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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欣陳芷欣

畢業快樂！我十分開

心，很愛你們，我會

一直記着你們。

周心悅周心悅

就快要畢業了，

我希望同學們以

後能考上心儀的

學校。

張鎮彬張鎮彬

我在學校這四

年裏，希望魏老

師工作愉快，步步高

升！我快要畢業了，真

的非常喜歡這間學校。

范子耀范子耀

我十分感謝同學

和老師教導我。

羅國峰羅國峰

時間過得很快，

我就要畢業了，天

下無不散之筵席，在

這六年裏，我想對我的班主任

魏老師和教導過我的老師說謝

謝，感謝你們在這六年對我的

照顧，祝老師身體健康！工作

順利！

梁煒埕梁煒埕

雖然要畢

業了，但是

我們的友誼不會變，

也希望我們每一天都

能開開心心的。

廖樂施廖樂施

畢業快樂！

我捨不得離開

學校。

林鎧宇林鎧宇

老師的教導

讓我永難忘，

我畢業之後，要做

一個醫生。

覃淑婷覃淑婷

感謝我的朋友陪伴

我三年。

鄧寧豪鄧寧豪

感謝這六年來

各位老師對我的

教導，還有和同學一

起度過快樂的時光。

鄭香怡鄭香怡

小時候，我一直想

畢業，但是到六年

級突然不想離開這所

陪着我六年的小學，祝各位

老師身體健康！天天開心！

同學畢業快樂！

畢業同學心聲

六愛班六愛班



柏立基教育學校校友會，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創辦本校。

學校蒙香港樂基集團董事長—何壽基先生慷慨捐助鉅款以

裝備—完善學校，並獲准以「何壽基」為校名。

輔導孩子成長自學自律愛己愛人愛家愛國，使他們懂得：

關心同學．顧念親長．熱愛國家．尊祟民族

堅持愉快學習  追求自我完善  貫徹有教無類 

落實因材施教  創造教育空間  營造不同機會

發展多元智慧  誘發學梓潛能  培育各式人材

取向積極樂觀  勇於承擔責任  貢獻社區國家

何壽基先生何壽基先生

樂基集團主席樂基集團主席

何宗盛博士何宗盛博士

樂基集團董事總經理樂基集團董事總經理

管樂團贊助人管樂團贊助人

學校贊助人

本校承辦學團體秉「柏立基教育學校友會」的辦學宗旨，以

「文、行、忠、信」為校訓，首重德育、並重智育、體育、

群育及美育的均衡發展。誘導少年學梓成為有禮貌，肯負

責，勤奮好學，自愛自律的好學生；使成為心地善良，儀容

端莊，氣度平和，自強不息的好少年。

教育目標

教育抱負

辦學宗旨

創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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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三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10時30分

地    點︰本校禮堂

主禮嘉賓：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張冠康校長  

程序程序

畢業典禮程序表

張冠康校長

一	 序樂	 主禮嘉賓進場	 眾立

二	 奏國歌	 	 眾立

三	 唱校歌	 	 眾立

四	 致歡迎辭	 恭請吳煥玲校監	 眾坐

五	 校務報告	 恭請鍾艷紅校長	 眾坐

六	 致訓辭	 恭請主禮嘉賓	 眾坐

七	 授憑應屆畢業生	 恭請主禮嘉賓	 畢業生眾立

八	 致送母校紀念品	 應屆畢業生同學代表	 眾坐

九	 畢業生致辭	 畢業生同學代表	 眾坐

十	 頒獎	 列位嘉賓	 眾坐

十一	 致送紀念品	 恭請辦學團體代表	 眾坐

十二	 致謝辭	 恭請校董會代表	 眾坐

十三	 禮成	 恭請嘉賓移玉台前就座	 眾坐

十四	 節目表演	 本校同學演出	 眾坐

十五	 殿樂	 恭送嘉賓離場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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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簡介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的辦學精神乃為社會

提供完善及多元化的教育服務，作育英才，

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饋社

會；為兒童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使能

發揮個人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

有獨立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關心社

會、國家的良好市民。

培育兒童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文行忠

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她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健康人

生。薪火相傳，使命同肩。校友會同人近年更致力為中國山區

重建殘破學校，支持改善祖國孩子的學習環境。現在已落成並

使用的重建學校包括：貴州—柏師校友會（前稱銀廠）小學和

廣西—柏師校友會（前稱琉璃村）小學；另香港政府援建川

震學校，獲教育局編配雅安市宝興縣蜂桶寨小學為姊妹學校，

交流教育事業。本會持續籌募善款「為大山裡貧困地區及偏遠

災區」的孩童努力；另為提高管理透明度，屬校已成為法團學

校，並把珍藏文物捐香港教育博物館，讓公眾人士體會前輩的

寶貴經驗！

義務法律顧問 戴偉賢律師

主席 吳煥玲女士

第一副主席 李國雄先生

第二副主席 潘澤芹先生

秘書 楊耀中先生

司庫 鍾艷紅女士

稽核 李若蘭女士

學術
何詠儀女士 

尹子雯女士

康樂 楊開將先生

會籍 吳思瑩女士

總務 陳杏南女士

通訊 鄧瑞瑩女士

吳煥玲校監

鍾艷紅校長

李國雄先生

張偉菁女士

鄧瑞瑩女士

何淑賢女士

 呂詩敏女士

肖俊艷女士（家長校董） 

湯成群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葉慧敏女士（教師校董） 

梁詩韻女士（替代教師校董）

辦學團體簡介

2020及2021年常務委員名單2020及2021年常務委員名單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何壽基學校法團校董會名單何壽基學校法團校董會名單

2020年周年大會2020年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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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對同學來說，是難忘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香港被疫情肆虐已一年多，

嚴重影響我們的健康及日常生活，同學仍然未能恢復全日制的課堂，部份同學更因出入境的限

制而滯留在外地或國內，未能回港上課。學校大部份課外活動亦需要暫停，改以網上模式學

習。校外活動包括旅行、參觀及境外交流亦未能如期舉行，同學的學習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響，我們需要改用網課，學習課時縮短至半天，甚至六年級畢業營亦未能舉行。

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學校團隊仍堅持「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的信念，思考如何在

疫情下仍能有效教學，同時善用網上資源，提供平台，讓同學盡展所長。為能順利推行網上教

學，我們申請各項資助計劃協助同學購買平板電腦，亦向有需要的同學借出平板電腦。這一年

多以來，教學團隊不斷嘗試各種可行方法，發展網上及電子教學，確保學生即使未能回到學校

上課，仍不會停止學習。本年度我們推行了「面授同步網課」，在課室面授教學的同時，亦以

ZOOM網上實時課堂形式進行網上教學，以照顧全體同學的需要；我們使用power	 lesson推行電子教學，方便學生遞交

功課及讓教師網上進行高效能的批改；在評估安排上更作出了新突破，於同一時間進行三種不同模式的評估。除安排

在港同學回校進行評估外，我們也為未能回港的同學進行「境外ZOOM同步網上實時評估」，另外，亦為參加呈分試的

六年級進行異地同考（即安排跨境學生於內地借場地評估及聘請教師監考）。這種「

三方評估」，學校需要調配大量的老師人力資源，也必須優化資訊科技的配套，以達

致最佳效能，這無疑對學校是一個大挑戰，惟在疫情下我們仍堅持讓學生的學習得以

完滿，能順利完成「學教評」，我們亦可於評估後進行數據分析，檢視學教成效，提

升學習效能，所以即使困難重重，仍是十分值得的。

現時同學只能進行半天面授課堂，亦因為避免人群聚集，所有活動未能回校進行，我

們改用網上平台，繼續組織合適的活動供同學參加。我們舉辦了正向網課急口令比

賽、小天才大舞台，感恩點唱站、口號急口令比賽，希望通過一系列的網上活動，一

方面向同學灌輸正向價值觀，另一方面讓同學以不同形式仍可參加學校活動，持續保

持對學校的歸屬感，讓他們都有成功的機會。我們同時亦安排網上直播升旗禮及網上

家長日，取消旅行後，亦以在校活動日代替，期望學生在有限的半天上課時間內，仍

有完整的學校生活。事實證明，在疫情下，我們的學生仍能積極裝備自己，透過不同

渠道參加不同的校外活動及比賽，並且取得佳績，實在令我們欣喜萬分，也為學生們

的努力及家長的支持培養感到驕傲。

而學校的教學團隊繼續自我完善，本學年是學校三年重點發展的兩個關注項目進行的

最後一年，我們努力評估成效，繼續朝目標進發，推動學校的發展。

校長的話   

疫情下，使老師們的教學進入疫情下，使老師們的教學進入
網上電子學習模式網上電子學習模式

疫情期間，同學們仍積極努力參與校外比賽，疫情期間，同學們仍積極努力參與校外比賽，
並屢獲佳績，令人鼓舞。並屢獲佳績，令人鼓舞。

評估期間，學校調配大量老師人手評估期間，學校調配大量老師人手
進行「境外ZOOM網上實時評估」進行「境外ZOOM網上實時評估」

六年級跨境同學以「異地同考」六年級跨境同學以「異地同考」
模式進行呈分試評估。模式進行呈分試評估。

鍾艷紅校長鍾艷紅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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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學校和諧有禮的文化，提升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本年度我們繼續配合教育局訓輔組《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培養學

