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 文中 點識 化華 滴
本校於二月一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跨科學習日」。今年的主題

是「中華文化樂繽紛」，好讓同學對中國民間藝術有更深入的認識。

當天的活動十分精彩，有中華文化攤位遊戲、皮影戲欣賞、剪紙
及賀年飾物製作等，簡直數之不盡。

當中以中華文化攤位遊戲最為特別，所有遊戲均由高年級同學製
作及主持，他們積極參與設計，充分展現出同學的領導才能；最後各
級同學投票選出「最好玩攤位獎」，及由老師評選出「最佳展板及攤
位設計獎」，氣氛十分熱鬧。

此外，同學們透過「中國藝術知多少」工作紙的匯報，互相分享
了自己感興趣的中華藝術資料；接著他們創作了具中國特色的剪紙及
掛飾作品，以慶祝春節。

在這次活動中，不但提高了同學對中國民間藝術的興趣，也豐富
了他們的學習經驗，大家都渡過了既充實又富節日氣氛的一天。

從攤位遊戲中，同學
們可加深對中國文化、
歷史和藝術的認識。

同學拿著自製的小風車，多高興 !

同學穿上中國服飾寫揮春，真高興啊！

在課室內，同學們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如製作

新年掛飾、剪紙藝術和寫揮春等，進一步了解中

華文化，與同學分享春節來臨的喜悅。 

中國皮影戲的發展源遠流長，同學們有機會在沙
小中華文化日欣賞到這富有中國特色的表演藝
術，令他們大開眼界。

6B 閻昊晨同學
表演武術，功架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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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學扮演的財神
真是惟肖惟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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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史 之的 探化川 態文 旅歷 索及

走
成訪
都

為了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參加由教育局資助及百利國際文
化交流中心承辦之「四川的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在校長及六位老師帶領下，40 位小四至小六
年級同學到了四川進行了實地研習。

是次的交流活動，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認識四川的豐富歷史和文化遺產，欣賞和了
解當地的傳統藝術，認識四川人的風俗、生活及文化，以及認識四川自然生態的特色及思考保育的重
要性。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拓展學生的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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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與人溝通、協作和研習能力，可說是獲益良多。

學生參訪四川科技館不同的科普展
廳及展品，認識科技新知和學習科
技原理，從中體驗科學探索的樂趣，
以及認識國家在科學與科技的發展
和應用及科技對民生的影響。

學生親身觀賞川劇變臉表演，臉上
除了讚嘆的表情外，也有很多疑惑？

學生走訪武侯祠，了解及欣賞中國傳統建築及其活化的成效。

學生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認識有關熊貓的知識及了解保育
熊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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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田徑隊於 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一行約二十人
進行「姊妹學校田徑隊交流活動」，學生在姊妹學校的運動
場上進行訓練外，也通過與姊妹學校的切磋，提升隊員在田
徑的知識、技術及體能等各方面能力。

學生參觀四川省博物館，認識四川
的歷史、文化與傳統；也了解成都
巿民從遠古至清代的生活方式。

田 交集徑 流訓
深圳龍崗石芽嶺學校

我們在四川省博物館門外來張大合照！

學生在自貢恐龍博物館觀賞世界三大恐龍遺址博物館之一的恐龍遺
址與化石，認識有關恐龍的知識及歷史。學生真是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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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於星期三的「多元學習課」開展「小一至小三的 STEM 體驗課」
及「小四至小六 STEM 小小發明家課程」；星期五的「課外活動」開展「小一
至小三的 STEM 課程」；膳息時開展「小五及小六的 STEM 膳息活動」。全體
學生除了參與校內 STEM 學習活動外，有部分學生更參與校外的 STEM 學習活
動，當中 ThikBig 班同學更多次代表學校參加校外 STEM 比賽，透過參加比賽
學習不同範疇的 STEM 知識，更累積大大小小的比賽經驗，增值自己，並於膳
息時分享比賽心得。

裘槎科學周 - 學校巡迴科學表演
本校參加由裘槎基金會資助，並由裘槎基金會、

教育局及香港科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博物館）
聯合主辦的裘槎科學周 - 學校巡迴科學表演。

來自英國的 Ministry of Science 把他們精心挑選的實
驗項目帶到學校禮堂！透過摩擦書、范德格拉夫起電機及等
離子球等，與本校學生一起發掘科學的趣味！

S E T M 

校 活E S 學內 動M T 習

S 日學E 活T 習M 動

透過氣球與頭髮
摩擦產生靜電

透過拔河活動，證明書中各
頁紙產生的摩擦力非常大。

專心製作飲管滑翔機

留心聽老師講解

炮彈準備發射

看看我們自製的炮架多有趣 !

誰人的紙飛機可穿過膠圈 同學正在測試炮架的射程。

mBot 車編程決賽正式開始 !

齊來比拼，
看看誰的飛得最遠

同學使用空氣炮
作射擊活動

為配合香港科學及科技教育發展的新方向，讓學生能體驗STEM 課程(科學、科技、
工程及數學 ) 的樂趣，並透過動手進行實驗，增加學生對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認識，
本校於上學期的試後活動(2019年1月16至18日)為各級舉行半天的「STEM學習活動日」。

飲管滑翔機
( 小一至小二 )

羅馬炮架
( 小五 )

飛行之夢
( 小三至小四 )

羅馬炮架 + mBot
( 小六 )

4



在科大入口處大合照。

同學跟科大導師
去大學課室上課。

「屯門環保園 WEEE Park」 
   實地考察
   大家對於同學的相片可以在遊戲 
    中出現非常感興趣。

「太陽能電車」工作坊
大家展示其太陽能電車。

無人機體驗
無人機準備升空 !

手搖發電機
我們準備好比賽啦 !

創意精品設計
我們已設計好自己的作品。

電容車連桿機械人
看看我砌的電容車連桿
機械人行得多快 !

第一期工作坊 
( 常識科內容 )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STEM 體驗學習日 ) 「小朋友 @ 科大」

科學 / 數學工作坊

「綠惜領袖」活動

教E 育M 校 活E S 學外 動M T 習

M T 藝S 學E 班

透過氣球與頭髮
摩擦產生靜電

STEM 興趣班
( 智慧校園 )

Think Big 精英班

STEM 興趣班
( 趣味機械人研發 )

S 

外

比E 

動及

T 
活

賽M 
校

本年度 Think Big 精英班同學多次代表學校參加校外 
的比賽，當中有些比賽還得到獎項。

小學生 STEM 科學比賽

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英才盃 -STEM 挑戰賽 2018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

水火箭比賽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2018-2019

全港小學 INCHWORM 尺蠖蟲競技賽

STEM< 未來百貨公司 > 道具設計師大招募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科才種子培訓計劃 2018/19

「TAMIYA 田宮足球越野車大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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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對 STEM 科學的探究精
神及興趣，本校常識科每年都為學生舉辦
STEM 科探活動，讓學生以手腦並用的方
式，進行不同的科學實驗及活動。

本年度的 STEM 科探活動非常精彩，
一至三年級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同學進行不
同的科學活動，認識一些實用的科學原理；
而四至六年級則結合專題研習，學生在周
邊的環境中發掘一些生活上的小問題，然
後通過探究，設計一件能改善生活的產品。
學生覺得本年度的科探課題不但有趣，而
且製造出來的產品既實用又能發揮創意。

年級 活動 簡介

P.1 奇妙的指環 認識紙環的一些特性及相關的科學知識。

P.2 磁力賽車 利用簡單的材料，製作磁力賽車玩具，認識與磁
力相關的科學原理。

P.3 神奇的紙橋 認識紙張的一些特性，探究紙張的形狀與承托力
的關係，設計一道承載力最重的紙橋。

P.4 雨傘除水器 了解不同物料的特性，運用工具製作日常生活中
應用的雨傘除水器。

P.5 硬幣分類器 了解分類的方法及斜面對硬幣分類器效能的影
響，並運用工具製作能把硬幣按面值分類的器具。

P.6 中國秤 認識平衡桿能維持平衡的原理，探討槓桿的力點
／重點與支點之間距離的關係，製作一個能準確
量度重量的中國秤。

一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二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一年級的同學正全神貫注地利用紙條製作神奇的指環。

嘩！你看，我們製作的紙橋盛載力多麼驚人！

同學們正認真地量度每個硬幣的直徑， 
希望製作出一個既實用又美觀的硬幣分類器。

原來利用磁石可以隔空把物件提起來，真神奇呢！

同學們正在用心地測試不同物料的吸水能力。

看似簡單的中國秤，原來製作起上來殊不簡單，
當中要應用不少科學原理呢！6



1B 林芷澄：農曆新年活動

農曆新年期間，學校派發了一項自主學習任
務給每位同學於農曆新年期間在家完成，題目是
「農曆新年記趣」，希望同學就着自己感興趣的
事物，完成一份與農曆新年有關的作品。而同學
遞交的作品十分多元化，有賀年飾物製作、賀年
食品介紹、新年習俗介紹、農曆新年遊記及農曆
新年故事創作等等，創意十足。

自 新任學 記農主 年務習 趣曆

1E 林靖然：全盒知多少

2E 鄭文睿：小豬寶寶

4A 呂穎軒：福字書

5A 侯韋鍵：新年吊飾
3C 李愷潼：醒獅表演

6C 李樂謙：自製全盒

2D 秦嘉蔚：活用利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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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

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讓他們從實
際體驗中吸取知識，並運用所學完成
各種任務，有助他們在不斷變化的社
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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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從實
際體驗中吸取知識，並運用所學完成
各種任務，有助他們在不斷變化的社
會中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P.1

