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2021至2022年度我們在疫情下的學習已逐漸步回正軌，雖然
還未可恢復全日制上課，但我們仍可在半日制下學習。這種情況已
較上學年進步，真的要感謝上主。
      在新常態的學習下，資訊科技擔當了重要的角色，無論在家或
是在學校，學生都要求掌握運用平板電腦的技巧。因此，學校今年
的主題是「善用資訊跨障礙」，希望學生能透過資訊科技學習，在
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學習，使學習的靈活性大增。
      要利用資訊科技學習，自律是十分重要的。正因如此，學校本
年度另一主題正是「自律自學創未來」。學校一直強調自律，希望
學生在個人及群體上都培養出自律的品格，配合學校一直提倡的自
主學習，希望學生能成為學習的主導者，在老師的鼓勵及教導下，
使學習變得更有趣、更愉快。
      面對疫情，柴米作為一間基督教的學校，希望學生能信靠主的
帶領，學會凡事感恩。亦希望學習自律的態度，約束自己，學習在
困難的環境下，發奮圖強，學習生活。

                                                              梁國強校長

學習感恩 學習自律 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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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認識中國畫班

      為了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提升他們對中華藝術
的興趣，本校特為學生籌辦國畫興趣班。國畫，又稱「中國
畫」，是世界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享譽世界。國畫
是我國傳統的繪畫。它是用中國所獨有的毛筆、水墨和顏
料，在宣紙或絹上創作出的繪畫。本校為學生開辦基礎國畫
班和進階國畫班，為他們提供國畫的基礎認知課程和進階的
技巧運用課程，培養學生對國畫文化的興趣和鑑賞能力，讓
學生在追求學術表現之餘，亦能發展藝術的才能，並藉書畫
陶冶性靈。雖然近兩年受疫情影響，國畫班不得不以網課形
式進行，但學生依然投入，且表現出色。

國畫班zoom課堂實況

基礎班_3A陳衍僑同學作品
——「兩只小雞」

進階班_4D許舒雅同學作品
——「小橋流水」

基礎班_3A班張嘉雯同學
的作品——「企鵝手牽手」

進階班_4D許舒雅同學
扇面作品——「菊花」

進階班_4A楊雅同學和
她的作品——「芙蓉小
魚」



P.3
國文化 書法班
         學習書法，除了能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外，
還能培養內涵。為了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並深化他們的藝術和表達能力，我校特為學生舉辦
書法興趣班。每週一節的書法興趣班深受學生歡
迎，一個半小時的寫書法時間眨眼就過去，學生在
課上學習寫篆書、隸書、楷書、象形文字等。課堂
上，學生純熟地使用文房四寶，寫出秀麗的毛筆
字。通過展示書法作品，學生獲得了學習滿足感。

看老師的示範後，同學們忍不住拿起毛筆即席
揮毫。

同學開始學習運筆，書寫不同的漢字筆畫。

同學在書法班上認識不同的書寫紙張。

5D趙倬謙的書法作品

4B班張菁莎的書法作品



To provid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pursue their interests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as well 
as to arouse their curiosity and foster creativity, English 
STEM Day was held on 21st June, 2021. Students carried 
out two fun, exciting and hands-on experiments with real-life 
applications to learn important principles about density and 
surface tension. 

Sink or Float? 
By using two oranges, one peeled and one unpeeled, P.1-3 
students hypothesized the densities of the two oranges. 
Then, P.1-3 students conducted a hands-on experiment and 
explored which orange would sink and which one would float in  
a bucket of water. They concluded from the experiment 
that the unpeeled orange floats because it is filled with 
tiny air pockets,which reduce the density of the orange
and allow it to stay afloat. Students were thrilled with the 
outcome and they appreciated the new and meaningful 
exploration-based learning activity.

Is it possible to float a needle on water?
To find out the answer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cohesive 
forces present in water, P.4-6 students carried out an 
exciting experiment where they tried to float a needle on 
water by using a small piece of kitchen paper. Students 
enjoyed the experiment and they were left astonished by 
the result! They discover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float a 
needle on water because water has a special property 
known as ‘surface tension‛ which causes water molecules to 
cling to each other, forming a strong layer of bonded water.

Who wants to do the experiment？

Do you think orange A can float 
on water?

I think the orange can float on 
water.

Put the 
unpeeled 
orange into 
the water.

Let's see what happens to 
the needle!

