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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A R與S T A I R
的 藝術

校長的話

鄭思思校長

記得兒時最喜歡收到老師給予的星星貼紙。每
次默書後，迫不及待地等候派回簿冊的一刻，因為
可以陶醉於自己努力的成果中。每當望着螢光顏
色的星星貼紙，心中總會湧出一股澎湃的動力，推
動自己繼續向前。這些神奇的星星，賦予我生命的
意義、肯定了我的價值、記錄了我的成就。到了中
學，最喜歡閱讀老師寫在習作簿上的回應字句，從
中，我可以發掘出完善表現的方法，這些字句，也
如梯級般能有效收窄失敗與成功之間的差距，指引
我不繼進步和攀登更高。
是的，有不少研究也指出成長在充滿鼓勵和愛
的環境下的小孩，他們的表現會較為正面和積極，
有勇氣接觸新事物和接受挑戰；而能適時給予回饋
是提升孩子表現重要因素之一。
今天，作為教育工作者和為人父母者，我們一
手握着無數顆能鼓舞心靈的神奇星星，另一手握
着一把把能扶助孩子向上的階梯，讓我們都不吝嗇
地、有機地把它們結合使用，為孩子締造正向的成
長和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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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參加「兒童文學走走看看」計劃

本科於11月5日及12月3日參加由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及語常會合辦之「兒童文學走走看看—兒童文學讀寫中
文計劃」，活動希望讓學生透過閱讀選篇，體悟文學作家及作品提到的重點內容，並隨作家前往文學場景—中文大學
作實地考察及學習，創作「自己的文學作品」，更會收集佳作及出版作品集以提升學生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

指導，

學生於中文大學內之氣候變化博物館作仔細觀察
，並
搜集寫作材料。

作家—潘金英女士悉心
學生得到著名兒童文學
相信對寫作更感興趣。

「非物質文化遺產」計劃—粵劇欣賞
是項計劃第一年之重點主題為
馬」，
學生在戲台上嘗試「騎
。
有趣
十分
表情和動作也

「粵劇」，五年級學生通過閱讀粵
劇名伶選篇及該劇之故事篇章，於
11月5日前往油麻地戲院欣賞由八
和會館安排之粵劇—《白蛇傳之水
漫金山》，令學生學會欣賞粵劇，
並作傳承大使，以延續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精神。

由著名粵劇名伶—尹飛燕女士協助下，
學生試穿粵劇服飾，扮相維肖維妙!

傳城「二十四孝」-中華孝道文化活動
學生於11月5日至11月15日期間參加由香港婦聯舉辦的中華
孝道文化問答活動，閱讀展板上二十四孝的故事，並完成相關工
作紙，以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此活動宣揚關愛父母、長
輩及他人的精神，幫助強化家庭關係，以及增加學生對公民責任
的認識。

學生在享受活動過程的同時，亦能學習「孝」之美德，真是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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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游走於展板之間，認真地找出答案。

學與教

文科

月滿主風迎中秋
一年一度人月兩團圓的中秋

節過去了，本科在中秋節前夕9
月18日舉辦了「月滿主風迎中
秋」的活動，學生通過「中秋燈
謎樂」遊戲，運用拆字及想像力
猜出答案。而一年級學生則透過
學習童謠—《月光光》，認識古
人於中秋節會進行的活動。當天
師生聚首一堂，樂也融融。

，並參與猜燈謎
學生閱讀中秋節的由來
節日的認識。
傳統
活動，加深對中國

高年級學生向低年級學生講解遊戲
規則，學生用心聆聽。

愛在主風說故事
本科於12月3日至12日期間舉辦「愛
在主風說故事」活動，由六年級學生向
一年級學生講述「二十四孝故事」。
是次活動希望鼓勵學生多閱讀之
外，還透過講故事，訓練學生覆述
故事的能力，以及加強學生對中國文
化及傳統美德的認識，令他們培養正確
的價值觀及建立關愛的文化。

福音魔術佈道

宗 教科

10月11日學校安排魔術師陳永泰先生(Gordon哥頓哥哥)為一至三年級同學舉行福音魔術佈道。
哥頓哥哥的魔術表演十分精彩，同學和老師都看得投入和開心。他還透過與同學互動的魔術表演分享了福音的訊息:
世人被罪惡捆綁，耶穌愛世人，把我們從罪中釋放！