P.5

P.3

P.2

P.6

P.4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
同學透過參觀園內的設施，認識
不同種類的動植物，親身感受戶
外學習的樂趣。

參與保良局朱敬文中學舉行的
「STEM」體驗活動 :
學生透過「無人機體驗」、「創意精
品設計及製作」、「拔河機械人製作」
及「電容充電車製作」等多元化活動，
了解更多有關「STEM」的領域。

到九龍公園作實地考察和 
到尖沙咀栢麗大道訪問遊客 :
學生根據事前規劃的路線圖，以平板電腦記錄所
見所聞，回校後再寫作遊記。最後，學生在真實
的情景下運用英語及普通話訪問各地遊客。

參觀沙田的社區設施 :
學生當天參觀了田心消防局及車
公廟等社區設施，讓他們對社區
有進一步的了解。

參觀香港太空館 :
為配合常識科「星際之旅」的主題，學生
到剛翻新的太空館參觀有關太空的展品，
揭開太空神秘的面紗，過程既新鮮又刺激，
各人度過了一個充滿挑戰性的上午呢！

參觀香港科學館 :
為配合常識科「小小科學家」主題，
學生到香港科學館親身體驗更多與科
學原理有關的活動，不但拓展科學的
視野，更擴闊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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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畫家李苦禪曾說過：「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

上進先讀書。」你有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呢？閱讀是我
們獲取知識的來源，對我們有許多益處。

閱讀可以令人增長知識。正所謂「讀一書，增一智」。
例如 : 閱讀中國古代名人的書籍，便能知道那些名人一生
輝煌的事蹟和貢獻，學習他們做人處事的態度。閱讀可
以訓練思考能力，正如閱讀偵探故事，我們便可以跟隨
內容推敲，訓練我們的邏輯思維。閱讀可以學習人生道
理，寓言故事便是最好例子。讀一本好書，像交了一 位
益友。

古人說 :「開卷有益。」就是要鼓勵大家多看書，因
為閱讀不只是看一本書，它還是你的人生導師。

本年度圖書館主任鼓勵同學參與多項多元化的閱讀
活動，活動包括︰閱讀真多 FUN 計劃，培養學生分享閱
讀經驗；於教城書櫃下載電子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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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 OPAC 電腦系統，同學們可檢視自己
借閱圖書的情況，同時亦可於系統上搜尋自己喜愛的圖
書。今年度於 423 閱讀日那週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特
價書展、作家講座、423 歷史簡介、利用校園電視台作
平台進行作家簡介及好書推介，為推動學校閱讀文化埋
下種籽。

同學們尋獲至寶後，立即於禮台坐下
翻開書本閱讀，場面壯觀。

孫慧玲小姐與同學緊密互動， 
同學們反應熱烈，紛紛舉手回應。

為配合跨科學習日，圖書館內
舉辦中華文化圖書展覽，增添
同學認識中國文化的興趣。
 

今年度學校請了著名作家孫慧
玲小姐到校主持講座，她的鬼
馬演繹，引得哄堂大笑。

同學們於閱讀課時段利用平
板電腦閱讀電子圖書，是一
個嶄新的閱讀體驗。

圖書館主任新購置英文立體圖書。
看 ! 同學們看得多投入啊 !

購得圖書後，同學們三五成羣，
分享自己的心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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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妙趣中華」

中文科遊戲日

中文科 小 文承動 中活 化大傳 華

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更有讓無數
人讚歎的燦爛文化。學校於本學年透過名為
「妙趣中華」的課外活動，以中國的節日、
著名人物及古詩為主題，加入自學元素，為
一至三年級同學設計不同的活動，讓他們先
認識中華文化，享受文化學習的愉快經驗，
再身在課室，放眼中國，開啟了他們的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之路。

在 1 月 15 日 ( 星期二 ) 冬日的一
個早上，各年級同學參加了本年度的
中文科遊戲日。六年級同學負責設計
及主持攤位，遊戲全以語文知識 : 標
點符號、部首、成語等為主題。同學
在內容有趣味的遊戲中自行學習不少
中文科知識，建構中文能力。大家都
玩得津津有味，禮堂充滿了歡笑聲﹗

同學借助概念圖加深對中國節日的認識。

六年級同學深深明白充份的準備

是遊戲日順利進行的關鍵。

同學對中華文化作思想的馳騁，引發興趣。

同學們感受到整個遊戲日的氛圍是愉快地學習。

同學被中國著名人物勇敢的探

索精神吸引，堅定的去繼承。

一次次的遊戲讓同學成為實踐自學精神的主人。

同學一致認同中國著名人物有
高風亮節的品德，以此作為榜樣。

大家充滿信心地挑戰六年級同學的精心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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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本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的「促進實
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發展 STEM 校本課程。本年度選取
了四年級常識科作試點，在計劃進行前科任老師參加了一次全日培訓及

兩次半日培訓，了解 STEM 的理念及發展，然後再與學校發展主任李永鏗
校長進行共同備課及觀課。本年度選定了「光」作主題。老師利用 STEM 的理念設計有關科學
的課堂，讓學生手腦並用去做實驗及尋找生活例子，加深學生對課題的認識，提升他們的學習
興趣及自主性。

一次次的遊戲讓同學成為實踐自學精神的主人。

校 計支本 劃援

同學正進行光是直線進行的實驗。

同學們十分投入地參與課堂活動。

導師與四年級的常識科同事進行共同備課。

老師與同學探究光的折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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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Junior Test

Our Students, Hoey Poon (5A), Chloe Cheung (5C), Thomas Lee (5D), 
Zachary Yeung (5E) and Lam Yat Ming (4A)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on 27th March, 2019 for the fourth year in our school consecutively. The 
students wrote their own script called “The 

Fair Election”, assisted making the puppets and the backdrops. Overall, they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s to give the 
best puppetry performance. We are so proud of them. “St

ory
 to S

tage” P
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9

Easter Hunt
Easter  has always been 

an exciting time of  the 
year for kids. Kids have 
longed for this exciting 
a n d  f u n  d a y .  T h e y 
e n j o y e d  t h e  f u n  o f 

Easter and their interest 
in English learning were 

aroused through games 
and activities on 12th April, 

2019 

This is an activity organized by a 
professional drama organization, 

Shakespeare4All in January 
2019. There was one pre-show 

drama workshop in November 
2018. Students learned about 

the radio show, included looking 
at props, making sound effects, 
writing scripts, information about 
Shakespeare and the history of 
radio. 

In January, there was an one hour 
drama of “Twelfth Night”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t was an interactive 
comedy drama show, so 

students enjoyed it very 
much. 

1930’s Radio Play Twelfth Night

Promoting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helps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better. Reading makes us smarter. It 
helps us open up our mind,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positive aspects 

of life. Reading is also the best form of self-educating ourselves, and there are no limits or boundaries to what we can 
learn and become.  

With the help of Grade 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support of their enthusiastic teaching staff from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ICS), we have successfully held P.2 Reading Day on 1st March, 2019.
The Reading Day lasted for almost an hour.  After the welcome note given by our P.2 students, all the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ated, 
especially when our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lay games together. Then each ICS student was in charge to do a shared reading with one or two 
of our students. The ICS students also brought us a useful bookmark for teaching our students some reading strategies.
Their enjoyment marked the success of our co-operation with a famous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 － ICS.  With sincere appreciation, we 
thank you for the kind support of ICS teaching staff once again.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enjoyment and pleasure during the P.2 Reading Day:

P.2 Reading Day

Four students from Class 6A took part in the radio 
programme Sunday Smile. They are Chan Heung Ching , 

Abbie, Chan Tsz Ching Angel, Mok Ho Kei, Kate 
and Lai Chun Yan Yannis. The pre-recording 

took place on 8th May, 2019. They read 
their own story – ‘New Red Riding Hood’…  

You can listen to the programme on 23rd 
June, 2019 from 9:00 a.m.to 9:30 a.m. 

Just tune into RTHK Radio 3 (AM 567) or 
simply click on the following link to listen 
to the broadcasting live:     
h tt p s : / / w w w. r t h k . h k / r a d i o / r a d i o 3 /
programme/sundaysmile?lang=en

RTHK Sunday Smile

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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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Junior Test

Our Students, Hoey Poon (5A), Chloe Cheung (5C), Thomas Lee (5D), 
Zachary Yeung (5E) and Lam Yat Ming (4A)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on 27th March, 2019 for the fourth year in our school consecutively. The 
students wrote their own script called “The 

Fair Election”, assisted making the puppets and the backdrops. Overall, they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s to give the 
best puppetry performance. We are so proud of them. “St

ory
 to S

tage” P
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9

Easter Hunt

This is an activity organized by a 
professional drama organization, 

Shakespeare4All in January 
2019. There was one pre-show 

drama workshop in November 
2018. Students learned about 

the radio show, included looking 
at props, making sound effects, 
writing scripts, information about 
Shakespeare and the history of 
radio. 

In January, there was an one hour 
drama of “Twelfth Night”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t was an interactive 
comedy drama show, so 

students enjoyed it very 
much. 

1930’s Radio Play Twelfth Night
Our P.5 and P.6 students 
got brilliant results in TOEFL 
Junior Test. They have given their 
time, effort, dedication, and so much 
more to make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success. Congratulations!

Promoting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helps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better. Reading makes us smarter. It 
helps us open up our mind,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positive aspects 

of life. Reading is also the best form of self-educating ourselves, and there are no limits or boundaries to what we can 
learn and become.  

