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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 - 2023年度第68號通告 

第四期學校通訊 

各位家長： 

  請細閱下列事項並作緊密配合，多謝合作。                                                                                                    

項目 名  稱 要        點 

1.  有關「12月

學校活動」

事宜 

12 月 19 日(星期一)學校旅行及 12 月 20 日(星期二)聖誕聯歡會。詳情會

稍後通知。 

2.  有關「全日

制午膳」事

宜 

全日制︰ 

1 午膳時間為下午 12 時 30 分至 下午 1 時 30 分(已包括午息時間)。 

2 本學年本校學生午膳供應商為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活力午餐。 

3 學生可選擇午膳方式： 

3.1 自備午餐 

3.2 家人送餐到校 (12:00 - 12:15 嘉寧徑大閘門) 

3.2.1 飯壺有名牌(中文名及班別) 

3.2.2 盡量不要帶湯水 

3.2.3 飯餸不要過熱放在飯壺內 

3.3 透過學校向上述午膳供應商預訂午餐 

訂購方法： 

1. 訂購「活力午餐」所供應的午膳與否，全是家長的自由決定。 

2. 每個餐款 20 元 5 角。 

3. 每星期供應 3 次原個水果(全日制)。 

4. 提供一套環保餐具及餐墊給每位訂餐的學生。(逢星期五帶回家清

洗) 

5. 每月的餐單會於之前一個月的首兩周派發， 1 月份的餐單預計於 

12 月上旬派發，訂購的餐單才需交回。 

6. 訂購午膳之家長於指定日期內可透過支票、OK 便利店、7-11 便利

店或繳費靈繳付後，請將收據釘在餐單上，並把收據連餐單一起交

回班主任。 

(所有由上述機構徵收之行政費用均由「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活力午

餐」負責) 

7. 如有需要，請家長自行影印收據保存，以作日後證明及跟進。 

8. 如學生對某些食物敏感，請自行在餐單上方指定位置註明或告知班

主任， 以便供應商能作出配合。 

9. 學生如需退飯，請家長於當天早上 8:00-9:30 自行致電 2147 7063 登

記。 

10. 如學生的疫苗通行証變成「黃碼」或成為密切接觸者，請盡早告知

班主任，以便安排學生前往視藝室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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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冬季校
服 

11 月 21 日(星期一)開始全校學生必須穿著冬季校服。若天氣非常寒冷，
温度在攝氏 13 度或以下，又或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學生可加穿
深藍色或黑色大衣，女生可改穿全套整齊的冬季運動服回校。當温度在
攝氏 14 度或以上，學生如因身體不適或其他原因需加穿大衣，請家長
於家課日誌內列明。 

為妥善保管學生的個人衣物，學生的冷氣外套，羊毛背心、羊毛
外套、運動外套及校褸等衣服必須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詳見附件一
「冬季校服式樣」) 。     
 

* 請家長特別留意以下兩項冬季校服服飾要求： 

1. 學生須穿上深灰色襪 (男生短灰襪，女生長灰襪 )； 
2. 校呔及蝴蝶結(全日制之式樣)應遮蓋頸喉鈕。 

4.  有關「電腦
室開放」 
事宜 

- 本校電腦室將於 2022年 10月 10日起，開放(特別活動日、考試期間
和考電腦科技能試期間暫停開放)，讓指定的學生可以利用電腦室的
設備進行有意義的自學活動。 

- 有關開放時間、進電腦室規則及秩序安排，詳見附件二。 
- 學生每次進入電腦室均需帶備家課日誌，在 56頁記錄進入電腦室日
 期。 

5.  有關「香港

公益金便服

日籌款」 

事宜 

本校為香港公益金便服日籌得善款港幣 50,441 元正，在此多謝各位善長，

福有攸歸。 

 

6.  有關「非華語
家長教育活
動」事宜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mes 

for Non-

Chinese 

Speaking 

Parents 

(2022/23 

School Year) 

為了幫助非華語家長明白需要盡早讓子女接觸和學習中文，了解子女的

多元出路，以及加強與學校溝通，支援子女學習。教育局已委託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明愛於 2022/23 學年為非華語家長提供一系列多元

化的家長教育講座暨展覽及社區活動，包括：互動講座、工作坊、展覽、

攤位遊戲、參觀、社區活動等，以配合非華語家長的不同需要。 

有關活動內容及服務承辦商的聯絡方法，請 Microsoft Teams「非華語學生

資訊平台」、學校網頁或以下網址／掃瞄右方的二維碼：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
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
students/Event%20Calendar_TC.pdf 

 In order to help NCS parents understand that they need to let their children have 

exposure to and learn Chinese as early as possible, be aware of the multiple 

pathways available to their children an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schools so 

as to support the learning of their children. 

