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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屬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均積極推動專業發展，並在業

界的比賽中獲頒獎項，成就得到肯定。而本院亦先後舉辦不

同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及講座，部份屬校教師更獲邀參加專

業交流分享活動，與業界同工分享教學經驗，促進專業成

長。詳情請看頁7-9。

  過去一年，雖然疫情仍未穩定，但屬校教師及學生共同

抗疫，繼續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方法，維持有趣及豐富的學習

經歷，包括繪本製作、帆船訓練、參觀基建工程等。詳情請

看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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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英紀念中學榮獲「學校藝術教育獎」
校本創藝課程培育學生展潛能

  仁濟院屬學校一直致力推動全方位教育，為學生創設多元學習機會及體驗，讓他們盡展潛能。院屬董之英紀
念中學在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第十五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中，勇奪「學校藝術教育獎」，表揚其在校內積極推動

藝術教育並有卓越成績。

● 董中學生參加《澳門 20道風味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並進行拍攝

● 董中學生參與創藝工作坊—特技化妝班，並投入扮演不同的角色

● 微電影《停學不停愛》的拍攝花絮

  院屬董之英紀念中學（下稱「董中」）提倡「三
元教育」，以學術為本，並因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

輔以「創藝」和「體育」兩大專業培訓，藉此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及入讀大學的機會。

● 香港藝術發展局副主席楊偉誠博士（右二）頒發「學校藝術教育獎」
予董中

卓越表現

  董中於 2010年開展「創藝計劃」，斥資港幣
二百餘萬，改建一樓特別室為設備完善的實景片廠和

數碼剪接中心，以課外活動形式為參與計劃的學生提

供影音創作的培訓。2013年，由董中創藝老師及學
生攝製的作品《四季人生》是「創藝計劃」的實戰

成果，更是香港學界首部片長 90分鐘的足本電影，
迴響甚大。校方因而與多間大學建立伙伴關係，開

通「升大學直通車計劃」；其後的作品《回到起步

時》同樣成績不俗。為讓計劃惠及更多學生，董中於

2016/17學年起將「創藝課程」融入常規課中。

  在初中階段，學校將創藝元素滲入中文及英文
科。透過生動的學習形式如戲劇，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同時，在中一至中六級開設電影科，除進行經典

電影導賞外，更會循序漸進訓練學生撰寫劇本、運用

鏡頭、演戲及影片製作等專業技巧。彭綺蓮校長期望

「創藝課程」能提升學生欣賞藝術的水平及素養；並

透過影片製作學懂團隊溝通技巧，建立正向思維。

創藝元素	 走進常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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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學生實踐所學，董中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不同
的影片創作比賽，更屢獲佳績。在2020/21學年，憑
《重慶森林―疫章》在香港浸會大學「愛在世界靜

止時」手機短片創作比賽中奪得最高獎項―特別表

揚大獎；而微電影《停學不停愛》亦在香港電台「拍

片救地球」拍攝計劃中獲選為優秀作品。

  此外，董中學生已完成撰寫第三齣足本電影劇本，
現正等待疫情受控，便正式開拍，期盼再創佳績。

敢於創新	 實踐創藝夢



● 音樂老師教授六年級學生演奏原創的《星空樂園》

  此外，老師不但重新設計教學內容，更藉着殘疾音樂

家「三指鋼琴家」黃愛恩博士的奮鬥故事，培養孩子堅毅

意志，學會欣賞自己，為自己找到人生目標，為生涯規劃

作好準備。老師更為此比賽原創《星空樂園》歌曲，並與

六年級的同學一起演奏這首樂曲，完成這個單元的最終任

務—「生命合奏團」。

增加音樂趣味

● 學校邀請「三指音樂家」黃愛恩博士到校分享生命故事，主題
為「即使天生有缺憾仍不放棄追尋夢想」

  院屬陳耀星小學陳懿老師、王烘如老師及陳耀媚

老師以「生命教育」為主題，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

主辦2021年度「點滴成河—第二屆傑出生命教育

教案設計比賽」，並成功榮獲「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

計 」。學校一向將生命教育的元素融入不同的學習

經歷中，為生命教育繼續注入新思維與正能量。其中

在六年級校本生命教育的教學單元，教師將音樂科與

德育科結合，以「堅毅，讓生命有價」作主題，期望

發展學生在創作、演奏、聆聽的音樂能力及培養學生

正面價值觀。

重視價值觀教育

● 陳碧蘭校長（右一）與獲獎老師一同出席頒獎典禮

  長期計劃方面，學校將加強學生的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所需的素養，將生命教育單元的設計由單元性及單

