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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校訊

本年度跨科學習日，我們十分榮幸能夠邀請到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撥冗來臨，與同學輕鬆暢談成功之

道，讓同學明白成功的三大要訣：做人要有目標，目光要

遠大、為追求理想及興趣而終生學習。沈校長隨後即席揮

毫，示範寫揮春，畫山水畫，更手把手的指導同學寫揮

春。同學們除了親身體驗多姿多采的中國文化外，更非常

欣賞親切、幽默的沈校長呢！

沈祖堯校長與我們沈祖堯校長與我們沈祖堯校長與我們沈祖堯校長與我們沈祖堯校長與我們有個約會

6A班陳曉君同學繪畫牡丹絹扇送贈
沈校長，代表學校感謝他撥冗到來，
與我們共渡一個歡樂的下午。

中
大
沈校長與我校曾校長和老

師拍
照留
念
。

沈校長即席以秀麗的書法寫揮春。 沈校長更即場指導
同學寫揮春。

沈校長以
輕鬆的

手法與
同學討

論成
功之
道。

水墨畫也難不倒沈校長，看他
只以幾分鐘時間繪成的山水
畫，氣勢多磅礡！

沈校長即席以秀麗的書法寫揮春。沈校長即席以秀麗的書法寫揮春。沈校長即席以秀麗的書法寫揮春。沈校長即席以秀麗的書法寫揮春。

約會結束時，我們都不捨親切、
幽默
的
沈
校

長
呢
！



2

狀元
（冠軍）

榜眼
（亞軍）

探花
（季軍）

一年級 1C 1B 1E

二年級 2D 2C 2B

三年級 3C 3E 3D

四年級 4A 4E 4C

五年級 5C 5B 5A

六年級 6B 6D 6A

放眼中華樂繽紛
為了讓學生體驗昔日的傳統文化，本校在新春前舉辦了「放眼中華樂繽紛」活動。

當天學校為學生提供互動、開放及愉快的環境，寓學習於遊戲。活動包括「中國服cat walk」、「中華狀元紅常識
問答比賽」、「揮春設計比賽」、「泥膠公仔創作比賽」、「中華文化攤位遊戲」及懷舊小玩意「紙公仔時裝設計」比

賽等。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為同學進行中華文化講座。在講座中，同學積極投入，細心聆聽

從沈校長的話語中深深並體味中國文化的豐富多彩，發掘箇中的涵義和智慧。

中華狀元紅常識問答比賽得獎名單

由何
主任
主持的

「妙筆生花」攤位吸引了很多同學來寫揮春，連曾
校長也

來湊熱
鬧，真高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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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到！財神到！穿着傳統中國服裝的同學們提早向「財神」

恭賀新禧。「恭喜發財」、「大吉大利」、「學業進步」等祝賀語

不絕於耳，響徹校園，「財神爺」也不負眾望，大派揮春。

課室就
是我們的舞台，同學們穿着色彩繽紛的中國傳統服裝一

顯身手
！

同學
們興高

采烈地排着隊，踴躍參與「中華文化」攤位遊戲
，進一

步了
解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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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由2014年9月開始，在三年級常識科率先推行電子學習，其後有部份老師更於其他科目嘗試使用平板電腦，至

今已有8個多月了。學生由初期視平板電腦為娛樂的電子玩具，至現在可跟隨老師的指示，適時運用平板電腦進行不同

種類的學習活動，使我們深深體會到電子學習新時代已經來臨。回顧這八個多月，校方以小步子的方式推行電子學習，

以一個小組老師作為先頭部隊，配合日趨成熟的無線網絡及平板電腦，為沙官小學與教展開電子學習新紀元。我們祈望

計劃的第二年有更多的小組老師，市場上有更多的合適電子教材，讓以往書本或作業上的學習或教學難點變得容易，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

一起邁向沙 官 小 與 您

電子學習活動

現有的硬件器材

教師培訓與交流分享會

電子學習新時代

平板電腦充電車

無線接入點（AP） IPad Air 



5

為了響應由環保會舉辦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本校小先鋒在1月24日到中

文大學參加考察活動，作實地觀察大自然，從而了解自然界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在11月8日，小先鋒到馬鞍山公園參加植樹活動，並以身體力行去實踐綠色生活。雖然當日天公不造美，但同學及

家長卻無懼風雨、齊心植樹，為綠化本區付出一分力啊！

本校小先鋒成員在3月21日參加由環保

會舉辦「基礎環保章」訓練講座。當天同學

熱烈參與活動，學習最新的環保資訊。

親親大
自然—中文大學考察活動

同學掌握閱讀圖片的技巧，
並展開考察的第一步。

同學利用望遠鏡可以尋找遠
處動物的足跡。

導師指導同學利用嗅覺感受
大自然的奇妙。

舉頭一望，人類的建築物竟
成小燕子的棲息地，真不可
思議啊！

愛心培
育小幼苗—植樹日

笑逐顏開的家長珍惜和女兒
一起種植的時刻。

細心的父親撐起傘子，好替女
兒阻擋風雨，花苗也有福了。

何懼風雨，哪怕泥濘？母子
齊心，必定事成啊！

完成種植後，兩父子不忘灌
溉花苗，栽花有如育人，均
要悉心照料的。

救救地
球—環保講座

同學上台匯報。
我們支持珍惜食水！

4A 施駿謙
我在講座中學到很多寶貴的環保

知識，例如：節約能源、節約用

水、減少廚餘的方法，亦有最新的

回收計劃、減廢對社會的重要性等，

使我加強了愛護地球的意識。

最後我很榮幸代表本隊上台匯報，表達我對環

保議題的意見，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我會在生活中

繼續推廣環保的信息。

4C 林琳
我在講座中學到不少的環保知

識，最深刻是認識到全球暖化令

北極和南極的冰急速融化，因此兩

地快沒有生物了。

我記起有則新聞：北極熊因沒有東西吃，連電

池、石油和其他有毒物品也吃了；這使我了解到地

球保育的急切性。

講座中，我們不時要分組討論，我更學會如何

跟別人合作，感到很快樂呢！

為了響應由環保會舉辦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本校小先鋒在1月24日到中

文大學參加考察活動，作實地觀察大自然，從而了解自然界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然然—中中文文大大大學學學考考考考察察察察活活活活動動活動活活動活

環保教育大使

同學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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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在3月27日至3月28日參加由教育局資助及由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

司承辦之「同根同心—廣州的嶺南文化」交流活動。在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下，40位五、六年級同學到了廣州進行了

兩日一夜的實地研習。

是次的交流活動，讓學生了解嶺南的古建築風格、傳統藝術及粵劇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現況，加強學生對粵港兩

地的認知。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培養學生欣賞藝術的能力，促進他們多角度思考及探究問

題，並藉着交流、提問、討論和進行專題研習，增加學生溝通、協作和研習能力。

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在3月27日至3月28日參加由教育局資助及由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在3月27日至3月28日參加由教育局資助及由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在3月27日至3月28日參加由教育局資助及由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在3月27日至3月28日參加由教育局資助及由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

司承辦之「同根同心—廣州的嶺南文化」交流活動。在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下，40位五、六年級同學到了廣州進行了廣州的嶺南文化」交流活動。在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下，40位五、六年級同學到了廣州進行了廣州的嶺南文化」交流活動。在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下，40位五、六年級同學到了廣州進行了

兩日一夜的實地研習。

正面價值觀及對國家發展的認識正 對國

提升學生的品德、

同根同心—廣州的嶺南文化

參 觀 廣 東

省博物館（新

館）及廣州紅線

女藝術中心

同學抵達廣州後，先
到位於新城市中軸
線—珠江新城中心
區文化藝術廣場的
廣東省博物館（新
館）參觀。

第一天行程

在廣州珠江新城的紅
線女藝術中心門前來
幅大合照。

透過參訪廣州粵劇活動中
心，學生可以了解粵劇的歷
史、文化特色及其發展，同
時亦可了解紅線女、薛覺
先、馬師曾等粵劇名人的
藝術成就。

參觀參觀佛山祖廟及石灣公仔街 

第二天行程

透過導遊的講解，學生
不但可認識廣東省的
人文歷史和地方文
化藝術，亦可了解
嶺南文化的獨特
性和重要性。

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位於公仔街
內，是廣東首家以陶瓷文化為主
題的行業博物館。

佛
山
祖
廟
是
集
嶺
南
民
間

藝
術
大成
的古
廟，
被譽為「東方藝術之宮」。

透過參訪石灣公仔街，學生可以了
解南粵傳統陶瓷手工藝的歷史淵
源，從外觀造型、圖案、花紋、顏
色、釉面等角度，認識陶瓷工藝品
的藝術價值。

透過參訪祖廟，
可讓學生了解嶺
南建築的風格和
特色，包括木
雕、石雕、磚雕
等富地方色彩的
藝術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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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學 生

