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戲劇組的同學以風趣幽默的方式演
出一齣名為《忍之傳說》的話劇。

沙田官立小學
2016-2017校訊

地址：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電話：2604 9867　　傳真：2602 2489　　網址：http://www.stgps.edu.hk　　電郵：stgps@edb.gov.hk

綜藝 匯演展才能

4月29日（星期六）本校舉行了大
型綜藝匯演展才能節目，讓同學們藉
此機會一展所長。當天表演的項目包括
舞蹈、朗誦、體操、音樂、戲劇等，同
學們不但才能盡展現，更獲得嘉賓和
家長們的熱烈讚賞。由於本校的禮堂細
小，未能容納所有家長到場欣賞表演，
因此資訊科技組的同事利用iPad進行
Youtube網上直播，讓家長可以即時收
看表演。

國術獅藝隊以生龍
活虎的南獅為整個
匯演揭開序幕！

合唱團以優美的歌聲唱出充滿動感的《Humpty Dumpty》。

穿着整齊制服的銀樂隊，精
神奕奕地一連奏出多首樂曲
為第二場匯演揭開序幕。

中國舞校隊以多姿多采的舞蹈，表現出小孩們對春回大地的喜
悅，亦表現出千姿百態的風箏隨着花兒翩翩起舞的熱鬧情形。

兒童舞演出的《快樂的吉宇鳥》，以開心活潑
的動作表現出吉宇鳥在樹叢中玩樂的場面。

顧問：曾錫文校長  

         譚靜儀副校長 

統籌：廖月嫦老師

         張迪生老師

委員：曾家華老師 

         李偉兒老師

         伍少芬老師 7.2017



2

藝術體操隊的小運動員配合音樂節奏，為大家表演一套既柔和又優美的舞蹈，展現同學們可愛活潑的一面。

敲擊樂班以木琴配合各
種 敲 擊 樂 器 奏 出 動 聽
的《Swanee  Rive r  Al l 
Through the Night》。

小提琴班的師兄師姐們先奏出動聽的《天空之城》，
再跟師弟妹組成一隊合奏。

手鐘隊以美妙動聽的手鐘奏出「Surprise 
symphony」和「Over the rainbow」。

經過一番努力的練習，今年的匯演完滿結束了！

手鈴隊以美妙的鐘聲奏出耳
熟能詳的《世界真細小》。

3D班張倬嵐同學以清脆的聲
音朗誦《太陽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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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目標是希望學生有動機
及有目標去學，有能力和有方法去學，以及
能按自己的需要和特質去改進學習。因此本
校老師在設計課業時，均讓學生自定學習目
標，並設計不同的自主學習活動，例如：自
擬題目、自學冊、預習、搜集資料及利用圖
表分析歸納重點等方法，讓學生有效地學
習，而學生完成課業後，亦要進行自我學習
反思，以改善自己的學習策略。本年度老師
更加強延伸活動的設計，讓學生能學得更闊
更廣，培養不斷求進的自主學習精神。

優化自主學習課程

發展 學生學習技能

常識科老師透過預習工
作紙，讓同學自定學

習目標、選擇學習方法及
上網搜集資料。

各科老師利用課室壁布展示學生的延伸
學習課業，幫助學生自主學習。

中文科老師在寫作前，先讓同學自訂目標，並在完成課
業後，進行自評及互評等學習反思，改善自己的學習。

老師設計不同的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匯報預習
成果及搜集資料等，讓學生體現自主學習的精神。

數學科老師讓同學自擬題目，並進行自我反思。

低年級同學要學習搜集資料及查字典等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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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比賽： 成績

第十六屆環保創意模型設比賽

日期：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地點：九龍公園廣場
參賽學生：6A羅晉謙 6A歐焯楠 6A施駿謙 6B陳延深 
               6E何樂文 6E劉正韜  6C鄧澤鍵

最具環保設
計獎—季軍

最具環保設
計獎—亞軍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2017

日期：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
地點：獅子會中學
參賽學生：
第一隊：6A羅晉謙 6A施駿謙 6B陳延深 6E何樂文
第二隊：6B陳曉盈 6B鍾瀚洳 6D劉建朗 5A陳城至
第三隊：6D羅頌熹 6C鄧澤鍵 6E劉正韜 5B陳學賢

銀獎

九龍及沙田區區際STEM比賽BLING

BLING 電容模型車(終極STEM大賽)
日期：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地點：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參賽學生：6A羅晉謙 6D羅頌熹 6E陳正韜 5A陳城至

40周年校慶盃小學校際機械人相撲比賽

日期：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地點：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參賽學生：6E何樂文 6B陳曉盈 6B陳延深

第一屆小學校際STEM無人機挑戰賽

日期：2017年4月1日(星期六)
地點：黃允畋中學
參賽學生：
第一隊：6A羅晉謙  6A歐焯楠  6A施駿謙  6E劉正韜
第二隊：6B陳曉盈  6B陳延深  6C鄧澤鍵  6D羅頌熹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2017

日期：2017年4月29日(星期六)
地點：香島中學
參賽學生：
比賽項目：障礙賽
第一隊：6A羅晉謙 5B陳學賢 5B林希妍 5B顏�軒
第二隊：6B鍾瀚洳 6D劉建朗 5A陳城至
比賽項目：舉重賽
第一隊：6A施駿謙 6A歐焯楠 6B陳曉盈 6E劉正韜
第二隊：6D羅頌熹 6B陳延深 6E何樂文 6C鄧澤鍵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2017

日期：2017年5月20日(星期六)
地點：明愛馬鞍山中學
參賽學生：
獎項及比賽項目：障礙賽
第一隊：6A歐焯楠 6A施駿謙（負重挑戰賽冠軍）
第二隊：6B陳延深 6E何樂文
第三隊：6E劉正韜 6C鄧澤鍵（全場總冠軍、足球賽亞軍、負重挑戰賽季軍）
第四隊：5B陳學賢 5B材希妍（全場總季軍、負重挑戰賽亞軍）
第五隊：6B鍾瀚洳 6D劉建朗
第六隊：5A陳城至（足球賽季軍）

科研機械Fun Fun STEM

環保創意模型設計比賽

獅子盃科學科技
比賽

電容模型車
決賽

機械人相撲比賽

香島盃全港科技
比賽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比賽

活動及

數理編程多Think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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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讓學生利用平板電腦seesaw軟件，錄
下英文作文內容，以進行自評及互評活
動，老師亦能即時作出回饋，成效顯著。

為了讓老師在推行電子學習方面更得心應手，在專業發展日讓老師學習如何使用電子學習應用程式(nearpod、pingpong、educreation)於課堂活動中。

常識科老師利用平板電腦及QR-CODE著
學生搜集資料。

世界瞬息萬變，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的文明更是與科技不能分割。我們不知不覺
已讓電子科技滲入個人生活的每個環節，造成生活方式的重大轉變。在校園內，教師
肩負起培育未來棟樑的工作，我們的教學模式須跟上時代轉變的步伐，因此，本校
積極推行電子學習。

本校參與電子學習發展計劃，建構校本平板電腦基礎教學模式，並成立
電子學習發展組，負責在校內推動各科進行電子學習，目標是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動機，並加強師生互動及照顧個別學習差異，令教學更具成效。

本年度各科老師均在共同備課時，設計配合教學重點的電子學習活
動，以擴闊學生的學習領域及知識面，建設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環
境，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主動性。

中文老師利用Nea
rpod 軟件教導同學

如何找尋中心句。

老師利用educreation及nearpod軟件讓學生進行分組學習活動。

三年級中文科老師
帶領學

生利用平板電腦到
九龍公

園進行移動戶外學
習。

培育未來新棟樑

科研機械Fun Fun STEM

六年級：投射器
學習目標：
1. 能利用簡單而適當的物料製作投射器。
2. 探究影響投射器投射遠近的不同因素。
3. 能分析投射器在操作上的問
   題，並構思改善的方法。

三年級：提取蛋白質
學習目標：
1. 初步認識蛋白質的特性。
2. 能利用簡單方法從麪粉中取出蛋
　白質。
3. 能比較不同麪粉中的蛋白質含量。

一年級：紙杯機械人
學習目標：
1. 認識橡皮圈的一些特性。
2. 能利用簡單的物料，製作紙
   杯機械人。
3. 認識回力玩具車的科學原理。

數理編程多Think Big 在上學期，常識科已為小一、小二及小五舉行了以科學探索為主題的全級聯課活動，而下學期則為小一、小三及小
六舉行。同學非常投入，動動小腦袋，應用知識在實際生活中。

常識 科STEM 學習日

電子 學習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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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本校舉行了「跨科學習日」，主題是「綠色環保日」。當天活動包括專題講座、話劇、攤位遊
戲，及在課室內進行不同的班內活動。每班同學積極參與，亦有高年級同學製作及帶領以環保為主題的攤位遊
戲，讓大家渡過了既精彩又充實的一天；專題講座和話劇讓同學得到更多有關綠色飲食和環保的知識；還收看了
有關拯救地球的影片，讓大家了解更多節約能源的資訊。活動過程中，大家都積極參與，大大提高了同學對綠色
生活的意識，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從而培養大家注意環保的態度。

跨科學習日—「綠色環保日」

三至六年級同學們
欣賞「蝦你數據迷

宮」話劇。
五、六年級同學們分組進行「環保DIY」比賽。

一、二年級同學們專心聆聽「綠色飲食」講座。

三、四年級同學們進行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一
、二年級同學們進行環保填色比

賽。 「跨學科學習日」比賽部分得獎學生作品



7

四至六年級進行「班際環保話劇創作大賽」。

跨科學習日—「綠色環保日」

今次跨學科學習日全校師生積極投入參與，我們期待明年的節目更精彩、更豐富。

1C李懿津
6E林珈晞、何樂文、黃靜、陳穎希、李卉晴、任雅婷、簡樂晴

3A李希比 4C黃永樂 5A謝希潼 2D駱靖喬

「跨學科學習日」比賽部分得獎學生作品

一至六年級同學進
行攤位遊戲。一至三年級進行

「環保小勇士演
說大賽」。

玩完攤位後，大家投票選出最佳攤位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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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非一般的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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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上課時間
出 外 參 觀 沙 田
區，以發掘更多
本區的特色。

透過親親大自
然，讓學生對動
植物及環境有更
深的認識。

P.1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P.2 參觀沙田社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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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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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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親臨九龍公園和尖
沙咀栢麗大道，飽覽風
光之餘，更以平板電腦
拍攝早前已選擇好的公
園景點，並運用英語及
普通話訪問各地遊客。