科性的方向，發展至跨科性及全校性的縱向課程，將正確價值觀深植學生心底，建立學生的良好品格。

培育品格素養

卓越表現

陳耀星小學榮獲香港教育大學
「第二屆  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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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日常課程中持續滲入防災意識的元素，向

幼兒提供生活化的學習經歷。為進一步推動教師的專

業發展，學校更鼓勵教師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

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合辦的「幼稚園防災教

育教案設計比賽」。在2021年7月，學校K2班許嘉曉

老師很榮幸以《逃生三寶齊找到》的教案榮獲全場總

冠軍，成績令人鼓舞！其教學活動目的讓幼兒從角色

扮演遊戲中，與同學體驗火警逃生情景，並認識「逃

生三寶」。活動亦銳意將防火知識延伸至家中，加強

家庭成員預防火災的知識。
● 學校透過職場角色扮演遊戲，將生活情景融入遊戲中，讓

幼兒從體驗中學習

● 許嘉曉老師榮獲「幼稚園防災教育教案設計比賽」全場總冠軍 ● 學校一直善用社區資源，讓幼兒透過故事和遊戲認識消防安全
的重要性

● 張校長（右一）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中）、捐建人邱裘錦
蘭女士（左四）及一眾嘉賓在學校 40 周年校慶典禮中合照

● 張校長（後排左五）認為能與教職員團隊彼此亦師亦友，才能教學相長

院屬裘錦秋幼稚園∕幼兒中心張玉琼校長榮休
  張玉琼校長從事幼兒教育工作近40年，於2021年9月1日榮休，展開人生新階段。張校長自1992年晉升為裘錦秋幼

稚園∕幼兒中心校長，見證學校多次重大的改變，例如1995年的學校搬遷項目，由原址石蔭邨清拆重建，遷至葵涌安

蔭邨現址；為達致社署收生名額要求，學額由100人增至126人；又因應政府協調學前服務，於2005年將幼兒中心及幼

稚園兩類服務合併及註冊為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張校長強調：「每次的轉變和挑戰，也是一個學習機會」，她寄望學

校有更美好的發展，並祝福所有畢業生及幼兒前程錦繡。

卓越表現

院屬方江輝幼稚園∕幼兒中心榮獲
《幼稚園防災教育教案設計比賽》全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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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下稱「二中」）陳惠瑜同學於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下稱「文憑試」）中，考獲

