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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 - 2023年度第111號通告 

第六期學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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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學

校活動及假

期」事宜 

- 1 月 18 日(星期三)官小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 1 月 19 日(星期四)中華文化日，是日早放，中午 12 時放學。 

- 1 月 20 日至 1 月 31 日農曆新年假期 

- 2 月 1 日下學期開始，照常於下午 3 時 15 分放學。 

2.  有關「量度

體溫記錄」

事宜 

為提高教師對學生健康狀況的警覺性，農曆新年期間，學生仍須每天在

家量度體溫及作記錄，並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亦請家長填寫「量

度體溫記錄表」，並於 2 月 1 日交回班主任。(表格於 1 月 17 日派發) 

3.  有關「伴你
高飛」獎勵
計劃 2022-
2023 事宜 

 

為表揚家長積極支持子女參與非學術性的校本或校外活動，培育他們多

元發展，建立興趣和目標，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 2022-2023

年度「伴你高飛」獎勵計劃，詳情如下：  
 

參加方法 

家長或學生需按各自主題，並以文字、繪畫或短

片其一方式呈交作品，每個學生只可遞交一份作

品。 

主題 

 

（二選其一） 

家

長 

請記錄自己如何積極支持子女參與非學術性的校

本或校外活動，以及當中的過程和得著。（例

如：陪伴子女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或運動訓練、如

何鼓勵子女建立興趣和目標） 

學

生 

請記錄自己積極參與非學術性的校本或校外活

動。（例如：義工服務、藝術表現、體育訓練

等）的過程和得著，以及家長在過程中所給予的

支持。 

形式 

 

（三選其一） 

一 

以文字方式紀錄 

- 分享內容建議以 300 字內 

- 參賽作品必須以電腦打字輸入，恕不接受手寫

稿件 

- 紙張大小為 A4 size，採用字體大小至少為 12

號的黑色文字，字型只可為標楷體 

- 稿件背頁寫上活動名稱、家長姓名、學生姓

名、班別和學號 

二 

以繪畫方式紀錄 

- 物料不限，可使用水彩、塑膠彩、油畫、粉

筆、水墨、木顏色、素描等 

- 作品尺寸不少於 A4 size，不可大於 30cmx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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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電腦繪圖 

- 圖畫背頁寫上活動名稱、家長姓名、學生姓

名、班別和學號 

三 

以短片方式紀錄 

- 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演繹 

- 請在短片開始時先介紹自己 

- 多留意語速、語調、發音、表情動作、畫面效

果等 

- 時間不多於 2 分鐘 

- 短片格式為 mp4、mov 或 wmv 

 

收集方式 

- 請把作品上傳電郵地址：

teacher01@hrgpscwb.edu.hk 

- 電郵主旨：「伴你高飛」獎勵計劃短片_(學生

姓名、班別和學號)  

- 電郵內容請說明：  

a) 學生姓名、班別和學號 

b) 短片名稱 

獎項及名額 

1. 本校將選出不多於 20 位家長或學生為得獎者 

2. 每名得獎者可獲嘉許證書 1 張及香港迪士尼樂園

免費門票 2 張 

截止日期 

1. 如以形式一和二方式參加，請於 2 月 28 日前（星

期二）交到班主任收集 

2. 如以形式三方式參加，亦請於 2 月 28 日前（星期

二）中午 12:00 前呈交 

3. 逾期恕不受理，敬請留意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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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評審結果以校方之決定為準，參賽者須遵從及尊重

本校之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鄭美雲副校長或黃嘉怡姑娘聯絡 

(電話︰2157 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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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

「Sayings of 

Wisdom 

2022/23 – 

SOW 

Motivational 

Talk 

Contest」 

事宜 

為 建 立 學 生 的 正 面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並提 升 學 生 數 位 多 元媒 體 表 達 能 力

(multimodal literacy)，本校將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SOW Motivational Talk 

Contest」個人短講活動，現誠邀一至六年級學生參與此活動。活動詳情如下： 

1. 比賽組別：分為低小(一至三年級)和高小(四至六年級)兩組 

2. 參加辦法： 

 步驟一：參加者先就教育局 SOW 計劃 2022/23 的主題：「積極生活(Leading 

 a positive life) 」和 / 或 子主題 (即「珍惜 生 活 (Cherishing Life) 」、「勤奮

 (Diligence)」、「同 理心(Empathy)」和「尊重多樣性(Respect for Diversity)」)，

 自選一則英文雋語 (包括任何諺語、引言、格言、大會提供或原創文本中的

 句子或其他自創的句子) 