哥頓哥哥與同學的互動魔術表演

你看！同學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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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科
香港聖公會靈風堂40周年堂慶步行籌款暨換物會
香港聖公會靈風堂40周年堂慶，為增進本區堂校社服各方的緊密聯繫，並促進彼此情誼，同時為籌募建堂及
維修經費，於11月3日舉行「四十周年步行籌款暨換物會」。本校共有34個家庭，校長及老師共27人參與步行籌
款，另外，捐款支持的學生也有285人，籌得善款合共$23620。

主風同工上下一心，參與靈風步行籌款

，師生家長齊響應

靈風籌款

燃點將臨燭環禮儀
本校於11月28日、12月5日、12月12日和12月19日的午會課時間，舉行燃點將臨燭環禮儀和佈置馬槽。希
望學生能透過參與將臨期燭光禮，作好準備，慶祝主耶穌基督昔日第一次的降臨，並提醒基督將會再臨，施行
公義。宗教科又舉辦聖誕海報設計比賽，得獎學生的作品被張貼於校園內。

鄭校長帶領兩位同學主持燃點將臨燭環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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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燃點將
臨期第一枝蠟燭

獲獎學生作品色彩繽紛。

學生代表佈置馬槽

普 通話 科

學與教

普通話科活動

本學期普通話科於午息時段舉辦多項活動，例如透過創意摺紙及拼音遊戲等，增加學生接觸及使用普通話的
機會，從而提升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以期強化學生在聽、說、讀、寫各方面的能力。參與的學生都能夠在
愉快的氣氛中學習，達至活動的目標。

普通話大使教授同學進行趣味摺紙。

同學們都很滿意自己的作品。

同學積極參與「聲母對對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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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18-19沙田培英中學英語戲劇日營
本校六年級同學於11月3日參加了由沙田培英中學舉辦的英語戲劇日營。同學於當日上午排練了一個
短劇，並於下午進行了戲劇表演，大家都表演得相當投入啊！

同學投入排練，演出精彩

頒獎禮上得到不少獎項啊!

與友校學生一起
進行小組活動。

英語話劇組
今年新成立了英語話劇小組，我們邀請了專業導師到校訓
練同學戲劇表演的知識和技巧。每逢星期五的活動課，同學便
會聚集一起接受有趣的英語戲劇訓練。
同學一起設計舞台動作，並演示出來。

學生自行設定舞台情景，並演出有關情節。

麥當奴慈善基金-英語故事閱讀計劃
今年一年級參加了“Read the
World”英文故事閱讀計劃。逢星期
五活動課時段，麥當奴慈善基金的
英語導師都會來校，與一年級同學
一起分享英語故事，小朋友聽得相
當入神呢！
6

一年級同學非常留心聆聽老師說英語故事。

學與教

文科
英語小廚神 ( I'm a Little Chef )

本校於今年的星期五課外活動課，開設了「英語小廚神」班，學生透過無火煮食，認識一些食材的英文詞彙，
又學習以英語描述其製作步驟。學生一邊學習製作美味可口的小食，一邊享受煮食的樂趣。

m)及
學生正在以鮮奶油 (whipping crea
糕。
藍莓(blueberries)裝飾小蛋

學生專心地看著導師

示範製作Breakfast

Sundae

英語辯論隊 ( English Debating Team )
八位英語辯論班的學生於11月28日參加了由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辦的「英語辯論友誼賽」。當天下
午，學生共參加了三個會合的比賽，包括正方及反方。
學生不但以英語表達出其論點及證據，還以英語進行辯
論，從而提升自信心及學習英語的興趣。
第二回合，反方主辯發言、
申論及反辯。

我校學生擔任辯論主席，介紹辯論賽
的主題、正反兩方的同學及賽制。

第一回合，正方主辯
發言及申論。

辯論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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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二年級參觀沙田消防局

四年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學生參觀沙田源禾路的消防局，認識了更多
消防的設備和防火的意識。

學生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認識更
多香港從前的故事和文化特色，獲益良多！
小朋友接受消防員
熱情的款待。

老師、學生與消防員
一起來大合照！

同學們細心地聆聽消防員
講解消防設備。

老師和學生在消防局門外來大合照！

到達了，大家先來一個大合照！

大家在舊式電車上
拍照留念！

同學們親身感受香港
舊式的店舖！

六年級參觀-大館
學生透過這次參
同學們細心地聆聽
老師的講解。

觀舊中區警署，對香
港從前的英式建築和
舊警署的工作環境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警察總部大樓前
拍照留念！