6A 張海琪

在這次旅程中，我
學

習了廣東的歷史文
化，又

欣賞了傳統的工藝
品和藝

術表演，令我不但
有機會

了解嶺南地區的歷
史和傳

統習俗，更知道了
保育的

重要性，令我大開
眼界。

而這兩天我要離開
父母，

學習獨立生活和
與人相

處，當中獲益良多
。

5A 李佩螢

我參加了兩日一夜
的廣州嶺南文化

團。在這個交流團
裏，我學會了自己

照顧

自己、如何與別人
相處等等。在這個

行程

中，我們參觀了很
多地方，例如廣東

省博

物館、佛山祖廟、
石灣公仔街⋯⋯在

這些

地方，我認識了很
多嶺南文化的特色

。參

加了這個交流團，
我才知道其實我自

己是

個井底之蛙，只是
認識到中國的一小

部

分，根本不知道中
國其他地方的文化

。因

此，如果學校再次
舉辦這類交流團，

我一

定會報名參加，以
增廣見聞。

5B 吳子杰
在這次文化交流中，我得益不

少。我認識了不少關於嶺南文化的
事物，也增加了對黃飛鴻、紅線女
等名人的認識。最精彩的要算是在
參觀黃飛鴻紀念館時看到的表演，
每次表演完畢，就有小孩子模仿表
演者耍功夫、刀和劍等。而最有知
識性的就是廣東省博物館，它的館
藏全面展示了嶺南的文化和歷史，
最吸引的就是紅線女的粵劇，她的
聲音實在太美妙了。

建立
正確價值觀，邁向美好新一

頁

「公德心」在社會裡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除了注

重個人居住的環境外，公共環境也需要一起維護。我

們要注重「公德心」，並將這種美德「推己及人」，

凡事除了想到自己之外，也要多花一份心思，事事為

他人著想！

為了加強同學對公德心的重視及喚醒同學對周遭

環境的關愛，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了「公德大使選

舉」，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各班的公德大使，負責向

同學宣傳公德心的重要性。

「公德大使」

學生接受曾校長為他們佩戴公德大使肩
帶後，來個大合照。

一直以來，學校十分重視學生在德育方面的培養，因此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推行了「好人好事」活動，透過表揚好人

好事，傳遞正面並有鼓勵作用的訊息，灌輸正確價值觀，讓

學生明白社會及身邊有很多人需要幫助，並懂得欣賞和關心

別人。

「好人好事」活動共分「好人好事大搜查」及「好人好

事齊分享」兩部份，老師先讓同學在報章或網上搜集一些好

人好事資料，再安排「陽光小天使」、「公德大使」及「校

園小記者」在午膳時間透過校園電視台廣播系統，讀出同學

曾經做過或見過的好人好事，讓同學互相分享關愛的信息。

「好人好事」活動

透過「好人好事」活動，
讓學生懂得欣賞和關心別人。

同學們在午膳時間透過
校園電視台廣播系統，
讀出好人好事。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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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一件重要的事，古人說：「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由此可知閱讀的重要，不能輕易忽視。既然閱讀如此

重要，那麼閱讀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閱讀的好處可多著呢！閱讀可以增加知識，無形中得到寶貴的智慧；閱讀可以學到

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精神，修養自己的品行；閱讀可以了解時事，知道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閱讀更可以增強寫作能力，

把名言佳句或是成語用在文章裡面。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閱讀，閱讀書籍的種類也沒有限制的。不論是報章雜誌的社會時事、偉人傳記的故事

與啟示，還是科學漫畫知識⋯⋯，只要肯閱讀，讀到津津有味，廢寢忘食，都可以神遊書中世界，奔馳在閱讀的世界

中。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書是我們的良朋益友，希望大家都能愛閱讀，體會到閱讀的真正樂趣。

閱讀是一件重要的事，古人說：「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由此可知閱讀的重要，不能輕易忽視。既然閱讀如此閱讀是一件重要的事，古人說：「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由此可知閱讀的重要，不能輕易忽視。既然閱讀如此

從閱讀中學習

理想
書籍是智慧的鑰匙 知識是

珍貴寶石的結晶

學校為同學舉辦了中文閱讀講
座，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看！同學們與同伴一起分
享閱讀樂趣，多愉快啊！

閱讀課時，同學們在老師的指
導下，聚精會神地閱讀。

閱讀圖書後，同學們用
心地製作腦圖，分享閱
讀心得。

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身體驗能夠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

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

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本校本年度為小一至小六同學按常識科主題為學習核心，進行了課程統整工作。各級均安排了不同類型的參觀活

動，以連貫八大學科（中、英、數、視、音、普、電、圖）為重點，令不同科組的學習變得更有系統及更連貫，從而幫

助學生把跨學習領域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綜合運用，使學習變得更具意義，更有成效。

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身體驗能夠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

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

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身體驗能夠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

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

全方位學習學 非一般的課堂學習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透過親親大自然，學生對動植物及
環境有

更深的認識。

參觀星光大道：學生親臨星光大道，飽覽風光之餘，更可以以英語、普
通話及

粵語訪
問各地遊客。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在參觀過程中，學生親身蒐集各類型的資料，
豐富課

堂上的
學習經驗。

參加素質教育智慧日營：學生通過課堂學習與親身實踐相結合，從多角度認識中華文化
，提升個

人的素
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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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沙田社區設施：學生於上課時間出外參觀沙田區，以發
掘更多

本區的特色。

參觀星光大道：學生親臨星光大道，飽覽風光之餘，更可以以英語、普
通話及

粵語訪
問各地遊客。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在參觀過程中，學生親身蒐集各類型的資料，
豐富課

堂上的
學習經驗。

參加素質教育智慧日營：學生通過課堂學習與親身實踐相結合，從多角度認識中華文化
，提升個

人的素
質。

宣明會聯課講座：讓學生關注世界另一端的弱勢社群，並學會「施比受
更有福

」的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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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向來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無論在課堂學習或課餘學藝，都提供適切的學習機會讓學生盡展所長。當中六十位潛

質優厚的學生更得到本校大力推薦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網上學習課程，讓他們能於課餘時間完成有關的習作和測驗等各項

挑戰，希望藉此能拓展他們對地球科學、數學、古生物學及天文學的探究能力。此外，本校更推薦其中六位精英加入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讓他們更加擴闊知識領域。除了加強學習外，本校更讓學生參加各項校外比賽，發揮潛能，增廣見聞。

本校運用「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外購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由新

一頁學習及發展顧問的蔡曉彤姑娘擔任校本言語治療師，整個支援

計劃會涵蓋學生、家長和教師三個層面。於學生層面，蔡姑娘每逢

星期三駐校，會為同學進行評估、小組治療及個別治療，並夥拍中

文科舉行聯課活動，提升同學的說話能力及面試技巧；於家長層

面，校方會舉辦家長講座，邀請言語治療師向家長講解言語問題。

日常訓練中，言語治療師會安排家居訓練予同學和家長，好讓同學

能於家中和家長繼續練習；於教師層面，言語治療師會定期與學校

老師溝通，匯報學生的情況，適時交流教導同學的心得。

資優潛能  發展所長

我們是沙小六傑：
4A 莊銘灝  4A 施駿謙  4A 黃丞軒
5A 黎嘉明  5A 黃敏熙  5A 張翠怡

資優教育學苑，讓他們更加擴闊知識領域。除了加強學習外，本校更讓學生參加各項校外比賽，發揮潛能，增廣見聞。

沙小四傑出席香港資優教
育學苑迎新典禮

六位同學參加香港資優解難大賽，
獲得不少獎項。

我十分感謝趙老師推薦我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生。學苑所舉辦的課程極具挑戰性

和啟發性，讓我可以學習很多課本以外的知識，而且範疇廣泛，例如數學和科學、語文及人

文學科等，從而培養我的創意思維和探究精神，也訓練獨立思考能力。我會繼續努力把握這

寶貴的學習機會，期望能發揮我的潛能，為將來服務社群打好基礎，也為本校爭光。

言 語 治 療

言語治療師和老師都與到場家長分享與
孩子溝通的技巧。

校方為小六同學安排了升中面試工作坊，
蔡姑娘邀請同學示範面試時應有的禮儀。

校方為家長安排了講座，好讓家長
掌握提昇子女語言能力的技巧。

心聲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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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本校透過各種不同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獨立學習的能力、興趣、態度和習慣。

本年度，學校繼續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舉行「中文科遊戲日」。由六年級同學負責設計及主持攤位，他們靈活運用平

日所學，發揮創意，設計出益智的遊戲，充份實踐了自學精神。

中 文 科
中文科遊戲日

推動語文自學  開發學生潛能

你看！禮堂裏人山人海，真熱鬧！

噢！我們在這個遊戲中，要心神合
一，心定手定，才可「釣」出正確
的答案呢！

從同學的笑臉，已知他們對
戰勝「重組句子」的遊戲充
滿信心！

高年級同學設計了有趣的遊戲，
讓低年級同學玩玩，十分益智！

在這個遊戲中，同學既要動動腦筋
猜猜象形文字，又要手眼協調把答
案擊中，真是極具挑戰性啊！

每位同學都踴躍參與攤位遊戲，
從而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

Yeah!我們設計的遊戲真有趣，同學要當神
槍手射中答案，真的可寓學習於娛樂呢！ 

同學在遊戲中表現出
色，大家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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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新思維  學習力更強Drama is an art and a process that serves as the intercepting point across 
many disciplines.  We hope that our students to be creati ve.  We expect them 
to use drama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the large variety of skills they will need 
to handle the fast-paced society they are living in.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 on of 
drama serves as a tool to moti vate them to take initi ati ve to learn English.
Pre-stage
Before the drama performance, we introduced the story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drama through the 
bulletin board display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our English Little Teachers on Star TV.  A set of pre-task 
worksheets were also prepared for our students.  A huge banner was hung up near school entrance.
While-stage
20th January was the great day for our students.  A crew of five actors, actresses and technicians set up 
the scene in the morning.  Altogether they had performed the drama twice for our students.  Students’ 
laughter with excitement echoed in the hall the whole day.  They were further sti mulated by the interacti ve 
conversati ons and the acti viti es with the characters.
Post-stage
Although the performance was over, our students had learnt a lot from the drama.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e hope this is our step to be away from traditi onal classroom learning and to develop our students to learn 
outside classroom.  Their enjoyment and appreciati on further proved our success to introduce a professional 
drama performance in school.