 步驟二：學生挑選一份相關的文本(例如：詩歌、書籍、短篇故事及電影等)，

 然後連結所選取的英文雋語作個人閲後感分享 

  步驟三：把分享拍攝成一段不多於 2 分鐘的短片(mp4 或 mov 格式，短片 

   檔案大小不多於 500MB)和填妥一份由大會提供的講稿表格(transcript  

    template) (掃瞄右方的二維碼或登入網站： 

   

https://hrgpscwb-

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ycl19_hrgpscwb_edu_hk/EWLvqxnL7T5Ij3Rod

D2nYhABhqHEV1sr34WBDk1z0uoCjA?e=mj740W) 
 

3. 注意事項： 

 - 拍攝時請穿便服，並不用作自我介紹或披露任何個人資料 

 - 確保拍攝時有跟隨政府要求防疫條例，在演講的錄影時可考慮不佩帶口 

  罩 

 - 確保短片清晰和燈光充足 

 - 可使用提示卡或筆記 

  - 可使用沒有版權的道具，並切記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包括書或電影封面和 

   /或海報)均不能在短片中出現 

 - 需一鏡到底，不需作任何後製工作(包括剪輯影片、加入影像效果、字 

  幕、配音等) 

 - 檔案用以下格式命名：(班別)(學號)_(學生英文全名)_(雋語)  

   [例子：4H01_CHAN TAI MAN_Believe in yourself] 

4. 截上提交日期(學校)：2023 年 3 月 31 日(五) 

5. 提交方法： 

 將檔案(短片連講稿)儲存在 USB 記憶棒內(USB 記憶棒需寫上學生姓名、班

 別和學號)，然後交給所屬班別的英文科任老師 

6. 甄選形式： 

 在遞交的作品中，英文科老師將就作品的內容、演繹和用詞三大方面從各

 組別挑選最多十份最佳作品，並寄出代表學校參賽 

7. 獎勵： 

 每位參加的學生將在正向好學生獎勵冊中獲取 C4 的積點 10 個，獲選代表

 學校參賽的學生會額外取得 C4 的積點 5 個 

本年度校本英文科課程亦有教授不同與正面價值觀的英文雋語以配合此活動內

容。如欲了解活動的詳情或有任何查詢，可瀏覽大會的官方網站 

(掃瞄右方的二維碼或登入以下網頁：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

edu/sow/sow_motiv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

edu/SOW/competitions.html) 

或致電學校與姚俊立老師/ 林穎兒主任聯絡。 

https://hrgpscwb-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ycl19_hrgpscwb_edu_hk/EWLvqxnL7T5Ij3RodD2nYhABhqHEV1sr34WBDk1z0uoCjA?e=mj740W
https://hrgpscwb-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ycl19_hrgpscwb_edu_hk/EWLvqxnL7T5Ij3RodD2nYhABhqHEV1sr34WBDk1z0uoCjA?e=mj740W
https://hrgpscwb-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ycl19_hrgpscwb_edu_hk/EWLvqxnL7T5Ij3RodD2nYhABhqHEV1sr34WBDk1z0uoCjA?e=mj740W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edu/sow/sow_motiv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edu/sow/sow_motiv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edu/SOW/competitions.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edu/SOW/competi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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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本校
運動會」親
子場刊封面
設計比賽   
事宜 

闊別三年的「本校運動會」將於2023年3月31日(星期五)於灣仔運動場舉
行。現誠邀你和你親愛的孩子參加「本校運動會」的親子場刊封面設計
比賽。 

參賽要求 

每位參賽者必須遵守以下所列明之「主題」、「作品遞交要求」及「作
品遞交截止日期」，否則參賽資格將會被取消或不獲受理。 

主題 

參賽者可自由創作有關「運動會」主題。此次比賽設有「每級冠、亞、
季軍」及 「全校總冠軍」，總冠軍的作品亦會被選用作「本校運動會」
的場刊封面。所有參賽者將由班主任於獎勵冊(D4)給予3個「★」作獎勵。 

作品遞交要求 

參賽者可選擇參加繪畫組或數位繪圖組。 

A) 繪畫作品要求：除數碼處理之圖像及相片以外的任何方式 
(例如油畫、丙烯畫、素描、拼貼等)、A4尺寸 (297 mm × 210 mm) 

B) 數位繪圖作品要求：PSD 或 AI 或 PNG 或 JPG檔案 (如有需要，獲
獎者將獲通知並按要求將原檔遞交至本校)、解像度：300dpi 或以上、
A4尺寸 (297 mm × 210 mm) 

*注意事項: 只接受個人作品。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及不侵犯任
 何第三者的任何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版權、知識產權、私隱權等)。 

作品遞交截止日期 

是項活動截止日期為2023年2月10日，請家長和學生踴躍參與。你的孩
子可將作品於活動截止日期前交班主任。如遇上任何問題，可向陳雪
瑩老師查詢。 

6.  有關「香港

故宮文化博

物館珍品的

故事—繪本

創作比賽」

事宜 

目的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珍品的故事—繪本創作比賽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