老師與學生在營房
大樓外拍照留念。

參觀「未來生活展」
四至六年級同學於11月8日參加了
「未來生活展」，通過參觀不同範疇的專
題展示，包括未來城市、智能家居及樂齡
科技等，使同學提高對高科技的認識。

同學試坐高科技汽車。

參觀前，大家一起

大合照。

同學試玩
VR遊戲，
真刺激！

未來生活產品使
同學大開眼界。

校園綠色大使-環保廢紙回收比賽
校園綠色大使參加了由
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家校齊
創綠色生活。在學校舉辦了
一次環保廢紙回收比賽，實
踐環保生活。
備量度
校園綠色大使的同學預
。
廢紙
來的
集回
8 同學們收

校園綠色大使的同

學來大合照！

識科

學與教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一天）

五年級同學於11月29日參加
了由教育局主辦的深圳交流團，
是次行程主要為認識深圳的創新
科技、經濟及歷史發展。整個行
程令同學獲益良多，透過參觀深

同學們對「面孔識別
身份」技術感興趣。

同學們都對機器人很感興趣。

圳工業展覽館和深圳國際機器人

同學們認識國家
改革開放的歷史。

城，使他們認識到深圳的高科技
及經濟發展之處；同學也參觀了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不但認識
深圳及國家的歷史，更讓同學更
深入認識國家在改革開放後的發
展及機遇。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導遊的講解。

五年級同學在國家

改革開放展覽館前

拍照留念。

「環保基金-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地質公園海岸保育計劃」
本校參與了「環保基金 香港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海岸保育計
劃」，四至六年級學生於10月2日參與
了「淨．海灘」海岸保育講座；部分學
生於11月10日到了大埔三門仔進行海岸

同學們積極地進行
海岸清潔。
觀大埔地質教育中心。

同學們參

清潔及導賞活動；部分六年級同學於11
生
六年級同學與友校學
交流環保心得。

月17日出席學生領袖工作坊，與其他中
小學學生進行交流。

同學們努力的成果！

綠色校園認證計劃
本校參與了由中華電子有限公司主辦的「綠色校園認
證計劃」，大家一起聽講座，了解活動內容。

同學們用心聆聽講者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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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科
科壁報「互動」遊戲
本校於全學年推行數學科壁報互動遊戲。教師在壁報版上設計趣味
數學題，學生在觀看完題目後，用答題紙作答並交回給老師批改。答對
問題的同學，名字可張貼於壁報版上以示嘉許，積極參與的班別同樣可
獲得獎品。學生反應熱烈，投入活動，也認識到數學題既可以很有趣味
學生於小息時參與

及挑戰性。

活動

「實作評量」活動
除了每年舉行的專題研習外，數學科於本年度大力推行
「實作評量」活動。當中增加了學生於課堂上的動手操作經
學生正在使用軟尺
進行量度活動。

歷，以及為學生提供了相關的生活連繫，讓他們懂得實際操作
等待尋寶-數學科
實作評量活動

各項量度工具。學生享受課堂，對實作評量感到新穎有趣。

數學雜誌
為使學生更多認識數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學校於本年度為五、六年級的學生訂閱數學雜誌，
雜誌內容包括：不同類型的趣味數學題、神秘的數
學歷史故事、趣味漫畫等。透過閱讀數學雜誌，
學生也可了解數學於現今科技的應用如AR系統等
等，有關內容無一不吸引同學的閱讀興趣。

於課餘時間與同學一起閱讀雜誌

校外比賽
數學科老師一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不同類型
的校外比賽，讓他們增廣見聞，亦提供機會給老
師和學生與其他學校進行學術交流，拓闊視野。
本校奧數校隊訓練班的同學已於11月17日參加了

潮州會館中學-沙田區小學數學嘉年華

「佛教大雄中學數學嘉年華」、於12月1日參加
了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及潮州會館中
學-沙田區小學數學嘉年華。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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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雄中學數學嘉年華

老師們示範無伴奏合唱，校長及副校長也粉墨登埸!

音 樂科

學與教

無伴奏合唱
音樂科於本年度新加入的無伴奏合唱訓練班，校長和老師的示
範演出，令學生滿有驚喜。很感恩老師們的熱心及努力，讓學生先
行從老師們身上體驗到無伴奏合唱的表演。訓練班主力教授迪士尼
的歌曲，學生們的反應熱烈，也十分享受唱歌的樂趣，特別是模仿
同學們也很享受無伴奏合唱呢!

