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利用硬卡紙、
吸管、剪刀、釘書機製作能飛

天的竹蜻蜓，認識有關動力學的
科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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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本年度嘗試將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 ing）及數學
（Mathematics）規劃在課程之內，在優化過程中，本校著重注入動手學習部份，讓學生將學習理論應用到實
際環境，藉此提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啟發創意思維。大家都知道「發明」是不能單靠理論而產生出來，而
是利用實際動手創立。透過動手學習，課堂學習的常態將會重新定義，教師和學生的角色亦有所改變：學生由
知識的接收者，變為學習的主導者，更有助發揮個人創意；老師的角色由主導角色演化為協作者，負責引導及
鼓勵學生進行思考。

除了不同學科已規劃的課程外，本校已開展了不同年級的STEM活動，希望全校學生都有機會更好地裝備
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讓他們具備充足的知識、自主學習的技能及積極正確的價值觀，去迎接二十一世紀這
個充滿挑戰的年代及追尋自己的夢想。

STEM

STEM體驗課

STEM小小發明
家

學生利用硬卡紙、
顏色筆、膠紙製作能自轉的小

陀螺，認識有關陀螺的
自轉的科學原理。另
外 ， 亦 可
透 過 美 化
小 陀 螺 ，
認 識 光 譜

顏色，發揮
創意。

學生利用膠樽、萬
子夾、飲管製作可自由浮沉的

浮沉子，認識有關壓力、浮力與重
量的關係。

學生透過創智名片
卡®，配合摩打及齒輪，建構

一架爬山車進行拯救任務。是次活
動，學生需應用有關STEM的知識如
閉合電路、摩擦力、機械技巧等，完
成任務。

學 生 利 用 環 保 物
料，設計一艘運輸船，在指定

時間內一次性運送最多救援物資，
進行拯救任務。學生需應用有關STEM
的知識如環保物料、浮力、物料應用
等，完成任務。

學生利用家居可找
到的環保物料，設計一個運輸

器，並透過發射器發射跨越不少
於1米的障礙牆後降落，進行拯救任
務 。 學 生 需 應 用 有
關STEM的知識如空
氣阻力、能量轉移

等，完成任務。

一年級
主題：創意小陀螺

二年級
主題：自製竹蜻蜓

三年級
主題：浮沉升降機

四年級
主題：救人爬山車 五年級

主題：環保運輸船

六年級
主題：彈射飛天運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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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會 利 用 「 管
道飛珠」學習位能與動能的關

係。另外，學生亦會利用「降落
傘」學生習空氣阻力的知識。

教師希望透過三節
有趣的光學課題，讓學生掌握

光學的基本原理。當中學生可利用
鏡子作反射和不同的透明介質作折射
實驗。還會利用「稜鏡」進行三原色光
和稜鏡分光實驗。最後，以遙距實驗
平台進行的激光實驗。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教師希望透過小
兒科實驗室，讓學生對自然

界及科學世界中的事物產生好
奇心，主動參與學習。學習內容
包括「毛細作用」 、「伯努力
效應」及「氣壓」等STEM

知識等。

創科博覽2018

為提升本校學生認識國家最新創科發展，以及啟發學生

對創科的興趣，本校現安排四年級學生參加由團結香港基金

舉辦的「創科博覽2018」活動。當天，學生會參加「科學表

演+博覽導賞」或「科學影片+博覽導賞」主題活動，完成主

題及博覽導賞後，學生可參觀其他展區，如VR互動展館等。

同學等待入場前來張大合照

本校同學參與其中一個實驗活動

兩位好朋友一齊參觀學習

大家對機械手臂好有興趣
大家利用VR遊覽港珠澳大橋 同學嘗試利用VR設備感受地震

星期五的STEM課
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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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膳息活動

本年度增加了多一項的膳息活動，就是讓五、六年級學生可於午膳

小息時間到四樓活動室進行mBot車編程活動，讓學生可於午膳後有活動

的機會外，還可讓學生動動腦筋，完成STEM活動大使的任務。

兩位好朋友一齊參觀學習

攜手邁向科研路  探索精神意志高

為了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啓發創

意思維，常識科在本學年舉辦「科學探究活

動」，讓一至六年級的同學進行STEM 科學

探究活動。同學透過科探活動，不但能掌握

基本的科學過程技能(包括觀察、量度、分類

和傳意等)，還能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

並應用科學及科技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五

年級同學已於12月21日完成該級的STEM科

學探究活動，同學們積極投入參與，成功製

作「硬幣分類器」。至於其他級別，也會於

學期完結前相繼舉行。

此外，常識科亦設立「態度及行為量

表」展板，幫助同學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另外，常識科亦設立校園電視廣

播，鼓勵同學生多閱讀科學書籍及收看科學

影片，增強全校同學對科學的興趣。

攜手邁向科研路

大家齊齊動手製作自己	
設計的「硬幣分類器」

正式組裝前，同學正為「硬幣分類器」作最後測試。

同學正在討論及測試，	
以定下「硬幣分類器」的設計

「態度及行為量表」展示
不同年級的評核重點

同學聚精會神地聆聽導師講解探究活動的要點

老師和同學一起就「硬幣分類器」	
的設計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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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善 技用 創
裝備未來

新

本校一直積極推行電子學習，為了進一步推展電子

學習，讓老師及學生嘗試使用電子書上課，試驗自攜裝置 

(BYOD) 的可行性及使用電子課本上課的效能，本校在 11月 

19日（一）至 11月 23日（五）期間於三年級各班進行「電

子學習自攜裝置試驗計劃」。在計劃進行期間，學校借用平

板電腦給學生在課堂中使用，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試行在課

堂上全面使用電子書教學，而其他科目亦會配合教學內容進

行相應的電子學習活動。

電子學習能引起學習興趣，加強學生對課堂的專注

度，使他們更容易吸收新知識，同時亦能顯著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及培養探究精神。另一方面，電子學習能填補學

生在課堂上的落差，讓學生回家後可利用電子支援，重覆收

看及收聽教學內容，以達致温故知新的作用。與此同時，電

子學習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學生可隨時在電子書中編

輯個人筆記、在互聯網搜尋資料，以及在老師指導下進行預

習等，充分體現自主學習的精神。

在這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年代，我們有責任裝備下

一代，使學生能與時並進。我們相信，只要教導學生善用電

子科技促進學習，他們必能突破自己、敢於創新及發揮無限

的潛能。

展潛能孩子

天

學生使用電子書，在課堂中學習知識，真是輕鬆又愉快!

老師使用不同的應用程式進行有趣的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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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提 導升 效
開放課堂

能

本年度參與了教育局語文支援組的「課程領導專業

發展－英國語文科」計劃，教育局語文支援組的導師定

期到校與五年級的英文科老師共同備課，發展具自主學

習元素的校本寫作課程，當中並配合電子學習活動，以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此外，亦為科主任提供培訓課程，

讓科主任更了解課程發展的趨勢、推展科務的方向及提

升評課的技巧等，以提升科主任的課程領導效能。

本校更在8/11開放課堂，讓其他學校的同工蒞臨

本校觀課及評課，提升學與教效能和促進學習社群的組

成，培養專業交流、分享及協作的文化。本校老師所設

計的課業及學生的表現均獲得高度評價，令人鼓舞。

專業發促進 展

同學正進行分組討論及互評

各校老師在觀課後，進行評課。

英文科老師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有趣的課堂活動

在觀課前，老師先向各位同工簡介課業內容及設計理念。

十六位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工蒞臨本校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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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知道環保的重要，本校特

