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 / 姓名

視藝方面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主辦「禮」‧「品」宣傳大使填色比賽
小學組「禮貌宣傳大使」

金獎 4A 陳家慧
銅獎 3B 張妙卿

JOINT SCHOOL SCIENCE EXHIBITION PREPARATION COMMITTEE "Primary School Colouring 
Competition"(Junior Primary Division)

1st Runner-up 3B 張妙卿
Merit 4A 陳家慧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主辦「第十一屆2020『伴我同行』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一等獎） 4B 郭芸熙
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主辦「社會美術水平考級證書」 漫畫考級專業（壹級） 5B 區宇軒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主辦「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2020全港視藝大賽」（第二季） 銀獎 5B 區宇軒
香港未來發展協會主辦「你我同心共展關懷」心意卡設計比賽 季軍 4A 陳家慧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主辦「2020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兒童B組—書法（優異獎） 6B 劉智承
香港紅荔書畫會主辦「第二十屆芳草杯青少年書畫大賽」 高小—書法組（優異獎） 6B 劉智承

音樂方面

HKUMA 2020第一屆香港演奏家網絡音樂大賽
鋼琴獨奏組 二級組（冠軍）

4A 何天恩
鋼琴獨奏組 青少年組（亞軍）

E-Music Maestro "Graded Piano Online Competition" Asia Pacific 2020 Grade 2 (1st Prize) 4A 何天恩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主辦「第十屆國際音樂大賽」 冠軍 4A 何天恩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主辦「音樂智能之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2020」 鋼琴級別二級組（亞軍） 4A 何天恩
HKMADA 「2020全港青少年專業音樂大賽」（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鋼琴1-3級組（亞軍） 4A 何天恩
第四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香港區選拔賽2020
（第72香港學校校際音樂節級別）

鋼琴自由選曲B組（一等獎）
4A 何天恩

二級鋼琴項目（亞軍）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主辦
「韓國亞洲音樂藝術家大賽（釜山）2020香港區選拔賽」

鋼琴分級選曲兒童B組
（銀獎）

4A 何天恩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主辦「香港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自選鋼琴 高小組（銅獎） 6B 楊蔚翹
Hong Kong Virtuosos Music Association "The 1st Hong Kong Online Music Competition" 
(Hong Kong)

Piano Grade 5 Class (Merit) 6B 楊凱弦

體育方面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主辦「2020亞洲學生音樂、舞蹈、朗誦比賽」 中小組個人舞（冠軍） 4A 陳家慧
Hong Kong Professional Da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sia) Solo Dance 
Competition 2020" 

Solo - Jazz Dance Junior Division 
(Gold Medal) 4A 陳家慧

香港表演藝術發展協會主辦「國際數碼演藝比賽2020舞藝盃」 銅獎 4A 陳家慧

其他方面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主辦「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3B 張妙卿
保良局曹貴子動感青年天地舉辦「童心『NEW』理親子烹飪比賽」 參與獎 6B 鄧在希
香港日本人補習授業校主辦「朗讀期間」 優良獎 6B 胡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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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訪

隨著數月的疫情和科技的變革，為教育帶來了不同的挑戰，展開了未來教育新

的局面和路向，黃陳一直緊貼教育趨勢與時並進，堅守教育的核心，在學習和品德

培育方面，持續培育學生的正向思維和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為與教育同工和

外界分享本校的教育理念，10月23日教育傳媒人員到校進行學校專訪，與校長了
解本校的教學理念、育人的方針及課程發展。相關的報導也刊登於《香港教育雜

誌》—第30期14至15頁及於GOOD SCHOOL網頁刊登電子版。現也與學校的同學
及家長共勉和分享。

* 除右圖GOOD SCHOOL之QR code外，家長亦可在本校網頁「學校刊物」內，閱讀相關報道。

培育正向思維 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奇妙萬花筒
小小眼睛欣賞世界的色彩

FUN FUN讀書會
提升語文和表達能力

資優課程「演出真我」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及團體合作精神先拉筋 再訓練

我們是足球小精英

我們是欖球小將



疫情下支援學生學習
老師除了透過陽

光電話主動關心學
生，亦舉辦不同活動
協助學生解決在學習
上遇到的困難。

靈修早會
校牧於靈修早會時間以

不同方式向學生講解聖經真
理，透過分享故事、聖經金
句，增加同學對聖經的認
識，也提升自我反省的機會。

德育：培育良好品格

姓名：Chim Agnes_   班別：_6B_ 

我的時間表  
 7/9 8/9 9/9 10/9 11/9 12/9 13/9 

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日 

Sunday 

上午 

 