“A capacity and taste for reading gives access to whatever has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by 
others.”                                                                                                                Abraham Lincoln

To promote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can enrich one’s life.  So, with the help of Grade 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sincere support of their enthusiastic teaching staff 
from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ICS), we 
have successfully held P.3 Reading Day on 9th 
March, 2015.
The theme of the reading day is ‘Animals’.  Both 
of our P.3 students and ICS students brought 

along their favourite stuffed animals and English storybooks about animals 
to do shared reading respectively.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 ICS 
prepared a lot of books with diff erent levels for our students.
TOEFL Examinati on

On 29th November 2014, thirty students from Primary 5 and 6 
took part in TOEFL Junior Examinati on.Four out of them performed 
brilliantly, 6B Cheng Wing Yan got ‘Gold Certi fi cate of Achievement’ 
which showed that he att ained the grade 9 or above in the US/Uk 
school system. 6B Tsai Ngan, 6E Lau Tsz Chun 
and 5A Lai Ka Ming got ‘Silver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which showed that they 
attained the grade 8 or above. Most of the 
rest got ‘Bronze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which showed that they attained the grade 7 or above in the US/Uk school system. 
Congratulati ons to the above students!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enjoyment and pleasure!

P.3 Reading Day

Hansel and Gretel
英
 文 科

To promote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can enrich one’s life.  So, with the help of Grade 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sincere support of their enthusiastic teaching staff 
from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ICS), we 
have successfully held P.3 Reading Day on 9th 
March, 2015.
The theme of the reading day is ‘Animals’.  Both 
of our P.3 students and ICS students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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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科

今個學年，本校著重加強課堂中的學習，讓學生更

掌握所學；當中「談天說數」讓學生多思考和討論，並

從中發現新知識；「小小挑戰令」學生的解難能力有所

提高；多元學習活動令學生從不同生活層面作進一步學

習。學生在課堂學習表現相當積極投入，數學能力也提

升了。

校內比賽成績

年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 1E鄭梓軒 1C李晉安 1B麥淳雅

二 2C任曉彤 2C陳柏熙 2C梁銦軒  2D閻昊晨

三 3A梁永健 3B梁冠彤 3B陳柏曦

四 4B鍾瀚洳 4B葉泓熹 4A郭俊唯

五 5A張鈺雪 5A張翠怡 5A唐   森 

六 6B黃薴慧 6A張海琪 6B楊卓軒

於2014/15 OLTMPRIX數學奧林匹克解難決賽獲得一等及二等獎的同學 校內比賽高年級得獎同學

校內比賽低年級得獎同學 同學進行校外數學比賽

數學新思維  學習力更強

校外比賽及活動

數學新思維

數
學
園
地

數學全接觸 校外比
賽

網
上
學
習

小
小
挑
戰

多元學習 談天說數 課
堂
學
習

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十分踴躍參加各項數學活

動，例如數學全接觸內的解難策略及解題的學習，還有

數學園地及網上練習，更加積極參加校外比賽。

比賽日期 比賽及活動 參與年級

1. 16/11/14 第七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 P.6

2. 6/12/14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新界東區 P.4-6

3. 6/12/14
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

小學邀請賽
P.4-5

4. 13/12/14
全港十八區(沙田區)小學

數學比賽
P.6

5. 4/1/15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2015(香港賽區)
P.1-6

6. 25/1/15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六年級)
P.6

7. 一月份 2014年世界數學測試模擬試 P.4

8. 7/2/2015
2014/15香港小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P.5-6

9. 7/3/15
2015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保良局)
P.6

10. 15/3/15
｢港澳盃HKMO OPEN｣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P.1-6

11. 三月份 LEARNLEX 數學網上學習平台 P.4-6

12. 11/4/15
第20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P.4-6

13. 18/4/2015
第廿三屆沙田區小學

數學邀請賽
P.6

14. 19/4/2015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初賽

(香港賽區)
P.1-5

15. 2/5/2015
第9屆Rummikub世界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P.5

16. 3/5/15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小一至小五組)
P.1-5

17. 19/6/2015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

(TIMSS)201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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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清
潔香港嘉年華暨頒獎禮》

六年級

大家比一比「DIY飛
行器」，看誰飛得
高、飛得遠！

回想二月十二日，本校邀請了新田圍堂老人服務中心的長者蒞臨參加「長幼共融顯愛

心嘉年華會」，每班同學表演不同的節目，亦有同學帶領長者進行輕鬆有趣的遊戲及有益身心

的活絡操，使他們渡過了愉快的時光；接著長者參加由同學精心設計的益智攤位遊戲，提高環保意識。在過程中，同

學都很積極參與籌劃、服務等活動，大大增加他們對社會服務的認識，豐富他們服務學習的經驗，從而培養他們的責

任感和關心別人的態度。

為了培養學生對科學的探究精神及興趣，本校每年都會舉辦「科學

日」，讓學生以手腦並用的方式，進行不同的科學實驗及活動。

當天，老師透過分組活動、討論及做實驗等形式，激發同學對科學的興

趣及探究精神。六年級同學更在禮堂進行「飛行的方法」聯課活動，使同學

獲得了這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

科學活動多元化，探究精神齊發揮，
不怕失敗再研究，成功原在嘗試中！

常
識 科

共融顯愛心 長幼齊歡欣

各班同學盡力地為長者
表演不同的節目

當然少不了集體歡樂遊戲及長者活絡
操，長者們玩得不亦樂乎呢！

最後，同學們就把
一個個福袋送給長
者，藉此向他們送
上無限關懷。

節目表演後，就是長者們
參加攤位遊戲的時間了。

科學日

一年級

二年級

同學用自製的電話筒談天。

看誰最快釣到魚兒！

同學高興地利用飲管製
作飛行器。

同學製作的
陀螺旋得真
棒啊！

三年級

同學通過「摩天大廈」
這項活動，明白到力學
的原理。

原來利用紙
張也能承托
重物。

四年級

同學齊心合力地製作
「百變萬花筒」，從而
認識光的反射原理。

這是我們合作的成
果—「潛望鏡」，
有趣極了！

五年級

同學細心研究及製作「電筒
DIY」，自然加深對閉合電路
的認識了。

你看!她們合力製
作的光纖電筒，
快要亮著了！

我們的「衝天
直升機」真的
成功飛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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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銀樂隊於18–1-2015 (星期日)獲邀在沙田中央公園參加由沙田區議會舉辦的沙

田區清潔香港嘉年華暨頒獎禮表演。同學們於頒獎禮擔任演出嘉賓，全程投入演出，獲

得觀眾熱烈掌聲。

音
樂 科

本校的周年音樂會已於五月十六日假本校禮堂順利舉行，當日座無虛席，表演內容豐富，有銀樂隊、管弦樂團、

長笛班、敲擊樂班、4B班敲擊樂、銅管及木管樂班、手鈴隊、手鐘隊、鋼琴獨奏、小提琴班和合唱團表演。節目尾

聲，所有表演生以一曲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來個大合唱，場面震撼。 

《沙田區清
潔香港嘉年華暨頒獎禮》
銀樂隊表演

一年一度音樂會   音樂潛能盡顯現

銀樂隊表現既積極又投入，獲得觀眾熱烈掌聲。曾校長專誠到沙田中央公園為銀樂隊打氣。

銀樂隊雄赳赳的表
演，令在

場觀眾的反應熱烈
，精神為

之一振！

合唱團陣容龐大，同學表現既
認真又投入，相信他們花了不
少時間進行練習。

4B班學生發揮團結力量
，表現

出水準來，最後獲得全
場觀眾

熱烈掌聲。

3C班蔡文山同學獲得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冠軍，在眾多家長前表演當然沒有難度。

手鈴隊和手鐘隊學生表演大有進步，
令在場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各表演生家長魚貫進場，場面熱鬧。

長笛班、敲擊樂班、小提琴班和銅管及
木管樂班表現出色，令人聽出耳油！

三位小司儀活潑可愛，絕不欺場，
真具大將之風！

管弦樂團雲集一至五年
級的學生，他們表演一
曲BINGO，旋律動聽 。

三位小司儀活潑可愛，絕不欺場，三位小司儀活潑可愛，絕不欺場，

管弦樂團雲集一至五年
級的學生，他們表演一級的學生，他們表演一
曲BINGO，旋律動聽 。曲BINGO，旋律動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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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學生對視覺藝術的創

