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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思思校長

「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 。」（哥林多後書5:9）「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 。」（哥林多後書5:9）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

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
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
敬父母。』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敬父母。』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
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馬可福音10:17-31）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馬可福音10:17-31）

從經文得知，這位青年財主具備了廿一世紀優秀人才的素質，其中包括：從經文得知，這位青年財主具備了廿一世紀優秀人才的素質，其中包括：

1. 主動學習1. 主動學習——跑來求問耶穌跑來求問耶穌

2. 具高階思維2. 具高階思維——懂得追問永恆價值事物懂得追問永恆價值事物

3. 具良好的德育及公民教育3. 具良好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自小謹守律法自小謹守律法

4. 具良好的溝通能力4. 具良好的溝通能力——與耶穌對答如流與耶穌對答如流

5. 具圓滑的人際關係5. 具圓滑的人際關係——懂得稱呼耶穌為良善的夫子懂得稱呼耶穌為良善的夫子

因著青年財主的才華，耶穌本來也喜歡他，可惜，他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因著青年財主的才華，耶穌本來也喜歡他，可惜，他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貪戀錢財。當貪戀錢財。當

耶穌要求青年財主撇下一切來跟從他時，青年財主雖然認識永生的事，但心靈和肉體卻不願意耶穌要求青年財主撇下一切來跟從他時，青年財主雖然認識永生的事，但心靈和肉體卻不願意

承擔責任，不願意跟隨耶穌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寧可選擇成為一個自私承擔責任，不願意跟隨耶穌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寧可選擇成為一個自私

的人，只貪戀今世的財寶，放棄屬天永恆的生命。看深一層，其實他擁有的才華和財富，本該的人，只貪戀今世的財寶，放棄屬天永恆的生命。看深一層，其實他擁有的才華和財富，本該

也不屬於他的，因為萬物皆從主而來，我們當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而耶穌說只要把一件好事也不屬於他的，因為萬物皆從主而來，我們當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而耶穌說只要把一件好事

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等如做在耶穌的身上，意思是要我們用愛心彼此關懷，互相服待。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等如做在耶穌的身上，意思是要我們用愛心彼此關懷，互相服待。

所以，在歲首的時間，讓所以，在歲首的時間，讓

我們懷著感恩的心，一同來立我們懷著感恩的心，一同來立

下志向，好好運用主所賜給我下志向，好好運用主所賜給我

們各人的生命、錢財、時間、們各人的生命、錢財、時間、

才華和恩賜來服侍和祝福身邊才華和恩賜來服侍和祝福身邊

的人，作個事主愛人的人，這的人，作個事主愛人的人，這

樣才算符合主的心意。阿們！樣才算符合主的心意。阿們！

新年立志新年立志
Youtube IG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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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主風新丁遊學月的由來
新冠疫情肆虐近兩年，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陷入停課及上網課的輪迴，現時則維持半日面授課堂。對於21/22年新冠疫情肆虐近兩年，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陷入停課及上網課的輪迴，現時則維持半日面授課堂。對於21/22年

小一入學的新生來說，由幼稚園過渡至小學，遇上的困難一定比自己師兄師姐多。小一新生均面對寫字困難、學習環小一入學的新生來說，由幼稚園過渡至小學，遇上的困難一定比自己師兄師姐多。小一新生均面對寫字困難、學習環

境及老師的改變，再加上熟悉的同學各散至不同的小學，令他們變得擔心和恐懼。境及老師的改變，再加上熟悉的同學各散至不同的小學，令他們變得擔心和恐懼。

因此，本校在整個九月推行「主風新丁遊學月」，實行不一樣的幼小銜接課程。學生不用帶任何書本，沒有任何因此，本校在整個九月推行「主風新丁遊學月」，實行不一樣的幼小銜接課程。學生不用帶任何書本，沒有任何

作業功課，每天只需要期盼學甚麼、做甚麼！學校老師重新設計課程，務求讓新生在開學的第一個月能透過射箭、歷作業功課，每天只需要期盼學甚麼、做甚麼！學校老師重新設計課程，務求讓新生在開學的第一個月能透過射箭、歷

奇活動、繪本故事、攀爬活動等，學習自律和適應小學的生活。奇活動、繪本故事、攀爬活動等，學習自律和適應小學的生活。

中文中文
透過遊戲讓學生認識漢字的基本筆畫、字形結構、執筆方法和寫字姿透過遊戲讓學生認識漢字的基本筆畫、字形結構、執筆方法和寫字姿

勢，提升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勢，提升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英文英文
透過繪本、兒歌和課堂活動，重溫英文字母，學透過繪本、兒歌和課堂活動，重溫英文字母，學

習課堂基本用語及簡單的英文對話。習課堂基本用語及簡單的英文對話。

數學數學
小一學生透過校園遊蹤及比較活動，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例如小一學生透過校園遊蹤及比較活動，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例如