術教育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辦，旨在鼓勵小學生欣賞香港文化博物

館的珍品，並應用視覺藝術語文知識和技能創作繪講本，以培養他們的

美感、想象力，以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主題 

比賽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文物為故事角色，運用想像力創作繪本，帶

出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組別 

初小組別（小一至小三）（作品頁數最少 4 頁，而不多於 8 頁） 

高小組別（小四至小六）(作品頁數少最少 6 頁，而不多於 12 頁) 

提交作品 

學生可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把作品代為轉交主辦單

位。 

比賽的詳細情形可看網頁：

www.edb.gov.hk/tc/arts/activities 

http://www.edb.gov.hk/tc/arts/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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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親子
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事宜 

本年度「親子繪畫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感謝各位家長及學生踴躍參與，頒獎時間將容後通知，請得獎學生留意，

謝謝。 

級  別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優   異 

六年級 6H 李品豫 6G 蔡之希 6H 蔡之緣 6H 陳嘉元 6H 鄺子珵 6S 王思蕊 

五年級 
5H 陳緯亮 

5H 朱朗蕎 5H 黎千睿 5H 花曼澄 5S 陳曉晽  
5R 伍家穎 

四年級 4R 蕭藹欣 4P 李卓豐 4S 吳禮名 4P 梁裕燆 4S 何一宏 4S 林竣曦 

三年級 3H 陳紫瑩 3P 林元森 
3P 余正妍 

3G 熊珈慧 3S 鄭悠  
3P 劉卓宜 

二年級 2H 朱朗逸 2H 葉泫臻 2G 曾熙雯 2S 施愷樂 2S 洪朗昇 2S 楊俊熙 

一年級 1H 鄺圓升 1S 蔡政皓 
1H 洪軼賢 

1P 何耀正 1P 劉俊希  
1R 陳梓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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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姓名 

第一屆 SMAI 空手道錦標賽 亞軍 1H 呂禧懿 

2022 學而思杯全港數學奧林匹克精英挑戰賽 
一年級 

二等獎 1R 胡澤宣 

第十二屆香港少年圍棋百傑賽 2022 年度百傑稱號 

香港青少年慶回歸慶國慶繪畫比賽 
初小組 

一等獎 
1G 李將烜 

香港兒童創藝大賽 2022 金奬 1P 江希橋 

2022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初級組 

銅奬 
2H 吳彦羲 

IYACC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中國畫 

亞軍 

公民鑽禧田徑錦標賽(第一站) 
男少戊組 100 米 

冠軍 
2H 李子庚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22 
男子 U8 兒童競技賽 

冠軍 

第九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2 
西洋畫（第四組） 

一等獎 
2H 陳賢澤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Semi-Final 2022 
銀獎 

1
st
 Crystal Cup 2022Hong Kong Open Latin Dance 

Age 7 Solo C/R/J  

2
nd
 

2H 楊志遠 

Age 7 Solo C/J  

4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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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
 

7-10 Pair C/S/R/P/J  

5
th
 

The 29th Come Dancing Cup HK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U8 Pair C/R/J  

3rd 

U8 Solo Medalist CCC  

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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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hildren Art Competition Silver Award 

2G 曾熙雯 

第十一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2

（環保袋設計） 
銅獎 

夏日熱辣辣暑假難忘的回憶繪畫比賽 
兒童組 

銀獎 

歡聚一堂慶中秋設計繪畫比賽 
兒童組 

銀獎 

IYACC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2P 林子淳 

第十一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2

（環保袋設計—小學組） 
金獎 2S 施愷樂 

第二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一年級 

銅奬 
2S 黃嘉樂 

Hong Kong-Macau-Taiwan Cross-Strait in 

Mathematical Olympiad (HMTCSMO) -  

Cross-Strait Final Stage 2022 

Grade 2  

Cross-Strait Bronze 
3H 安一諾 

英國倫敦繪畫參展賽  
初小組(P1-P3) 