作、感知和評鑑能力，本校視藝科科

主任盧老師及崔老師帶領四十位小三至小六

學生，於2015年1月20日早上參加香港藝術館「專題展覽：

四君子—館藏梅蘭菊竹繪畫選粹」導賞活動及進行戶外寫生

活動，以提高學生對繪畫的興趣，擴闊對視覺藝術的視野。

本校三十位學生於本年四月三日參與馬會130週年活動之「馬會

千人畫馬創紀錄」。當天本校學生連同其他學校約一千名學生，在沙

田馬場，先各自繪畫一幅以馬為題的作品，再以手指紋繪印130米的

健力士世界紀錄之世界最大手指紋繪畫。同學們有機會共同締造世界

紀錄，均感興奮和榮幸！

視
藝 科

參觀香港藝術館及戶外寫生

同學們專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同學們對於名家作品讚嘆不已。

在香港藝術館門前來幅大合照

首先，同學們都專心創
作，繪畫獨特的駿馬！

唏！我們繪的馬兒色彩多繽紛！

來看我們駿馬的英姿

藝術家馬興文先生讚賞3A
黎心怡同學的馬有彩虹尾
巴，色彩豐富又吸引。

馬先生欣賞6A翁可穎
同學把書法融入畫中，
很有水墨畫的風格。

之後，同學們又以手指紋印畫，大家都感到有趣又特別！ 千人齊集沙田馬場，成功創作了一幅130米
健力士世界紀錄的最大手指紋繪畫呢！

我們來一幅大合照，
紀念當天的盛況啊！

「馬會
千人畫馬創紀錄」—健力士世界紀錄之最大手指紋繪畫

盛事事

維港風景優美，同學們紛紛
拿出畫具進行戶外寫生。

於大畫家的作品前，同學們都
感到大開眼界，目瞪口呆。

當日天氣晴朗，陽光普照，
是理想的寫生日子。

同學們把握機會，
把對岸的建築物繪
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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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了29-31/12/2014於沙田大會堂舉辦之聯校藝術展，藉以讓學生有機會展

示視覺藝術上的創作才能及努力成果，達至欣賞、觀摩及提升視藝創作的機會。

本校共八十位同學展覽近百件視藝科不同類別的創作，如本科課堂創作、繪畫班、

迷你輕黏土班及課外活動(彩繪瓷器)創作等。

本校參與了29-31/12/2014於沙田大會堂舉辦之聯校藝術展，藉以讓學生有機會展

本校共八十位同學展覽近百件視藝科不同類別的創作，如本科課堂創作、繪畫班、

參加沙田
區中小學聯校藝術展2014-2015

2C班的曾慧琳同學於藝術
展之開幕禮中，以一分鐘
演說她的創作靈感。

曾校長、梁副校長、盧老師與曾慧琳
及其媽媽在本校創作前合照留念。

本校展覽各級的立體創作。

6C吳灝森同學及黃天恩同
學在展覽中當講解員。

6A陳曉君同學及5B馬羨澄同學都細心地向參觀者講
解本校同學的創作意念。

本校展覽各級的平面創作。

五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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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科

一、二年級遊戲日
一月三十日於學校操場進行了一、二年級的遊戲日，當天同學們活力非凡，積極爭取

佳績，再加上家長們的投入參與，令遊戲日在興奮熱鬧的氣氛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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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主辦機構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壁球賽

大埔壁球賽
男子13歲以下  

冠軍 6B 陳彥衡
日本青少年錦標賽 亞軍 6B 陳彥衡

新加坡青少年錦標賽 第五名 6B 陳彥衡

外展壁球隊際賽 男子高小組 亞軍
6B 陳彥衡  6D 鄭家軒  

5B 何軍賢

全港小學壁球錦標賽

男甲 亞軍 6B 陳彥衡
季軍 6D 鄭家軒

男甲團體 亞軍

6B 陳彥衡  6D 鄭家軒  

6C 何翱儒  6D 嚴粕朗  

6E 岑家逸
男乙 殿軍 5B 何軍賢

男乙團體 殿軍
5B 何軍賢  5B 黃敬楠  

5A 吳哲希

男丙團體 優異
4A 謝朗軒  4A 施駿謙  

4A 陸仕滔  4A 譚子盛

女丙團體 季軍
3A 劉晴琳  3B 歐令瑜  

3E 李焯婷  4A 戴晴堯

2014至2015年度 壁球獎項紀錄
經驗組男甲隊際冠軍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2014
新進組女丙隊際冠軍 沙官小及錦田聖約瑟小學–

小型壁球Friendly Match

壁球校隊祝捷會-校長、副校長及教練齊參與。

全港小學壁球錦標賽2014
男甲團體亞軍，男乙團體殿軍，
男丙團體優異，女丙團體季軍

祝捷會又怎能沒有這班積極的家長呢？

球壁 校 隊

經驗組男甲隊際冠軍經驗組男甲隊際冠軍

壁球校隊一如以往，每年均派運動員參加(一)全港小學學屆

壁球比賽，(二)外展壁球隊際賽，(三)富士菲林全港小學小型壁

球校際比賽及(四)簡易運動—全港小學小型壁球比賽。運動員

除了每星期進行刻苦練習外，還有會代表學校參加壁球比賽。今

年，校方與錦田聖約瑟小學合辦了一場小型壁球友誼賽，隊員除

了能增加比賽經驗，還與友校運動員做了朋友呢!今年，隊員在

比賽中成績優異，為了鼓勵隊員努力練習及積極參與比賽，學校

為壁球隊安排了一次祝捷會。當天校長、副校長、教練、老師、

舊生家長和隊員濟濟一堂，共渡了一個愉快的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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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學生多使用中文輸入法，本校在一月份舉辦了「校內中文打字輸入法比賽」，參與的小五及小六學生均積

極參與。有關的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5A 何柏蔚 游晉欣 陳嘉淇

5B 侯頌祺 袁惠媚 何晉東

5C 林樂軒 謝景韜 蘇紫桐

5D 吳浩賢、黃詠儀 盧政欣

「打字精
英 電腦科中尋」

同學們以輕鬆的心情，準備即將進行的打字比賽。同學們均聚精會神地打字。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為配合學校的發展計劃，

加強培育學生的兩文三語，普通

話科於本年度增設了一項活動，名

為「聽聽說說普通話」，內容是科任老

師提名每班一位同學，自選一項表演節

目，由校園電視台拍攝，參加者藉此機

會鍛煉自己的普通話能力，並於午膳

時段播放，供全校同學一起欣賞和

學習。

電 腦 科

聽
聽

說
說
普

通話

普

通 話

冠軍 亞軍 季軍
6A 邱樂晞 張巧瑤 趙伯銘

6B 梁永謙 杜卓紋 陳琬兒

6C 李卓軒 郭妤琳 江碧瑜

6D 梁翔裕 周俊康 石凱晴

6E 何善潼 蘇見柔 黃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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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精
英 電腦科中尋」

地質公園考察活動
為了讓老師更全面地認識香港地質公園，本校參加了2014-15年度「地質公園學校計劃」。在2015年2月16日，地

質公園為本校舉辦了「西貢火山岩園區」戶外考察之旅，當天由曾校長率領全體教師到西貢進行戶外考察，讓老師們深

入認識地質公園的教育配套設施。

考察行程在早上開始，首先由地質公園的代表帶領大家參觀火山探知館。在參觀期間，老師們從展覽內容了解火山

類型、噴發方式及六角形岩柱的形成過程，並觀賞由不同火山產生的岩石標本。接著，我們再乘船往橋咀洲地質步道考

察，該步道讓老師與香港遠古超級火山親密接觸。我們沿途可找到多種火成岩，包括火山角礫岩、流紋岩和石英二長岩

等，是欣賞和學習火成岩的理想地方。

下午時段，大家再到萬宜地質步道考察。該步道又名萬宜水庫東壩，平坦易行，沿途設有解說牌，介紹地質特色。

我們從東壩紀念碑出發，沿步道近距離觀賞世界獨特的六角形岩柱、斷層、彎曲的岩柱、侵入岩牆等大自然奇觀。而最

後的行程就是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該中心設有地質公園遊客中心及岩石學堂等地質教育設施，是理想的地質公園

學習園地。

這次旅程讓老師們在遊覽過程中探索大自然，增加對地球科學、生態學和當地人文歷史的認識，以及進一步了解香

港寶貴的自然資源，掌握一些基本地球科學知識和戶外導賞技巧，以便將來能帶領學生走進大自然學習，培養他們對自

然科學的興趣。

參加「西貢火山岩
園區戶外考察之旅

」的教師們在

參觀「香港地質公
園火山探知館」前

來個大合照。

能夠欣賞到S形六角形岩柱和侵入岩牆的大自然奇
觀，實在是不枉此行！

大家安坐在街渡上，興高采烈地向著橋咀
洲地質步道出發。

成功登上橋咀洲
地質步道的最高

點後，大家興奮
地

一起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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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多元化 五育並重樂趣多
  為了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得到均衡的全人發展，本校特為全校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了約40項課外

活動，內容包含了音樂、體育、制服團隊、科學、家政等等，並以興趣組及輪流組的形式進行，活動多元化；同時，本

校得到一群家長導師不遺餘力的協助，不但使活動推行得更順暢，而且更發揮了家校合作的積極作用。

我們正在學習篆隸習書法。

一看便知我們是乒
乓球組的組員。

這是我們在蝶古巴特及及
皮革手工藝組的製作品。
這是我們在蝶古巴特及及這是我們在蝶古巴特及及

課 外 活 動

看我的彩繪瓷器美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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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我們年紀小小，我們是
校園小記者。

看我們玩得多麼開心，便知道這是我們喜愛的籃球組。

桌面上的禮物是我在飾物製作
組中學習的禮品包裝製成品。
桌面上的禮物是我在飾物製作桌面上的禮物是我在飾物製作

小一的同學正在進行棋藝樂，
看他們多麼投入。

看我的彩繪瓷器美麗嗎？

我們一邊唱歌，一邊進行
律動，多麼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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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學藝班
學校於本學年開設了約五十項課餘學藝班讓學生參加，內容涵蓋英文、數學、電腦、體育、音樂、科學、視覺藝

術、制服團隊、資優培訓、個人成長等，以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讓其得到均衡的培育。

