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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 我是余家銘老師，將會在今年度任教體
育科和數學科。我很高興可以加入仁德大家庭，
在未來日子裏讓我與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的
點滴。希望同學們都能享受學習的樂趣，
擁有愉快和充實的校園生活。

今年是我第一年加入仁德這可愛的家，起初，我
懷著又驚又喜的心情來到仁德。「驚」的是面對
一個新的環境、一張張新的面孔、種種的新挑戰。
「喜」是在課堂上，見同學對知識渴求的目光，
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心裏暗暗湧動著一份喜悅。
期望大家與我分享你們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任教數學科及體育科的高卓文老
師。我最喜愛的體育活動是籃球及花式跳繩，
因為能夠和朋友一起挑戰，過程十分深刻，留
下美好的回憶。各位仁德好孩子，快來向我分
享你們最喜愛的運動！

仁德的同學們大家好 ! 我是陳月凝老師，將於今年
度任教數學科及常識科。很感恩能夠成為仁德的一
分子，教授淳樸可愛的你們！在接下來的日子我願
意成為你們的「陪伴者」，並見證你們的成長。

各位同學好！我是陳燕玲老師，很高興今年能重返
仁德大家庭。每當一些仍記得我的同學向我打招呼
時，特別讓我感覺到仁德的溫暖和關愛。不認識我
的同學也可隨時找我談天說地，玲老師很期待與你
們分享每日生活的點點滴滴。

大家好，我是林楚瑤老師，本學年我將任教中
文科及普通話科，很高興能加入仁德大家庭。
希望各位仁德好孩子可以享受閱讀和學習的樂
趣，也歡迎大家前來找我聊天，分享你們的生
活趣事。期待和享受與你們相處的時光！

Hello! I’m Mr. Kam. I’m a new teacher this year. I 
teach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I love games, 
music, movies, traveling, and all kinds of fun activities. 
When you see me in school, don’t be shy, feel free to 
come to me and share your interesting stories with 
me. I’d love to hear them from you! See you soon!

Hi everyone! I’m Miss Li. This i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at YTCPS. I teach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I love hiking and watching movies in my 
spare time. Feel free to talk to me about your 
favourite movie or anything you like. Wish you all 
have a fruitful school life here!

Hi everyone! I am Miss Cheung and I am so excited to 
be your new teacher this year. I teach English and Music.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singing, playing the piano and 
watching movie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nowing more 
about you, so feel free to come and talk with me! Wishing 
you all a fruitful and amazing school year!

羅淑貞校長

	 學校已踏入 40 周年，校慶的主題是「感恩．傳承．共

獻愛」，你知道是甚麼意思嗎？除了感恩外，我們要承傳「仁

德」的優良品德—「關心每一個．關愛每一個」，更要傳承

愛心，以愛奉獻。校長期望「仁德」內每一份子都能做到「愛

近人如你自己」。讓我們都能懷著愛，本著同理心出發，多

走一步體察別人的需要，關愛弱小、服務別人，以愛德行動

來慶祝仁德校慶 40周年，讓這個 40周年成為富有特別意義

的一年。

	 本年度我們會繼續讓學生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經歷，掌

握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	—	真理、義德、愛德、家庭及生

命，並能於生活中實踐。「愛德」為本年度關注重點，我們

希望「仁德」的孩子們能在一個充滿愛的愉快環境中奠下人

生發展的良好基礎，建立自信和積極的人生觀，學懂尊重和

關愛別人之外，更能夠將這份愛帶給身邊的家人和朋友，長

大後更能將愛延續到社會 !

				在未來的日子，校長期望與老師及家長攜手同心，共同創

建一所持續進步的學校，培育更多「才德兼備」的人才以外，

更重要的是使「仁德」大家庭的每一個小孩都能在天主的祝

福下，睿智地健康成長。

	 祝各位平安健康，主愛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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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愛，

不可只用言語，

也不可只用口舌，

而要用行動和事實。

 ( 若一 3：18) 

甘 啟 健甘 啟 健

李 敏 凝李 敏 凝

余 家 銘余 家 銘

周 嘉 琪周 嘉 琪

 林 楚 瑤 林 楚 瑤

高 卓 文高 卓 文

陳 燕 玲陳 燕 玲

張 心 怡張 心 怡

陳 月 凝陳 月 凝

努 力 學 習努 力 學 習

我 的 新 朋 友我 的 新 朋 友

我 愛 小 息我 愛 小 息

我 們 長 大 了我 們 長 大 了 我 是 小 園 丁我 是 小 園 丁

閱 讀 多 樂 趣閱 讀 多 樂 趣

4
歌 頌 親 恩歌 頌 親 恩

學 習 奉 茶 的 禮 儀學 習 奉 茶 的 禮 儀

為 父 母 用 心為 父 母 用 心
預 備 小 禮 物預 備 小 禮 物

地址：屯門蝴蝶邨小學校舍第二座        網址：http://www.yantak.edu.hk
電話：2463 6171       傳真：2466 3660       電郵：info@yantak.edu.hk

