在值得欣賞！

  除了期望學生具備卓越的學術成就和豐富的活動體驗之外，我們亦非常看重優質的品格栽培、重視共通能力的

建立及運用。本年度，我們繼續推廣「我的行動承諾」，鼓勵學生以「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困難；

又舉辦一連串有關「同理心」的生命教育活動，給予學生很多校內和校外學習與應用的機會，活動除了結集成書給

學生留念，也得到了不少正面迴響，獲報章、電台、校園網絡計劃等的分享報導和關注，令我們感到很鼓舞。盼望

學生能常常緊記這些正面的價值觀，在生活中持續實踐。

校長校長
的話的話

 蘇詠思校長 蘇詠思校長

  回顧過去，喜見恩典處處；展望將來，願憑信心開創。下學年，油塘基顯將開展新

一個三年學習週期，以「運用有效策略，建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建立愉快校園，

培養學生正面積極態度」為關注項目。深信在家校合作及老師團隊的努力下，我們能繼

續為學生提供適切、美好的學習環境，陪伴孩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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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學生閱讀的興

趣，學校每年都會舉辦

Book Day（圖書日），不論

老師和學生都享受這件「盛

事」，化身成不同的故事角

色在校園出沒！

  今年學校邀請了《大

偵探福爾摩斯》的插畫家

余遠鍠先生進行閱讀講

座；還有其他精彩的活

Book Day
動，包括「今日我

最似」故事角色扮

演比賽和魔法陶

笛故事 × 音樂之

旅等，亦設有特

價書展讓大家選

購。當日每一個

YKH的成員都度

過了既精彩又

歡樂的一天！

YYes to the Futurees to the Future（勤學求真）（勤學求真）

我們在課室一起分享了閱讀的喜樂！我們在課室一起分享了閱讀的喜樂！

「今日我最似「今日我最似｣｣比賽各班獲獎學生與老師大合照比賽各班獲獎學生與老師大合照

老師和學生都一起裝扮
老師和學生都一起裝扮

「今日我最似「今日我最似」」各級冠軍得主各級冠軍得主

唐老鴨和米妮也來參加唐老鴨和米妮也來參加

我們的Book Day我們的Book Day

唐僧與神奇女俠唐僧與神奇女俠
學生在台上演繹自己
學生在台上演繹自己

喜愛的角色！喜愛的角色！

老師們裝扮成故事角色與我們分享喜樂！老師們裝扮成故事角色與我們分享喜樂！

你看我們
是否裝扮得
很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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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d our English Day in the last week of July this year. The theme  We had our English Day in the last week of July this year. The theme 
of day was “Around the World with SKH”. Our teachers decorated the school of day was “Around the World with SKH”. Our teachers decorated the school 
to be just like an airport. The students went on a whirlwind trip around the to be just like an airport. The students went on a whirlwind trip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arriving back in Hong Kong for lunch time.world before arriving back in Hong Kong for lunch time.

  Each floor of our school was decorated to represent a different country.    Each floor of our school was decorated to represent a different country.  
The pupils played games at the booths with our own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pupils played games at the booths with our own English Ambassadors.  
They learnt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geography while having fun. It was They learnt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geography while having fun. It was 
good practise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with each other.good practise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with each other.

  Inside  the classroom,  the students  learnt vocabulary about flying on   Inside  the classroom,  the students  learnt vocabulary about flying on 
an airplane. They learnt about safety, asking politely and etiquette while an airplane. They learnt about safety, asking politely and etiquette while 
flying.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played board games and had blackboard flying.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played board games and had blackboard 
competitions to help practise the new ideas in a fun way.competitions to help practise the new ideas in a fun way.