生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擁有的一切；抱著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

機遇和挑戰。我們亦會透過班級經營和優化生命教育課程，幫助學生接納、欣賞別人及

待人有禮；此外，持續優化校本「好學生獎勵計劃」，提升他們正面的價值觀。本學年

設兩個德育主題，包括：尊重欣賞及包容體諒，每主題設星星表揚計劃，分別為「尊重

之星」及「包容之星」，以表揚學生優秀的品德，同時配合週會及不同活動，包括口號

急口令比賽、感恩點唱站、寫作「EasyEasy好事日記」等，建立正面文化校園，提升學

生正面的價值觀。我們又增設表演機會或時段，舉辦「小天才大舞台」活動，以展示學

生在學術以外的各項才華，在疫情下，活動改為邀請學生拍攝表演片段，再作全校播

放，營造校園和諧有禮及互相欣賞的文化。

在疫情下，我們雖然未能舉辦大型活動，但我們仍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親職教育工作

坊，並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讓我們與家長仍能保持密切的伙伴關係。優化校本家長課

程內容，共同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教育家長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此外，我們亦希望

疫情盡快過去後，能優化家長義工團隊的組織及與家教會合辦舉行各項多元化的活動，

共同推動學校家校合作的和諧文化。

（二）持續優化學與教策，深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技巧
學校一直致力提昇學教效能，本年度繼續強化教學質素，推展多元化教學策略及課堂活動，以深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技

巧，建構校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供教師互相研課交流的機會。

此外，我們邀請了校外機構或友好探訪，按教學主題或分科作分享交流（課堂有效的

管理技巧、合作學習、自主學習等），提升教學專業。安排中英數三科於學習完結

前，進行課程跨科分享，促進科本間互相交流的機會。

我們致力提升學校的閱讀風氣，藉着舉辦教師工作坊及分享，認識如何推動學生閱讀

技巧或策略。本年度我們繼續優化電子學習模式，各科均安排發展相關教學策略及課

業，推動學生多元學習模式，引入閱讀(R)或藝術(A)元素，優化STEM教育，以提升學

生學習能力，為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總結與展望
在疫情下，無論在教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都受到很大的考驗，

但我們仍堅守崗位，排除萬難，全力以赴，為學生的學習盡心盡

力，希望與學生在當前的困境中，共同抵禦及克服這個因「世紀疫

情」而帶來的各項影響，希望同學能繼續堅持努力在學習上爭取優

秀表現，同時培養出和諧有禮及堅毅的品格情操，將來成為社會上

的良好公民。同時，亦期望整個世界能盡快並成功地控制疫情，讓

我們能重拾正常生活，學生們能早日恢復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

校長的話   

家長課程也改以網上模式進行，幕家長課程也改以網上模式進行，幕
幕親子教育圖像出現電腦屏幕上，幕親子教育圖像出現電腦屏幕上，

令人感動。令人感動。

期待萬分期待萬分~~ 與學生們快快樂樂渡過每一天的校園生活與學生們快快樂樂渡過每一天的校園生活

疫情下，學校家長會以網上疫情下，學校家長會以網上
模式進行模式進行

疫情下，非常感謝家教會湯成疫情下，非常感謝家教會湯成
群主席率領一眾家長義工，到群主席率領一眾家長義工，到
校協助學校小一註冊工作。校協助學校小一註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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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負責人／機構

19/8/2020 網上教學教師工作坊 本校資訊科技組

8/9/2020 教師工作坊：「從中醫角度如何減壓養生保健」
本校校支組及童軍知友社童衡家庭

及青少年計劃

27/11/2020

何壽基學校、盧光輝紀念學校聯校教師發展日：

「校園法律責任」工作坊：

1.	「港區國安法」實施對學校的啟示

2.	網上教學直播活動的責任問題及須知

學校法律顧問：

蘇文傑律師

19/2/2021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1：

1.	身心靈旅程：禪繞畫藝術、和諧粉彩、皮革製作

2.	認識正向思維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

循理會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梁紅玉女士

教師專業發展及

教師專業發展

賽馬會英國文化協會賽馬會英國文化協會

「師想童創」計劃「師想童創」計劃

教育局的支援同工會與學校協

商，定期到校參與共同備課，

協助優化校本工作紙，亦會透

過工作坊與學校老師分享教學

經驗和資源，提高學習效能。

2020-2021年教師專業發（全校老師參與）2020-2021年教師專業發（全校老師參與）

校外支援計劃
教育局提供的英國語文到校支援服務教育局提供的英國語文到校支援服務

（四年級）（四年級）

教師發展日邀請童軍知友社社工為老師進行工作坊，目的為協助老師了解學生需要，以便老師施教時更得心應手。

老師拆解文章上密碼從而體會讀寫老師拆解文章上密碼從而體會讀寫
障礙學生的需要。 障礙學生的需要。 

老師進行分組討論及個案分析，內容是如何處理課堂老師進行分組討論及個案分析，內容是如何處理課堂
上學生情緒的支援。 上學生情緒的支援。 

講者分享老師們講者分享老師們
如何從中醫角度如何從中醫角度
來減壓養生之法來減壓養生之法

	 	 這是一個為支援全港小學英文老師而設的專業發展計

劃，計劃中的老師將在英國文化協會導師指導下參加五天的

網上工作坊，設計並教授能夠帶動學生興趣的英語課，務求

能藉此建立學生的生活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維與解難能力、溝

通能力與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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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陳敏兒老師

副班主任：Ms.	Celia

林艾石	 羅卓楠	 仇敏妮	 陳思源	 莊子豪

文思行	 麥昌華	 利浪青	 孫子富	 余文達

洪梓頴	 高天玥	 藍文駿	 李浚廷	 麥智堯
穆比拉	 星般尼	 尹皓琛	 鄧思瀚	 湯鈞翔

曾首中	 曾煒晉	 王鍵濚	 張栢瑋

班主任：黃靖尹老師

副班主任：羅芊詠老師

廸	 斌	 陳芷妍	 方柏迪	 敖凌峰	 江綺琳

梁昊一	 江映月	 施雅芊	 嘉	 豪	 黃皓旻

胡青兒	 楊子皓	 周孝彦	 張恩雅

班主任：禤敏靜老師	

副班主任：黃偉光老師

陳卓一	 鄭博謙	 張梓蕊	 羅心怡	 李心游

黎洛貝	 廖相偉	 龍啟生	 馬樂晴	 泰	 臣

洛于心	 施偉宏	 孫晞桐	 鄧雅曦	 周天緯

高柏文

班主任：劉偉明老師

副班主任：葉寳鈞老師
鄒卓栩	 夏昭陽	 高梓軒	 敖天蔚	 蔣舜盈

龔紫棋	 林曉莉	 盧凱晴	 高法迪勝

孫凱炫	 陳卓勤	 謝卓霆	 楊家逸	 葉雨瑩

劉卓希

一忠班1A一忠班1A

一孝班1B一孝班1B

一仁班1C一仁班1C

一愛班1D一愛班1D

2020-2021年度一年級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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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班2A二忠班2A