不同的聲音方面。

香港八和會館粵曲欣賞工作坊
11月份的粵曲欣賞
活動讓五年級生都大開
眼界，原來粵劇的演員
分工仔細，背景下的一
桌兩椅也別具心思。這
工作坊提升了同學們對
粵曲的認識及興趣。

起拍照

學生們與文武生的親切合照

校長也加入一

上學期之音樂活動
樂器類

歌唱類

1.樂器班的導師示範(全校)
2.小提琴班(全校)
3.中提琴班(全校)
4.長笛班(全校)
5.古箏班(全校)
6.非洲鼓班(全校)
7.中國鼓樂隊(全校)
8.管弦樂隊(全校)
9.節奏樂隊(全校)
10.與視藝科的聯科活動：
韓國杖鼓的設計與敲擊(四年級)
11.管風琴的導賞團(六年級)

1初班合唱團(一至四年級)
2.高班合唱團(四至六年級)
3.童唱戲曲(一至二年級)
4.小不點學粵劇工作坊
(二至三年級)
5.粵曲團隊到校表演
(四至六年級)
6.八和會館的粵曲欣賞(五年級)
7.無伴奏的導師示範(全校)
8.無伴奏訓練班(四至六年級)
9.午間音樂會(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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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藝 術科
「親親木偶『身』體驗戲偶實踐計劃」
這學年，我校參加了由康

襪偶製作

樂及文化事務署與偶友街作合
辦的「親親木偶『身』體驗戲
偶實踐計劃」，是項計劃為期
五個月，為學生提供短期的戲
偶培訓課程，目的在培養學生
的創意、想像力及表達能力；
也透過群體創作，提升學生與

同學製作可愛的襪偶，並編寫簡單的劇本，然後學習控制襪偶的動作和口形，
利用恰當的聲線，把角色的性格和劇本的內容演繹出來。

皮影偶 (光影偶) 製作

人相處的技巧，增強溝通能力
及合作精神，促進全人發展。
這計劃更讓同學接觸不同形式
的戲偶表演藝術，加強他們對
藝術及生活的體驗。完成訓練
後，學生更有機會踏足台板，
在老師及同學前展示自己的學
習成果。

皮影偶是學生的另一嘗試，利用精緻的紙藝造型，搭配投影機的燈光
技巧與操偶技藝，透過光影及音響效果演繹有趣的故事。

上課情況

創意繪畫工作坊
本學年，我校聘請專業導師為學
生提供繪畫工作坊。學生學習繪畫技
巧，發揮創意，把物象的立體感及空
間感在平面上顯示出來。在繪畫工作
坊的課堂裏，同學們都投入地練習。

完成作品後，評賞作品是重要的時段，同學可彼此觀摩、學習及表達創作作品的意念。此外，導師悉心地引
發思考，讓同學有互動的對話及討論，鞏固課堂所學的創作經驗。

藝趣嘉年華2018
我校同學於11月3日參加了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的「渣打藝趣
嘉年華導賞團」活動。本年的「藝趣嘉年華」以家傳戶曉的兒童文學
《綠野仙蹤》為主題，透過各式各樣的藝術創作，把主角桃樂絲、稻
草人、鐵甲人和獅子等人物故事體現出來。我校同學除了能欣賞不少
由本地藝術家和中小學生的作品展覽外，亦即席於不同攤位中製作代
表故事人物的手工藝。

同學都十分投入地於不同的攤位中學習藝術創作，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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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科 技科

學與教

「科技小鐵人賽」2018
學生們在比賽禮堂內
合照留念

學生曾於10月13日，參加由科普教育基金
主辦的「科技小鐵人賽」2018，此活動讓學生
接觸及運用STEM原理，並希望學生能將活動之
科學原理融入生活之中，達到活學活用之效。
學生透過兩項活動–手擲紙飛機團體賽及遙控車
繞圈賽，學會物理性的理論。是次活動，學生
都非常投入，亦吸收了不少科學知識。