最佳六科36分的成績，其中數學科奪得5**；英文、通

識、生物及化學科取得5*，更刷新了二中新高中學制以來

的最佳成績紀錄，令人鼓舞。惠瑜為人勤學謙遜，自言取

得優秀成績歸功於學校各科老師的用心教導。「努力學

習」和「調整好心態」亦是其成功的秘訣。

二中陳惠瑜同學文憑試考獲 36分
努力求學增見聞  平衡心態奪佳積

多元學習經歷  添知識增見聞
  陳惠瑜同學引述中國數學家華羅庚名言—「聰明出

於勤奮，天才在於積累」。「在二中的六年學習生涯中，

我從課堂學習了很多知識，亦有不同的課外學習機會，豐

富我的成長經歷，讓我更深入了解自己的能力、性格和興

趣。」惠瑜娓娓道來。在初中時，惠瑜參加了「香港中

文大學暑期資優課程—化學科」，那是她第一次踏足

大學的實驗室，不禁感嘆其規模和設備都與中學截然不

同。短短三日的課程不但深化惠瑜的化學知識和對科學

的興趣，亦讓她更嚮往大學的學習生活，燃點心中力求

上進的種子。

  惠瑜在中四時獲選參加仁濟蘇格蘭文化交流學習團，

前往當地學校上課學習，與寄宿家庭一起生活。在十天的

旅程中，惠瑜本來對自己的英文口語沒有信心，但當地學

生待她親切熱情，令她鼓起勇氣踏出舒適區，努力用英語

與人交流。惠瑜亦明白到只要有自信，抱持謙虛學習的態

度，便可以突破自己。

調整好心態  備戰文憑試
  「還記得初中的時候，我十分注重考試成績，務求每

科取得高分，甚至滿分。這種目標卻令自己倍感壓力，曾

數次在考試前夕感到身體不適，亦曾淚流滿面地溫習不喜

歡的科目。」惠瑜回首過去，直言感到既可笑又可悲。她

繼續說：「踏入高中後，我更了解自己不喜歡忙碌、不喜

歡壓力，便選擇用較輕鬆的方式。若心血來潮，會自動坐

在書桌前專心溫習；若心不在焉，便乾脆合上書本去休息

或打電玩。也許是這種自由自在的學習模式，令我學習更

具效率，在文憑試中取得比預期好的成績。」在備戰文憑

試的衝刺階段，惠瑜每天溫習四至五小時，其餘時間讓自

己有充足的休息和適當的娛樂，培養輕鬆的心態去考試。

始終考試除了考知識，也考心態。

學有所成  感謝身邊人
  放榜日當天，陳惠瑜同學得知文憑試成功奪星考得佳

績，感到很興奮，亦衷心感激家人和好友的支持，以及老

師們的用心教導，共同見證她在二中的六年學習生涯中的

成長。

  惠瑜成功入讀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系，立志成為一

位職業治療師，運用專業知識幫助社會上的有需要人士。

● 陳惠瑜同學於文憑試中取得佳績，自言勤奮、好心態及對老師
的信任是成功關鍵

● 陳惠瑜同學（右三）參加仁濟蘇格蘭文化交流學習團，與當地
學生互相交流

● 陳惠瑜同學參與中大暑期
化學科資優課程，投入進
行探究實驗

仁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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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朱文婷同學文憑試考獲佳績
三年艱苦奮鬥  終圓大學夢

  就讀於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下稱「林中」）的朱文婷同學於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下稱「文憑

試」）中，考獲七科29分，中文科及數學科更奪得5**及5級的佳績，成功入讀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朱文婷同學成為家中首位大學生感到莫名的興奮，同時她回想來港之初，以及三年以來的奮鬥和堅持，亦是百

