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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忍耐 ， 堅固 我們 的 心
校長的話

鄭思思校長

「弟兄們，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臨。看啊，
農夫等待地裏寶貴的出產，為此而忍耐，直到得着
秋霖春雨。你們也要忍耐；要堅固自己的心，因為
主來臨的日子快到了。」 (雅各書第五章7-8節)
約翰年代的信徒，他們期望有一位救贖主會來
拯救他們，然而聖經用賊來比喻，說明沒有人清楚
知道主再來的日子。「你們自己清楚知道，主的日
子來到，就像賊在夜間來到一樣。」 (帖撒羅尼迦
前書第五章2節)。
在等候主再來的過程中，對一些信心不足的人，他們會因為等得太久而顯得不耐煩，信心亦
變得軟弱和動搖。在此，經文透過用農夫耕作來作比喻，提醒我們要忍耐，就好像農夫耕作一
樣，要用時間來讓植物長成，讓土壤孕育幼苗，耐心等候主所預備的秋雨春雨，因為只有經過秋
雨春雨洗禮的植物，才能長成為地裏寶貴的出產。
說到教育的層面，育苗和育人的道理類同。我們曾否為孩子某方面之表現暫時稍為落後於別
人而焦急？我們可有事事催促孩子？或是我們可有足夠的能耐，容讓孩子經歷從錯誤中學習的過
程？課堂上又能否提供足夠的候答時間？對於今天生活在這分秒必爭、事事跟別人競賽、動作稍
為放緩便可能會落後於他人的社會，雖然我們很明白過度保護和參與孩子事務會剝削孩子的學習
機會，但作為教育工作者或父母，要做到適時忍手實在是一項挑戰。
反思上述之經文，我很欣賞農夫那份能忍耐、能等待、滿有盼望的能量，當中包涵了很多心
血和汗水。農夫除了要忍受時日的磨練，還要忍耐工作上的辛勞，但他對未來仍抱有盼望，深信
自己昔日所栽種的，某天定必有寶貴的收成。今天，讓我們學習農夫那份能量，即使面對孩子一
刻之過犯、某方面一時之落後，我們能體諒這只是孩子暫時之限制，對孩子未來的表現，我們仍
然抱着正面的盼望。
「有力無路，自闢蹊徑；有路無力，未能寸進」，我們願意培育孩子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
或只是着眼為孩子舖平前面要走的路？願我們能仿效農夫，良善忠心地盡當本分，在禱告中把我
們所關顧的交託給主，不會因為暫時未見的果效而氣餒，而是耐心地等候主所預備的甘霖，按着
主的時候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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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學習日──
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 承傳中華文化

課程 組

本年跨學科學習日於4月12日至4月16日順利舉行。內容以同學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非遺」事物為主題﹕
一、二年級同學透過童玩，認識中國傳統手工技藝—麵塑公仔，繼而學習自製玩具；三、四年級同學走進社區考
察及訪問，認識香港的圍村文化、中國建築，還親自製作具本土特色的「非遺」食品，包括﹕菠蘿包、餃子、盆
菜等；五、六年級體驗中國傳統劇曲，透過學習戲曲中的亮相、做手、武打、樂曲等活動，與同學合作演出一場
劇目，從而認識中華文化呈現的美。
同學們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除認識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外，亦希望同學能承傳中華文化的民間習俗。

一、二年級主題﹕童玩大全

同學認真地聽技藝師講解
麪塑公仔的製作方法

玩具

同學認識懷舊

鄭校長主持「

拋手巾」遊戲

三、四年級主題﹕沙田遊跡
學生親手製作菠蘿包，
開心又滿足。

五、六年級主題﹕傳統戲曲

同學的功架多有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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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走到「盛記麪家」
學習盤菜的製作過程

表演前，同學們都用心練習。

學與教

組活 動

境外交流活動

新加坡科技生態文化之旅
本校於5月9 至12日舉辦了為期四天的「新加坡科技生態文化之旅」。三十
名六年級同學到新加坡進行參觀及考察活動，包括﹕濱海堤壩及濱海灣花園、
孫尾師公園、克拉碼頭等。學生除透過考察，了解新加坡當地的風土民情外，
還參觀了濱海灣金沙藝術科學博物館、新加坡知新館、夜間動物園、新生水資
源中心等，認識新加坡的發展及最新的科技資訊，讓同學大開眼界。同學更走
進當地小學校園，欣賞新加坡學生的視藝作品，及體驗與香港不一樣的課堂，
實在獲益良多。

同學到當地小學，利用陶泥製作印章。

「同根同心」 ──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三天)
為期三天的上海交流團，已於3月7至9日順利完成，是次活動行程豐富，包括參
觀上海科技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等，使他們認識到上海的高科技發展進步之處，
同學也能乘坐加速至三百公里的磁浮列車，使他們驚嘆不已；同學到訪了上海外灘、
田子坊等，不但能欣賞由歷史遺留下來的建築，也認識上海從古到今的變遷，以及未
來的發展；同學也跟上海市徐匯區求知小學作交流，大家也在這次交流中開拓眼界之
餘，更認識海外的朋友，親身接觸和感受異地的文化。
時代不斷進步，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學校鼓勵學生們應裝備自己，多接觸世界不
同的事物，迎接未來充滿挑戰的高科技世界。

同學們與上海市徐匯區
求知小學交流。

我們出發了！

同學們都對科技館的展品感興趣。

同學們在田子坊享

受上海的美食。

同學乘坐加速至三百公里的磁浮列車，好不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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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組活 動

教師專業發展

老師藉着不同的教研活動、講座、工作坊等，提升教師的
專業發展，促進學與教。下學期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於下﹕
日期

範疇

18-1-2019

課程

17-4-2019

學校行政

9-5-2019

數學科

25-5-2019
24-6-2019

舉辦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廉政公署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聖公會基恩小學、
聖公會主風小學

全體教師學習新編程工具「COCORO

BO」。

數學科「聯校學習圈」
觀課交流活動
「COCOROBO」
教師工作坊
VMP平面繪畫法工作坊

STEM教育 COCOROBO
視藝科

內容
「體驗式學習的理論與
實踐例子」教師工作坊
ICAC講座「肅貪倡廉」

視覺沖擊工作室

教師專業交流

ICAC教育主任到校主持「誠信管理」講座，
家教會執委亦列席參與。

本學年四年級數學科教師參與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
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透過與內地教師的交流，包括共
同備課、觀課、評課、內地教師公開課及教師工作坊，教師們
吸收了內地教師的專長，從而應用於日常課堂之中。
至於五年級數學科教師則與聖公會仁立紀念學校及聖公會