順數、倒數、單數、雙數、次序、圖形和數量等，並應用在生活中。順數、倒數、單數、雙數、次序、圖形和數量等，並應用在生活中。

主 風 新 丁 遊 學 月

學生運用iFloor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學生運用iFloor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

老師和學生與自己製作的老師和學生與自己製作的
「小豆丁」拍照留念。「小豆丁」拍照留念。

學生在課堂上練習字形操。學生在課堂上練習字形操。

學生製作的小手工。學生製作的小手工。

學生一起用「口唱書空」形式學生一起用「口唱書空」形式
學習筆順。學習筆順。

學生運用自製的咪高峰作小分享。學生運用自製的咪高峰作小分享。

從生活中學習數學的概念（數圓圈）從生活中學習數學的概念（數圓圈）

Greetings WSGreetings WS

佳作佳作

透過字形操，學生能透過字形操，學生能
掌握字形結構。掌握字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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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常識
透過跑出校園活動（參觀社透過跑出校園活動（參觀社

區）讓學生認識學校及附近的社區）讓學生認識學校及附近的社

區，幫助學生熟悉校園及附近的環區，幫助學生熟悉校園及附近的環

境，培養基本的自理能力。境，培養基本的自理能力。

圖書圖書
在兩次繪本閱讀活在兩次繪本閱讀活

動中，透過聆聽或分享動中，透過聆聽或分享

故事，培養閱讀興趣，故事，培養閱讀興趣，

讓學生明白不同的道讓學生明白不同的道

理，以及做事不放棄和理，以及做事不放棄和

謙卑的品格。謙卑的品格。

體育體育
透過各類集體透過各類集體

遊戲（健球、射箭、遊戲（健球、射箭、

歷奇等），增進與歷奇等），增進與

同學的感情，培養同學的感情，培養

團體合作精神。團體合作精神。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與圖書科協作，學與圖書科協作，學

生製作屬於自己的「小生製作屬於自己的「小

豆丁」，陪伴他們上豆丁」，陪伴他們上

學，讓學生能盡快熟悉學，讓學生能盡快熟悉

學校的環境。學校的環境。

主 風 新 丁 遊 學 月

老師和學生與自己製作的老師和學生與自己製作的
「小豆丁」拍照留念。「小豆丁」拍照留念。

射箭射箭

戶外學習總結戶外學習總結

「小豆丁」設計圖及簡介。「小豆丁」設計圖及簡介。

蔡姨姨到校跟學生分享故事。蔡姨姨到校跟學生分享故事。
健球健球

佳作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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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道傳媒報道
本校得到不同的電視台、電台、紙媒及網媒報道是次的活本校得到不同的電視台、電台、紙媒及網媒報道是次的活

動。其中有線電視的「小事大意義」節目製作團隊為本活動拍成動。其中有線電視的「小事大意義」節目製作團隊為本活動拍成

一個特輯。 一個特輯。 

家長意見家長意見
超過九成的小一家長都認同本校進行的「主風新丁遊學月」活動能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生活，並欣賞本校的教超過九成的小一家長都認同本校進行的「主風新丁遊學月」活動能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生活，並欣賞本校的教

師團隊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師團隊所設計的教學活動。

其他傳媒報道
‧‧星島日報星島日報

‧‧PCMPCM
‧‧香港電台香港電台

詳見本校Facebook及網頁詳見本校Facebook及網頁

音樂音樂
專為遊學月而創作的專為遊學月而創作的

主題曲「小一寶寶長大主題曲「小一寶寶長大

了」，幫助學生建立對學了」，幫助學生建立對學

校的歸屬感。校的歸屬感。

Oh! 爸媽Oh! 爸媽
https:/https://youtu.be/agF-ZTxAnPM/youtu.be/agF-ZTxAnPM

無線電視無線電視
https://youtu.be/rP5grlZC1Dkhttps://youtu.be/rP5grlZC1Dk

有線電視有線電視
https://youtu.be/mugvsn06UHghttps://youtu.be/mugvsn06U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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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帶着別具特色的燈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帶着別具特色的燈
籠及穿上應節華服的一至六年級學生安坐課室收看直播籠及穿上應節華服的一至六年級學生安坐課室收看直播

節目節目——《月滿主風迎中秋》，節目於禮堂進行，當日節《月滿主風迎中秋》，節目於禮堂進行，當日節

目內容包括：「主風掏寶」、「環保STEM小手工目內容包括：「主風掏寶」、「環保STEM小手工——嫦嫦

娥奔月」、「相聲」、「樂器介紹」、「老師廚房娥奔月」、「相聲」、「樂器介紹」、「老師廚房——甜甜

品惜食」、「護脊操」及「校長SECRET」，學生能感受品惜食」、「護脊操」及「校長SECRET」，學生能感受
及體驗中國傳統節日氣氛，建構不一樣的學習經歷。師生及體驗中國傳統節日氣氛，建構不一樣的學習經歷。師生

「樂於學習」，學生「學會學習」，老師亦「樂此不疲」。「樂於學習」，學生「學會學習」，老師亦「樂此不疲」。

月 滿 主 風 迎 中 秋C.A.S.T.