般滋味在心頭。

感激教育之恩  立志作育英才
  朱文婷同學表示文憑試能考獲優秀成績，以及升讀自己

理想的學系，非常感激老師們有教無類、悉心關懷和諄諄教

誨，更立志成為一名出色的中文教師，春風化雨，以回饋母

校的教育之恩。

來港求學  四處碰壁
  朱文婷同學來自內地基層家庭，三年前隨父母移居

來港。由於文婷英文基礎較弱，在求學路上飽受打擊，

曾連續遭到十多所學校婉拒，最終獲林中取錄，升讀中

四。然而，文婷的修業之路並非自此一帆風順，反之難

關重重。

身兼兩責  自強不息
  「初來港時生活艱苦，爸爸從事地盤工作，原是

家庭主婦的媽媽也要兼職清潔工作幫補家計，而我除

了讀書，還要肩負照顧弟弟和煮飯的工作。」文婷每

天放學就趕往學校接弟弟放學；每星期抽三至四天，

每天約一小時輔導弟弟完成課業，但她依然毫無怨

言。「父母辛勞工作，我身為大家姐，有義務照顧弟

弟」文婷一邊說，一邊露出一抹淺淺的微笑。

  常言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英文能力

稍遜的文婷起初在學校英文支援班的聆聽練習中幾乎題

題漏空，連半分鐘的英語也說不上，令她感到自卑及沮

喪。文婷曾考慮外出補習提升英語水平，但平日需照顧

弟弟，時間上並不允許，所以她決心靠自己多下苦工，

細心聆聽教師指導，多閱讀英文刊物及勤做練習。在

中五時卻遇上社會事件及疫情，文婷被迫留在家中上網

課。狹窄的房間、窗外的嘈雜人聲，加上弟弟出於好奇

的無心打擾，文婷坦言難以集中學習，形成學習路上的

另一瓶頸，亦令自己焦慮不安。

  雖然面對種種不利情況，文婷深知不能蹉跎光

陰，要達成升讀大學的夢想必須努力不懈，勇往直

前。在疫情期間，文婷每天上完網課後，都會花上三

至四小時溫故知新；於備戰文憑試階段，她仍堅持每

天回校溫習和操練試題，週末則與一位師姐到咖啡店

複習；她在休息時間會閱讀小說或報刊，放鬆減壓之

餘，亦加緊學習遣詞造句。

● 朱文婷同學於文憑試考獲優秀成績，感激母校的教育之恩

● 「閱讀」是朱文婷同學舒緩學習壓力的好方法

● 朱文婷同學參加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 2019 獲得二等獎 
（此相片由 Oh! 爸媽拍攝）

仁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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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屬中小學法律講座
鞏固法律知識  優化學校管理

  仁濟法律顧問黃鎮南律師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

及 5 月 7 日為院屬中小學舉辦 2 場學校法律講座，與

51 名校董、校長及教師共同探討資助學校常見的僱

傭問題，並透過不同的處境個案分析，加強院屬中小

學法團校董會成員及學校管理人員的法律知識，進一

步優化學校的行政管理。

● 仁濟法律顧問黃鎮南律師（右）分享資助學校常見的僱傭問題

● 院屬中小學法團校董會成員及學校管理人員積極參與處境個案討論並發表意見

仁濟「國家安全教育」專題講座
強化學校角色  培育良好公民

  為加強各院屬學校校董及教職員認識「國家安全教育」中所擔當的角色與責任，本院於2021年6月11日在院屬

王華湘中學舉行仁濟「國家安全教育」專題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先生擔任主講嘉賓，主

題為「一國兩制」之下的「國家安全教育」。

  當天，77名仁濟董事局成員、來自11間院屬中小學的校董和教職員，以及仁濟社會服務部同工參與講座，彼此

探討學校如何在行政管理及學與教等範疇上有效推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從而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培育

他們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 仁濟董事局成員、屬校校監與講者鄧飛先生（右五）
拍照留念

● 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專心聆聽講者分享，並把握機會向講者提問

仁濟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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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黃子文總理（前排右二）、何力恒導演（前排右三）與
院屬教師一起欣賞《二次人生》電影