The EDB has commissioned the HK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KU SPACE) and Caritas Hong Kong to offer a series of parent education 

talks cum exhibitions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for NCS parents in the 2022/23 school 

year. Diversified mod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interactive talks, workshops, 

exhibitions, game booths, site visits and community visits, are introduced, with a view 

to meeting the different needs of NCS parents. The event calendar of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mes for NCS parents in the 2022/23 school year is at the NCS 

group in Microsoft Teams, school website and  EDB website for 

reference.as following: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

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

students/Event%20Calendar_E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Event%20Calendar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Event%20Calendar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Event%20Calendar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Event%20Calendar_E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Event%20Calendar_E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Event%20Calendar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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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

「English 

Wednesday」

英語日事宜 

為提升學生英語說話能力及自信心，本年度設每週三為「English 

Wednesday」英語日。透過英文歌曲分享及由外籍老師與英語大使主持的

小息英語遊戲等，加強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和興趣。家長可多鼓勵子女

逢星期三運用英語與老師及同學溝通，並可以自備英文圖書進行早讀，

培養閱讀英文圖書的習慣。 

 

此外，本年度英文科將善用「English Wednesday」英語日的早會及小息

時間，透過校園電視台或中央廣播系統，進行英語分享，當中包括英文

正面價值觀短句分享、英文報章分享及其他英語表演等。同時，本校希

望學生可利用此分享平台提升英語說話表達能力及自信心，並展現學生

的多元潛能。如家長及您的子女有意透過此平台向全校師生以英語分享

不同知識或表演，歡迎提交作品，詳情如下： 

 

1. 形式 短片或聲音檔 

2. 內容 a) 分享/表演需以英語進行 

b) 短片或聲音檔長度不可多於 5 分鐘，內容及題材不拘，

可從英文好書推介、英文故事分享、英文謎語、笑話或

選取健康正面的題材(例如：節日、中國香港文化、飲

食、科學、環保等範疇)進行介紹，學生亦可展示個人才

藝，拍攝才藝表演。 

c) 請在短片開始時先以英語介紹自己(包括就讀班別和姓名) 

d) 學生可多留意語速、語調、發音、表情動作、畫面效果

等。 

3. 作品 

收集 

方式 

➢ 請以短片或聲音檔形式繳交參賽作品，並上傳電郵地址：

eng.hrgpscwb@gmail.com 

➢ 電郵主旨： 

English Wednesday 分享活動_(學生班別及姓名) 

➢ 電郵內容請說明： 

◼ 學生姓名及班別 

◼ 作品名稱及簡介  

*短片格式為mp4、mov 或wmv；聲音格式為mp3 或wav。 

4. 截止

 日期  

2023 年 2 月 1 日 

備 註 ➢ 所有優異作品或有機會在校園内播放，並向公眾展示或
上載學校網頁。為保障學生的個人資料及私隱，本校對所

收集及儲存的學生及其家長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本校
教學交流及教育推廣等非商業用途上。 

➢ 凡遞交作品的同學，均可在「正向好學生獎勵計劃」的
「D5-校内熱心服務」獲得5個「」獎印 

- 如對上述事項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與英文科主任林穎兒主任、張

詠思老師或姚俊立老師聯絡。  

  

mailto:eng.hrgpscw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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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我的

閱讀進程檔

案冊子及硬

皮活頁夾」

事宜 

- 為了培養學生良好自學能力，本校已於本月給同學派發《我的閱讀進

程檔案》（簡稱《閱檔》）。請家長多鼓勵子女閱讀益智課外書籍，

一起分享閱讀過程，並協助他們填寫記錄。《閱檔》將於全學年使用，

請家長提示子女妥善保存，以免遺失。有關「閱讀小鐵人――閱讀獎

勵計劃」詳情，請家長參閱《閱檔》第2至3頁，並於2023年5月5日或

之前為子女填寫第5頁「全學年閱讀總時數」，交給老師作記錄。 

- 至於《閱檔》的硬皮活頁夾，將於12月派發給本年度一年級新同學及

插班生。硬皮活頁夾可儲存同學一至六年級的「我的閱讀進程檔案」

冊子，活頁夾可存放家中，同學毋需帶回學校。 

 