數學科學習圈

基恩小學教師組成學習圈，透過共同備課、到校觀課及評課，
更能提升教師的專業交流，令課堂更為完善。

教師工作坊
數學科學習圈—觀課的課堂活動。

內地教師的公開課。

數學科學習圈—觀課的
課堂活動。

常 識科

各數學教師與內地教師
進行評課活動。

數學科學習圈—評課。

「綠優校園」認證計劃
本年度，學校參與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主
辦的綠優校園認證計劃，希望同學能透過一系
列的環保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流動教
室、實踐手冊等，在生活中實踐環保，培養環
保意識，並能推己及人，鼓勵家人及朋友一起
體驗綠色生活，大家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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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戴上3D眼鏡，在流動
教室進行VR體驗學習。

常 識科

三年級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學與教

五年級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學生於12月4及12日參觀了稻鄉飲食文化博
物館，了解舊式茶樓的設施及飲食文化。

學生於1月14日參觀了香港文化博物館中的「粵劇
文物館」，從鑑賞文物中，認識粵劇發展的歷史。

老師與學生在博物館外大合照。

同學們一同蓋印
留下精彩回憶！

老師與學生在門外大合照。
同學們觀看電子版的多樣化面譜。

同學們留心地聽導賞員的講解。
同學們近距離欣賞粵劇戲服。

同學們試玩化妝及穿戲服
程式，真有趣！

六年級參觀-高山劇場
學生於4月8日和4月
10日參觀了高山劇場的
粵劇教育及資訊中心。這
次參觀，學生對粵劇歷史
與傳承有更深入的了解。

與好朋友一起觀賞粵劇
資料，份外開心！

大家一起認識粵劇
的道具。

同學們嘗試模仿
粵曲中的動作。

同學們一起欣賞粵劇！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基礎環保章」培訓 (小學組)
五至六年級同學參加了由環
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的學生環
境保護大使計劃 「基礎環保章」
培訓 (小學組)。通過講座、工作
坊及實地考察等，豐富了同學的
環保知識。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來大合照！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參加廚餘(咖啡渣)
紥染工作坊後的製成品。

同學到鹽田仔、龍落水
及馬屎洲自然教育徑等
地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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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學生於3月
海
同學們設計及主持公眾
位。
的攤
年華
育嘉
洋保

31日舉行的「公眾海洋保育嘉年華」中，向市民宣
同學們積極地向公眾宣揚
海洋保育的訊息。

揚海岸保育信息，為保育海岸生態出一分力。
5

常 識科
參觀兒童探索博物館
本校二至三年級學生於3月26日參觀了位於北角的「兒童探索博物館」。學生通過親自動手玩的展品、以遊玩為基礎
的學習經驗及互動活動，學習科學知識及啟發潛能。

同學在發揮創意。

同學和老師一起合照留念。

同學動手玩展品，
探索「水的力量」。

小學晚間觀星活動
為了提高學生對天文學的認知，本校於1月11日
安排五至六年級學生參加由「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

同學嘗試運用巨型
望遠鏡觀星。

同學在充氣帳幕中
欣賞和認
識美麗的星空。

文館」主辦的小學晚間觀星活動。通過專業導師的指
導和實際觀看星空，並親身接觸和使用專業的天文設
備，學生學會了基本的觀星技巧，使同學眼界大開。

參觀龍鼓灘發電廠
綠色校園大使及常識小先鋒的同學於3月16日一起參觀「綠優校園計劃」的龍鼓灘發電廠。學生首次踏足
發電廠，感覺新鮮又好奇，獲益良多！

同學們用心聆聽發電廠
工作人員的講解。

大家一起欣賞發電廠的立體模型。
戲！

同學們試玩展板上的遊

參觀太空館：「星空全接觸」
為配合常識科「太陽系」的教學內容，並

同學參與科學示範，
認識行星的獨特之處。

提高學生對天文學的認識和興趣，本校於4月
11日安排六年級學生到香港太空館參與「星空
全接觸」活動。透過天象廳內的星象投映系統
和參與生動有趣的科學示範，學生能認識美麗
的星空，了解各星座的分佈及它們背後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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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也認識太陽系各行星的獨特之處。

同學在太空館前拍照留念。

同學在天象廳內認識美麗的星空。

濯足禮

宗 教科

學與教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
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翰福
音:13:14）。逾越節前夕，主耶穌知道自
己即將離開世界，便在晚餐時，脫下外
衣，為門徒洗腳。本年度我們仿效主耶穌
的做法，首次進行濯足禮儀，以傳承謙卑
服侍、彼此相愛的精神。校監葉牧師在濯
足禮進行前教導同學濯足的意義，以致老

校監葉牧師和老師們一起以謙卑的心為同學洗腳。

師和同學都非常投入整個活動。

校監葉牧師替同學洗腳時多投入！

鄭校長很仔細地替同學洗腳呢！

復活節尋「蛋」遊戲
「蛋」象徵春天新生命的
開始，更象徵主耶穌釘十字
架，三天後帶給我們永恆生命
的好消息。低年級同學們在復
活節前夕，一起玩尋「蛋」遊
同學們展示他們的「戰利品」。

復活節崇拜
耶穌基督以祂的寶血潔淨我們的

同學興致勃勃地進行
尋「蛋」遊戲。

戲，並與別人分享主耶穌復活
的喜樂。

代禱勇士

罪，讓我們得到救贖，與上帝重新復
和。崇拜當天，我們透過聖詩、基督

宗教科於2至3月

受難和復活的經課、葉牧師的講道和祈

舉行「交託上帝」家庭

禱，深刻反思耶穌基督為我們受死犧牲、

祝福月活動，透過填寫

救贖世人的恩典。

祈禱手卡，為家人代
禱，送上祝福。

每張都充滿著對家
人的
關愛。

讀經同學認真地和全校師生分享基督受難的經課。

色彩繽紛的祈禱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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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參加「歷史文化學堂—
穿梭古今香港・縱橫千年蛻變」

本科於2月安排五年級學生參加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及新城電台合辦之「歷史文化學堂—穿梭古今香港•
縱橫千年蛻變」電台講演活動，學生通過設計及演譯廣播劇《獅子山下之慈善企業家—田家炳先生》，學習名人的奮
鬥精神。本校學生經評審後被選為優秀隊伍，並獲主辦單位邀請在電台監製的指導下重新錄製獲選劇目，學生於節目
中分享劇本編寫意念及故事背後的歷史意義，節目已於5月28日在新城知訊台《世界隨意門》節目中播放。