意安排中電百變環保車在10月和12月到

校，讓一、二年級同學有機會透過科技設

備及有趣互動遊戲，認識如何愛護地球，

珍惜有限的資源，同心協力保護環境。

性參觀教育 活動

 為加強學生對食物安全、

環境衞生的認識，本校特意安排

三年級同學在十一月到衛生教育

展覽及資料中心參觀，以增加同

學在這方面的知識。

為了配合四年級常識科「香

港是我家」的單元，讓學生對香港

的昔日文化有更深的認識，擴闊學

習的經歷，班主任及家長義工帶領

四年級學生在10月4日參觀香港歷

史博物館。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LEAP課程，以正

面而有系統的方式，讓學生認識身體的運

作、吸煙對身體的影響，及透過角色扮演

發展解決問題及拒絕的技巧，協助學生

建立正面、健康的生活模式，遠離吸煙的

禍害。本校安排五年級同學於11月到哈樂

車進行生活教育課程，主題是「真相大

白」，學習吸煙對人體的禍害。

為了配合常識科「健康之道」的主題，班主任老師及家長義工於12月帶領六年級同學參加「生活教育

活動課程之至型選擇」，了解精神毒品的禍害，豐富學習經歷。

一、二年級參觀中電綠D流動車

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香港歷史博物館

生活教育課程LEAP(哈樂車)

六年級生活教育課程LEAP(哈樂車)

中電百變環保車宣傳環保。為同學提供

科技設備及有趣互動遊戲，與同學分享

綠色生活新體驗。

透過最新「擴增實景」技術的虛擬遊戲，教育同學如何愛護地球，珍惜有限的資源，保護環境。

同學要學習健康聽覺的重要大家學習到只要注意食物、環境及個人三方

面的衞生，便能減低和防止風險的發生。

展館內可以看到仿1960年代的房
屋發展，並藉此了解戰後香港的社
會經濟情況及普及文化的變化。

展館內可以看到仿1960年代的房
屋，並藉此了解戰後香港的社會經
濟情況及普及文化的變化。

同學們透過輕鬆的氣氛，在擴增實境及體感
教育活動下，得到難忘的學習經驗。

為了讓同學透過高科技的互動教學
活動學習吸煙與健康的知識，進一
步提高學習果效。LEAP亦透過遊
戲、活動和會說話唱歌的生活教育
吉祥物「長頸鹿哈樂」，來強化
「生活教育」課程的訊息。

透過多姿多采的教具和活動，
可清晰地把健康生活的訊息帶
給同學，令同學更加投入。 生活教育吉祥物「長頸鹿哈樂」及

「小馬凱莉」，跟同學說笑和唱
歌，從而進一步鞏固健康訊息。

課程利用正面而有系統的方式，讓同學認識身體的運作、藥物對
身體的影響，及透過角色扮演發展解決問題及拒絕的技巧，協助
他們建立正面、健康的生活模式，遠離毒品的禍害。6



本校於九月十四日接待了五間區內幼稚園，包

括英藝幼稚園、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樂基幼兒

學校(碧濤) 、孫方中幼稚園及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

稚園家長。當天曾校長向家長們介紹本校的辦學宗

旨、教學模式及一般運作，並由二十四位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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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交流

二十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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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校長接受「樂基幼兒學校」送上																	

曾校長為家長們介紹學校的辦學宗旨、

教學模式及課程特色。
歡迎英藝幼稚園、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
孫方中幼稚園及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家長到訪本校。

十七屆第 畢三 業

區內幼接 稚待 園

頒獎典禮暨

「第三十七屆畢業暨頒獎典禮」於2018年6月25日於沙田

大會堂圓滿舉行。畢業生、家長及老師們非常期盼這個日子來

臨，熱切參與這個既温馨又隆重的畢業典禮。

當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了校友謝嘉臣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及

陸麗鳳校長擔任頒獎嘉賓。謝博士勸勉同學要把握時光學習，

為將來做好準備。當天畢業生施展渾身解數，以話劇形式演繹

「校園篇」，帶領大家重温校園生活的愉快片段。接着「孝順篇」令人

動容，眾畢業生親自向家長道出真誠的感謝。「敬師篇」環節由全體畢

業生向老師獻唱，把當晚的氣氛推至高峯，令人感動的是由家長及學生

代表送上細心挑選的小禮物給校長及老師。畢業典禮在温馨和感人的氣

氛下結束，標誌同學告別小學階段，昂首踏上中學之旅。

畢業生向全體老師獻唱，場面温馨。領獎畢業生與陸麗鳳校長拍照留念

曾錫文校長鼓勵畢業生
勇於面對中學挑戰

畢業生致送親自製作的紀念品予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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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好！我是翟美珍主任，我主要任教英文科，很高興又

可以回到沙田官立小學工作！雖然離開了沙官小五年，但這裏的環境

沒有很大的改變，仍有很多我熟識的同事，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很快

地投入了新的工作。

願未來的日子裏，同學們和我都能以「愉快教，愉快學」的精

神，一同努力，面對不同的挑戰，度過更多愉快的校園生活。

師介紹新老

大家好，我是列就榮老師，很高興和榮幸能加入沙田官立小

學這個大家庭。我主要任教數學科、中文科、常識科和電腦科。

每當我看見同學臉上燦爛的笑容和積極學習的態度，我便被

同學的表現深深感染，希望在未來日子能陪伴同學愉快地學習和

成長。

大家好！我是施鴻鴻老師，很高興能加入沙田官立小

學這個大家庭。在校園裏，最快樂的便是看到同學們每天掛

着笑臉來到學校學習，他們天真活潑的笑容和積極學習的態

度是我每天工作的動力。

 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希望同學們能充分發揮

屬於自己獨有的才能，愉快地在這個大家庭裏學習。

我是胡錦華老師。因緣際會，我有幸來到這裏任教

中文、視藝等科目。遠眺，校舍環抱在崇山茂林之間；近

觀，校園由外至內皆是畫作，故我能欣於所遇。

歡欣，我能成為沙田官立小學的一份子；雀躍，我能

與小一學生重新開始；感恩，我能在一所充滿歡笑聲的校

園裏工作。古人云：「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大家好!我是吳凱迪老師，是1C的班主任，主要任教中文、

普通話及常識科。猶記得初次踏入沙小，已給周圍的寧靜吸引

住，深感此處是理想的學習園地。

在這段時間，同事之間的互助，讓我深深感受到這個家的

溫暖。因此，我很感謝校長、副校長及同事們的包容和幫忙。

最後，希望同學們珍惜及盡情享受校園的美好事物，並「多讀

書，讀好書」，追尋自己的理想!

翟美珍主任

列就榮老師

施鴻鴻老師

胡錦華老師

吳凱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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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便服公 日益
為了讓學生參與社會慈善公益事務，