二孝班2B二孝班2B

二仁班2C二仁班2C

二愛班2D二愛班2D

班主任：沈穎楠老師

副班主任：Ms.	Kiran

區志森	 高榮生	 鄭昌明	 張珀滔	 張丞皓

鍾浠琳	 戴凱特	 碧	 心	 李熹延	 羅立仁

許	 諾	 潘欣兒	 區明俊	 謝	 星	 譚俊力

鄒汶熙	 徐浩宇	 嚴雨錡	 原民迪

班主任：趙素珊老師

副班主任：楊政傑老師

夏柏安	 陳曉麟	 陳芯蔚	 陳依寧	 鄭雅文

鄭紫善	 夏佳怡	 黃子軒	 賴朗琛	 林芯言

林宏怡	 劉紫怡	 麥曉蕎	 尹曉鵬	 黃以錡

黃苡平	 肖启毅	 許健晗

班主任：何曉茵老師

副班主任：嚴希汶老師

陳林瑤 章敏盈 郭本洲 冼文山 黃梓城
羅媐喆 林雪瑶 沈嘉銘 孫凱銘 童心悅
王智聰 黃凱穎 楊曉儀 袁梓妮 張麗香

班主任：胡伊雯老師

副班主任：鄺立中主任

區聚賢 張灝宏 郭可莹 黃政皓 冼志安
姜馨琪 李卓謙 雷子軒 馬弦敏 莫天均
伍浩賢 倪志成 彭勇德 鄧青林 謝子熙
黃納儀 余嘉熙

2020-2021年度二年級相片

8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三忠班3A三忠班3A

三孝班3B三孝班3B

三仁班3C三仁班3C

三愛班3D三愛班3D

班主任：葉鳳平老師

副班主任：Ms.	Gurman

艾雨辰	 羅卓謙	 鍾雅晴	 郭曉桐	 黎楚怡

林頌恩	 林子生	 劉克灝	 梁鎰匡	 李一諾

林佳琦	 莫朗熙	 伍思熹	 潘靜賢	 李采中

杜心喬	 嘉	 俊	 立	 文	 蘇嘉詠	 奚浩桐

袁可瀅	 張美瑾

班主任：何泳琳老師

副班主任：何詠儀主任

區愷盈	 韋君羨	 陳怡碩	 鄭穎柔	 鄧清予

霍懷希	 郭志豪	 何晞彤	 葉梓嵐	 郭立言

黎嘉瑩	 黎子綽	 李晞瑜	 梁栩銘	 梁穎恩

林佳輝	 呂浩誠	 劉天恩	 尹力安	 蘇嘉昇

尹立喬	 文靜榆	 黃家明	 夏晨軒	 楊志軒

尹曉恩	 庾淑瑶

班主任：蕭蕙中老師

副班主任：陳家榮老師

區一樂	 敖天立	 蔡芷琳	 夏日朗	 黃炳崇

許穎瀚	 賴安迪	 羅家浩	 羅思齡	 李凱麗

巫冠逸	 吳煒煌	 吳妤晴	 鄧沐恩	 鄭皓天

黃蕻博	 黃望然	 蕭思善	 嚴振昇	 余紫彌

翁敦林	 趙婕妤	

班主任：趙亦娉老師

副班主任：李觀雄老師

陳宓澄	 莊展華	 范恩澤	 麥力華	 洪盈盈

黃女婷	 郭	 俊	 李偉軒	 梁妍熹	 黎港馨

林夢琪	 林叡昇	 文子晉	 梅懿湸	 岑珮嘉

蘇裕光	 戴筱雅	 譚心愉	 王梓烘	 黃栢庭

謝為濤	 楊紫靈	

2020-2021年度三年級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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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四年級相片

四忠班4A四忠班4A

四仁班4C四仁班4C

四智班4E四智班4E

四孝班4B四孝班4B

四愛班4D四愛班4D

班主任：馮月明老師	 	 副班主任：Mr.	Ajaya

艾子茜 韋君立 陳妍冰 陳銘治 陳思為 伊家敏 
高卓儒 恭家泳 夏俊琛 林 琳 藍靖洋 劉 凱 
李睿曦 梁詩婍 廖颽晴 文知行 唐健翔 謝文熙
溫育茗 王冠鴻 黃斯旗 黃允言 楊子軒 鄭廷宇

班主任：鄭崇希老師	 	 副班主任：王麗賢老師

陳培芯 朱卓文 朱嘉喜 文子君 高婕兒 孔子非
賴鎮星 李彥霆 李焰光 梁家豪 林進樂 廖晉廷
梅浚軒 潘君臨 尹森華 鄭雨蓁 鄧宗豪 曾昊文
莫奕信 王一臣 王嘉儀 黃旭華 許海怡 鄭浩宇
朱展家

班主任：盧珮珍老師	 	 副班主任：曹嘉慧老師

常乙深 鄭曜朗 朱建業 朱亮文 朱柏僑 方敏怡
曾子思 胡思誠 黃浩晋 黃恩兒 林寶怡 林 濤
李詩情 李智航 李煥良 巫冠誼 倪海豐 石芷清
蕭植陽 蘇裕源 曾煒軒 徐瀚清 韋鈞盛 黃景楊
黃芷熒 楊可慧

班主任：紀明儀老師	

副班主任：馮俊偉老師

陳紫彤 陳煜文  鄧振聰 關沛怡 黃臻竣
何文傑 蔣東明珠 關智恒 郭穎文 林貝欣
林斯傲 吳鴻達  石子賢 唐敏兒 徐傲汶
徐傲淳 汪澤誠  王思凱 黃朗風 尤嘉駿
張銳靈 周煊晴 

班主任：蘇貴初老師	 	 副班主任：馮麗嬋老師

陳以昕 傅敏思 高梓俊 黃鈺喆 許逸朗 簡家和
盧婉嵐 麥欣怡 尹柏喬 吳灝輝 蒲琬純 尹力航
施文立 孫浩正 鄧焯宇 姚振豪 袁浩哲 張可樂
趙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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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五年級相片

五忠班5A五忠班5A

五孝班5B五孝班5B

五仁班5C五仁班5C

五愛班5D五愛班5D

班主任：王慧萍老師

副班主任：劉翯老師

文立行 陳芷琪 陳 曦 陳宇珈 莊雅庭
戴子政 鄧沐昀 方禹崴 黃詩琦 黃子涵
鄺文迪 李德祈 梁可瑩 李依璐 劉	 依
黎欣妍 吳傲瑜 冼樂怡 區樂賢 星沙爾
蘇冠又 曾亦軒 趙凱彤 朱 尚

班主任：李榮偉老師

副班主任：郭嘉老師

成喜樂 區宏達 陳家豪 陳彥琳 陳宇翔
曾冠豪 鄭芷柔 卓宥琳 何志新 林筱玥
梁恩銘 梁瀅琛 李 迪 李潤微 李芝涵
羅 鑫 區思樂 施雅怡	 唐心雅 曾佩瑩
翁嘉怡 胡孜毅 吳慧妍	 葉慶標 嚴梓柔
尹曉諾 曾妍臻

班主任：洪挺秀老師

副班主任：楊燕萍主任

謝彼得	 區麗珊	 陳子聰	 陳向陽	 陳鋌鋒

程墨涵	 鍾翰賢	 謝君怡	 傅俊稀	 高紫淇

何安娜	 區詩雅	 柯天慧	 林心媛	 梁家瑋

梁舒安	 盧曉曼	 顏	 瑜	 施雅欣	 蘇裕婷

王智霖	 黃希琳	 黃倩欣	 黃子熙	 吳雨瑄

楊可彤	

班主任：王文君老師

副班主任：李若蘭老師

蔡小悅	 陳宇杰	 陳芷瑩	 戴文杰	 郭昊霖

何紫晴	 黃蔓蔓	 洪文諾	 桂莉斯	 林芷晴

林子俊	 梁芷瑤	 呂燦銘	 馬俊傑	 吳希怡

蘇海亮	 孫烯琪	 王詩雲	 吳浩翔	 吳婕西

徐雅琳	 楊錦星	 余俊傑	 張俊超	 張燕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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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文慧嫻老師

副班主任：陳嘉文老師

陳思妍	 仇敏怡	 陳俊龍	 陳樹禮	 陳軼燦

鄭詠心	 張皓聿	 鍾翹羲	 段書恆	 范振舟

胡漢林	 簡保羅	 郭嘉怡	 林宏欣	 李焌鉉

廖嘉俊	 劉宸鳴	 盧偉順	 陸曉樂	 馬安兒

米芷雲	 蔡煜寧	 謝雨珊	 曾楊一非

張傑寧	 甄文鍇

班主任：許佩婷老師

副班主任：林智瀚主任

夏利達	 謝力生	 陳逸熙	 傅寶萱	 恭家樂

何嘯尊	 何廷欣	 黃思晴	 何偉文	 林嘉雯

李靜嵐	 林依娜	 林錦潔	 馬家誠	 吳淏成

韋以行	 韋瑞安	 林柏華	 夏佳莉	 翁嘉謙

巫諺臻	 徐佳穎	 顏逸霖	 楊沛霖	 張太嘉

諸展宏	 朱展鵬

班主任：張靖豪老師

副班主任：蔡子文主任

陳靜香	 陳希彤	 陳詠思	 陳以杉	 陳	 楓

馮詩雅	 黃世安	 高溢謙	 賴嘉馨	 黎汶靖

賴倩茹	 李紫晴	 李文婷	 李威梁	 李紫嵐

林聖譽	 劉泳樂	 魏含儒	 施蓓雅	 徐傲澄

王寬程	 余世豪	 鄭詩雨	 鄭詩婷

班主任：魏煥均老師

副班主任：徐家貽主任

區浚傑	 陳芷欣	 周心悅	 張澤男	 張鎮彬

范子耀	 胡樂怡	 許樂瑤	 藍育鎮	 羅國峰

梁煒埕	 廖樂施	 林鎧宇	 羅天欣	 馬天佑

覃淑婷	 談嘉熙	 鄧寧豪	 杜麗盈	 謝依樺

楊珊妮	 楊衍彰	 鄭香怡

2020-2021年度六年級相片

六忠班6A六忠班6A

六孝班6B六孝班6B

六仁班6C六仁班6C

六愛班6D六愛班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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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學與教