節目監察向學生講解錄製
過程，學生用心學習。

節目監製指導學生聲演技巧，
學生們都變成「聲演專家」。

錄製廣播劇後，節目監察頒發證書，
以表揚學生所付出的努力。

參觀美荷樓
學生於本年1月到美荷樓參觀，在導賞
員的帶領和講解下，認識香港五十至七十
年代的社會狀況，體會當年市民居住徙置
區的刻苦和奮鬥精神。學生不但有機會親
身感受當年居民在美荷樓生活的甜酸苦
時值新春，美荷樓內掛滿了一個
個紅燈籠，師生也來個大合照。

導賞員哥哥向學生講解舊街坊故事，
學生聽得津津有味。

辣，亦能體驗當年的懷舊玩意及遊戲。

參觀「香港電台」
本科安排三、四年級參加「小司儀班」及「校園小記者
班」。學生於3月前往香港電台參觀，了解電台廣播運作，
增加對香港傳媒機構的認識。香港電台於參觀活動當天，安
排公關向學生介紹香港電台的歷史，並安排節目主持人與學
生分享訪問嘉賓心得。學生亦參觀了錄音室及直播室，室內
置有不少廣播用器材，令學生大開眼界。

學生把握機會，一嘗當
小主播的滋味。

香港電台公關姐姐向學生介紹錄音
室的運作，原來新聞報導及天氣報
告也是在這裏向外界發放資訊呢!

欣賞「紫城伯伯說故事」話劇
一至三年級學生於2月欣賞由香港話劇團
到校演出「紫城伯伯說故事」話劇，劇團通過
輕鬆有趣的手法向學生介紹北京紫禁城的歷史
及價值。此活動能增加學生對北京紫禁城的認
輕鬆手法
劇團演員載歌載舞，以
值。
介紹紫禁城的歷史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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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更可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藝術及歷史的興
學生在「皇帝」的命令下扮演「巨龍」，
這批「巨龍」實在太可愛了!

趣，饒富教育意義。

文科

學與教
五年級學生參加
「非物質文化遺產計劃—蘇州交流團」
本科於4月1日至5日安排五年級學生參加由

男生也用心串針引線來進行「蘇繡」
活動，真令人刮目相看!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舉辦之「非遺計
劃」—香港至蘇州中華文化交流團(五天)，讓學生
認識蘇州的非遺文化及相關的中華文化，深化「傳
承動起來」香港非遺課程的學習。學生於交流團中

之一，被聯合
拙政園為中國四大名園
文化遺產。學
世界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園林之美。
古典
感受
遊，
生到此一

學生參觀「雷允上中醫館」，
亦進行「藥材切片」體驗。

通過參觀多間博物館、專題講座及參加由田家炳實
驗中學提供之體驗課程，感悟「姑蘇文化」。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
四年級師生於本年度再度參與「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參與計劃的老師在去年10月份到「愛
麗絲劇場實驗室」進行教師培訓，其後準備諸子百家思想的資料及片段予學生於長假閱讀及觀看。「愛麗絲劇場
實驗室」更派出劇團總監陳恆輝先生於1月份到校，為前置階段教學給予意見，並於2月18、19日派演教員團隊
到校進行四場《姬明傳》的演出，與學生進行互動交流，學生們都踴躍參與、發表意見。其後再進行後置階段教
學，劇團派出演教員—簡立強先生跟4C班科任進行協教，引導學生把諸子百家思想能於日常生活中應用。

，學生專心地欣賞。

演教員的演出太精彩了

學生認真地扮演村民，與演教員進行互動交流。

「華服日2019-主風新春迎金豬」活動
本科與英文科、常識科、音樂科、視藝科及圖書科於1月份舉辦了為期三天的「華服日2019-主風新春迎金豬」
跨學科協作活動。學生穿上華服回校，欣賞節慶表演，並選擇喜愛的攤位參與活動，寓學習於遊戲中，認識中國節
日傳統文化之餘，亦能提前感受佳節帶來的愉快氣息。

學生穿上華服，展露燦爛的笑容。

學生一起認識揮春的含意。

內地知名書法家-胡一帆先生
到校即席揮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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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話 科
「普通話才藝表演」
為提高同學對於普通話的讀寫聽說能
力和自學能力，增加他們對說普通話的興
趣及信心，普通話科於上學期學期試後1月
21日舉行「普通話才藝表演」，由普通話
大使負責司儀的工作，四至六年級各班自
行決定表演的項目，當中有全班一起合唱
的表演，也有小組形式的相聲、話劇，過

你看！同學演繹《國王的新衣》中的
國王及騙子，全情投入、神態鬼馬。

別看他們是男生，以普通話唱出歌
詞及配以動作也難不到他們。

程中獲得台下不少的掌聲。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普通話科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賽，本年度以「小青蛙
看世界」劇目，參加了「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
賽」，比賽前，同學用心排練改編自「井底之蛙」的一劇。
我們還在1月29日安排了有關活動的工作坊，邀請專業導師
指導同學演出的技巧，同學獲益良多，而6B班 熊偉斌同學
在是次話劇比賽獲得「優秀演員獎」。

員與導師來一個大合照。

《小青蛙看世界》的台前幕後工作人

「普通話午間活動」
下學期3至5月期間普通話科舉行了不同的「午間活
動」，透過有趣的活動，增加同學用普通話交流的機會，
提升他們聽說普通話的能力。
同學們用普通話交談，並進行各類棋類遊戲。

看完普通話動畫，老師提問，
同學踴躍舉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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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競技活動

數 學科

學與教

老師於5月6日為一年級同學舉辦了
數學競技遊戲活動。透過集體遊戲，同
學於禮堂進行以香港硬幣為主題的數學
遊戲。同學表現投入，透過活動亦增強

同學和老師也非常投入競技活動之中。

了學生對使用香港硬幣的認識，也增加
了同學之間的小組合作精神。

扭計骰比賽
數學科於5月份為五、六年級

小息時間，同學們都積極備戰。

同學舉辦了扭計骰比賽，是次比賽
共有19名同學參與，賽前同學積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都非常投入。