學生化身嫦娥，提着花燈到禮堂參與活動。學生化身嫦娥，提着花燈到禮堂參與活動。

常識科配合視藝科製作環保STEM小手工常識科配合視藝科製作環保STEM小手工——奔月任務，奔月任務，
學生以環保紙製作嫦娥，並以閉合電路製作奔月狀態，學生以環保紙製作嫦娥，並以閉合電路製作奔月狀態，

小手工既環保又有趣。小手工既環保又有趣。

音樂科老師以小提琴、古箏及揚琴奏出中秋經典金曲，包括《月光光》、《月亮代表我的心》及音樂科老師以小提琴、古箏及揚琴奏出中秋經典金曲，包括《月光光》、《月亮代表我的心》及
《MOONNIGHT》，讓欣賞直播的學生感受中外「月亮」之美。《MOONNIGHT》，讓欣賞直播的學生感受中外「月亮」之美。

以廚餘以廚餘——麵包皮焗出的甜品麵包皮焗出的甜品
既美味又環保，讓家長及學生既美味又環保，讓家長及學生
體驗「惜食」的重要。體驗「惜食」的重要。

校長SECRET是個「鬥智鬥力」的遊戲，學生需留意校長介紹月餅的方法，從中找出竅門，通過測試的學生皆獲得傳統花燈。校長SECRET是個「鬥智鬥力」的遊戲，學生需留意校長介紹月餅的方法，從中找出竅門，通過測試的學生皆獲得傳統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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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喜訊獲獎喜訊
校方一向重視教師團隊專業校方一向重視教師團隊專業

發展，以向學生提供優質教學為發展，以向學生提供優質教學為

目標，因此積極推動及鼓勵教師目標，因此積極推動及鼓勵教師

作專業交流及分享，在教育事工作專業交流及分享，在教育事工

上追求卓越。本年度更得到多個上追求卓越。本年度更得到多個

教育組織表揚和肯定，在以下項教育組織表揚和肯定，在以下項

目獲得殊榮，為學生的學習和成目獲得殊榮，為學生的學習和成

長帶來裨益。長帶來裨益。

專業交流及分享專業交流及分享
本校教師團隊的教學表現及教學專業受到教育界肯定，因此本校教師團隊的教學表現及教學專業受到教育界肯定，因此

獲邀在以下教學組織進行專業交流及分享，把校本發展經驗在學獲邀在以下教學組織進行專業交流及分享，把校本發展經驗在學

界推展，給予同工啟示。界推展，給予同工啟示。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中文科副科主席郭曉文老師榮獲中文科副科主席郭曉文老師榮獲
教聯會教壇新秀銀獎，為她在中文科教聯會教壇新秀銀獎，為她在中文科

教學表現作肯定。教學表現作肯定。

音樂科科主席潘志煒老師音樂科科主席潘志煒老師
榮獲教協「司徒華獎」，表揚榮獲教協「司徒華獎」，表揚
潘老師透過為學生創作歌曲，潘老師透過為學生創作歌曲，

自彈自唱鼓勵學生，自彈自唱鼓勵學生，
以音樂傳頌愛。以音樂傳頌愛。

陳奕鑫副校長（資訊科技）、冼陳奕鑫副校長（資訊科技）、冼頴頴思副校長（課程）、鄭秀明主任（活動）、鄧婉媚主任（教務）及思副校長（課程）、鄭秀明主任（活動）、鄧婉媚主任（教務）及
李民亮老師（數學科科主席）以團隊身份參賽，獲得香港教育城創新教學獎。得獎題目為「自創C.A.S.T.李民亮老師（數學科科主席）以團隊身份參賽，獲得香港教育城創新教學獎。得獎題目為「自創C.A.S.T.