金獎 
3H 陳紫瑩 

2022 年匯劍全港兒童劍擊分齡賽 
U8 女子花劍組 

亞軍 
3H 潘邇煦 

青年藝術節 2022 書法比賽 
小學初級組 

亞軍 
3R 陳奕霖 

新春書法比賽 2023 
初小組 

亞軍 

音樂智能之第七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 

音樂比賽 

二級 

組銀奬 
3G 陳穎臻 

童畫國學生藝術作品展 2022 傑出小畫家 

3P 劉卓宜 

HatsOn! 傳承帽動帽子設計比賽 冠軍 

The 53rd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lected List 

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2 
兒童初級組 

優異獎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組 

銅獎 
3S 鄧旭然 

SWEAT DAY - 小小體能王 
2014 年組別 

季軍 
3S 鄭悠 

第一屆 SMAI 空手道錦標賽 亞軍 

第七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2 
三级鋼琴  

第五名 
4H 甘樂紳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奥數公開賽 銅獎 4H 吳建亨 

2022 年學而思盃全港數學奧林匹克精英 

挑戰賽 

四年級 

一等獎 
4H 姚永謙 

第七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2 
弦樂組—小提琴  

第六名 
4H 黃沛言 

乒乓球比賽 
親子雙打組 

季軍 
4H 蔡尚羲 

ASSA Dance Cup 2022  
Jazz (Modern Jazz) - Group  

10 years old or under 
Gold 

4R 蕭藹欣 

Love the World Drawing Competition 2022 
Group C  

Gold Award 
4R 鍾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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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73 週年國慶游泳錦標

賽 2022 

男子 9 歲組 50 米捷泳  

冠軍 

4P 李卓豐 

男子 9 歲組 50 米蛙泳  

冠軍 

男子 9 歲組背游 50 米 

冠軍 

HK Football Club Swimming Gala 

25m Freestyle Age 9-10 
Champion 

25m Breast Stroke Age 9-10 
Champion 

25m Back Stroke Age 9-10 
Champion 

25m Butterfly Stroke Age 9-10 
Champion 

第九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2 
西洋畫（第六組） 

冠軍 
4S 陳賢諾 

International Fringe Music Festival and 

Competition 

Woodwind Graded Class - 

Graded 8  

3rd Prize 

4S 曾以諾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四數學組 

銀獎 
4S 趙嘉樂 

音樂版權網上知識問答比賽 
小學組 

冠軍 
5H 余律行 

IYACC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on 

Age 9 Division 

Theme Group Nature 

2nd Runner-Up 

5H 周晞睿 

視覺空間智能之第六屆香港國際中英文書法

比賽 

高小組中文硬筆書法 

亞軍 

5H 張銘峰 

英國倫敦繪畫參展賽  
 高小組(P4-P6)  

金奬 

第二屆筆藝全城毛筆硬筆書法比賽 
 高小組英文硬筆比賽  

金獎 

第二屆筆藝全城毛筆硬筆書法比賽 
高小組中文硬筆比賽  

金獎 

2nd Inter-school Chinese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Hong Kong Studet 
First Prize 

英國倫敦繪畫參展賽  
高小組(P4-P6) 

銀獎 
5H 陳緯亮 

第三屆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 2022 
小學四年級組 

銀獎 
5R 方博義 

2022-2023 兒童單車大賽 
男子 10 歲組 

殿軍 
5P 安聲業 

ASAA Dance Cup 2022  

Ballet (Creative Ballet)-Solo  

10-12 years old 

Merit  

5P 吳卓霏 

魯迅青少年文學獎 
小學組硬筆書法 

一等獎 
5P 段凱倫 

第三屆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 2022 
小學四年級組 

季軍 
5S 林錦樂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南區空手道 

分齡邀請賽 

4-12 歲女子套形分組 

季軍 
5S 梁皓晴 

聯校音樂大賽 2022  
小學初級組弦樂小提琴獨奏 

銅獎 
5S 羅子涵 

第七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22 
兒童高級組  

冠軍 
6H 梁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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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六奧數組 

季軍 
6H 許浩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五年級  

一等獎 
6P 陳柏朗 

2022-2023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4G 曾子彤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冠軍 
6P 陳正軒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亞軍 
4H 陳之望 

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 

殿軍 
6H 曾子樂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6R 陳振堃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4P 李卓豐 

男子丙組 

團體優異獎 

4P 李卓豐 

4S 陳賢諾 

4H 江信俞 

男子甲組 

團體殿軍 

6P 陳正軒 

6R 陳振堃 

6H 曾子樂 

6G 唐靖雲 

5G 曾淦文 

5H 陳緯亮 

敬師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校內入選六強 

1R 吳穎芯 

3S 鄭悠 

3P 林元森 

1P 劉俊希 

敬師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校內入選六強 
4P 潘浩綸 

4P 陳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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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此乃電子通告，不設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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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表格 A 

量度體溫記錄表 

(農曆新年) 
 

1. 聖誕假期及新年期間，學生仍須每天在家量度體溫及作記錄，並請家長／監護人簽

署作實。 

2. 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的《體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

的參考」，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3. 假期後回校，學生如有發燒，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4. 請於 1/2(星期三)家課冊內填寫當天體溫及快測資料，早上回校給班主任檢查。 

(請留意政府最新公佈快測最新安排) 

5. 請於 1/2(星期三)交回「量度體溫記錄表」表格 A給班主任處理。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日期：20/1/2023-31/1/2023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20/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1/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2/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3/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4/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5/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6/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7/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8/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9/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30/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31/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