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主辦 

「第五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報告 

 

註冊團體 :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活動名稱 :「第五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推行日期 :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8 月  

受惠學生數目 : 200 人以上  

 

 

活動總結報告： 

 

本會一直致力於推廣創意閱讀教育。由本會主辦的「第五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

賽」( 勵進教育中心贊助 )，獲港小學生踴躍參賽。是次比賽旨在鼓勵小學生多閱讀中國歷史

及文化的圖書，鼓勵學校師生多認識國情，培養愛護國家及關懷民族的情操。透過提筆創作，

加深認識國史的興趣，並鼓勵小學生在閱讀圖書後，以創新及多樣化的模式表現閱讀感受。本

會會將佳作結集成電子書，上載本會網頁，供公眾欣賞，讓家長、教師、學生及公衆人士欣賞

小學生的創意。比賽專頁： http://hkair2015.wix.com/competition 

 

本屆比賽以中國歷史及文化為主題，鼓勵學生閱讀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圖書。閱讀報告的

題目自擬，但必須與中國歷史及文化相關。比賽共設 4 個組別，分別為初小組(P1-P3)及高小組

(P4-P6)，兩組均設有「立體 Lapbook 組」及「平面繪畫組」。 各組別均設有冠軍、亞軍、季軍

及多名優異獎，由教育界及文藝界的專家隊伍選評作品。得獎名單於 2022 年 8 月在本會網頁

內公佈，比賽的頒獎典禮於 8 月 6 日在愛國教育支援中心順利舉辦，多達 200 位嘉賓及獲獎學

生、家長及老師到場支持，典禮圓滿結束。 

 
 

http://hkair2015.wix.com/competition


比 賽 目 的 

 

比賽旨在鼓勵小學生多閱讀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圖書，鼓勵多認識國情，培養愛護國

家及關懷民族的情操。透過提筆創作，加深認識國史的興趣，並鼓勵在閱讀圖書後，

以創新及多樣化的模式表現閱讀感受。 

參 賽 資 格 本港就讀一至六年級的小學生。 

比 賽 規 則 -參賽者可自由選擇一本中文圖書，主題必須與中國歷史及文化圖書相關)，創作一份

閱讀報告，閱讀報告題目自擬。 

-每位參賽者必須以學校的名義參賽，透過學校推薦參賽。每位參賽者只可於每個組

別提交一份「創意閱讀報告」。 

-創意閱讀報告分為四個組別： 

初小組(P1-P3)「立體 Lapbook 組」：參賽者可從多角度為立體作品拍照，附以文字

說明。(不多於 8 幅照片) 

初小組(P1-P3)「平面繪畫組」：參賽者可以文字，附加插畫表達。(不多於 3 幅插圖) 

 

高小組(P4-P6)「立體 Lapbook 組」：參賽者可從多角度為立體作品拍照，附以文字

說明。(不多於 8 幅照片) 

高小組(P4-P6)「平面繪畫組」：參賽者可以文字，附加插畫表達。(不多於 3 幅插圖) 

 

*「立體 Lapbook 組」的製作紙模可於本會的比賽專頁下載：

http://hkair2015.wix.com/competition 

 

本會將就本比賽設網上 ZOOM 課，向報名參加比賽的老師提供有關 Lapbook 製作的

指導課，以便老師指導學生。教師 LAPBOOK 課網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sxE7qaYQpyfjF6N29 

 

 

 

 

提交作品數目：學校宜先進行校內比賽，再挑選學生參賽。(每所學校只可提交合共

最多 5 份作品)。 

獎    項 -各組別分別設有「冠軍」、「亞軍」、「季軍」及十名優秀獎，各得獎者將獲邀

出席頒獎典禮。另外，視乎作品質素設「嘉許獎」多名，「嘉許獎」得獎者可獲頒

發「電子獎狀」。「電子獎狀」為 PDF 格式，以電郵方式寄發給負責老師。學校

應將「電子獎狀」列印並頒發給獲獎學生。 

-各組獎品 :          冠軍( 獎盃、獎狀、書劵 200 元)   

                    亞軍( 獎盃、獎狀、書劵 200 元)  

                    季軍( 獎盃、獎狀、書劵 200 元) 

                    優秀獎 10 名 ( 獎狀及獎品 ) 

評 分 標 準 -創意 40%、內容 30%、表達技巧 20%、設計 10%。 

交稿日期：22/5/2022 前 

比 賽  評 判 孫惠芳女士(香港美感教育機構總監) 

http://hkair2015.wix.com/competition
https://forms.gle/sxE7qaYQpyfjF6N29


陳麗森小姐(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持續教育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黃金耀博士(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 

葉偉儀校長（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邱逸博士(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 

刁綺蓮女士（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助理校長及嶺南畫藝學會主席） 

梁崇任先生(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 

鄒立明副校長(鳳溪第一小學副校長) 

李安迪校長(天主教嶺島小學校長) 

韋婭女士(香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王添強(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總監、亞洲兒童青少年藝術節及劇場聯盟秘書長) 