With the help of Grade 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support of their enthusiastic teaching staff from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ICS), we have successfully held P.2 Reading Day on 1st March, 2019.
The Reading Day lasted for almost an hour.  After the welcome note given by our P.2 students, all the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ated, 
especially when our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lay games together. Then each ICS student was in charge to do a shared reading with one or two 
of our students. The ICS students also brought us a useful bookmark for teaching our students some reading strategies.
Their enjoyment marked the success of our co-operation with a famous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 － ICS.  With sincere appreciation, we 
thank you for the kind support of ICS teaching staff once again.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enjoyment and pleasure during the P.2 Reading Day:

P.2 Reading Day

Gold
6A CHU YAT YIN 朱日賢

5B CHIU YIK WANG EDWIN 趙翊宏
5C CHEUNG CHLOE 張卓如

Silver
5A HOU WAI KIN ALEX 侯韋鍵

5E YEUNG HIU NAM ZACHARY 楊曉楠
5A KWOK WING TUNG 郭詠彤

6A MOK HO KI 莫可祺

Bronze
6A LEE CHING HO 李政皓

6A HUI HAY YU HAILIE 許晞瑜
6A LEUNG YAN HIN 梁銦軒

6A WAN TSZ HIN 溫梓軒
6A YEUNG NOK HIN ISAAC 楊諾軒

5A LEUNG HEI LAM 梁希琳
5B HO WING KAI 何咏珈

5B WONG HO SHUN 黃浩舜
5C HUA AGNES 許子津

6B LAM KWAN HO 林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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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小老師

玩轉七巧板攤位遊戲
數學科 數 愛采多 務學 心服姿 顯

本校在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小息
時段舉行七巧板攤位，目的是提高同
學的觀察力、創造力和對形狀概念的
能力。同學們都玩得很投入呢 !

本學年四、五年級共有三十多位同學，於
每天午膳小息到視藝室和地下G16室，幫助一、
二年級同學學好數學。藉此，加強學生關愛他
人的態度，並宣揚互助互愛的精神。

同學們用七巧板拼出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圖形。

我們的頭腦一起迅速地轉起
來，啟發了我們的智力。

到午膳小息，視藝室濟滿了「老師」和「學生」，
大家在認真地「教」「學」呢！

同學專心學習，小老師用心指導。

我們的形狀概念、視覺記憶、
形狀分析的能力都提高了。

經常拼玩七巧板，同學們可開發右腦智力能
力的好方法，有利於提高他們的觀察力、創
造力、想像力等能力。

同學們在拼砌七巧板的過程中，需手眼
配合和協調，能提高他們的動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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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STEM
本校數學科 STEM 課程，內容生活化兼富數學元素，同學學得投入。內容如下：

一年級—飲管紙火箭；二年級—風向儀；三年級—自製量杯；

四年級—立體投影機；五年級—創作斷橋；六年級—棉花糖挑戰。

 數學攤位遊戲

每 年 7 月， 本
校也有數學日。本年
由五年級各班的同學
設計數學攤位遊戲，
各攤位遊戲均會設計
高、中低的程度，以
供一至六年級同學踴
躍參與，氣氛熱烈。

電腦科新編程課程
Scratch 電腦程式編寫課程

電 腦 科 配 合 教 學 趨 勢、 在 課 程 發 展 上 為 學 生 引
入 STEM 的元素。其中在學藝班和課外活動中加入了
Scratch 編程課程。

Scratch 是一種電腦程式編寫語言。學生在編寫程式
的過程中，慢慢明瞭及掌握各種指令的運用。學生有更多
思考空間，多作探索及自行發掘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培
養出他們的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看！同學們專注地學習編寫
電腦程式語言。

同學們正在製作自己的 Scratch 遊戲。

善用時間 醒目上網
電腦科一直鼓勵學生建立瀏覽不同網站的習慣，

學習新知識和培養欣賞的態度，因此舉行了一年一度
的「我最愛的自學網站選舉」。

統計學生的投票，五個票數最高的優秀網站如下：

1. 香港童軍總會
 http://www.scout.org.hk/chi/

2.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 香港教育城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3. 環保觸覺
 http://greensense.org.hk/

4. 消費者委員會
 https://www.consumer.org.hk/

5. 長者 ‧ 家 ‧ 多一點力量 - 生命熱線
 http://www.spsfamily.org.hk/

不斷嘗試改良，發揮 STEM 精神！

同學同心協力，取得班中之冠，倍感興奮！

學生們努力地拼七巧板。
大家一同選出最喜愛的攤位吧！

各攤位遊戲製作製作認真、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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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港 會到小 音樂 校組 樂

本校於一月十五日邀請港樂小組到校為
三、四、六年級同學舉辦弦樂音樂會，是次
音樂會內容豐富，港樂小組除了以弦樂演奏
多首樂曲外，亦跟同學進行一連串的音樂遊
戲。在音樂會中，各同學表現積極，主動舉
手參與遊戲。欣賞樂曲時，學生表現得十分
投入。參與同學對是次音樂會都感到很滿意，
他們表示喜歡參加這些音樂活動，亦認為透
過有關音樂活動可擴闊自己的音樂視野和提
高對音樂的興趣。

港樂小組演奏多首樂曲，旋律動聽，令人聽出耳油！

音樂會中，學生表現投入，反應熱烈，積極參與音樂活動。

音樂創作比賽的結果如下：

一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最佳合作獎 1E 5A 6D

最具創意獎 1C 5E 6D

最佳演出獎 1E 5A 6E

作 賽樂 比音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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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音樂視野 提升正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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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月二十一日舉辦了一場音樂交流會，讓同學們能互相觀摩和
學習。

除有助增加表演的經驗外，同學們亦能學習在音樂會中應有
的禮儀和正確態度。各同學表現投入，透過互相交流，學生表示
能擴闊自己的音樂視野，並發展自己的潛能，提升正向的情緒。

同學們演奏不同的中西樂器，大家互相切磋演奏技巧。

本校六年級同學於 26/3/2019( 星期二 ) 到
元朗劇院欣賞《漫遊音樂時期》音樂會。音樂會
指揮先帶同學回到十七至十八世紀初的巴羅克時
期，尋找音樂之父巴赫的足跡。接着，到十八世
紀的古典時期，欣賞音樂天才莫札特的作品；再
到十九世紀的浪漫時期認識威爾第。最後就回到
二十世紀，向印象樂派作曲家德布西學習，並由
蕭斯達高維契的作品為旅程畫上句號。

一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最佳合作獎 1E 5A 6D

最具創意獎 1C 5E 6D

最佳演出獎 1E 5A 6E

《 音樂遊 會期 漫 樂時音 》 

鋼琴獨奏

小提琴獨奏

琵琶獨奏
結他獨奏

小號獨奏 長笛獨奏 高音直笛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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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運 會動 本年度的周年運動會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假馬鞍山運動場舉行，運
動會在龐大的家長義工及服務生團隊的支援下，得以順利完成了，是次的
運動會無論在項目、參賽人數及家長出席人數上也打破了歷屆的紀錄。

本校同學於 3 月期間參與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5A 班熊翊廷同學於女子乙組花劍比賽中摘冠。 

本校足球隊隊員曾參加林大輝中學舉辦的 
全港足球邀請賽。 

校長盃的得獎學生 ( 六年級個人 200 米跑冠軍 )：

男子組 6C 張毅洋，女子組 6A 葉凡菁

各級班際冠軍：
3D, 4B, 5A, 6A

校友盃得獎學生 ( 六年級個人 100 米跑冠軍 )：男子組 6A 張柏希，女子組 6A 林海晴

親子口號創作總冠軍：

4C 梁沛琳及家長梁耀明先生

賽擊 球劍 足比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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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的學校舞蹈節，
本校的中國舞及兒童舞校
隊均獲甲級獎，同學都能

從比賽中得到寶貴的舞台經驗。

參賽兒童舞的主要是低年級同學，故事講述一
群小姑娘們背着小筐走到田園採茶，東採西採，採
滿一筐又一筐，姑娘們開心得笑呵呵！

這次是同學們首次到元朗劇院演奏廳參加比
賽，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是一次很好的學習經驗。

高年級的中國舞校隊，她們參賽的舞蹈名稱為
《花笑，我也笑》。透過舞蹈跳出「春天到了，小
女孩們忙著在花園裏灌溉，看到這裏百花盛放 , 還
傳來一些清新的花香，讓人感到春天多美好。」

本校的壁球小將於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校際賽中 
取得男子初小組季軍。

本校的籃球隊參加了簡易運動計劃的 3 人籃球比賽。

本校壁球隊隊員與錦田聖約瑟小學的同學作了一
場友誼賽，賽後，大家來一幅大合照作留念。

舞 節蹈

隊球壁 校 球籃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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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參 體外、 坊生觀 驗寫戶 及
為提升學生對視覺藝術的創作、感知和評鑑能力，本校視藝科科主任崔老師帶領二十八位

小四至小五學生，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早上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藝術體驗坊 :『填
補空白 II : 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的參觀展覽、手工創作及戶外寫生。

參加的師生在廣場來幅大合照吧 !
香港中文大學環境優美，同學們紛紛拿出畫具，把握機會把建築物繪畫下來。

互動遊戲中，同學們積極參與，用心學習明代的歷史，同學們對藝術創作十分投入。
參觀展覽時，同學們都專心

地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本校推薦了在視藝科表
現優秀的五年級同學參加「北
區 青 少 年 美 食 模 型 設 計 比
賽」。是次比賽參加者須先
參與有關機構在 9 月 15 日舉
辦的工作坊，學習樹脂黏土
塑造美食模型，從中提升學
生的藝術創作技巧。當天同
學表現十分投入和積極，並
精心製作美食模型。