 In our school halls, we had some outside NET teachers come and play  In our school halls, we had some outside NET teachers come and play 
games to teach the students about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All of the booths games to teach the students about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All of the booths 
were very stimulating and include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like making crafts were very stimulating and include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like making crafts 
and learning dan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provided the students and learning dan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provided the students 
with ampl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and use English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with ampl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and use English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After a long day abroad, the students were excited on their return.   After a long day abroad, the students were excited on their return.  
Students went home with souvenirs, prizes and good memories.Students went home with souvenirs, prizes and good memories.

English Day
Students immersed themselves in Students immersed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school hall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school hall

We go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with our We go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with our 
YKH boarding passYKH boarding pass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hosted 

hallway gameboths 

which students took part 

in various interesting 

English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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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一組操控木偶講求溝通和合作性二人一組操控木偶講求溝通和合作性

學員獲頒贈證書學員獲頒贈證書

能夠順利完成表演，真高興！能夠順利完成表演，真高興！

第一次在台上表演既興奮又緊張第一次在台上表演既興奮又緊張

台上幕後的我們台上幕後的我們
是這樣表演的是這樣表演的

我們利用影子偶說故事我們利用影子偶說故事

所有埸景和角色都是所有埸景和角色都是

我們製作和創作的我們製作和創作的

  小丑藝術工作坊結業表演在 7 月 12 日  小丑藝術工作坊結業表演在 7 月 12 日

舉行。參加的學生裝扮成小丑小演員，在台舉行。參加的學生裝扮成小丑小演員，在台

上表演魔術和雜耍。除此之上表演魔術和雜耍。除此之

外，還有導師表演，以及頒外，還有導師表演，以及頒

發證書環節。當天現場氣氛發證書環節。當天現場氣氛

熱烈，學生投入參與。熱烈，學生投入參與。

TTalent to Showalent to Show（盡展潛能）（盡展潛能）

小丑藝術工作坊結業表演

學 員 利 用 襪學 員 利 用 襪

偶載歌載舞偶載歌載舞

小木偶「愛」歷險戲偶實踐計劃結業表演

  延續上學期小木偶「愛」歷險戲偶實踐計劃，參與的學  延續上學期小木偶「愛」歷險戲偶實踐計劃，參與的學

生於 7 月 20 日進行結業成果展出。演出內容豐富，包括：生於 7 月 20 日進行結業成果展出。演出內容豐富，包括：

操作自己設計及製作的襪偶跳舞和演話劇、操作自己設計及製作的襪偶跳舞和演話劇、

利用影子木偶透過光與影向同學說出自我創利用影子木偶透過光與影向同學說出自我創

作的故事，還有二人組合操控海綿木偶。學作的故事，還有二人組合操控海綿木偶。學

員從認識戲偶到製作、創作故事到排練演員從認識戲偶到製作、創作故事到排練演

出，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互相協調、出，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互相協調、

溝通技巧，同時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溝通技巧，同時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

學員與校長和負責老師拍照留念學員與校長和負責老師拍照留念

學生表演轉碟很精彩學生表演轉碟很精彩

前往觀看表演短片前往觀看表演短片

前往觀看表演短片前往觀看表演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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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體驗打網球的樂趣
學生體驗打網球的樂趣

