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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愉快學習，帶出正面信息，

讓孩子不操不忙，開心增值。為推廣愉快學習，帶出正面信息，

讓孩子不操不忙，開心增值。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校長：高群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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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畢業生升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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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將繼續發揮所長，於中學盡展潛能。畢業生將繼續發揮所長，於中學盡展潛能。

外籍老師教授英語外籍老師教授英語
邀請區內幼稚園到校表演

親子一同體驗iPad課堂活動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中學

小學

幼稚園

老師指導幼稚園同學打壘球的姿勢
活潑的英語唱遊令同學樂在其中

賴偉盛

 溫煒坪

鄭婷文

蘇翠瀅

庄士坤

 蔡瑋洪
 江鎮東

吳睿妍  吳澤欣 

李楚鳳

陳俊景

用自製的七彩樂器享受音樂的奇妙。

幼稚園小朋友及家長們蒞臨本校體驗小學課堂，課程內容豐富及具趣味！包括STEM
探究、英語溝通訓練、電子學習、體藝活動、培養閱讀興趣、參與數理常識挑戰等，
同學們在課堂中獲得多元化的知識，為升讀小學做好準備！

小學親子體驗課程小學親子體驗課程
大埔及區外英文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王肇枝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恩主教書院
聖公會陳融中學
風采中學

羅定邦中學
大光德萃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大埔三育中學
升讀開設英文班的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救恩書院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才藝表演暨親子同樂日才藝表演暨親子同樂日
幼稚園小朋友和本校學生大展才藝，家長與小朋友
一起玩攤位遊戲及參與各項體驗活動。

2019年本校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一年級
兩位均於19-20年度考獲英文科全級首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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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讀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一年級

於19-20年度考獲全級首十五名及
英文科全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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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20年度考獲全級首十五名及
英文科全級第三名

2018年本校畢業生
現就讀迦密柏雨中學 二年級
延續於小學建立的音樂基礎

積極貢獻中學中樂團

2018年本校畢業生
現就讀迦密柏雨中學 二年級
延續於小學建立的音樂基礎

積極貢獻中學中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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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讀聖公會陳融中學 二年級 
於18-19年度考獲全級第四名及

中文科、科學科、地理科全級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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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科學科、地理科全級第二名

2018年本校畢業生
現就讀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年級

自小接受本校排球隊重點訓練
並於中學排球隊擔任副攻手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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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大埔及北區排球學界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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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本校畢業生
現就讀王肇枝中學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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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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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欣賞文化，提升學生自信倡導欣賞文化，提升學生自信
本校積極宣揚欣賞文化，以「欣賞別人」為德
育主題，透過老師和同學的正面回饋，鼓勵學
生建立正向行為，以「多讚賞、少責備」的
教育方式，營造關愛、愉快的校園氣氛。

欣賞別人獎勵計畫欣賞別人獎勵計畫
每位學生都獲發一本精美的欣賞別人獎勵
冊，同學只要作出了正面的行為，都會得
到校長或老師蓋章獎勵，便能透過「扭蛋
機」換取豐富的獎品。

欣賞展板遍及校園
學生無論在課室，還是走廊上，都可以時刻記得
要欣賞別人，把欣賞文化深深地融入生活中。

校長教師欣賞蓋章，表揚好人好事。

《今日校園》傳媒報導

《親子王》傳媒報導 《mami daily》傳媒報導

欣賞文化
Culture of Appreciation

同學已經完成Level 1的挑戰
扭蛋換取禮品，很厲害呀！

扭蛋機

感謝星島教育傳媒報導

“Show＂ Proud of You網上才藝表演“Show＂ Proud of You網上才藝表演
為了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依然能夠各展所長，本校特意收集同學在家中拍攝的才藝表
演片段，結果共收集了過百條學生才藝短片，讓同學能互相欣賞，發放正能量。

欣賞文化
Culture of Appreciation

觀看網上才藝表演短片

5A 麥曉晴 劍術 正能量銀獎

5A 馬滋琳 揚琴 最佳表演效果獎

2D 葉景鋒 魔術 最具創意獎
1A 蔡鈞喬 梅花拳
最佳表演效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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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文化
Culture of Caring

電子化互動溝通平台

各班均設
雙班主任制

陽光電話及
網上通訊群組，

定期與家長聯絡。

關愛文化
Culture of Caring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本校重視家校合作，成立家長教師
會二十六年，藉着加強彼此溝通，
定期舉辦家校活動，讓家長及學校
緊密聯繫，更好地共同培育學生。

成長支援成長支援
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學生成長，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及支援，提升學生獨立自理
能力、自信心及學習動機。