一年級復課，老師在教導同學回校後一年級復課，老師在教導同學回校後
如何拍卡簽到。如何拍卡簽到。

同學可以穿便服上課，大家都覺得很興奮呀！同學可以穿便服上課，大家都覺得很興奮呀！

老師們正在和同學一起進行網課開學禮，老師們正在和同學一起進行網課開學禮，
真特別呢！真特別呢！

老師們在Zoom的攝影機前展示big big tips老師們在Zoom的攝影機前展示big big tips
小書加強網課互動。小書加強網課互動。

老師們正在和同學一起上網課，大家都很專心呢！老師們正在和同學一起上網課，大家都很專心呢！支援老師在旁協助，確保網課能夠順利進行。支援老師在旁協助，確保網課能夠順利進行。

五、六年級復課，同學們都很專心地上課。五、六年級復課，同學們都很專心地上課。

穿上便服上體育課，同學們都專心聽從老師教導。穿上便服上體育課，同學們都專心聽從老師教導。

十月份復課情況十月份復課情況

ZOOM網課實況ZOOM網課實況

九月一日開學日網課實況九月一日開學日網課實況

課堂課堂

疫情下老師通過ZOOM軟件進行網上教學，同學會通過老師預先準備的Big	Big	Tips小冊子和老師交流，也通過Power	

Lesson2系統進行學習活動及交收功課，對網上學習的知識增加了不少。十月份學校有限度復課，同學有機會親身見

到老師並進行課堂活動呢！

十月二十九日便服日十月二十九日便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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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

疫情下的學與教

同學在家中利用學習軟件Kahoot來進行英語學習同學在家中利用學習軟件Kahoot來進行英語學習
活動，與其他同學比賽。既有趣，又有意義。活動，與其他同學比賽。既有趣，又有意義。

常識科利用Powerlesson2讓學生上傳高階常識科利用Powerlesson2讓學生上傳高階
思維圖，這便是同學用心之作。思維圖，這便是同學用心之作。

英文科英文科——疫情無阻同學學習，疫情無阻同學學習，
學生依然用心完成功課。學生依然用心完成功課。

在疫情下，英文科利用網上平台進行投票來在疫情下，英文科利用網上平台進行投票來
推行英語學習。推行英語學習。

數學科數學科——這是六年級數學科在上學期的電子學習與跨這是六年級數學科在上學期的電子學習與跨
學科閱讀聯合之下的作業，學生會透過平板電腦閱讀一學科閱讀聯合之下的作業，學生會透過平板電腦閱讀一
篇與容量和體積相關的故事，最後完成相關的題目。篇與容量和體積相關的故事，最後完成相關的題目。

在2020-2021年度的疫情下，老師和同學們長時期也未能

在學校裡見面和上課，老師為同學們準備了不同的網上學

習資源，促使學習成效提升。

中文科利用Powerlesson2讓學生上傳課堂筆中文科利用Powerlesson2讓學生上傳課堂筆
記予老師批改。記予老師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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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評估

ZOOM模擬考試ZOOM模擬考試

ZOOM實時考試ZOOM實時考試

六年級呈分試「異地同考」安排六年級呈分試「異地同考」安排

疫情下的學與教

老師進行模擬評估老師進行模擬評估 校長在模擬評估審視學生的情況校長在模擬評估審視學生的情況

同學們很認真地作答評估卷。同學們很認真地作答評估卷。

跨境同學正排隊準備跨境同學正排隊準備
進入試場。進入試場。

鑑於部份跨境學生因為關口出入境限制而導致未能回鑑於部份跨境學生因為關口出入境限制而導致未能回
校上課，本校安排跨境學生（未能返港者）於深圳，校上課，本校安排跨境學生（未能返港者）於深圳，

以「異地同考」形式進行。以「異地同考」形式進行。

本校的各科課程已編寫了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以說明學生應學習的內容。評估則是讓學生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與弱

項，也可讓老師跟據學生的表現從而作出跟進，向學生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讓他們知道如何改善學習。

因此，評估是學與教裡的一個重要元素。

本校的評估類型主要分為兩種：(1)	進展性評估、	(2)總結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於學期中及學期完結，進行全級一致的評估，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由於部份跨境及滯留外地學生因為關口出入境限制而導致未能回校參與評估，為確保一年級至六年級能進行評估，故安排

跨境學生或滯留外地學生，以「Zoom實時評估」或「異地同考」同步形式與本地學生進行評估。

模擬考試令學生能夠清楚知道視像裝置應放的位置，老

師能夠清楚看見學生在考試的情況，確保考試能夠公平

進行。

老師分發試卷及在不同年級老師分發試卷及在不同年級
進行模擬評估測試進行模擬評估測試

老師用很多電腦設備確保模擬老師用很多電腦設備確保模擬
評估公平進行評估公平進行

ZOOM實時考試—為滯留外地和跨境同學提供網上實時考

試，以確保同學在公平原則下進行，以同步形式與本地

學生進行ZOOM實時評估。

同學留心聆聽老師的指示，同學留心聆聽老師的指示，
準備考試。準備考試。

同學們很認真地作答評估。同學們很認真地作答評估。
完成後，家長拍照幫忙完成後，家長拍照幫忙

上載答案給學校。上載答案給學校。

由於部份跨境學生因為關口出入

境限制而導致未能回校上課，為

確保五、六年級呈分試以公正公

平原則下進行，學校安排跨境學

生（未能返港者）於深圳，以「

異地同考」形式進行。學生需要

在考試當天到深圳指定的考試場

地參與評估，評估日期、時間、

試卷內容均與在香港的考生相

同，只是評估的地點不同。

欣賞你們的

努力！加油！
謝謝你們的

付出和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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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班功課班
2020-2021年度因疫情關係只有半天課，為了讓學生在家中仍能得到輔

導，這個學年開創先河，安排了校外機構的導師到校，再透過zoom進行

功課輔導。學校老師與校外導師要嘗試新方法教導學生，如：學生在功

課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利用zoom內的分組功能，安排校外導師進行

（一對一）個別教導，這樣既不影響其他同學做家課，學生亦得到適切

的照顧。

疫情下的學與教

老師及導師正在跟學生進行輔導。老師及導師正在跟學生進行輔導。

學生完成當天的功課後，老師再準備教材，學生完成當天的功課後，老師再準備教材，
跟學生重溫所學。跟學生重溫所學。

學生正在家中做功課，老師在電腦屏幕上看顧着學生。學生正在家中做功課，老師在電腦屏幕上看顧着學生。

校外導師正在個別教導學生功課。校外導師正在個別教導學生功課。

學校老師正跟進學生學校老師正跟進學生
要完成的功課。要完成的功課。

老師提示學生功課上的難點。老師提示學生功課上的難點。

老師教學生完成功課。老師教學生完成功課。

校外導師正準備教材指導學生。校外導師正準備教材指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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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觸媒及大清潔光觸媒及大清潔