極備戰，更與三五知己一同研究。
比賽過程緊張刺激，參賽者盡力爭
先還原扭計骰，台下觀眾看得非常
投入，更為自己班的同學打氣。

趣味數學壁報

平板電腦學習活動

一、三年級老師為同學設計了趣味數學壁報，

三年級同學於5月16及17日的小息時段進行

讓同學利用小息時間挑戰一些趣味數學題。同學們

了平板電腦學習活動，透過有趣的數學遊戲應用

積極參與，更與同學一起研究如何解題。

程式，讓同學運用所學的知識完成挑戰，更能鞏
固課堂所學。

老師正在向同學們
講解壁報的內容。

同學們正在作答有
關分數的題目。

校外比賽
除了校內活動，奧數校隊的同學代表學校參
與了不同的數學比賽，如聖公會小學第22屆數
學奧林匹克比賽、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第
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二十七
屆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參賽同學使出渾身解
數，盡力解答不同的數學難題。

第二十七屆沙田區
小學數學邀請賽。

第二十七屆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中安排
了不同的數學遊戲供同學參與。

而6C班羅希琳同學及姚嘉偉同
學參加了由香港理工大學、十八
區中學合辦「第十四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於「創意解難」項
目上獲得全港季軍。

聖公會小學第22屆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11

英文

英語手偶
今年度英文科組織同學參與"Story to Stage"之小學英語手
偶比賽，故事是由老師與同學們一起構思的。故事內容是講述一
名小男孩如何意外地成為薑餅人，他遇到不同的故事角色︰善良
的大狼、女孩小黑帽及狐狸。他們所經歷的事情，令到小男孩明

奇餅

英語手偶隊同學們一同製造薑餅人曲

白到幫助別人及友誼的重要。故事除了宣揚友誼的可貴外，還帶
出學校本年度主題「自信盡責   和平關愛」的精神呢！

英語辯論
本校英語辯論隊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辦

英語手偶隊參與英語手偶比賽

的「英語辯論」比賽，於1月29日及4月9日與八間學校進
行半準決賽及準決賽，最後獲得季軍。

本校為正方，辯題是「香港的
小學應該教學生游泳」。

本校為正方，辯題是「香港是養寵物狗的好地方」。

英語小廚神
逢周五舉行的「英語小廚神」活動，下學期分別製作了：飯團、玉米片雞塊、香蕉企鵝、蒸餃子及煙肉焗
蛋多士杯。同學更學會了一些餐桌禮儀，並透過無火煮食課程，認識食材的英語詞彙和提升煮食技能，最重要
是她們提高了對學習英語和烹飪的興趣。

小廚神投入烹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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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廚神將芝麻油放在豬肉及粟米中。

包餃子。

小廚神正在

小廚神將巧克力
豆及融化了的巧
克力裝飾香蕉。

學與教

文科

英語話劇組

奉基小學國際英語交流日
本校二十位五年級學生於
12月8日參加了「奉基小學國

每逢星期五，專業導師到校為同學的活
動課提供有趣的英語戲劇訓練。

際英語交流日」活動。來自不
同國家的留學生與他們一起進
行各種英語活動。
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帶領同學們進行英語遊戲活動。

表
他們會在學校禮堂
!
啊
劇
話
語
演英

同學一起排練英語話劇，
非常投入。

多姿多采的英語活動
兩位外籍英語老師聯同英語大使定期於午會時段
為全校同學主持多元化的英語活動。

兩位外籍老師亦訓練英語大使在表演
有趣的英語話劇。

英語小司儀在台上帶領全校同學
唱英文歌和進行英語遊戲。

同學們投入參與英語遊戲活動。

今年家長日，兩位外籍老師和同學在英語室進行有趣的英語活動，
他們一起做手工和進行無火烹飪活動，同學們在遊戲中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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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乒乓球
乒乓球隊於本年1月12日參加了
由林大輝中學所舉辦的全港小學乒乓
球邀請賽，男子隊更獲得銀碟殿軍。
男女子隊成員合照

男子隊更獲得
2019 年度銀碟
殿軍

七校太極聯校大匯演
在1月26日，本校聯同六間本會屬
校，包括：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聖公會
呂明才紀念小學、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聖公會仁立紀念小
學及聖公會基恩小學，假聖公會仁立紀
念小學舉行七校太極聯校大匯演。

全級五年級學生
表演集體太極操
主風全體師生合照

本校小五全級學生及太極刀精英
隊成員為本校的表演代表。活動當
日雖然天氣炎熱，但是學生們仍能
夠上下一心，表演出隊形整齊及動
作統一的太極操。
太極精英隊合照

太極精英隊表演太極刀

太極講座
2008年奧運會北京武術比賽──太極拳、太極
劍兩項全能銀牌得主黑志宏教練於3月5日，在本校
禮堂舉辦太極講座，分享心得及與學生進行同樂。

足球
足球隊於5月5日參加了由沙田體育會主辦的
「沙田青幼苗五人足球邀請賽2019(高級組)」，奪
得碟賽殿軍。

沙田青幼苗五人足球邀請賽2019

第27屆水運會
本校於4月3日假城門谷游泳池舉行首個校內水運會。活動當日，除了個人項目之外，還增設校長、師生接力比賽
及親子比賽。台上台下積極投入，每當看見自己的同學或老師進行比賽時，觀眾們都為他們打氣支持！

運動員比賽投入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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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嘉賓與鄭校長合照

親子比賽

師生接力比賽

學與教

育科

急救課程
本校全班小五及小六學生參加由聖約翰救護機構推行的免費急救課程先導

計劃，學習基本的急救知識，學生獲益良多。

西方民族舞
本校西方民族舞蹈隊參加了本年度第55屆學校舞蹈節小學西方舞組比賽，奪得了甲級獎。

比賽後留影……

比賽剪影
比賽前的預備

學生與團長交流

賽馬會滘西洲高Fun 小球手歷程
40多名小二至四年級的同學於1月至5月參加滘西洲主辦的「賽馬會滘西洲高Fun 小球手歷程」； 於「里程一」
階段，學生鍛鍊身體協調、認識高爾夫基礎及揮桿技巧。通過評核，當中12位同學於暑期晉升「里程二」;當學生完
成74小時的課程，評核合格，就可以成為全面的高爾夫小球手，隨意享受哥爾夫球運動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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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藝 術科
舊物再造創作比賽
這學年，本校視藝組於下學期首次舉行「舊物再造創作
比賽」，反應熱烈，作品超過一百份。學生和家長透過家居