3 月 8 日本校推薦部份
四年級學生參加由電影、報
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及香港
青協主辦的「健康四格漫畫
創作大賽」工作坊，鼓勵青
少年培養健康生活。工作坊
由專業插畫家帶領，內容包
括 : 創意思維訓練、漫畫創
作技巧等活動。當天同學盡
情發揮無窮創意。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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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創作，完成作品可參加比賽及展覽。

插畫家帶來不少美麗的漫畫讓學生大開眼界。

在插畫師指導下，同學輪流練習上色技巧，新奇又有趣。20



為裝備學生掌握及建立基本財務管理，並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理財
習慣和態度，本校參與由錢家有道、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
攜手舉辦「小學理財大使計劃」。透過培訓工作坊，讓高小學生學習
健康理財知識之外，亦加強其承擔感，成為校內的「小學理財大使」，
並帶領小學生進行理財活動，共同建立學習理財的校園氣氛。

普通話
除了課堂學習外，普通話科還有很多活動和比賽，好讓學生們參與。在參與活動和比賽的

過程中，同學皆能增加自學普通話的機會，也能發展潛能。希望同學踴躍參加各項活動和比賽。

話聽 可學普 自說 誇更通

二乙班同學正在背誦唐詩 - 春曉，多精彩呢！

同學們正積極地在網上平台自學普通話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組得獎的學生與曾校長合照

四戊班同學在才藝表演中投入的演出

學 使財 劃理 計大小

五、六年級同學進行「小學理財大使」培訓

導師講解活動內容後，由「小學理財大使」帶領四年級學生進行活動 21



綜 展匯 能藝 才演
今年本校以「活出正向人生」為綜藝匯演的主題，

於 2019 年 5 月 11 日 ( 星期六 ) 上午於沙田官立中學禮
堂舉行綜藝匯演，同學們不但可以展示他們的才藝及努
力的成果，更獲得嘉賓和家長們的熱烈讚賞。

由陣容鼎盛的小司儀介紹下，國術
獅藝隊以生龍活虎的南獅為整個匯
演揭開序幕！

兒童舞隊以可愛活潑的演繹方式演出《田園
樂》，她們的舞蹈充分表現出採茶姑娘每天
開開心心地採茶，充滿正能量。

手鐘隊以美妙的鐘聲奏出 “Jolly Old Saint 
Nicholas”及 “It’s a small world”。

小提琴班先奏出動聽的《千與千尋》選段，再跟管樂隊合奏“Mickey Mouse March”。

戲劇組的同學以生動有趣的方式演出
一齣名為《伊索密碼》的話劇。

合唱團以優美的歌聲唱出“Imagine a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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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戲劇組的同學落力地演繹他們自己創作的英語話劇“Truth Never Hides”。 

姊妹學校一深圳市龍崗區石芽嶺學校的同學亦到來參與綜藝匯演，他們以動聽的歌
聲及優美的舞姿，演唱一曲《黃鶯兒飛進我們的校園》，他們的演出非常精彩。

穿着整齊制服的銀樂隊，精神奕奕地演奏 “YMCA”及
“Rock around the clock”，獲得嘉賓和家長們熱烈的掌聲。

中國舞隊的隊員穿上漂亮的服飾，配以優雅的舞蹈，表現出小孩們在花園灌溉的情境。

藝術體操隊的隊員配合音
樂節奏，為大家表演一套
既柔和又優美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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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展多 潛活 長化外 所元 能動 顯各
為了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本校為全校學生安排了46項課外活動，內容包含了科學、音樂、制服團隊、

個人成長、體育、家政等，並以興趣組及輪流組的形式進行，學生除了培養個人興趣外，也可以選擇適
合自己發展的項目，發揮所長，盡顯潛能。

藝術項目

體
育項目

趣藝班

乒乓球班

籃球組

蝶古巴特及
閃石手工藝

環保紙製模型

鋼琴技巧班

個

人成長項目

益
智項目

科

學項目

制服團隊項目

高 Fun 掌門人

Rummikub

小兒科實驗室

小女童軍24



五 育教 營小
本校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為五年級同學在烏溪沙青年

新村舉辦了一個為期三日兩夜的教育營。這三天裏，同學們參與了不同
的營地活動如「歷奇活動」、「營燈晚會」及「原野烹飪」。 除此之外，
老師亦帶領同學進行 STEM 活動：製作「羅馬砲架」。同學們除了體驗
群體生活，學習獨立及自我照顧外，透過全方位的學習經歷，同學們都
能發揮所長，學習書本以外的技能，彼此建立互信和合作的精神，加深
了解，增進友誼。

益
智項目

營地生活體驗

STEM 活動 : 製作「羅馬砲架」

營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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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班學餘 藝 本校不單着重學生學業方面的成績，還希望給予學生均衡的培育，
故此本校開設了超過七十班課餘學藝班，以發展學生全人教育。

P.3-6 機器人創作班

P5-6 英語班

P.1-3 Scratch 電腦班

P1 英語班

P1-3 迷你輕黏土班

Think Big 精英班

小提琴班

P.4-6 綜合繪畫班

小一舞蹈遊樂班

木管樂班26



銀樂隊

藝術體操校隊

銅管樂班

中國舞隊

田徑校隊

交通安全隊

科學探究培訓班

乒乓球培訓班

合唱團

國術獅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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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本校參加了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2018/19 全新提名

計劃，同學必須經過學苑的網上甄選課程合格，家長於
網上提名平台遞交資料，再得到老師的推薦，學苑根據
資料甄選。最後九位同學終於獲取錄為香港資優教育學
苑學員，感謝各位老師協助，使計劃順利完成，並特別
鳴謝曾校長、譚惠儀老師、李偉兒老師、麥潔玲老師、 
陳少芳老師、楊碧芬老師及趙丹琳老師。

療語言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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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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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同學的說話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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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治療師善用朋輩支援策略，培訓幾位高年級同學成為「社交大使」。經過連串訓練後，
同學搖身一變成為協助同學改善言語問題的「社交大使」，透過朋輩之間的溝通，於無壓力的
狀況下提升語障同學的說話及溝通能力。

資 潛教 無優 能育 限

言語治療師正在指導
「社交大使」的溝通技巧。

「社交大使」
勇於發表意見。

言語治療師教導「社交大
使」利用遊戲打開話題。

「社交大使」表示培訓
能夠提升他們的自信。

校方安排了「功課指導小錦
囊」家長講座，讓家長掌握

如何協助語障同學處理功課。

言語治療師講解
語言學習策略。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共 15 位

6A 區家睿 6B 趙康然 6A 陳紫晴 6B 譚浩仁 
6A 馬健峯 5A 黃丞琳 5A 侯韋鍵 5A 李晉安 
5A 羅曉而 5A 林真而 5A 梁希琳 5A 林宥鍁 
5A 林靖晞 5A 梁日朗 5B 趙翊宏   

利用圖象符號可以
幫助同學記憶。

5A 林宥鍁

多謝曾校長和老師的盡心提
拔，我才有幸進入資優教育學苑
的大家庭。我明白老師用心良苦，
使我學業精益求精。我會力爭上
游，更上一層樓，不會辜負師長
對我的期望。

6A 馬健峯

能進入資優教育學苑，
我感到很榮幸。我萬分感謝
師長們給予我這個好機會，
我會全力以赴，發揮所長，
更會努力學習。

對於發展學生多元能力及資優的潛質，本校不遺
餘力。今個學年，無論在課堂學習或課餘學藝，本校
都提供適切的學習機會讓學生磨礪自己，在不同學科
領域能盡展所長。

活動 年級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 五至六年級
(15 人 )

香港資優解難大賽 二至六年級

THINK BIG GROUP 的精英班及興趣
班參加了共 9 個有關 STEM 比賽。

三至六年級
(35 人 )

我們的 THINK BIG GROUP
              在比賽中獲得不少的獎項

趙康然同學和家長

小兒在暑假期間完成了資優教育
網上課程 , 並有幸成為學員。康然對
此十分雀躍 , 既可學習較複雜的數學
知識 , 又能滿足他自小對數學的求知
慾 ; 希望藉此機會 , 能啟發康然於各
學科的潛能。在此感謝曾校長及老師
的栽培，使康然能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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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合作、水到渠成 小一同學熱烈參與攤位遊戲
「勇創高峰營」@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白霧霧的太平山頂

「社交大使」
勇於發表意見。

驕 飛長伴 風陽 翔逆成 齊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透過推行不同的輔導
小組活動，鼓勵同學以正面積極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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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在愛與被愛的氛圍下成長。

成長路上的孩子，他們也許會經歷挫折而引
致缺乏自信。我們推行的全方位輔導小組活動，
正正為他們營造一個互相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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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孩子充份發揮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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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和有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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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向小當家」計
劃 / 「小小輔導員」計劃 /「快樂升小一」小組 / 
「自信滿 Fun」小組  / 「Q 嘜小主人」小組 / 「情
緒小管家」小組 / 「社交達人訓練班」小組 / 「高
Fun 掌門人」學習小組 / 「專注小跳豆」學習小
組 / 「AQ 部隊 - 生命教育」小組等等

爸爸媽媽也和我們一起跳出校園

齊來練習腦健操

專注小跳豆
紙牌讀心術

城市歷奇之旅，同學互相合作才可完成尋找地標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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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小當家」全校奬勵計劃 2018-2019