親身體驗幫助社會上弱勢社群的喜樂，學

校每年都會參加公益金便服日。今年也不

例外，日子定在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舉

行，得到全校師生熱烈響應，共籌得港幣

四萬三千七百零五元。能取得如此佳績，

除了一眾師生的善心外，還要多謝家長們

的支持，謹致謝意！

敬師日
本校在9月7日舉行了「開學禮暨敬師日」，讓家長及同學

向老師表達謝意及祝福。

活動當天師生齊集禮堂，高唱國歌和校歌後，由曾校長向

同學介紹新任老師。接著，校長以小故事勸勉同學在新一年裏

要懂得準備自己，增長知識，努力學習，應付挑戰，更重要是

自我完善，培養良好的品行和樂於助人的心。

開學禮程序完結後，敬師日的項目就緊接而上。首先，由

家長及教師司儀解說敬師日的意義，並由學生代表向老師們表達

感謝和祝福。然後，曾校長和兩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接受家長

教師會致送的禮物，並由學生代表向老師送贈心意咭。最後，合

唱團團員代表同學們唱出悠揚輕快的《頌良師》，場面溫馨。

「公益金便服日」當天，同學們穿着便服回校上課，
大家都表現得很高興呢！

為了向學生推廣綠化意識、培養他們種植的興趣、珍惜生命及對社區的關

懷，學校舉辦了「一人一花」種植活動。每位學生十月獲派花苗回家進行栽種，

直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六日的「家長日」進行慈善盆栽義賣，所得收益會全數撥

捐公益金作社會服務之用。部份植物更會被送出，參與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

覽」，還有一些盆栽會用來致送給區內長者，表達本校學生對社會的關懷。

禮暨開學

一花種一 植人 活動
校長及兩位副校長接
受家教會致送的禮物

合唱團團員帶領全體同學獻唱《頌良師》兩位家長司儀和小

司儀十分合拍，帶

動全場氣氛。

獲派發一串紅花苗，

同學高興得很呢！

今年的主題花是一
串紅，鮮艷奪目，
惹人憐愛。

珍惜小生命，愛護大自然

2018年10月19日，深圳市

龍崗區石芽嶺學校師生二十人到

訪本校。他們在「校園大使」帶

領下，除了參觀我們的校園環境

和教學設施外，當中三名老師和

十四名學生還參與課堂活動，親

身體驗香港的課堂生活。而當天下午，我們

更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和遊覽尖沙嘴特

色景點，藉此加深內地學生對香港本地文化

的認識。

兩校學生互相交換禮物

「校園大使」帶領石芽嶺學校師生參觀我們的校園環境和教學設施

深圳市龍崗區石芽嶺學校師生到訪本校

學校師姊 生妹 訪 活動校

9



兩校師生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和遊覽尖沙嘴特色景點

石芽嶺學校師生參與課堂活動

兩校師生大合照

大使及公 好德 人 事活好
學校十分着重學生在品德和價值教育方面的培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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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每年都會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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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協助學校向全校學生宣傳「公德」的重要性。

此外，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會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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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分為「好人好事大搜查」及「好人好事齊分享」兩部份，老師先鼓勵同學把個人經歷，或在報

章、網上搜集到的一些好人好事資訊，交予「公德大使」在午膳時間透過校園電視台廣播系統，把同學曾

經做過或見過的好人好事讀出來。在分享這些正向信息的同時，向學生灌輸正確價值觀，讓學生明白社會

及身邊有很多人需要幫助，鼓勵他們學懂欣賞別人，最後能仿傚他們，關心他人，幫助他人。

動

「公德大使」齊集禮堂，進行授帶儀式，他們將肩負協助
學校向全校學生宣傳「公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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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懂得欣賞和關心別人。10



比賽清潔
上學期舉辦的清潔比賽已圓滿結束。這次活動是希望同學能

養成良好的個人清潔習慣，保持校園清潔及培養公德心。

同學們都能夠齊心協力，把課室打掃得十分整潔。同時，班

主任亦協助同學檢查個人清潔，希望每位同學都能透過這次活動

做個清潔的好學生。

比賽結果

組別	 清潔模範班

一年級組 1A、1B

二年級組 2E

三年級組 3B

四年級組 4B

五年級組 5A

六年級組 6A

化的多元
公民教育是培養學生全人發展的重要學習經歷之一，目的是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除了在各學科內

容上滲入公民教育要素外，本校還會透過週會講座，加強學生的

品德和公民教育。週會時段，除了本校師生齊參與外，還會邀請

一些政府機構、社區團體或專業人士到校進行活動及分享，令學

生明白到校園生活和社會是息息相關的，從而努力實踐關愛、堅

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及承擔精神等公民意識。

週 講座會

文中
為了促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中文科於本學年加入《筆記冊》，讓學

生找出學習內容要點，以不同方法(例如腦圖) 加以整理，並加強對學習內容

的理解，從而掌握做筆記的策略，有助提升學習果效。

營造良好閱讀氛圍，引導同學喜愛閱

讀，是中文科於午間廣播中「好書推介」

的目的。藉着主持人的推介，同學可以多

閱讀富趣味性的圖書，享受閱讀的樂趣。

兩位同學推介的
課外書內容是教
導大家要建立信
念，全力以赴，
擁抱美好人生，
增強正能量!

低年級同學用文字配合自繪圖畫來活化所學知識，
加強對內容的記憶。

高年級同學以清楚簡潔的方式為所學的
知識做摘要，鞏固所學與加強記憶。

科 掌握有效策略 促進自主學習
「如何建立正向思維」講座

「運動建康」講座

「飢餓大作戰」講座

「情緒百寶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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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ppet	Talk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18－2019
Junior	Group						(P.1	–	P.2)

Champion 2C Chan	Ngo	Ga 陳翱嘉

1st	runner	up 1B Chen	Shing	Kwan	Kitson 陳聖錕

2nd	runner	up 2A Liu	Yuet	Kwan 廖悅均

Intermediate	Group		(P.3	–	P.4)

Champion 4C Law	Yi	Lam 羅苡琳

1st	runner	up 3C Sherine	Cheung 張欣熙

2nd	runner	up 4A Yan	Sharon 嚴雪倫

Senior	Group						(P.5	–	P.6)

Champion 5A Liu	Yuet	Yan 廖悅因

1st	runner	up 5A Wong	Shing	Lam 黃丞琳

2nd	runner	up 5D Pang	Tsz	Ching 彭子晴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to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we hold English 
Café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from November, 2018 to May, 2019 
in the school hall. Students can play different language games and 
activities such as letter cubes, puppet talk and UNO. They even learn 
Origami in English from English Ambassadors. Students can use 
English meaningfully while they are playing the games. Both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the younger students can learn in the activities!

English Café 2018-2019

To create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apply 
the language meaningfully, we run a weekly programme 
English Fun Weekly. Students from each class have to do a 
TV programme for STAR TV. The programmes are shown on 
Wednesdays which provide students extensive exposure to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 We also promote positiv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nd help them attain flourishing lives through the 
programmes. 

English Fun Weekly

To promote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can enrich one's life.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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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th October, 2018.

After the welcome note given by our students, all the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ated, especially when our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lay some games together.  Then 
each ICS student was in charge to do a shared reading with our students. They worked 
as little teachers.  They brought a useful discussion card to ask questions and help our 
students with some reading strategies individually.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and enjoyment and pleasure!

 P.3 Reading Day

科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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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的繪畫技巧，本科於上學期第四至八週舉行了「活着多美好!」視藝繪畫創作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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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發揮無窮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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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葉凡菁 6B	張卓嵐 6A	張曉桐 6C	蔡嘉淇 6D	何宛詩
五年級 我手創無限 5B	鍾嘉藍 5A	郭詠彤 5C	廖鎧霖 5C	許子津 5E	李希比
四年級 我的奇思妙想 4E	王恩翹 4D	黎子俊 4E	黃俊軒 4B	許天洋 4C	羅黛兒
三年級 瓶花 3D	麥倚藍 3C	宋晞瑤 3C	李柏霆 3A	劉劭津 3C	陳凱淇
二年級 活着多美好! 2D	李雨霏 2A	張海瞳 2C	陳翺嘉 2B	黃英雅 2E	劉靖桐
一年級 昆蟲世界 1D	邱紫涵 1E	馮朗希 1C	張梓晴 1A	杜梓瑜 1C	周愷霖

得獎作品欣賞:

揮揮畫筆，展現正向人生；
      動動腦筋，活着就是精彩。

「 昆 蟲 世 界 」 這 個

課題上，同學利用繽紛的

色彩繪畫在原野上不同大

小、不同品種的昆蟲，加

上 「 人 性 化 」 的 表 現 手

法，天上的雲兒襯托晴朗

的天氣， 營造一幅富有生

命力、充滿童真和動感的

大自然。

「瓶花」這

個課題上，學生

選用彩度高的顏

色突出美麗奪目

的瓶花，配合背

後的直線及水藍

色的天空襯托，

給人一種憇靜和

閑適的感覺。

「 我 的 奇 思 妙

想」這個課題上，同

學參考恩斯特運用毫

無邏輯的拼貼、改變

物件的位置和大小比

例等，從寫實的筆觸

突破出來，運用超現

實的表現手法，喚起

觀眾的想像和思考，

表 達 個 人 的 奇 異 思

想。

「同學面面觀」

這個課題上，同學模仿

畢加索的立體派「多角

度」觀察手法，「重

組」同學的不同面貌，

成功營造彩度高而以暖

色為主的圖像。直線的

背景襯托以曲線為主的

人物，形成強烈對比視

覺震盪，打破傳統人物

畫的框架。

1D 邱紫涵 3D 麥倚藍

4E 王恩翹 6A 葉凡菁

藝視 科

小四至小六得獎學生合照
小一至小三得獎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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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十一月進行的班際詩歌朗誦比賽，

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努力備戰，全力以赴，能

夠獲得老師的認同，同學們自學普通話的信

心，也跨進一大步，實在令人感動。為了加強

同學們的自學能力，老師利用課堂時間，指導

同學們上網做普普村練習，圖片展示了同學們

自學的情況和得獎的歡樂。

自學普通話
	 人人把我誇

科數學

普 科通話

此外，本科更定期展示

各級學生的學習歷程，讓大

家互相觀摩，互相交流。

今個學年，數學科致力優化預習與延伸學習活動，

並建立常規化的自學課業，深化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深化自主學習			漸成喜愛學習

本學年，每級學生會自行訂

定及編製數學科節目，讓同學於

午膳時段觀賞有關數學的知識，

提高學生學習對數學科的興趣。

我們在參與數學

科短片拍攝，我們覺

得很有趣!

	三和五年級自主學習課業

四年級同學正拍攝數學科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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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音 科
音樂科頒獎
比賽項目/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班別/姓名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
節9-12歲獨唱組

季軍 6B王敏匡

第23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2018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5B蔡詠沂

第23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2018二級小提琴獨奏

季軍 5A朱顥強

杜副校長頌發獎狀予得獎同學

中樂音樂會《西遊記》
古 典 神 怪 小 說 《 西 遊 記 》

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唐三藏、

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的形象深

入人心，四師徒的歷險故事如三

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更是家傳戶

曉。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組於

13/11/2018(星期二)在屯門大會

堂為本校四年級同學重塑這些故

事場景和重要情節，讓同學們感

受到中樂不一樣的魅力。

同學們興奮地期待音樂會開始

香港青苗粵劇團—粵劇導賞演出
粵劇是中國 廣東的傳統藝術，糅合唱、做、唸、打、配樂、服飾等等的表演藝術。本校五年級同學於

31/10/2018(星期三)到荃灣大會堂欣賞由青苗粵劇團演出《三打白骨精》。

同學們興奮地期待
音樂會開始

本校學生被邀上台扮演老伯，

協助白骨精完成計謀。白骨洞內正舉行慶典，本校兩位學生被邀到台上參與慶典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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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同學安排了多項的體育項目訓練，包括各項大小球類、田徑、藝術體操、舞蹈、國術獅藝等。無論戶內

或戶外的，同學都努力練習，希望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

壁球 我校的壁球小將：何咏珈、王澤心、陳

柏慧、王澤鎽、袁梓朗，在暑假期間打遍東南

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澳門、南韓、日本，

贏得多面獎項。

在此，恭喜同學們的努力，可以取得豐盛的成果。

男丙團體	亞軍
女丙團體	亞軍

女乙團體亞軍

王澤心同學在小型壁球吉祥物
命名賽中取得冠軍

同學又於12月參加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在比賽中，同學除了取得個人獎項外，還取得3個團體組別

的獎項，分別為：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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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設備
為了讓學生有更佳的學習環境，

學校添置了以下校園新設備：為全校

課室換上色彩繽紛的護脊椅，同學坐

得舒服，學得開心；於課室及各樓層

走廊增設滅蚊燈或驅蚊機，加強防蚊

措施；更換校園電視台直播系統有關

設備，如控制台、伺服器及電腦等。

護脊椅既舒服又色彩繽紛

學校在每個課室及各層走廊
安排了滅蚊燈或驅蚊機

校園電視台已完全數碼化及用光纖傳送

田徑

同學在參加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18取得男子組兒童競技賽季軍

看看草地上的獎盃，就是他們一直努力的成果！恭喜，恭喜！

女乙組別團體冠軍

田徑校隊於11月代表學校出席本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各個組別都取得令人雀躍的成績。

本校的健兒於14個個人項目中取得首8名的獎項，而接力隊分別取得：女乙組別冠軍，女丙組別第四

名，男乙組別第五名，男丙組別季軍。

總結成績，同學們於團體成績中取得：女乙組別團體冠軍，女丙組別團體第六名，男乙組別團體第七

名，男丙組別團體季軍；同學們的努力及成果，實在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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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潛能計劃
遠足活動有益身心，除了能夠增強體魄，亦

能夠培養同學的堅毅忍耐精神，透過完成特定任

務，更可以加強與人合作的能力。本校今年與仁

濟醫院學校社工及支援服務部合辦「展現潛能計

劃」，讓同學透過非學術活動展現潛能，學習與

人相處及溝通合作技巧，感受克服艱巨任務帶來

的成功感，提升抗逆力。

遠足活動於港島徑第八段舉行，同學先要學

習閱讀地圖和運用指南針，把平日從數學科學到的

知識運用出來，跟著分成不同小隊，輪流擔任隊長。隊長的職責

不輕，既要找尋合適路徑，又要照顧隊員、留意步速、安排休息

和關顧有沒有人滯後。活動當天下著細雨，似乎上天也要給我們

的同學一個考驗，同學憑著堅毅的精神，互相扶持照顧，終於克

服了8.5公里長的山徑，表現出色，實在值得讚賞。

小一功課輔導班
小一同學由幼稚園進入小學，要面對很多適應問題，其中最令家長或同學覺得困難的，相信是功課問

題。小學的科目較幼稚園多，課程亦較緊迫，對部分同學可能造成壓力，所以校方舉辦小一功課輔導班。

老師會幫助學生解答課堂或功課上遇到的疑難，幫助學生提升學習能力，增強學聽、說、讀及寫能力。老

師會先安排同學完成理解性功課，然後才處理抄寫性練習。

同學們都把握時間，盡力完成功課。
老師會建議同學先處理思考性功課

老師利用實物協助同學掌握數學概念

老師從旁觀察同學做功課時的情況，
有需要時就作出指導。

同學遇有不明白的地方，老師都會逐一指導。

同學做功課時十分認真

路面起伏不平，再加上濕
滑，實在不易應付！同學
就發揮互助精神，手握手
互相扶持，解決困難。

導師正在指導同學如

何側身落斜，加強摩

擦力，以防滑倒。

導師正在指導同學如何找尋路徑

千辛萬苦來到山頂的高程點

風雨無阻同學熱情，心情無比興奮，鬥志頑強！ 完成8.5公里艱辛旅程，
大家都非常自豪！

18



校園電視台及午間加油站新安排
校園電視台(Star TV)是本校最大的資訊傳遞平台，共有五條頻道，包括

「語文台」、「資訊台」、「沙小台」、「體藝台」和「生活台」。不論是

學校早會、午間廣播、資訊介紹、學習成果分享，或是科組活動宣傳及概況

等，全校師生都可以直接透過校園電視台得到最新的消息。

校園電視台除了製作不同類型的節目外，本學年的「午間加油站」亦有

新安排，由去年每兩周播放一次(星期三午膳時段)，現增至每周播放兩次(逢

星期三及星期五午膳時段)，校長和全體老師都會根據六個主題，包括：「個

人修養的美德」、「人際方面上的美德」、「情緒上的美德」、「認知上

的美德」、「公民的美德」及「心靈上的美德」，透過校園電視台的「沙小

台」頻道向全校學生進行直播，加強培育他們正向品格發展，建立積極的生

活態度及正面的人生價值觀。

小六模擬升中小組面試
為了讓今屆六年級同學增加到中學面試的信心，本校於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一月二十四日及