P.3 參觀九龍公園和尖沙咀栢麗大道

P.4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P.5 參觀海防博物館

P.6 宣明會聯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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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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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電子產品的普及化，一切的產品趨勢，就是為讓生
活更加便利，例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讓我們隨時
隨地可知曉世界資訊。以前要看書就得勤跑圖書館或到書店
購買，可惜空間有限，書本真不知擺在哪裏。然而這一切困
擾的事情，只要隨着電子書的出現，就能輕易解決，改變了
全世界的閱讀方式。

到底電子書有何特別之處，它具有索引功能，足不出戶
便地搜尋圖書；可以以豐富的畫面呈現，是圖片也可以是動
畫；把一大堆的書籍隨身帶着走，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 
在個人知識增長和管理上，多了變化和便利性。電子書對我
們生活帶來了便利，讓我們幾乎一機在手，就可以讀遍整個
圖書館的藏書。

去年度本校圖書館主任鼓勵同學於香港教育城的教城書
櫃內下載電子圖書，從而體驗電子閱讀的樂趣和培養閱讀習
慣。透過資訊教育城e悅讀學習計劃，同學可於網上發表文
章及書籍評論。是一個「學會學習」的好平台。為了推廣這
項計劃及為同學們選擇合適程度的圖書閱讀，本年度推行了
齊來閱讀電子圖書計劃，由圖書館主任於教城書櫃內選擇圖
書，於學校閱讀課時讓學生一同閱讀，由老師作出適當的指
導，回家進行延伸閱讀。圖書館主任亦會利用電子圖書進行
教學活動，作為教學資源，使教學更便利。

電子書走 進萬千世界

愛閱 讀發 掘知識寶藏

進行齊來閱讀電子圖書閱讀課時，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閱讀。

透過電子圖書的資源，老師把電子圖書融入教學中。

電子書的內容豐富，同學們對閱讀深感興趣。

透過“圖聲並茂”的電子書，同學們可欣賞動畫故事。

同學們於課堂上進行閱讀分享。 同學於圖書課時，向同學介紹自己喜愛的電子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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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午 間廣播
為了提升同學的說話能力，中文科於本學年共進行四次午間廣播，內容為好書推介或短片分享，讓同學認識不同的

語文知識，又或是更多的課外讀物，擴闊學習內容，提升語文能力，並對中文科更感興趣。另外，參與演出的同學都樂
在其中，並認為這是展開小主播夢想的第一步！

為了提升同學的自主學習精神，學校於1月18日（星期三）舉行本年度的中文科遊戲日。六年級同學負責設計及主
持攤位，充份展示自學精神和協作能力。一至五年級同學就踴躍參與攤位遊戲，利用平日所學的中文科知識來贏取小禮
物，令當日的校園充滿學習氣氛。

六年級同學藉課外書來分享以善
心和關懷可令生命更精彩。

三、四年級同學藉明哥助人的
事來介紹不同的四字詞語。

同學們寓學習於遊戲中。大家都投入地玩互動的攤位遊戲。

愛閱 讀發 掘知識寶藏 中

文

科

中文科遊 戲日

學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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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English Games Day

To create a relaxing and pleasurable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after examination, we 

scheduled with a series of interesting programmes including ‘spelling games’, ‘pronunciation games’, ‘matching 

games’, ‘vocabulary building games’, ‘sentences construction games’ and ‘listening games’ on English Games 

Day. Students were excited by the games. Students’ laughter mixed with excitement and joy fi lled the Activity 
Room. Students had a fantastic time on that day.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enjoyment and pleasure during English 

Games Day: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7

Congratulations to our students, Chow Cheuk Yiu from 6A, 
Yeung Hiu Tung Austin and Fung Wing Yu Valerie from 6B and 
Lam Chadwick and Tam Wai Ching from 5A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on 26th April, 2017. The students wrote their 
own script called “The strawberries’ disaster”, puppets and designed 

backdrop for the competition. We won a prize for Best Voice Work!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ixty-one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68th School Speech Festival. 
Fifty-six got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3A Poon Ho Yee and 3E Chan Kwok 
Fung was awarded the Third Prize in 
Solo Verse Speaking. 

英

文

科

Classroom Vocabulary Competition 2017

Au Ka Yui, Kwok Tsz 
Kiu and Lau Yat Long 
from 4A took part in the 
Vocabulary Competition 
i n  March ,  2017 .  Our 
team of students got the 

1st  Runner-up in  the 
North-east Distr ict  B.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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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課題 STEM活動

一 長度 飲管紙火箭

二 方向 風向儀

三 升和毫升 自製量杯

四 梯形 立體投影機

五 異分母分數加法 創作斷橋

六 立體圖形 棉花糖挑戰

同學喜愛數學園地的每周一問。

數

學

科自主學習 電子化
共創數學 新領域

網上評估成績優異的低年
級同學

飲管紙火箭

今學年，本科繼續加強推行自主學習及電
子學習。學生認真投入課堂預習及延伸活動，
又善用餘暇，踴躍參加數學園地活動；電子學
習方面，在課堂上教師善於運用不同的電腦軟
件，不但增加教學效能，而且提高學生學習興
趣及能力；學生興致勃勃地完成網上學習及評
估，以提升學習效能。

本科開始推行以數學課題為主的STEM活
動，使學生能更聚焦，更深化地鑽研該課題。
學生能積極投入課堂活動，積極地動手操作，
以求完成目標。右列是各級與STEM有關的數學
活動：

同學喜愛課堂上運用平板
電腦學習。

網上評估成績優異的高年級同學

13

六年級STEM-棉花
糖挑戰 

五年級STEM-創作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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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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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苗活動以生動形式進行
性教育的講解。 同學們細心聆聽導師的指導。

為提高學生對性教育及預防性侵犯的認識，本校特邀請「護苗基金」的「護苗教育巡迴車」在三月七日（星期
二）到學校教導五年級同學認識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化、尊重別人的私隱及保護自己身體的知識。

公公婆婆齊齊做活絡操。

「護苗教育巡迴車」活動

五年級服務學習日

公公婆婆投入參與攤位遊戲。

同學們派發紀念品給長者。

長者和同學一起表演魔術
。 

長者參加傳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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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溫睿怡
同學模仿畢加索的立體
主義「多角度觀察」的
手法，以強烈色彩的幾
何圖形「重組」同學的
面貌，運用對比強烈的
色彩成功地營造怪異荒
誕的視覺效果，打破了
傳統人物畫的框架。

3D 胡安子
學生選用彩度高的顏色繪
畫出美麗的瓶花，並加上
窗戶、桌子等景物襯托， 
成功營造寧靜閑適的氣
氛，配以瓶子的陰影，加
強畫面的立體感。

1B 宋學琳
同學利用三原色繪畫出
大小不同的昆蟲，並加
上樹木及景物襯托， 營
造強烈的色彩效果，風
吹草動，畫面富有動
感，添上無限生命力。

創意無限小宇宙
畫筆一揮 顯潛能

視藝繪畫創作比賽（平面）
為加強學生的繪畫技巧，本科於上學期第四至七週舉行了「視藝創作比賽（平面）」，主要以作品的原創性和內容

切題作為評選標準，其次為創作技巧、色彩運用、構圖及美感，讓同學藉此比賽發揮無窮創意。

以下是得獎項目和名單：

級別 主題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優異

六年級 同學面面觀 6C 溫睿怡 6A 羅凱而 6B 馮穎妤 6A 黃禮熙 6A 戴晴堯

五年級 星夜 5A 鍾騏蔚 5E 陳靜妍 5A 黎心怡 5A 劉晴琳 5E 劉鎂恩

四年級 走進奇異的夢 4B 何御鋒 4B 楊諾軒 4E 林永浩 4C 陸子晴 4D 何宛詩

三年級 瓶花 3D 胡安子 3C 羅曉而 3D 莫采文 3C 梁曉桐 3C 黃詩恒

二年級 我的趣怪表情 2D 彭珮茵 2B 關曦晴 2D 吳梓殷 2C 陳心悠 2C 劉項子

一年級 昆蟲世界 1B 宋學琳 1D 吳紫寧 1D 羅恩彤 1A 劉劭津 1B 麥倚藍

得獎作品欣賞

視藝創作比賽（立體）
為提升學生立體創作技巧，加強學生環保意識，讓學生發揮視藝的創作潛能，運用視覺藝術元素進行創作，本校上

學期第十至十三週在視藝課中進了「視藝創作比賽(立體)」，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早上已頒發獎項。

小四至小六（高年級組）得獎學生合照 小一至小三（低年級組）得獎學生合照

5A 鍾騏蔚
以梵谷《星夜》作引
子，同學用厚塗方法，
以動感旋渦式的線條創
造萬變的景色，畫面富
有動感，筆法俐落，營
造星輝耀眼的感覺。

視

藝

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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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交流會  互相觀摩學習

「2016/17美樂主持@校園」工作坊

在「飛躍演奏香港-原聲
探索四重奏」音樂會中

，學生既可

欣賞原聲探索四重奏現場
演奏外，亦可一同參與演

出。
5A學生在音樂工作坊中，表現積極投入，享受演奏室內樂的樂趣。

本校於五月十六
日邀請飛躍演奏香港
室內樂樂團到訪本
校，為五、六年級學
生舉行一小時的原聲
探索四重奏現場演奏
會，同時亦為5A學
生舉行45分鐘的音樂
工作坊，讓同學們分
享學習及演奏室內樂
的樂趣。

本校於一月二十五
日邀請香港電台第四台
專業節目主持到訪學
校，為六年級同學介紹
古典音樂，同時亦讓同
學體驗擔任節目主持及
學習古典音樂主持的基
本技巧，從而增強同學
的表達能力和自信心。

六年級同學正在欣
賞古典音樂。

同學正體驗擔任電台節目
主持，他們十分享受呢！

琵琶獨奏   

長笛獨奏

二胡獨奏

「飛躍演奏香港—
原聲探索四重奏」音樂會及工作坊

同學們演奏不同的中西樂器，大家互相切磋演奏技巧。

為了讓參加今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增加參賽信心，本校於一月
十七日舉辦了一場音樂交流會，讓同學們能互相觀摩和學習，另外，亦
邀請一、二年級同學欣賞。各同學表現投入，互相交流及展現潛能，除
有助增加表演的經驗外，亦能學習在音樂會中應有的禮儀和正確態度。

小提琴獨奏 鋼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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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交流會  互相觀摩學習