Hey guys, do 
you think this
magic needle 
can float？

P.4
English STEM Day





P.6 STEM Day

測試自製風向儀。

為簡易熱氣球充氣。 同學製作的熱氣球飛得很高。 同學與熱氣球合照。

我找到我的洗手誤區了。

      本校於去年7 月舉行了STEM Day，於活動中，
學生能夠透過手腦並用的活動，增強綜合應用能力，
並提升他們對科學的興趣。這些STEM活動包括：
「螢之手」、「簡易熱氣球」、「神奇泡泡」及「自
製風向儀」。每個活動均與課程內容配合，如空氣的
探究、防治傳染病等。在活動中，同學積極投入，又
能發揮創意，從有趣的活動中學習科學原理。

同學認真地製作風向儀。

特製的泡泡可以在手上停留很久。

神奇泡泡

簡易熱氣球

螢之手

自製風向儀

洗手前，學生在手上塗上模擬細菌的礦物油。
(只能在UV燈下才看到） 清洗雙手後，用UV燈找出洗手誤區。



P.7
我的視藝袋

季軍  3D 林圓婉冠軍  3B 張皓晴 亞軍  3D 陳叡陶

冠軍  2D 朱緻璇 亞軍  2D 黃傲斯 季軍  2B 徐化泰

冠軍  1D 葉子齊 亞軍  1B 羅浩迅 季軍  1D 陸淽茵

張晉程
李冠亨
李冠希
林芝樂
王君毅
葉俊謙

關宇軒
司徒巧晴
雲幸晴
羅凱琳
藍嘉晴
蔡昕霖

張雅喬
羅浩迅(亞)
羅恩
鄭柏朗

葉子齊(冠)
陸淽茵(季)

徐化泰(季)
劉靜霏
蘇曉瑩

朱緻璇(冠)
林心柔

黃傲斯(亞)

一年級

1A

1C

2A

2C

1B

1D

2B

2D

陳衍僑
陳芍言
黃睦程
林琬喬
李守正
梁玉萍

張皓晴(冠)
林睿禮
馬尉喬

陳叡陶(亞)
張映晴

林圓婉(季)

二年級

三年級

3A

3C

3B

3D

這是同學的優異作品，
實在十分用心。

視藝科「我的視藝袋」
填色比賽

      為了配合本年度學校的關注事項，視藝科於
一至三年級舉辦了「我的視藝袋自律填色比賽」，
希望學生能夠透過是次比賽，培養自律的習慣。

      這次填色的內容是關於課堂所需帶備的視藝
用品，希望能夠加深學生的印象，培養同學帶齊
視藝用品的習慣。從收回的三百多份作品中可見
同學用心創作，有的更在背景自行加上圖案，十
分有創意。

      最後，每級選出了冠、亞、季及優異獎後，
把得獎作品製作成壁報在校務處展示，同時亦上
載網頁，讓家長及其他友校都能夠欣賞本校同學
的優秀作品呢！



「自律柴米人」
P.8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配合學校本年度學習目標，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懂得自律的柴米人，所以與訓育
組合作，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自律柴米人」計劃。這個計劃在周會時透過繪本故事讓學生明白善用時
間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如何實踐。請學生設計自己的時間表，把實踐的過程紀錄下來。計劃完成後，
進行獎勵及反思，期望學生能在這個月中學會如何善用時間，並持之以恆，成為「自律柴米人」。

低年級學生留心觀看《衝衝衝超人》的繪本。
高年級學生留心觀看《時間偵探》
的繪本。

過了2周，學生回來進行中期
反思。學生都很積極表達他們
的反思。

學生正進行活動反思。

過了2周，學生回來進行中期
反思。看，這學生能做到「預
備好超人」，貼滿了星星。

最後，學生回來進行終期的反
思。他們都很踴躍發言。

學生記下如何善用時間的要點。



P.9
心靈好管家
      本學年宗教科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強化學生正向品德，培養學生的自律性」，在各課室壁報板
上特設「心靈好管家」主題展示區，宗教科老師指導學生完成「任務卡」，為自己訂立宗教目標，並
鼓勵學生主動地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以加強學生的自律能力。學生可以將熱心幫助同學、每天祈禱、
每天唱詩、每星期閱讀聖經故事、控制自己的情緒等等作為今年的目標，持續地實踐信仰生活。老師
將學生完成的「任務卡」張貼在「心靈好管家」展示區，讓學生分享個人的目標。此外，老師亦會定
期跟學生檢討及反思，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信仰生活。「心靈好管家」活動就是鼓勵學生用親近神的
心靈，認真地管理好自己所訂定的目標。

各位同學
，努力完

成

自己的任
務吧!

加油!