「WE」正向動力計劃

為了推動沙利文博士 (Dr. E. P. Seligman)
的「正向心理學」，透過不同的「正向介入方
式」，令人的生活變得更快樂、更有意義及更有
滿足感。營造「正向」的校園氛圍是必需的，它
可促進正面的師生關係，讓學生們互相欣賞及支
持；從以減少學生的負面情緒，提升其正能量。
因此，我們除了推動「正向小當家」全校奬勵計
劃，更從校園和課室環境入手。今年，沙小兒童
合唱團再度為我們主唱計劃的主題曲，歌名為
「自我挑戰展潛能」，寓意沙小學生為自己所定
下的目標，不斷努力，不怕挑戰，最後取得成功，
歌曲輕快正面能大大的感染學生。

為了鼓勵學生們互相欣賞和
支持，在課室中展示同學互相之
間的欣賞話語，讓學生置身其中
直接感受正向的校園氣氛。

以先導學校身份推動教育局訓
輔組的「WE」正向動力計劃，透
過三節「WE」正向動力的成長課，
把「正向教育」的元素滲入當中，
課程除了讓學生「認識自己」，「欣
賞自己和別人」，更重要的是明白
「幫助別人最快樂」，讓學生感受
到自己是「被關注」、「被認同」
及「被重視」。

推 教正行 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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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快樂時光《教師版》」節目
在整個「正向小當家」全校奬勵計劃中，學生最喜歡的莫過於由校長及各位老師主持的「我的快樂時光

《教師版》」節目，節目共有十輯，現在已播放至第九輯。節目除了讓學生加深對老師的了解，亦可讓學生
從老師的經歷分享中學習，珍惜光陰，享受幸福和快樂。

正 人活 向 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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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調解員訓練課程

調解故事 Apps

朋輩調解員宣誓及覆誓

雜誌訪問

今年，我們繼續和香港家庭福利會合作，舉辦 10
小時的「朋輩調解員訓練課程」，學生需通過評核才
可修畢課程。

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 ( 星期二 ) 早會上，在校長、
老師和各位同學的見證下，19 位經過培訓並且成功通
過評核的同學將宣誓成為「小學朋輩調解員」，於沙
小開展調解衝突的服務；而第一屆的 10 位小學朋輩
調解員亦同時進行覆誓儀式，承諾為沙小師生服務。

本年三月，6A 陳向晴
代表沙小的「小學朋輩調
解員」接受星島日報《親子
王》雜誌的訪問。在訪問過程
中，她向主持人帶出參與調解計劃
後，除了學到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調解從「頭、心、
腳」開始、調解五部曲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外，在日
常生活中，當面對衝突時，她會先了解清楚，再作反
思，正面思考，還提升了自己的包容力。

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無可
避免的，為了促進學生以和平理智及建設性的
方法處理衝突，培養以積極態度處理衝突的校
園文化，從以建立和諧互助的校園。

本校於2018年4月推行「朋輩調解計劃」，
由一班曾接受「朋輩調解員」訓練及通過考核
的同學作第三者，即調解員，為年齡和背景相
若的朋輩友群去進行調解紛爭，以達成雙方都
同意的解決方案，而參與接受調解的同學是自
願的。而每次調解的個案經過及結果，調解員
均會向老師報告；老師亦會因應情況而考慮是
否需要跟進或介入。

推 正調 校校 和促行 向解 園園 諧進

為了進一步讓小學
生認識「甚麼是調解？」
香港家庭福利會及恒生
銀行的義工於 2019 年 1
月 14 日 ( 星期一 ) 到校為
小三同學進行了一節「調解
故事 Apps」課。同學透過故
事、角色扮演及平板電腦學習甚麼
是衝突？如何多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參與的同
學都表示對「調解」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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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校康 園
牙齒潔白又健康
      陽光笑容滿口腔

常吃水果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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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是提升學生在早上和睡前把牙齒刷乾淨的自發性，並幫助學生建立規律的飲食習慣。

為了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本校在上下學期都舉行「水果周」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健康飲食習慣。

「陽光笑容大使」仔細地教導

同學們正確的刷牙方法。

牙齒的咀嚼面要刷乾淨。

別遺漏了牙齦邊緣啊！牙齒清潔便會有像陽光般燦爛的笑容。

帶水果回校作小食

愛心水果送長者

填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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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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人。每隊各有十至十四位隊員可獲晉升
為隊長，負責管理自己的小隊；另設總隊長及副總隊長一職，負責監察各隊長的工作。

五、六年級學生發揚校園關愛文化，協助成績稍遜的一、二年級同學能自信、準確地朗
讀課文及正確默寫字詞，從而提升低年級學習中文的動機及默書成績。

為培養學生參與服務工作，認識權利及承擔責任，發揮自信、自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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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紀

中文
小老師

校車
車長

沙 服小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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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ittle Teacher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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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help P.1 
and P.2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ir Dictation.

本年度共有 12 位 IT 小先鋒。在課前小息、第一、第二小息和午膳小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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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培養學生積極參與服務，學會關顧身邊有需要的人，以及照顧弱小等，本年度
邀請了三至六年級的同學擔任「愛心大哥哥大姐姐」的職責。他們每天會幫忙協助老師
照顧一年級的學弟學妹，用心為他們解決問題，好使他們能夠盡快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英文
小老師

IT
小先鋒

愛心
大哥哥
大姐姐

團服 隊務

IT 小先鋒協助高年級同學編輯影片。
IT 小先鋒協助低年級同學使用繪圖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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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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have a challenging year. They have worked diligently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reading lessons. They go to the P.1 and P.2 classrooms to help 
their juniors to read English books. They have also spent time at English Café with P.1 to 
P.4 students at lunch recess. They play card games together joyfully.

本年度的公益少年團的「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已於 2 月 16 日 ( 星期六 ) 圓滿舉行。
本活動共籌得七千多元的善款，打破以往的紀錄，成績令人滿意，更為本校取得「優異獎杯」。
而籌得善款將全數撥捐公益金作慈善用途，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送上關懷。公益少年團更取
得「積極團隊獎」，積極服務社會，推動關愛精神。

升旗隊

英語
大使

公益
少年團

沙 服小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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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環保及衛生小先鋒負責協助學校推行環保信息及活動，維持校園衛生和清潔。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

本校的環保及衛生小先鋒參加了由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教育局合辦的「學
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透過一系列多元化的環保培訓活動，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責任感、
領導能力及鼓勵他們積極以行動改善環境。

今年，沙田區少年警訊分會為同學們安排了一項新興的運動項目――地壺球，同
學可以參與訓練班，表現較佳的同學更有機會參加比賽。對同學而言，是一次增廣見
聞的好機會。

「童」妳手牽手 跨越 10「義」

沙小 166NT Pack，學習技能多元化，服務人群獻力量，水陸活動展潛能，豐盛人生多姿采。

環保 
及衛生 
小先鋒

少年
警訊

小女
童軍

團服 隊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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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幼童軍發展潛能，接受挑戰，本校旅團為隊員
安排了不同的訓練及活動。 

幼童軍

本校交通安全隊榮獲 
「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小學隊季軍

2019 年 2 月 17 日，本校派出交通安全隊隊員到荃灣沙咀道遊樂
場，參與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參與檢閱禮的隊伍
表現優異，步伐整齊，獲得主禮嘉賓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艾德朗高
級警司高度讚賞。    

本校隊員們憑着刻苦的訓練、堅毅的決心，終於換來美好的成果。
最終在「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中奪得小學隊季軍。 

本校交通安 全隊榮獲「學校嘉許狀」

本校交通安全隊於過去一年積極參與香港交通安全隊之活動，因
此獲香港交通安全隊頒發「學校嘉許狀」。  

健康校園大使的工作包括：

1. 檢查同學的體溫或體溫表。

2.  於校門前協助維持防疫工作的秩序。

3. 協助老師負責健康校園活動宣傳的工作。
每天早上認真及辛勤地為全校同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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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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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安全隊

健康校
園大使

校園
小主播

沙 服小 務

38



本年度共有二十四名學生擔任校園大使的工作，他們主要在家長或訪
客參觀學校時，介紹校園設施和本校的特色。

學生校園大使帶領幼稚園家長參觀校舍，他們沿途用心地向家長講解，
並有禮貌地解答家長的問題，令家長們讚不絕口。

校園
大使

本校的圖書館領袖生由 46 名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組成。每天他們會不辭勞苦到圖書
館為同學們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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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多采多姿。

今年的高年級早操更換了一套較富動感的動作，在運動達人的帶領下，同學都能跟
上，在每星期練習一次。

「愛心小花農」是一隊發展學生種植興趣的服務團隊。每天，同學們會輪流當值，
用愛心照顧小花苗，同時也培養學生責任感和服務精神，增加同學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天氣晴朗時，同學們便會來到學校二樓照顧花卉。

圖書館
領袖生

運動
達人

愛心
小花農

團服 隊務

39



升 與支 觀中 參援

為了使小六學生能夠愉快地由小學階段過渡至中學階段，盡快投
入新的校園生活，本校致力提供不同的方法協助學生，包括 : 安排小
六學生參與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和中英文小組說話升中面試模擬面
談，從提升同學的談吐能力及自信心 ; 此外，安排學生參觀中學，讓
學生了解中學生活 ; 本校亦舉辦升中銜接課程，讓學生提早接觸中學
課程 ; 更為學生訂購《升中選校全攻略》、製作升中壁報等，為學生
升中做好準備。

至於家長方面，為家長舉辦選校及升中座談會，幫助他們了解中
學學位分配辦法，解答他們的疑難；亦邀請中學校長到校分享，從而
協助子女處理升中事宜，使學生在邁向未來時走得更穩、更有自信。小五升中家長簡介會