二十五日，分別舉辦兩場中文及兩場英文模擬升中小組面試。我們特別邀請了嘉賓謝校長和何主任按照小

組面談問題向學生發問，並為每位同學即時進行回饋。而科任老師亦於學生完成說話評估訓練後向全班學

生作跟進工作。

各同學表現投入，除有助增加面試的經驗外，

亦能學習在面試中應有的禮儀和正確態度。

沙田官立小學前任校長謝麗華女士、本校榮休主任何文娟女士及外籍老師Miss	Linda為六年級同學進行模擬升中小組英文面試。

小主播在「校園電視台」門外來個大合照。看，他們多高興啊！

同學們在操場進行現場直播，表現令人欣賞。

「校園小記者」正進行直播工作，態度認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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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小當家」全校獎勵計劃 
2018-2019

「正向教育」活動行事曆

為了配合沙利文博士(Dr. E. P. Seligman)於1998年提出的「正向心理學」理

論，強化24個性格強項，並以不同的「正向介入方法」，令人的生活變得更快樂、更有

意義及更有滿足感。本年度，我們以「正向小當家」全校獎勵計劃為核心，配合本校的 

「I can 至叻星」獎勵計劃，重點發展「喜愛學習」、「毅力」和「對美麗和卓越的欣

賞」三個性格強項；同時參與了由教育局訓輔組推動的「WE」正向動力計劃，成為先導

學校；更與家庭網絡發展中心協辦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好心情@學校計劃」。

喜愛學習 毅力

對美麗和卓越的欣賞

日期/時段 活動計劃	/	內容

11/2018 「正向小當家」計劃啟動禮	暨	「正向人生學生大使」宣誓

「正向小當家」計劃主題曲首播	—《自我挑戰展潛能》

9/2018	–	
6/2019

推行「正向小當家」全校奬勵計劃，配合	教育局訓輔組的「WE」正向動力計劃	及	教
育局「優質教育基金—好心情@學校計劃」，活動包括：

1.	 營造「正向教育」校園及課室的氛圍

2.	 推行三多課室：「多接納」、「多鼓勵」、「多分享」

3.	 設立"正向奬章"及各班榮譽榜

4.	 派發「正向能量咭」及「欣賞貼紙」，並配合本校的「I	can	至叻星」奬勵計劃

5.	 班級經營課	及	「WE」個人成長課

6.	 午間廣播：我的快樂時光《教師版》及	配合「正向教育」的電視特輯	
	 感恩行動及奬勵計劃—《好心情♥感恩存摺》

7.	 學生講座

8.	 學生小組活動

9.	 家長講座

6/2019 「正向小當家」計劃嘉許禮	及	「好心情@學校計劃」約章簽署暨嘉許禮

「欣賞貼紙」

「正向能量咭」

「欣賞貼紙」

「正向能量咭」

「正向能量咭」

「欣賞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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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向教育，活出正向人生

要讓學生明白甚麼是「正向人生」？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讓他們親身體會，從經

歷中學會體諒、欣賞和珍惜。於2018年12月19日，12位「正向人生學生大使」參與

了一項體驗活動 - 【黑暗中對話】。在漆黑一片的環境下，他們親歷視障人士

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更學會欣賞視障人士為了解決這些困難而學懂的生活技能。

「正向人生學生大使」體驗活動 － 【黑暗中對話】

「正向小當家」全校獎勵計劃啟動禮 暨 「正向人生學生大使」宣誓已於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早集時，在校長、所有老師和同學們的見證下完成

了。回望過去三年，本校為了建立積極和諧的校園，培養學生尊重和愛惜生命的

態度，推出了「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 和 積極人生」計劃，更連續兩年榮獲由復

和綜合服務中心頒發的「和諧校園嘉許2016-17和2017-18的銀獎」。

宣誓儀式完成後，隨即進行「正向小當家」全校獎勵計劃啟動禮。為了展示

同學們達致正向人生，成為「正向小當家」的決心，各班的兩位班長分別把已經

簽滿全班同學名字的心意紙展示在「我是正向小當家」的展板上。

「正向小當家」全校獎勵計劃啟動禮 暨 「正向人生學生大使」宣誓

為了營造「正向」的校園氛圍，促進正面的師生關係，鼓勵學生們互相欣賞及支持；從以減少學生負面

情緒、提升正能量。我們悉心佈置一個正向的校園和課室環境，把「正向教育」的元素滲入德育成長課、各項

學校和學科活動。而我們更訓練「正向人生學生大使」，協助老師向同學宣揚「正向人生」的訊息，並推展與

「正向小當家」全校獎勵計劃有關的活動。由十一月開始至六月，由校長、老師和校車保姆派發三款「正向能

量咭」及「欣賞貼紙」，表揚同學在這三方面的努力或好表現。同時，持「能量咭」的同學可憑咭換領「至叻

星」獎貼，並把獎貼貼在「I can 至叻星」紀錄冊上，以茲表揚。

日期/時段 活動計劃	/	內容

11/2018 「正向小當家」計劃啟動禮	暨	「正向人生學生大使」宣誓

「正向小當家」計劃主題曲首播	—《自我挑戰展潛能》

9/2018	–	
6/2019

推行「正向小當家」全校奬勵計劃，配合	教育局訓輔組的「WE」正向動力計劃	及	教
育局「優質教育基金—好心情@學校計劃」，活動包括：

1.	 營造「正向教育」校園及課室的氛圍

2.	 推行三多課室：「多接納」、「多鼓勵」、「多分享」

3.	 設立"正向奬章"及各班榮譽榜

4.	 派發「正向能量咭」及「欣賞貼紙」，並配合本校的「I	can	至叻星」奬勵計劃

5.	 班級經營課	及	「WE」個人成長課

6.	 午間廣播：我的快樂時光《教師版》及	配合「正向教育」的電視特輯	
	 感恩行動及奬勵計劃—《好心情♥感恩存摺》

7.	 學生講座

8.	 學生小組活動

9.	 家長講座

6/2019 「正向小當家」計劃嘉許禮	及	「好心情@學校計劃」約章簽署暨嘉許禮

12位「正向人生學生大使」是於

上一學年，經過面試選出的，包括：

「正向人生學生大使」

(由左至右)	6A	余倩瑩、5A	梁希琳、6C	楊洛迪、
6C	麥子駿、6D	沈嘉樂、6D	潘正樂

5D	區愉童、6B	胡凱程、6E	鍾家澄、6E	巫婉熙、
6A	莊曉晴、6D	温蕊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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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2018
十二月二十一日，學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當天節目分三個環節舉行，同學都玩得非常盡興。