訪問校友洪綽鍵
P.10

      

日期 : 1/9/2021(三)
時間 : 下午3:30-4:30
地點 : 校園電視台
1.   綽鍵，你是甚麼年份就讀「柴米」？
      中學就讀哪所學校？聽說你將到外地留學，
      你將到哪個國家和進修甚麼？
洪：我在2010年至2015年就讀「柴米」，
      中學升讀英皇書院，今年畢業。現在準備到
      英國的皇家音樂學院留學，修讀音樂學士課
      程。 
2.   綽鍵，你的音樂造詣那麼高，是怎樣培養的
      呢？
洪：我由6歲開始學習鋼琴，每天練琴6至7小時。
      即使是上學日，在學業繁重的時間，我依然
      堅持練習。我亦很感謝老師、家人和朋友的
      支持。
3.   我知道你最近獲得一個很高的殊榮，可否分
      享一下？
洪：我今年獲得香港卓越獎學金，這個獎學金計
      劃於2014年推出，目的是資助本地傑出學
      生於香港境外升讀世界知名大學。獎學金將
      用於資助大學所有學費，假如學生擔心在外
      地升學的生活費問題，可以申請大學的助學
      金。
4.   綽鍵，你可否向學弟學妹分享奮鬥的經過？
洪：我的經歷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在音樂考試
      和比賽中也曾遇上不少挫折。我在報考大學
      時，首先收到另一所大學不取錄我的消息，
      當時我的心情七上八下，擔心不能出國
      讀書，深受煎熬。我認為要有耐心和毅
      力，才可以渡過每一個難關，繼續前行。
      在準備香港中學文憑試期間，我花了多
      數時間在練琴上，因為我認為知識要靠
      平日積累，不能臨急抱佛腳。我會計劃
      好每天的時間，一天的活動多樣化，温
      習、練琴之餘也有足夠休息和娛樂，使
      自己保持心情輕鬆。
5.   你對「柴米」老師及同學有甚麼感覺呢？
洪：「柴米」老師及同學都很友善，即使我
      小學畢業後，彼此仍保持聯絡。
6.   你對「柴米」的學弟學妹有甚麼贈言？
洪：在人生路上，我們總會有挫折，希望各
      位學弟學妹未來若遇上挫折，也不要輕
      言放棄。“The comeback is greater
      than the setback.” 只要能克服困境，
      必定能走出更精彩的路。



英文科 獎項 得獎學生

香港學科比賽
(上學期）

 

金獎 4A 呂靖瑤 

銀獎 6A 張瀚彬 (20-21年度)  3B 張皓銘

冠軍 2A 雲幸晴香港學科比賽
(下學期）

 

金獎 5A 梁智巽  4A 呂靖瑤  2B 劉家譽

銀獎 5A 梁智森

銅獎 5A 郭藹澄

香港學科比賽
(決賽）

銀獎 5A 梁智巽  

銅獎 5A 梁智森

優秀閱讀
大獎

6A 黃俊泓 (20-21年度)  6A 陳子如 

5A 顏葦隆  4B 鍾珺頤  3A 黃睦程

2D 鄧凱恩

智愛英文網上
閱讀計劃

銅獎 5A 梁智巽  
5A 梁智森

加拿大英作大賽
雅卓盃初賽

銅獎 5A 梁智巽  
5A 梁智森

加拿大英作大賽
雅卓盃決賽

銅獎 5A 梁智巽  
5A 梁智森

加拿大英作大賽
雅卓盃總決賽

15個盾 6A 許梓昊劍橋英語
基礎考試

數學科 獎項 得獎學生

華夏盃

 

晉級賽
一等獎

6B 藍雋賢

6B 藍雋雅

晉級賽
二等獎

6B 洪綽燁  4A 黃卓鏗

4A 李昱麒  2B 劉嘉譽

晉級賽
三等獎

6A 鄒琸賢  5A 關希敏  4C 李希朗

4B 李榮傑  4B 鄭大彬  4B 郭浚豪

4B 甄思珩  3A 黃韋弦  

決賽
二等獎

4C 李希朗  
2B 劉嘉譽 

決賽
三等獎

6B 洪綽燁  
4B 李榮傑  4B 郭浚豪

亞洲國際數學賽

 

晉級賽
金獎

6B 藍雋賢

6B 藍雋雅

晉級賽
銀獎

4B 李榮傑

晉級賽
銅獎

4A 黃卓鏗  4C 李希朗 

3A 黃韋弦

初賽銀獎 2A 雲幸晴泰國國際
數學競賽

進階賽
二等獎

4C 李希朗環亞太杯數學
邀請賽

銅獎 6B 洪綽燁數學遊戲賽

決賽銀獎 4C 李希朗

視藝科 獎項 得獎學生

「我的筆記本」
2021設計大賽

 