ENGLISH FUN CLA
SS 交通安全隊

綜合繪畫班

手鈴隊

乒乓球校隊

LEGO機械人創作班

迷你輕黏土班



25

小提琴班

田徑校隊

戲劇班

銀樂隊

兒童舞隊 田徑基礎班

幼童軍

升旗隊小女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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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隊

本年度風紀員共分為三隊，第一隊為六
年級同學，第二隊為五年級同學，第三隊為
四年級同學。三隊風紀員共有170人。

今年的風紀總隊長(6A班邱樂晞)是由六
年級的風紀員推選產生的，而總隊長是負責
主持全年的風紀隊長月會，並協助老師一同
監管所有風紀員的表現。

風紀

第一隊：六年級的風紀同學

為培養學生參與服務
工作，認識權利及承擔責
任，發揮自信、自治、及
互助精神，校車車長主要由
四至六年級學生組成，負責協
助老師維持同學在車上的秩序。車長定期出
席集會，檢討在工作上的得失，與老師保持
溝通，加強彼此聯繫。 

校車車長

互助精神，校車車長主要由
四至六年級學生組成，負責協

本年度學校邀請了20位五至六年級同學
擔任中文小老師，負責協助成績稍遜的一、
二年級同學能自信、準確地朗讀課文、認字
及正確默寫字詞，從而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
動機及默書成績。

中文小老師

看看這一群中文
小老師，就知他們充
滿愛心了！老師也對你
們投以百分百的信心，相
信你們能夠盡忠職守，
發揮助人精神。

每一位中文小
老師在服務他人的
同時，更學懂處事和
感受到助人互助的快
樂，令沙田官立小學
變成一所歡笑的

校園。

為了培養學
生積極參與服務
工作及學會關顧
身邊有需要的人
及照顧弱小，本
學年邀請了四至

六年級的同學擔任「愛心大哥哥大
姐姐」的職責，幫忙協助老師照顧
一年級的學弟學
妹，用愛心為他
們解決困難，讓
他們盡快適應校
園生活。

愛心大哥哥大姐姐

生積極參與服務
工作及學會關顧
身邊有需要的人
及照顧弱小，本
學年邀請了四至

姐姐」的職責，幫忙協助老師照顧

本年度共有9
位IT小先鋒。在課
前小息、第一及第
二小息，他們在電
腦室當值，協助同
學使用電腦和指導
低年級學生使用網
上學習平台。

IT小先鋒

為培養學生多方面發展，小義工隊鼓勵
學生參與公益活動，關愛社會。 

通過課堂外不同形式的義務工作，使他
們成為自主的學習者，懂得關心別人，身體
力行及發揚義工精神。

小義工

小義工隊和家長們一起為
「匡智會」賣旗籌款。

小義工隊和家長們到
新田圍邨銷售小女童
軍獎券。

升旗隊需要掌握基本升旗和步操知識，瞭
解自己的祖國，並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本課程
為學員提供認識和學習升旗禮儀的機會，協助
學員從升旗禮儀的技能學習中體會升旗的意義 
，從而培養他們對國家的歸屬感、自豪感和責
任感，有助國民身分認同之餘，亦進一步推動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發展。

升旗隊

升旗隊隊員大合照。

本隊為受傷或身體不
適的同學提供即時及跟進護
理，減輕傷勢惡化，促進康
復；並向同學宣揚健康知
識，讓大家在安全衛生環境
中學習及進行活動。

學生護理隊

學生護理隊每天都準時
及精神奕奕地當值。

同學們認真地學習
救傷及包紮處理。

公益少年團的使命是「認識、關懷、服務」，本校公益少年團於
今年安排了「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及「沙田區學界圍棋比賽」
等活動。本校六十二位團員於「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動中，
用心栽種花卉，並於義賣日努力向家長義賣籌款，共籌得三千多元善
款，並獲得良好獎杯獎，成績美滿，值得嘉許。

公益少年團

同學及家長都熱烈認購花
卉，善款數目節節上升。
同學及家長都熱烈認購花校長，副校長及老師都踴躍捐

款，大力支持本活動。

IT小先鋒協助
同學，製作專
題研習。

本年度的IT小先鋒大合照。

一年一度的風紀
宣誓及隊長頒授儀式，
已於10月14日（星期二）
早集時完成。當天先為34位
擢升為隊長的風紀員佩戴風
紀隊長帶，接着全體風紀
員讀出誓辭，以表盡

忠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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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車長

升旗隊隊員大合照。

T h e r e  a r e 
thirteen members 
in our family.  We 
spend our free 
ti me to encourage 
s c h o o l m a t e s 
to talk to us in 

English not only in the classrooms, but also 
outside the classrooms.

During lunch recess, we are very busy.  
We work in the English room.  We help our 
schoolmates to play board games such as 
Scrabbles and word building games.  We 
also go to the classrooms and play language 
games like Bingo, wordsearch, phonics 
games, etc with our schoolmates.

In addition, we also 
he lp  run  other  Eng l i sh 
acti viti es like English Games 
Day.  Anyway, we are always 
with you.

英語大使

今年，小女童軍活動多采多姿，當中包括公益服
務活動，例如探訪長者、慈善賣旗和獎券⋯⋯今年在校
內售賣獎券得到善款逾一萬八千多元。另外，康樂活動
有戶外的獨木舟同樂、遠足郊遊樂、宿營等；戶內的美
食齊動手、追蹤遊戲、步操訓練等。本隊還參加GREEN 
MONDAY工作坊和FREE BEING ME 訓練。除此之外，透
過興趣章的評核活動，隊員不但能培養良好的興趣，而

且能挑戰自我，向目標進發。所以，我們今
年的活動真是多姿多采，更能培養小女童軍
的自信自在，讓她們活出真我。

林雅莉隊長：

我在隊中竭盡所能，帶領隊員完成任
務，而且友善待人，幫助隊員應付各種挑
戰，獲得隊員的信任和支持，使我得到隊伍
優秀女童軍獎，我感到萬分榮幸。各位隊
員，你們要繼續努力啊！

小女童軍

務活動，例如探訪長者、慈善賣旗和獎券⋯⋯今年在校
內售賣獎券得到善款逾一萬八千多元。另外，康樂活動
有戶外的獨木舟同樂、遠足郊遊樂、宿營等；戶內的美
食齊動手、追蹤遊戲、步操訓練等。本隊還參加GREEN 
MONDAY工作坊和FREE BEING ME 訓練。除此之外，透
過興趣章的評核活動，隊員不但能培養良好的興趣，而

小女童軍正在
向新田圍邨邨
民售賣獎券，
共襄善舉。

本隊負責協助老師
維持校園衛生及清潔，
並推廣環保信息及活
動，為地球出一分力。

環保及衛生小先鋒環保及衛生小先鋒

沙田區少年警訊
分會特別為本校30位
四、五年級的少年警
訊會員於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參與
由迪士尼樂園安排的「青少年奇妙學
習體驗之旅」訓練課程。

當天同學不但玩得非常盡興，他
們更學到了很多視覺藝術的技巧。

少年警訊

thirteen members 
in our family.  We 
spend our free 
ti me to encourage 
s c h o o l m a t e s 
to talk to us in 

English not only in the classrooms, but also 

games, etc with our schoolmates.

訊會員於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參與

本校的幼童軍旅團
每年都會舉行遠足、宿
營、露營等活動，讓隊
員們接受各項訓練及挑
戰，並學習互助互愛。

幼童軍

健康校園大使每天認真地協助學
校進行防疫的工作，並不時宣傳健康
校園的訊息。

健康校園大使
健康校園，你我同創。

我們就是健康校園大使，齊心合力協
助學校進行防疫工作及宣傳健康校園
的訊息。

健康校園大使
認真為同學檢
查體溫表。

交 通 安 全 隊
是本校的制服團
隊，通過紀律訓
練和活動可培養
隊員的領導才能，
加強他們的責任感
及自律性。

交通安全隊

是本校的制服團
隊，通過紀律訓
練和活動可培養
隊員的領導才能，
加強他們的責任感
及自律性。

交通安全隊交通安全隊

新舊隊員一起接受步
操訓練。

交通安全隊需要接受不同的專章訓練，
他們正在學習道路語言，完成後考試及
格，會獲頒發道路語言專章。

校園小記者是讓學生親身體驗由資料
搜集，採訪至新聞寫作的過程。課程旨在提
升學生的中文能
力，引發他們的
好奇心，增加他
們對周遭事情的
興趣。如培養小
記者觸角及採訪
技巧、人物專訪經
歷分享及反思等。

校園小記者

搜集，採訪至新聞寫作的過程。課程旨在提
升學生的中文能
力，引發他們的
好奇心，增加他
們對周遭事情的
興趣。如培養小
記者觸角及採訪
技巧、人物專訪經
歷分享及反思等。

小記者於周年運動會合照。 小記者忙於採訪得獎同學。

隊長帶領隊員宣誓。

小女童軍完成Free Being 
Me的閃亮星星。

1806-S21252-沙田官立小學-校訊(2014-2015年27   27 2015/6/19   下午 08: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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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戶外教育營
本校小五教育營於一月二十六日至一月二十八日

