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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伊始，各位同學有沒有為自己的學習、理想訂下目標？記得在開學初，聽到不少同學
分享自己在新學年的大計，有的是學業成績，有的是升中，有的是更遠的未來職業。很欣慰同
學會在不同時期為自己訂立目標，因為你們已經懂得為自己的生涯進行規劃！
  今個學年，學校持續推行生涯規劃教育，不單有醫療導向的青松小中醫，還有航空教育導
向的青松小機師、可持續生態導向的 STEM 流動雲端水耕機實驗室（種植），更有 Gigo 科研
學習。透過這些學習經歷，讓同學好好地認識自己的興趣，及早訂立未來發展的方向，成就未
來的理想。
  生涯規劃是持續和終身的過程，只要同學現在立下目標，一步一步努力，
持續實踐，這樣，同學在人生不同階段就能享受豐盛的學習經歷和達成自己
不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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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主辦 )
鋼琴獨奏 ( 高級 )  優異   6B 林奧嵐

美樂文化音樂節 ( 美樂文化音樂主辦 )
古典樂曲 ( 中級 )  季軍   6B 陳曉藝

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主辦 )
鋼琴一級組 冠軍 3B 陳映彤

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主辦 )
鋼琴一級組  銀獎 4B 鄒宛融

亞洲 ‧ 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 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協會主辦 )
小提琴四級組  季軍  6D 馮皓峰

深圳灣吉他邀請賽 ( 深圳灣吉他邀請組委會主辦 )
兒童組     三等獎  6A 羅子希

體育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
男子甲組跳遠        季軍     6B 江俊禮
男子甲組鉛球        優異     6C 潘志軒
男子乙組跳高        殿軍     5B 李晉暠
女子甲組鉛球        優異     5D 梁凱晴
女子乙組跳遠        優異     5B 黎可茵
女子乙組擲壘球      優異    5D 陳靜初

快樂足球小小奧運會 ( 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主辦 )
初級組拋豆袋亞軍、立定跳遠季軍      3A 黃子耀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 飛達田徑會主辦 )
擲壘球      優異      3A 黃啟誠

全港個人競速錦標賽 ( 香港跳繩精英訓練社主辦 )
交叉開冠軍、側擺敬禮亞軍 5B 江俊禮

Super Jump 全港跳繩錦標賽 ( 香港花式跳繩會主辦 )
10-11 歲男子組     30 秒後交叉開跳速度跳冠軍、
   30 秒敬禮跳速度跳冠軍、
   30 秒前側擺開速度跳季軍   6B 江俊禮

元朗花式跳繩賽回歸盃 (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 )
10-11 歲男子組 季軍      6B 江俊禮

小學網上跳繩比賽 (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主辦 )
男子四年級組     30 秒前跳 亞軍   4A 張振楓
女子四年級組     總成績 冠軍    4A 張愷桐
男子六年級組     總成績 亞軍    6B 江俊禮

亞洲劍擊學院 ( 香港 ) 邀請賽 ( 亞洲劍擊學院主辦 )
佩劍 U9    季軍 4D 李翹希

第三季劍擊比賽 ( 香港劍擊學院主辦 )
花劍 U8    季軍 3A 李卓為

暑期劍擊邀請賽 ( 雨天晴劍擊中心主辦 )
花劍 U8   季軍 3A 李卓為

全明星第十三屆 3on3 籃球爭霸賽 ( 全明星籃球俱樂部主辦 )
亞軍         6A 羅子希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 )
50 米自由泳亞軍、50 米背泳優異      3A 陳韋臻

勵誠盃品勢邀請賽 (S2)(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主辦 )
少年一組  太極八章  亞軍   5B 劉雪盈   5B 黃星皓

勵誠盃搏擊邀請賽 (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主辦 )
男子兒童一組     冠軍 5B 黃星皓
女子兒童一組 冠軍 5B 劉雪盈

分區交流賽 ( 競技 )(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主辦 )
速度王冠軍、平衡王季軍    3A 陳韋臻