9.  有關「閱讀

小鐵人――

閱讀獎勵計

劃」事宜 

- 為了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閱讀不同學科圖書，鞏固該科知識，

以提升自主學習能力，本校推行「閱讀小鐵人――閱讀獎勵計劃」。 

- 學生須完成10個學科的必讀書，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

音樂、體育、電腦、附漢語拼音的普通話及圖書科指定主題的圖書各

1本，並將閱讀實體書、電子書及報章的時間填寫在《我的閱讀進程檔

案》第6至9頁的「我的閱讀日誌」上。時數以每10分鐘為單位記錄，

如：10分鐘，20分鐘……方便統計。有關獎項詳列如下： 

獎項 閱讀時數及其他要求 獎品 

銅獎 4500-5000 分鐘 獎狀 

銀獎 5001-5500 分鐘 獎狀 

金獎 5501-6000 分鐘 獎狀 

榮譽獎 

1.  6001分鐘或以上、在圖書課上進行 3 次分享； 或 

2.  6001分鐘或以上、參加「我『閱』、我『感』 、

 我『說』、我『聽』活動」；或 

3. 4200 分鐘或以上、認真完成 5 頁閱讀報告。

（於學校網頁→學校圖書館→圖書館活動→「我的

閱讀進程檔案」下載或到圖書館索取） 

 

獎座 

 

10.  有關「e 悅

讀學校計

劃」事宜 

- 為了鼓勵同學善用餘暇多閱讀，學校參加「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

校計劃」，同學可閱讀「教城閱讀組合22/23」300本中英文電子圖書；

連同免費閱讀組合，共有689本電子書供同學選讀。書籍涵蓋兒童讀

物、自然科普、文學小說、生活百科，人文史地等不同種類知識。 

- 科任老師會使用教城的派書功能，安排同學定時閱讀配合學科的電

子圖書，請同學按時閱讀。請按以下連結或掃描右邊的二維碼，了解

詳情：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ereadscheme  

輸入香港教育城帳戶號碼及密碼  

（帳號及密碼於 9 月中由班主任派發）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eread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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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級際

閱讀電子圖

書龍虎 榜」

事宜 

為了鼓勵同學養成閱讀電子圖書的習慣，學校將於每兩個月統計 e 悅讀

學校計劃記錄 1 次，各級閱讀電子圖書數量最多的 3 個班別，可於「正向

好學生」獎勵計劃中獲取積點，以示鼓勵。（冠軍 3 個、亞軍 2 個、季

軍 1 個） 

 

12.  有關

「2023‧4‧

23 世界閱讀

日創作比

賽」事宜 

-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的宗旨，香港公共圖書

館以「閱讀好滋味」為主題，舉辦2023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

賽」。這項比賽結合閱讀與創作，我們期望藉這項活動鼓勵兒童及青

少年擴闊閱讀領域，深化閱讀層次，讓閱讀開啟知識大門，拓闊視

野，豐富人生。 

- 參賽資格和比賽詳情： 

• 參賽者必須為香港全日制學生（小一至中六）。 

• 參賽作品必須由學校推薦。 

• 每間學校可就每個組別最多推薦 5 份作品參賽。 

➢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主題：食物的故事 

 以「食物的故事」為主題，通過蠟筆畫以有趣的方式介紹你最

喜愛的 食物或與親友一起用餐的愉快經歷。 

➢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中文 ／英文（300 - 400 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主題：惜食與生活 

 以「惜食與生活」為主題，自定文章題目，撰寫閱讀報告，分

享一本書（紙本書或電子書均可），描述書中內容，並配合主題分

享見解和感受。 

- 有關比賽條款、參加辦法及參加辦法，

詳細請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或掃描

右邊的二維碼： 

https://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

activities/reading/4.23%20WBD%20Creative%20Competition%20in

%202023%20Application%20Form.pdf 

- 詳細請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或掃

描右邊的二維碼：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214072/hong-

kong-library-festival-2022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或之前將參賽表格

及作品交到學校圖書館。逾期繳交者將不獲受理。 
  

 

 

https://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reading/4.23%20WBD%20Creative%20Competition%20in%202023%20Application%20Form.pdf
https://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reading/4.23%20WBD%20Creative%20Competition%20in%202023%20Application%20Form.pdf
https://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reading/4.23%20WBD%20Creative%20Competition%20in%202023%20Application%20Form.pdf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214072/hong-kong-library-festival-2022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214072/hong-kong-library-festiv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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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香港