高組冠軍：貪靚鱷魚

低組冠軍：豬年掛曆

舊物或棄置物品，循環再造，創作出以動物為題的裝飾品。
參賽作品都各具創意，有的更具實用功能呢！

得獎名單如下：
低年級 (一至三年級)
冠軍
1A胡雅琳及家長
亞軍
1D陳梓朗及家長
季軍
2D蔣昕彤及家長
冠軍
亞軍
季軍

高年級 (四至六年級)
4A陳愷晴及家長
4D潘 鋑及家長
4A鄭彥博及家長

香港漫畫星光大道2019
本校同學於3月26日參加了由香港動漫畫聯會主
辦的「香港漫畫星光大道-學生導賞團及工作坊」。
香港漫畫星光大道進行了一系列優化工程後，添加
了一系列新裝設及展品，學生能欣賞到更多漫畫角
色的圖像和原畫。在導賞員的講解下，學生對於香
港漫畫的歷史、漫畫家的背景及漫畫人物的特色亦
為鼓勵學生創作漫畫，工作坊讓學生有嘗試繪畫漫畫人物
的機會，亦教授了一些用筆技巧和製作動畫的基本知識，
學生都投入地創作。

有更深的理解。

主風視藝創作展
本校視覺藝術組於家長日舉辦了藝術作品
展覽活動，當日，讓家長欣賞孩子們豐富的藝
術成果。
在展覽裏，同學及家長欣賞到不少藝術
創作─「傳承中國藝術」、「向藝術家致敬」、「戲偶製作及故事演出片段」、「大自然的美態」、「主風新創
意」及「舊物新造創作比賽」的作品等。同學們用心的創作，老師悉心的佈置，令每位參觀者都目不暇給。

傳承中國藝術

有趣的立體造型
戲偶製作

玻璃大門的「補子」設計吸引
家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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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物再造創作比賽」的作
品及二年級的「玩具衣服」
足見同學的心思。

五年級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動』
起來」的課程中，同學學習製作粵劇面
譜及頭飾，一位位小生、花旦、淨角、 四年級的「韓國杖鼓設計」
丑角，甚至大老官都活現眼前。
讓學生認識別國文化。

向藝術家致敬

我們模仿藝術家的創作技法外，也學
習他們處事細膩及堅毅不屈的精神。
同學在工作坊製作「襪
偶」、「光影偶」及「海
綿偶」。創作人以第一身
演繹，學習操控戲偶的動
態及聲調，嘗試提起觀眾
的興趣和幻想，帶動情
緒，令角色更鮮明。

親親木偶「身」體驗戲偶實踐計劃
組員的結業演出，透過大電視，家
長可欣賞幕幕精采的片段。

資
科
技科
訊
聖公會聯校

學與教

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五年級同學於3月2日參加了「聖公會聯校機械
人冬季奧運會」。本校參與其中的「冰壺賽」，同
學要利用設計機械人程式來控制它的力度及角度等
等。是次活動，同學得到了「一等獎」，實在是莫
大的鼓舞!

鄭校長到場為參賽

同學打氣

參賽同學與機械人

五年級學生於4月13日參加了由沙田培英中學主辦的
「STEM日營」。當日由培英的大哥哥、大姐姐帶領同學處
理「數學」、「科技」與「科學」領域的任務。各人在校
園遊走大半天，終於齊心合力完成所有任務。是次活動寓
教於樂，大家都獲益良多。

同學戴上護目鏡進行「科
學」部分的血液實驗

全港中小學
創新科技大賽2019

是日參與活動的同
學
由培英的大哥哥帶
領
活動，謝謝你啊!

「科技」領域的同學
砌了一輛mBot車呢

全港中小學
INCHWORM尺蠖蟲競技賽

六年級同學於4月6日參與由全港十八區家
長教師會聯會主辦之「全港中小學創新科技大賽
2019」，同學發揮創意設計了一輛以micro:bit為主
控部件的「自動導航車」。

同學們需自行組裝及編程
「自動導航車」。

沙田培英中學STEM日營

導航車需沿黑線繞圈競

速。

PaGamo
四至六年級同學於5月4日參加由e2Sports塊
學同盟舉辦的PaGamo比賽，希望透過電競遊戲
模式，多學習各科知識。此活動共有約一百名小學
生參加，而本校亦派出八名同學參賽。賽程分為初
賽、準決賽及決賽。經過一輪激鬥，本校4A班李
考峰同學勇奪小學組(三至四年級)季軍，而6D班王
頌喜同學則奪得小學組(五至六年級)第六名！

五年級同學於4月13日參與由東莞工商總會劉百
樂中學及INNOPARK LIMITED合辦之「全港中小學
INCHWORM尺蠖蟲競技賽」。同學們要利用micro:bit編
程去控制伺服馬達，配合地毯的磨擦力，製作出一條能爬
行的電子蟲。

同學們成功完成組裝「

電子蟲」。 測試「電子蟲」能否因應環境
光暗變形以爬過障礙物。

2018至2019年度
全港中、小學無人機比賽
本校五年級同學於5月4日參加了由學校領導課程同學
會及香港四軸機競速會舉辦之「2018至2019年度全港中、
小學無人機比賽」。同學們需以編程形式編擬無人機飛行路
線，並以計時方式完成不同關卡的任務。最終，本校從37隊
中脫穎而出，奪得殿軍。

認真量度每部
參賽同學到達九龍灣國際展貿 份之距離。
中心比賽埸地。

同學們自行搭建的
模擬比賽場地。

恭喜4A班李考峰同學！

最終在37隊中脫穎而出，喜獲殿軍殊榮。
等待比賽的同學都有點
緊張和興奮。

賽前最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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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科
查篤撐兒童粵劇
本學年音樂科與查篤撐兒童粵劇協
會合作，在校成立「童唱戲曲」小組。
小組成員為小一至小三同學，通過有系
統的專業訓練，有助學生提昇自信心和
言語表達能力。
農曆新年前，本校五年級15位同學亦
參加了粵劇培訓班，於1月27日在青衣長
發商場參與「三代大使-查篤撐粵曲報佳
音」。學生當日表演精彩，現場獻唱「五
代同堂」及 「恭喜恭喜」報佳音。

香港音樂節比賽
第七十一屆香港音樂節已經完滿結束，本校同
學共獲得1項冠軍，2項亞軍及2項季軍，優良獎狀31
項，而良好獎狀則有19項。而本校節奏樂隊更榮獲初
級組節奏樂季軍。

本校節奏樂隊於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榮獲初級組節奏樂季軍

獲獎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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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科

學與教

「數碼閱讀日記」
為推動「電子閱讀」風
氣，本校參加了由聖公宗(香
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暨屬校圖
書館主任主辦的2018-2019
年度優質教育基金-「數碼
閱讀日記」 啟動禮活動。此
活動於3月29日假聖公會聖
十架小學舉行。本校的圖書館管理員於場內設置了「電子閱讀圖書及校內閱讀策略成果」分享展，為來賓講解電
子閱讀(包括AR圖書)及校內閱讀策略等。同學們積極投入地進行講解及示範，他們的表現吸引了不少來賓駐足欣
賞，包括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先生及彭培剛法政牧師。