目標是山丘下的球洞，
目標是山丘下的球洞，

看我怎樣一杆入洞
看我怎樣一杆入洞

經過專業教練指導，經過專業教練指導，
學生開始掌握擊球要訣學生開始掌握擊球要訣

我們勝出了「閃耀舞台」壁畫填色比賽呢！我們勝出了「閃耀舞台」壁畫填色比賽呢！

學生觀看「變雀特工」，認識團體合作的學生觀看「變雀特工」，認識團體合作的
重要性，學習同理心和欣賞別人的長處重要性，學習同理心和欣賞別人的長處

學生觀看電影「美食風球」，學習科

學生觀看電影「美食風球」，學習科

學家的創意思維和如何面對失敗

學家的創意思維和如何面對失敗

透過電影欣賞，讓學習更有趣味透過電影欣賞，讓學習更有趣味

  油塘基顯一班 Tennis  Rocks

的學生，獲香港網球總會邀請到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參加網球及高

爾夫球體驗活動。大部分學生都

是初次接觸這兩項活動，他們接

受專業教練的指導，享受其樂趣。

  為了讓學生均衡地成長發

展，學校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成立「影音室」，透過電影欣賞

和不同的延伸活動，引導學生

認識自己、培養同理心、建立

人際關係與關懷社會、培養健

全和積極的人生。

網球及高爾夫球體驗

影音室

教練透過遊戲活動，教練透過遊戲活動，

讓學生掌握網球比賽讓學生掌握網球比賽

的規則的規則

看！他們完全不像
看！他們完全不像第一次接觸高球運動

第一次接觸高球運動 教練正在指導同學

教練正在指導同學

揮杆動作
揮杆動作

在風和日麗的下午，

學生體驗高爾夫球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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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需與生活結

連，造福人羣。本校接

受了香港電台「防疫速

遞」訪問，分享學生如

何善用科技抗疫。疫情

期間，學生經常使用按

壓式搓手液瓶消毒雙手，由於使用率高，

搓手液瓶反而成為傳播病毒的溫床，

所以四年級學生動手製作「非接觸

式」自動感應搓手液機；而五、

六年級的學生則發明了社交距離

提示器等產品以提高市民防疫意

識。在設計中使用 Arduino 電路

板和紅外線感應器，再加入編程

元素，讓學生了解當中自動化的

原理，並體驗以科技解決生活難題。

利用超聲波感應器和蜂鳴器提示身邊的人保持社交距離利用超聲波感應器和蜂鳴器提示身邊的人保持社交距離

港台防疫速遞港台防疫速遞訪問訪問
小學生抗疫科技 —STEM自動感應搓手液機

KKind to the Worldind to the World

要檢查
仔細電線連駁位啊！

我們成功了！
搓手液機可以
自動運作！

前往觀看訪問短片前往觀看訪問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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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應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

心的邀請，分享推行「油基同理深度行」Animals 

May 的經驗。

  我們在會上分享油基老師全心全意教育學生的

行動，例如訂購動物造型的心意卡、邀請學生為

刊物設計動物造型等。在學生為流浪貓狗養殖場

勸捐食物前，老師致電請不便捐贈的機構也接聽學

生電話，目的是希望學生遇到拒絕仍堅持實踐同理心。

港台（普通話台） 

「新人類大世界Stem總動員」訪問

NEWS

蘇校長和劉主任向友校分享推行「油基同理深度行」的經驗蘇校長和劉主任向友校分享推行「油基同理深度行」的經驗

感恩「油基」一羣愛護學生的老師，讓同路人師生分享得着感恩「油基」一羣愛護學生的老師，讓同路人師生分享得着

  為配合廿一

世紀全球經濟、

科學及科技急速

的發展，本校以

培育學生具備創

造、協作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

強化學生的綜合和應用

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應

對全球的轉變和挑戰為目

標，推動全校 STEM  教

育與編程學習，深化價值

觀教育與促進學生綜合運

用共通能力，透過有效的

學與教策略促進學習。是

次訪問介紹了本校 STEM

教育發展策略，學生將編

程加入科技產品中，並透

過設計思考，從人的需求

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創

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

的可能性。

好興奮，

準備接受

訪問啦！

第一次到
電台錄音，
真是一個
難忘的經驗

優質教育基金推廣活動

「共建卓悅校園」主題網絡計劃總結分享會

前往聆聽前往聆聽
訪問錄音訪問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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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花花環好美麗啊！乾花花環好美麗啊！