低年級同學首先到禮堂集合，與校長、老師一起唱聖誕歌，又有禮物大抽獎，收獲豐富。

之後，各班在課室內

舉行聖誕聯歡會，聖誕老

人、還有主任及老師到來

送禮物及拍照留念，大家

都顯得很開心。

同學在課室內進行「大食會」，老師及同學們預備了

各種美食與大家一同分享，一同在笑聲中歡渡節日。

同學預備的美食，

既 符 合 健 康 小 食 的 要

求，又有聖誕的氣氛，

真不錯！

在操場上有多個攤位

遊戲，有棉花糖吃，也有

換取禮物的時間；同學有

玩樂，有食物，有禮物，

多開心！

最後，還有這一班穿上聖誕服飾的小朋友，

也要來留下歡樂的印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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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10月18日是本年度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上午的主題是「從綜合課程理論看常識科課程與

STEM教育的關係」。我們安排了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到校為教師剖析STEM的教育與常識科的關係，說

明在學校常識科中如何推行STEM教育。老師透過參與STEM課堂實踐工作坊，學習如何在常識科中設計

及進行STEM活動。

在下午時段，我們邀請了中大小班教學支援計劃學校發展主任李永鏗校長到

校為老師分析教授自主學習的技巧和策略。從講座中老師明白在設計自主學習活

動時須考慮的因素，同時學習如何應用圖像組織進行教學。

老師們都非常留心李校長

講解設計自主學習時的策

略運用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很多STEM的教學元素

從理論到實踐，老師嘗試在不同的課題施行具STEM教學元素的教學。

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黃先生跟老師們分析

STEM教育的發展和理論

旅行日
本年度的秋季旅行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順利舉行，當日天朗氣清，同學們都懷着興

奮的心情出發到旅行地點。一年級同學前往大埔海濱公園郊遊，二年級同學到荔枝角公園遊玩，三至六年

級的同學則到鯉魚門公園活動。

當天同學們都帶備了環保餐具，一邊享受大自然美景，一邊享受豐富的食物。低年級同學和老師一起

遊戲，高年級同學和老師參與各類活動，例如兵乒球、桌球、手工藝等活動。全校師生共渡了既愉快又難

忘的一天。現在一起來重溫當天的快樂時光吧！

親親自然齊參與

	 綠色旅行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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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座談會
本年度家長教師座談會已於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舉行，

我們很高興各位家長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座談會，讓我們感受到家長

對學校的支持及對子女的關愛。當天由班主任老師向家長簡介本年

度的關注事項，然後由中、英、數科任老師詳盡地講解各科的科務

事宜及與家長進行討論，透過彼此的交流，積極發揮家校合作的精

神，為孩子提供更適切的學習服務。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林味徽小姐主講「I	CAN小勇士︰以正向教育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及解難能力」及「自信滿FUN︰以正向教育
提升孩子的積極性和成就感」兩個講座，讓家長認識正面的管教技巧及提升子女主動學習的方法，出席家長都獲益良多。

	家長聚精會神地聆聽中、英、數科任老師講解
各科的教學要求及需要家長配合的事項。	

班主任向家長報告學校關注事項
及簡述班務上的安排

小女童軍歡迎各位家長蒞臨	
家長教師座談會

溫馨重聚校友日
 「校友日」已於2018年10月13日順利舉行了! 今年參與的校友十分踴躍，有二百多人，場面非常熱

鬧。當天校友們與昔日同窗到不同的角落，參加一連串有趣的活動，細味昔日的校園回憶，感受那份既溫

馨又窩心的感覺。

大家聚精會神地參加「扭計骰活動」，
和校友比拼。

嘩！校友於一眨眼間都變回小學生了。

親愛的校友，你能從相片中，找到昔日的你嗎？往日的校園生活是否還歷歷在目呢？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怎少得我們呢？

不同屆別的校友及已退休教職員，

一同簽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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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詩詞獨誦 冠軍 1C 勞芷瑜

亞軍 1C 黃彥霖

優良 1A 鍾希彤 1A 張藍心 1A 杜梓瑜 1B 李思睿 1B 梁天嵐 1C 劉森潼 1E 王綽琳 
1E 馮朗希 

良好 1D 廖梓皓 1D 容梓朗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詩詞獨誦 冠軍 2A 廖悅均  

亞軍 2E 劉　冰  

季軍 2B 董伊晴 2C 劉立兒  

優良 2A 李諾熹 2A 廖梓晴 2A 陸子朗 2C 王灝翹 2D 陳康瑩 2D 莫寶兒 2D 李卓妍 
2E 凌儀端 2E 張倬諭 2E 黃曉晴 2E 梁瑋昕 2E 許芷晴 

良好 2C 趙慧愉 2D 黃傑雯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詩詞二人朗誦 季軍 2A 廖悅均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散文獨誦 良好 2B 胡嘉晉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詩詞獨誦 季軍 3D 林森杰 

優良 3A 潘　瑤 3B 何芷晴 3B 吳騰灝 3B 羅希雅 3C 陳浩天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詩詞獨誦 亞軍 4B 許天洋 

季軍 4A 馮昕琳 

優良 4A 姚詠瑜 4A 林一鳴 4B 傅君怡 4B 何悅寶 4B 陳子悠 4B 鄺展晴 4B 蕭銘峰 
4B 饒梓弘 4E 劉芯賢 4E 李樂盈 

良好 4A 何卓澄 4B 郭海濤 4B 游志朗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詩詞獨誦 亞軍 5B 陳幗丰 5C 何丞哲 

季軍 5C 陳悅弦 

優良 5A 廖悅因 5A 羅曉而 5A 梁穎琴 5A 朱顥強 5B 張倬嵐 5B 黃曉琳 5C 林心悅 
5C 江慧欣 5D 林諾呈 5D 溫珼珼 5D 王俐穎 5E 馬倬瀠 5E 黃譓真 5E 李希比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詩詞獨誦 良好 5A 林真而 5B 林學妍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詩詞二人朗誦 季軍 5A 廖悅因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散文獨誦 季軍 5B 陳幗丰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說故事 優良 5B 馮凱澄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詩詞獨誦 優良 6A 莫可祺 6A 王景恒 6B 曾慧琳 6D 溫蕊伊 6E 梁俊健 

良好 6A 陳向晴 6B 王敏匡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散文獨誦 優良 6C 唐乙心 6E 鍾家澄  

良好 6E 陳映彤 

五育中學「正向人生  逆境自強」
中文寫作比賽

優異獎 5A 李晉安 6A 許晞瑜

道地、綠色之旅2018  
綠色假期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2018

高小組優異獎 5A 黄丞琳

第八屆校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節—
香港區徵文大賽

一等獎 1C 黃彥霖 1C 勞芷瑜 1C 伍珀灝 3B 劉祥裕 3C 陳浩天 4A 郭泳欣 4A 嚴雪倫 
4A 陳心悠 4A 林潁瑜 4A 呂穎軒 4B 許天洋 4B 李嘉英 4D 許浩昇 4E 王恩翹 
5A 侯韋鍵 5A 林宥鍁 5A 曾繁天 5A 黃丞琳 5B 楊思恩 5B 蔡詠沂 6A 區家睿 
6A 楊諾軒 6A 陳向晴 6A 陳紫晴 6A 莊曉晴 6A 許晞瑜 6A 葉凡菁 6A 黎縉欣 
6A 林海晴 6A 李震邦 6A 梁啟謙 6A 梁銨淇 6A 梁銦軒 6A 莫可祺 6A 鄧至朗 
6A 溫梓軒 6A 任曉彤 6A 余倩瑩 6D 潘正樂 6D 沈嘉樂