FB QR codeFB QR code

Youtube Channel QR codeYoutube Channel QR code



3D 打印繪圖設計3D 打印繪圖設計
小小建築師小小建築師

~ 理想綠色城市~ 理想綠色城市
優異設計獎優異設計獎

六年級匯智 STEM六年級匯智 STEM
課程 ~ 智能溫室課程 ~ 智能溫室

Lego WeDoLego WeDo
初小編程興趣班初小編程興趣班

製作空氣製作空氣
淨化機淨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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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天主教小學 2021 至 2022 年度
校際活動 / 對外比賽學生獲獎紀錄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

成果分享齊參與成果分享齊參與

製作動物紙糊製作動物紙糊

趣味刮刮畫趣味刮刮畫流體畫創作流體畫創作

小一競技冠軍小一競技冠軍

飛起來了！飛起來了！

集中精神拋接豆袋集中精神拋接豆袋

男子組的男子組的
飛毛腿飛毛腿

故事人物扮演大賽故事人物扮演大賽

故事人物扮演大賽故事人物扮演大賽

好書推介好書推介
樂趣多樂趣多

親子說故事比賽親子說故事比賽

匯智藝術匯智藝術

運 動 日運 動 日

STEM 匯智課程STEM 匯智課程

設計卡通人物面譜設計卡通人物面譜

閱 讀 日閱 讀 日

DreamStarterDreamStarter
小五同學在 Dreamstarter 計劃中小五同學在 Dreamstarter 計劃中

透過行動及觀察，透過行動及觀察，
展示了他們對社區的關注，展示了他們對社區的關注，

更一起「發夢」更一起「發夢」
~ 設計不同的計劃~ 設計不同的計劃
為社區帶來改變。為社區帶來改變。

蔥炒蛋蔥炒蛋 製作製作
隔熱傘隔熱傘

製作神花獻給聖母製作神花獻給聖母

誦唸玫瑰經誦唸玫瑰經

* 獎項不能盡錄，詳情請瀏覽學校網頁

獎項詳情

初小組 亞軍

高小組 亞軍

推薦獎

初小組 金獎

初小組 銀獎

高小組 金獎

高小組 銀獎

高小組 銅獎

良好

優異

特等

初級組 入門

初級組 中等

初級組 良好

初級組 優秀

中級組入門

中級組 良好

中級組 優秀

高級組 中等

高級組 良好

高級組 優秀

金獎

高小組 冠軍

中文組 金獎

         得獎學生

3D 鄭梓晴 

4C 陳海晴 

6A 潘恩婷 

1A 郭晞雅 

1D 楊   霏 

4C 陳海晴 

6B 程晴晴 

4A 鍾　薏 5A 陳紫晴 5C 黃浚倬 5D 張欣怡 5E 馬文迪
6A 楊綽珈 6B 杜子琳 6C 黃梓桐

5A 雷紫晴 5B 黎卓殷 6A 屈靖玟 6A 宋樂瑤 6C 耿相宜
6C 黃梓桐 6C 麥國寶 6D 陳　洵

6A 呂晴天 6A 李諾恩 6A 莊佑航 6A 劉錕泓 6A 郭子朗
6A 莫凡毅 6A 曾天豪 6A 戴卓濠 6A 方宜筠 6B 李品源
6B 林　坤 6C 蔡子樂 6D 潭思彤

6A 楊綽珈 6B 杜子琳

1A 王楚元 1B 阮春宜

1C 蔡文希 2A 李昊晉 2B 陸衍諾

1D 楊  霏 2C 鄧雅柔

2D 詹靖雯 

3D 陳芊因

2D 詹靖雯 3A  房子辰 3B 溫家樂 4A 甘一伶 4B 葉曉彤 
4C 江靖橦 4D 崔石雋

3C 徐逸安 

6D  吳鎵充 

5A  蔡啟睿 5B  廖禹蕎 5C  江美詩 5D  關淑伶
5E  葉子文 6A  屈靖玟 6A  莊佑航 6C 黃梓桐 
6C 耿相宜 6D  陳  洵 6D  潭思彤

6B  程晴晴 6B  杜子琳

5B  廖禹蕎

5B  廖禹蕎 

5C  梁志略

範疇

中
文
 /
普
通
話

活動 / 比賽名稱

第六屆「老友鬼鬼」共融故事演繹比賽

第八屆屯元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第十一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2021 屯門區小學校際中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
中文作文比賽 2021