7: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School online 
classes 

7: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School online 
classes 

7: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School online 
classes 

7: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School online 
classes 

7: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School online 
classes 

8: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English 
lesson 
-Nap time 
 

9:00-12:45 
-Wake up  
-Eat breakfast 
-Do Revision 
-Watch YT 
 

下午 

 

12:45-6:00 
-Eat lunch 
-Do online 
homework 
-Snack Time 
-Nap time  
-Play video 
games 
 

12:45-6:00 
-Eat lunch 
-Do online 
homework 
-Snack Time  
-Read Books 
-Do exercise 

12:45-6:00 
-Eat lunch 
-Do online 
homework 
-Snack Time  
-Chinese lesson 
-Watch YT 

12:45-6:00 
-Eat lunch 
-Do online 
homework 
-Snack Time  
-Play video 
games 
-Do exercise 

12:45-6:00 
-Eat lunch 
-Do online 
homework 
-Snack Time  
-Drawing 
-Do exercise 

12:45-6:00 
-Eat lunch 
-Snack Time  
-Watch YT 
-Read books 
-Listen music 

 

12:45-6:00 
-Eat lunch 
-Snack Time  
-Play video 
games 
-Do exercise 

晚上 7:00-9:30 
-Eat Dinner 
-Watch TV 
-Take shower  
-Bed time 
 

7:00-9:30 
-Eat Dinner 
-Read story 
books 
-Take shower 
-Bed time 
 

7:00-9:30 
-Eat dinner 
-Chatting with 
my family 
-Watch TV 
-Take shower  
-Bed time 

7:00-9:30 
-Eat dinner 
-Watch TV 
-Take shower 
-Bed time 

7:00-10:00 
-Eat dinner 
-Watch YT 
-Listen music 
-Take shower 
-Bed time 

7:00-10:00 
-Eat dinner 
-Text Friends 
-Play video 
games 
-Take shower 
-Bed time 

7:00-9:30 
-Eat dinner 
-Read books 
-Take shower 
-Bed time 

 

無論是面授課堂或視像課堂，老師都會舉行不同的班風培

育活動，建立我們的正向思維，發掘自己的強項，學習欣賞

自己和別人，並懷著感恩的心。我們也學習為自己訂立目標，

訂定時間表，愛惜光陰。配合不同學習形式，老師會設計不

同的活動切合我們的需要，例如在視像課堂期間，老師舉行

了最佳儀容大賽，鼓勵我們每天預備充足的精神來上課；面

授課堂期間，學校亦會舉行好學生獎勵活動、生日會等。而

老師、社工特別關顧我們的情緒，會教導我們適當處

理負面情緒的方法。雖然很多時候我們只能透過視像

形式來見面，但我們仍然緊密地連繫在一起，一起用

愛去戰勝一切障礙。

聖經說：「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

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13章7下-8上）我們相
信困難使我們成長，逆境終會過去，讓我們懷著信、

望、愛去迎接每一天的挑戰。

聖誕崇拜
為了讓學生一齊感受聖誕的喜悅，學校以視像形式舉

行了聖誕崇拜，內容包括影片欣賞、福音魔術和大抽獎等。
同學表現興奮投入，認識了主耶穌為了我們降生、亦為我
們的生命帶來喜樂和愛。

「給自己的聖誕咭」
和諧粉彩教師工作坊   

20/11/2020
為了讓老師在繁忙的工作中放鬆心

情，我們舉行了和諧粉彩聖誕咭製作工
作坊。透過活動，讓老師平靜下來，欣
賞自己和給自己一些鼓勵。作品連同老
師給自己鼓勵的話語會於聖誕節期間寄
回給老師，十分有意思！

護苗教育活動
（二及五年級）

班風培育
多元學習‧健康身心

福音魔術 大抽獎

1.  個別指導
（以視像形式進行）

3. 智多朋友社交訓練

2.  動動眼 
動動手 
執筆訓練

4. 奇妙歷程

5. 說話技巧訓練

教導學生性教育的知識

正向人生 生日會

情緒處理
成長心態

體育課 Just Dance

「給爸媽的話」活動

最佳儀容大賽

培養學生善用時間，製作個人時間表

訂立「我的目標」

品德星選舉

透過「嘉言善意」
工作紙，學習欣賞自己

和欣賞別人

發掘自己強項及能加以發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