二等獎 1C 洪梓敏 1C 馮愷彤 2B 董伊晴 3A 譚浩琛 3C 張欣熙 4C 徐浩寧 4E 李樂盈 
5A 林靖晞 5B 林海寧 5C 鍾倬然 5C 梁天穎 5E 方　琳 5E 黃譓真 5E 楊浩溢 
6A 梁嘉朗 6A 李政皓 6A 張曉桐 6A 郭芷喬 6A 劉逸朗 6A 馬健峯 6A 蘇文傑 
6A 姚鈞瑜 6D 何宛詩

三等獎 3D 陸子晴 4B 陳　翺 4E 葉嘉晞 5C 賴正言 5E 馬倬瀠 6A 張柏希 6A 朱日賢 
6A 王景恒 6A 胡采兒 6A 黃柏霖

英文科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Third 1D  YAU TSZ HAM 1E FUNG LONG HEI

Merit 1A CHEUNG LAM SUM, HANNAH 1A KONG HEI MAN 1B CHUNG KWAN CHAK 
1B KWOK MAN HEI 1C TAM TSZ LUNG 1C WONG YIN LAM  
1C LAU SUM TUNG 1C CHENG CHIT 1D LAU SUM YEE  
1D LAW TSZ NGA 1D CHEUNG WAI YING NATALIE 1E CHAN KIU FUNG  
1E KWOK TO YAN 1E LAM CHING YIN 1E LO YIN TUNG  
1E PANG YUI LONG 

Proficiency 1A CHAN CHUN 1D KOOK LEUNG KWAN 1D TSENG ADA  

校外獲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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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2/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econd 2A LIU YUET KWAN

Merit 2A SIU YAN TING 2B CHAN HEI YU 2B KWOK SZE YIN  
2B WU KA CHUN 2B KWAN CHING YU 2B TUNG YI CHING  
2C LAU LAP YI 2D MOK PO YEE BONNIE 2D HO SHING HIN  
2E LAU PING  

Proficiency 2A LI LOK HEI 2C CHEUNG CHEUK WAI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econd 3C CHAN HO TIN, AADEN

Third 3D LUK TSZ CHING  

Merit 3A LAU SHIU CHUN 3A CHEN WING NING 3B CHAN AMBER HEUNG YAN  
3B HO TSZ CHING 3B SIU KA HEI 3B WU TENG HAO  
3C LAU WAI HEI, BALDWIN 3C LEUNG MAN NOK, CYRUS 3C YIM CHEUK YING  
3D CHEUNG TIN YAN 3D FUNG LEANNA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4/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Merit 4A CHEUNG WAI LOK NATHAN 4A KWOK WING YAN 4A SO YAN KIU  
4A YAN SHARON 4B HIU TSZ WANG 4B CHAN TSZ YAU 
4D CHAN HOI HEI 4E WONG YAN KIU 

Proficiency 4A WONG CHEUK LAM 4B SIU WUN SHUEN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5/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Third 5A LIU YUET YAN 5B CHAN KWOK FUNG 5D TANG CLARA  
5E YEUNG HIU NAM 

Merit 5A LAW CHEUK KIU 5A LAW HIU YEE KYANA 5A CHU HO KEUNG 
5A POON HO YEE 5A WONG SHING LAM 5A KWOK WING TUNG 
5A LAM CHING HEI 5B CHEUNG CHEUK LAAM ZOE 5B WONG HIU LAM  
5B FUNG HOI CHING 5B CHOW NGO SHEUNG 5C KONG WAI YAN  
5C HO SHING CHIT 5D CHENG LONG JESPER 5D SHUM TSZ KIT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6/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Merit 6A CHAN ABBIE HEUNG CHING 6A LAI CHUN YAN 6A AU KA YUI 
6D LUK TSZ CHING 6E CHUNG KA CHING  

TOEFL Junior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Speaking)

Silver 5A  HOU WAI KIN ALEX 5A  LEUNG HEI LAM 5A  KWOK WING TUNG 
5B   CHIU YIK WANG EDWIN 5C  CHEUNG CHLOE 5C  HUA AGNES
6A  HUI HAY YU HAILIE 6E  KWAN MAN CHING

Bronze 5A  LAM CHING HEI 5B  HUANG CHI KIN 5B  LI ELLIE  
5D CHAN SZE WING 6A  YEUNG NOK HIN ISAAC  6A  WAN TSZ HIN
6A  CHAN ABBIE HEUNG 

數學科
2019環亞太杯初賽 一等獎 6A 區家睿 6A 陳紫晴 5A 李晉安 5A 梁日朗 3B 何芷晴 2A 葉晉霖  

二等獎 1B 陳誦文 1B 鍾均澤 2B 吳逸謙 2E 張卓翹 2E 陳心揚 2A 麥俊彥 2B 董伊晴 
3B 區承謙 3D 曹洪鳴 3C 許哲朗 3C 陳浩天 4A 何哲柏 4A 郭泳欣 4A 馮昕琳 
4A 盧翰澄 5A 文欣鍵 5B 周傲襄 5A 侯韋鍵 5A 黃丞琳 5A 廖悅因 5B 甄凱琳 
5A 歐曉嵐 5A 潘可兒 5A 鄭梓軒 5A 羅婥蕎 5A 羅曉而 6B 趙康然 6A 蘇文傑

三等獎 1B 李思睿 1B 李璟琛 1C 羅卓炎 2C 王灝翹 2B 占子杰 2D 李卓妍 2A 林軒如 
2D 施雅文 2B 胡嘉晉 2A 翁曉姿 2A 翁曉誼 2B 婁雪毓 2D 莫寶兒 2D 郭彥朗 
2D 陳韻冰 2D 黃傑雯 2A 黃凱琪 2D 黎嘉樂 2C 禤佳穎 2D 賴丞哲 2B 賴贊强 
2B 關正裕 3B 吳騰灝 3A 施明蔚 3A 張梓進 3C 梁文諾 3D 鄧樂言 3B 羅希雅 
4A 何卓澄 4D 李惠珊 4A 周銘軒 4A 梁嘉晴 4A 趙子謙 4B 盧浩良 4B 鄺展晴 
4A 嚴雪倫 4B 蘇泳豪 5A 林宥鍁 5A 林真而 5A 林靖晞 5E 馬倬瀠 5A 梁希琳 
5A 梁穎琴 5C 許子津 5B 麥淳雅 5A 曾繁天 5B 黃曉琳 5D 賴柏瑋 5E 譚嘉偉 
6A 王景恒 6D 何汝軒 6A 姚鈞瑜 6C 張毅洋 6A 梁銦軒 6B 陳秀玲 6B 陳思宇 
6A 温梓軒 6E 馮卓謙 6E 馮卓翹

優異獎 2B 李灝謙 2E 羅俊軒 3B 歐陽樂言 4E 王恩翹 4E 李樂盈 4A 林潁瑜 4A 姚詠瑜 
4B 游志朗 4E 黃俊軒 4D 盧溢楓 4C 羅苡琳 5C 王柏安 6E 胡楚豪 6B 張卓嵐 
6A 陳向晴 6D 陸子晴 6B 曾慧琳 6D 潘正樂  

大雄數學邀請賽-小六 /佛教大雄中學 一等獎 6A 區家睿 6A 陳紫晴

大雄數學邀請賽-小五 /佛教大雄中學 一等獎 5A 梁日朗 

二等獎 5A 侯韋鍵

數字急轉彎紙牌大賽 / 佛教大雄中學 優異獎 5A 梁日朗 6A 區家睿

圓玄一中盃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
請賽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個人獎 5A 林靖晞

小學校際數學遊戲及｢STEM｣常識問答挑戰
賽 /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初賽最佳首十名 6A 陳紫晴 6A 區家睿 6A 梁嘉朗 6A 余倩瑩 6B 鄭穎彤 6B 曾慧琳 6B 戚文傑 
6B 陳思宇 5A 侯韋鍵 5A 廖悅因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個人賽金獎 6A 區家睿 5A 梁日朗 4A 馮昕琳

