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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巡禮
    本校自1972創校至今五十年，為感謝天父不斷的保守帶領、家

長和校友的支持愛護，學校特此舉行一連串的校慶活動，包括：「親

子標誌設計比賽」、「校慶親子標語設計比賽」、「校慶短片創作比

賽」、「校慶STEM設計比賽」、「親子遊戲設計比賽」、「五十周年

校慶啟動禮暨畢業典禮與視藝展」等精彩活動，共同祝賀及分享踏入

五十周年紀念的恩典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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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動植物公園遊玩，真高興！

今天認識了很多不同的鳥類

和老師一同開心遊玩

有趣的爬蟲館

期待今天到挪亞方舟參觀

耐心等待遊戲開始

認真聆聽校長的講解
認識各式各樣的動物

這隻蜥蜴很巨大呢！

這是哪種爬蟲類動物的大嘴巴呢？

這條蛇的顔色好特別
這裏的植物真多！

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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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完繼續我們的行程

參觀也不忘學習新知識

山頂的風太大了！

我的身體「消失」了！

期待科學館之旅

欣賞香港美麗的景色

神奇的空氣炮

與老師一同參觀學習

認真記錄鳥類的形態

近距離觀察美麗的鳥類

遊樂場真好玩

開心遊山頂

參 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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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百日宴
	 	 為慶祝小一學生愉快地適應學校的新環境，開展和建立輕鬆的校園生活，本校於十二月十三日

為小朋友舉辦「小一百日宴」活動，主題是「成長．感恩」。當天，學校為小一學生及家長準備精

彩的活動和紀念品，為他們送上溫暖的祝福，大家共度難忘的時光。

升上小學，我們認識了更多朋友。 這是我們第一天遊覽校園

小學的課堂既多元化又有趣

老師時常教導我們要互助互愛

老師為我們準備了難忘的生日會

各班代表向老師表達謝意

媽媽和我一起繪畫環保袋

學校為小朋友送上豐富的紀念品

感謝爸爸的支持和陪伴

這一年，我們長大了
。

1A

1C
1D

1B

我勇於在全級同學
面前分享自己的想法

除了老師的教導，我們亦感
謝書記姐姐的悉心照顧。我們嘗試使用IPAD學習，

真好玩！

經 過 這 一 年 ， 我 們 像
蝴蝶一樣展翅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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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多年來均會為小六的畢業生準備一個別具意義，又有紀念價值的教育營。在疫情下，所有

住宿的營地均暫時封閉，學校特別連繫教會（葵恩堂）和YMCA合辦教育活動，讓學生認識自我，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增強自信心及團隊精神，達至全人發展。

遊戲樂趣多

分享心得

教會導師齊參與

有你最重要

你有勇氣接受挑戰嗎？

膽色過人

互相鼓勵和支持

做足準備，安全出發！

挑戰高難度動作

我們支持你 我成功啦 永不放棄

無難度

小六教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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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抗疫活動

同學們為醫護人員送上感激與鼓勵的說話

在抗疫期間，感恩有父母的悉心照料

希望長者們能積極抗疫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戰勝疫情

    學生在「特別假期」內需要安在家中抗疫，娛樂及活動空間有限。因此，校風組特意籌辦了多

元化的正向親子活動，增進學生之間的溝通，讓學生在假期中培養感恩、樂觀及堅毅的價值觀，積

極抗疫，提升正向情緒及正向關係，共建正向關愛校園！ 

    由長者安居協會主辦的荃葵青區「關愛長者大使」計劃邀請學生拍攝影

片，在疫情下為長者送上關懷與祝福，推動關愛長者文化，讓學生把關懷送到

社區。相關影片已放於學校網頁的「正向抗疫專區」，與學生及家長分享，發

揮「葵信正向精神」！

開 朗 的 心 情 可 以 擊 退
所有病菌

關 愛 長 者 大 使 祝 願 大 家
可以擁有健康的體魄

快將畢業的學生在字
裏行間流露着對學校
的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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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成績2021-2022年度

項目／比賽名稱 得獎者 成績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3B 陳曉晴 3D 陳曉曈 冠軍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4C 何芷瑜 冠軍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3C 李嘉軒 冠軍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3A 石心玥 亞軍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6A 余心妍 6D 何芷晴 亞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5A 李蕎彤 亞軍

小學一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1B 林千千 季軍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3A 葉一穎 季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5D 梁美怡 季軍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6B 吳家儀 季軍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6D 何芷晴 季軍

