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下學期校外獲獎一覽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花鳥蟲魚拾趣攝影比賽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主辦）
亞軍 4B 譚朗逸

VEXIQ 英來盃機械友誼賽（光明英來學校主辦）

機械人聯賽 金獎及全場總成績
第二名 4B 黎嘉縉 4C 黎永言 4D 丁恩澤

機械人聯賽 銀獎 4D 李宸宇 5B 林灝謙 5C 周天宇
最佳合作獎 4B 黎嘉縉 4C 黎永言 4D 丁恩澤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 初賽 )  (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主辦 )
金獎 4A 朱瀚陞
銅獎 4A 陳鑑林 4D 楊履裕

飛出明天  紙飛機比賽（裘錦秋中學（屯門）主辦）
冠軍 6D 錢冠熹

制服團隊
金紫荊奬章榮譽（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幼童軍支部主辦）

6A 曹家琳 6A 陳建銘 6A 黎政諾 6A 梁凱柔 6A 梁苡澄 6A 巫俊熙
6A 尹心悅 6A 黃焯風 6A 蕭米澤 6B 林卓毅 6B 劉沛喬 6B 黃譯鋒
6B 曹梓軒 6C 戴心怡 6C 黃晉朗 6C 鄭曉揚 6C 鄭智鵬 6D 鍾凱瑤
6D 劉美琪 6D 李 澄 6D 練洪林 6E 陳中怡 6E 梁崇熙 6E 鄭煒恒

資優幼童軍嘉許計劃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活動與訓練部主辦 )
資優幼童軍 6A 蕭米澤

優異旅團奬勵計劃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幼童軍支部主辦 )
優異旅團及地域總監嘉許銀獎 6A、6B、6C、6D、6E

環境教育組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 香草及蔬菜類組 小學組亞軍
園藝組 小學組亞軍

全港花卉比賽

盆景類 季軍

多肉植物類 優異

紫羅蘭類 優異
4C 陳子晴 4C 郭晉嘉 4D 許丁峻 4D 武煒文 5B 陳秀賢 5D 陳壹浚  
5D 黃珮淇 5D 文寶樂 5D 王偉華 5D 吳建豪 6C 范栢兒 6C 黃子淇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一等獎

1C 陳韋臻 1C 李卓彥 2A 郁宸言 2C 馬啟越 2B 鄭梓諾
3A 鍾曉揚 3A 楊承朗 3A 楊皓森 4A 董子悅 4A 吳姝玉
4A 朱瀚陞 4A 潘韋柏 5A 朱鈞來 5A 蔣銘浚 5A 劉俞劭
6A 鄒譽峰 6A 葉慶豫 6B 張暉浚

二等獎 

1B 郭寶懿 1B 潘逸藍 1D 黃子耀 3A 朱雨萱 3A 李奕和
3A 施睿澄 3A 楊將君 3A 何俊軒 3A 張梓謙 3D 葉芷祺
4A 鄭欣儀 4A 何紫萌 4A 方 琳 4A 張藝霖 4A 邱嘉怡
5A 林穗晞 5A 文曉旋 5A 秦柏希 5A 薛文仲 5A 陳展朗
6A 周俊杰 6A 黎政諾 6A 鄭鴻熙 6A 巫俊熙 6A 周文喬
6A 張藝馨

三等獎

1B 李柏謙 1C 黃文希 1C 李卓爲 2A 黃博鴻 2B 李宇航
2C 王珈恩 2C 鄭梓軒 2D 陳紀之 3A 文景灝 3A 黃期蔚
3B 于才皓 4A 鄺泳琦 4B 黎嘉縉 5A 伍俊熙 6A 黃焯風
6A 林澤彤

香港數學挑戰賽（第四季）（香港資優數學協會主辦）
卓越獎 3C 陳昌佑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主辦 )
交叉開跳亞軍 單車步季軍 1A 馬倩兒
交叉開跳季軍 單車步亞軍 1A 陳宥嘉

側擺開跳季軍 1A 陳凱龍
交叉開跳亞軍 單車步冠軍  2A 張愷桐

側擺交叉跳季軍 交叉開跳殿軍 2A 張廸琋
初級組三人大繩冠軍 後交叉開跳殿軍 單車步亞軍 2B 鄭梓軒
初級組三人大繩冠軍 側擺開跳季軍 後單車步亞軍 2B 陳浩軒
初級組三人大繩冠軍 後交叉開跳殿軍 單車步亞軍 2B 鄭梓軒
初級組三人大繩冠軍 側擺開跳季軍 後單車步亞軍 2B 陳浩軒
初級組三人大繩冠軍 跨下二式冠軍 二重跳亞軍 2C 鄭梓諾
初級組三人大繩冠軍 跨下二式冠軍 二重跳亞軍 3A 鍾卓男