我們不做大我們不做大 鬼鬼

製作環保蚊香十分有趣製作環保蚊香十分有趣

齊來拼一拼齊來拼一拼
  油塘基顯一向致力推行環境教育，不斷提

升學生的環保意識，為環保出一分力。Green 

Day 活動正正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深入認識環保

概念的機會，讓他們透過遊戲、手工製作、VR

歷程及相關講座等，進一步實踐環保。活動內

容豐富有趣，學生在愉快的氛圍中，更有效地

認識和實踐環保。

  訓育組推行「自律自愛獎勵計劃」，活動內容包括班

徽設計比賽，讓學生為自己班別設計有代表性的班徽，

表達對自己班的期望，並加強學生對自己班的歸屬感。

而「自律比賽」由十月開始進行，老師觀察學生平日轉

堂和集會的表現，以貼紙獎勵表現良好的班別。計劃讓

學生提升自律能力之餘，亦創造正面讚賞的學習環境。

HHappy to Growappy to Grow（喜樂人生）（喜樂人生）

Green DayGreen Day

自律自愛獎勵計劃自律自愛獎勵計劃

響應環保就能得到小禮物響應環保就能得到小禮物

小丑魚好可愛
小丑魚好可愛

班主任與學生一同分享得獎喜悅
班主任與學生一同分享得獎喜悅

看！我們得到全級冠軍呢！看！我們得到全級冠軍呢！

終極大獎終極大獎——「雪糕」在手上了「雪糕」在手上了

學生設計的班徽多漂亮！
學生設計的班徽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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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專注研究解開同學們專注研究解開
「Magic Ring」「Magic Ring」

「珠行萬里」「珠行萬里」
需要大家合作才能成功需要大家合作才能成功

1A 徐熙妍1A 徐熙妍 2A 許憫晴2A 許憫晴 3D 何昇祐3D 何昇祐 5D 陳宛娜5D 陳宛娜

  烏溪沙青年領袖及全

人發展中心共 28 位活動導

師到校為六年級學生進行

日營活動，學生透過不同

的團隊訓練活動和任務，

建立團隊的情誼，彼此相

愛，得到力量，迎接中學

的新生活。

  在 7 月 29 日，六年級畢業生濟濟一堂參加畢業典禮，

好不熱鬧。我們十分榮幸，邀請了朱國強議員擔任

主禮嘉賓。朱議員勉勵畢業生要努力求進，自強不

息，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新挑戰。

  為了讓學生了解聖經金句

的意義及認識天父對我們的

愛，福音事工組在去年十月舉

行「聖經金句海報設計比賽」，

全校學生均踴躍參加。從作品

中可見，學生都很認真設計海

報，每班都有不少佳作。希望

學生們透過這次比賽學懂愛主、

愛己和愛人，在生活中實踐愛。

六年級教育日營六年級教育日營

六年級學生畢業禮六年級學生畢業禮

聖經金句海報設計比賽聖經金句海報設計比賽

團隊訓練 互相合作最重要團隊訓練 互相合作最重要

全班同學整整齊齊與班主任、校長及嘉賓大合照

全班同學整整齊齊與班主任、校長及嘉賓大合照

多位嘉賓到場敬賀多位嘉賓到場敬賀
朱國強議員為朱國強議員為
畢業生訓勉畢業生訓勉

我們畢業了！我們畢業了！

六年級傑出學生六年級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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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何琋兒榮獲「第2B何琋兒榮獲「第
十 七 屆 全 港 幼 稚十 七 屆 全 港 幼 稚
園及小學普通話比園及小學普通話比
賽」講故事初小組賽」講故事初小組
一等獎一等獎

2D廖韻喬榮獲中國經2D廖韻喬榮獲中國經
典故事演說比賽低小典故事演說比賽低小
組亞軍組亞軍

5C林5C林𡶐𡶐佑獲取「全港佑獲取「全港
學生英文朗誦大賽」學生英文朗誦大賽」
小學高級組亞軍小學高級組亞軍

6C劉天悅、 6C 雷樂童及6D周詠琳獲得「念親恩︰第三屆粵港澳大灣6C劉天悅、 6C 雷樂童及6D周詠琳獲得「念親恩︰第三屆粵港澳大灣
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高小組優秀作品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高小組優秀作品