舉行，五年級百多位同學在「烏溪沙青年新村」渡過

了三日兩夜之學習生活。出發前，同學們既興奮又緊

張的，期待着自我獨立的機會。他們懷著興奮愉快的

心情、踏著輕鬆的步伐展開今次教育營之旅。

歷奇活動可真不簡單，我們只好
同心協力，共同解決困難。

燈火晚會樂趣多！
同學都玩得很投入！

同學第一次接觸破冰遊戲和越
野追蹤，感覺很有新意！

營地的生活多姿多采，節目豐
富，同學可樂透了！

第二天其中一個營地活動是「羅馬水
炮」。這活動講求小組合作，齊心紮
水炮台，才能成功發炮出擊。

同學把盛滿水的大水蛋向其他組別的
同學連珠發炮，這些新奇又有趣的活
動，同學都玩得很開心。

今年的天才表演設有多個獎項,
如最佳演繹獎、最有創意獎
等，各同學都滿載而歸！最特
別是增設「校長盃」,「校長
盃」的禮物是由曾校長親自買
入來的麥當勞餐！

同學利用報紙建築一座
橋,代表齊心合力。

這三天裏，同學們
彼此建立互信和合
作，發揮所長，加
深同學了解，增進
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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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環保耕種帶來不少樂趣。

親子環保耕種帶來不少樂趣。

親子環保耕種帶來不少樂趣。

學生輔導

愛心之旅—探訪「
鄰舍

輔導會-怡欣山莊
」，

與傷健人士一起製
作陶

瓷藝術品。

勇創高峰營@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野外歷奇之旅—挑戰黃石家樂徑

快到達黃石碼頭啦、同
學們加把勁啊！

男孩子的廚
藝也

真的不錯啊！

火熱動感親子營@ Hello 
Kitty有機薈低碳農莊

一家人互相支持不
怕辛苦！

小學生正處於重要的成長階

段，因此學校對幫助同學從孩童成長至

成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學校透過傳授知識

和推行活動，幫助同學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學習

與人溝通和相處，懂得面對和解決困難，為將來踏進社

會作好準備。

學校輔導工作的理念，在於協助學校營造一個積極、互

相幫助、關懷的環境，使每一個同學都能在和諧的氣氛下學

習及成長。我們透過不同的小組活動，致力營造互相關懷、信

任和尊重的學習環境，幫助同學發掘個人長處和發揮潛能，

提升自尊感，期望可達致全人發展。本學年開辦的輔導小組

活動，包括有四、五、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小

小輔導員」計劃 、「生命小富翁」小組 、 「品格小天

使」小組 、「自信滿Fun」小組 、「情緒小管家」

小組、「社交達人訓練班」小組 、「快樂升小

一」小組 、「專注掌門人」、「專注小

跳豆」小組等等。

小學生正處於重要的成長階

段，因此學校對幫助同學從孩童成長至

成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學校透過傳授知識

和推行活動，幫助同學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學習

與人溝通和相處，懂得面對和解決困難，為將來踏進社

會作好準備。

【
輔
導

小
組
齊參
與、和諧共處愛校園

】

爸爸媽媽也和我們一起跳出校園呢！

如何用環保紙張築起出一條高架天橋呢？



小息活動

水果周
水果營養高  常吃身體好

為了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本校在14年11月及15年2月舉行

「水果周」活動，以鼓勵學生多

吃水果，培養學生的健康飲食習

慣，學生反應積極踴躍。
同學們的水果摺紙多可愛啊！

同學們不但自己吃水果，也把愛心水果送給長者。我們都愛吃美味又
富營養的水果。

小 息 活 動
樂 趣 多

在小息時，校方透過不同類型的活

動，為學生提供舒展身心的機會。

乒乓球 康樂棋

猜拳
足毽

跳飛機 繪畫
拋豆袋

摺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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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周

家校合作顯關愛 師生互動助成長

為了促進校方與家長之間的緊密聯繫，本年度「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 (星期六) 順利

舉行。

當日家長們踴躍出席，他們除領取成績表和學業以外表現的紀錄表之外，並就學生的成績和個人品行發展，與老師

面談溝通，共同協助學生得到全人發展。家長也提出寶貴的意見，讓我們感受到家長對子女的關懷和對學校的支持，充

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實踐教育理想。

家長出席家長日
領取成績表，並
與班主任商討子
女的表現。

家長與同學們從書展中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

師生齊參與公益少年團的花卉義賣籌款活動，共襄善舉。

地下設有「合作學習視藝創作展」攤位，讓家
長及學生一同欣賞同學們的精心傑作。

家長教師會特邀請香港
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
系副教授蕭敏康博士於
當天主講「培育孩子處
理情緒」，與家長探討
如何培育孩子處理情緒
的議題，參與的家長都
認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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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銜接銜銜銜銜銜接接接
接待孫方中幼稚園

本校於1月7日(星期三)應孫方中幼稚園的要求，接待

了20位幼稚園家長。當天我們向家長們簡介本校的辦學宗

旨、教學模式及一般運作，並由六年級同學組成學生校園

大使，帶領家長們參觀校舍，以加深家長對本校的認識。

小司儀為是日活動作簡介。本校同學為到訪幼稚園家長作朗誦及古箏獨
奏表演，歡迎他們的蒞臨。

學生校園大使帶領幼稚園家長參觀校舍，氣氛融洽。

曾校長為家長們簡介學校的辦學宗
旨及教學模式。

升中支援

本校於1月7日(星期三)應孫方中幼稚園的要求，接待

了20位幼稚園家長。當天我們向家長們簡介本校的辦學宗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小六家長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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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支援支支援援
『小
五升中家長簡介會

』
小五升中家長簡介會已於2015年3月21日舉行，內容主要環繞教育局現行的「升中派位機制」作介紹。從問卷調查

所得，出席的所有家長均滿意簡介會的整體安排，並表示簡介會能讓他們明白「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簡介會開始前，曾
校長先代表學校向

小五家長致歡迎辭
。

莫主任向家長簡介「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及「中學面試」要注意的地方。

家長於簡介會後查詢有關升中選校機制的內容。

本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小六家長簡介會

已於2014年12月13日(星期六)舉行，內容主要環繞

『2013/2015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事宜。當天邀得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梁達衡校長、「沙田官立中

學」黃廣榮校長、及「沙田崇真中學」張文偉校長簡介有

關中學的特色。98%出席的家長滿意簡介會的安排，並認

為有關內容能讓他們明白『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事

宜；中學校長的分享環節，也使他們認識有關學校的辦學

特色。

本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小六家長簡介會

已於2014年12月13日(星期六)舉行，內容主要環繞

『2013/2015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事宜。當天邀得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梁達衡校長、「沙田官立中

學」黃廣榮校長、及「沙田崇真中學」張文偉校長簡介有

關中學的特色。98%出席的家長滿意簡介會的安排，並認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小六家長簡介會

特色。

沙田官立中學黃廣榮
校長帶同張正之同學
及呂浩銘同學與家
長進行分享。該兩名
同學也是本校的畢業
生，現為香港大學一
年級學生。

家長們正聚精會神地
聆聽梁文燕紀念中學
(沙田)梁達衡校長及
沙田崇真中學張文偉
校長詳盡的學校簡
介。

長進行分享。該兩名長進行分享。該兩名
同學也是本校的畢業同學也是本校的畢業
生，現為香港大學一生，現為香港大學一
年級學生。年級學生。

莫主任講解有關
『中一自行分配
學位』辦法應注
意事項。

沙田官立中學黃廣榮校
長、梁文燕紀念中學
(沙田)梁達衡校長及沙
田崇真中學張文偉校長
接受曾校長頒發的紀念
旗。

家長及同學們對
升中注意事項及
有關中學的辦學
特色有更深刻的
了解。

『中一自行分配
學位』辦法應注

家長及同學們對家長及同學們對
升中注意事項及升中注意事項及
有關中學的辦學有關中學的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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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田 官 立 中 學沙沙 田 官 立參觀

三十名六年級同學於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前往沙田官立中學參與【中學生活體驗日】。是次體驗日的節目豐

富，內容包括：英文課堂學習、科學實驗、立體模型科技探究、認識校園及中樂表演等，令同學們眼界大開，並且獲益

良多。 

透過中學的大哥哥和大姐姐教導大家製作尼龍的實驗中，
令同學們明白到科學實驗的奧妙之處。

欣賞完中樂表演後，同學們興緻勃勃地試玩中國樂器。

同學們對3D Printer 模型製作很感興趣。 同學們專注地利用電子學習進行英語課。

學校管理委員會
學校管理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校政，為學校的管理和發展提供寶貴的意見，提升辦學質素。在此衷心感謝他們

對學校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各委員芳名如下：

主席 鄧發源先生 

校長 曾錫文先生  

教師代表
梁蕙君女士    

譚靜儀女士   

家長代表
郭娟妮女士

許美芬女士

校友代表 梁蕙君女士 

獨立人士
侯壽發教授

李泉基先生

對學校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各委員芳名如下：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鄧發源先生
頒發感謝狀予老師代表譚靜儀副
校長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鄧發源
先生頒發感謝狀予家長代表
郭娟妮女士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鄧發源
先生頒發感謝狀予獨立人士
代表侯壽發教授

各位委員聚精會神地審閱文件，討論學校政策及事務各位委員聚精會神地審閱文件，討論學校政策及事務各位委員聚精會神地審閱文件，討論學校政策及事務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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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共聚樂融融