統整超越學科的新體驗」，帶出如何以節目形式，結合學科知識、生活技能與思維邏輯，亦同時包括非學科知統整超越學科的新體驗」，帶出如何以節目形式，結合學科知識、生活技能與思維邏輯，亦同時包括非學科知
識，如生涯規劃、價值教育，建立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從日常生活中取材，多元化的教學主題讓學生感受不同識，如生涯規劃、價值教育，建立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從日常生活中取材，多元化的教學主題讓學生感受不同

體驗，給予學生輕鬆、有趣、具創意的學習情境及活動。體驗，給予學生輕鬆、有趣、具創意的學習情境及活動。

2021年12月16日，陳奕鑫副校長及冼2021年12月16日，陳奕鑫副校長及冼頴頴思副校長應課程發展處邀請，思副校長應課程發展處邀請，
於「新任課程統籌主任」ZOOM課程中進行分享，分享《主風新丁遊於「新任課程統籌主任」ZOOM課程中進行分享，分享《主風新丁遊
學月》的理念及實施情況，把課程規劃及設計向業界展示。學月》的理念及實施情況，把課程規劃及設計向業界展示。

常識科科主席伍展鴻老師榮獲教聯會教學研究組常識科科主席伍展鴻老師榮獲教聯會教學研究組
獎項，得獎題目為「STEAM結合中文，科技中體現獎項，得獎題目為「STEAM結合中文，科技中體現
人文溫暖。」以繪本作導入，再以STEAM創作實體人文溫暖。」以繪本作導入，再以STEAM創作實體
輸出，讓學生能體驗真正STEAM教育理念。輸出，讓學生能體驗真正STEAM教育理念。

2021年12月9日，李民亮老師代表本校參賽團隊，於香港會議2021年12月9日，李民亮老師代表本校參賽團隊，於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學與教博覽2021」進行「C.A.S.T」分享，介紹本校展覽中心「學與教博覽2021」進行「C.A.S.T」分享，介紹本校
如何打破學校的教育生態，結合學科知識、生活技能與思維邏如何打破學校的教育生態，結合學科知識、生活技能與思維邏
輯，以有趣影片及直播呈現文化(Culture)、藝術(Arts)、運動輯，以有趣影片及直播呈現文化(Culture)、藝術(Arts)、運動
(Sports)、屬靈(Spiritual)、技能(Skills)及科技(Technology)。(Sports)、屬靈(Spiritual)、技能(Skills)及科技(Technology)。 2021年12月14日，一年級中文科科任郭曉文老師及廖其高老師於課程發展處2021年12月14日，一年級中文科科任郭曉文老師及廖其高老師於課程發展處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進行中文科校本課程分享，題目為《經典篇章與單元「課程領導學習社群」進行中文科校本課程分享，題目為《經典篇章與單元
結合》及《繪本教學》，展示如何把價值教育滲入日常教學中。結合》及《繪本教學》，展示如何把價值教育滲入日常教學中。66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團隊進修團隊進修

本校為教師團隊安排不同類型進修，反思求進以達自我完善，持續優化學與教表現。以下為本年度上學期曾參與本校為教師團隊安排不同類型進修，反思求進以達自我完善，持續優化學與教表現。以下為本年度上學期曾參與

的團隊進修︰的團隊進修︰

2021年9月28日，本校教師團隊與聖公會仁立小學及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參與教育局2021年9月28日，本校教師團隊與聖公會仁立小學及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參與教育局
舉辦之「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介紹如何在課堂內外推動國家安全教育。舉辦之「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介紹如何在課堂內外推動國家安全教育。

2021年9月15日，教育局語文支援組為本校2021年9月15日，教育局語文支援組為本校
中文科任舉辦「中文閱讀教學工作坊」，介紹中文科任舉辦「中文閱讀教學工作坊」，介紹
使用不同閱讀策略所帶來的教學效果。使用不同閱讀策略所帶來的教學效果。

2021年9月21日，7A班戲劇組為本校同工舉行「建立教師2021年9月21日，7A班戲劇組為本校同工舉行「建立教師
團隊精神工作坊」，讓同工透過桌遊及小組活動深入了解團隊精神工作坊」，讓同工透過桌遊及小組活動深入了解

彼此性格強項，在事工上更能互相配合。彼此性格強項，在事工上更能互相配合。

2021年11月26日，本校中文及數學科教師參加佛2021年11月26日，本校中文及數學科教師參加佛
教覺光法師中學「如何處理學生升中一在主科中的教覺光法師中學「如何處理學生升中一在主科中的
學習難點工作坊」，為學校推展「升中銜接」上作學習難點工作坊」，為學校推展「升中銜接」上作

更佳準備。更佳準備。

2021年12月9日，本校全體同工出席「2021學與教博覽」，透過專題講座及作品展覽，讓同工在2021年12月9日，本校全體同工出席「2021學與教博覽」，透過專題講座及作品展覽，讓同工在
面對這教育新常態下，反思及持續優化電子學習及混合式學習的發展。面對這教育新常態下，反思及持續優化電子學習及混合式學習的發展。

2021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小組為本校舉辦2021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小組為本校舉辦
「課堂提問工作坊」，讓同工進一步優化教學提問技巧，「課堂提問工作坊」，讓同工進一步優化教學提問技巧，

以促進師生互動。以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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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集誦隊中文集誦隊
本科為學生成立了「中文集誦隊」，以強化學生朗誦技巧，本科為學生成立了「中文集誦隊」，以強化學生朗誦技巧，