數學數學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華夏盃
晉級賽 2022

小三 一等獎 3A伍煒城

大灣盃粵港澳
大灣區數學競賽
選拔賽 2022
（大灣賽區）

小二 一等獎 2E 何文軒

小三 一等獎 3A伍煒城

小四 一等獎 4C張芷欣  4F 林奕辰

小六 一等獎 6F 司徒德謙

常識常識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U Green x 中電
「全心傳電低碳
大使計劃」

小學組
入選「全
心傳電低
碳大使」

5B 林政言

普通話普通話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U Green x 中電
「全心傳電低碳
大使計劃」

小學組
入選「全
心傳電低
碳大使」

5B 林政言

中文中文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七十三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1C廖浩臻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6C陳晞潼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4C黃恩澍  4D 周樂筠

2021-22 全國
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 （「菁英盃」
作文入圍賽）

高小組
二等獎

5C林恩悅  5F 張心兒
5E 鄺海榆  6A 林以安

三等獎 5B張晉丞  5D 張恩齊

「念親恩」︰
第三屆粵港澳
大灣區生命教育
徵文比賽

高小組
高小組優
秀作品獎

6C劉天悅  6C 雷樂童 
6D 周詠琳

2021-2022 全國
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菁英盃」
現場作文決賽

高小組
二等獎

5B張晉丞  5D 張恩齊 
5F 張心兒

三等獎 5E 鄺海榆

《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
第 58 期
「十優文章」

小學組 優秀文章 6A林以安

《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
第 59 期
「十優文章」

小學組 優秀文章 6E 張天心

中國經典故事
演說比賽

低小組 亞軍 2D廖韻喬

英文英文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七十三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女子詩詞獨誦

榮譽 1F 莫穎詩

亞軍 1A趙祉霖

冠軍 5C林恩悅

季軍 6C陳晞潼

Online 
English Usage 
Competition

高小組 金獎 6A林以安  6C 陳晞潼

第二屆優藝盃
英文朗誦比賽

P.3-P.4 組 冠軍 4A楊詠童

P.5-P.6 組 冠軍 6E 陳柏希

P.5-P.6 組 亞軍 6E 陳晞悠

全港學生英文
朗誦大賽

小學高級組 亞軍 5C林𡶐𡶐佑

《百思盃》英文
獨誦比賽

高小組 金獎 6E 陳柏希

第 63 屆英文散
文寫作大賽

少年組 亞軍 5F 唐靖彤

學學術術龍龍虎虎榜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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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機甲大師(西貢)分區挑戰賽RoboMaster 能量機關大挑戰 (編程)及無人機穿越障礙賽 (遙控)分別榮獲冠軍及優異獎本校參加機甲大師(西貢)分區挑戰賽RoboMaster 能量機關大挑戰 (編程)及無人機穿越障礙賽 (遙控)分別榮獲冠軍及優異獎

圖書組圖書組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Reading Battle
閱讀大挑戰

小學 ( 中文書 )
Most 
Improved 
- Chinese

2A 王梓睿

倫宗組倫宗組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第 28 屆聖經朗
誦節比賽

小四組獨誦 冠軍 4D周樂筠

第 28 屆聖經朗
誦節比賽

小二組獨誦 亞軍 2A陳貝祈

科創組科創組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機甲大師
( 西貢 ) 分區挑戰
賽：RoboMaster 
能量機關大挑戰
( 編程 )

---

冠軍
6B 曾卓禧  6F 許澤麟

6F 賴澤成

優異
5C楊耀文  5E 陳諾添

6F 蘇嘉澍

音樂音樂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2022 香港學界

音樂大賽
小學演奏組

季軍 1B 趙晞妍

亞軍

1F 鄭米洋  2D 李卓帆  

3C 蘇梓晴  4E 關亥森  

5D 吳伯弢  6B 蔡浚然

第七十四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3C 蘇梓晴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3D 陳焯芝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4E 李允昊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3B 吳佑藍  6A 余紫晴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6B 吳晞玟

