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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三十一  
(一) 明天 7 月 17 日(六)為第三次家長日，當天將會派發下學期兒童學習及發展評

估報告，每位學生都有豐富禮物，請一位家長帶同幼兒一起出席與老師拍照留

念。 
 

(二) 7月 19日起為興趣活動週，K1-K3全日班下午時段不設網上實時課堂，敬請垂注。 
 

(三) 7 月 24 日(六)上午 9:00-12:00學校有白皮鞋及白波鞋展銷，隨函派發有關訂

購資料，家長可到校選購。 
 

(四) 7 月 26 日(一)起 N1-K2 學生開始放暑假。  
(五) 7 月 26 日(一)為聯校畢業典禮，K3 畢業生請依時回校作準備，家長請自行前

往香港大會堂出席活動。 
 

(六) 2020-2021 年度真是一個非常難忘及具挑戰性的學年，在疫情影響下，多謝家

長的配合與包容，讓幼兒可以繼續在學校進行面授課，享受及參與不同的學習

活動，幼兒經過這一年的努力，學習到在逆境下不屈不朽的精神，以下是本年

度獲獎名單，恭喜恭喜﹗ 

 

2020-2021 年度獲獎龍虎榜如下： 

學業成績優異獎： 

K3A  詹皓喆 K3A  曾穎藍 K3A  彭梓博 K3B  梁思雅 K3B  劉稚晴 

K3B  孫浩一 K2A  林昊迅 K2A  卓柏雲 K2A  孫千雅 K2B  林伊娜 

K2B  葉霈愉 K2B  鄭堯匡 K1A  鍾韻伊 K1A  林晞恩 K1A  曹諾行 

K1B  劉芷穎 K1B  李灆軒 K1B  嚴仟宇 K1C  陳巧玥 K1C  王浚岐 

N1A  梁祉翎 N1A  鄧喬之 N1B  葉霈嘉 N1C  李梓晴 N1D  劉奕妤 
 
品行獎： 

K3A 王泳霏 K3B 陳雨霏 K2A 曾穎彤 K2B 陳亮齊 K1A 麥芷晴 K1B 蘇芊縈 

K1C 黃子寬 N1A 曾鎧沂 N1B 陳亮維 N1C 何芯儀 N1D 陳睿康  
 
服務獎： 

K3A 陳憬淳 K3B 劉釨儒 K2A 馮子殷 K2B 陳柔倩 K1A 何俊軒 K1B 何卓樺 

K1C 梁浚皓 N1A 梁睎雲 N1B 吳璟橦 N1C 羅綺晴 N1D 許瑋銧  

                                           

勤學獎： 

K3 
陳衍佑 倪梓喬 彭梓博 黃睿哲 楊靖鋒 

陳雨霏 賴彥愷 劉釨儒 梁思雅 佘宥德 

K2 
孫千雅 鄧文臻 曾穎彤 王駿熹 陳梓淳 

陳柔倩 林伊娜 黃啟睿 呂其融  

K1 
鍾韻伊 賴芊媃 張藹晴 陳橋熹 邸子涵 

李曉陽 王浚岐 黃子寬 黃躍升  

N1 梁芷銚 葉霈嘉 羅綺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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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獲獎龍虎榜如下： 

親子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金  獎 銀  獎 銅  獎 

N1B  梁芷銚 N1D  劉奕妤 N1B  葉霈嘉 
 
水仙花攝影比賽：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K1B  嚴仟宇 
K3A  嚴仟悠 

K1A  麥芷晴 N1B  梁芷銚 

優異獎 

K3B  劉釨儒 K3B  黃彥臻 K2A  孫千雅 

K1B  張藹晴 N1A  鄧喬之  
 
復活節 DIY 魔法神奇積木變變變比賽：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K3A  嚴仟悠 K1B  嚴仟宇 K2B  陳梓妤 

優異獎 

N1B  梁芷銚 N1C  李梓晴 N1B  葉霈嘉 

N1A  黃梓睿 K1B  鄭凱宜 K3B  林卓翹 
 
故事演講比賽： 

最佳演繹 

K2B  葉霈愉 K2B  林伊娜 

優異獎 

K3B  劉稚晴 K3B  曾穎藍 K2B  陳柔倩 

K1C  黃子寬 K1C  王浚岐  
 
多才多藝音樂會天才表演： 

歌曲組優異獎 

K2B    林伊娜 K2B    葉霈愉 

樂器組優異獎 

K3A    彭梓博 K3A    詹皓喆 

舞蹈組優異獎 

K3B    陳雨霏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7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