學習支援計畫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年級         課程及計畫

小老師輔導計畫一、二年級

英文輔導及託管班一、二年級

中文、英文、數學
提升班、躍進班、達標班一至六年級

教育局中文分層支援計畫一至六年級

故事先鋒一、二年級

年級         課程及計畫

二至六年級 設立精英班

拔尖計畫

二至六年級 劍橋英語班

五年級  增益班

四至六年級 奧林匹克數學班

6A 何睿晴同學
劍橋英語成績考獲滿分

6A 何睿晴同學
劍橋英語成績考獲滿分

3B廖展勤 2A廖熙賢家長感言
　　學校為學生提供優質、豐富而多元的學習經驗，讓同學具備智慧和積極正面的價值觀。校
園裏充滿歡樂的學習氣氛，老師專業的教學令學生對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擴闊了同學的個人
視野與成長，亦為我們的子女日後立身處世作了正面的準備。
　　我們特別欣賞英語教學上安排不同的活動去鼓勵同學探索英語，就如逢星期三的「英語故
事日」，透過外籍英語老師向同學講授英語故事，增加聆聽英語的機會，並增強同學將英語應
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信心。另外，我們亦與家長們一同到學校籌辦活動，在節日慶祝和學校開
放日時，大家互相分享經驗，交流子女學習的心得。家長、學生與老師相處十分融洽，令我們
的子女能輕鬆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感恩子女能在這所充滿活力和關愛的學校中學習，期待學校、老師、同學和家長繼續努
力、一同成長。

5A鍾睿基 2C朱小睿媽媽家長感言
　　兒子剛入讀小一時，我們對學校不太了解，但是隨着兒子和女兒在這數年間的成
長，我們愈來愈加深了對學校和老師的認識，同時也愈來愈欣賞吳禮和學校。例如：
老師非常關心同學，不論是學生的學習表現，以至健康情況，都時常跟我們溝通；對
於家長提出的問題，能耐心地聆聽，盡力幫忙解決我們的疑難，態度和藹可親。總而
言之，子女在吳禮和學校就讀，使我很放心，我也很感恩學校對孩子的培育。

5A 廖思嘉家長感言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孩子們的學習方式。然而，學校應變力強，很快便
作出調整，推出網上課堂。我特別讚賞學校不僅重視孩子的課程學習，還鼓勵孩子全方位
發展，培養孩子積極參與的責任感。例如：「為醫護人員打氣」的活動，讓孩子通過錄製
影片、繪畫表達心裏的想法，讓孩子意識到香港各行各業是一個整體，大家都不是孤軍奮
戰的。我在陪同孩子創意繪畫、拍攝影片的時候，也體會到學校老師的用心良苦，實在非
常感動，謝謝您們！

愛心卡設計比賽愛心卡設計比賽 親子盆栽種植比賽親子盆栽種植比賽母親節頌親恩活動母親節頌親恩活動

18-19年度畢業生 江鎮東家長感言
　　在孩子入讀小學之前，我們對學校不太熟悉，但自從上學第一天，看到吳禮和學校
的老師們親自接送孩子們上校車，我們就堅信這是一所充滿愛心及責任感的學校。
　　果然，治學嚴謹的校長、嚴肅活潑的主任，加上各級老師孜孜不倦的教誨與關懷，
兒子度過了六年的快樂時光。在學校的培養下，兒子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子，悠然變
成了明事理、有責任感、有抱負、有愛心的少年，並實現理想，升讀鄧顯紀念中學。作
為家長，我們真心感恩吳禮和學校，感謝您們辛勤的付出。

3B吳紫琦 1B吳雨澤爸爸家長感言
　　轉眼間一個學年過去了，在這一年裏小朋友遇到不少學習上的困難，我也只可以跟他說：
「萬里人生路，這只不過是你的第一步！」回想兒子剛剛升上小一時，我的小孩不論對校規或
是學校生活都很不適應，幸好幾位科任老師和學校社工盡心盡力地教導和照顧學生，各位老師
也很積極和家長溝通，了解學生的真正需要，使我的孩子在短短一年間大有進步，對學習也很
認真及主動，這一切都是老師悉心照顧和熱心教導得來的成果。
　　每一次去學校見到許多老師是我未必認識的，但他們都會點頭微笑。還記得去年因為社會
事件，令小朋友在上學路上可能會遇到一些風險。在那段時間，我每天早上七時半就看到校長
和幾位老師在學校對面的馬路等候在上學路途中的學生，讓學生能安全回校。感恩校長帶領各
位老師悉心教導及照顧全校每一位學生。
　　希望來年各位學生不斷進步，在此祝全體學校老師和學生，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家長義工
協助學生活動