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啟發科學潛能
畫出理想平衡
填色比賽

個人 初小冠軍 4A鄭仟曈

第八屆全港兒童
繪畫分齡比賽
2021

第 8組 一等獎 6C丘穎桐

IYACC 第十三屆
國際公開繪畫

大賽

10 歲 金獎 6C丘穎桐

9歲 金獎 5C丘卓諺

健康四格漫畫創
作大賽 2021 個人

個人組(小學)
亞軍

3D何昇祐

觀塘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 - 繪畫
( 橫額設計 ) 比賽

個人 亞軍 5C黃淑儀

第 13 屆「春雨故
事由我創」親子
創作比賽

個人

初級組
優異獎

1E 張海嵐  2A 許憫晴

中級組
優異獎

3A朱俊熹  3D 何昇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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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中銀青少年發展
計劃港九小學分
區劍擊比賽

男子團體 亞軍

6E 袁嘉藝  6B 朱清揚 
6C 葉進平  5C 馮俊瑋
4B 勞考庭  4F𧝁迪浩 
3A 朱清楓  2E 劉晉銘

女子團體 季軍

6D伍梓悠  5A 廖樂怡 
5A 楊子言  5C 林沛藍
3E 梁熙愉  3E 盧紫楹   
4B 黃僖予  3A 潘施穎

2F 葉安晴

男子甲組花劍 亞軍 5C馮俊瑋

季軍 6E 袁嘉藝  6B 朱清揚

男子乙組花劍 季軍 4B勞考庭

女子甲組花劍 季軍 5A廖樂怡  5A 楊子言

女子乙組花劍 季軍 3E 梁熙愉  3E 盧紫楹

女子丙組花劍 冠軍 2F 葉安晴

油尖旺區分齡羽
毛球比賽 2021

女子青少年組女單 亞軍 5F 胡凱婷

離島區分齡羽毛
球比賽 2021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10歳組別 )　  亞軍 5F 胡凱婷

2021-22 年度九
龍東區小學校際
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4D陳謙柔  5C 關靖藍 
5E 李珮瑜  5E 劉奕彤  

5F 胡凱婷

男子組 亞軍
5C廖文晞  5C 楊耀文 
6D 林卓添  6F 黃柏熹 

6F 江靖謙

第九屆全港小學
校際網球比賽
2021-22

女子甲組 優異獎 6F 尹迦晞

2021-22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21-22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由於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2021-22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2021-22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活活動動龍龍虎虎榜榜
比賽名稱 比賽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觀塘區分齡網球
比賽 2021

女子組青少年 F1
組單打

亞軍 6F 尹迦晞

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
2021-2022

---
學生運動
員獎

6F 尹迦晞

2021-22 年度九
龍東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100 米　 冠軍 5C袁裕烽

女子乙組擲壘球　 亞軍 5F 胡凱婷

女子甲組 60 米　 殿軍 6B黃芷澄

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
5B黃泓杰  5C 丘卓諺  
5C 楊耀文  5C 袁裕烽 
5D 梁永洛  5D 馮智楠

2021-22 年度
第一回「跳繩強
心」網上跳繩

比賽

小學女子 5-6 年級
單車步

季軍 6A 林以安

YMCA港青羽毛
球分齡賽
雙打比賽

女子 C組 11 年 -12
年組

季軍 5F 胡凱婷  5C 關靖藍

九龍城區分齡比
賽 2021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10歳組別 ) 殿軍 5F 胡凱婷 

Happy Teen's Got 
Talent 

Teen 才大比拼
--- 季軍 6B 何焯楠  6B 李明浩

「一國兩制」與
《基本法》
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 亞軍 5F 余紫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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