側擺交叉跳亞軍 3C 劉晧昀
後單車步殿軍 3C 黄晉邦

交叉開跳亞軍 單車步季軍 3C 梁凱晴
側擺開跳冠軍 3D 余家軒

高級組四人大繩季軍 後交叉開季軍 4A 鄭家承
跨下二式亞軍 側擺交叉跳季軍 4A 鄭欣儀

高級組四人大繩季軍 側擺開跳冠軍 單車步季軍 4B 江俊禮
側擺開跳冠軍 單車步季軍 5A 張芷榣

高級組四人大繩季軍 5B 鄧灝軒
後側擺開跳季軍 5B 關詠之

二重跳季軍 側擺交叉跳季軍 5D 梁熙穎
後側擺交叉跳亞軍 單車步亞軍 6A 張藝馨

後單車步季軍 6A 魏 欣
後側擺開跳亞軍 後交叉開跳殿軍 6A 梁凱柔

高級組四人大繩季軍 跨下二式冠軍 交叉開跳冠軍 6B 林卓毅
跨下二式亞軍 6B 劉沛喬

高級組四人大繩季軍 側擺開跳殿軍 6C 黄晉朗
Panasonic 飛達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飛達田徑會有限公司主辦）

男子 2013 年組 立定跳遠  季軍 1C 陳韋臻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

男子幼童組套拳 一等獎 1B 郭寶懿
男子小童組套拳 一等獎 4C 郭晉嘉

男子小童組短器械 一等獎 4C 郭晉嘉

體育
簡易運動大賽  IAAF 兒童田徑比賽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

乙組 原地擲膠圈 亞軍 1A 黃啟誠 1A 陳凱龍 1C 陳韋臻 1D 黃子耀
乙組 擲標槍 季軍 1A 張啟灝 1A 陳凱龍 1C 陳韋臻 1D 黃子耀

乙組 A 級方程式 殿軍 1A 張啟灝 1A 陳凱龍 1C 陳韋臻 1C 王梓匡
1D 黃子耀 1D 楊焌琋

團體優異 1A 張啟灝 1A 陳凱龍 1A 黃啟誠 1C 陳韋臻 
1C 王梓匡 1C 施樂鴻 1D 黃子耀 1D 楊焌琋

“Be Smart”工作紙比賽（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
初小組 親子填色比賽 ( 創意及視覺藝術 ) 優異 1C 黃文希

高小組 四格漫畫比賽 ( 滅罪訊息 ) 金獎 5A 黎海澄
四格漫畫比賽 ( 創意及視覺藝術 ) 銅獎 6B 劉俊辰

視藝
「管理工作壓力有辦法」職安健漫畫設計比賽（職業安全健康局主辦）
小學組 亞軍 6E 陳中怡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人際 • 網絡 •iTech•iChat」填色比賽
（香港青年協進會主辦）

初小組 優異 1C 黃文希 2C 伍梓晴

高小組 冠軍 6A 曹家琳
優異 5B 林灝謙 6B 劉俊辰

防火安全海報設計及圖畫填色比賽（屯門區防火委員會主辦）
小學組

( 海報設計比賽 )
銀獎 6A 曹家琳
優異 6E 羅芷柔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  

小學組 亞軍 6C 張宇霏 6E 陳中怡 6E 羅芷柔 6E 張曉恩
季軍 5C 李婉芯 5D 趙樂怡 5D 阮加嵐 6A 曹家琳

常識
共慶「一國」70 載 •「兩制」與你創未來嘉年華比賽

（香港婦聯會及民政事務局主辦）

個人
優異

5A 林穗晞 5A 黃子真 5A 陳 曦 5A 凌梓晴 5A 劉俞劭 5A 蔣銘浚
5A 余洢澄  5C 何家希 5C 郭柏軒 5C 周天宇 5C 李婉芯   5D 吳均豪 
6A 巫俊熙   6A 梁 豐   6B 邱衍熙 6C 張宇霏   6C 黎子瑜 6C 鄭智鵬 
6C 陳文亮   6C 陳梓齊   6C 黃子淇

現代激答比賽（現代教育出版社主辦）
初小組 全港亞軍 2C 李鎧澄

中文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寫作比賽 ( 香港區初賽 )   