圖書館節 

2022」事宜 

- 為進一步推廣閱讀文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第

四屆「香港圖書館節 2022」。本屆圖書館節以「喜閱同行六十載」

為主題，透過多媒體互動展覽、講座、文藝節目和多個網上活動，

與讀者暢遊閱讀世界和訴說公共圖書館六十年來的故事，讓市

民了解其發展和轉變。 

- 圖書館節重點節目《圖書館再發現》多媒體互動展覽安排於        

10月29日至11月20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展覽分為

六個體驗區，將藝術與科技結合，運用多媒體互動裝置如光雕裝

置、電子互動牆和影像感應等，讓市民回顧圖書館不同時代的轉

變、了解圖書館多元化的資源及服務和探索閱讀模式的多樣性。 

- 其他精彩活動有由本地作家米哈和一樹主持的「喜閱共享」網

上讀書會，與讀者分享閱讀與生活的關係；「悅讀情懷」手藝

工作坊，參加者可學習製作香薰蠟牌掛飾和皮革等小手工；以

及一系列與生活相關的專題講座。 

- 詳細請瀏覽香港圖書館節網頁或掃描右邊

的二維碼： 

- https://www.hklibfest.gov.hk/  

14.  有關「香港

閱讀城十一

月閱讀推

薦」事宜 

- 大家有沒有發現，即使兩個國家相隔數千里，有着相似的烹調手法或

口味，但又會因為文化差異而各富色彩呢？港式美食混合中西特色，

既是文化，也是回憶。在眾多港式食物中，哪一種是你的最愛？本期

書單以美食為題，除了深入介紹香港的美食文化，還會帶大家環遊世

界，認識各國料理的特色。 

- 主題書單： 一口美食，一口風情 

《手繪地圖百科——環遊世界美食之旅》 

《今天也是温柔的豆腐》 

《花園街10號：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美味》 

《袖珍夢工場 2 中外美食文化篇》 

請按以下連結或掃描右邊的二維碼，試閱圖書： 

https://bit.ly/3VDAv8S 

- 主題書單：港飲．港食  

《屋邨尋味記》 

《下午茶──小息生活提案》 

《細味──食物的往事追憶》 

《我哋涼茶係正嘢》 

請按以下連結或掃描右邊的二維碼，試閱圖書： 

https://bit.ly/3VxkQb0 

- 香港閱讀城Facebook專頁「慢慢讀」將定期

發布最新的閱讀資訊。歡迎按以下連結或掃

描右邊的二維碼，讚好Facebook專頁： 

https://bit.ly/3MbBwAv 

 

 

 

https://www.hklibfest.gov.hk/
https://bit.ly/3VDAv8S
https://bit.ly/3VxkQb0
https://bit.ly/3MbBwAv


第7頁 

15.  有關「小學校

長睡前故事時

間 Zoom）」 

事宜 

- 為了讓小朋友有故事陪着入睡，發個甜夢。綠腳丫親子讀書會繼續推廣睡

前繪本故事，11 月至 12 月邀請來了 6 位會學校長和同學談天說地，透過

睡前繪本故事分享他們怎看成長、生命、失敗、快樂、解難、童年。有關

詳情如下： 

日期 主講校長 主題 

11月11日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侯達燊校長 
看夢想，談夢想 

11月18日 
堅樂第二小學    

蕭婷校長 
看生命，談生命 

11月25日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看失敗，談失敗 

12月2日 
中華基督教全完第一小學    

譚光德校長  
看快樂，談快樂 

12月9日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綺華校長 
看問題，談解難 

12月16日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程志祥校長 
看童年，談童年 

- 請按以下連結或掃描右邊的二維碼，報名參加： 

https://www.hkexperiencing.net/event/p/21130  

- 時間：晚上8:30-9:15 
- 主持：和平、Sharon 
- 對象：幼稚園生、小學生、喜歡繪本故事的大人 
- 形式：Zoom （成功報名，將透過電郵收到Zoom連結資料，即可參加共

6節故事時間） 

費用：免費 

16.  有關「渡輪小

星的祕密之旅

繪畫比賽」 

事宜 

- 小皇冠最新出版的《渡輪小星的祕密之旅》繪本，主角渡輪「小星」很想
知道在各位小朋友眼中，他到底是怎樣的。「小星」已經穿着這套上半身
是白色的、下半身是綠色的標誌性衣服超過一百年了，他很期待看看換上
新衣的自己。 

- 「小星」誠邀同學參加渡輪小星的祕密之旅繪畫比賽，發揮天馬行空的想
像力和創意，畫出你們眼中的「小星」或者為「小星」設計新衣。 

- 參賽組別和題︰初小組（6-9歲）︰我眼中的渡輪「小星」 
- 獎項︰每組別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3名 
- 比賽截止日期︰12月10日（同學請自行遞交作品） 
- 同學可到以下網頁或掃描右邊的二維碼，下載報名表格和指定比賽用紙格

式：  
報名表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8vDk0eyUynPfvAwI42URYDmAzaqpYTf/view?fb

clid=IwAR1PB5l1gK_g25Ot6v63Kht65DVAqrwytv-XCJWm3OEvlC7c2ZelLRqkic8 

指定比賽用紙格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Izc1bXtdahPuiyp6gc_YHEz9Fmp7By/view?fbclid

=IwAR0spbSqntaT04r87ISNAmTDylscvnt_Odj6hvCqpwrTg73zjjUzsye8BiE  

 詳細請瀏覽以下網頁或掃描右邊的二維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_Zq4jPr775zZB-PQbEtg5aNAw-