學校新增的防疫設施學校新增的防疫設施
學生課室防飛沫板學生課室防飛沫板

疫情下，為了能安心復課，校園各處都添加了抗疫用品、防疫設施。開課前，工友們為校園進行大清潔，學校亦斥資聘請

消毒公司替全校各處及用具上噴灑光觸媒塗層消毒。

到了正式復課，師生們進入校園，必做防疫三步曲「踏消毒地毯、量度體溫、消毒液搓手」；課室內，每位學生的座位均

加裝防飛沫板；亦添置自動感應水龍頭、抹手紙、酒精搓手液，方便學生保持雙手清潔。

疫情下的校園生活

教師桌是常用的地方，亦要有教師桌是常用的地方，亦要有
光觸媒塗層保護呢！光觸媒塗層保護呢！

樓梯扶手有了光觸媒塗層，樓梯扶手有了光觸媒塗層，
大家也安心扶穩。大家也安心扶穩。

走廊是學生每日必經之地，走廊是學生每日必經之地，
我們當然也要好好消毒。我們當然也要好好消毒。

工友們為學校進行徹底清洗。工友們為學校進行徹底清洗。

光觸媒塗層就連在電腦、光觸媒塗層就連在電腦、
鍵盤上都有防菌作用呢！鍵盤上都有防菌作用呢！

圖書館也再來一次光觸媒消毒。圖書館也再來一次光觸媒消毒。

洗手間噴了光觸媒塗層，洗手間噴了光觸媒塗層，
可減少病毒積存的風險。可減少病毒積存的風險。

於禮堂噴塗光觸媒。於禮堂噴塗光觸媒。

利用壓力水槍，把所有利用壓力水槍，把所有
污漬都洗擦乾淨。污漬都洗擦乾淨。

特意為每張學生桌都噴塗光觸媒，特意為每張學生桌都噴塗光觸媒，
希望學生們上課都能衛生平安。希望學生們上課都能衛生平安。

入門必用孖寶：手入門必用孖寶：手
感體溫計、消毒搓感體溫計、消毒搓

手液機。手液機。

完成洗手後，一定完成洗手後，一定
要用紙巾或手巾抹要用紙巾或手巾抹

乾雙手呢。乾雙手呢。

精美簡單的防疫指示，精美簡單的防疫指示，
實在不可或缺。實在不可或缺。

各課室洗手盤已更各課室洗手盤已更
換最新電子感應水換最新電子感應水
龍頭，方便學生清龍頭，方便學生清

潔雙手。潔雙手。

防飛沫板上的保護膠防飛沫板上的保護膠
也是精心襯色的呢！也是精心襯色的呢！

不論前梯後梯，都加設了方便不論前梯後梯，都加設了方便
消毒雙手的自動搓手液機。消毒雙手的自動搓手液機。

我們細心為防飛沫板我們細心為防飛沫板
包上保護膠。包上保護膠。

為使同學可安心小息（飲水，吃小食），為使同學可安心小息（飲水，吃小食），
課室內全部書桌都安裝了防飛沫板。課室內全部書桌都安裝了防飛沫板。

超大消毒地毯，超大消毒地毯，
入門必先踩一下！入門必先踩一下！

我們細心為防飛沫板我們細心為防飛沫板
包上保護膠。.tif包上保護膠。.tif 2 0 2 0 - 2 0 2 1畢業特刊│  1 7



疫情下，校本家長課程沒有停下來。

於上學期時，我們參加了東華三院「家長教育卓越學校計劃」，安排「家·長·愛·學院」特別製作有關家長教育短片。

家長可於網上觀看短片，學習不同的教導孩子，輔助他們成長的方法。短片主題包括：

短片主題

1 從家長出發：為升小適應作好準備（情緒篇）

2 從家長出發：為升小適應作好準備（行動篇）

3 孩子性格強項由你發掘

4 家長管教模式由你建立

5 子女良好品德由你塑造

6 親子溝通方法由你掌握

到了下學期，學校參與由「香港家庭

教育學院」舉辦的「CEO家長．正向家

庭計劃」及「CEO親子財商大使培育計

劃」，舉行一系列的家長講座及親子

工作坊。另外亦參加了東華三院「家

長教育卓越學校計劃」舉辦的「親子

袋入心」—「動」「感」工作坊。

雖然這些講座及親子工作坊，只能利

用視像會議形式進行，但家長和同學

們都投入參與，積極地將健康正向的

生活訊息傳揚。

看到各人於屏幕前快樂的笑臉，大家都

積極參與，正是美好正向的親子關係。

疫情下的校園生活

家長課程家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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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因着疫情，學校曾經間斷地停課，及後也只是能上半天課，可是我們卻趁機會為校園變裝，好好修葺，讓學生能於

更理想的環境下學習和活動。

大家一齊來參觀一下最新修葺的圖書館和地下雨天操場，看看跟以往的樣子有什麼不同呢？

圖書館變得更色彩繽紛，書架數量加多

了，藏書也自然更豐富。特別間格了

一間「閱讀活動室」，日後可以於小息

或午休時到圖書館參加不同的閱讀活動

了。我們還添置了「圖書消毒機」，使

大家也可以安心借書回家去。

地下雨天操場加建了鋁窗和趟摺門，為日後能加裝冷氣設備作預備，

期望能成為另一個舒適的室內活動場地。

三樓中央圖書館三樓中央圖書館

校園新建設校園新建設
疫情下的校園生活

地下雨天操揚地下雨天操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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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午膳供應商商討為學生提供富營養、低風險並能夠保存較長時間的午膳餐盒，

以便學生攜帶回家進食。

學校與家教會及衛生署合

作，安排學童注射季節性

流感針及接種疫苗。

因着防疫需要，今年度的「幼小體驗課程」未能於學校

舉行，但為了讓更多家長認識我們，所以分別於九月和

一月舉了網上學校簡介會。

於YouTube中開設何壽基學校

的頻道，製作不同的短片，

推廣學校特色課程，使家長

更能了解學校。大家不妨利

用旁邊的二維碼，訂閱及讚

好我們的頻道呢！

學校亦接受了《教育傳媒》的訪問，於報章雜誌中刊登學校

最具特色的課程內容，以及同學們精彩出色的表現。

飯商姨姨協助點算數量。飯商姨姨協助點算數量。 飯商姨姨把熱騰騰的飯盒送上課室。飯商姨姨把熱騰騰的飯盒送上課室。
飯盒送到課室了，飯盒送到課室了，
同學們可以拿着飯同學們可以拿着飯

盒回家用膳。盒回家用膳。

為保持社交距離，學校悉心為保持社交距離，學校悉心
安排接種疫苗當天的流程。安排接種疫苗當天的流程。

專業的醫護團隊細心地專業的醫護團隊細心地
為學生進行注射。為學生進行注射。

因為有家長和老師的支持，因為有家長和老師的支持，
所以打針也不怕。所以打針也不怕。

網上學校簡介會網上學校簡介會

「童途有你」是「童途有你」是
何壽基學校的YouTube 何壽基學校的YouTube 

Channel主題。Channel主題。

何壽基學校的頻道盛載了何壽基學校的頻道盛載了
學校製作的最新資訊，還學校製作的最新資訊，還
有不少教養孩童的參考。有不少教養孩童的參考。

午膳餐盒計劃午膳餐盒計劃

季節性流感注射季節性流感注射

學校YouTube頻道學校YouTube頻道

傳媒追訪傳媒追訪

愛·成功之旅@何壽基愛·成功之旅@何壽基

疫情下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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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學生支援

今年，由於疫情持續，學生在校內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均大受影響。

在這個非常時期，我們作出了不少的彈性安排，以支援學生的學習需

要，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和行為，持續灌輸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在疫情之下，我們把校內的小組活動，包括多元化成長活動、照顧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小組活動等轉為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使學生安在家

中，也能與導師及同學一起參加活動，學習知識和技能。此外，我校的

校本輔導活動，也在疫情下作出特別安排：為照顧現在仍未能回校進行

面授課堂的學生，他們可以用網上形式遞交「Easy	 Easy好小事」作品；

「正向網課急口令比賽」及「小天才大舞台」活動，學校亦改用遞交影

片的方式，讓學生無論身處本港、國內或外地，也能一起參與活動，藉

此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除此之外，不少學校的恆常活動，例

如早會、週會、升旗禮等，我們亦轉

為以網上形式進行，無間斷地向學生

灌輸品德及國民教育。在校內，為防

範病毒，減低人群聚集，我們在小息

及放學亦有特別安排。小息時，學生

在課室內進行靜態小息，操場及小食

部暫停開放。放學時，我們按不同年

級安排不同的時段放學。藉着各項措

施的安排，以保障學生的安全。

小六升中面試策略活動，以網上模式進行。小六升中面試策略活動，以網上模式進行。

網上實時升旗禮網上實時升旗禮

「慶新春賀牛年」網上ZOOM活動，「慶新春賀牛年」網上ZOOM活動，
與同學們一起共度佳節。與同學們一起共度佳節。

以ZOOM進行網上「家長課程」以ZOOM進行網上「家長課程」

「正向網課急口令比賽」頒獎，「正向網課急口令比賽」頒獎，
於網上週會中進行於網上週會中進行

開學日的網課實況開學日的網課實況以ZOOM進行網上「家長課程」以ZOOM進行網上「家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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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小息時同學輪候到洗手間疫情下，小息時同學輪候到洗手間
亦緊記保持社交距離亦緊記保持社交距離