「香港小學普通話水準測試」(預試)

全港兒童朗誦挑戰賽 2022

第十四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粵語朗誦大賽

香港語文盃 2022

活動 / 比賽主辦機構

扶康會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嘉智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華書局（香港）、
香港管理學院

亞洲體育及藝術文化協會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港澳學術交流會

英文組
銀獎

Silver Medal

初小組
亞軍

5C 梁志略

5C 梁志略

3C 黃嘉信

香港語文盃 2022

VOS English 
Preliminary 2022

我的澳洲聖誕卡
設計比賽 2021

國際文化事業、
港澳學術交流會

國際文化事業、
港澳學術交流會

澳洲駐香港
總領事館

英
文

英
文

視
藝

、

個人賽
優異獎

一等獎

個人賽優異獎

良好獎

Grade3 初賽金獎

5E 彭浩然  6C 蔡子樂

3A 謝金明  3A 房子辰

5E 彭浩然  6C 蔡子樂

6C 陳永棟 6C 蔡子樂 6D 陳洵

3A 謝金明

數
學

第八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2022 華夏盃晉級賽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WMI2022 世界數學邀請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 中學組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

優異

初賽最佳表現獎

5A 蔡啟睿 5D 趙心塱 6A 戴卓濠 6A 莊佑航 6D 陳  洵

6A 莊佑航
常
識

第三屆屯元區小學
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STEM)

可藝中學

金章

流行舞及街舞小組群舞 銀獎

獨舞 高小組 優異獎

銀獎

高小組亞軍

芭蕾舞冠軍

銀獎

5C 夏柏希       6D 陳洵

3C 黃嘉信 5B 黃依程

5B 黃依程 

3D 陳芊因 

5B 黃依程 

2B 陸衍諾 

2C 鄧雅柔 2D 詹靖雯 2D 林梓翹 2D 羅靖妍
3A 容凱霖 3A 黃渃芯 3C 何思穎 3C 林秋兒 
3C 林珈右 3D 陳芊因 4B 梁凱冰 4B 梁煒晴
4C 江靖橦 4C 雷希悠 4D 杜天恩 4D 黃卓琳
4D 林汶慧 4D 李紫穎 4D 譚鈺熹 4D 馮梓祺
4D 劉旖桐

資科
訊技

表
演
藝
術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畫

第 14 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2021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節 SDMF 2021

燃亮新一代六週年校慶呈獻：
屯元天兒童舞蹈及朗誦比賽

第九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舞蹈比賽

舞蹈世界盃香港區外圍賽 2022

屯門區第三十六屆
舞蹈大賽

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兒童舞蹈教育推廣協會

香港音樂文藝協會

Jolly Kids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DWC Asia Company

屯門文藝協進會

Silver Award
 銅獎
 銅獎
 Pentel Award
 銀獎
 銀獎
 季軍

優異獎

冠軍

季軍

銀獎

金獎

冠軍

一等獎

二等獎

銀獎

亞軍

金獎

金獎

冠軍

銀獎

銅獎

金章

銀章

銅章

銀獎

銀獎

3D 鄭梓晴
 3D 鄭梓晴
 3D 鄭梓晴
 3D 鄭梓晴
 3D 鄭梓晴
 3D 鄭梓晴
 2C 郭亦嵐
 
2C 廖彥紛
 
1A 盧浚傑

1A 盧浚傑

3D 陳芊因

1B 陳宥鍀

2C 郭亦嵐

3D 陳芊因

1B 陳宥鍀
2C 郭亦嵐

4B 魏敏澄

3C 黃嘉信

2C 郭亦嵐

2B 陸衍承

3D 鄭梓晴

2C 廖彥紛

1A 鄧鎧晴 1C 譚莉葆 1C 韋映彤 1D 楊睎婷
2A 陳善希 2C 廖彥紛 3B 李妙涵 3D 蕭汶悅
3D 鄭梓晴 4A 甘一伶 4B 魏敏澄 5A 陳紫晴

1A 郭晞雅 3A 胡貝詩 3B 何海怡 4C 鄭海瑤
4C 張可悠 4D 李紫穎 4D 林汶慧 5B 黎卓殷
5E 蔡詩慧 6A 宋樂瑤 6B 陳巧蕎

1B 林卓穎 1D 關溢熺 2A 楊婉兒 2D 林慧妍
3A 葉子朗 4A 鍾薏 5D 李宥安

4B 魏敏澄

4B 魏敏澄

視
藝

Robotfest Hong Kong Robotdrawing Junior Primary
 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 2021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51st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21
 515 國際家庭日全港青少年繪畫比賽 2021
 夢想起航兒童創作大賽 2021
 IYACC The 13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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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兒童才藝社 2021 萬聖節繪畫比賽