(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教育部主辦 )
團體季軍 小學三、四年級

特等獎 4A 吳姝玉
一等獎 4A 董子悅 4A 方 琳 6A 劉天晴

二等獎 4A 羅子希 4A 鄭家承 4A 單雨婷 4A 何紫萌 4A 梁惠然 
6A 林澤彤

三等獎 4A 朱瀚陞 4A 張藝霖 4A 許路然 5A 林穗晞 5A 黃莉淋 
5A 黎海澄

「身心健康」系列：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硬筆書法比賽（素質教育發展中心主辦）

小學高級組 優異 6A 陳建銘

圖書
全港小學生《鬥嘴一班》創意故事續寫比賽（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主辦）

高級組 優異 5B 文澧榳



  上一期和大家談過給孩子的五份禮物，現在繼續
說餘下的五份禮物：

六、失敗
  失敗是可怕的？其實失敗的經歷，是通往成功的
必然階梯。孩子失敗了一次，便知道這種方法行不通，
就要另想方法，那他距離成功便近了一步。因此，父
母應令孩子學會擁抱失敗，從失敗中總結經驗，並鼓
勵他不輕言放棄，那「失敗」便變成了他的祝福。

七、恆毅力
  根據研究顯示，人類成功的終極能力不是智商、
天賦，而是恆毅力。恆毅力是指為了達成極長遠的目
標，持續保有的熱情與堅持。一些學生離開了學校後，
瞬間便失去前進的動力，這是因為他們不曾去認識自
己的興趣和尋找自己的人生目的。因此，父母應幫助
孩子尋找興趣和人生方向，並協助他設定目標，然後
鼓勵他竭盡所能去完成。

八、家庭溫暖
  家應是一個避風港，孩子在這裏得着最大的安全
感、最多的愛和最大的支持。作為父母，多留點時間
給孩子，暫時放下手頭上的事情，盡情地和孩子玩樂，
耐心聆聽孩子的心底話，並讓他感受到只要有需要，

校長的話
父母就在他的身旁，那孩子便會時刻惦記着這個溫馨
的家。

九、閱讀習慣
  閱讀的好處不再多說，父母可跟孩子嘗試以下的
方法：父母跟孩子一起讀一本書、到公園讀一本有關
大自然的書、讀一本漫畫書、讀一本與電影有關的書、
讀一本兒童雜誌、讀童詩、讀人物傳記、讀歷史人物
的書、讀一本圖書館推薦的書、讀教育城「十本好讀」
的書。

十、喜樂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要孩子擁有這份禮物，有以
下的方法：
1. 學會感恩。要看自己還擁有甚麼，不要看自己失去

甚麼。
2.  寫日記。每天記下三件值得感恩的事。
3.  與人分享。施比受更有福，多與人分享自己的金

錢、知識、經驗。
4.  讀好書。好書可以滋養人的心靈，令人得着正能量。
5.  有充足睡眠。有充足睡眠的人，有充沛的體力應付

一天的工作，有好的免疫力，不易病倒，人的心情
自然愉悅。

給孩子的十份禮物(下)

疫情之下－停課不停學
  新冠肺炎肆虐，學校由 2 月 4 日開始，一直停課至 6 月 7 日，期間共失去了

70 多個上課天。為了落實教育局「停課不停學」的政策，學校在停課的日子裏，
運用 Google Classroom、Zoom 和學校的內聯網等不同途徑，向全校學生發放各

科的自學材料共 74 次。為確保學生善用自學材料，科任會定時檢查學生的進度和
學習成效，也會聯同班主任一起跟進。

  此外，學校又運用了外間的資源來促進學生學習。例如：參
與香港教育城的 e 悅讀學校計劃，讓學生維持閱讀習慣；向學生

介紹各種網上學習資源和大學設計的免費網上課堂；安排校外的導師利用網上授課，
繼續進行培訓活動。
  另外，學校亦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例如：幫助有需要的家庭申請免
費寬頻服務，以紓緩家長的經濟負擔；整理教育局和其他機構製作的小錦囊，發放
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家長。
  雖然今次疫情對教學造成不少影響，但也盼望這可以成為學生們學會自主學習的
契機！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Taoist Ching Chung Primary School (Wu King Estate)

地址：新界屯門湖景邨第一期屋邨小學第一號校舍　電話：2465 2881　傳真：2465 6863　網址：http://tccpswk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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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日

簡易田徑大賽 壁畫創作



閱讀無界限

STEM 周
水火箭比拼

滅火小消防

海洋垃圾征服號

磁力車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