家長義工
協助學生活動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親子旅遊親子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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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去學校見到許多老師是我未必認識的，但他們都會點頭微笑。還記得去年因為社會
事件，令小朋友在上學路上可能會遇到一些風險。在那段時間，我每天早上七時半就看到校長
和幾位老師在學校對面的馬路等候在上學路途中的學生，讓學生能安全回校。感恩校長帶領各
位老師悉心教導及照顧全校每一位學生。
　　希望來年各位學生不斷進步，在此祝全體學校老師和學生，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家長義工
協助學生活動

家長義工
協助學生活動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親子旅遊親子旅遊



關愛文化
Culture of Caring

訓輔活動訓輔活動

風紀及清潔糾察

本校採取「訓輔合一」理念，不但重視訓育
紀律，更重視學生輔導成長。透過多
元化的訓輔工作和活動，培養學生正向價值
觀，讓學生在關愛的校園文化中健康成長。

網上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

歷奇活動

幼童軍生活體驗營

STEM教育
STEM Education 科技助探知 創新鮮構思

全班式課程：STEM活動課　跨學科活動

課後興趣小組：英語科學俱樂部　STEM MAKER 機械人小組

：大專院校專業支援計畫及專業學習社群
　校外比賽　創科展覽　拔尖課程　工作坊　訓練營

校外支援

STEM MAKER英語科學俱樂部

STEM比賽

親子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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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
參觀
教育性
參觀

境外交流境外交流

視藝科活動視藝科活動 綜藝科活動綜藝科活動音樂科活動音樂科活動

「一帶一路」泰國交流團
泰國古城七十六府

「一帶一路」泰國交流團
泰國古城七十六府

港莞穗姊妹學校交流計畫
接受劍擊隊的隊員們認真的指導

港莞穗姊妹學校交流計畫
接受劍擊隊的隊員們認真的指導

北京考察交流團
祈福的彩旗下留下我們的身影

北京考察交流團 
祈福的彩旗下留下我們的身影

雲南教育交流團 欣賞玉龍雪山的壯觀雲南教育交流團 欣賞玉龍雪山的壯觀

一年級 益力多乳品廠

二年級 港鐵安全體驗天地
三年級 香港公園

四年級 九龍公園暨種植活動

五年級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六年級 米埔自然保育區一年級 益力多乳品廠

二年級 港鐵安全體驗天地
三年級 香港公園

四年級 九龍公園暨種植活動

五年級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六年級 米埔自然保育區

海南省考察交流團
來到「三亞千古情景區」，
體驗熱情歡快的草裙舞。

海南省考察交流團
來到「三亞千古情景區」，
體驗熱情歡快的草裙舞。

歌唱比賽全校學生投票歌唱比賽全校學生投票

西安歷史文化考察團 製作兵馬俑西安歷史文化考察團 製作兵馬俑

憑歌寄意，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憑歌寄意，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

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

吳冠中中國繪畫先導計畫吳冠中中國繪畫先導計畫

冬至搓湯圓活動冬至搓湯圓活動

戲棚粵劇齊齊賞戲棚粵劇齊齊賞

全方位學習活動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全方位學習活動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英文科活動英文科活動

English Football CompetitionEnglish Football Competition

e-lear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s with NET
e-lear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s with NET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DramaEnglish Drama

Fun English Day CampFun English Day Camp

Halloween Fun DayHalloween Fun Day

為全體學生提供互動、開放及愉快的環境，寓學習於遊戲，傳揚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華文化日中華文化日

大家齊來猜燈謎大家齊來猜燈謎 展示自製的賀年吊飾展示自製的賀年吊飾 學生穿著不同的中國傳統服裝學生穿著不同的中國傳統服裝

Language Arts DayLanguage Arts Day

We provide various kinds of 
English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Costume Cat Walk ShowCostume Cat Walk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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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考察交流團
來到「三亞千古情景區」，
體驗熱情歡快的草裙舞。

海南省考察交流團
來到「三亞千古情景區」，
體驗熱情歡快的草裙舞。

歌唱比賽全校學生投票歌唱比賽全校學生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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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歌寄意，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憑歌寄意，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

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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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搓湯圓活動冬至搓湯圓活動

戲棚粵劇齊齊賞戲棚粵劇齊齊賞

全方位學習活動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全方位學習活動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英文科活動英文科活動

English Football CompetitionEnglish Football Competition

e-lear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s with NET
e-lear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s with NET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DramaEnglish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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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ween Fun DayHalloween Fun Day