Asia Kids Talent 2021 Halloween Painting Contest

童享快樂一刻繪畫比賽

第 5 屆 Go! 頑遊世界 繪畫比賽紙藝拼貼畫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第一屆八達通卡套設計比賽 ( 自由創作組 )

童享快樂一刻繪畫比賽

藝術新星插畫比賽 2021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上．文化周年繪畫大賽 2022

媽媽是我的 Super Hero 繪畫比賽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GNET STAR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

Pentel

GNET STAR

文化藝術教育發展協會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環球藝術發展中心

星島兒童才藝社

Asia Kids Talent

Artist Factory

Art Mazing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香港學界精英比賽活動交流協會

Artist  Factory

展翅藝術文化會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香港卓藝協會

小三至小四亞軍

小學初級組亞軍

冠軍 ( 牧童笛 )

西樂獨奏（管樂）金獎

鋼琴獨奏 ( 初級組 ) 金獎

鋼琴獨奏 ( 初級組 ) 銀獎

鋼琴獨奏 ( 中級組 ) 銅獎

鋼琴獨奏第三名

鋼琴兒童組銅獎

亞軍

季軍

4B 魏敏澄

4B 魏敏澄

4B 魏敏澄

4B 魏敏澄

4B 李悅洺

5C 郭  柔

4B 李天樂 6D 陳  洵

4B 李天樂

3D 蕭汶悅

3C 何思穎

3D 蕭汶悅

音
樂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單簧管）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2021 單簧管 - 小學初級組        

第十一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木管樂比賽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香港學界音樂大獎賽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組 )

音樂智能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青松侯寶垣中學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元朗大會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季軍

季軍

亞軍

亞軍

5B 廖禹蕎

5B 廖禹蕎

5E 柯泳妃

4A Princess

*
演
說

小五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小五、六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小五、六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講故事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7*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合共有 70 人報名參賽，當中 34 人為老師挑選及訓練，另 36 人為自行報名。66 人於賽事中
 獲得評分，除以上學生獲得一項亞軍及兩項季軍外，另有 49 名優良獎狀及 16 名良好獎狀。

準備募資，信心滿滿準備募資，信心滿滿

拯救海洋拯救海洋
齊齊做齊齊做

文化共融 - 手繪文化共融 - 手繪

LBD 常識科LBD 常識科

設計香港一日遊設計香港一日遊

夢想啟航禮夢想啟航禮

 

獎項詳情

女乙 200 米冠軍  

女乙 100 米亞軍  

女丙跳遠殿軍

男乙 60 米第五名

女乙團體亞軍

傑出運動員

Group F 40kg 冠軍

得獎學生

5E  樊安詠 

5B  黃依程 

4C  張靄淇 

5A  黎家希 

5B  郭穎詩 5B  黃依程 5B  林芷儀 
5C  蘇曉婷 5D 鄧詠晴 5E  樊安詠

5E  樊安詠

5B  林芷儀

範疇

體
育

活動 / 比賽名稱

屯門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2021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活動 / 比賽主辦機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3C 黃嘉信

5E 樊安詠

5B 黃依程

3C 黃嘉信

5B 黃依程

男子 100 米第一名

男子 60 米第二名

女子 400 米第一名

女子 100 米第一名

女子 200 米第二名

女子 100 米第四名

女子 60 米第八名

男子 60 米第一名 

男 100 米第一名

男子 1000 米第三名

女子 60 米第一名

女子 100 米第一名

女子 1000 米第三名

飛達春季田徑錦標賽 2022

飛達夏季田徑賽 2022

飛達夏季田徑賽 2022

飛達田徑會

飛達田徑會

飛達田徑會

入圍獎

優異獎

優異獎

3D 鄺翊軒 6C 蔡峻傑

3D 鄺翊軒 6C 蔡峻傑

3D 蕭文悅 5C 夏柏希

我的家故事創作大賽

《我的家故事創作大賽》結局創作大賽

「2021 新地齊讀好書」閱讀報告比賽

創意讀書會

夢想創意出版

聖雅各福群會

圖書 
/ 

閱讀

 優良獎狀

嘉許狀

6A 方宜筠         3B 曹天一

5A 蔡啟睿 5B  周嘉軒 5C 郭  柔 5D  郭暐濤 5E 鄭梓灝    
6A  莫凡毅 6B  李品源 6C  陳永棟 6D  黃煒舜

待人有禮好少年

成功有約屯門區
小學生獎勵計劃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及屯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及屯門民政事務處

公民
教育

8

將臨期祈禱禮將臨期祈禱禮

向耶穌聖心向耶穌聖心
獻上愛心獻上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