PbMc/view?fbclid=IwAR3LIXHA1_fixhz8gKtgp9obHuxfRNlRX86OHWfGrXR

Rnuw7SHNEIXi9yu0  

 

https://www.hkexperiencing.net/event/p/2113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8vDk0eyUynPfvAwI42URYDmAzaqpYTf/view?fbclid=IwAR1PB5l1gK_g25Ot6v63Kht65DVAqrwytv-XCJWm3OEvlC7c2ZelLRqkic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8vDk0eyUynPfvAwI42URYDmAzaqpYTf/view?fbclid=IwAR1PB5l1gK_g25Ot6v63Kht65DVAqrwytv-XCJWm3OEvlC7c2ZelLRqkic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Izc1bXtdahPuiyp6gc_YHEz9Fmp7By/view?fbclid=IwAR0spbSqntaT04r87ISNAmTDylscvnt_Odj6hvCqpwrTg73zjjUzsye8Bi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Izc1bXtdahPuiyp6gc_YHEz9Fmp7By/view?fbclid=IwAR0spbSqntaT04r87ISNAmTDylscvnt_Odj6hvCqpwrTg73zjjUzsye8Bi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_Zq4jPr775zZB-PQbEtg5aNAw-PbMc/view?fbclid=IwAR3LIXHA1_fixhz8gKtgp9obHuxfRNlRX86OHWfGrXRRnuw7SHNEIXi9yu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_Zq4jPr775zZB-PQbEtg5aNAw-PbMc/view?fbclid=IwAR3LIXHA1_fixhz8gKtgp9obHuxfRNlRX86OHWfGrXRRnuw7SHNEIXi9yu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_Zq4jPr775zZB-PQbEtg5aNAw-PbMc/view?fbclid=IwAR3LIXHA1_fixhz8gKtgp9obHuxfRNlRX86OHWfGrXRRnuw7SHNEIXi9y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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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心繫家

國」─ 官立

中、小學聯

校標誌設計

比賽事宜 

活動目標 

旨在培養學生心繫家國的優良品德，以及個人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責

任感，珍惜國家當前和平發展的機遇，加強學生對國情和國家安全的認

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培養學生成為有質素、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

和國際視野，願意對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 

 

組別 

初小組：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小組：小四至小六學生 

 

主題 

「心繋家國：風雨同舟．成就夢想」 

 

比賽細則 

1. 標誌須以彩色平面設計，手繪或電腦設計均可。 

2. 參賽者可採用任何繪畫工具，例如：蠟筆、水彩、木顏色、廣告彩、

丙烯顏料或電腦軟件等。 

3. 作品最小尺寸為 12cm X 12cm，最大尺寸為 15cm X 20cm。 

4. 參賽者須於 A4(210 毫米 X 297 毫米)尺寸的文件內展示其參賽作品。 

5. 若為手繪作品，必須經掃描器處理，掃描成電子圖像檔(解像度為 300 

dpi 或以上並使用 BMP/JPEG/ PDF/ PNG/ TIFF 格式)於網上遞交，經相

機拍攝的手繪作品將不獲受理。參賽學校須保留手繪作品原稿，直至

比賽結果公布後一個月。 

6. 若利用電腦軟件繪畫，參賽者須提交電腦繪畫原始檔，並附上解像度

為 300 dpi 或以上的 BMP/ JPEG/ PDF/ PNG/ TIFF/ BMP/AI 或 PSD 格式

的圖像檔。原始檔解像度須為 300 dpi 或以上的 CMYK 四色印刷模

式，並不得使用電腦軟件上的預設圖案。作品須為參賽者原創及從未

公開發表。 

7. 作品內容不能顯示與參賽學校及參賽者相關的資料。 

 

提交作品 

學生須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或以前繳交作品，作品背面需寫上

姓名、班別及學校名稱。手繪作品作品請交關志宏老師或羅菀睮老師，

電腦軟件繪畫請電郵至： kcw15@hrgpscwb.edu.hk 

 

獎勵 

每組各設冠、亞、季軍，再從各組冠軍作品中選出總冠軍： 

總冠軍  ：港幣$500 元書券及獎盃 

各組冠軍：港幣$300 元書券及獎盃 

各組亞軍：港幣$200 元書券及獎狀 

各組季軍：港幣$100 元書券及獎狀 

  

mailto:kcw15@hrgpscwb.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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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香港