為全體學生提供互動、開放及愉快的環境，寓學習於遊戲，傳揚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華文化日中華文化日

大家齊來猜燈謎大家齊來猜燈謎 展示自製的賀年吊飾展示自製的賀年吊飾 學生穿著不同的中國傳統服裝學生穿著不同的中國傳統服裝

Language Arts DayLanguage Arts Day

We provide various kinds of 
English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Costume Cat Walk ShowCostume Cat Walk Show



全方位學習活動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校外支援計畫校外支援計畫

一至六年級

一至二年級

一至三年級

科目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年級

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

數學數學

常識常識

視藝視藝

中文分層支援計畫

吳貫中藝術教育先導計畫 (HKEdU, HKMOA)

創意學生獎勵計畫 (HKSEA)

「促進學生適性化學習」— 優化評估課業網絡學校

「全班優化教學」、「小組支援教學」

「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畫」（PEEGS）-- 
Learning Phonics Through Language Arts (從文學中學拼音)

五年級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畫

二年級

在常識科實踐STEM教育，提昇學生學習科學
科技及數學的效能

四年級

二至五年級

課程統整活動課程統整活動

專題研習計畫專題研習計畫
學生由老師帶領下進行小組跨學習領域專題研習，讓學生能藉此掌握口頭報告的內
容組織結構，提高說話技巧及表達能力。

設計健康又美味的餐單分享學習健康飲食的成果 學生正在進行踏台階活動

在電腦室進行3D打印專題研習工作坊 老師細心指導學生 學習氣氛濃厚

全方位學習活動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學術

體育

音樂

藝術與舞蹈

制服及慈善團體

書法、普通話演藝、STEM MAKER、英語科學俱樂部、
英語話劇、數學精英、開心學英語、校園小記者

男女子排球、高爾夫球、英語足球、籃球、手球、武術、
跆拳、女子壘球、花式跳繩、詠春、躲避盤、田徑

中樂團、步操樂隊、口琴隊、歌詠

美藝創作、西方舞、中國舞、皮藝、
陶藝、獅藝、園藝小農夫

交通安全隊、幼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

手球手球

中國舞中國舞

交通安全隊交通安全隊

中樂團中樂團

西方舞西方舞

英語話劇英語話劇

皮藝皮藝

興趣小組興趣小組

園藝小農夫園藝小農夫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及活動，以培養學生進行高層次思考及提升思維能力。
男子排球男子排球

美藝創作美藝創作

書法書法

四年級

在常識科中實踐科學探究

STEMSTEM 結合自主學習與課程為本跨學科STEM教育 四至六年級

Using e-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ers＇assessment literacy 

(電子學習與評估素養 )

一至三年級

四五六年級

二至五年級

TEL.com “Seed＂ project --Text types & E-Learning (電子學習)

英語足球英語足球

普通話演藝普通話演藝

獅藝組獅藝組

躲避盤躲避盤

高爾夫球高爾夫球
陶藝陶藝

武術組武術組

步操樂隊步操樂隊女子壘球女子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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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學校桌椅大改造
傑出作品獎

校外比賽佳績
External Awards

停課不停學
Suspending Classes without Suspending Learning

Puppetry Competition ChampionFirst Prize

中國舞組參加學校舞蹈節比賽

創意學生獎勵計畫
鑽石章及傑出作品獎

網上學習網上學習 本校在停課期間有系統地階段性提供主科及術科教學
短片。老師們用多種不同呈現方式及多媒體的輔助，
令學生在家中學習知識，體驗課堂樂趣。

短片教學短片教學

在停課期間，本校每個階段都安排實時教學，讓學生能即時學習，即時鞏固所學，
即時獲得回饋。

視像實時教學視像實時教學

STEM
課程

英文課英文課
數學課數學課

音樂課音樂課

網上英文學習支援計畫

本校外籍老師Ms Heather及Mr Kiat錄製
的STEM課堂獲《星島教育》傳媒報導。

在復課後，為照顧未能返校的學生，本校每級均設有網課班，學習進度和已返校的學
生一樣，讓未能返校的學生能持續學習。

小麥姐姐講故事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銀獎

大埔區小學校際男子排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

常識課常識課

《星島教育》傳媒報導

視藝作品視藝作品

朗誦朗誦

學

術

2019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銀獎及最具風采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冠軍、普通話獨誦冠軍及亞軍、中文獨誦季軍
第十一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比賽：
散文組冠軍、古詩組及新詩組亞軍
第十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英語獨誦冠軍、普通話獨誦冠軍及亞軍

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一等獎
 「菁英盃」現場作文比賽總決賽榮獲狀元獎寫作寫作