學生和帶隊老師都精神奕奕準備參加小鐵人賽

沙田培英中學
特色課程體驗活動

「精靈球」活動
編程教育為大趨勢，從小培養邏輯思及解難能力

六年級學生

有助學童日後發展。本年度的IT 大使參加了Sphero

於11月6日參加了

SPRK+(精靈球）的編程課程，

由沙田培英中學

同學們透過簡單的編程工具，

主辦的科學體驗

學習操控精靈球作出不同運

活動。活動共分

作。如：規程行走、閃燈等。

三部份，分別為

過程中同學需解決不同的現實

「電腦軟件譜曲入樂」、「科學實驗體驗」及「創意STEM

問題，如：路面是否平坦、微

互動裝置」，學生都認真學習，獲益良多。

少的斜度對編程的影響等，從
而訓練同學們的解難能力。

圖書 科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三十屆閱讀嘉年華」

作家講座

本校於10月4日
邀請故事姐姐及著
名圖書角色「老鼠

本校圖書科於11月24日參加了由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

記者」到校，與小

辦的「閱讀嘉年華」活動。活動當日，學生於維多利亞公

一至小三同學進行故

園設置了攤位遊戲「湯・器官」，同學們積極地主持遊戲

事分享及閱讀活動。

及推動閱讀，他們的努力吸引了不少市民前來玩攤位遊戲

活動期間同學們專心

及認識專題圖書，因著同學及老師的齊心努力，本校獲得

聆聽及積極投入活動，活動完結後，校長、老師及學

「最佳推動閱讀大獎」。

生與「老鼠記者」留影。
另外，本校亦於12月4日邀請
了本地著名作家一樹先生到校，與
小四至小六同學分享寫作心得及創
作靈感的來源。分享期間，一樹先
生還與同學們進行互動故事創作，

本校獲得「最佳推動閱讀大獎」。

本校學生及老師於台上
接受
「最佳推動閱讀大獎」
的獎杯。

並為同學的故事提供建議及改善方
法，令同學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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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科

田徑
一年一度的沙田區小學校

乒乓球

際田徑錦標賽已於11月22日及
本校乒乓健兒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沙田區小學校際乒乓球

23日舉行，當日秋高氣爽，陽
光普照，本校運動員都悉力以
赴、奮勇爭先。

比賽，運動員梁藝洋同學勇奪女子單打冠軍；黃煒傑同學奪
丘同學接受鄭校長的祝

賀

得男子單打季軍。
此外，乒乓球隊又勇奪本年度聖公會靈風堂「靈風盃」
金盃賽亞軍。

田徑隊同學在沙田源禾
路運動場合照

田源禾路
乒乓球隊在沙
體育館合照

足球

乒乓球隊在聖公會靈風
堂與
曾校監、校長及嘉賓合
照。

足球隊本年度參加了
不同主辦單位舉辦的比
賽，成績不俗，同學們汲
取經驗之餘亦能從運動競
賽中得到愉悅。

沙田區小學校際足球錦標賽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40周年校慶活動
2018健康人生盃第四屆四人圍板足球邀請賽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傑志盃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挑戰賽

體育活動
軟式飛鏢，百發百
中，戴同學正接受
教練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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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同學在體育課進行
太極課，氣勢如虹。

，

精英太極隊在耍太極刀
有型有格。

本年度體育組老師為同學們組織了嶄新的
運動項目，如太極拳、太極刀、軟式飛鏢等，
為同學帶來多元化的體育學習經歷。

單車同樂，人人喜愛，同學在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操場合照留念。

課程 組活 動

學與教

優化學與教 啟發學生潛能
優化學與教，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為本年度的關
注事項。我們相信每位學童都是獨特而具價值的，希望藉著不同
的學習經歷，讓同學透過協作活動，學懂互相尊重、關愛，以及
啟發潛能，培養他們「自信盡責 和平關愛」的良好品德。
同時，本校亦加強教師培訓，促進專業發展，讓老師能利用
不同的學習策略，優化課堂，增加課堂互動，培養學生的自主學
習精神，有關教師的專業發展於下﹕

教師發展日
日期
24-9-2018
29-10-2018
16-11-2018

內容
從啟發潛能教育到
促進教與學的教育
啟發潛能教育
促進評估的提問
技巧和回饋

認識粵劇
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

編程教育
STEM教育乃是教育界的熱門課題。編程教學應
用在STEM教育中，學生透過編程教學，學習計算思
維概念，在完成學習任務、動手做的過程中，培養
他們協作、溝通、創新及解難的能力。本年度，資
訊科技科於課堂內加入編程教學，亦於課堂以外為
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編程活動、校外比賽﹕