我校十分重視家校合作，在疫情期間，學

校與家長的聯繫從未間斷。老師藉着「陽

光電話」，關心學生及家長在家的情況。

網上實時「家長日」，讓家長與老師在

網上見面，共同跟進學生的學習和行為情

況。網上實時「家長講座」，讓家長在家

中也能學習相關知識和技能。

在這個世紀疫症下，老師們會繼續關愛各

位同學，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培育學生

「尊重欣賞、包容體諒」的正面價值觀。

疫情下的學生支援

安排同學分級安排同學分級
分時段放學分時段放學

尊重之星頒獎尊重之星頒獎

同學在課室內進行靜態小息同學在課室內進行靜態小息

easyeasy好小事easyeasy好小事

半天課後，教師與學生於下午半天課後，教師與學生於下午
時段進行網上實時課外活動時段進行網上實時課外活動

小息時，同學留在自己的小息時，同學留在自己的
座位上休息座位上休息

悉心安排校外導師開辦多元化網上實時課外活動悉心安排校外導師開辦多元化網上實時課外活動

分級分時段放學，避免人群聚集分級分時段放學，避免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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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特別活動

本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主禮嘉賓本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主禮嘉賓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博士

眾嘉賓出席本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眾嘉賓出席本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

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揭幕儀式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揭幕儀式

本校盧碧珊堂揭幕禮主禮嘉賓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本校盧碧珊堂揭幕禮主禮嘉賓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張仁良博士及盧碧珊堂贊助人盧氏家族成員張仁良博士及盧碧珊堂贊助人盧氏家族成員

盧碧珊堂贊助人盧氏家族成員盧碧珊堂贊助人盧氏家族成員
出席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出席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博士參觀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博士參觀
柏立基教育學院開基創校歷史展覽柏立基教育學院開基創校歷史展覽

「盧碧珊堂」匾額「盧碧珊堂」匾額

「何壽基學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何壽基學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二日是「何壽基

學校盧碧珊堂冠名揭幕禮」，對何

壽基學校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日

子。已故本校辦學團體主席兼法團校

董會榮譽顧問盧光輝榮譽院士曾任本

校校監，在任期間，帶領本校發展教

育事業，貢獻卓越。盧院士離任後，

亦對本校愛護有加，學校各項活動均

親身出席以表支持，歷年來多次無私

奉獻，支持學校發展。

至於盧院士的妹妹盧碧珊女士亦一生

為教育付出，她無私的貢獻亦實在令

人欽佩。我們把本校禮堂冠名為「盧

碧珊堂」以懷緬盧光輝院士和盧碧珊

女士的對本校的付出，向兩位表達最

衷心的謝意，感謝盧碧珊女士及盧光

輝院士的慷慨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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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班際及社際活動

疫情期間，全部戶外活動都暫停了。有見及

此，本校於4月30日舉行多元學習活動日，讓

學生可以在校內進行一些有趣的活動。

班際紙飛機比賽無疑是學生最愛的活動。學生

先跟著教學片段摺紙飛機，然後裝飾自己的「

戰機」。在課室試飛時，讚歎的呼聲此起彼

落。之後，各班代表分級到禮堂比拼，看誰的

紙飛機飛得最遠。最精彩的，莫過於五年級的

比賽。當時其中兩班同學拿到相同得分，要各

派出一位代表作最後決戰。當勝出的班別代表

以些微優勢勝出後，全班都振臂高呼，在課室

觀看直播的同學們亦振奮不已。

班際紙飛機比賽班際紙飛機比賽

社徽及社吉祥物設計比賽社徽及社吉祥物設計比賽

班際紙飛機比賽班際紙飛機比賽——我們班得獎了！我們班得獎了！

何壽基號，衝上雲霄何壽基號，衝上雲霄

班際紙飛機比賽班際紙飛機比賽——賽前試飛賽前試飛

社徽及吉祥物設計比賽社徽及吉祥物設計比賽

我們的紙飛機完成了！我們的紙飛機完成了！

社徽及社吉祥物設計比賽則希望學生能為自己的社設計一個漂亮

的徽章和吉祥物，藉此增加學生對社的歸屬感。學校評審選出入

圍作品後，全校師生還可以在網上投票，選出自己最愛的作品。

各社的冠軍作品，將會成為永久的社徽及吉祥物，出現在學校以

後的活動上。

2 4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標賽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標賽
（拉丁舞）冠軍1項、亞軍2項：（拉丁舞）冠軍1項、亞軍2項：

2A鍾浠琳2A鍾浠琳

2020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2020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
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English Recitation CompetitionEnglish Recitation Competition

冠軍：3C余紫彌冠軍：3C余紫彌

學生成就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20第十四屆全港傑出青少年及兒童

舞蹈藝術家大賽

2021世界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香港代表
6B	何廷欣

2020第十四屆全港傑出青少年及

兒童舞蹈藝術家大獎
6B	何廷欣

全港公開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完美盃

青少年組

單人拉丁舞雙項排名賽
季軍 6B	何廷欣

青少年組

單人公開拉丁舞三項
季軍 6B	何廷欣

青少年組

單人公開拉丁舞五項
季軍 6B	何廷欣

第廿一屆區際校際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

高級雙項C組（12歲以下）

單人拉丁舞
冠軍 6B	何廷欣

高級三項B組（12歲以下）

單人拉丁舞
第六名 6B	何廷欣

高級五項A組（12歲以下）

單人拉丁舞
第五名 6B	何廷欣

第廿一屆全港校際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

高級雙項C組

單人拉丁舞組（12歲以下）
第四名 6B	何廷欣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標賽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冠軍 2A	鍾浠琳

Juvenile	&	Youth
Solo	CRJ 亞軍 2A	鍾浠琳

Juvenile	&	Youth
Solo	CJ 亞軍 2A	鍾浠琳

第30屆金鑽盃亞洲公開賽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亞軍 2A	鍾浠琳

第三屆黑池前奏錦標賽

Juvenile	&	Youth
Solo	CRJ 冠軍 2A	鍾浠琳

Juvenile	&	Youth
Solo	CJ 冠軍 2A	鍾浠琳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兒童流行聲樂組 傑出金獎 6A陸曉樂

2020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何壽基學校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English	
Recitation	Competition	 — 冠軍 3C	余紫彌

第廿一屆全港校際標準舞第廿一屆全港校際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殿軍：及拉丁舞大賽殿軍：

6B何廷欣6B何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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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The 1The 122 tht 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冠軍：Arts Competition冠軍：

4A ELIF YILDIZHAN4A ELIF YILDIZHAN

第一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第一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
兒童畫季軍：兒童畫季軍：

4A ELIF YILDIZHAN4A ELIF YILDIZHAN

朗誦之星：2A許諾朗誦之星：2A許諾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公開組英詩獨誦
冠軍1項、季軍2項、

優良1項
2A	許諾

P.5女子組普通話獨誦 冠軍 5A	劉依

P.5,6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5A	劉依

P.3,4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3C	余紫彌

P.3.4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4A	李睿曦

Posties	English	Speech	Contest
P.1-P.2Proes	Speaking 亞軍 2A	許諾

P.1-P.2

Verse	Speaking
季軍 2A	許諾

第十二屆小學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0-21)」
--- 菁英銅獎 6B	黃思晴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故事比賽2020

小學初級組

	（一、二年級）公民教育故事
優異獎

1A	洪梓穎

1B	陳芷妍

小學中級組	

（三、四年級）公民教育故事
冠軍 4A	廖颽晴

小學中級組	

（三、四年級）公民教育故事
優異獎 4E	張銳靈

小學高級組

（五、六年級）公民教育故事
季軍 6A	林宏欣

小學親子組倡廉親子故事 優異獎
4A	李睿曦

4B	許逸朗
「拾憶時光」2020嘉佳卡通衛視

新年晚會
--- 優秀演員獎 6A	陸曉樂

第一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2020 兒童A組兒童畫 季軍 4A	ELIF	YILDIZHAN

The	12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8歲組別 冠軍 4A	ELIF	YILDIZHAN

第二十六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國際青少年書畫評獎
--- 銅獎 5B	胡孜毅

「叱吒絡壇」我拍你睇短片比賽冠軍 ---- 冠軍 6A	甄文鍇

第十四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小學組P1/P2

英語說故事
亞軍 2A	許諾

「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畫大賽

2021
兒童初級組 銅獎 2B	鄭紫善

「叱吒絡壇」「叱吒絡壇」
我拍你睇短片比賽冠軍：我拍你睇短片比賽冠軍：

6A甄文鍇6A甄文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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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第一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
兒童畫季軍：兒童畫季軍：