謝校長為小六學生進行模擬小組面試 小六升中選校家長座談會

何文娟主任主持小六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參觀沙田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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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展師次 業三 日專教 發
4 月 4 日是本年度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上午的主題是「情緒疾患專題講座」。我們安排了好心情

@ 學校的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到校為教師講解情緒疾病的成因和處理方法，讓教師以正面的方式了解
情緒疾患，建立正向愉快的生命。

當天下午的主題是「透過執行技巧訓練和支援有注意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的小學生」。我們邀請本校教育
心理學家林味徽女士為我們主持教師講座，透過講座及個案分析，讓老師們認識和支援有關學生投入校園生活
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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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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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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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講解
情緒疾病的成因和處理方法。

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林味徽女士以不同的例子向老師

講解支援注意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學生的技巧。

家 生顯 成合 動愛校 互關 長作 助師

家長與同學們從書展中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

家長出席家長日領取成績表，並與班主任商討子女的表現。

公益少年團的花卉義賣籌款活動得到家長的踴躍支持，共襄善舉。 41



校 慶同 年友 十歡
校友會已成立十年，組織日趨完善，也越來越多校友協助

及參與校友會活動，以回饋母校。校友會在今年舉辦了多
項活動，和大家一同慶祝這重要的一年。

校友日

升中面試活動
再次穿上兒時校服

校友們利用假期回校充當面試老師。

校友為同學模擬升中面試過程。

這是你們從前的樣子

校友和老師濟濟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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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委管 會校 員理

十周年新春晚宴嘉年華

校友們享受美食
三人籃球賽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選舉

小小科學家在做實驗。

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合照

扭計骰大賽

本校於一九九九年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實施校本管理。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由教育局首席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 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 ) 繆東昇先生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校長、教師代表、校友代表、家長代表及社會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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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項獲外 目獎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文科
大埔三育中學
「第十四屆小學生
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獎 5A林靖晞 5A曾繁天 
5B蔡詠沂 6B麥凱童 
6B胡凱程

良好獎 5B張倬嵐 6B黃柳鈞

「發現生活中的感
動」口號創作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4D陳海晞

2019年度水上安全
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1D梁珈睿

優異獎 1E官朗瑩 5C張卓如

「無煙健康人生更
美好」沙田區小學
(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2B孫梓桐

亞軍 1A郭令淳

優異獎 5C王柏安

4·23世界閱讀日創
作比賽

高小組優勝獎 5B蔡詠沂

「敢言有夢」拍住
上辯論比賽2019

最佳合作奬 6A任曉彤 6B林雪寧 
4D黄一樂 4E李樂盈

香港教師會李興
貴中學「積極學
習-小學生硬筆
書法比賽」

優異獎 5C廖鎧霖

入圍獎 3D張天恩

「給父母的心聲」 
2019
徵文比賽

小學高級組冠軍 4E王恩翹

小學高級組字體優
美獎

6A許晞瑜

小學初級組季軍 3A譚浩琛

小學初級組真情流
露獎

3B羅希雅

2018-19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現場作文
初賽
團體賽

小三至四
年級組別 
團體季軍

3A陳永寧 3A古綽蕎 3A陸熙文 
3A柯欣彤 3A潘　瑤 3A施明蔚 
3A譚浩琛 3A杜宇澄 3A唐向汶 
3A黃竣禧 3A邱禮甲 3C陳浩天 
3C張欣熙 3C李懿津 3C梁文諾 
3D曹洪鳴 3D廖芷瑩 3D陸子晴
4A陳心悠 4A鄭柏晧 4A張熙蘊 
4A張峻熙 4A張瑋樂 4A錢俊穎 
4A趙子謙 4A周銘軒 4A馮昕琳 
4A何哲柏 4A何卓澄 4A康子晴 
4A郭泳欣 4A林俊希 4A林潁瑜 
4A林一鳴 4A劉安彤 4A李晞童 
4A梁嘉晴 4A盧翰澄 4A駱靖喬 
4A呂穎軒 4A彭珮茵 4A冼子喬 
4A蘇茵蕎 4A譚博謙 4A黃芍琳 
4A黃英偉 4A嚴雪倫 4A姚詠瑜
4B陳　翺 4B陳子悠 4B鄭柏晞 
4B周展霆 4B崔熙敏 4B傅君怡 
4B郭海濤 4B饒梓弘 4B何悅寶 
4B許天洋 4B葉卓然 4B關曦晴 
4B鄺展晴 4B林學治 4B林柏翹 
4B李嘉英 4B盧浩良 4B莫己霆 
4B吳梓殷 4B成嘉熙 4B蕭銘峰 
4B蕭渙旋 4B蘇看為 4B蘇泳豪 
4B游志朗 4B邱政甲 4B葉　朗 
4E莊逸朗 4E高　雪 4E劉芯賢 
4E李樂盈 4E梁翔樂 4E吳鈺莊 
4E譚穎怡 4E王照曦 4E黃俊軒 
4E黃嘉琦 4E黃偉謙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現場作文
初賽
個人賽

特等獎 2A葉晉霖

一等獎 2D李卓妍 2D黃傑雯 4A冼子喬
4E王恩翹 5A梁希琳

二等獎 2A鄭梓泓 2A黃鈞建 4A何哲柏 
4D許浩昇 5A林宥鍁 5A潘可兒 
5B張倬嵐 6B胡凱程 6D張啟彥

三等獎 3A施明蔚 3A陸熙文 5A林靖晞 
5A曾繁天 5B趙翊宏 5C何丞哲

現場作文
決賽

一等獎 2D李卓妍

二等獎 2A葉晉霖 2A鄭梓泓 3A施明蔚 
4A何哲柏 4D許浩昇 4E王恩翹 
5A林宥鍁 5A林靖晞 5A曾繁天 
5A潘可兒 5A梁希琳 5B張倬嵐

三等獎 2A黃鈞建 3A陸熙文 4A冼子喬 
5B趙翊宏 5C何丞哲 6B胡凱程 
6D張啟彥

全國現場
作文
總決賽

二等獎 5A梁希琳 5A曾繁天

三等獎 5A林宥鍁 5A潘可兒 5B張倬嵐

英文科
TOEFL Junior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Gold 5C張卓如 6A朱日賢 
5B趙翊宏

Silver 5A侯韋鍵 5E楊曉楠 
5A郭詠彤
6A莫可祺

Bronze 6B林均昊 5A梁希琳 
5B黃浩舜
5C許子津 6A李政皓 
6A許晞瑜
6A梁銦軒 6A溫梓軒 
6A楊諾軒
5B何咏珈

18-19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On-site Writing 
Competition

Merit 6B胡凱程

Ng Yuk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Merit 4B莫己霆 6A莫可祺

TOEFL Primary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five Badges 3A唐向汶 3A羅羽昇
3D陸子晴 4A冼子喬
4A張瑋樂 4B陳翺

four Badges 3D麥倚藍 3D陳霛嫕
4A嚴雪倫 4A黃芍琳
4A黃英偉 4A劉安彤
4A張熙蘊 4B饒梓弘
4C徐浩寧

數學科
第十一屆德信盃數
學邀請賽

二等獎 6A陳紫晴

三等獎 5A梁日朗 5A李晉安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區小學數學邀
請賽

冠軍 6A蘇文傑 6A陳紫晴 
6A區家睿 6A鄧至朗 
5A梁日朗

（部份獎項已於上學期沙小專訊刊出，本期只刊登由 2018 年 12 月
21 日之後的得獎名單，全年得獎名單可瀏覽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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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
盃初賽 /
御學軒集團

金獎 4A康子晴 5A梁日朗 
6A區家睿 6A陳紫晴 
6A蘇文傑

銀獎 1E林靖然 1B鍾均澤 
2B楊諾晞 3B區承謙 
3D曹洪鳴 5A侯韋鍵

銅獎 2B李灝謙 2E陳心揚 
2A麥俊彥 3B何芷晴 
3C陳浩天 4A林一鳴 
5A文欣鍵 5A李晉安 
5A林宥鍁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
盃決賽 /御學軒集團

銅獎 5A李晉安

金獎 5A侯韋鍵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5A梁日朗 6A區家睿 
6A陳紫晴

二等獎 2A黃鈞建 6B趙康然 
6C張毅洋 6E馮卓翹

三等獎 6A蘇文傑 6A姚鈞瑜 
6B陳秀玲 6B鄭穎彤 
6B張正宇 6B何御鋒 
6B黃柳鈞 6B羅黛琳 
6B麥凱童 6D何汝軒 
6E馮卓謙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沙田區)/
香港理工大學 樂道
中學

創意解難季軍 6A蘇文傑 6A陳紫晴 
6A區家睿

急轉彎季軍 6A蘇文傑 6A陳紫晴 
6A區家睿

全場殿軍 6A蘇文傑 6A陳紫晴 
6A區家睿

銀獎 6A陳紫晴 6A區家睿

香港數學盃協會/香
港數學盃

團體賽小三組優異
獎

3B區承謙 3B何芷晴 
3D林森杰

團體賽小六組優異
獎

6A鄧至朗 6A馬健峯 
6A區家睿

個人賽優異獎 1E陳翹峰 2A葉晉霖 
2B董伊晴 2B胡嘉晉 
2E歐泳衡 3B區承謙 
5A李晉安

個人賽銅獎 6A區家睿

2019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A區家睿

數學競賽 
二等獎

6A區家睿

數學競賽 
三等獎

6A蘇文傑 6A陳紫晴

總成績二等獎 6A區家睿

總成績三等獎 6A蘇文傑 6A陳紫晴

數學思維大激鬥 / 
MATH CONCEPT 
EDUCATION

金獎 2B張倬維 6A區家睿 
6A陳紫晴

銅獎 1E林靖然 2D李卓妍 
3D陸子晴 3B區承謙 
5A侯韋鍵 6A蘇文傑

團體優異
六年級

6A區家睿 6A陳紫晴 
6A蘇文傑

團體優異
二年級

2B張倬維 2D李卓妍 
2C韋卓熙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初賽 一等獎 1D曾奕昕 2E黃曉晴