「2016/17美樂主持@校園」工作坊

體

育

科

本年度的周年運動會於2月24日假馬鞍山運動場舉行，運動會在莊嚴而隆重的開幕禮下開始了。當天的家長義
工多達百餘人，而參加親子遊戲的家長超過五百多人，非常熱鬧。

P.1,2 30米跑

30米跑

立定跳遠

親子比賽

三至六年級的田賽項目有擲豆袋、擲壘球及跳遠項目，徑賽
項目則有60米、100米、200米及班際接力跑，還有親子接力賽。

周年運動會「飛躍演奏香港—
原聲探索四重奏」音樂會及工作坊

跳遠

親子接力賽

一、二年
級同學有30米
跑、立定跳遠
及親子項目。

班際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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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舞比 賽
今年度的學校舞蹈節，本校的中國舞校隊亦獲甲級獎，實在令人鼓舞。高年級的中國舞，名為《放風箏》。故事講

述一群小女孩正在放風箏，看到風箏的款式千姿百態，蝴蝶、蜻蜓隨著花兒翩翩起舞，多麼熱鬧啊！
本年度的中國舞校隊加入了新成員，陣容更鼎盛。今年是同學首次參加校外大型比賽，她們的努力獲得了獎項，真

叫人開心。

校友盃 (六年級
個人100米跑冠

軍)

兒童 舞比 賽
今年度的學校舞蹈節，本校的兒童舞校隊獲甲級獎。參賽的兒童舞主要是二、三年級的同學，故事講述一群快樂的

吉宇鳥在密密的樹葉叢中玩樂，山林裏洋溢着歡樂的氣息。這次是同學首次到元朗劇場參加比賽，心情既緊張，又興
奮。今次的比賽，同學得到寶貴的舞台經驗。

閉幕禮在陳開莉老師和兩位小司儀
(3C班的曾繁天和羅曉而同學)主持下，
以温馨活潑的氣氛完結，順利頒發了多
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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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匯演電子邀請卡封面設計比賽

繼班際朗誦比賽之後，本年度的才藝表演於
3~ 4月舉行。學生們都勇於嘗試，表演不同的項
目，如唱歌、戲劇、猜謎語等等。學生投入演
出，寓學習於娛樂。「愉快教、愉快學」在這個
活動中表露無遺。

為鼓勵學生多使用電腦作學習及設計，本校電腦科邀請家長和學生一起共同利用電腦設計綜藝匯演電子邀請卡封
面。經校長和評判團仔細的評審後，比賽結果終於誕生了。

冠軍 1A 柯欣彤  柯志遠（父親）

亞軍 3D 張倬嵐  林嘉麗（母親）

季軍 5C 何諾彤  周安琪（母親）

另外，本科為了激

發學生對未來目標的幻

想，結合機械科技、創

意及視覺藝術的學習

經歷，因此參加了香

港機械人學院舉辦的

「2017 ROBOFEST填色

比賽及電腦繪圖設計比

賽」。本校3C班羅曉

而同學取得初小組一等

獎，並且獲得一面獎牌

以茲鼓勵。

羅曉而同學接過香港機械人學院
頒發的獎狀及獎牌，喜上眉梢。

電

腦

科

普

通

話

科

學習活動多姿采
上課輕鬆 又愉快

「2017 ROBOFEST填色
比賽及電腦繪圖設計比賽」

曾校長頒發獎品給得獎的同學，嘉許他們用心設計電子邀請卡。

同學專心唸詩歌。
同學投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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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在
1月19日至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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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及佛山的嶺南文化」交流活動。在
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下，40位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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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廣東省博物館（新館）。 在廣州珠江新城的紅線女藝術
中心門前來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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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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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黃美琪)
在這次的旅程中，我學會了許多有關

嶺南文化的知識，包括：嶺南的建築特色
和風格，欣賞嶺南的傳統藝術，了解粵劇
的文化、發展和歷史。在參觀紅線女藝術
中心時，我深深體會到紅線女是十分堅毅
不屈的人，令我明白到當遇到困難時，
不要輕易放棄！除了參觀紅線女藝術中
心外，我還參觀了廣東省博物館、佛山祖
廟、石灣公仔街、佛山民間藝術社，讓我
眼界大開！ 

(6D  陳詠珊)
在這次的行程，我首先到了廣東省博物館。它座落於廣州珠

江新城中心，那里以廣東歷史、文化藝術和自然為三大陳列品方
向，種類繁多。然後，我們便到了紅線女藝術中心。那裏介紹了
紅線女的生平和歷史，也收藏了紅線女各時期的音像圖片、文
字、實物的豐富資料，令我了解粵劇的歷史、文化及其發展。第
二天，我們到了佛山祖廟，那裏有很多關於祭祀的東西，而令我
印象最深的是利用陶瓷製成的「龍」。
最後，我們到了座落在石灣公仔街的石灣陶瓷博物館，那裏

展示了很多製造工具，令我大開眼界。我覺得這次旅程能訓練我
的自理能力，也加深我對廣東的認識，真的十分有意義呢！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內地交流計劃

第一天行程：參觀廣東省博物館（新館）及廣州紅線女藝術中心

 廣州及佛山的嶺南文化 

學生支援 及成 長篇

(4B  黃綺晴)
在這次旅程中，我學到了很多關於佛山的嶺南文化。我們去了很多景點：第一個景點是廣東省博物館，那裏有

很多關於以前人類的生活習慣和資訊。第二個景點，我們去了紅線女藝術中心，那裏展示有關紅線女的展板和衣
服。第三個景點是佛山祖廟，祖廟裏會有一些表演，包括武術表演和舞獅表演。第四個景點是石灣公仔街，那裏可
以令我知道製作陶瓷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並不是我們想得那麼簡單。經過這次佛山之旅，讓我知道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特色。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再多去佛山一次，增廣見聞。

學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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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行程：參觀參觀佛山祖廟及石灣公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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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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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一票方式在各班選出

「公德大使」兩名，合共五十八位同學。「公德大使」除了負責協助學校向全校學生宣傳「公德」的重要性外，還與

「跳躍生命學生大使」攜手合作，推動本校所舉辦的「跳躍生命計劃」。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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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大使」及「校園小主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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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德大使」在午膳時
間透

過校園電視台廣播系統
，與

同學們分享好人好事。
透過「好人好事」活動，讓學
生懂得欣賞和關心別人。

「公德大使」與「跳躍生命學生大使」正進行宣誓儀式，一同攜手合作，推動本校所舉辦的「跳躍生命計劃」。

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公德大使」•「好人好事」齊參與，共創互助互愛好校園

2017年1月23日及24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基本法》流動資源
中心到訪本校，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負責老師帶領學生前往學習。《基
本法》流動資源中心是一輛用作推廣《基本法》的專用車輛，車內設有
電子展板介紹《基本法》的內容和實施情況，同學們可透過參與車內的
互動遊戲等，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和理解。

<齊來認識基本法>
 基本法流動資源中心(流動車)到校

同學們積極參與基本法流動
資源中心（流動車）活動。

為了提升學生對《基本法》的認識，包括《基本法》的由來及憲法精神；幫助學生了解《基本法》的憲制性地位；
引發學生領略《基本法》與港人生活的關係，包括權利及義務；及增進學生對香港特區成立的歷史和發展，以及了解特
區成立以來取得的成就。本校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所舉辦的「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全港校
際問答比賽」。在是次比賽中，本校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及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決賽（小學組）優異獎，同學表現
出色。

6A何昱希同學、5A招汶沛同學及5B
李慧盈同學正參與「第三屆《基本
法》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決賽。參賽同學們笑容滿臉，對

比賽充滿信心。
啦啦隊到場為參賽同學打氣，
場面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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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參與獎勵計劃」

每到換領獎勵卡的日子，專櫃
前定必人山人海，可見同學們

均積極參與獎勵計劃。

由十月開始至六月初，我們按月訓主題分四期推行「全校參與獎勵計劃」，分別是「關愛滿校園」、「自律小先鋒」、「積極達人」和「珍惜真識」；每期會於早會時舉行「啟動日」，每位同學需持獎勵卡朗讀宣言，以表其決心，然後配合學校的行事曆推出不同的活動。當我們看見同學有「關愛、自律、積極、珍惜」的好行為時，校長和老師會給予該生一張「白金卡」，而學生大使和公德大使則會給予一張「彩卡」，以示表揚。同時，持獎勵卡的同學可於指定的午膳小息憑卡換領「至叻星」獎貼；並把獎貼貼在為表揚學行和健康表現理想的「I can 至叻星」紀錄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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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卡與白金卡換領計劃

看！於早會上，各位同學手持「彩
卡」，在兩位「跳躍生命學生大使」
帶領下一同進行活動啟動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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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揚同學自律的表現，在活動期
間，同學若能獲得由校長或老師派發
的三張白金卡，便可成為「自律小先
鋒」，其姓名更可寫在「自律小先鋒」
展板上，讓全校師生得悉。

為推行「學生大使—跳躍生命」計劃，本校除
設計活動橫額、易拉架及印製四款附有不同勉勵字句
的白金卡及彩卡外，更為配合整個活動的宣傳及提
升活動的成效，我們邀請了本校的合唱團為計劃重唱
「學校生活多樂趣」一曲，並配上學生在校園愉快生
活的片段，作為本計劃的主題曲，逢星期五午膳時段
播放，讓學生不斷重温學校生活多樂趣，感受由同
學、老師及學校帶給學生的温暖和關懷，以凝造一個
「和諧互助正向的校園」。

「跳躍生命」計劃主題曲—「學校生活多樂趣」

「自律小先鋒」展板

莫糿蘭詞
黎小田曲
劉永堅配伴奏
(歌曲以廣東話唱)

鮮花開得多燦爛，迎臉向我笑，

綠葉樹滿枝風中搖。

歌聲充滿在園內，師生多親切，

學校像我家愛護我。

身心應要多鍛鍊才會有貢獻，

活動樂趣多，又諧和。

溫馨小天地洋溢友愛與關注，

互諒互勉，不要動氣。

Chorus:

要專心，求學去；共切磋，

共唱歌；動腦筋，知識多。

光陰多麼寶貴，不要浪費。

春青多麼寶貴，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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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

本校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透過推行不同的輔導小組，鼓勵同學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成長和學業上
的挑戰，從群體中學習關懷別人、互勉互勵，讓彼此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成長路上的孩子，他們也許會經歷挫敗而導致缺乏自信。全方位輔導小組活動，正正為孩子營造一個互相

關懷、信任和尊重的學習環境，幫助他們發掘自己的長處，提升自尊感，讓他們充份發揮潛能，達致全人發
展。我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因應每個同學各自擁有的獨特潛質，只要適當地協助他們發揮，每個孩子都是
有價值和有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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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大使-跳躍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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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創高峰營」—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再戰營會」—青
協西貢戶外訓練營