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主辦 )
初級組─形  女子 10 至 11 歲組別    亞軍    6B 陳曉藝

空手道公開賽 ( 日本剛柔流空手道鷹志會主辦 )
型 8-10 歲冠軍、組手 8-10 歲冠軍      6B 陳曉藝

網上空手道 ( 形 ) 比賽暨組手挑戰賽 ( 守禮堂主辦 )
U12 組冠軍、兒童高級組季軍     6B 陳曉藝

空手道分齡邀請賽 ( 南區空手道會主辦 )
9-10 歲中級套形  亞軍      6B 陳曉藝

會長盃世界公開賽 (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主辦 )
Jive 季軍、Rumba 季軍、Cha Cha Cha 季軍 4B 歐陽葵

全港 18 區 第 41 站公開錦標賽 ( 香港舞蹈團主辦 )
SCRPJ 冠軍、Jive 冠軍、Paso 亞軍、
Samba 亞軍、Cha Cha Cha 亞軍    6A 鄭心怡

中國．深圳體育舞蹈全國公開賽
( 深圳市福田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 )
10 歲以下單人單項 Rumba 一等獎、
10 歲以下單人 A 組一等獎     6A 張藝霖

全國青少年輪滑巡迴賽 ( 中國輪滑協會主辦 )
速度輪滑 200 米計時賽冠軍、速度過樁亞軍        6A 方琳

圖書
「生物多樣性兒童科普繪本」(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主辦 )
小二至小三組  神奇工具創作比賽   冠軍  3A 黃文希
   創意寫作比賽       優異   3A 李卓彥

體育

  本校於本年度舉辦航空課程，內容包括航空英語及航空 STEM 飛機駕駛課
程。課程由專業人士教授，讓學生學習基礎航空的科學知識、專業英語的運用，
理論與實踐並重，擴闊學生學習視野，並促進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找尋人
生夢想，達致「以終為始」。
  為配合課程的推行，學校把天宮 109 室設為 Aerospace Centre，設有模
擬飛行訓練的專業設備，成為學生進行航空 STEM——模擬飛行學習與訓練的
基地，成就青松小機師的夢想！

校長的話

航天課程 
青松小機師 



    為了提供多元化的 STEM 學習機會，學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

金，發展校本 STEM 科探積木課程。課程讓學生、家長和教師共同

體驗創造科技的過程，提升三者對 STEM 的認知與興趣，更裝備學

生學習科探的技能，讓他們迎接廿一世紀的新挑戰。

       每次考試後，就是萬眾期待的「Gigo 玩學班」活動日。學習主

題豐富，配合常識科和電腦科課程，由淺入深。初小着重實作，培

養操作工具的技能及對科探的興趣；高小透過創作、實驗，以及加

入編程 micro:bit 的運用 ，使學生了解科學原理，並着重改良作品，

以發揮其創意及探究精神。

GIGO 玩學班 2021年6月 - 11月校外獲獎一覽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Robo Cup 機械人格鬥比賽 (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辦 )
全港季軍      5A 楊將君   5B 鄭奕康   6B 黎嘉縉   6C 黎永言
   6D 許丁峻

STEM 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比賽 ( 伯裘書院主辦 )
二等獎    4A 劉家謙 4A 施睿澄 5B 陳言芝  
三等獎   4A 華振熹 4B 李晉暠

環保抗疫小學科學比賽 ( 青松侯寶垣中學主辦 )
設計獎  亞軍 5A 劉家謙 5A 施睿澄 5A 華振熹
創意獎  亞軍 5B 李晉暠

學生支援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 (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主辦 )
學校獲頒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卓越學校成就金獎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 )
學校獲頒關愛校園榮譽學校大獎

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 仁濟醫院主辦 ) 
學校獲頒傑出計劃榮譽獎狀

環境保護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 道教香港青松觀主辦 )
學校獲得我校園圃設計及攝影比賽優異獎    