2019響應世界閱讀日
本校於本年4月27日參加了由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主辦的「2019響應世界閱讀
日」活動。活動當日，本校老師帶領學生到聖
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參與不同的閱讀活動及攤位
遊戲。同學們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及遊
戲，例如:「童詩童畫」、"Story Monster”、
入活動並獲得不少獎品。

同學們積極投

「邊讀‧邊煮‧邊寫」等等。他們在遊戲中學習

同學與故事中的主角
「小紅帽」留影。

到豐富的知識，亦提昇了閱讀的興趣。

作家講座
本校於4月11日邀請了本地著名兒童繪本作家菜姨姨到
校與小一至小三同學進行故事分享及閱讀活動，同學們都專
心聆聽及積極回應菜姨姨的提問。
另外，本校亦於5月14日邀請了「小麥姐姐」到校與小
四至小六同學分享「查理九世」的故事及進行互動遊戲，同
學們都聽得津津樂道。

親子閱讀日(家長日)
本校圖書館分別於上、下學期的家長日為
同學提供了一系列的閱讀活動，包括：書展、
「好書齊分享」、「越讀越有營」及「創意
DIY」。同學們均十分投入當天的活動。

越讀越有營

創意DIY

親子讀書會

為鼓勵親子閱
讀，本校舉辦了三次
的「親子讀書會」。
「親子讀書會」利用
繪本圖書並結合多元
化的延伸活動(盆景
製作、風箏製作及茶
藝甜品製
作)傳遞精
神健康及正
向生命教育
的訊息。

地
家長及同學們專注
箏
風
作
製
學習

們已預備好製
戴上手套，我
作茶藝甜品。

親子合力
放風箏

我的小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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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訓 輔組

盡心盡意獎勵計劃
下學期，訓輔組共推行了兩
次換領教師送出禮物的活動，同
學們反應熱烈，午飯後的小息紛
紛來到操場入紙抽籤換領老師送
給他們的禮物。主風的老師對學
生有着無比的愛心與支持！

大家一起討論
哪份禮物最合
自己的心意！

小朋友們興高采烈
地來挑選她們心儀
的禮物。

老師能量卡
老師為了鼓勵有進步的學生，於下學期特設「老師能
量卡」環節，老師可挑選心目中想鼓勵的學生，然後送贈
能量卡給他們，同學憑咭就可獲得一次擲骰子的機會，以
獲取額外的嘉許券！

這是老師們送出的
禮物，很豐富呢！

你看！我們得到很
多張嘉許券啊！我
們都是好孩子！

全方位成長課

我擲骰子擲得「6」，
可以獲得6張嘉許券，
很開心呢！

本校透過周會及成長
課，分別從「級本」及「班
本」層面教導學生正確的價
值觀和態度。周會內容會按
學生成長所需，分級進行；
而成長課則設不同課題於班
內進行，班主任可與學生多
作分享及討論。高年班更以
「生活事件簿形式」，配合周會內容，針對特定的價值觀或學生
需要，讓學生進行個人反思及學習解決問題。

同學進行小組討論。

周會課進行情緒教育互動
劇場 ──奇幻解憂樹

多謝老師的鼓勵，利用能量卡，
可以獲得擲骰子的機會，獲取額
外更多的嘉許券呢！

主風發現號

為促進學生的身心靈發展，培養他們有正
向思維及積極的態度。本校舉辦「『主風發現
號』挑戰者計劃2019」。
透過一系列不同形式的學習體驗及歷奇活
動，提升他們的體能、組織能力及溝通技巧。

同學進行健球活動

會商討
由導師帶領開
。
排
安
務
服
義工

同學學習拍攝技巧、進行實習。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
為增強學生自信及抗逆
力，四年級「成長的天空」同
學於3月8日至3月9日在香港
小童群益會白普理營參與了再
戰營會。他們最深刻的是夜行
活動，他們在黑暗中體驗團隊
合作的重要性。

同學拍攝記錄
長洲的特色。

活水行親子
步行籌款
再戰營會-夜行

此外，他們於3月30日到
西貢青協戶外訓練營參加了親
子日營。透過不同的親子活
動，如親子攀石及尋親遊戲，
促進了親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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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品嚐長洲的美食，
很滋味！

成長的天空親子日

營

本年4月13日，19位學
生及17位家長在馬鞍山海
濱長廊參加了「活水行步行
籌款活動」，共籌得9,160
元。各隊親子十分落力，互
相分工合作肩擔沉重的水
桶。參加者雖然肩膀酸痛了
數天，但覺得是次活動具意
義，使他們學會珍惜食水。

校風與支援

公益少年團
本校於農曆新年前舉行了「環保為公益」清潔活動，每位同學以行動支
持公益金，他們為課室進行「大掃除」清潔活動 ，藉此培養愛護校園的精
神及盡公民的責任，此活動為公益金共籌得港幣10,125元。
另外，各團員參與不同的社區義工服務。包括：1月19日，10對親子參
與由社會福利署北沙田綜合家長服務中心與盛記義工團合辦「全城送暖大行
動」，探訪獨居長者。同學表示日後會多關心身邊的長者。3月30日，11名
團員參加了「海岸清潔」活動，他們一行到烏溪沙海星灣進行清潔。活動令
學生認識到垃圾對海洋的影響及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從而提升他們對保護海
洋的意識。4月14日，8名團員在學校操場參與了由聖基道兒童院舉辦的關
愛同聚嘉年華，他們負責協助「愛心投球」遊戲攤位。透過遊戲讓他們與社
區人士互相連繫，而且學會關愛他人的技巧及方法。

「愛心投球」遊戲攤位

「實踐健康生活方式──透過視像資源強化
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精神健康研討會」
教育局於5月9日為全港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舉辦研討會。本校承蒙教育局邀請擔任研討會的
嘉賓，分享試教教育局新製作的視像資源《在情在理》的實踐經驗。
黃家敏主任分享本校成長課的安排，而吳麗芳主任和歐綺霞老師分享五年級兩個課題的教學
經驗，內容分別是「尊重及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以正面價值觀和態度面對學業壓力」。

學 生 支 援組

於5月9日應教育局邀請，
出席分享會。

。

三位老師分享教學經驗

導盲犬講座

為了培養學生對導盲犬的認識，
本校邀請「香港導盲犬協會」人員於
4月18日到校，向一至三年級學生介
紹導盲犬為視障人士服務的工作，加
深了學生對導盲犬的認識。
當天邀請了一名視障人士及她的導盲犬上台，介紹有關導盲犬的種類、正確相處的方法，更即場示範導盲犬
如何協助視障人士解決的日常生活需要，讓更多學生了解導盲犬的正確信息，建構一個友善的傷健共融環境。