隊友小心中水彈啊！

同學們互相支持、一起完成任務！

驕陽伴成 長、逆風齊飛翔

愛心之旅—探訪美林村獨居長者

野外歷奇之旅—挑戰元朗河背水塘家樂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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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陽伴成 長、逆風齊飛翔

25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五年級百多位同學於烏溪沙青年新村進行戶外教育營，活動包括：歷奇活
動、羅馬水炮、黑夜追蹤等，各同學都能樂在其中，愉快地度過輕鬆的三日兩夜之學習生活。
同學們在這三天裏透過歷奇活動等，學習互相合作和溝通。他們除了要學習獨立生活及自我照顧外，還要透過各項

活動，彼此建立互信和合作，充分發揮各人所長。

其中一項歷奇至激任務就是高難度
攀石，同學們都勇敢面對挑戰。

主題：傳承使命，再闖高峰

製作「羅馬炮架」，可訓練同
學的團隊合作精神及創作力。

分組活動時，同學們
認真地為自己的組別
改組名及創作口號！

玩集體遊戲時，同
學們都樂透了！

小五戶外  教育營

黑夜追蹤是今次同學們最喜歡
的歷奇活動，既刺激又好玩！

營地的飯餐很豐富，同學
們都不禁垂涎三尺！

同學和老師都很享受今次教育營之旅！ 主題遊戲之一：Happy Balloon 大家都玩得很投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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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升中選校家長座談會』已於4月7日（星期五）舉行。當天座談
會內容主要讓家長了解如何為子女選擇中學學位及填寫選校表格。講座完
後，出席的家長會與班主任見面，彼此交流選校的心得及注意事項，家長
的反應熱烈，氣氛融洽。

莫主任解釋統一派位機制及一般的選校策略。班主任為家長詳細講解
選校時需注意的事項。

『2015/2017年度

小六升中選校家長座談會』

本校於2月8日（星期三）接待
了區內三間幼稚園，包括孫方中幼稚
園、英藝幼稚園及樂基幼兒學校約百
多位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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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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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林卓維同學

3A潘可兒同學

表演生為到訪幼稚園家長作英詩朗誦、中詩獨誦及鋼琴獨奏，歡
迎他們的蒞臨。

接待區內幼稚園

學生校
園大使擔任了「導賞員」的角色，在帶領幼稚園家長參觀校舍期間，以粵英普三語用心地

向家長
詳盡講

解，
令家長們

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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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
園大使擔任了「導賞員」的角色，在帶領幼稚園家長參觀校舍期間，以粵英普三語用心地

向家長
詳盡講

解，
令家長們

讚不絕口。

校園健康 學習愉快

健康校園 

本校參加了衛生署
口腔健康教育組為全港
小學生推行的「陽光笑
容滿校園」活動，以提
升學生在早上、睡前把
牙齒刷乾淨的自發性。

為了讓學生建立良好的飲
食習慣，本校積極響應衛生署
在全港中小學推行的「健康飲
食在校園」計劃，在上下學期
均舉行「水果周」及「健康小
食」活動，加強培養學生的健
康飲食習慣，促進他們的身心
健康。

言語治療 
本校運用「加強言語

治療津貼」外購校本言
語治療服務，由博言治療
中心的黃凱晴姑娘擔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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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姑娘每逢星期三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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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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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姑娘向家長講解同學經常會遇到的困難，
並與到場家長分享與孩子溝通的技巧。 校方安排了家長講座，讓家長掌

握提昇子女語言能力的技巧。

同學們透過模擬片段評鑑討論
技巧，從而提升自己。 黃姑娘邀請同學即場運用所學技

巧作小組討論，同學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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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學年，本校加強發展學生多元化能力，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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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大力推薦位
潛質優厚的學生參加不同的活動或比賽，並獲
得不錯的成績。

資優教育展潛能

我們是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

六甲 黃丞軒
能夠被老師推薦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的學員，我感到萬分興奮。學苑所舉辦的課
程範疇廣泛，而且極具啟發性和學術性，讓
我可以更吸收到課本以外更高層次的知識，
擴闊知識領域，加強探索精神。今年一月，
我有幸被挑選參加TVB舉辦的<THINK BIG 遊
學團>電視節目，藉着玩冰壺遊戲，學會觀
察，對身邊的人和事有更深入的了解，真是
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啊!

5A 謝希潼家長(何小萍女士)
多得學校的支援及老師的推薦，早於四年級

時，給予小女參加資優教育學苑的機會，但我卻
誤以為是課餘學藝班，所以放棄參加了。幸經老
師解釋及鼓勵，今年終於能成為學苑的學員。這
不但肯定了希潼的努力，也可讓她豐富其專長知
識及才能，更能擴闊眼界，對她加以栽培。

我們THINK BIG GROUP參加多項STEM比賽，獲得不少獎項。

TVB在本校替四位
同學拍攝<THINK 

BIG 遊學團>。

活動 年級
1 教育局主辦的網上資優課程 四至六年級
2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 四至六年級(14人)

3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舉辦的活動：
A.網上跨學科評估及學習平台 一至六年級
B.資優解難大賽 二至六年級

4 TVB主辦的THINK BIG 遊學團 六年級(4人)

5
THINK BIG GROUP
參加了共12個有關STEM比賽。

五至六年級(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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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學藝班
學校於本學年開設近七十班課餘學藝班，以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讓同學得到均衡的培育。

課餘學藝班的項目：

英文 P.1英語班， P.2英語班，P.3,4英語班，P.5英文面試班，P.6英文面試班，P.5,6 English Song

數學 P.1,2數學精英培訓班，P.3,4數學精英培訓班，P.5數學精英培訓班，P.6數學精英培訓班，印度數學班

電腦 P.1-3電腦班， P.3-6 LEGO電腦機械人創作班

科學 科學探究精英培訓班

音樂 手鐘隊，手鈴隊，敲擊樂班，銅管樂班，小提琴(A,B,C)班，木管樂班，長笛班，獨唱班，合唱團，銀樂隊

視覺藝術 P.1-3綜合繪畫班，P.4-6綜合繪畫班，P.1-3迷你輕黏土(A,B)班，陶藝班

話劇 P.3-6戲劇組

體育

藝術體操校隊，國術獅藝班，「我智FIT」健體計劃，羽毛球培訓班，羽毛球校隊，乒乓球校隊
小型壁球校隊基礎班，壁球校隊(A,B,C)班，壁球校隊精英培訓班，壁球校隊精英班(暑假)
田徑基礎班，田徑校隊(A,B)班，田徑校隊精英培訓班，
P.1-2籃球興趣班，P.3-4籃球興趣班，籃球校隊，足球興趣班 

舞蹈 小一舞蹈遊樂班，兒童舞校隊，P.4-6中國舞校隊

資優培訓 P.3,4小領袖訓練班，P.4-6辯論隊，小主播培訓班，Think Big Group，資優解難

學生成長 快樂升小一，成長的天空(P4,P5,P.6)，品格小天使，情緒小管家，自信滿FUN，社交達人

制服隊伍 幼童軍，小女童軍，交通安全隊，升旗隊

電腦機械人創作班手鐘隊

辯論隊
英語面試班

印度數學班

迷你輕黏土班

數學精英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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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樂隊

籃球興趣班

戲劇組

敲擊樂班銅管樂班

羽毛球訓練

藝術體操校隊

體

綜合繪畫
班

「我智FIT」健體計劃
國術獅藝班

育

P1舞蹈遊樂班

田徑基礎班

田徑校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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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邊跳舞，一
邊學習英語，真有

趣！
大家都很專注下棋啊！

小一的小朋友已經变
有機會學習壁球了！

【成長的天空計劃】可訓練學生控制
情緒，培育學生有正確的人生觀。

透過團體遊戲，除了
可鍛鍊體能，還可享
受群體活動的樂趣！

別以為廚房絕對是成人天
地，美食小廚神可以讓烹
飪興趣濃厚的小朋友小試
牛刀展現廚藝呢？

話劇可以讓學生加強人與人的合作性！

我們學習製作別緻的手
工藝—蝶古巴特啊！

透過小記者訓練，我們可以培養獨特及敏銳
的觀察力、分析力，並學習提出積極建議； 
學習面對人群，掌握人際溝通及演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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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項課外活動，內容包含了藝術、益智、音樂、制服團隊、個人成長音樂、體育、家政等
等，並以興趣組及輪流組的形式進行，活動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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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趣
組

升旗隊
本校升旗隊隸屬香港升旗隊總會，隊號

為P100。升旗隊負責每月一次的升旗禮，籍
此推廣學校的升旗文化，讓全校師生通過親
身參與，認識國家、關心國家，增強對國民
身分的認同。　
升旗隊隊員穿著整齊制服，昂首闊步，

配合國歌的節奏，將國旗升上。

升旗隊隊員完成升旗儀式。

小義工

本年小義工隊和家長們曾為「小女童
軍」、「匡智會」賣旗或獎券籌款，
透過身體力行，幫助有需要的人。

本校小義工成員參加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的
「2016-17沙田區中小學聯校領袖培育計劃」。

風紀
本年度風紀員共分為四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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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隊為三

年級同學，四隊風紀員共有202人。每隊各有七至十四位隊員可獲晉升為隊長，負責管理自己的小隊；另設一總隊
長，負責監察各隊長的工作，而今年獲六年級同學推選出來的總隊長為6A班莊彥喬。

風紀宣誓及隊長頒授儀式

風紀宣誓及隊長頒授儀式已於10月4日早集
時，在校長、所有老師和同學們的見證下完成
了。當天由曾校長、梁副校長、譚副校長及梁主
任先為46位擢升為隊長的風紀員佩戴風紀隊長
帶，然後由兩位風紀隊長的帶領下，全體風紀員
讀出誓辭，表明願意接受光榮任務，以服務學校
及同學為己任，承擔職責。

為培養學生
多方面發展，小
義工隊通過課堂
外的義務工作及
公益活動，提升
關 愛 社 會 的 意
識，對日後成為
具高尚品德的領
袖作出裝備。

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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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mbassadors
(英文大使)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have worked diligently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during the term. They go to the P.1 
and P.2 classrooms to help their juniors to read English books.

In STGP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English Ambassadors…

 Here's a serious one...          and a happy one...