教育城學生

獎勵計劃

2022/2023 – 

第一期」 

事宜 

為鼓勵學生自學，本校已為學生報名參加由香港教育城舉辦的一系列學

生獎勵計劃，主題為「成就在線紀錄樂享每個自學瞬間」

（edcity.hk/studentscheme）。第一期計劃包括中文狀元挑戰計劃、創作獎

勵計劃、TVNews獎勵計劃、閱讀約章獎勵計劃、閱讀挑戰計劃、十分科

學及熊貓電子學堂：自然常識獎勵計劃，希望讓各同學透過有趣的遊戲、

短片、練習等，輕鬆增進學科知識。計劃設有學生獎項和豐富獎品，現

誠邀各位家長支持此計劃，鼓勵及督促各同學於11月至明年1月期間積

極參與，完成練習及遊戲。詳情如下： 

計劃名稱 參與組別 簡介及網頁連結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22/23（第一期） 

初級程度 

（小四至小六） 

完成有趣的語文練習及遊戲，持續增進
中文能力及文化知識。 
 
網頁連結：edcity.hk/chinesemaster 

創作獎勵計劃 
2022/23（第一期）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發揮創意，分享生活，投稿主題寫作、
閱讀隨筆等創作類別。 
 
網頁連結：edcity.hk/eworksscheme 

TVNews 獎勵計劃 
2022/23（第一期） 

初級程度 

（小四至小六） 

通過收看新聞及生活化題材影片並完
成網上挑戰，提升英語能力。 
 
網頁連結：edcity.hk/tvnews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2022/23（第一期）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廣泛閱讀，書寫感悟，以閱讀帶動寫作，

記錄個人化閱讀歷程。 
 
網頁連結：edcity.hk/readingcontract 

閱讀挑戰計劃 
2022/23 

初級程度 

（小一至小六） 

趣味遊戲化挑戰，培養閱讀興趣並提升

閱讀能力。 
 
網頁連結：edcity.hk/readingchallenge 

十分科學 

初級組（小四） 

中級組（小五） 

高級組（小六） 

通過網上學習材料和練習，自學有關健

康、科學、環境及資訊科技等知識。 
 
網頁連結：edcity.hk/10sci 

熊貓電子學堂： 

自然常識獎勵計劃

2022/23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透過有趣短片和問答，提升學生對大自

然的認知，並為保育出一分力。 
 
網頁連結：edcity.hk/wildwisdom 

- 所有計劃費用全免。學生的練習、遊戲成績和投稿數量將由系統自

動記錄，最佳成績學生將有機會獲得獎項。 

- 所有參與的同學，均可透過學生手冊內已發放的香港教育城（小校

園）帳戶登入計劃網頁。 

- 於計劃期間，可於學校網頁的「自學網站」部分，按「香港教育城-

學生獎勵計劃」進入以上計劃網頁。 

- 各計劃截止日期為2023年8月20日（星期日）。 
 
 如對以上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兆文主任。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
http://edcity.hk/chinesemaster
http://edcity.hk/eworksscheme
https://edcity.hk/tvnews
https://edcity.hk/readingcontract
https://edcity.hk/readingchallenge
http://edcity.hk/10sci
https://edcity.hk/wild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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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體育

科推廣活動 

- 動感校園

主題曲 《我

勁優秀》」 

事宜 

活動目標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體育組舉辦的「堅毅」系列活動-「童起動‧童堅毅」 

“舞”出健與樂活動。學生透過學習唱跳的基本技巧，活力操配上跳動

的音樂，帶動節拍和動感，從而享受一起舞動的樂趣，舞動出積極健康

的人生。家長可與孩子預先瀏覽「動感校園主題曲」片段。音樂科老師

會在音樂課堂中教授《我勁優秀》歌詞；而體育科老師會在體育課堂中

教授相關舞蹈。如表現優秀，你的孩子有機會獲邀請出席 2022 年 12 月

16 日由 16 間官立小學共同舉辦的「聯校活力舞活動日」。 
 
主題 

「堅毅」系列活動_童起動‧童堅毅_舞出健與樂 
 
動感校園主題曲 《我勁優秀》- 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BpaxKGHBYI 

 
 
動感校園主題曲 《我勁優秀》(教學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pgDGXZ2Ds 

 

請家長踴躍支持活動 

20.  有關「學生

校外獲獎」

事宜 

恭喜下列同學於各校外比賽獲得佳績，繼續努力！ 

2022 年第三季中國象棋升級定級賽 
初級組 

殿軍 
2H 陳祉霖 

The 7th Hong Kong Music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2022 

Strings - Junior 

4th Place 
2H 劉頌謙 

第一屆 More Cup 全港精英拉丁舞公開賽

2022 及 

第十九屆會長盃 

Age 7 Solo Jive (新人) 