本校參與由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
策劃，並由田家炳基金會贊助—傳承『動』起來：香港
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工作計劃，透過跨學科學
習，讓學生體驗粵劇，內容包括：欣賞劇曲、工作坊、
體驗活動、面譜製作等，從粵劇的表演藝術中領略非物
質文化的同時，亦能傳承中華文化。

校外比賽
機械人比賽
小學無人機比賽

五年級的同學踴躍舉手參與問答遊戲。
隱蔽課程：(課外活動課)
1.Stem x Sphero 精靈球
2.航空攝影及錄像製作

同學努力學習粵劇的做手，姿勢有板有眼！

正規課程：
編程教學(資訊科技科)
1.Scratch(J.4、J.5)
2.Mbot(J.5)
3.Micro:bit(J.6)
常識科及資訊科技科聯科活動(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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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訓
生日會
各班學生於成長課和班主任一起進行生日會慶祝活動，
大家歡天喜地為9至11月生日的同學慶祝。
4C「9-11月生日之星」和班主任郝老師。

日之星」，
1D班「9-11月生
一起分享食物。

1A班「9-11月生日之星
」，
齊吃生日蛋糕。

3B班生日會，同學和張主任及
沈老師大合照，歡欣快樂！

升旗禮
為慶祝我國成立六十九周年，本校於
9月26日午會進行了預祝國慶升旗禮。

升旗禮後，鄭校長與幼童軍及小女童軍合照。

「盡心盡意」獎勵計劃
為鼓勵同學養成交齊功課的好習慣，學生於每星期能交齊
功課，可獲嘉許券一張。他們憑嘉許券可以換領不同的禮物。

同學排隊換領禮物。

我可以選取
小禮物！

我們換了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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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換了一張精
美
的貼紙！

同學利用嘉許券換了自己選的禮物，
很開心呢！

訓 輔組

校風與支援

「與孩子一同升級」家長小組
為人父母面對自己的孩子升到小學，想必感到既開心又緊張，開心的是喜見
自己的孩子慚慚成長，緊張的可能是孩子是否能夠順利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作
為父母如何陪伴他們面對挑戰。有見及此，學校與東華三院賽馬會「家‧加
愛」中心合辦「與孩子一起升級」家長小組。透過呼吸等體驗活動提升家長
的自我關懷意識，舒緩因子女升小一所帶來的生活及教養壓力；協助家長
認識情緒智商，及了解子女在升小一後的情緒轉變；改善家長管教技巧，以
有效地處理子女的適應問題。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
本年度學校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老師們到突破青年村
參與老師工作坊。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合辦四年級成長的
天空，計劃已於10月正式啟動，由校
長、班主任、學校社工，以及參加者的
家長見證下宣誓。而本年度計劃的口號
為「真理共成長，關愛伴飛翔」，主題
曲為「足印」，盼望參加者能依靠從天
父而來的話語，伴隨師長家人的關愛，
成為他們的力量，使他們勇於面對成長
的挑戰。

每位組員在家長及師長的見證下立志。

2018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美國交流
李明麗主任、楊冬華老師
我們很感恩在10月份能到美國肯塔基州參與由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舉辦
之<2018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此次交流活動為期十一天，真是
一次令我們難忘的旅程。我們這次交流不但參觀了十多所當地
的中、小學以及專上學院，同時讓我們有機會向當地學校介

我們參觀當地小學後
與師生合照

紹本校的特色。透過與當地學校互動及交流，我們更了解啟
發潛能教育在學校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啟發潛能教育是
透過人物、地方、政策、活動及過程所發放的信息，以富有熱
誠、具備創意、堅持不懈的方式去鼓勵我們的學生發揮他們本
身潛能的過程。我們很高興能在11月5日與全校同學分享我
們在美國交流的所見所聞，當日同學們都對我們的分享聽得
津津有味，期望我們將與學生一起展開啟發潛能教育之旅，
讓同學們在一個具正面文化的氣氛中成長，以增強其自信
心，發揮他們更大更多的潛能。

在啟發潛能教育國
際會議中介紹本校 17
特色及展示紀念品

學 生 支 援 組 校風與支援

遊戲治療活動

朱安莉姑娘為本校的融合輔導服務
員（註冊社工），朱姑娘會透過兒童為
本的遊戲治療，學生能輕鬆地將自己
的情緒、感覺、甚至將一些深刻難以
釋懷的經歷，從遊戲中自然地表達中
來，重新演繹及疏理情感，從而紓緩
壓力、重整個人的內在秩序，同時亦
能夠讓她更掌握學生的情況，以便作
進一步介入。