2014『校友日』暨『第四屆校友會常務委員』及『學校管理委員會之校友代表選舉』已於2014年10月11日順利舉

行了！今年參與的校友非常踴躍，約有三百多人。

校友會於2015 年 2月7日(星期六) 在馬鞍山白石燒烤場舉行BBQ活動，令校

友們既能享受冬日燒烤的樂趣，又可以和老師聚首一堂。當天約共有校友及家屬

250人出席。

校友會於2015年5月9日(星期六)舉辦了一項活動，讓

應屆畢業同學與校友們齊齊動手製作曲奇。

校校校校友友友友日

校校校校校校友友友團年

一一一點點點心心心意意意意意意意意DIYDIYDIYDIY曲曲曲奇奇奇奇奇奇獻獻獻給您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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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領袖訓練活動分別於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月22日及23日順利完成。一如往年，我們按風紀同學的年

級、能力及需要設計訓練的內容，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家庭成長軒的導師負責帶領。目的是透過一連串的活

動，讓風紀同學加強對自我的認識、隊員之間的溝通、相互的合作性、提昇解決問題及逆境處理的能力。

6A 邱樂晞

在這次領袖訓練中，讓我們六年級的風紀員獲益良

多。我們進行了不同的活動，過程既驚險又緊張，讓我告

訴你們活動的過程和感受吧！

訓練於大埔洞梓童軍中心進行，我們先進行一些熱身

遊戲，讓我們作好準備，迎接挑戰。接着是一連串的訓練

項目，野外定向是要我們在不同的地方合力解決各種挑

戰；而最令我難忘的訓練活動就是「聚沙成塔」，隊員需

用繩子及橡皮圈，合力升起及移動一些細小的物件，並把

所有物件組合成一座塔；這些訓練活動除可提昇我們解難

的能力外，當然是加強隊員的溝通和合作性。

在領袖訓練中，我們所學到的技能，包括聆聽、忍

耐、協調、隨機應變、合作等，都可應用於風紀員日常的

執勤工作中。在此，我鼓勵所有學弟學妹，在來年多參加

一些服務團隊，學習更多課本以外的知識，參與更多有意

義的活動，嘗試擁有一個多姿多采的學年！

5A 陳嘉淇

在五年級風紀領袖訓練活動中，我體會到

包容和尊重別人的重要；而在任何事情或比賽

中，我們也應要以「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為

座右銘。

在整過訓練中，參加者必須接受及通過不

同的挑戰和考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全

組隊員用手握着卡紙，再把卡紙互相重疊後製

成管道，並把球從一端傳送到另一端。雖然我

們失敗了很多次，但我和隊友並沒有放棄；相

反地，我們不斷改變策略，如握卡紙的手勢，

卡紙重疊的次序，甚至連隊員的走位，務求讓

整個運送球的過程更流暢，在我們的努力和堅

持下，最終能夠完成任務。

我希望明年能繼續擔任風紀員，把在訓練

活動中所學到的技能，應用在日常當值中。

風紀領袖訓練活動分別於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月22日及23日順利完成。一如往年，我們按風紀同學的年風紀領袖訓練活動分別於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月22日及23日順利完成。一如往年，我們按風紀同學的年

級、能力及需要設計訓練的內容，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家庭成長軒的導師負責帶領。目的是透過一連串的活級、能力及需要設計訓練的內容，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家庭成長軒的導師負責帶領。目的是透過一連串的活

動，讓風紀同學加強對自我的認識、隊員之間的溝通、相互的合作性、提昇解決問題及逆境處理的能力。動，讓風紀同學加強對自我的認識、隊員之間的溝通、相互的合作性、提昇解決問題及逆境處理的能力。

風紀領袖訓練活動

小六風紀領袖訓練活動— 2014年12月18日(星期四)

小五風紀領袖訓練活動 — 2015年1月22日(星期四)

小四風紀領袖訓練活動— 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

學 感想生

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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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學生獲獎記錄

科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文科

2014沙田節徵文比賽 (高小組)亞軍 5B郭愷敏

二零一五年水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1C歐曉嵐

(小學組)冠軍 1C岑梓傑

DBC數碼電台-----非常班房小學組辯論表演賽 網上最喜愛辯論員 6B陳葦澄

「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6A翁可穎

最佳合作獎
6A翁可穎 6A陳子樂 6A陳曉君 

6A曾詠欣

最佳表現大獎
6A翁可穎 6A陳子樂 6A陳曉君 

6A曾詠欣

學思盃2015(小學組) 最佳辯論員 6A翁可穎

第二屆「全港小學中文寫作比賽」(初級組)
亞軍 2D林珈喬

優異獎 3E黃睿盈

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比賽」 嘉許狀 5A李汶軒 5B黃皓謙

英文科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屆小學生現場英文作文比賽

特級 Outstanding 5A鍾翠盈

優異 Merit
6A張海琪 6A陳子樂 6A蔡   顏 6A鄧凱靖 
6A梁子樂

良好Proficiency 5A張迦善 5A陳德鴻 6B鄭詠仁 6B楊芷琳

全港小學校際英文詞彙比賽 2015 課室盃殿軍 2A陳紫晴 2A林海晴 2B區家睿 2B劉逸朗

The 7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014
第七屆《大中華區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講
比賽–香港站》由聰穎教育慈善基金主辦

Merit Award
(Flyers level)

6A趙正祥

Finalist Award
(Starters level)

1E張晉匡

TOEFL Primary 國際英語考試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3A鄭詠謙 3B康以晴 3B羅子政 3E陳學賢 
3E鄺梓揚 3E林卓維 4A鄺梓諾 4B陳曉盈 
4B林頌怡 4D陳廷軒 4D陳彥霖 4E戴仕嵐

MySmartABC Online English Reading Programm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6A趙正祥 2D趙康然 2D許晞瑜 1E林靖晞

數學科

第二十三屆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季軍
6A張海琪 6A袁展培 6A周民豐 6A嚴志健 
6A陳子樂 6B楊卓軒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五組)銅獎 5A張鈺雪 5A黎嘉明

(小四組)銀獎 4A郭俊唯

(小四組)銅獎 4A倪浚穎 4A莊銘灝 4A高莛茵 4A謝朗軒

(小三組)銅獎 3E林卓維 3A劉晴琳 3A李旭朗

(小二組)金獎 2A陳紫晴

(小二組)銅獎 2A梁啟謙 2D余倩瑩 2C梁銦軒

(小一組)銀獎 1A鄭梓軒 1C李晋安

(小一組)銅獎 1A朱顥強 1D林心悅 1C劉建希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2A陳紫晴 3C張昊朗

二等獎

1C鄺家樂 1D陳澤遠 2A蘇文傑 2B區家睿 
3B康以晴 3E傅君浩 4A倪浚穎 4A高莛茵 
4A郭俊唯 4A黃美琪 4B李志豐 5A張鈺雪
5A黃敏熙 5A黎嘉明 6A周民豐 6A袁展培 
6A庾子祐 6B陳錦曦 6B楊卓軒

三等獎

1A朱顥強 1A胡安子 1C梁穎琴 1D黃俊銘 
1E林靖晞 1E馬倬瀠 2B戚文傑 2B梁志賢 
2B黃永樂 2C任曉彤 2C梁銦軒 2D程沛恒
2D余倩瑩 2D趙康然 2D閻昊晨 2E馮卓翹 
2E楊諾軒 2E胡采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三等獎

3B梁冠彤 3B羅子政 3C馬焯薴 3E黃睿盈 
3E林昇鋒 4A古維鈞 4A施駿謙 4A陳嘉儀 
4A黃丞軒 4A歐焯楠 4A鄭懿翹 4B鍾瀚洳
4C莊彥喬 5A吳學澆 5A李佩螢 5A陳德鴻 
5A黃粧禾 5B吳子杰 5B黃樂晴 5C麥凱晴 
6B杜卓紋 6D施蔚茵 6A張海琪 6B張爾晉
6A梁子樂 6B莊浚琪 6A陳子樂 6A陳曉君 
6C黃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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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

一等獎 2B區家睿 4A施駿謙

二等獎
1A朱顥強 2A陳紫晴 2A蘇文傑 2C梁銦軒 
3C張昊朗 4A郭俊唯 4B鍾瀚洳

三等獎 1C鄺家樂 1D陳澤遠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 三等獎

2B戚文傑 2C任曉彤 2D程沛恒 2E楊諾軒 
4A倪浚穎 4A陳嘉儀 4A黃美琪 4B李志豐 
5A李佩螢 5A黃粧禾 5A黎嘉明 5B黃樂晴
6A陳曉君 6B張爾晉 6B杜卓紋 6B陳錦曦 
6D施蔚茵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總決賽)
一等獎 1D陳澤遠 2B區家睿

二等獎 2A陳紫晴 4A施駿謙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AIMO(港澳盃)(初賽)

金獎 2A陳紫晴 4A郭俊唯

銀獎
2B區家睿 2D董衍鉦 2E楊諾軒 3C張昊朗
4A何俊翹 4A歐焯楠4A倪浚穎 5A張鈺雪

銅獎

1A朱顥強 1A賴柏瑋 2A蘇文傑 2B梁志賢 
2D陳玥兒 2D甄晞渝 3B康以晴 3B梁冠彤 
3C王梓烽 3D吳卓錡 3D林希妍 3D麥凱程
3D禤卓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AIMO(港澳盃)(初賽) 銅獎

4A古維鈞 4A高莛茵 4A羅凱而 4B陳曉盈 
4B巫蕊彤 4B李志豐 4C莊彥喬 5A李佩螢 
5B黃樂晴
5D劉秀麟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AIMO(港澳盃)
(晉級賽)

銀獎 3C張昊朗 4A郭俊唯

銅獎
4A倪浚穎 4A高莛茵 4A歐焯楠 4A羅凱而 
4B李志豐 4B陳曉盈 5A李佩螢 5B黃樂晴 
5D劉秀麟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AIMO(港澳盃) 金獎 2A陳紫晴