小息活動大使
為了鼓勵學生積極運動，培養健康

的生活態度及習慣，本校在小息時為學
生們安排多項活動，由小息活動大使協
助進行。

English Little Teacher Scheme
(英文小老師)

This scheme aims at helping those P.1 and P.2 students 
who are weak in spelling.  Some P.4 to P.6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be English Little Teachers. They help P.1 and P.2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With their help, those P.1 and P.2 students’ result 
in dictation are expected to be improved.  Since upper form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cater for the less able students, it is hoped 

that a caring culture can be developed in our school too. 中文小老師
本年度學校邀請了20位四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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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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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隊

6E班朱汶禮同學獲頒發「2016-2017年度總監
特別嘉許獎狀(學校隊伍)(附加笛繩)」的一刻。

本校香港交通
安全隊副總隊長朱
汶禮同學憑著品行
良好、忠於職守、
多次帶領本隊於步
操比賽中獲得優異
成績，於3月5日的
新界南總區周年檢
閱禮中榮獲「總監
特別嘉許獎狀（學
校隊伍 ) (附加笛
繩）」。

33



34

童軍活動多姿彩
本校幼童軍旅團舉行了多項活動，讓隊員們

透過活動，實踐童軍精神。

校車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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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領袖生
本校的圖書館領

袖生由50名四至六年
級的學生組成。每天
他們要犧牲休息時間
到圖書館服務。他們
分別負責不同的職責 
：借還圖書、上架排
架、看管秩序及協助
同學搜尋圖書，是圖
書館主任的好幫手。

圖書館領袖生的服務
態度多親切啊！

這班活潑的同學便是圖書館領袖生的一份子。

學生護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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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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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主播（小記者） 

為了培訓同學成為自信和表達
力強的少年精英，本校組織了一隊
「校園小主播」。小主播每天都會
參與學校的早集和午間廣播工作，
肩負向全校同學廣播學校最新資訊
的重要任務。此外，他們還會參與
編撰學生報「沙小探射燈」，以小
記者身份進行拍攝、訪問和撰寫文
稿等工作，介紹校園最新動態，讓
同學們更投入學校的學習生活。

小主播參與學校的早集和午間廣播工作。 小主播在校園電視台來個大合照。

公益少年團
本校本年度公益

少年團的團員約有
100人，致力熱心公
益，主動地參與各項
社會服務、表現良好
公民之模範。

小女童軍
 改變自我  改變世界

這個學年，我隊小女童軍參與了多元化的活動，當中包括公益服務活動，例如慈善賣旗和獎券－今年在校內為
香港女童軍總會籌得善款逾三萬六千多元，又主動為匡智會賣旗籌款和義賣曲奇，更協助佳dog慈善步行籌款；另
外，我們亦參與了戶外活動如探索新界北警區內歷史文物及100 CAMP等，室內的則有玻璃盆栽、蛋糕製作及步操
訓練等。而盡責公民展潛能、FREE BEING ME 訓練及世界靜思日的改變世界活動等，也同樣有我們的份兒呢!
我隊於今個學年獲總會頒發隊伍優秀的獎項，隊長六甲班陳嘉儀獲得隊伍優秀小女童軍，在全校師生及家長支

持下，我隊亦獲得女童軍金旗籌款新界地域最高金額的殊榮。在此萬分感謝本校師生及家長的支持及愛戴，使到
本隊隊員可以從各項活動中去學習及分享，發展多元化技能和建立自信心，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協助佳dog慈善步行籌款女童軍總會100周年紀念國際大露營 隊員戶外賣旗 

健康校園大使
為了保持校園

衛生，健康校園大
使每天早上負責檢
查同學的體溫，協
助防疫工作。他們
也協助進行各項健
康校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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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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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歡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 主席 

曾錫文先生 校長 

梁蕙君女士 教師代表  

譚靜儀女士   教師代表

張子熙博士 家長代表 

何逸敏博士 家長代表 

鄭思敏女士   校友代表

侯壽發教授   獨立人士

李泉基先生 獨立人士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李美歡女士（右四）與委員合照。

鍾主任獲嘉許信件

本校鍾靜然主任於5月26
日到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領取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頒
發的嘉許信，以表揚鍾主任優
良的工作表現。另外，本校楊
老師和文員趙小姐也頒發長期
優良服務獎。本校師生謹此祝
賀三位員工獲獎。

鍾主任(左一)與局內其他同事一起接受常任秘書
長黎陳芷娟女士（右一）頒發的嘉許信。

副秘書長黃太（左一）與
三位獲獎同事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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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日

5月2日是本年度第三次教師專
業發展日。為了創設和諧校園、推動共

融文化，在當日的上午時段，本校邀請了校本教
育心理學家李小姐到校，為教師們主持「認識與支援校

內自閉症學童」專題講座，講座內容豐富，李小姐清晰地講
解自閉症兒童學習的特點，讓我們對自閉症孩子有更深的了解，
有助老師掌握與他們相處的技巧，並透過建立常規提升孩子學習的
成效。
而為了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提升學習成效，學校也邀請了資優教

育督導委員會主席曹博士到校，為教師們主持「網上解難系統如何提升學
生的自學能力」專題講座，與老師探討開啟學生學習的鑰匙。在講座中，曹
博士讓老師透過實例，加深了解如何利用網上學科解難練習，讓學生掌握跨
學科解難能力，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講座令老
師對提昇學生的自主學習動機有進一步認識，實在是獲益良多。

為了配合學校電腦科的課程發展，在下午時段，我們邀請了兩間電腦
教科書的出版社到校，主持Scratch及App Inventor的編程工作坊，讓教師進
一步提升他們的資訊科技能力。工作坊內容讓教師認識最新的電腦科教
材，有助發展校本的電腦科課程。

此外，負責本校訓育工作的梁主任亦為教師們主持「正向行為
支援」分享工作坊，與全體同事探討班級經營成功的元素，進
一步提升教師建立良好師生關係的能力。老師們會把成功
的班級經營元素，應用於日常的課堂中，實踐有效的
課堂管理，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主席曹博士為
老師主持「網上解難系統如何提升
學生的自學能力」講座。

培生出版社的代表為老師主持App Inventor編程工作坊。

梁主任為老師主持「正向行為
支援」分享工作坊。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李小姐為老師主持
「認識與支援校內自閉症學童」講座。

Dr PC Family出版社的代表為老
師主持Scratch編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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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同學們從書展中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

家校及校 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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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二零一七
年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順利舉行。
當日家長們踴躍出席，他們除了領取成

績表和非學業表現紀錄表之外，還就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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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向校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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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合作顯關愛
師生互動助成長

師生齊參與公益少年團的花卉義賣籌款活動，共襄善舉。

家長日

家長出席家長日領取成績表，
並與班主任商討子女的表現。

本校邀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李小姐於當日主持「認識與支援子女的情緒問題」家長講座，探討孩子常見的情緒問題，以及掌握支援的
技巧和策略，參與的家長都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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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助成長

校友日

「BBQ」已於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順
利舉行了! 當日天朗氣清，超過100位校友和老
師們在馬鞍山白石燒烤場進行了燒烤活動，度
過了一個愉快的黃昏。 

一點心意DIY曲奇獻給您
校友會『一點心意DIY曲奇獻給您』活動已於4月29日（星期六）舉行，當天參與活動的小六同學與校友們齊齊動手

製作曲奇，並即時分享成果。

元宵歡聚BBQ

校友歡聚樂融融
2016『校友日』暨『第五屆校友會常務委員』及『學校管理委員會』之校友代表選舉已於2016年10月15日順利舉行

了! 今年參與的校友非常踴躍，約有二百多人。當天校友們先齊集於禮堂，進行選舉活動。之後，校友們就與昔日同窗到
不同的角落，參加一連串有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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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學生獲獎記錄(校外)
科
目

比賽項目/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
文
科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詩詞獨誦(中文組)

冠軍 1B符慧妍

亞軍 1D何芷晴

季軍 1B潘　瑤、1C譚浩琛

優良
1B陳丹瑤、1B廖芷瑩
1B蔣凱喬、1C劉鍏浠

良好 1C陳永寧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詩詞獨誦(中文組)

季軍 2A鄺展晴

優良
2A莫己霆、2D溫鎧圯
2E何悅寶、2E李樂盈
2E林一鳴

良好 2A姚詠瑜、2E梁婉淇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詩詞獨誦(中文組)

亞軍
3C廖悅因、3C羅曉而
3D張倬嵐

季軍 3B吳寶軒

優良
3A馬倬瀠、3C何丞哲
3D陳悅弦、3E陳幗丰
3E鄭樂言

良好 3B鄭梓軒、3E陳釗儀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詩詞獨誦(中文組)

優良
4A莫可祺、4B王敏匡
4B姚鈞瑜、4B黃綺晴
4B趙康然、4C陸子晴

良好
4A區家睿、4A劉逸朗
4B陳玥兒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詩詞獨誦(中文組)

亞軍 5A李樂兒、5B吳卓錡

優良
5A張昊朗、5A蔡文山
5A謝希潼

良好
5A黎心怡、5A簡嘉聰
5B李旭朗、5C佘沅蕎
5C陳曉瑩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詩詞獨誦(中文組)

季軍 6A房昕曈

優良

6A林頌怡、6A黃美琪
6B李焯軒、6B林鈺和
6B張家怡、6B許世裕
6B陳曉盈、6B傅曉晴
6B馮穎妤、6C劉晞雅
6D鄧樂施

良好
6B李志豐、6B胡凱晴
6E熊佳馨

大埔三育中學
「第十二屆小學生
現場作文比賽」

特級優異獎
6A黃承軒、5A林思賢
5A黎心怡

良好獎
5A謝希潼、5B張欣洛
6A莊銘灝、6A歐泳儀
6A黃美琪

第五屆校際青少年
文化藝術節—
全港中小學生作文比賽

一等獎

1A陸熙文、1A陳柏慧
1A陳霛嫕、1D李柏霆
1D梁焯蕎、2A黃佩詩
2D彭珮茵、2E何悅寶
3A潘可兒、3C羅曉而
3C梁穎琴、3D胡安子
3D張倬嵐、3D侯韋鍵
4A李政浩、4A鄧至朗
4B陳靖兒、4C溫蕊伊
4D羅雄峰、5A黃睿盈
5A黃譓殷、5B林希妍
5C陳雋琦、5C李柏謙
5E陳詠琳、6A陳嘉儀
6A鄭懿翹、6A莊銘灝
6A莊彥喬、6A周卓瑤
6A房昕曈、6A何昱希
6A郭俊唯、6A林志健
6A羅凱而、6A李永晴
6A林頌怡、6A文欣陶
6A戴晴堯、6A戴家卿
6A謝朗軒、6A黃禮熙
6A黃美琪、6A黃丞軒
6B陳延深、6B張家怡
6B高莛茵、6B馮穎妤
6B關洛瑤、6B黎倬嬈
6B蕭瑋欣