10歲組別 季軍 6D 魏玟欣

7歲組別 亞軍 3A 趙家楠

美術特等獎及畫集
入選資格

6C 高天渝「華夏兒藝」全國
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徵稿活動

 

兒童初級組 優異獎 3C 孫一銘國際兒童及青少年
繪畫大賽2021

初小組 優異 3D 陳叡陶「距離無阻學與愛. 
  家校同心育優才」
  比賽系列填色比賽

中童組 金獎 6D魏玟欣錶面設計比賽
2021

銅獎（主題：自由創作） 5B 蘇曉瑜  
2B 蘇曉瑩

夢想起航兒童
創作大賽2021

兒童高級組 銀獎 6B 周栩樂

 

一等獎 5A 李宜蓓意大利歐盟國際
藝術文化蒂亞諾杯
比賽

 

兒童組 金獎 5A 李宜蓓2021西班牙國際
青少年藝術節
總決賽

 

中童組
國畫 
銅獎 

5B 李兆峰第十屆世界兒童
繪畫大獎賽
2021

 

西洋畫高小組 季軍 5D 馬尉桓第四十六屆全港
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繪畫比賽

 

中國畫(第六組)
一等獎

4B 郭凱晴第八屆全港兒童
繪畫分齡比賽
2021年度 

 

兒童初級組(B01) 
銅獎

4C 梁健朗都會國際青年藝術
節2021全港繪畫
大賽(第二季)

 

少年組
(立題：夢想)  銀獎
(立題：美食)  銅獎

6A 盧紫悠香港青少年兒童
繪畫大獎賽
2021

 

填色—兒童B組 
銀獎 

6A 盧紫悠2021玩轉繽紛
復活節—兒童繪畫
及填色比賽

 

傑出表現獎 3D 陳叡陶《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口號創
作及填色比賽

國畫初小組 優異獎 3B 馬尉喬

美術一等獎及畫集
入選資格

3C 高天濼

P.11

校外比賽

    得獎名單



 

鵬程萬里空手道邀請賽

2021全港道場分齡賽

金獎 6A 曾蔚琛(20-21年度)  6B 何寶儀(20-21年度)  5B 唐千殷香港學校音樂節

銀獎 6A 蘇葉朗(20-21年度)  4C 劉柏熙(20-21年度)  3C 劉柏言(20-21年度)  2D 盧柏君(20-21年度) 
6B 李柏汶  6B 冼諾然  6B 陳曦妍  5A 梁智森  5A 林沛盈  5B 何寶嵐  5B 莊焯彤
4A 林子龍  4B 陳靖朗  4B 甄思珩  4C 李晞晙  4D 王子謙  2C 宋逸澄  1A 王駿軒
 銅獎 6A 彭俊穎(20-21年度)  6B 何寶儀(20-21年度)  4B 鄒以心(20-21年度)  4C 劉柏熙(20-21年度)

3C 劉柏言(20-21年度)  6A 鄭千悠  5D 梁愷樂  4C 李希朗  3C 李希晴

優異 6A 陳晞瞳(20-21年度)  6B 余以諾(20-21年度)  6B 何寶儀(20-21年度)

5B 唐千殷  4D 黃舜研  4D 許舒雅
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音樂科 獎項 得獎學生

體育科 得獎學生獎項

空手道 P1-P3  亞軍 3B 張伯羽

鵬程萬里空手道公開賽 空手道 9-10歲組  冠軍 6A 許梓昊

空手道 4-12歲組  亞軍 3C 吳嘉諾

煞機杯9.0 亞軍
最佳運動員

4A 呂婧瑤

青苗乒乓球培訓計劃 小學組 完成第一至二階段訓練課程 4A 呂婧瑤

恆生乒乓球獎勵計劃 小學組 考獲金章 4A 呂婧瑤

第三屆利民慈善盃乒乓球新一代 公開團體賽  亞軍 4A 呂婧瑤

小乒會全港小學生乒乓挑戰賽 季軍 4A 呂婧瑤

第64屆體育節 射箭錦標賽 幼年組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幼年組  季軍 6D 雷奕霖

2B 蘇曉瑩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比賽

小組街舞優良 2B 蘇曉瑩

YMCA 120周年虛擬跑-Run For Better Life  120公里親子組挑戰跑  冠軍 6A 許稀堯

 
第十二屆超新星舞蹈公開比賽 2至6人組合舞季軍 5B 蘇曉瑜

2至6人組合舞優良

小組街舞季軍 5B 蘇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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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5B 蘇曉瑜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