● 黃子文總理積極推動院屬教師發展活動，親臨出席電影欣賞會，
以示支持

● 何力恒導演（左）及黃子文總理（右）在放映後
與觀眾進行交流

● 教師向導演分享影片對師生關係上帶來的正面啟發

● 林李婉冰幼稚
園∕幼兒中心
教師與何力恒
導演拍照留念

  承蒙董事局黃子文總理贊助，是次教師發展

活動反應熱烈，超過145名來自10間的中小幼教師

及家屬好友參與。參加者除了可免費在2021年6
月18日及25日，欣賞甚具教育意義的電影外，何

力恒電影導演更在會場向觀眾分享了許多拍攝點

滴，互相交流，讓老師們更深入了解本電影的情

意。現與大家分享活動花絮及反思心得！

  導演說得對，每個人都會有老師，亦令我非常感謝

每一位在我人生出現的老師。現在，成為老師數載，亦

提醒我堅持信念，繼續薪火相傳，孕育下一代，用生命

影響生命。

邱詠鑾老師（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

  同為師表，頗有感觸，深明教育工作任重道遠……

戴志梅老師（蔡衍濤小學）

老師感言
  有些路途、有些事情，總得自己一個人走，因為每

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人生高呼一次」！承蒙黃子文總

理贊助，幸獲邀免費欣賞電影《二次人生》，令我獲益

匪淺。

黎愷欣老師（第二中學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主任）

仁濟熱話

聯校教師發展活動
包場觀賞《二次人生》電影 

08



  院屬友愛幼稚園∕幼兒中心應教育局邀請，於

2021年6月24日出席「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分享

會，以「認識中華文化和培育幼兒品德發展」為題，

與學前教育界同工分享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認識中

華藝術及文化，從而學習中國傳統美德的經驗，持續

培養學生實踐良好品格的正向態度。

文化教育滲入正規課程

  為實踐優質教育的使命，在學校持續更新課程的過程中，學校不僅推動知識管理，更不斷促進教師的專業

發展。2021年6月，院屬三間幼稚園∕幼兒中心的代表分別參加了不同的經驗分享會，與業界分享教學心得。

  院屬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參與賽馬會「童亮計劃」的學前綜合支援計劃(2018-2021)，計劃目的包括提升學校環

境設施、幼師進行評估及專業發展培訓。期間，學校於2019年9月26日接待英國牛津大學教授Dr. Kathy Sylva到校探訪，讓

教授認識香港學前教育運作環境及與業界互動交流。而林瑞貞校長亦獲邀出席於2021年5月29日的「幼兒教育新常態分享

會」，分享學校如何透過遊戲、學習環境和電子媒體等軟件及硬件，促進在疫情下「優質師幼互動」的成效。

訂定周詳發展計劃

● 林瑞貞校長（左一）在「幼兒教育新常態分享會」中與香港城市
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許娜娜博士（右一）一起分享「優
質師幼互動」的成效

● 林校長（左二）與到訪交流的英國牛津大學教授Dr. Kathy Sylva（左
三）及「童亮計劃」顧問甘秀雲博士（左一）於2019年計劃開展時
合照

● 教師分享文化教育對幼師在幼兒學習發展上帶來的正面改變

●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
女士（左二）與永隆幼稚
園∕幼兒中心黎鳳霞校
長（右二）於價值觀教育
頒獎典禮合照

  院屬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以「正向心靈齊抗疫」培

育計劃，參加教育局的「我的行動承諾」活動，引導幼兒

勇於面對逆境，培養積極樂觀心態。活動短片更榮獲教育

局「疫情反思」—學校推動經驗短片分享比賽獎項，學

校代表於2021年6月29日出席2020/21價值觀教育頒獎典

禮暨「我的行動承諾」成果分享會。

宣揚正向抗疫訊息

仁濟熱話

院屬幼稚園代表
聯繫業界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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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學聯合畢業典禮
  是年度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為減少人群聚集，仁濟院屬中小學聯合畢業典禮改以預錄形式進行。

  本院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SBS, JP擔任主禮嘉賓，並錄製致辭片段，勉勵畢業學生勇於走出自

己的舒適圈，放眼世界，把握每一個機遇。

  仁濟院屬中小學在2021年7月上旬分別於校內舉行畢業典禮。除播放聯合畢業典禮錄影片段外，還頒發畢業證

書及不同獎項，包括仁濟獎學金、仁濟卓越表現獎及優異表現獎等。

● 院屬中小學畢業生代表致惜別辭● 院屬王華湘中學邱少雄校長代表致送感謝狀予主禮嘉賓香港教育
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 SBS,JP

仁濟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聯校畢業典禮
  本院每年均會為屬下12間幼稚園舉行聯校畢業典禮，2020/21學年邀得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

及致訓辭，向443名畢業生送上祝福。早前縱受疫情影響，屬下幼稚園亦持續為學生準備在家學習的活動，並為學生

推行「小手作及資源套計劃」及「贈書計劃」，讓幼兒達至從遊戲中愉快學習。

●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向畢業生致訓辭，讚揚機構將德育
教育的理念帶入學校。

● 董事局教育委員會主席張文嘉博士於歡迎辭片段中，分享學校
在教與學方面的優秀表現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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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獲禁毒基金撥款支持，由教育部及社會
服務部聯合推展院本無毒教育活動「活出真我‧