科
目

比賽項目/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
文
科

第五屆校際青少年
文化藝術節—
全港中小學生作文比賽

二等獎

1D鄧樂言、1D高子琛
1D羅恩彤、2A黃俊軒
2C陳心悠、2C黃泳彤
2E李樂盈、3A鍾倬然
3B林宥鍁、5B歐令瑜
5C鍾天穎、5E韓倩霖
6A何俊翹、6A何鈞賢
6A古維鈞、6A歐焯楠
6A歐泳儀、6A黃慧喬

三等獎 1D何瑞朗、2E周銘軒

第三屆「細味人生—自律守
規、熱心服務」活動計劃2017
故事續作比賽

優異獎 6A羅凱而

2016-17全國青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公開賽初賽
(香港賽區)

特等獎 5B關爾心

一等獎
5A黎心怡、5E陳詠琳
5E陳靜妍、6A歐泳儀

二等獎
3A梁希琳、3D張倬嵐
6A何鈞賢、6A黃美琪

三等獎

1A唐向汶、1A陳霛嫕
2B許浩昇、4D林兆彥
4D黃柳鈞、5A黃譓殷
5B傅君浩、5C佘沅蕎
6A周卓瑤、6B高莛茵
6B鄺梓諾、6B許世裕
6B林鈺和、6B傅曉晴

2016-17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現場作文公開賽決賽
(香港賽區)

特等獎 5E陳詠琳

一等獎 3A梁希琳、6A歐泳儀

二等獎 5A黎心怡

三等獎

1A唐向汶、3D張倬嵐
4D黃柳鈞、5A黃譓殷
5B關爾心、5C佘沅蕎
5E陳靜妍、6B高莛茵

2016-17全國青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
全國現場作文公開賽總決賽

特等獎 5A黎心怡

一等獎 5E陳靜妍

三等獎
1A唐向汶、3A梁希琳
5A黃譓殷、5E陳詠琳

優異獎 4D黃柳鈞

2017年度水上安全
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3C蔡詠沂

優異獎 4B梁啟謙

「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
辯論比賽

最佳合作獎
6A黃美琪、6A林頌怡
5A黎心怡、5A謝希潼

丁酋年新春書法比賽(小學組) 季軍 4A余倩瑩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
作大賽(小學組)

冠軍 6A何昱希

英
文
科

第68屆學校朗誦節一年級詩詞
獨誦(英文組)

優良
1A柯欣彤、1A嚴焯盈
1B羅羽昇、1B陸子晴
1C劉鍏浠

良好 1A劉劭津

第68屆學校朗誦節二年級詩詞
獨誦(英文組)

優良

2A游志朗、2B蕭銘峰
2C張瑋樂、2C劉安彤
2D陳子悠、2D林潁瑜
2D駱靖喬、2D蕭渙旋
2E梁婉淇、2E王子健

良好 2C郭泳欣

第68屆學校朗誦節三年級詩詞
獨誦(英文組)

季軍 3A潘可兒、3E陳幗丰

優良

3A黃丞琳、3C鄭  朗
3C何咏珈、3D張倬嵐
3D黃曉琳、3E張  娜
3E江慧欣、3E郭詠彤
3E羅婥蕎、3E李燿煇

第68屆學校朗誦節四年級詩詞
獨誦(英文組)

優良

4A陳向晴、4A許晞瑜
4A黎縉欣、4A林海晴
4A林珈喬、4B趙康然
4C關琝澄、4C陸子晴

第68屆學校朗誦節五年級詩詞
獨誦(英文組)

優良

5A鍾騏蔚、5A簡嘉聰
5A林卓維、5A李樂兒
5A謝希潼、5B關爾心
5C許天渝、5D眭穎知

良好 5A黃譓殷

40(部分獎項已於1月版《沙小專訊》刊出，家長可閱覽《沙小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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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數
學
科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挑戰賽(決
賽)/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中學組)

個人賽首60名
4A陳紫晴、4A蘇文傑
5A張昊朗

團體賽首60名
6A郭俊唯、6A莊銘灝
6A謝朗軒、6A黃丞軒

2016-17 NATIONAL MATH BEE
香港區數學大賽(個人初賽)/
香港小學數學教育協會

中級組
全港優異獎

3A李晉安

2017香港數學盃比賽/
香港數學盃協會

優異獎
1B楊洺謙、3A李晉安
3D梁日朗、3B林宥鍁
4A區家睿、6B鍾瀚洳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新亞洲.名創教育出版社

一等獎 6A郭俊唯、6B倪浚穎

二等獎 6A歐焯楠、6B鍾瀚洳

三等獎
6A莊銘灝、6A施駿謙
6A謝朗軒、6A黃丞軒
6B高莛茵

第24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 /香港奧林匹克學校

銅獎

1D何芷晴、1D曹洪鳴
3A李晉安、3B鄭梓軒
4A區家睿、5A張昊朗
5B姚嘉宜、6B倪浚穎
6A郭俊唯

第24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 /香港奧林匹克學校

銀獎 4A陳紫晴、6A莊銘灝

2017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郭俊唯、6B倪浚穎

數學競賽二等獎 6E陳雅怡

數學競賽三等獎
6A歐焯楠、6A郭俊唯
6B高莛茵、6B鄺梓諾

總成績三等獎 6A郭俊唯、6B倪浚穎

數學8寶箱/香港小學數學教育協會 全港優秀學生獎 5A謝希潼

第四屆全港rummikub小學邀請
賽/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優異表現獎 6A何俊翹

華夏杯全國中小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
華夏杯(初賽)

一等獎

1B楊洺謙、2E何哲柏
3B吳寶軒、3D梁日朗
3D黃曉琳、4A陳紫晴
4A蘇文傑、5A林思賢
5A張昊朗、5A梁冠彤

二等獎

1B麥倚藍、1B羅羽昇
2A王照曦、2D林潁瑜
2E康子晴、2B盧翰澄
3B林宥鍁、3D侯韋鍵
3C廖悅因、3D賴柏瑋
3E羅婥蕎、3C譚嘉偉
4A區家睿、5B吳卓錡
5A李樂兒、5A招汶沛
5A林卓維、5B姚嘉宜
5A康以晴、5E郭竣凱
5A陳城至、5C陳柏曦
5A麥凱程、5A黎心怡
5A簡嘉聰、6C王瑜銘
6B倪浚穎、6B高莛茵
6B崔嘉善、6A郭俊唯

三等獎

1A邱禮甲、1A許哲朗
2E周銘軒、2A姚詠瑜
2D徐浩寧、2B莊銘澤
2C許曉津、2C郭泳欣
2C陳心悠、2D黃英偉
2C羅苡琳、3B王康晴
3D朱顥強、3C何丞哲
3A周傲襄、3A林靖晞
3A張珈瑜、3E陳振朗
3B甄凱琳、3B歐曉嵐
3B鄭梓軒、4A胡采兒
4C胡楚豪、4E張毅洋
4A梁銦軒、4E馮卓謙
4A鄧至朗、5C佘沅蕎
5B李旭朗、5B李煒鑫
5A高子盛、5D陳詩怡
5B陳學賢、5C曾褀傑
5A楊卓文、5A鄧鑫源
5C鍾天穎、5B鄺梓揚
6A古維鈞、6B李志豐
6A周卓瑶、6A周銘浠
6A林志健、6A莊彥喬
6C陳廷軒、6A陳嘉儀
6B陳曉盈、6E陸仕滔
6A黃美琪、6B葉泓熹
6A鄭懿翹、6B鍾瑞祺
6B鍾瀚洳、6B鄺梓諾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英
文
科

第68屆學校朗誦節六年級詩詞
獨誦(英文組)

優良

6A羅凱而、6A黃慧喬
6B陳曉盈、6B傅曉晴
6B馮凱營、6B馮穎妤
6B鄺梓諾、6B李梓嘉
6B蕭瑋欣、6B楊曉東
6C黃詠琳

良好 6E陳穎希

第68屆學校朗誦節六年級散文
獨誦(英文組)

優良 6B楊曉東

TOEFL JUNIOR

Silver 5A林卓維、6B楊曉東

Bronze

5A郭晞潼、5D鄭詠謙
5D眭穎知、6A莊銘灝
6A周銘浠、6A郭俊唯
6A文欣陶

TOEFL JUNIOR

Blue
5C陳曉瑩、5C翁誦澧
5D李兆軒、6C陳廷軒
6E劉正韜

Green

5A康以晴、5A林思賢
5A麥凱程、5B張欣洛
5B何卓橋、5B鄺梓揚
5B王澤晞、5C佘沅蕎
5C曾褀傑、5D蔡敬滔
5D盧蒨曈、6A莊彥喬
6A周卓瑶、6A林頌怡
6A謝朗軒、6B陳延深
6B鄺梓諾、6B林鈺和
6B李焯軒、6B崔嘉善
6C何軒殷、6D陳彥霖
6D莫海琳、6E朱汶禮

On–site Writing Competiti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Outstanding  Award 6A周卓瑶

Profi ciency Award 6A何鈞賢

Profi ciency Award 6A黃慧喬

Profi ciency Award 6A林頌怡

Profi ciency Award 6B巫蕊彤

Profi ciency Award 5A簡嘉聰

Merit Award 5A林卓維

Outstanding  Award 5A謝希潼

Puppetry

Competition/ EDB Best Voice Work
6A周卓瑤、6B楊曉東
6B馮穎妤、5A林卓維
5A譚瑋晴

MySmartABC English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由聰穎教育慈善基金主辦

MySmartABC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1A柯欣彤、1B麥倚藍
1C陳永寧、3A馬倬瀠
4A許晞瑜

數
學
科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挑戰賽(初
賽)/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中學組)

個人賽金獎
4A陳紫晴、4A蘇文傑
5A張昊朗

個人賽銀獎
5A高子盛、5A梁冠彤
5B姚嘉宜、6A郭俊唯
6B倪浚穎

個人賽銅獎

4B趙康然、5A林思賢
5A麥凱程、5A謝希潼
6A莊銘灝、6B鍾瀚洳
6B高莛茵

個人賽優異獎

4B何汝軒、4A余倩瑩
5A招汶沛、5B陳學賢
5B鄺梓揚、5B林昇鋒
6E陳雅怡、6A歐焯楠
6A謝朗軒、6B葉泓熹
6A黃丞軒、5E郭竣凱

團體賽第九名
6A郭俊唯、6A莊銘灝
6A謝朗軒、6A黃丞軒

團體賽優異獎
6B倪浚穎、6B高莛茵
6B李志豐、6B李焯軒

第九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 三等獎 6A莊銘灝

全港小學數學
比賽(沙田區)/樂道中學

銅獎
6B鍾瀚洳、6B李志豐
6B倪浚穎

優異獎
6A莊銘灝、6A謝朗軒
6A黃丞軒

優良獎
5A康以晴、5A李樂兒
5A麥凱程、5A鄧鑫源
5A張昊朗、5A魏綽邦

全港小學數學
比賽(沙田區)/樂道中學

急轉彎殿軍
6B鍾瀚洳、6B李志豐
6B倪浚穎

全港小學「T字之謎」大賽(2017) 三等獎 5B李慧盈、5C鍾天穎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創意解
難比賽/教局資優組