培養他們的鑑賞能力，並增強學生的自信心。集誦隊學生於多培養他們的鑑賞能力，並增強學生的自信心。集誦隊學生於多

元智能課上學習不同文章的朗誦方法，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朗誦元智能課上學習不同文章的朗誦方法，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朗誦

藝術，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學生於課堂上學習朗誦詩歌藝術，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學生於課堂上學習朗誦詩歌——

林武憲《淘氣的風》，他們都非常投入朗誦，此活動亦提升了林武憲《淘氣的風》，他們都非常投入朗誦，此活動亦提升了

他們的自信、說話能力及協作能力。他們的自信、說話能力及協作能力。

教育局「運用混合學習模式促進閱讀範疇自主學習能力」教育局「運用混合學習模式促進閱讀範疇自主學習能力」
本科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合作，運用混合學習模式，提升本科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合作，運用混合學習模式，提升

一年級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在這期間，本一年級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在這期間，本

科為一年級學生於各單元中增設經典文言選讀篇章，奠定中文基科為一年級學生於各單元中增設經典文言選讀篇章，奠定中文基

礎。此外，本科亦透過跨科協礎。此外，本科亦透過跨科協

作，提高學生的學習趣味及發作，提高學生的學習趣味及發

展學生的合作和溝通技能。當展學生的合作和溝通技能。當

天，學生正於體育課中參與「猜天，學生正於體育課中參與「猜

小雞」遊戲，以配合中文科古小雞」遊戲，以配合中文科古

詩文詩文——唐寅《雞》的教學。學生認真投入，把小雞的神態扮演得維妙維肖，並於唐寅《雞》的教學。學生認真投入，把小雞的神態扮演得維妙維肖，並於

中文課堂上嘗試聯結所學知識，加深對學習古詩文中文課堂上嘗試聯結所學知識，加深對學習古詩文——《雞》的印象。這種多元化《雞》的印象。這種多元化

的學習模式，的確令學生留下難忘的印象，也提高了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興趣。的學習模式，的確令學生留下難忘的印象，也提高了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興趣。

中 文 科

校內活動︰賽馬會「戲說文言」品德教育計劃校內活動︰賽馬會「戲說文言」品德教育計劃
本科讓六年級學生參加了本科讓六年級學生參加了

「戲說文言」品德教育計劃，計「戲說文言」品德教育計劃，計

劃以觀賞演出及學生示範課等劃以觀賞演出及學生示範課等

活動作培訓，以戲劇形式提升學活動作培訓，以戲劇形式提升學

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讓學生掌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讓學生掌

握文言文篇章內的傳統處世智握文言文篇章內的傳統處世智

慧和文化。因疫情關係，學生運慧和文化。因疫情關係，學生運

用視像形式，在課堂上觀賞戲劇《廉頗藺相如列傳》，並參與學生示範課《晏子使楚》，以有趣的戲劇方式演釋及理用視像形式，在課堂上觀賞戲劇《廉頗藺相如列傳》，並參與學生示範課《晏子使楚》，以有趣的戲劇方式演釋及理

解文言文。學生都非常投入觀看演出，亦提升了他們學習文言文的自信心。解文言文。學生都非常投入觀看演出，亦提升了他們學習文言文的自信心。

科活動：趣味壁報（二年級、六年級）科活動：趣味壁報（二年級、六年級）
為鞏固學生知識，中為鞏固學生知識，中

文科會定期於壁報貼上與文科會定期於壁報貼上與

課本學習內容相關的課外課本學習內容相關的課外

知識。學生可於小息時間知識。學生可於小息時間

觀賞趣味壁報，或透過趣觀賞趣味壁報，或透過趣

味壁報進行互動小遊戲，味壁報進行互動小遊戲，

以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以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並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並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

2020-2021「兩代情」徵文比賽2020-2021「兩代情」徵文比賽
6D何卓衡同學參6D何卓衡同學參

加由香港賽馬會社區加由香港賽馬會社區

資助計劃主辦資助計劃主辦──美荷美荷

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的2020-2021年度「兩的2020-2021年度「兩
代情」徵文比賽，勇代情」徵文比賽，勇

奪小學組冠軍，取得奪小學組冠軍，取得

佳績。佳績。

再創佳績─勇奪 再創佳績─勇奪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1」冠軍「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1」冠軍

6D古啟兆同學參加由香港競技評核總會主辦的第四6D古啟兆同學參加由香港競技評核總會主辦的第四
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1決賽，憑剛勁有力的筆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1決賽，憑剛勁有力的筆
法，龍蛇飛動，勇奪高小硬筆組及毛筆組的冠軍。法，龍蛇飛動，勇奪高小硬筆組及毛筆組的冠軍。