魔術腦朋友
5B班唐淮杰為同學們表演魔術及
說故事，大家都聚精匯神地欣賞。

本校於上學期試後活動期間，邀請路德會
清亮中心到校舉辦了一次「魔術腦朋友」活
動。當天毛姑娘及湯川哥哥為一至三年級學生
進行故事分享及魔術表演。他們通過故事及魔
術讓同學明白不同情緒與自己的關係，認識管
理負面情緒的方法。

6D班鍾文皓邀請一名一年
級同學參與他的魔術表演

另外，參加了本校魔術小組進階班的4名五、六年級的學生，即場進行了魔
術表演，他們還一邊表演魔術，一邊分享故事，全場同學們都看得津津有味。
湯川哥哥為同學們表演魔術
及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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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視藝

本校5B李欣情及5B馮雅
彥接受聖公會聖基
道兒童院同心牽之邀請
，於4月14日關愛同
聚嘉年華表演長笛二重
奏《真的愛你》。

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學會及中國教育學會美術教育專
業委員會合辦
2018年全國中小學生幼兒優秀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大賽
作品:《MISU 城市》銀獎
6D羅景昌
作品:《花花世界》銅獎
GNET STAR
第7屆「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2018
中童組(環保袋設計)銀獎
4B葉曉恩
中童組(黏土創作)金獎
香港兒童音樂及藝術協會HKCMAA
香港青少年視藝大賽 2018(秋季)
P4綜合美術組-季軍
4B葉曉恩
P4西洋畫組-優異獎
I can Education Centre and KidSto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我的夢想樂園」全港繪畫比賽
高級組-銀星
4B葉曉恩
沙田民政事務處
沙田區「單車勿亂泊」填色及橫額連標語創作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2B戴耀華

各項比賽得獎紀錄

音樂科
港青樂術協會
第八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三級鋼琴組第二名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初級二胡獨奏冠軍
三級鋼琴獨奏亞軍
初級二胡獨奏亞軍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低年級節奏樂季軍
優良獎狀31項
良好獎狀19項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第七屆國際公開音樂大賽
鋼琴ABRSM考試組別二級
第三名

6C莫詠琳

5B潘瑞宏
6C莫詠琳
4D潘瑞麟
3C盧冠承
低年級節奏樂隊

學術
3A廖詠恩

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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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教育發展協會、香港教育發展協會與城市智
庫教育研究中心
2019粵港澳大灣區粵語朗誦大賽(香港賽區)
2D鄭懿爽
初小組冠軍(粵語)
5B李欣情
高小組冠軍(粵語)
5B楊紫琳
高小組冠軍(粵語)
6B陳紫湮
高小組季軍(英語)
5B黎樂堯
高小組季軍(粵語)
漢語聖經協會
2019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普通話集誦隊
2019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朗誦亞軍
2C張家成 5D張家榮
歌詞朗誦亞軍
5B楊紫琳
二人朗誦亞軍
6D李煒詩 6D鄧穎鍶
一、二年級散文獨誦亞軍
1C呂恩熹
小五英詩獨誦季軍
5B鄭一力
小二詩詞獨誦季軍
2D鄭懿爽
Primary 1-3 Choral Speaking 低年級英詩集誦隊
季軍
小五、六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
小五、六普通話集誦隊
優良獎狀: 96項
良好獎狀: 2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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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姚嘉偉、6C羅希琳及
6D余灝程參加由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主辦的第22屆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分別獲
得銀獎及銅獎。

香港聖公會
書情二十載 堅信不二
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6C周建賢
中文大學學生會語文教育學會
全港小學生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4A李考峰 4D林思彤
香港婦聯
傳城「二十四孝」中華孝道文化問答比賽
全港小學生標語創作比賽
學校積極參與獎
4C陳泳同 5C姚可玥
傑出表現獎
5D莊凱晴 6D潘詠琳
創知中學
科學常識kahoot擂台挑戰賽
亞軍
6B區淂僖
亞軍
6D鍾承傑
創知中學
基不可失-香港小學基本法問答比賽
冠軍
6A周啟諾 6A徐心源
6A陳昱彤 6A陳嘉嬈
亞軍
6A楊尚銘 6B區淂僖
6D王頌喜 6D余灝程
季軍
6A黎健恩 6A楊卓軒
6C畢卓希 6D黃煒傑
香港專業人員協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組優異獎
2B梁芷瑤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及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2018–2019)
小六組初賽個人賽銅獎
6C姚嘉偉
小五組初賽個人賽銅獎
5D雷皓竣
小五組初賽個人賽優異獎
5A張子謙 5B潘瑞宏

學生 活
民政事務總署
第 44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傑出證書
優異證書

6B區淂僖
5C朱栩鋑 6B熊偉斌
6D王頌喜 6D余灝程
良好證書
5B楊紫琳 5D陸家軒
6B陳達懿 6C謝睿
6C伍沛嘉 6C畢卓希
6C周建賢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及新城電台
「歷史文化學堂—穿梭古今香港縱橫千年蛻變」電台講
演活動
廣播劇入圍獎
5B鄭一力 5B黎樂堯
5B楊紫琳 5B李欣情
5B李嘉瑗 5D張家榮
i-Learner
i-Learner Programme
Gold Award
2B朱栩德
言論自由行
「敢言有夢」拍住上中小學辯論比賽2019
最佳合作獎
6C畢卓希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三等獎
6D歐穎欣
入圍獎
4A李考峰 6B區淂僖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HKPTU Primary Debating Competition
2nd Runners Up
5A劉慧心 5B馮雅彥
5D蔡稀桐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會會議
第七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
入圍獎
3D何卓衡 6A陳嘉嬈
6A徐心源 6A周啟諾
6B熊偉斌 6C畢卓希
6D王頌喜
2018/19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獎
6B張心柔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銀獎
6D鍾承傑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銅獎
6A李思穎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異獎
5B張梓琳 6A盧靜宜
6A徐心源 6B蔡宛容
6D李卓桐 6D潘詠琳
第七屆聖公會小學
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冰壺項目-一等獎
5A韓佩霖 5A曹天兒
5B鄭一力 5B潘瑞宏
學校領導課程同學會及香港四軸機競速會
2018至2019年度全港中、小學無人機比賽
小學B組-殿軍
5A韓佩霖 5A雷承安
5A曹天兒 5B鄭一力
5B潘瑞宏
E2Sports
e2Sports《塊學聯盟》×
香港01《武備志》2019公開賽
小學I組-季軍
4A李考峰
香港理工大學、十八區中學合辦
2018至19年度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沙田區)
創意解難(全港)季軍
6C羅希琳 6C姚嘉偉
創意解難(沙田區)冠軍
6C羅希琳 6C姚嘉偉
銅獎
6C羅希琳 6C姚嘉偉
6D余灝程
優良獎狀
5A張子謙 5B鄭一力
5C鄧兆焮 5D張家榮
5D陸家軒 6B李佳堂
6C謝卓桓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聖公會小學第22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C姚嘉偉
銅獎
6C羅希琳 6D余灝程