銅獎
5A張昊朗、5A李樂兒
6A黃丞軒、6A郭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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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數
學
科

華夏杯全國中小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
華夏杯(晉級賽)

特等獎 3D梁日朗

一等獎 4A區家睿、5B姚嘉宜

二等獎
3D侯韋鍵、5A高子盛
6B鍾瀚洳

三等獎

1A許哲朗、1B麥倚藍
2A王照曦、2D徐浩寧
2C郭泳欣、3B王康晴
3C何丞哲、3D黃曉琳
3C廖悅因、3D賴柏瑋
4A蘇文傑、5C佘沅蕎
5A梁冠彤、5A陳城至

華夏杯全國中小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
華夏杯(總決賽)

一等獎 4A蘇文傑

二等獎 4A區家睿

三等獎
1B麥倚藍、2C郭泳欣
3B王康晴、5B姚嘉宜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初賽

金獎
1B楊洺謙、2E何哲柏
3D梁日朗、4A蘇文傑
5A梁冠彤

銀獎

1A陳霛嫕、2A王照曦
2A林俊希、2B盧翰澄
3D侯韋鍵、3B甄凱琳
3E羅婥蕎、4E張毅洋
4B趙康然、5A招汶沛
5A麥凱程、5B傅君浩
5C劉項政

銅獎

1C朱朗溢、1A唐向汶
1B陳浩天、1B廖芷瑩
2B呂穎軒、2E李樂盈
2C林子為、2A姚詠瑜
2B莊銘澤、2C郭泳欣
2B饒梓弘、3B王康晴
3D朱顥強、3C林海寧
3C梁穎琴、3E陳振朗
3B歐曉嵐、3D賴柏瑋
3B鍾嘉藍、3C譚嘉偉
4B何汝軒、4B何御鋒
4A余倩瑩、4B姚鈞瑜
4D戚文傑、4E馮卓謙
4E馮卓翹、5B吳卓錡
5A李樂兒、5A林卓維
5A林思賢、5B姚嘉宜
5E馬焯薴、5A張昊朗
5E郭竣凱、5C陳偉諾
5B傅君浩、5A楊卓文
5A鄧鑫源、5A黎心怡
5C鍾天穎、5E韓倩霖
5B鄺梓揚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晉級賽/P.1,P.2決賽

金獎 3D梁日朗

銀獎

1A陳霛嫕、1B楊洺謙
2E何哲柏、2B呂穎軒
4B趙康然、4A蘇文傑
5B姚嘉宜

銅獎

1A唐向汶、2C林子為
2C郭泳欣、4B何汝軒
4B何御鋒、4E張毅洋
5A林思賢

全港數學大激鬥2017

金獎 4A陳紫晴、4A區家睿

銀獎 4A蘇文傑、6A歐焯楠

銅獎
1A陳霛嫕、1C陳永寧
2E何哲柏、3A李晉安
6B倪浚穎

校際賽(P.1)優異
獎

1A陳霛嫕、1C陳永寧
1D吳騰灝

校際賽(P.4)亞軍
4A陳紫晴、4A區家睿
4A蘇文傑

校際賽(P.6)
優異獎

6A歐焯楠、6B倪浚穎
6A郭俊唯

2017兩岸菁英數學
邀請賽(COMO)初賽

三等獎 6E陸仕滔

常
識
科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展覽

嘉許獎

5A林思賢、5A麥凱程
5A張昊朗、5A吳庭瑋
5A黃睿盈、5A黎心怡
5A王梓烽、5A江錦安
5B林昇鋒、5B顏承軒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常
識
科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舉辦《翱
翔萬里—滑翔水火箭比賽
2017》

二等獎
6A羅晉謙、6A黃美琪
6A莊彥喬、6A周卓瑤

2017年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銅獎 6E陸仕滔

普
通
話
科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1A柯欣彤、1A嚴焯盈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亞軍 2E李樂盈

優良 2B黃一樂 2C劉安彤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季軍 3C馮凱澄

優良
3C梁穎琴、3D莫采文
3E王俐穎、3E郭詠彤
3E陳幗丰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4A梁銦軒、4A閻昊晨
4A蘇文傑、4B趙康然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5A吳庭瑋、5A李樂兒
5A簡嘉聰、5B李旭朗

良好 5B吳卓錡

第68屆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6A莊彥喬、6B許蕊蕊
6B羅智穎、6D莫海琳

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
朗誦比賽

普通話高小組
優良獎

5B林  儀

音
樂
科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7至8歲

優良
1B蔣凱喬、2D徐浩寧
3C何丞哲、3E郭詠彤

良好 3D陳澤遠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
女童聲-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 4B王敏匡、5B許天渝

良好 4C關琝澄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
女童聲-小學-13歲或以下

良好 6B楊曉東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男童聲
或女童聲-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
2D徐浩寧

3D陳澤遠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九龍、新界東及
新界西區域-外文歌曲-男子和
/或女中級組-10歲或以下

亞軍 合唱團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4C陸子晴

優良

1D李愷潼、2C梁嘉晴
2C劉安彤、3A岑梓傑
2C郭泳欣、2E何悅寶
1A張欣熙、1A柯欣彤
1B蔣凱喬、2A錢俊穎
3B王康晴

良好
1B陸子晴、3C鄭  朗
1B羅羽昇、1B陳浩天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2C陳心悠、3A張珈瑜
3B吳寶軒、3E彭子晴
5E羅堡田、1C馮凱瞳
2B葉卓然、4D張  喬
4E林永浩

良好
3B麥穎悠、2A林俊希
5E蔡依晴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3A黃智楗、3A林靖晞
3C梁曉桐、3E陳幗丰
5B何卓橋、3E陳釗儀
5D鄭子森、6B陳晉毅
3C李安琪、4B王敏匡

良好 4C陳秀玲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5B張欣洛

優良
5B張祐搴、4B趙康然
6B馮凱營

良好
4A許晞瑜、4B梁啟謙
5D陳俊傑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4A陳紫晴、3D朱顥強
5B吳騰逸、6D陳彥霖
5A黃睿盈、5D眭穎知

良好 6B陳曉盈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 5A蔡文山、6B胡凱晴

良好 6A鄭懿翹、5A林卓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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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體
育
科

簡易運動—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男甲殿軍 6A謝朗軒

男甲優異 6A施駿謙、5B譚子盛

女乙冠軍 3C何咏珈

女乙亞軍 3B王澤心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2016

小學男甲冠軍
6A謝朗軒、6A施駿謙
5B譚子盛

小學女乙冠軍
3C何咏珈、3B王澤心
3C馮凱澄

中國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夏季杯2016

BU 11冠軍 6A施駿謙

九龍城地域壁球公開賽2016 BU 12殿軍 4A馬健峯

沙田區壁球公開賽2016

GU 12亞軍 3B王澤心

BU 12冠軍 6A施駿謙

BU 12亞軍 4A馬健峯

西貢壁球公開賽2017

GU 12亞軍 5D盧蒨曈

季軍 5A劉晴琳

殿軍 3B王澤心

BU 12冠軍 6A施駿謙

季軍 6A謝朗軒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2016

精英組(男丙)季軍 2C王澤鎽

精英組(女乙)季軍 3B王澤心

精英組(女乙)季軍 3C何咏珈

精英組(男乙)季軍 4A馬健峯

精英組(女甲)優異 5A劉晴琳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2016

精英組(男甲)優異 6A施駿謙

精英組(男甲)季軍 6A謝朗軒

精英組(男甲)季軍 5B譚子盛

經驗組(女丙)亞軍 2C高  雪

經驗組(男丙)冠軍 2B盧溢楓

經驗組(男丙)亞軍 2C張瑋樂

經驗組(男甲)亞軍 6C佘仲綸

經驗組(男甲)冠軍 5B禤卓穎

經驗組(男甲)優異 5B王澤晞

新進組(女丙)優異 2A衛梓晴

新進組(女丙)季軍 2D吳梓殷

新進組(女丙)亞軍 2B關曦晴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2016

新進組(女丙)冠軍 2A嚴敏晴

新進組(男丙)季軍 2C陳俊熙

新進組(男丙)冠軍 2E康子晴

精英組男甲
團體亞軍

6A施駿謙、6A謝朗軒
5B譚子盛

精英組女甲
團體亞軍

5A劉晴琳、5B歐令瑜
5D盧蒨曈

經驗組男甲
團體冠軍

5A楊卓文、5B王澤晞
5B禤卓穎、6C佘仲綸

經驗組男丙
團體冠軍

2B盧溢楓、2C張瑋樂

新進組女丙
團體冠軍

2A嚴敏晴、2A衛梓晴
2B關曦晴、2D吳梓殷

新進組男丙
團體冠軍

2A徐皓德、2C陳俊熙
2C湯饈筵、2E周銘軒
2E康子晴

女童軍百周年慶典挑戰盃
三公里挑戰盃

男子兒童組冠軍 6B葉泓熹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
Samsung第60屆體育節
2017─兒童田徑比賽
 

(甲組)十字跳殿軍 3B歐曉嵐、3B鍾嘉藍
3B鍾嘉喬、3C林海寧
3D陳澤遠、3E鄭樂言(甲組)速度跨欄殿軍

(乙組)立定跳遠季軍 2A徐皓德、2B盧瀚澄
2D唐  柏、2D黃英偉
2D黃芍琳、2E康子晴(乙組)前拋藥球殿軍

(丙組)前拋藥球季軍
1A潘浚灝
1B孔德正
1B蔡卓熙
1B蘇彥邦
1D曹洪鳴

(丙組)十字跳季軍

(丙組)來回節奏跑
殿軍

(丙組)擲標槍殿軍

(丙組)團體季軍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音
樂
科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
1B梁樂冰、3B鍾嘉藍
4C林卓言、5B顏承軒

良好 3B鍾嘉喬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四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 3D張卓如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長笛獨奏-小學–高級組