學生在中文課堂上學習古詩文學生在中文課堂上學習古詩文——《雞》，連結體育課所學，《雞》，連結體育課所學，
把小雞神態扮演得活靈活現。把小雞神態扮演得活靈活現。

集誦學生在課堂上留心聆聽老師集誦學生在課堂上留心聆聽老師
講解，為演出作最佳準備。講解，為演出作最佳準備。

學生於體育課中參與「猜小雞」遊戲，學生於體育課中參與「猜小雞」遊戲，
模仿小雞的神態，以配合中文科古詩文的教學。模仿小雞的神態，以配合中文科古詩文的教學。

集誦隊學生正認真投入地學習如何集誦隊學生正認真投入地學習如何
排列整齊好看的隊形。排列整齊好看的隊形。

學生正認真聆聽學生示範課學生正認真聆聽學生示範課
《晏子使楚》。《晏子使楚》。

學生正專心地觀賞戲劇學生正專心地觀賞戲劇
《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

劇組人員演技精湛，讓學生劇組人員演技精湛，讓學生
更投入於欣賞歷史故事。更投入於欣賞歷史故事。

六年級學生能認識有關猜字謎的方法，並六年級學生能認識有關猜字謎的方法，並
學以致用，完成壁報上的猜燈謎小任務。學以致用，完成壁報上的猜燈謎小任務。

二年級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二年級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
觀賞有關部首的知識。觀賞有關部首的知識。 6D古啟兆同學於眾多書法6D古啟兆同學於眾多書法

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實在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實在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6D何卓衡同學於徵文比賽中6D何卓衡同學於徵文比賽中
獨佔鰲頭，當天到頒獎典禮獨佔鰲頭，當天到頒獎典禮

領取獎狀。領取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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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in EducationDrama in Education
Drama Educat ion wi l l  cont inuously  be Drama Educat ion wi l l  cont inuously  be 

promoted in the senior level this academic year in promoted in the senior level this academic year in 
the pursuit of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the pursuit of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boosting their confidence. It is skills as well as boosting their confidence. It is 
hoped that student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hoped that student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can be fostered through acting in a play embedded can be fostered through acting in a play embedded 

with proper moral values. with proper moral values. 

To make the drama education project a success, equipping To make the drama education project a success, equipping 
our teachers with the most updated and in-depth knowledge in our teachers with the most updated and in-depth knowledge in 
drama education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us, a professional drama education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us, a professional 
drama artist who is committed to designing practical drama drama artist who is committed to designing practical drama 
workshops was invited to share his experiences in bringing workshops was invited to share his experiences in bringing 
theatre into the classroom with our teachers.theatre into the classroom with our teachers.

Blended LearningBlended Learning
Through collaborating with the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Through collaborating with the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an approach to blended learning has been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an approach to blended learning has been 
adopted in J.1 this year. We adopted in J.1 this year. We 
have been trying to integrate have been trying to integrate 
different elements purposefully different elements purposefully 
and strategically, aiming at and strategically, aiming at 
enriching students’ learning enrich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in using English. By their ability in using English. By 
being engaged in meaningful being engaged in meaningful 
learning tasks and exposed to a language-rich learning tasks and exposed to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students find it enjoyable to learn English. environment, students find it enjoyable to learn English. 

英 文 科

Online Reading Resources Online Reading Resources 
To build a strong reading culture, students To build a strong reading cultur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ad on web-based resource are encouraged to read on web-based resource 
platforms regularly, for instance, “Space Town Go!” platforms regularly, for instance, “Space Town Go!” 
and “Raz Kids”. Through reading stories, students and “Raz Kids”. Through reading stories, students 
c a n  i n c r e a s e  t h e i r c a n  i n c r e a s e  t h e i r 
language competence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exposure to a wide and exposure to a wide 
range of text types.range of text types.

Interactive Games on Display Boards Interactive Games on Display Boards 
to Promote Self-directed Learningto Promo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Different topics are picked and interactive games are Different topics are picked and interactive games are 
then designed for students of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then designed for students of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Debate TeamsDebate Teams
Our school has two debate teams: Junior and Senior, Our school has two debate teams: Junior and Senior, 

which are led by Ms Katherine and Mr Saeed respectively. which are led by Ms Katherine and Mr Saeed respectively. 
Each year, the teams participate in debate Each year, the teams participate in debate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a g a i n s t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a g a i n s t 
other schools which are other schools which are 
organised by an external organised by an external 
organisation. Last year, the organisation. Last year, the 
senior team got 4th place senior team got 4th place 
in the HKPTU Debating in the HKPTU Debating 
Competition.Competition.

Interview Training Interview Training 
for P.6 Students for P.6 Students 

Ms Sehgal helps to equip Ms Sehgal helps to equip 
P.6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they P.6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for secondary school need for secondary school 
interviews.interviews. Ms Sehgal organised mock Ms Sehgal organised mock 

interviews for P.6 students.interviews for P.6 students.Students were practising research and Students were practising research and 
presentation skills.presentation skills.