二等獎 1E彭睿朗 4A馮昕琳
5B黃曉琳

三等獎 1E胡心祈 3D林森杰
3D麥倚藍 4A郭泳欣
6B林均昊 6B戚文傑
6E鍾家澄

晉級賽 一等獎 5A梁日朗
二等獎 1D曾奕昕 1E彭睿朗

6A蘇文傑
三等獎 2A黃鈞建 3D麥倚藍

4A馮昕琳

總決賽 三等獎 2A黃鈞建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學校/第二十六屆香
港小學數學奧林匹
克比賽

金獎 5A梁日朗
銀獎 3B何芷晴 1D曾奕昕
銅獎 3D曹洪鳴

新亞洲·名創教育出
版社/小學數學精英
比賽

一等獎 6A陳紫晴
二等獎 6A蘇文傑 6A梁銦軒

6A馬健峯
三等獎 6A鄧至朗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
港天主教教區學校
聯會/第五屆全港小
學數學挑戰決賽

小五組個人賽
首六十名

5A梁日朗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 1D曾奕昕 2A葉晉霖 

2E黃曉晴 4A郭泳欣 
5A梁日朗 6A區家睿 
6A蘇文傑

銀獎 1B劉栩逸 2A黃鈞建 
2B董伊晴 3D曹洪鳴 
3B羅希雅 4A何哲柏 
4C林子為 4D莊銘澤 
5A朱灝強 5A李晉安 
5A林宥鍁 5A侯韋鍵 
5B黃曉琳 5B鄺家樂 
5E譚嘉偉 6B趙康然

銅獎 1B林芷澄 1B陳誦文 
1B羅卓炎 1E林靖然 
1E胡心祈 1E楊恩樂 
2A廖悅均 2B李灝謙 
2C潘承進 2E陳心揚 
3B何芷晴 3A唐向汶 
3B區承謙 3C許哲朗 
3C陳浩天 3D張天恩

港澳盃HKMO Open 銅獎 3D梁樂冰 3D陳靖之 
4D李惠珊 4A康子晴 
4A陳心悠 4A彭珮茵 
4A馮昕琳 4A趙子謙 
4A嚴雪倫 4C戴于淇 
4C羅苡琳 4E王照曦 
5A林靖晞 5A鄭梓軒 
5B周傲襄 5B甄凱琳 
5D彭子晴 6A姚鈞瑜 
6A陳向晴 6A陳紫晴 
6D何汝軒 6E馮卓翹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金獎 5A梁日朗 6A蘇文傑

銀獎 1B羅卓炎 1D曾奕昕 
2A葉晉霖 2E黃曉晴 
4A郭泳欣 5A李晉安 
5B黃曉琳

銅獎 1B劉栩逸 1E胡心祈 
2A黃鈞建 3A唐向汶 
4A嚴雪倫 5B鄺家樂 
5D彭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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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常識科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及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課程與數學
系/小學校際數學遊
戲及STEM常識問答
挑戰賽

團體賽三等獎 6A梁嘉朗 6B鄭穎彤 
6B戚文傑 6B陳思宇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大會主辦小學常識
挑戰賽2018

優異 5A曾繁天 5A鄭梓軒

良好 5A林真而 5A郭詠彤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
搭小學STEM探究比
賽

優異獎v 5A李晉安 4A錢俊穎 
4A何哲柏 4A黃芍琳 
4A呂穎軒 4A黃英偉

嘉許獎 6A劉逸朗 6A林海晴 
6B曾慧琳 5A林真而 
5A侯韋鍵 5A李安琪

視藝科
電影、報刊及物品
管理辦事處、香港
青協/健康四格漫畫
創作大賽2018

嘉許狀 6A陳晞桐 6A姚鈞瑜 
6A張曉桐 6B黃柳鈞 
6C蔡嘉淇 6E鍾家澄 
6E衛梓昕 5A王康晴 
5A洪綽欣 5B鍾嘉藍 
5C鍾倬然 5D王俐穎 
5E莫采文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
流/ 
第十屆ICEHK2019
「夢想‧家」國際繪
畫比賽

一等獎 1D張瑋盈 1C張梓晴 
5C鍾曉晴

二等獎 1E官朗瑩 2D何丞軒
3A柯欣彤 5B林海寧 
5B湯梓朗

三等獎 1B湯梓昕 5C何丞哲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
協會、奧比斯/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
畫大獎賽2019

銀獎 3D林立信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
大使

藝術大使 5C江慧欣 6B王敏匡

香港培道中學 
第四屆旗袍設計(全
港小學)邀請賽

入圍獎 6C葉蔚

普通話科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大會及葵青獅子會 / 
普通話朗誦比賽 
(公民教育)(初小組)

優良證書 2D施雅文

音樂科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通利琴行獎 2B胡嘉晉

冠軍

季軍 2B黃英雅

優良獎狀 1B呂美欣 1E李苑玟 
2B郭思言 2E袁皚倩 
2C張倬維 3B陳向昕

良好獎狀 1A吳沅霏 1E林靖然 
2C王灝翹 2D何丞軒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1D曾奕昕 2A黃鈞鍵 
2B關正裕 2C潘承進 
3A施明蔚 3B羅希雅 
3B吳騰灝 3D林立信 
4E黃照曦 5C何丞哲 
5D鄭朗  

良好獎狀 2E蔡鎮陽 3B區承謙 
3C郭惠蕎 3C郭惠嵐 
4A張熙蘊 4D許浩昇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3C李愷潼

優良獎狀 3A潘瑤 3B何芷晴 
3C吳紫寧 3D陸子晴 
4A劉安彤 4A郭泳欣 
4E王恩翹 5A王康晴 
5E楊浩溢

良好獎狀 3C李柏霆 4A黃英偉 
4A錢俊穎 5D岑梓傑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5B黃智楗

優良獎狀 2B董伊晴 5A梁希琳 
5B蔡詠沂 6B王敏匡 
 

良好獎狀 4B葉卓然 4B陳子悠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B陳幗丰 6A張曉桐 
6E黃譽鋒

良好獎狀 5A林靖希

七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A朱顥強

一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獎狀 2D黃傑雯

二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獎狀 3D梁樂冰 5E周泰然

良好獎狀 5D林諾呈

結他獨奏–初級組 優良獎狀 5A黃丞琳

高音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A陳向晴 6A莫可褀

良好獎狀 6B王敏匡

長笛獨奏–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4A何卓澄 4E王恩翹 
5B陳幗丰

小號獨奏–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6D簡柏迪

琵琶獨奏– 
小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3A唐向汶 4A黃芍琳

箏獨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5A林真而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季軍 5C何丞哲

優良獎狀 4C徐浩寧 5B陳澤遠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C徐浩寧 5B陳澤遠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男童聲
或女童聲– 
小學–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B王敏匡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13歲或以下

成績優良 4A郭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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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9小學合唱團 (挑戰組)

金獎 4A趙子謙 4A郭泳欣 4B蕭渙旋 
4B莫己霆 5A郭詠彤 5A陳釗儀 
5A黃丞琳 5A劉建希 5A歐曉嵐 
5A潘可兒 5A文欣鍵 5B陳幗丰 
5B梁曉桐 5B馮凱澄 5B陳澤遠 
5B楊思恩 5B張倬嵐 5C許子津 
5C鍾倬然 5C黃智君 5C何丞哲 
5C馬昊程 5C莊鏝晞 5C賴正言 
5D吳梓浩 5D林諾呈 5D區愉童 
5D王俐穎 5D彭子晴 5E黃譓真 
5E張珈瑜 5E馬倬瀠 5E何伊蕎 
5E黃詩桓 5E施欣宇 6A莊曉晴 
6A梁銨淇 6A張曉桐 6A余倩瑩 
6A胡采兒 6A蘇文傑 6A莫可祺 
6A黎縉欣 6B張卓嵐 6B羅黛琳 
6B陳靖兒 6B鄭穎彤 6B黃綺晴 
6B王敏匡 6B林珈喬 6C林宛靖 
6C羅梓銘 6D姜浩 6D溫蕊伊 
6D沈嘉樂 6E鍾家澄

STEM
香島中學/香島盃全
港科技比賽2019
電子創新設計比賽

傑出表現獎 6B趙康然 5A李安琪  
5A歐曉嵐 5B麥涥雅

TURBO JET氣墊船
設計比賽 /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6B林兆彥 6B趙康然 
6A區家睿  6B戚文傑

戲劇組
2018-19香港學校戲
劇節
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6B麥凱童 6C林卓言 
5A林靖晞 5A吳寳軒 
5A王康晴 5A羅曉而 
5C賴寬儒 4A林一鳴 
4A蘇茵蕎 4C羅苡琳 
3C李愷潼 3C許哲朗 
1B陳聖錕 1B梁楚兒