乘風航

大家齊心合力，拉呀！

大家齊心合力，
為乘風航「起帆」。

全部師生都坐在甲板上，大家都精神奕奕
來一張大合照，準備接受挑戰。

本年度11月13日，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也是展開一次奇妙旅程的好時機。當天，
我校56位師生有幸登上這艘魅力非凡的賽馬會「歡號」，參與乘風航活動。同學在船上進
行不同的海上歷奇訓練活動突破自我，藉此提升個人的自信心、抗逆力和解難力。
在整個旅程當中，學生以兩人為一組活動，目的是希望他們有共同經歷、互相支援，
向組員伸出援手，發揮互助精神

從而培養互相信任和關懷別人的態度。當同學們登船後，船上的導師便向同學介紹船上的
設備、安全守則及訓練計劃的目的。接着，各同學就展開一系列的航海訓練及歷奇活動。

在跳海前，大家先來張合照。

鼓起勇氣，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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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校長跟同學們一起駕
駛橡皮艇，凱旋而歸。

有我在，不用怕﹗

組員在「海上彩虹橋」上
都奮力向前，務求全組用
最佳時間完成挑戰。

空中飛人訓練

習

棄船逃生演

信任我，讓我帶你
到安
全地方吧﹗

回。

大家都很享受這次奇妙之旅，盡興而

學生 活 動組

學生成就

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各項比賽得獎紀錄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馬鞍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非一般乒乓球賽2018
高級組-季軍
6D黃煒傑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
第十二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2018
鋼琴P5-6組第一名
6C莫詠琳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
我愛香港 - 繪畫比賽(少年組)
季軍
6D羅景昌
港青樂術協會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七級鋼琴第三名
6C 姚嘉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沙田體育會
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MM組(雙打)-殿軍 6D 黃煒傑
男子青少年MI組(單打)-殿軍
廣州市擊劍協會
2018第四屆粵港擊劍精英對抗賽
U8花劍團體第１名
3C 劉卓琳
U8女子花劍個人第３名
香港乒乓網
2018馬拉松乒乓球比賽
亞軍
6D 黃煒傑
精英組-第七名
展藝舞蹈學會
沙田區校際盃及全港公開拉丁舞、標準舞大賽
校際組- 獨舞高級花步RUMBA 6B 周益萱
亞軍
聖公會靈風堂
靈風盃小學乒乓球團體邀請賽2018
金盃賽-亞軍
4A江俊朗 4D梁梓烽
6A梁藝洋 6A楊尚銘
6B鄭璟霖 6C吳承熹
6C羅希琳 6D戴頌揚
6D葉桓彬 6D黃煒傑
6D黃卓琪

傑志體育會
2018-2019年度傑志盃
軍
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挑戰賽冠
(遺材組)

大埔游泳會
周年水運會2018
男子十一至十二歲組
6C吳卓謙
50米蛙泳-季軍
3B 楊尚哲
男子七歲組
25米持板打腿-冠軍
25米蛙泳-冠軍
25米自由式-冠軍
50米蛙泳-冠軍
50米自由式-亞軍
男子十歲組
5C 黃堯燊
50米自由式-第二名
50米蛙式 - 第一名
男子七歲組
2A 黃浚生
25米自由式-第一名
25米蛙泳-第一名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第七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賽2018
4C呂梓亮
跳遠-冠軍
100米-亞軍
100米跨欄-亞軍
疊球-季軍
60米-季軍
佛教大雄中學
數學嘉年華- 大雄數學邀請賽
一等獎
6C姚嘉偉
優異獎
6A陳榮輝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沙田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個人賽男子組-季軍
6D 黃煒傑
個人賽女子組-冠軍
6A 梁藝洋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振強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男子組-季軍
4A 江俊朗
6B 鄭璟霖
6D 葉桓彬
女子組-冠軍
4A 陳心予
6A 梁藝洋
6D 戴頌揚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8-2019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60米-第四名
6C 丘正
男子甲組跳遠-第二名
6C 丘正
男子甲組壘球-第七名
6A 許永勝
男子丙組跳遠-第六名
4C 呂梓亮
女子甲組60米-第七名
6D 李卓桐
女子甲組跳遠-第八名
6A 黎詠珈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第十一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四級鋼琴第一名
6C莫詠琳