4A ELIF YILDIZHAN4A ELIF YILDIZHAN

學生成就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20年度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

小學組
冠軍

主題：提防爆竊及盜竊

6A	陳思妍

6A	林宏欣

小學組
優異獎

主題：企硬！唔take嘢

6C	鄭詩婷		

6C	陳詠思

6C	魏含儒

「亞洲體藝兒童春日填色創作比賽2021

（香港區）《歡恩滿溢復活節》」
小學中級組 季軍 3C	吳妤晴

第十六屆「未來之星」

全國特長生文化藝術周
一等獎 4D	黃鈺喆

「詩情畫意」古詩書簽設計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3C	賴安迪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30周年校慶親子填色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6D	羅天欣

深港資優「合24」挑戰賽 銀獎 6A	張傑寧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13歲或以下

中文聲樂獨唱	
季軍 5A	劉依

The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豎琴H2組 季軍 3A	潘靜賢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2021 鋼琴獨奏初組 銅獎 4A	李睿曦

2021第十屆澳門鋼琴邀請賽

廣東深圳賽區選拔賽
兒童B組 二等獎 3A	奚浩桐

Robofest	Hong	Kong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
高級組 銅獎

4A	謝文熙		

6A	甄文鍇	

6A	陸曉樂

Robofest	Hong	Kong

RoboDrawing	機械人繪畫比賽

初小組 銅獎

1A	莊子豪	 1A	李浚廷

1C	鄭博謙	 1C	羅心怡

2A	鍾浠琳	 2D	區聚賢

3A	立文	 	 3A	李一諾

3B	庾淑瑶	 3B	韋君羨
3B	文靜榆

高小組 銅獎 5C	林心媛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小學組冠軍（6A 陳思妍、6A 林宏欣）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小學組冠軍（6A 陳思妍、6A 林宏欣）
及優異獎（6C 鄭詩婷、6C 陳詠思、6C 魏含儒）及優異獎（6C 鄭詩婷、6C 陳詠思、6C 魏含儒）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小學組優異獎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主題：企硬！唔take嘢主題：企硬！唔take嘢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小學組冠軍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小學組冠軍——
主題：提防爆竊及盜竊主題：提防爆竊及盜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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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第三排：盧偉順	 陸曉樂	 米芷雲	 簡保羅	 仇敏怡	 陳思妍	 甄文鍇	 郭嘉怡

第二排：張傑寧	 張皓聿	 馬安兒	 林宏欣	 鍾翹羲	 蔡煜寧	 鄭詠心	 陳樹禮	 李焌鉉

第一排：張靖豪老師	 魏煥均老師	 王麗賢老師	 曹嘉慧老師	 葉慧敏副校長	 陳嘉文老師	 鍾艷紅校長	 文慧嫻老師

	 	 	 	 梁詩韻副校長	 羅芊詠老師	 劉翯老師	 林智瀚主任	 楊政傑老師	 Ms	Gurman

本屆畢業班相片

六忠
班

陳俊龍陳俊龍

段書恆段書恆

曾楊一非曾楊一非

胡漢林胡漢林

 劉宸鳴 劉宸鳴

范振舟范振舟

陳軼燦陳軼燦

謝雨珊謝雨珊

廖嘉俊廖嘉俊

2 0 2 0 - 2 0 2 1年度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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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第三排：諸展宏	 馬家誠	 韋以行	 謝力生	 翁嘉謙	 黃思晴	 韋瑞安	 陳逸熙	 吳淏成	 何偉文	 林柏華

第二排：夏佳莉	 何廷欣	 何嘯尊	 林依娜	 恭家樂	 張太嘉	 林嘉雯	 夏利達	 李靜嵐	 徐佳穎

第一排：楊政傑老師	 張靖豪老師	 魏煥均老師	 王麗賢老師	 曹嘉慧老師	 葉慧敏副校長	 林智瀚主任	 鍾艷紅校長	

	 	 	 	 黃碧嫦老師	 梁詩韻副校長	 郭嘉老師	 陳嘉文老師	 李榮偉老師	 關少強老師	 Ms	Gurman

六孝
班

林錦潔林錦潔

朱展鵬朱展鵬

傅寶萱傅寶萱

巫諺臻巫諺臻 顏逸霖顏逸霖

楊沛霖楊沛霖

本屆畢業班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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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第三排：陳靜香	 李威梁	 李紫嵐	 陳以杉	 陳詠思	 高溢謙	 陳楓	 鄭詩雨	 魏含儒	 馮詩雅	 黃世安	 余世豪

第二排：鄭詩婷	 徐傲澄	 李文婷	 賴嘉馨	 黎汶靖	 林聖譽	 李紫晴	 陳希彤	 施蓓雅	 王寬程

第一排：郭嘉老師	 羅家茵老師	 魏煥均老師	 王麗賢老師	 曹嘉慧老師	 葉慧敏副校長	 蔡子文主任	 鍾艷紅校長	

	 	 	 	 張靖豪老師	 梁詩韻副校長	 陳敏兒老師	 楊政傑老師	 黃靖尹老師	 趙素珊老師	 趙亦娉老師

六仁
班

劉泳樂劉泳樂

賴倩茹賴倩茹

本屆畢業班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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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第三排：謝依樺	 周心悅	 廖樂施	 許樂瑤	 林鎧宇	 鄧寧豪	 羅國峰	 胡樂怡	 張鎮彬

第二排：鄭香怡	 梁煒埕	 杜麗盈	 覃淑婷	 范子耀	 區浚傑	 馬天佑	 陳芷欣

第一排：郭嘉老師	 張靖豪老師	 王麗賢老師	 曹嘉慧老師	 葉慧敏副校長	 徐家貽主任	 鍾艷紅校長	 魏煥均老師	

	 	 	 	 梁詩韻副校長	 馮麗嬋老師	 楊政傑老師	 趙素珊老師	 趙亦娉老師

六愛
班

談嘉熙談嘉熙

張澤男張澤男 藍育鎮藍育鎮

羅天欣羅天欣

楊衍彰楊衍彰楊珊妮楊珊妮

本屆畢業班相片

2 0 2 0 - 2 0 2 1年度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2020-2021
畢
業
特
刊

│
 31



畢業同學心聲

陸曉樂陸曉樂

要畢業了！感謝大家

這些年來對我的陪伴

和關懷。

盧偉順盧偉順

謝謝學校為我六年

的小學帶來無限的

樂趣！謝謝老師這

六年來的教育。

陳思妍陳思妍

好景多長，路上還有

暗香；天色漸淡，迎面

還有風涼；世界多廣，

轉身還有母校。感謝這六

年以來，老師和同學對我的教導和

幫助。願老師在未來的日子都充滿

幸福和歡樂；望同學繼續努力；也

願我們峰頂相見，加油少年！

蔡煜寧蔡煜寧

感謝學校帶

給 我 這 麼 美

好的回憶！祝所

有同學考試順利，前

程似錦！

張皓聿張皓聿

想起三至四年級

的時候，我每天

小息都和同學談天說

地，可惜很快就要和他們

說再見了！但我是不會忘

記這段美好的時光的。

六忠班六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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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焌鉉李焌鉉

謝謝學校六年來的

教育！祝同學升中學

之後學業進步！

六忠班六忠班

畢業同學心聲

陳樹禮陳樹禮
Jimmy ChenJimmy Chen

Thank you teachers. 

You have helped me to 

grow up and have given me 

a lot of knowledge.

段書恆段書恆

六年小學的生涯結束了，我

們從一個貪玩無知的小孩走

向成熟穩重的青年，感謝老

師把我們培育成才，感謝一

開始陌生的同學成為了後來

的知己。最後，祝福同學們

前程似錦！

張傑寧張傑寧

同 學 們 ， 我

希望我們的友誼長

存；老師們，感謝

你們對我的教育。

甄文鍇甄文鍇

一眨眼就要畢業了，真

是很懷念這麼多年與同

學一起讀書和玩耍的時

光啊！再見了各位！

鄭詠心鄭詠心

想 起 沒 有 疫

情的時候，我

們小息時就奔向電

腦室；轉堂時，每當我們聊

天聊得興高采烈時總會有同

學大喊：「老師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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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同學心聲

馬安兒馬安兒
MaxeneMaxene

During the time I've spent 

learning in HSK, I have made tons 

of fond memories. My classmates 

in 6A have helped me a lot an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at. The 

teachers have helped me too! I 

will miss the school, the teachers 

and my friends. I hope all the 

younger students have a great 

time in HSK. Thank you everyone!