亞軍 

2H 楊志遠 
Age 7 Solo C/R/J  

季軍 

Age 7 Solo C/S/R/P/J  

季軍 

鼓樂齊鳴龍舟設計比賽（繪畫） 
幼童組  

銀奬 
2S 施愷樂 

Hong Kong Children Art Competition 
The First   

Runner-up 

Hong Kong Boulder League 2022 
U9 Boy Group 

Merit 
2S 黃嘉樂 

2022 Q3 Master STAR Fencing Competition 
U8 Girl Foil 

Gold 
3H 潘邇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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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菲林小型壁球計劃—小型壁球大比拼 
女子八歲以下  

季軍 
3H 鄺曦愉 

I-Cube Cambridge English Digital Spelling 

Competition 202 (Final) 
Second Runner-Up 3G 冼駿鋮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挑戰賽 
小二數學組 

金獎 
3G 胡祐銘 

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 

2022 香港特殊跆拳道公開賽 

個人品勢 

冠軍 
3P 鍾弦庭 

香港跆拳道公開賽暨全港學界聯賽 

2022 香港特殊跆拳道公開賽 

速度賽 

金獎 
3P 鍾弦庭 

「未來的香港」繪畫比賽 優異獎 4H 姚永謙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四數學組  

銀獎 
4H 張浩德 

第三十七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男子 E 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4H 陳之望 

"慶祝香港回歸 25 週年"深港澳中國象棋網絡

聯誼賽 

香港隊第六台 

團體 季軍 
4R 馮朗喬 

計算思維挑戰賽 2022 
個人賽(綜合組)  

冠軍 

沙田體育會盃游泳錦標賽 2022 

男子 2013 年組   

50 米胸泳殿軍 

4P 李卓豐 
男子 2013 年組   

50 米背泳殿軍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 

國慶盃游泳比赛 

男子 9-10 歲組  

50 米自由泳季軍 

全港小型網球校際周年錦標賽 2022 
男子 9 歲或以下單打  

季軍 
4S 朱舜羲 

香港兒童創藝大賽 2022 
2012 少兒組 

冠軍 
4S 何一宏 

第六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

樂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色士風自由選曲 A 組  

亞軍 
4S 曾以諾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挑戰賽 

小三數學組  

銀奬 
4S 趙嘉樂 

小四數學組 

銅獎 
5R 方博義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 學年第

二回） 
珍珠級 5H 周澄朗 

香港中英文書法大賽 2022 
高小組中文硬筆書法  

冠軍 

5H 張銘峰 

香港中英文書法大賽 2022 
高小組英文硬筆書法  

冠軍 

2022 NAC 北美加拿大音樂節國際音樂比賽 季軍 

2021-2022 童迎仲夏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三及小四組  

季軍 

「未來的香港」繪畫比賽 
高小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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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少兒組 (主題：花花世界）   

冠軍 

(華萃盃)第四屆中英文硬筆書法大賽 

高小組（英文） 

亞軍 

高小組（中文）  

亞軍 

2021-2022 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

英盃」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三等獎 5H 陳俊希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 

高小組 

季軍 
5H 陳緯亮 

聯校音樂大賽 2022 
小學弦樂(低音大提琴) 獨奏-

初級組銅獎 
5H 彭洛峻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四年級 

三等獎 
5H 彭洛峻 

2021-2022 年度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

英盃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三等獎 5H 黎千睿 

2021-2022 年度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

英盃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三等獎 6H 呂嘉衡 

全港青年中國古典詩詞朗誦比賽(2021-22 年

度) 

高小組粵語  

季軍 

6H 翁卓詩 

2022 NAC 北美加拿大音樂節暨鋼琴比賽 Piano Youth Class - 3rd place 

J3-J16 全港青幼童大賞繪畫比賽 2022 
J10 西洋畫組  

Silver Award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五年級 

二等獎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五年級組 

銀奬 

Global Junior Math Online Competition Silver Honours 

2021-22 HKMO Pioneer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代

表隊 

小學五年級組 

傳奇大奬 

2021-2022 年度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

英盃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三等獎 

第三屆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決賽) 
小學五年級組別 

銀獎 
6H 馮厚瑜 

第七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2 

The 7th Hong Kong Music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2022 

Strings - Youth Junior   

6th Place 
6G 郭禮行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 學年第

二回） 
翡翠級 

Hong Kong Dance & Rhythmic Gymnastics 

Dance Festival 

Children (10-12) Individuals  

Gold Award 
6P 梁啟明 

2022-2023 年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男子 10 歲或以下 

100 米蝶泳冠軍 
6P 陳正軒 

男子 10 歲或以下 

50 米蝶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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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10 歲或以下 