良好 3D張卓如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長笛獨奏 - 小學 - 初級組

良好 3E陳思穎

第四屆亞太傑出青少年
鋼琴比賽

幼童組成績優良 1D李柏霆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銀獎 1D李柏霆

第五屆亞太傑出青少年
鋼琴比賽

小學組季軍 2D陳子悠

2017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第二名 5A蔡文山

視
藝
科

樂活博覽：綠惜校園填色比賽
入圍獎

1A蔡偉邦、1C徐焯行
1C莊剴程、2C陳心悠
3A李晉安、3A陳卓瑩
3D周樂行、5A魏綽邦
5D關柏浠、6C李焯瀅

體
育
科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小學低年級組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A戴晴芯、2A衞梓晴
2A嚴敏晴、2A姚詠瑜
2B張彩香、2B羅黛兒
2B吳鈺莊、2B黃一樂
2C陳心悠、2C黃泳彤
2D吳梓殷、2D彭珮茵
2E蘇詩雅、3A馬倬瀠
3D張倬嵐、3D張蔚嵐
3D林心悅、3E陳釗儀
3E王俐穎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高年級中國舞
甲級獎

3C羅曉而、4A陳紫晴
4A蔡可昕、4B黃綺晴
4C唐乙心、4C林宛靖
4D雷柏淇、4D程頌喬
5C陳曉瑩、5C佘沅蕎
5D歐陽樂晴、5D陳詩怡
5D陳泳希、5D林君妍
5E馬焯薴、5E馮欣娸
5E蔡依晴、5E陳詠琳

香港工會聯合會第二屆城東盃
校際跳水友誼賽小學男子組

亞軍 5D蔡敬滔

中國香港品勢總會香港學界品
勢錦標賽小學三年級組藍帶

冠軍 3C廖悅因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
比賽男子初級組單
車步冠軍

1D林立信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
比賽男子初級組交
叉開跳冠軍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章別獎勵計劃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簡易舞龍章別測試
(銅章)

3D胡安子、4A許晞瑜
4A梁銨淇、4A蘇文傑
4A王景恒、4B衛梓昕
4C卓詠晞、4C黃永樂
5A林卓維、5A黃樂曦
5B傅君浩、5B劉建鋒
5B譚子盛、5C周子歡
5C鍾瑞華、5C劉項政
5C葉治俏、5E傅少偉
5E黃城鉅、6B李思甜
6C張嘉兒、6C莊灝霖
6C龔樂行、6C李焯瀅
6C王瑜銘、6D羅頌熹

簡易舞龍章別測試 
(銀章)

3D胡安子、4A許晞瑜
4A梁銨淇、4A蘇文傑
4A王景恒、4B衛梓昕
4C卓詠晞、4C黃永樂
5A林卓維、5A黃樂曦
5B傅君浩、5B劉建鋒
5B譚子盛、5C周子歡
5C鍾瑞華、5C劉項政
5C葉治俏、5E傅少偉
5E黃城鉅、6B李思甜
6C張嘉兒、6C莊灝霖
6C龔樂行、6C李焯瀅
6C王瑜銘、6D羅頌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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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體
育
科

友校接力：保良局胡忠中學 
男子4X100米接力

冠軍
6B葉泓熹、6B李志豐
6D劉俊亨、6D余偉謙

友校接力：保良局胡忠中學 
女子4X100米接力

冠軍
5A康以晴、5A黃譓殷
5B李慧盈、5E劉鎂恩

友校接力：屯門官小
男子4X100米接力

冠軍
6B葉泓熹、6B李志豐
6D劉俊亨、6D余偉謙

友校接力：屯門官小
女子4X100米接力

季軍
5A康以晴、5A黃譓殷
5E劉鎂恩、4A林海晴

友校接力：深水埗官小
男女子混合4X100米接力

季軍
6D余偉謙、6D劉俊亨
5A康以晴、5E劉鎂恩

友校接力：天水圍官小
男子4X100米接力

亞軍
6B葉泓熹、6B李志豐
6D劉俊亨、6D余偉謙

友校接力：天水圍官小
女子4X100米接力

殿軍
5A康以晴、5A黃譓殷
5B李慧盈、5E劉鎂恩

友校接力：農圃道官小
男女子混合4X100米接力

冠軍
6D余偉謙、6D劉俊亨
5A康以晴、5E劉鎂恩

友校接力：
南元朗官小女子4X100米接力

亞軍
5A康以晴、5A黃譓殷
5B李慧盈、5E劉鎂恩

友校接力：
粉嶺官小男子4X100米接力

冠軍
6B葉泓熹、6B李志豐
6D劉俊亨、6D余偉謙

友校接力：
粉嶺官小女子4X100米接力

殿軍
5A康以晴、5A黃譓殷
5B李慧盈、5E劉鎂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沙田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自
由泳第六名

6E朱汶禮

男子乙組100米自
由泳第七名

5B顏�軒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
健美體操比賽

小學組女子單人
亞軍

3C廖悅因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SAMSUNG 第60屆體育節
2017年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

新秀B-球操第6名 4D鄭曉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2017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最具動感獎銅獎

2A劉芯賢、2A鄺展晴
2D陳子悠、2D蕭渙旋
3A方  琳、3A莊鏝晞
3A劉佩瑤、3B黃譓真
3C廖悅因、4A黎縉欣
4A郭芷喬、4A胡采兒
4D鄭曉蔚、4E范嘉詠
5A蔡卓林、5A王譽晴
5B關爾心、5E馮欣娸
6C李焯瀅、6E邱琬瑩

屈臣氏 學生運動員獎 6A施駿謙

公
民
教
育

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
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全港校際問
答比賽決賽及頒獎典禮

優異獎
6A何昱希、6A莊銘灝
6B馮穎妤、5A招汶沛
5B李慧盈

Go Green, Act Green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最綠漫畫大獎 3C羅曉而

TTM好學生獎勵計劃2016嘉許禮 優異獎 6A莊彥喬、5A黃譓殷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快樂的我」獎勵計劃2017

嘉許證書

4A區家睿、4A黎縉欣
4A林海晴、4A劉逸朗
4A胡凱程、5A蔡文山
5A譚瑋晴、5A謝希潼
5A黃譓殷、5A黃睿盈
6A鄭懿翹、6A郭俊唯
6A戴家卿、6A黃美琪
6A陳嘉儀

資
優
教
育

第14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初賽)由國際新標準教育有限
公司主辦

新界東區銅獎
2A游志朗、2C林子為
2E何哲柏、3B鄭梓軒
3C曾繁天、3C羅曉而

新界東區銀獎
4A余倩瑩、5A謝希潼
5A簡嘉聰、6B高莛茵

新界東區金獎、全
港銅獎

3B吳寶軒、6A戴晴堯

S
T
E
M 

第十六屆環保創意模型設比賽
/環保促進會

最具環保
設計獎季軍

6A羅晉謙、6A歐焯楠
6A施駿謙

最具環保
設計獎亞軍

6B陳延深、6E何樂文
6E劉正韜、6C鄧澤鍵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2017/
獅子盃中學

銀獎
6A羅晉謙、6A施駿謙
6B陳延深、6B陳曉盈
6E何樂文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S
T
E
M

全港小學STEM鹽水動力車創作
大賽/匯知中學

速度賽優異獎 6A羅晉謙、6B陳曉盈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2017/
香島中學

優異獎(障礙賽)

6A羅晉謙、6B鍾瀚洳
6D劉建朗、5A陳城至
5B陳學賢、5B林希妍
5B顏�軒

優異獎(舉重賽)

6A歐焯楠、6A施駿謙
6B陳曉盈、6B陳延深
6C鄧澤鍵、6D羅頌熹
6E何樂文、6E劉正韜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
2017/明愛馬鞍山中學

足球賽亞軍 6E劉正韜、6C鄧澤鍵

足球賽季軍 5A陳城至

負重賽冠軍 6A歐焯楠、6A施駿謙

負重賽亞軍 5B陳學賢、5B林希妍

負重賽季軍 6E劉正韜、6C鄧澤鍵

全場總冠軍 6E劉正韜、6C鄧澤鍵

全場總季軍 5B陳學賢、5B林希妍

電
腦
科

「2017 ROBOFEST填色比賽及
電腦繪圖設計比賽」
主辦機構名稱：
香港機械人學院

初小組一等獎 3C羅曉而

訓
輔
科

「一人有一花，關愛傳萬家」 最佳造型植株 6A溫睿怡、2B黃嘉琦

戲
劇
組

2016-17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演員獎
5A黃譓殷、5A謝希潼
3A林靖晞

傑出舞台效果獎 6A鄭懿翹、6C佘仲綸
6D蘇耀嫻、5A黃譓殷
5A謝希潼、5A康以晴
5A李樂兒、5C佘沅蕎
4A梁嘉朗、4A葉凡菁
4A胡凱程、4C林卓言
3A林靖晞、3D吳琬楹
2E林一鳴

傑出合作獎

交
通
安
全
隊

香港交通安全會

2016-2017年度總
監特別嘉許獎狀
(學校隊伍)
(附加笛繩)

6E朱汶禮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A區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優異獎

6A朱日朗、6A何鈞賢
6A林志健、6B鍾瀚洳
6C袁嘉敏、6C劉晞雅
6C張嘉穎、6C鍾鎧淇
6C龔樂行、6D周傲謙
6E朱汶禮、6E黃家傑
5A陳城至、5B林昇鋒
5E陳靜妍、4B馮善妤
4C余汶駿、4C林卓言
4E岑沚澄、3A周傲襄
3E陳思穎

小
女
童
軍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小女童軍 6A陳嘉儀

優秀隊伍/香港女童軍總會
2016小女童軍優秀
隊伍

6A陳嘉儀、6A鄭懿翹
6A戴晴堯、6B陳靖欣
6B許蕊蕊、6C何軒殷
6E陳雅怡、6E熊佳馨
6E邱琬瑩、5A林思賢
5A謝希潼、5B周嘉瑜
5C何諾彤、5D林君妍
5D陳泳希、5D眭穎知
5E洪泳兒、5E馬焯薴
5E馮欣娸、5E袁梓茵
3A馬焯瀠、4A林珈喬
4A胡采兒、4B陳靖兒
4B曾慧琳、4C陳秀玲
4C唐乙心、4C溫蕊伊
4D董衍鉦、4E江泳彤

公
益
少
年
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

小學基本級—
粉黃色徽章

5A李樂兒、5B林希妍
5C伍麗淇、5C鍾天穎
5C陳穎曦、5C陳柏曦
5C佘沅蕎、5C曾祺傑
5C陳偉諾、5C張培軒
5C何諾彤、5C陳曉瑩
5C王綽郴、5E馮欣娸
5E蔡依晴、5E袁梓茵
5E馬焯薴、5E黃家賢
6B許蕊蕊、6B鄧卓峰
6C佘仲綸、6D周傲謙
6E任雅婷、6E邱琬瑩
6E鄧禮聰、6E林珈晞
6E熊佳馨

小學初級—
粉綠色徽章 6A莊彥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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