繪本世界」，5間參與的院屬中學學生與長者進
行真情對話，並以其生命故事為藍本，創作小組

繪本，從不同角度感受及反思人生。

● 學生合力組裝小型帆船，準備
乘風破浪

● 學生體驗揚帆出海的樂趣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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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真我 ‧ 繪本世界」
學生創作心靈繪本 不同角度感受人生

● 二中學生乘坐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專船考察「將軍澳連接路及跨灣大橋」工
程項目，並前往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參觀

生學 聲心

院屬學校繪本作品

林百欣中學 《人生如戲》

第二中學 《生活在學習之中找尋樂趣‧燃亮我的銀髮歲月》

董之英紀念中學 《打著毛線的小日子》

靚次伯紀念中學 《滋養心田的老師》

王華湘中學 《碟影人生》

  這次繪本活動令我學習到很多
美術知識，原來取材於真實故事會令

作品更有深度。同時，有機會和藝術

家交流，亦讓我大開眼界。 林百欣中學
廖渝鏵同學

  由一開始構思繪本內容，再思考如何用構圖
來表達一個故事，以至顏色運用，從中我體驗了

繪本創作的整個流程，亦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相信是次經驗對將來創作其他作品有莫大幫

助。在繪本活動期間，我除了認識到廣東彩瓷的

傳統文化外，亦感受到張師傅對廣東彩瓷的熱愛

及其堅毅精神，實在是受益匪淺！

王華湘中學
黃靈慧同學

  這次繪本活動是值得回味的事
情。無論是採訪王婆婆，還是繪圖階

段，都讓我印象深刻。王婆婆的故事

沒有如電視劇般大起大落，反而很平

常，讓我感覺特別溫馨，很榮幸能繪

畫出王婆婆美好的人生。

第二中學
楊詩語同學

屬校暑期活動巡禮
  今個夏天，仁濟師生海陸暢遊，玩盡
暑假。

  為拓展學生視野，院屬第二中學 20名
高中理科學生參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暑期遊

學團。學生透過參觀九龍灣工務中央實驗

室、考察將軍澳連接路和跨灣大橋施工及

塱原自然生態公園等，從中認識建設工程

為香港所帶來的社會效益。

  此外，12名來自院屬羅陳楚思小學及
蔡衍濤小學的學生於 8月下旬參與由香港
遊艇會慈善基金會贊助的小型帆船訓練課

程，學習船隻的裝嵌方法，並親身體驗揚

帆出海的樂趣。



  每年仁濟醫院董事局均會為「仁濟教育服務基金」籌募經費，以支持仁濟推展教育服務計劃，以及協
助各屬校提供多元課程及優質教育。歡迎大家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募捐行動︰

•	網上捐款	

可登入仁濟醫院網頁 www.yanchai.org.hk 以信用卡或 Paypal 捐款

•	八達通流動支付

可下載八達通 App，隨時隨地使用八達通卡、O!ePay帳戶或八達通流動電話卡作網上捐款

•	親身捐款

可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攜同捐款（支票∕信用卡∕現金）到仁濟醫
院董事局辦事處會計部辦理

•	劃線支票捐款

可將抬頭「仁濟醫院」的劃線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往仁濟醫院董事局辦事處會計部

•	仁濟全年捐款專線：187	2828

備註︰捐款港幣 $100或以上者，可憑本院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須提供姓名及聯絡方法）

電郵︰ board@yanchai.org.hk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仁濟街 7至 11號 C座 10樓仁濟醫院董事局會計部

請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
仁濟教育 學生為本 服務多元

八達通流動支付

活動預告

第 24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對  象：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獎  勵：共設 60個獎額

 每項得獎計劃可獲 $5,000津貼

截止日期：2021年 10月 8日

第八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對  象：全港小學生（初小組∕高小組）

獎  勵：入選總評的參賽學生可獲獎狀、

 獎牌及獎金

報名日期：2021年 9月 25日至 11月 13日

大會網頁： 大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