個人賽銀獎 6A 陳紫晴 6A 蘇文傑 5A 侯韋鍵 5A 文欣鍵 5A 林宥鍁 4A 何哲柏

個人賽銅獎 5A 李晉安 5E 李希比 5B 黃俊銘 5A 潘可兒 4A 呂穎軒 4A 康子晴 4A 譚博謙

個人賽 優異獎 5A 廖悅因 5B 周傲襄 5A 梁希琳 4A 錢俊穎 4A 陳心悠 4A 嚴雪倫 4A 黃英偉 
4A 趙子謙 4B 盧浩良 4B 邱政甲

團體賽第九名 6A 區家睿 6A 陳紫晴 6A 蘇文傑 6A 馬健峯

團體賽優異獎 4A 趙子謙 4B 盧浩良 4A 何哲柏 4A 黃芍琳

常識科
五育中學主辦的2018趣味科學在五育
《小學生暑期STEM科學班》

亞軍 5A 侯韋鍵

優異 6B 戚文傑

香港教育城主辦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

十分優異學生獎  
第二期優異獎

5A 林靖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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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9-12歲獨唱組

季軍 6B 王敏匡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成績良好 6B 王敏匡

第23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8 
一級鋼琴獨奏

成績優良 2C 王灝翹

第23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8 
二級小提琴獨奏

季軍 5A 朱顥強

第23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8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5B 蔡詠沂

視藝科
北區青少年美食模型設計工作坊、
比賽及展覽   
(北區區議會)

亞軍 5E 李希比

季軍 5B 梁曉桐

優異獎 5A 梁穎琴 5E 張珈瑜

入圍獎 5A 王康晴 5A 羅曉而 5B 陳卓瑩 5C 許子津 5D 張　娜 5E 莫采文

第五屆「紫荊盃」 兩岸暨港澳青少年
書畫大賽 
(紫荊雜誌、微博主辦)

優秀獎 3D 林立信 5C 江慧欣 6A 梁銦軒

The 48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2018
(Biihu Bunka Kvokai (Foundation for Art 
Education))-Japan

Silver Award銀獎 4A 呂穎軒

第四十三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繪畫比賽(2017-2018)
西洋畫初小組

亞軍 4A 呂穎軒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2018」

優異獎 5C 江慧欣

普通話科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一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亞軍 1A 陳紀亭 

優良 1B 梁楚兒 1B 梁天嵐 1B 莊凱晴 1B 呂美欣 1B 黃迪朗 1C 呂浚麒 1D 劉心兒 
1D 曾奕昕

良好 1C 成若晞 1C 何汶萱 1D 梁珈睿 1D 何琬妮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二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亞軍 2C 劉立兒 2D 施雅文

季軍 2B 董伊晴 

優良 2C 劉子恩 2C 張綺妮 2D 曾欣潼 2C 何芷茹 2D 黃傑雯 2D 陳韻冰 

良好 2C 王灝翹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3B 何芷晴 3B 李永彪 3B 符慧妍 3B 吳騰灝 3B 蕭珈浠 3C 嚴焯盈 

良好 3D 范禮希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季軍 4B 林學治 

優良 4A 嚴雪倫 4A 黃芍琳 4A 馮昕琳 4A 郭泳欣 4B 成嘉熙 4B 蘇泳豪 4E 李樂盈

良好 4A 劉安彤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5A 潘可兒 5A 郭詠彤 5A 梁穎琴 5A 林靖晞 5B 黃智楗 5E 劉樂儀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6B 黃綺晴 6D 雷柏淇 

良好 6D 余樂宜 

小女童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2018小女童軍

優秀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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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2018幼童軍

優異旅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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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步行籌款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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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南區 「幼童軍技能比賽
2018」優異獎

5D 梁智匡 5C 鄺沛霖 5C 馬昊程 5B 黃曉琳 4E 黃嘉琦 4A 梁嘉晴 4B 游志朗 
4D 許浩昇 4D 施欣荃 5E 施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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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2018-2019/
科普教育基金

填色比賽優異獎 5B 張倬嵐

小學生STEM科學比賽/五育中學 冠軍 6B 林兆彥

季軍 6A 溫梓軒

英才盃-STEM挑戰賽2018初賽 /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二等獎 6A 區家睿 6A 莊曉晴 6A 王景恒 6A 溫梓軒 6B 趙康然 6B 林兆彥 6B 戚文傑 
6C 郭庭斌

三等獎 5A 侯韋鍵 5A 林靖晞 5A 羅曉而 5A 廖悅因 5B 張倬嵐 5B 趙翊宏 5B 李欣曈 
5B 甄凱琳 5C 何丞哲

英才盃-STEM挑戰賽2018決賽 /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項目亞軍 6A 王景恒 6A 溫梓軒 6B 林兆彥 6B 戚文傑 

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之無
線充電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 今日校園

最佳環保設計 
一等獎

6B 戚文傑 6B 林兆彥

一等獎 6B 戚文傑 6B 林兆彥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8-2019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400米第六 6B 何御鋒

男甲400米第八 6D 朱政諺

男乙60米亞軍 5A 鄭樂言

男乙200米第八 5B 陳澤遠

男乙4X100米 
接力第五名

5A 鄭樂言 5A 張晉匡 5A 林宥鍁 5B 陳澤遠 4D 陳海晞

男乙團體 第七

男丙100米季軍 4B 成嘉熙

男丙跳遠第七 4E 唐　柏

男丙4X100米
接力季軍

4A 黃英偉 4A 康子晴 4B 成嘉熙 4B 許天洋 4E 唐　柏

男丙團體 季軍

女甲60米殿軍 6A 林海晴

女甲跳遠第五名

女乙60米第五 5B 林海寧

女乙跳遠 第七

女乙100米冠軍 5B 鍾嘉藍

女乙200米季軍 5B 鍾嘉喬

女乙壘球第八 5C 王澤心

女乙4X100米冠軍 5A 歐曉嵐 5B 林海寧 5B 鍾嘉藍 5B 鍾嘉喬 5C 王澤心 5D 張蔚嵐

女乙團體 冠軍

女丙100米亞軍 4C 温鎧圯

女丙4X100米殿軍 4A 黃芍琳 4A 嚴雪倫 4B 何悅寶 4C 温鎧圯

女丙團體 第六

沙田校際三人籃球賽 / 五育中學 亞軍 6A 黃柏霖 6C 梁志賢 6E 杜逸政 5A 曾繁天

神射手獎 6C 梁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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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高小組殿軍 6A 張柏希 6A 李震邦 6C 梁志賢 6C李錦堂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男丙團體 亞軍 4A 康子晴 4A 張瑋樂 4B 王澤鎽 4C 陳俊熙 4D 盧溢楓

女丙 亞軍 4D 嚴敏晴

女丙團體 亞軍 4B 關曦晴 4D 嚴敏晴 4E 高　雪 3B 陳柏慧 3C 張欣熙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2018 男子組 兒童競技賽
季軍

2B 陳柏希 2B 鄧凱傑 2C 王灝翹 2D 陳睿言

2018-2019年度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三級公開組)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棒操第2名 6C 鄭曉蔚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會 2017-2018年度優

異學校隊伍(小學組)
6B 鄔子謙 6C 林卓言 6E 余汶駿 5B 周傲襄 5B 楊思恩 5C 岑沚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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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范禮希 3A 杜宇澄

香港教育城主辦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

十分優異學生獎
第二期優異獎

5A 林靖晞

其他
2018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 6B 陳思宇 6B 趙康然 6E 鍾家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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