100 米背泳冠軍 

男子 10 歲或以下 

200 米混合泳冠軍 

男子 10 歲或以下 

50 米背泳亞軍 

9-10 歲男子個人全場 

最高積分獎 

第二屆「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

文常識問答比賽」 

腹有詩書 

親子獎 
6H 羅梓峰 

九強 

卓越獎 

腹有詩書 

親子獎 
6P 陳柏朗 

九強 

卓越獎 

腹有詩書 

親子獎 
6P 曾恩熙 

九強 

卓越獎 

皇仁書院第六屆「小小發明家」 

資優創意計劃 

最佳發明品銅獎 

最受歡發明品金獎 

6H 林名進 

6H 馮厚瑜 

6H 許浩穎 

6H 梁澔霆 

6R 陳振堃 

6R 黃樂智 

第二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軒尼詩道 

官立小學 

(銅鑼灣) 

第二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灣仔區 

第一名 

2021-2022 年度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卓越陽光笑容學校大獎 

2021/22 年度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積極團隊獎 

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2 榮譽音樂教育奬 

2022 年度「理智 NET」校園嘉許計劃 嘉許狀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傑出校園大獎 

  
煩請家長保留此通告，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勞佩珊校長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此乃電子通告，不設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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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3                  附件一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冬 季 校 服 式 樣 

 
 

  

 

A. 男 生 校 服 
    1. 恤衫— 的確涼企領長袖恤衫，校徽須縫於衫袋外。 

2. 西褲— 寶藍色西褲。 

3. 校呔— 寶藍色校呔須用魔術貼穩於領底 

    4. 灰襪— 純灰色毛短襪 

    5. 皮鞋— 純黑色皮鞋 
 

正  面 
 

背  面 
 
B. 女 生 校 服 

1. 恤衫— 的確涼企領恤衫 

2. 校裙— 寶藍色背心裙連紅色機繡校徽 

3. 蝴蝶結— 寶藍色蝴蝶結須用魔術貼扣穩於領底 

4. 灰襪— 純灰色長襪／灰色襪褲 

5. 皮鞋— 純黑色皮鞋 

 

 
正  面 

 

 
背  面 

C. 外 套 (男女適用) 

1. 校褸—寶藍色間棉領校褸連紅色機繡校徽 

★2. 羊毛外套— 寶藍色配紅黃間線領窩、袖口及衫腳的套頭背心或長袖衫連紅色機繡校徽。 

  

 
校褸正面 

 

 
校褸背面 

 

 
套頭背心 

 

 
套頭長袖衫 

 
 

 

   
D. 運 動 服 裝 
    1. 運動外套—寶藍色絲蓋棉外套連紅色機繡校徽 

 

      

 
正  面 

      

 
背  面   

    2. 長袖運動衫—白色圓領長袖衫連校徽 

 

  

 
正  面 

  

 
背  面 

 
    3. 運動長褲—寶藍色全橡根褲頭長褲 

 

   4. 灰襪 -- 純灰色毛短襪 

     

 5. 運動鞋-- 純白色運動鞋  

 

 
正  面 

 

 
側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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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4                  附件二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2023 年度 半天上課日電腦室開放安排 

1. 開放電腦室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起至另行通知 

 (特別活動日、考試期間和考電腦科技能試期間暫停開放) 

2. 三至六年級各班進入電腦室的時間：半天上學日的第一個小息 

3. 各班進入電腦室的安排： 

  

 # 每班當天進入電腦室的名額：半班(不多於 14 人) 

4. 進入電腦室的規則： 

a. 利用電腦室的設備進行有意義的網上自學活動，不能上網玩電子遊戲。 

b. 每天開放一節，只開放給指定班別。 

c. 電腦室內不能飲食。 

d. 獲安排進入電腦室的四至六年級學生自行前往電腦室。三年級學生會由老師或教學助理帶

行前往電腦室。 

e. 每次進入電腦室的學生，均需帶備家課日誌。同學要用潔手液清潔雙手和佩戴口罩，方能

進入電腦室。當值老師會在家課日誌的「使用電腦室記錄表」上記下進入電腦室日期。 

f. 進入電腦室的學生必須自律，保持良好秩序，如違反紀律者，先予口頭警告，若仍無改

善，當值老師將會考慮暫停該生享用是項服務，並會在獎勵冊上作記錄。 

5. 當天由班主任安排進入電腦室的學生人選。 

 

日期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17 日 11 月 18 日 

班別 5H 6S 教師發展日 5R 5G 

日期 11 月 21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班別 5P 5S 4H 4R 4G 

日期 11 月 28 日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2 日 

班別 4P 4S 3H 3G 3R 

日期 12 月 5 日 12 月 6 日 12 月 7 日 12 月 8 日 12 月 9 日 

班別 3P 3S 6R 6G 6P 

日期 12 月 12 日 12 月 13 日 12 月 14 日 12 月 15 日 12 月 16 日 

班別 6H 6S 5H 5R 5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