多元智能興趣小組總表
語文智能

中文創意寫作班、中文辯論班、小司儀訓練班、英語話劇、
親子讀書會、英語辯論隊、普通話集誦、英文集誦、中文集
誦、校園小記者班、升中面試訓練班、Read the world

數學邏輯智能

魔力橋班、珠心算、兒童數獨班、數學精靈、奧林匹克數
學、奧數校隊訓練班

人際智能

領袖生、幼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

音樂智能

小提琴班、大提琴班、長笛班、非洲鼓、古箏班、中國鼓樂
隊、管弦樂團、合唱團、節奏樂隊、童唱戲曲、無伴唱合唱

自然智能

小小科學家培訓班、常識小先鋒、趣味小百科、I'm a Little
Scientist、科學小先鋒課程、機械人工程師課程、綠色校園
大使

肢體動覺智能

乒乓球、花式跳繩、跆拳道、土風舞、籃球、曲棍球、羽毛
球、田徑、劍擊、足球、游泳、西方舞蹈隊、軟式飛鏢、太
極班

空間智能

水墨畫、創意空間、渣打藝趣嘉年華、香港花卉展繪畫比
賽、創意繪畫工作坊、木偶親「身」體驗工作坊、中國民間
藝術課程

內省智能

團契、好心情電影院、「愛連繫」小組、成長的天空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隊獲得季軍

6C羅希琳

4D 梁梓烽
6C 吳承熹
6D 黃煒傑
5B 楊芷瀅
6C 羅希琳
6D 黃卓琪

北京師範教學培訓機構香港普通話教授
中文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首屆普通話專業盃朗誦比賽暨第十一屆BNCL證書
校際朗誦模擬比賽
(高小組)冠軍
6D 林星宇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第四屆四人圍板足球邀請賽
2018健康人生盃
積極參與獎
4A 江俊朗 4B 黎宇希
5A 翁文謙 5C張俊杰
5C 鄧羽喬 5C呂承軒
5C 楊翹白 5D雷皓竣
傑志體育會
2018-2019年度傑志盃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挑戰賽
遺材組冠軍
5A 翁文謙 5B楊振邦
5C 楊翹白 5C張俊杰
5C 鄧羽喬 5C呂承軒
5C 戴爾樂 5D雷皓竣
5D 楊浚杰 6A麥文羲
6A 許永勝 6A黃棨俊
6A 王之衡 6B温倍陞
6B 麥浩鑫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書叢悅閱俱樂部獎勵計劃
遊戲攤位(小學組)
3A 鄭梓英 3B 陳晞兒
最佳推動閱讀大獎
3B 張廣泰 3B 李盈
3B 劉嘉櫻 3B 盧曉晴
3C 陳俊誠 3D 李添淑
3D 黃天樂 3D 周浠言
5B 蘇子淇 5C 莫倚霖
5C 黃堯燊 5D 張家榮
5D 鍾家信 5D 李美儀
6B 蘇栢盈 6B 謝洺輝
6C 陳俊希
香港青年協會
2018沙田節沙田區閱讀嘉年華
最佳創意大獎
1A 李宇俊 1C 呂恩熹
4A 陳愷晴 4C 呂梓亮
4C 葉穎欣 4C 曾嘉慧
5B 李嘉瑗 5B 方梓鋒
5C 呂梓琳 5C 李嘉怡
5C 褚凱琳 5D 李嘉瑄
5D 呂太睿 6B 馮曦域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隊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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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 共建

關愛 校 園

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選舉暨家長講座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選舉已於10月20日舉行，當天選出了本年度的
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並且邀請資深傳媒張笑容女士分享品格教育由家庭開
始。

投票時刻

張笑容女士分享
教育子女的心得

第21屆家長執委合照

家長團契
家長團契希望能為家長提
供多元化的活動，讓家長彼此
認識，交流教養子女的心得；
也透過信仰分享，使家長間能
分憂解困，互相支持及鼓勵，

家長跳讚美操，有姿勢

有實際

本活動

校長與家長進行繪

享受聚會帶來的喜樂。

閱讀嘉年華
學校於11月24日參加了2018沙田節沙田區的閱讀嘉年華活
動。由校長創作劇本、家教會設計戲服及排練，當日學生的表
演令全場歡笑不斷，最後獲評判頒發「活現書中人」的「最佳
創意獎」。
學生和家長義工
辛勤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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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精心的打扮和精彩的演出，
獲評判頒發最佳創意獎

同學被邀請上台
進行互動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