袁玉瑛女士(視覺藝術家) 

朱穎詩女士(南山七小福作者) 

黃虹堅女士(教師、作家)  

賽 果 公 佈 得獎名單將於 2022 年 8 月在本會網頁內公佈。此外，本會會傳真或電郵各參賽者

的學校，通知賽果。作品分享：優秀作品將會上載本會網站，供公眾欣賞。 

 

第五屆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得獎名單) 

 

A 組： 初小組「立體 Lapbook 組」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名次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梁梓軒 冠軍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高梓宸 亞軍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戴程芯 季軍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鳳溪創新小學 鄧慧禎 優異獎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蔡希雅 優異獎 

培基小學 羅書研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鄧悅月 優異獎 

靈光小學 鍾爾信 優異獎 

靈光小學 趙偉淳 優異獎 

 

B 組： 初小組「平面繪畫組」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名次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蕭凱駿 冠軍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張豫翔 亞軍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雷司恆 季軍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關寶儀 優異獎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周倩盈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呂靜怡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徐嘉儀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謝沇錡 優異獎 

拔萃女小學 林思希 優異獎 

拔萃女小學 黃婧然 優異獎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黃可盈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蕭楚穎 優異獎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鍾楚謙 優異獎 

 

C 組： 高小組「立體 Lapbook 組」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名次 

伊利沙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陳芷喬 冠軍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歐柏樂 亞軍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譚晉傑 季軍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鳳溪創新小學 鄧子晴 優異獎 

迦密梁省德學校 傅信恩 優異獎 

迦密梁省德學校 鄭浩軒 優異獎 

聖安多尼學校 張證羽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陳睿 優異獎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黃謙喬 優異獎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鄭皓文 優異獎 

鳳溪創新小學 黃牧 優異獎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許志鈞 優異獎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何靜宜 優異獎 

 

D 組： 高小組「平面繪畫組」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名次 

拔萃女小學 黃榆婷 冠軍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李泓熙 亞軍 

嘉諾撒聖家學校 林落兒 季軍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李亮賢 優異獎 

拔萃女小學 何沛霏 優異獎 

嘉諾撒聖家學校 尹愷晴 優異獎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王琦 優異獎 

拔萃女小學 鄧琋謠 優異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陳沃浩 優異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鄒逸 優異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陳倩兒 優異獎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李穎思 優異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高興 優異獎 

 

註：所有參賽落選者，均獲發電子嘉許狀，負責老師宜列印，並頒發學生。 

 

 

優秀教師指導獎 

學校名稱 得獎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鍾絮蘭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鍾文靜 

鳳溪創新小學 梁嘉雯 

培基小學 陳錦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LI Suet Kiu  

靈光小學 胡雅盈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陳佩霞、陳天姿、唐雪雲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董雅詩 

拔萃女小學 呂美玲、張文欣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商華金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何譽雲 

伊利沙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劉嘉敏 

迦密梁省德學校 蘇兆敏 

聖安多尼學校 温敏儀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馮珊明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林韻詩 

嘉諾撒聖家學校 張老師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趙瑨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陳寶娟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侯莉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陳旭芬 

 

 

 

 

 



第五屆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典禮花絮) 

  
本會董雅詩會長致辭 會長與大會司儀曾子晴小姐合照 

  
學生獲得獎狀、獎盃、獎狀及禮物 到場支持者眾多，座無虛席 

  
頒發感謝狀予嘉賓及贊助機構代表 

楊學霖先生(勵進教育中心總幹事) 

創意教師協會有限公司梁麗嬋博士點評 

  
嶺南畫藝學會主席刁綺蓮女士點評 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梁崇任先生點評 



  
梁博士頒獎予獲獎老師 孫女士頒發高小組立體LAPBOOK組獎項 

  
梁先生頒發高小平面繪畫組獎項 楊先生頒發初小組立體LAPBOOK組獎項 

  
教育局李順儀主任頒發初小平面繪畫組

獎項  

刁女士頒發優秀教師指導獎項 

  
袁玉瑛女士頒發優秀教師指導獎項 本會理事們大合照 



 

結語： 

 

有鑑於疫情逐步回穩，本會今年開始復辦「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鼓勵學生多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今次的比賽是有成效的，雖在疫情及停課中進

行，亦能獲得多間小學支持，學生作品優秀，及多具創新之作，尤其 lapbook

組以全新形式展示閱讀報告，別開新面。(見附件：典禮場刊)及本會網頁。 

 

本會 FB： 

https://zh-hk.facebook.com/hkair2014  

本會網站： 

https://hkair2015.wixsite.com/reading  

本會比賽專頁： 

https://hkair2015.wixsite.com/competition 

 

本會特別感謝多位評判為學生及老師的作品作評審及指導，並感謝勵進教育

中心的贊助活動。多得各單位的配合，各理事的通力合作，無私貢獻。希望在未

來，各位繼續支持我們的活動！  

 

 

 

 

 

 

 



附件：典禮場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