動組

學生成就

體育科
樂武跆拳道會全港品勢邀請賽
速度競技S73組-亞軍
3C黎家恩
個人品勢色帶組-季軍
沙田民生關注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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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陳愷晴
校際組
獨舞高級花步RUMBA -亞軍
獨舞高級花步SAMBA - 亞軍
獨舞高級花步Jive - 冠軍
獨舞高級花步CHACHACHA冠軍
國際少兒表演藝術發展公司
星藝盃 2018
1D梁楚喬
初小組
群舞-最佳表現獎
群舞爵士舞-金獎
群舞爵士舞-銀獎
雙人爵士舞-銀獎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JuVENILE & YOUTH SOLO 4A陳愷晴
CHACHACHA-冠軍
同步 RUMBA - 亞軍
SOLO JIVE- 亞軍
SOLO PASO DOBLE-亞軍
SOLO SAMBA-季軍
CHACHACHA-季軍
JIVE-季軍
SOLO RUMBA-FINALIST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小學一/二年級組
1D梁楚喬
爵士舞群舞-冠軍
爵士舞、現代舞、HIPHOP舞雙
人及三人舞-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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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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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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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組-冠軍

4A江俊朗
6B鄭璟霖
6D葉桓彬
4A陳心予
6A梁藝洋
6D戴頌揚

4D梁梓烽
6C吳承熹
6D黃煒傑
5B楊芷瀅
6C羅希琳
6D黃卓琪

ADSC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香港區會)
元朗區體育節2018
兒童及青少年組
4A陳愷晴
SOLO PASO DOBLE - 優異
單人CHACHACHA- 第四名
元朗區議會、元朗區體育會、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元朗區體育節2018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SDM及現代農場盃
JUVENILE & YOUTH SOLO 4A陳愷晴
CHACHACHA-冠軍
SOLO JIVE - 冠軍
SOLO PASO DOBLE - 冠軍
SOLO RUMBA - 季軍
SOLO SAMBA-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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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遠-第二名
6C 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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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遠-第八名
6A 黎詠珈
香港華人曲棍球聯會、香港硬地曲棍球總會
菁苗盃五人曲棍球邀請賽
沙田隊-第三名
3A盧丞捷 4C盧靜雅
6A盧靜宜 6B蘇栢盈
香港舞蹈總會、澳洲聯邦舞蹈教師協會
袋鼠盃舞蹈比賽2018
Children Freestyle - SILVER 1D 梁楚喬
天主教聖華學校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A楊卓軒 6C丘正
6D賀美棋 6D李卓桐
中港國際舞蹈體育協會
第十九屆標準舞及拉丁舞計分賽2018
U10 Pair C/R- 第三名
5A 黃嘉愉 5D李美儀
U10 Pair 3 Dance Latin 第四名
U10 Solo C/R - 第九名
5A黃嘉愉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第2屆新界東童軍陸運會
兒童高級組
4B 江之琳
女子跳遠-季軍
顯理體育會柔道部
顯理柔道錦標賽2019
冠軍
3C 羅力臻
德藝體育舞蹈學會
第五屆德藝盃體育舞蹈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Solo Ru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Solo Jive 冠軍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組西方舞(群舞)甲級獎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賽馬會全城躍動活力跑
跑畢全程

4A邱潔琳
4B張馨文
4C林樂兒
4D蔡紫澄
5A鍾文俊
5A張祖銘
5B方梓鋒
5D陳嘉晞

4B朱雅琦
4B鄭凱欣
4D姚紫穎
5A文彥祺
5A黃嘉愉
5B李嘉瑗
5D李美儀
5D黎采盈

3B王焯謙

六年級教育營於1月23日至25日假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進行。同學親身到大澳
漁村作文化生態導賞遊，更可品嚐當地美食。另
外，同學亦在沙灘上，以海洋生物為主題，進行
緊張刺激的堆沙大賽。

1D 邱嘉瑩

山西華晉舞劇團於2月19日到校表演，演出11項精彩的節目。
最後，學生更可即場接受舞蹈員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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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 共建

關 愛 校 園 家長教師會
家長義工回校預備水果

水果日
家教會響應全港學界健康飲食在校
園，與常識科合辦「開心水果月」活
動。學校鼓勵學生每日帶水果進食，當

其中

家長和學生都樂在

累積一定蓋印，即可於4月10日水果日
到禮堂享受由家教會準備的水果，體現
「水果食兩份，健康攞滿FUN」。

水果，
家教會預備了多種
。
味
有
津
津
得
同學吃

家長也敬師

大家都很投入，

充滿歡笑。

家長班代表會

家長教師會於5月8日午會時間舉行「家長也敬師」活動。家教
會委員代表全校家長們致送「家長也敬師」感謝狀，並將親手製作
的手工皂送予每一位老師。高年級班代表上台帶領同學們獻唱《良

為擴闊家長的聯絡網及加強彼此間

師頌》以表心意。台上台下積極投入，每當看見自己敬愛的老師到

之溝通，學校於本年度新增設「家長班

台上接受學生的心意卡時，他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代表會」，每班一名家長代表，負責聯
絡家長，並透過定期聚會向學校反映意
見，成為該班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學生代表上台獻唱
《良師頌》

家教會主席送上
敬師禮物

學生代表送上心意卡

家長班代表於會議後來張大合照

學生的心意卡化成一顆愛心

家教會執委合照留念

親子旅行
為創設更多親子相處的時光，
家長教師會於5月13日舉行「馬灣
公園、迪欣湖、富豪酒店自助餐一
天遊」，行程包括漫步迪欣湖邊，
親子同樂

與家人於湖上划船；探索馬灣公園
生態，觀賞七色彩色牆。午膳於富
豪酒店享用自助餐，老師、家長和
學生一同渡過愉快充實的一天。

旅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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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念

中獎家庭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