傑出合作獎

體育科
富士菲林全港小型
壁球校際比賽2018-
2019

精英組(女甲) 季軍 5C王澤心

精英組(女甲) 優異 5B何咏珈

精英組(男甲) 冠軍 6A馬健峯

精英組(男乙) 季軍 4B王澤鎽

精英組(男乙) 季軍 4C陳俊熙

精英組(男乙) 優異 4A康子晴

精英組(男甲)  
遺材第2

5A張晉匡

精英組(女乙) 冠軍 4E高雪

精英組(女乙) 季軍 4B關曦晴

精英組(女乙)  
遺材第2          

4D嚴敏晴

經驗組(男甲) 優異 5B黃智楗

經驗組(女乙) 優異 3B陳柏慧

經驗組(男丙) 亞軍 2A張恩榮

經驗組(男丙) 季軍 2A張柏軒

經驗組(男丙) 優異 2C王灝翹

經驗組(女丙) 季軍 2C王康敏

經驗組(女丙) 優異 2E黃浠喬

經驗組(女丙) 優異 2D洪采宜

經驗組(女丙)  
遺材第1

2A李諾熹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富士菲林全港小型
壁球校際比賽2018-
2019

新進組(男乙) 季軍 3D孔德正

新進組(男乙) 優異 3A蘇彥邦

新進組(女乙) 優異 3C陳凱淇

新進組(女乙) 冠軍 3C張欣熙

新進組(女乙)  
遺材第2

4E王恩翹

新進組(男丙) 季軍 2A黃鈞建

新進組(男丙) 優異 2D賴丞哲

新進組(男丙) 優異 2E羅俊軒

新進組(女丙) 優異 2E張嘉晴

精英組男甲隊際 
季軍

6A馬健峯 5A張晉匡 
5B文博泓 4D陳海晞

精英組女甲隊際  
季軍

5B何咏珈 5C王澤心 
5B馮凱澄

精英組男乙隊際  
亞軍

4A康子晴 4A張瑋樂 
4B王澤鎽 4C陳俊熙 
3A羅羽昇

精英組女乙隊際  
亞軍

4E高雪 4B關曦晴 
4D嚴敏晴 3D馮凱曈

經驗組女丙亞軍 2E黃浠喬 2A李諾熹 
2C王康敏 2D洪采宜

經驗組男丙亞軍 2A張恩榮 2A張柏軒 
2C王灝翹

新進組男乙隊際  
亞軍

3A蘇彥邦 3D孔德正 
3D謝禹祺

新進組(男子組)
隊際總冠軍

新進組女乙隊際 
冠軍

3C張欣熙 3C陳凱淇 
4C戴晴芯 4E王恩翹

新進組男丙隊際  
亞軍

2A黃鈞建 2D賴丞哲 
2E羅俊軒 1A駱俊灝 
1B陳朗天 1E高子朗新進組(男子組)

隊際總冠軍

新進組女丙隊際 
季軍

2B黃英雅 2B廖泋晴 
2D黃傑雯 2E張嘉晴 
1E李苑玟

簡易運動-富士菲林
小型壁球比賽

男甲冠軍 6A馬健峯

女甲殿軍 5C王澤心

男乙優異 3A羅羽昇

女乙殿軍 3C張欣熙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2018-2019
男子初小組

季軍 3A陸熙文 3D袁梓朗 
3D林立信

香港遊樂場協會 北
角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85+1賀會慶
迎新年三人籃球賽

男子高小組 
殿軍

6A張柏希 6A李震邦 
6C梁志賢 6C李錦堂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6A馬健峯

元朗區體育會/元朗
區體操公開賽2019
藝術體操

邀請組球操
第1名

6C鄭曉蔚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2018年度全港十八
區健美體操分齡賽

女子單人(9-11歲組
別)亞軍

5A廖悅因

三人B組(9-11歲組
別)冠軍

五人B組(9-11歲組
別)冠軍 47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級組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4B李嘉英 4C衛梓晴 
4C張彩香 4C羅黛兒 
4E吳鈺莊 5B張倬嵐 
5D王俐穎 5E李希比 
5E莫采文 5E黃綺華 
6A陳紫晴 6A郭芷喬 
6B黃綺晴 6C蔡嘉淇 
6C林宛靖 6D溫蕊伊 
6D雷柏淇 6D余樂宜 
6E衛梓昕

小學低年級組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1B伍樂晴 2A張海瞳 
2A關文熙 2B郭思言 
2B孫梓桐 2B董伊晴 
2C趙慧愉 2C馮卓雯 
2C郭浠程 2C劉立兒 
2D陳韵冰 2D秦嘉蔚 
2D施雅文 2D曾欣潼 
2E袁皚倩 2E吳子滺 
3A唐向汶 3B符慧妍 
3B蔣凱喬 3C嚴焯盈 
3D陳樂澄 3D梁樂冰 
3D廖芷瑩 3D陸子晴 
3D麥倚藍 3D彭泳喬

全港校際劍擊比賽 女子乙組花劍
比賽

5A熊翊廷

沙田體育會/
「沙田青幼苗五人
足球邀請賽 2019」

碟賽殿軍 4A譚博謙 4B蕭銘峰 
4D陳進希 5A鄭梓軒 
5A曾繁天 5B黃俊銘 
5C賴正言 5D黃志傑 
5D陸震軒 5E陳曉朗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中國香港體操總
會/2019年香港普及
體操節

最佳創意獎
銀獎

2A蕭甄霆 2B黃智遙 
2B趙煖心 2D陳康瑩 
2E劉冰 2E凌儀端 
3A潘瑤 3B蕭珈浠 
3B鄭綽嵐 3B何芷晴 
3D馮凱瞳 4A陳心悠 
4B陳子悠 4B蕭渙旋 
4E王恩翹 5A梁穎琴 
5E方琳 6A胡采兒 
6C鄭曉蔚 6D范嘉詠

元朗官小友校4X100
米接力

女子組亞軍 5B林海寧 5B鍾嘉喬 
5B鍾嘉藍 4C温鎧圯

男子組季軍 5A鄭樂言 5B陳澤遠 
4B許天洋 4B成嘉熙

屯門官小友校4X100
米接力

女子組冠軍 5A歐曉嵐 5B林海寧 
5B鍾嘉喬 5B鍾嘉藍

南元朗官小友校
4X100米接力

女子組冠軍 6A林海晴 6A葉凡菁 
5B林海寧 5B鍾嘉喬

廣東道官小友校
4X100米接力

女子組冠軍 6A林海晴 6A葉凡菁 
5C王澤心 4C温鎧圯

男子組亞軍 6A梁銦軒 6B羅俊熙 
6B何御鋒 6D朱政諺

粉嶺官小友校4X100
米接力

女子組冠軍 6A林海晴 5B林海寧 
5B鍾嘉喬 5B鍾嘉藍

男子組亞軍 5A鄭樂言 5B陳澤遠 
4B許天洋 4B成嘉熙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 
新界南總區周年檢
閱禮步操比賽」

季軍 6C林卓言 6E余汶駿 
5B周傲襄 5B楊思恩 
5C岑沚澄 5D馮孟清 
4A錢俊穎 4B盧浩良 
4E陳俊康 4E沈嘉童 
3A劉栢澄 3B鄧雪迎 
3C劉鍏浠 3C盧樂琳 
2A廖梓晴 2C馮卓雯 
2C何芷茹 2E廖梓喬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小女童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拓展女童軍慈善籌
款獎券銷售

小女童軍組
全港最佳銷售獎
第七名

6A郭芷喬 6A胡采兒 
6B陳秀玲 6B林珈喬 
6B曾慧琳 6C唐乙心 
5A梁穎琴 5B甄凱琳 
5C陳悅弦 5C莊鏝晞 
5C許子津 5C梁天穎 
5D區愉童 5D張蔚嵐 
5D溫珼珼 5D彭子晴 
5E劉樂儀 5E李希比 
5E馬焯瀠 4A林潁瑜 
4A劉安彤 4A彭珮茵 
4A冼子喬 4B傅君怡 
4D梁婉淇 4D林紀芬 
4E王恩翹 3A古綽蕎 
3A唐向汶 3B何芷晴 
3B蔣凱喬 3C吳紫寧 
3C衛紫瑤 3D陳樂澄 
3D張天恩 3D廖芷瑩 
3D麥倚藍 3D陸子晴 
3D彭泳喬 3D梁樂冰

幼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2019年童軍獎券

籌募活動之「最佳
人均獎券銷售童軍
旅---優異獎」

6C羅梓銘 6E李祉津 
6A朱日賢 6D沈嘉樂 
6D江致遠 6A梁啟謙 
6C梁宬銨 6D雷柏淇 
6E許樂嘉 6C李樂謙 
6B林均昊 5D趙之鏵 
5D梁智匡 5C鄺沛霖 
5B林學妍 5C梁筠彥 
5C馬昊程 5B黃曉琳 
5E楊曉楠 4D陳進希 
4A郭泳欣 4B鄭柏晞 
4A鄭柏晧 4E黃嘉琦 
4D黃泳彤 4A梁嘉晴 
4B游志朗 4E袁匯懿 
4D許浩昇 3A陳永寧 
3A張梓進 3B羅希雅 
3B潘浚灝 3B蕭珈浠 
3D陳曉悠 3D陳靖之 
3D范禮希 4B王子健 
4C衞梓晴 4D施欣荃 
4D阮宏祖 5E施欣宇 
5E黃綺華

其他
｢卓越今天，成就
將來｣(Pursuing 
Excellence and 
Beyond)青少年領袖
獎勵計劃2019

優秀學生 5A羅曉而

編輯委員會
顧問：曾錫文校長、廖燕儀副校長
統籌：廖月嫦老師
委員：伍少芬老師、陳淑嫻老師、楊心悅老師、 
 胡錦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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