6A it has been a great time, I wish it would 

never end and I'll definitely never forget. 

I have my classmates will have a great 

secondary school life! 

郭嘉怡郭嘉怡
Kwok Ka YiKwok Ka Yi

I will soon graduate. I want to 

thank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taught me a lot of things. I am 

sad to let go of my classmates. 

They always helped me when I 

was helpless. I have also learnt 

things from my classmates. I will 

miss them!

鍾翹羲鍾翹羲
Alexa LouiseAlexa Louise

I've been in Ho Sau Ki School for 4 

years until now. I've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I got to know my other 

classmates really well! I hope I will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them!

 I like all the teachers that have 

taught me during these 4 years. They have all 

been so kind to me and they helped me with my 

school issues.

I also like all my classmates, even though at times 

things didn't always go quite well with them, I was 

still willing to talk to them and spend time with 

them. I will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them as well. 

I will really miss this school but I won't let that 

stop me from graduating!

林宏欣林宏欣
Lam Wang YanLam Wang Yan

How time flies! I will soon 

graduate. I want to thank 

my classmates for being my 

friends and studying with me. 

I want to thank my teachers 

too because they have taught 

me for 6 years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from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Thank you!

六忠班六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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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芷雲米芷雲
Jaylee MilesJaylee Miles

I've been in Ho Sau Ki School for 4 years. I really like 

and enjoy the school life. I don't want to leave this 

school because everyone in this school is nice and caring, 

including the students. I'm so happy for my little brother 

Hayden who will also come to this school because I know 

he will be happy here too.

When I leave Ho Sau Ki School to go to my secondary school, I'm 

going to be sad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eave my friends and 

classmates. 

I really wish we can all meet each other again. I've had so many 

good times with everyone of them.

I really hope my secondary school classmates are as kind and 

loyal as my current classmates. I'm going to miss everyone I 

know in this school including the lower grade students. 

Hopefully one day we can all reunite and once again have fun 

with one another. Who knows, maybe I can invite all my secondary 

school best friends and introduce them to my primary school 

best friends. I really hope my best friends will keep in touch. I 

know for sure Alexa and I will because our moms are best friends 

too. 

That's my full story of my primary school life.

畢業同學心聲

簡保羅簡保羅
PaulsonPaulson

I remember the time when 

I came back from Nepal 

after I had a bike accident. 

My classmates welcomed 

me back and surprised me. 

My other memory was when 

I participated in a Chinese 

drama.

六忠班六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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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孝班六孝班

林嘉雯林嘉雯

光陰似箭，日月如

梭，雖然我們在校

園六年的時光到最後只

有一張合照，雖然我們不會再一

起坐在教室上課，但我不會忘記

照片和課室內的每一個你。

林錦潔林錦潔

考試過後，我們就要

離開母校了，剩下的就

只有照片和大家的一聲再

見。雖然我們快要離開小學，

坐上一列新的列車，但我衷心

感謝老師和同學在這小學的路

途一直陪伴。

何廷欣何廷欣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

各位工友在這六年來

的悉心教導與幫助，

亦感謝同學的相伴。願

我們不會忘記一起快樂

成長的日子。

畢業同學心聲

何嘯尊何嘯尊

感謝老師和同

學為我繁重的

學 業 中 增 添 不

少樂趣，陪伴我一

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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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寶萱傅寶萱

時 光 匆 匆 ， 我

們在長大。畢業

的時候，我衷心祝願

老師們身體健康，天天開

心！祝福踏入中學的同學

們再創佳績，步步輝煌！

六孝班六孝班

黃思晴黃思晴

雖然我只在

何 壽 基 學 校

三 年 多 ， 但 這

卻令我成長了不少。感謝何

壽基學校的老師、校工和同

學，是你們陪伴我成長！

夏佳莉夏佳莉
Thapa AngitaThapa Angita

Dear P.5 students next year, 

you will become P.6 students. 

I want to say that being a P.6 

student is hard so I hope that 

you will study hard to get good 

grades and a good secondary 

school, I am sad that I have to 

leave but I wish you 

all 'Good Luck'.

畢業同學心聲

夏利達夏利達
AliAli

My name is Ali. I am eleven years old.

My favourite teachers are Miss Hui, Mr 

Lam, Miss Wong, Mr Lee and Mr Cheung. 

Ho Sau Ki School is my favourite school. 

We visited Mainland China, went camping 

and went on study tours. I also have 

loyal friends and honest classmates. 

I will miss Ho Sau Ki School when I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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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家樂恭家樂
GatikGatik

My name is Gatik and I am twelve years 

old. I'm in primary six right  now and I will 

be graduating soon. When I first came 

to this school, I was shy. But everyone 

in my class was super kind, so I quickly 

made friends. I have had many memorable 

moments. One of them was going to China. 

I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We stayed 

there for two days and one night. I also 

went to summer camp for two days and one 

night. I'll miss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after I graduated. I'll visit my primary 

school sometime in the future.

  

何偉文何偉文
JawadJawad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for six 

years now. The time passed really fast. If I 

could make a wish, I would go back to the past. 

Thanks to the teachers and especially the 

one who have taught me. And thank you to my 

classmates for the help during these past six 

years with each other. But now we will be promoted 

to a secondary school.

I have also won many prizes on sports days, English 

Tongue Twisters, Speech competition etc. because of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encouragements. The 

two biggest things I have learnt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s discipline and making my own choices. And when 

COVID-19 came, it wasn't a good thing, we couldn't go 

on any outings, picnics or have sports days. So I hope 

COVID-19 goes away soon. I also want school days to go 

back to be a whole days.

I hope my marks will improve in secondary school. 

Goodbye Ho Sau Ki School. 

六孝班六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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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含儒魏含儒

快畢業了，回想過去的小

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真是美好！我也感謝

張老師對我們六仁班

的教導，祝全校六年級

的同學畢業快樂！

六仁班六仁班

陳靜香陳靜香

感謝老師的

教導，讓我

們學到更多

的知識。

陳詠思陳詠思

我是四年級轉過來何壽基

學校，一開始的我來到新

學校，還有小小的不懂，

還靠我的同學陳以杉。如

今，我還想感謝我們的班主任張靖

豪老師在這兩年來，都是他一直帶

歡笑給我們！在此，我想給全校六

年級的同學説聲：「畢業快樂！亅

陳以杉陳以杉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間，我們就要

畢業了，馬上就要離開這個我呆了

四年的小學了，我很是不捨。在這

四年裏，我學習到了很多東西，這 

是老師們細心地教導我，才讓我有

成就；是同學們關心我，才讓我在

學校不會感到孤單，真慶幸我能遇

到你們！

陳楓陳楓

張老師，謝

謝您在這些

年對我的照

顧，謝謝您！

馮詩雅馮詩雅

感謝6C班的各位老

師和同學們，在我的

小學時光裏出現。

黃世安黃世安

感謝這四年半裏，

老師的教導，還有

同學的陪伴。

畢業同學心聲

賴嘉馨賴嘉馨

感謝老師

和同學的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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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汶靖黎汶靖

畢業在即，回

想過去小學生

活的點點滴滴，

謝謝老師和同學。

李文婷李文婷

感謝同學和感謝老

師的陪伴。

李威梁李威梁

感謝有這些朋

友和老師。

李紫嵐李紫嵐

感 謝 老 師

們 的 悉 心 教

導，感謝同學們陪

伴了我幾年。

施蓓雅施蓓雅
AanikaAanika

Thanks for helping 

me when I need help!

余余世世豪豪

感謝老師悉

心的教導，

感謝同學多

年的陪伴。

鄭詩雨鄭詩雨

我雖然是三年級才

就讀本校，但已經對

這個班級有了感情，班

上玩的好朋友更是捨不得，而班

上的老師，我雖然不是很熟悉，

但每位老師都對我很好，我喜歡

這個班級，喜歡這間學校。

鄭詩婷鄭詩婷

感謝老師的教導

和關心，我很謝

謝老師們。

畢業同學心聲

高溢謙高溢謙
GabrielGabriel

How time flies! It has been three years 

since I first came to this school. I have 

grown up a lot and learnt a lot within these 

three years. I am grateful to the teachers 

for teaching me. Especially, thank you to 

Mr Cheung for always forgiving me when I 

got low marks in Chinese. My friend, Ian, 

always shared things with me. Three months 

from now I have to go to secondary school 

and I will miss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in 

this school. 

六仁班六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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