Interactive games on the English boards.Interactive games on the English boards. Students were reading stories and Students were reading stories and 
playing  phonics games from “Space playing  phonics games from “Space 

Town Go”.Town Go”.

J.4 Drama in J.4 Drama in 
Education lessons.Education lessons.

Teachers took part in “Fun in Drama” Teachers took part in “Fun in Drama” 
workshop.workshop.

J.5 and J.6 students enjoyed themselves in the musical “Singing J.5 and J.6 students enjoyed themselves in the musical “Singing 
in the Rain”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s of Kwok Tak Seng Catholic in the Rain”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s of Kwok Tak Se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Secondary School.

Drama Class during Fridays’ ECA Drama Class during Fridays’ ECA 
period.period.

After watching a video about self-After watching a video about self-
introduction at home, students introduction at home, students 
introduced themselves to one introduced themselves to one 
another the next school day.another the next school day.

J.1 students were talking J.1 student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hings they about the things they 

bring to school in a show-bring to school in a show-
and-tell activity.and-tell activity.

Working in pairs to Working in pairs to 
finish a poem.finish a poem.

Enhancing English Enhancing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languag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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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團體的支援，提升專業效能1. 專業團體的支援，提升專業效能
本校於本年度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學校改進計劃QSIP，是次項目承蒙香港本校於本年度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學校改進計劃QSIP，是次項目承蒙香港

GeoGebra學院主席GeoGebra學院主席——柯志明先生協助，與六年級同工共同進行課業設計。是次柯志明先生協助，與六年級同工共同進行課業設計。是次

設計以柯先生擅長之GeoGebra電子軟件作教學設計，以解決六年級容量與體積設計以柯先生擅長之GeoGebra電子軟件作教學設計，以解決六年級容量與體積
一課題中的教學難點一課題中的教學難點——「裝箱問題」。「裝箱問題」。

2. 數學桌遊Rummikub興趣班2. 數學桌遊Rummikub興趣班
本年度於多元智能課中加設「Rummikub數字桌遊班」。讓同學們能透過此易學難精的本年度於多元智能課中加設「Rummikub數字桌遊班」。讓同學們能透過此易學難精的

數學桌遊，鍛鍊同學們的數字感、速算及數字組合的能力。除了讓同學多接觸不同事物外，數學桌遊，鍛鍊同學們的數字感、速算及數字組合的能力。除了讓同學多接觸不同事物外，

亦可提昇同學們的數學能力。亦可提昇同學們的數學能力。

3.   第六屆圓玄一中盃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暨3.   第六屆圓玄一中盃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暨
第二屆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α分區）初賽第二屆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α分區）初賽
除了作為課餘時段的與趣班活動外，更挑選部分表現良好的同學參與校外除了作為課餘時段的與趣班活動外，更挑選部分表現良好的同學參與校外

Rummikub比賽，讓同學們能跳出框框，與他校精英互相較勁。亦能藉此培養出同學Rummikub比賽，讓同學們能跳出框框，與他校精英互相較勁。亦能藉此培養出同學
們面對困難，也能積極面對挑戰的態度。們面對困難，也能積極面對挑戰的態度。

4. 科活動：實作評量（一年級、四年級）4. 科活動：實作評量（一年級、四年級）
數學科的評估除了紙筆評估外，亦有以實物作操作的評估。一年級以直觀和並排的方式比較物數學科的評估除了紙筆評估外，亦有以實物作操作的評估。一年級以直觀和並排的方式比較物

件的長度，並以自選的量度工具量度物件。而四年級則利用對「四邊形的特性」的知識爭取「四件的長度，並以自選的量度工具量度物件。而四年級則利用對「四邊形的特性」的知識爭取「四

邊形化妝舞會」的入場券，為四邊形變身及記錄其變身過程。邊形化妝舞會」的入場券，為四邊形變身及記錄其變身過程。

5. 科活動：趣味壁報（二年級、四年級）5. 科活動：趣味壁報（二年級、四年級）
壁報貼上與課本學習內容相關的有趣問題，學生正研習題目，挑戰一至三星各壁報貼上與課本學習內容相關的有趣問題，學生正研習題目，挑戰一至三星各

種難度的題目，望榜列星級名單之上。種難度的題目，望榜列星級名單之上。

數 學 科

6. 奧數校隊6. 奧數校隊
本年度亦開設「奧數校隊訓練班」。讓同學們透過本年度亦開設「奧數校隊訓練班」。讓同學們透過

挑戰不同的難題，從中學習邏輯思維、解難能力和他們挑戰不同的難題，從中學習邏輯思維、解難能力和他們

的奧數技巧。而在不斷重覆挑戰難題的過程中，同學們的奧數技巧。而在不斷重覆挑戰難題的過程中，同學們

亦可從中學習到堅毅、永不放棄的精神。亦可從中學習到堅毅、永不放棄的精神。

7.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沙田區）7.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沙田區）
學校挑選部份表現良好的同學參與由香港理工在學應用數學系、學校挑選部份表現良好的同學參與由香港理工在學應用數學系、