中文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 香港賽馬會主辦 )
四年級組  優異 4A 鍾卓男 4A 許穎琳
五年級組  優異 5A 方琳    5A 張舜榤 5A 許路然   5C 吳憬謙   
   5C 梁苡翹   5D 梁沁悅
六年級組  優異 6A 文曉旋  6A 伍俊熙 6A 楊柏宇   6B 文澧榳

全國中小學生繪畫書法作品比賽 ( 中國兒童中心主辦 )
書法類   一等獎   6A 張藝霖

中國美術學院社會美術水平考級證書 ( 中國美術學院主辦 )
軟筆書法   四級榮譽    6A 張藝霖   6A 單雨婷

英文
小學英文朗誦比賽 ( 青松侯寶垣中學主辦 )
高小組  冠軍 6A 張芷瑤
中小組  亞軍 3A 馬爾希
  優異 4A 劉家謙

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主辦 )
初小組  銅獎 4A 劉家謙

數學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主辦 )
優異   4A 黃博鴻    5A 何紫萌    6A 鄺泳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 
決賽  一等獎 1C 黃浠珽 
  二等獎    4A 楊承朗  
  三等獎    2D 李卓彥
總決賽  三等獎 3A 李卓彥

Gigo 玩學班

數學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主辦 )
銀獎    2A 陳韋臻   4A 鍾曉揚   5A 何紫萌   5A 潘韋柏
銅獎    5A 朱瀚陞   5A 鄺泳琦   6A 陳展朗

IMC 國際數學競賽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主辦 )
銅獎   5A 鍾曉揚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 大灣賽區 )(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
一等獎   3A 陳韋臻

常識
華萃薪傳─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 教育局及中國文化研究院主辦 )      
全港亞軍     5A 張舜榤 5A 朱瀚陛 5A 陳鑑林
   5A 潘韋柏 5D 楊履裕

暑假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 教育城主辦）
「數理校園」學校大獎   
冠軍   6A 潘韋柏 6A 朱瀚陛 6A 張舜榤   6A 陳鑑林
   6D 楊履裕

現代激答「疫」轉 LEVEL UP( 現代教育研究社主辦）
四年級組       亞軍         4C 李鎧澄
六年級組       亞軍         6A 潘韋柏

屯元區小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STEM)( 嗇色園可藝中學主辦 )
最佳表現獎      5B 林嘉燿

視藝
華夏兒藝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暨《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 中國科技新聞學會主辦 )
美術一等獎 2A 楊瀚霆    2D 邱浩賢    2D 楊心悅    3A 張愷桐   
   3A 莫安兒  3C 李鎧澄    5A 方 琳 5B 陳榿彤
美術二等獎       2A 李政昊    2A 陳韋臻 2C 周珮彤 2D 楊楚珩  
   2D 馬倩兒  2D 葉祈嵐    3C 林桐基    4A 許穎琳   
   4A 劉家謙   4A 鍾卓男  4D 何佳兒  5A 單雨婷    
   5A 鄺泳琦    5A 羅子希   5A 張藝霖 5B 高冠睿
美術三等獎       1E 黎芷彤   1E 黃貝琳   1E 黃正禧    1E 文俊鑫   
   2A 葉芮瑜 2A 梁匡婷    2D 梁凱晴    2D 何旻欣   
   2D 李卓為  3A 尹心怡 3A 馬爾希    3A 陳紀之
   3A 鄧煦陶    3B 歐陽葵    3C 林灝昕  4D 蔡懿澄   
   4D 陳炫廷  4D 林芷渝    5A 張舜榤   5A 李祖涵  
   5A 鄭欣儀    5A 鄭家承    5A 許路然    5C 梁苡翹   
   5C 林麗欣

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主辦） 
金獎        2B 高海晴

中秋慶團圓親子填色比賽 ( 屯門婦聯主辦）
初小組      亞軍     3A 黃文希
       優異     1B 王家苗   1C 杜禮宏   3A 陳悅庭   3A 陳韋臻

健康好習慣填色繪畫比賽 ( 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主辦）
初小組  季軍 3A 陳韋臻

「國慶 72‧ 繪出愛」填色及繪畫比賽 (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主辦 )
初小組    優異    3A 陳韋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