(決賽) 銅獎
2A蘇文傑 2B梁志賢 2D甄晞渝 2D陳玥兒 
2E楊諾軒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銀獎

2E胡采兒 2C梁銦軒 3C陳城至 4A施駿謙 
4A莊銘灝 4A郭俊唯 4A黃丞軒 4A謝朗軒 
4A戴晴堯 4A羅晉謙 4A張鈺雪 6A周民豐
6A陳子樂 6B馬在林 6B陳錦曦 6B楊卓軒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銅獎

2A蘇文傑 2B梁銨淇 3B郭竣凱 3B鄧鑫源 
3B簡嘉聰 3D麥凱程 3D禤卓穎 3E劉建鋒 
4A朱日朗 4A高莛茵 4A黃美琪 4A鄺梓諾
4B陳雅怡 4B陳曉盈 5A李佩螢 5A鍾翠盈 
5B梁智睿 6A林雅莉 6A袁展培 6B卜卓賢 
6B杜卓紋 6B徐梓豪 6B馬傑霆 6B莊浚琪
6B韓梓柔 6D林栢聰 6D施蔚茵

常識科

全港水火箭比賽2015：填色設計 優異獎 4A黃美琪

第十八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嘉許獎
5A張迦善 5A黎嘉明 5A陳德鴻 5A黃敏熙 
5B侯頌祺 5B吳子杰 5B黃皓謙

全港水火箭比賽2015:填色設計 優異獎 4A 黃美琪

視藝科
「2015畋園青年樂善行─環保生活」
沙田區小學校際填色比賽/
佛教黃允畋中學 主辦

初級組優異獎 2E梁嘉朗 3C蔡修廉

高級組優異獎 6A李卓伶

團體獎 最踴躍參與獎

戲劇組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2A李震邦 2E葉凡菁 2E梁嘉朗 3B謝希潼 
4A黃美琪 4A何昱晞 4A巫蕊彤 4D佘仲綸 
5A張迦善 5A陳嘉淇 5A林芍形 5C劉肇麒
5C林桑雅 6D林洛怡 6E何善潼

資優教育

「2014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優秀學生 6A張海琪

第12屆資優解難大賽分區賽/家庭學習協會

個人賽小三金獎 3A黎心怡

個人賽小三銀獎 3E林卓維

校際賽初小組季軍

3A黎心怡

3E林卓維

3B謝希潼

個人賽小六金獎 6A陳子樂

個人賽小六銀獎 6A張海琪

校際賽高小組季軍

6A陳子樂

6A張海琪

6A陳曉君

全港個人獎小三組銀獎 3A黎心怡

全港個人獎小六組銅獎 6A陳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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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
及
公民
教育

第十五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問答比賽 優秀証書 6B陳葦澄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主辦 / 
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第四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比賽
小學組個人賽
優異金獎

2D江致遠 3C吳騰逸

音樂科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1C黃智君 1E蔡詠沂

優良
1B陳釗儀 1D黃智楗 2A黃譽鋒 2A關琝澄 
2A陳紫晴 2A黎縉欣 2B林永浩 2C任曉彤 
3A何諾彤 3E王澤晞

良好
1A梁希琳 1C歐曉嵐 1D周樂行 
1E林靖晞 4D莫海琳 5B黃樂晴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2C黃哲珺

季軍 2E張曉桐

優良
1A陳幗丰 2B陳晞桐 2C王敏匡 2C陳秀玲 
2D許晞瑜 2E林均昊 3C陳詠琳 3D陳雋琦 
3E袁梓茵 4D張健鋒

良好
1A賴柏瑋 1B王澤心 2B區家睿 2C朱政諺 
2D趙康然 3A韓倩霖 3B張培軒 3D錢俊諾 
3E陳曉瑩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 3E陳雋琛 4B何軒殷 4C黃詠琳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3E蔡文山

優良 1A朱顯強

3B簡嘉聰 3E黃睿盈 3E蔡卓林 4A陳嘉儀 
4B房昕曈 4B李梓嘉 4C鍾鎧淇 5A吳哲希 
5D余鎧瑩 6D馮業雯

良好
3A眭穎知 3C吳騰逸 4A高莛茵 5B侯頌褀 

6B韓梓柔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3D張祐搴 5B文柏睿 6A曾詠欣 6B蘇卓妍

良好 4A張復棠 4B陳曉盈 5B劉   靖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3E林卓維 4A鄭懿翹 4B胡凱晴 5A黃粧禾
5A黃敏熙 6A梁子樂 6A李卓伶

良好
5D張穎嵐 6A梁茜淇 6B楊芷琳 6B沈澍琛
6E吳鈞熙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 1C張卓如 2E楊諾軒3C魏綽邦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結他獨奏 優良 4A黃丞軒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單簧管獨奏─小學初級組 良好 4A歐焯楠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 ─ 中級組 良好 4C莊彥喬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柳琴獨奏 良好 5A張鈺雪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獨奏 ─ 高級組 優良 6A趙正祥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女聲─小學(13歲以下)

優良 6A蔡   顏 6A李祉穎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男聲─小學(14歲以下)

優良 6A嚴志健 6B鄭詠仁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小學(10歲以下)

優良 4B張嘉穎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 ─ 外文高級組

優良 合唱團

幼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領袖資源署
「我至惜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亞軍 3C魏綽邦

體育科

簡易運動-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男甲)冠軍 6B陳彥衡

(男甲)亞軍 5B何軍賢

(男甲)季軍 6C鄭家軒

(男乙)冠軍 3A譚子盛

(男乙)優異 3C王梓烽

(男乙)優異 2C馬健峯

(女乙)亞軍 3B歐令瑜

(女乙)優異 3A劉晴琳

外展壁球隊際賽 男子高小組亞軍 6B陳彥衡 6D鄭家軒 5B何軍賢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經驗組男甲)冠軍 6B陳彥衡

(經驗組男甲)季軍 6D鄭家軒

(經驗組男甲)優異 5B何軍賢

(經驗組男甲隊際)冠軍 6B陳彥衡 6D鄭家軒 5B何軍賢

(經驗組男乙)季軍 4A謝朗軒

(經驗組男乙)優異 4A施駿謙 3A譚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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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經驗組男乙隊際)亞軍 4A謝朗軒 4A施駿謙 3A譚子盛

(經驗組男丙)優異 2C馬健峯

(經驗組女乙)優異 3A劉晴琳 3B歐令瑜

(經驗組女乙隊際)季軍 3A劉晴琳 3B歐令瑜 3E李焯婷

(新進男乙)優異 4D李智洛

(新進女乙)優異 3A盧蒨曈 4C馮凱營

(新進女丙)亞軍 1B何咏珈

(新進女丙)季軍 1B王澤心

(新進女丙)優異 2A黎縉欣

(新進女丙隊際)冠軍 1B何咏珈 1B王澤心 2A黎縉欣

沙田學界乒乓球錦標賽/
新界地域

男子甲組團體第五名
5A黃粧禾 5A陳德鴻 5D羅振源 6A譚諾然
6A袁展培

沙田區校際羽毛球錦標賽 女子組團體第五名
3E黃譓殷 4D陳彥霖 5B袁惠媚 5C麥凱晴
6C蔡可琦

2014-2015聯校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小學男子公開組

小學男子公開組
100米冠軍

6A梁子樂

小學男子公開組
200米冠軍

6A梁子樂

小學男子公開組
4X100米季軍

6A梁子樂 6A何旻諾 6B陳彥衡 6D劉偉昇

大埔壁球賽男子13歲以下 冠軍 6B 陳彥衡

日本青少年錦標賽 亞軍 6B 陳彥衡

公民田徑錦標賽
(青少年組)2014

女子C組60米優異 3B 康以晴

女子C組200米優異 3C 李慧盈

女子 C組60米優異 3B 劉鎂恩

女子C組100米優異 3B 劉鎂恩

女子C組跳遠優異 3B 劉鎂恩

女子D組100米優異 2A 林海晴

女子D組立定跳遠優異 2A 林海晴

女子D組壘球優異 2A 林海晴

女子E組立定跳遠優異 1D 林海寧

女子E組壘球亞軍 1D 林海寧

女子E組 60米亞軍 1D 林海寧

女子E組100米亞軍 1D 林海寧

男子B組4X100米接力
優異

4A謝朗軒 4B葉泓熹4C劉俊亨 4E余偉謙

友校接力

屯門官小
男子4X100米接力  
季軍

6A梁子樂 6B陳彥衡 6D劉偉昇 5B黃敬楠

屯門官小
女子4X100米接力  
亞軍

6A鄧凱靖 6D江碧瑜 5D余鎧瑩 3B康以晴

元朗官小
男子4X100米接力  
殿軍

6A梁子樂 6A何旻諾 6B陳彥衡 6D劉偉昇

元朗官小
女子4X100米接力  
亞軍

6A鄧凱靖 6D江碧瑜 5D余鎧瑩 4B房昕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男甲)

50米蛙泳亞軍 6A區晉僖

100米蛙泳亞軍 6A區晉僖

50米背泳季軍 6A麥展俊

100米自由泳亞軍 6A麥展俊

團體殿軍 6A區晉僖 6A麥展俊 6D劉偉昇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男甲)

4×50米四式接力冠軍

100米蛙泳第五名

50米蛙泳第第八名

6A區晉僖

4×50米自由接力冠軍

100米自由泳第六名
6A 麥展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