PuppetryPuppetry

STEMSTEM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9- First Prize

小學無人機任務挑戰賽：個人賽冠軍、團體賽亞軍
科技奧運會《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一等獎
田宮模型全港遙控車足球比賽：冠軍
教育大學舉辦的綠化大廈設計比賽：冠軍

排球排球
大埔區小學校際排球賽男子組冠軍及女子組亞軍
代表大埔區參加全港小學校際排球賽男子組獲季軍及2名
隊員獲選為傑出運動員
代表香港參加粵港澳大灣區校際排球精英邀請賽，第3名

校際田徑賽(大埔區)：共獲2個冠軍、3個亞軍、3個季軍、
1個殿軍及3個團體獎盃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壘球冠軍(代表大埔區)
本校至今仍保持大埔田徑賽大會紀錄的項目有
男甲：100米、200米、400米、跳遠
男乙：200米、4X100米、跳遠
女甲：推鉛球

田徑田徑

跳繩跳繩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9：
共獲3冠軍、3亞軍、2季軍、1殿軍

書法書法

大埔區己亥年新春書法比賽獲冠軍及亞軍
第二屆中華翰墨情兩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賽小學組優等獎
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
中小及高小硬筆組冠軍、小三、小四毛筆組冠軍
(共3冠1亞1季1優異及全場總冠軍)

中樂：聯校音樂大賽2020中樂團（小學組）獲金獎
MUSIC@E-CONTEST最受歡迎影片比賽獲DISTINCTION（卓越獎）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連續兩年獲銀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笛子初級組冠軍、鋼琴五級季軍
口琴：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冠軍

音樂音樂

視覺
藝術
視覺
藝術

舞蹈舞蹈

 「大埔城鄉共融迎中秋2019」花燈設計比賽：
獲冠軍、亞軍及季軍
 「紫荊吐豔耀香江」視覺藝術繪畫比賽：
獲金獎及全場最優秀作品獎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冠軍、優異獎及入圍獎
創意學生獎勵計畫：
金獎、傑出作品獎鑽石章、最受公眾歡迎獎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學校桌椅大改造」傑出作品獎

西方舞：香港學校舞蹈節獲甲級獎、大埔區校際舞蹈比賽銀獎
中國舞：香港學校舞蹈節獲甲級獎

籃球籃球

獅藝獅藝

第十六屆馬振玉體藝邀請賽(三人籃球)：碗賽亞軍

第25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優勝獎

體

育

藝

術

3B 藍育維

2B 周旭鈱

圖書課

主題：《學會閱讀、學會學習》

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合辦了網上親子閱讀講座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學校桌椅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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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至今仍保持大埔田徑賽大會紀錄的項目有
男甲：100米、200米、400米、跳遠
男乙：200米、4X100米、跳遠
女甲：推鉛球

田徑田徑

跳繩跳繩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9：
共獲3冠軍、3亞軍、2季軍、1殿軍

書法書法

大埔區己亥年新春書法比賽獲冠軍及亞軍
第二屆中華翰墨情兩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賽小學組優等獎
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
中小及高小硬筆組冠軍、小三、小四毛筆組冠軍
(共3冠1亞1季1優異及全場總冠軍)

中樂：聯校音樂大賽2020中樂團（小學組）獲金獎
MUSIC@E-CONTEST最受歡迎影片比賽獲DISTINCTION（卓越獎）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連續兩年獲銀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笛子初級組冠軍、鋼琴五級季軍
口琴：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冠軍

音樂音樂

視覺
藝術
視覺
藝術

舞蹈舞蹈

 「大埔城鄉共融迎中秋2019」花燈設計比賽：
獲冠軍、亞軍及季軍
 「紫荊吐豔耀香江」視覺藝術繪畫比賽：
獲金獎及全場最優秀作品獎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冠軍、優異獎及入圍獎
創意學生獎勵計畫：
金獎、傑出作品獎鑽石章、最受公眾歡迎獎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學校桌椅大改造」傑出作品獎

西方舞：香港學校舞蹈節獲甲級獎、大埔區校際舞蹈比賽銀獎
中國舞：香港學校舞蹈節獲甲級獎

籃球籃球

獅藝獅藝

第十六屆馬振玉體藝邀請賽(三人籃球)：碗賽亞軍

第25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優勝獎

體

育

藝

術

3B 藍育維

2B 周旭鈱

圖書課

主題：《學會閱讀、學會學習》

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合辦了網上親子閱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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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愉快學習，帶出正面信息，

讓孩子不操不忙，開心增值。為推廣愉快學習，帶出正面信息，

讓孩子不操不忙，開心增值。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校長：高群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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