小學五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5C Mohammad Uzair 5D 陳翰霖 季軍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3B 陳曉晴 3D 陳曉曈 優良獎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5B 張晞童 5C 龍泳彤 5D 張樂瑤 優良獎
小學五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5B 陳子驍 優良獎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2D 梁芮晴 優良獎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3C 柯姵鈴 4A 鄭雅丹 優良獎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4B 劉子欣 4D 李慧珊 4D 林宸汐 優良獎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4C 盧浚傑 4D 江政熙 4D 余煒霆 優良獎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5B 張晞童 5C 邱子晴 6B 宋可馨 6D 藍紫晴 優良獎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2B 黎珈妤 2D 伍婧銦 優良獎
小學二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2A 卓希嗣 2C 林奕希 優良獎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3D 盧倩悠 優良獎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3C 王健庭 優良獎
小學四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4B 陳東成 4D 鍾日朗 優良獎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5A 黃詩雅 5A 程映儀 5A 吳葆怡 5C 黃倩怡 優良獎
小學五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5B 王泓龍 5B 蔡佳豪 5C 張卓賢 5C 巫崇瑄 5D 劉振賢 優良獎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6A 黃俊曦 6C 黃栢言 優良獎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3D 覃奕婷 良好獎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4A 歐沇淇 良好獎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6B 陳紫綝 良好獎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6B 范詠淳 良好獎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4D 徐詩研 良好獎

全港兒童普通話講故事及朗誦比賽 6B 范詠淳 6D 藍紫晴 銅獎

非華語學生中文才藝比賽詩歌朗誦  4D RANDHAWA AVNEET KAUR 優異獎

朗誦／故事

項目／比賽 名稱 得獎者 成績

第九屆葵青區繪畫比賽小學西洋畫組
5A 蕭蕊藍 季軍
6C 戴詩茗 優異獎

第四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21「太空及未來科技」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

4A 吳逸朗 6D 吳逸天 優異獎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獎牌設計、填色及繪畫比賽

4A 吳逸朗 6D 吳逸天 一等獎

第五屆GO！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4D 徐詩研 P3-4組一等獎

3C 李可心 P3-4組二等獎
5A 黃詩雅 P5-6組一等獎

視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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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比賽 名稱 得獎者 成績

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文話劇比賽

4A 陳嘉妍 4C 方均昊 4D 葉芸翠 5A 詹子軒 5B 鄭曦晴
6B 周樂曼 6B 蔡駿豪 6B 林梓琦 6C 鍾芷琪 6D 徐秋伶

傑出合作獎

4D 葉芸翠 6B 周樂曼 6B 林梓琦 6C 鍾芷琪 6B 蔡駿豪
6D 徐秋伶

傑出演員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話劇比賽

3A 張易軒 3B 陳宥霖 3B MARWA 3C 馮鎮謙 3C 李嘉軒
3C 譚曉彤 3C 王健庭 3D 陳嘉熙 3D 陳墧茵 3D 梁敏芝
4A 梁聖鴻 4A 廖籽樂 4A 楊皓羽 4B 楊天寶 4C 蔡文武
4C 李俊賢 4C SAIM ALI 4C 潘珮綸 4D 鍾日朗 4D 黎煒樂
4D AVNEET

傑出合作獎
及

傑出整體演出獎

3A 張易軒 3B 陳宥霖 3C 李嘉軒 4B 楊天寶 4C 李俊賢
4C SAIM ALI 4D 鍾日朗 4D AVNEET

傑出演員獎

戲  劇

 

項目／比賽 名稱 得獎者 成績
「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
第二十四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葵盛信義學校 嘉許獎

校園齊減費回收及減廢比賽 葵盛信義學校 嘉許獎

2021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葵盛信義學校
關愛校園榮譽學校

12年關愛校園

其  他

* 備註：歡迎各位家長到本校網址(http://www.kslps.edu.hk）瀏覽，進一步了解學校的活動情況。

項目／比賽 名稱 得獎者 成績

葵涌區校際田徑比賽

6A 李澤廷 6A 林梓聰 6C 吳俊鴻 6C 高煜熹 6C 伍俊羲 6C 邱俊業
6D 李承謙 6D 李泓彥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

5A 黃詩雅 5A 陳皓晴 5B 謝欣晴 5C 朱凱琳 5D 梁美怡 5D 馬婧香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6C 高煜熹 男子甲組100米冠軍

6C 伍俊羲 男子甲組推鉛球亞軍

6A 林梓聰 男子甲組跳高季軍

6C 邱俊業 男子甲組400米殿軍

6D 陳泳淇 女子甲組推鉛球殿軍

5A 黃詩雅 女子乙組跳高季軍

體  育

項目／比賽 名稱 得獎者 成績
「燕然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6C 黃栢言 優異獎

語  文

項目／比賽 名稱 得獎者 成績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 1A 蔡翺頤 4C 彭樂晴 銀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 3C 蔡梓熙 5A 吳葆怡 銀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三級） 5D 劉振賢 6B 郭澄樂 銀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六級） 4D 鍾日朗 銀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 2D 姚卓樂 銅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10歲或以下） 5A 蕭蕊藍 銀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10歲或以下） 4A 吳悦彤 4B 黃震軒 5D 梁美怡 銅獎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13歲或以下） 6D 藍紫晴 銅獎

音  樂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