樂道中學主辦的比賽，讓同學們能跳出框框，與他校精英互相較勁。樂道中學主辦的比賽，讓同學們能跳出框框，與他校精英互相較勁。

是次比賽包含了數學的五大範疇，因此同學們需要運用他們所學的知是次比賽包含了數學的五大範疇，因此同學們需要運用他們所學的知

識完成各項挑戰。亦能藉此培養出同學們面對困難，也能積極面對挑識完成各項挑戰。亦能藉此培養出同學們面對困難，也能積極面對挑

戰的態度。戰的態度。

賽後大合照。賽後大合照。

為四邊形「變身」吧！為四邊形「變身」吧！

同工們與柯先生一同進行課業設計。同工們與柯先生一同進行課業設計。

賽前與舉辦賽事校長合照。賽前與舉辦賽事校長合照。

奮戰一輪，最終勝利！奮戰一輪，最終勝利！

齊齊做「數學智多星」!齊齊做「數學智多星」!

同學們均認真上ZOOM的「奧數校隊訓練班」！同學們均認真上ZOOM的「奧數校隊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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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質教育基金STEM教學研習《保冷套》1.  優質教育基金STEM教學研習《保冷套》
本校四位三年級常識老師參加由聖公會聖十架小學主辦的優質教育基本校四位三年級常識老師參加由聖公會聖十架小學主辦的優質教育基

金STEM教學研習，在會議上與多間友校交流STEM教學設計及教學經驗，金STEM教學研習，在會議上與多間友校交流STEM教學設計及教學經驗，
並就三年級課題「冷和熱」進行數次共同備課。計劃所設計的STEM活動並就三年級課題「冷和熱」進行數次共同備課。計劃所設計的STEM活動
《保冷套》已於上學年完成，學生都十分投入設計保冷套的學習活動。《保冷套》已於上學年完成，學生都十分投入設計保冷套的學習活動。

2.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支援校本課程《光的探究》2.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支援校本課程《光的探究》
為了讓五年級學生更能理解光反射的科學原理，本校與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一同為了讓五年級學生更能理解光反射的科學原理，本校與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一同

設計體驗式的學習活動，以繩子模擬光直線前進的方式，並透過固定在黑板上的鏡設計體驗式的學習活動，以繩子模擬光直線前進的方式，並透過固定在黑板上的鏡

子進行反射，讓學生明白「看得見、觸得到」光的反射原理。子進行反射，讓學生明白「看得見、觸得到」光的反射原理。

3.  參與尖沙嘴鐘樓100周年節目《百年嗚鐘》錄影3.  參與尖沙嘴鐘樓100周年節目《百年嗚鐘》錄影
你知道尖沙嘴鐘樓已有100歲嗎？適逢鐘樓100周年，本校師生參與你知道尖沙嘴鐘樓已有100歲嗎？適逢鐘樓100周年，本校師生參與

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進行一系列推廣活動，其中參與了拍攝短片《百載鐘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進行一系列推廣活動，其中參與了拍攝短片《百載鐘

鳴》，分享個人對鐘樓的回憶與展望。鳴》，分享個人對鐘樓的回憶與展望。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E-LumE8gs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E-LumE8gs

4.  STEM生活工程師（氣動車）4.  STEM生活工程師（氣動車）
為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及推動木藝動手造文化，本校與香港青年協會坪石中為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及推動木藝動手造文化，本校與香港青年協會坪石中

心合作舉辦氣動車工作坊，學生在導師的專業指導下拿起木工鋸製作屬於自己的心合作舉辦氣動車工作坊，學生在導師的專業指導下拿起木工鋸製作屬於自己的

氣動車。氣動車。

5.  香港教育大學「港文化」霓虹燈工作坊5.  香港教育大學「港文化」霓虹燈工作坊
為了讓學生了解本港的霓虹燈招牌特色，本校參與了為了讓學生了解本港的霓虹燈招牌特色，本校參與了

香港旅遊發展局地區遊推廣項目「香港‧大城小區香港旅遊發展局地區遊推廣項目「香港‧大城小區——西西

九龍」社區參與計劃九龍」社區參與計劃——《西油記》社區藝術工作坊，《西油記》社區藝術工作坊，

並獲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教學團體到校教並獲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教學團體到校教

授學生創作以點心為題的USB霓虹燈燈牌。學生成果將聯授學生創作以點心為題的USB霓虹燈燈牌。學生成果將聯
同其他參與的友校作品於2022年2月一同展出。同其他參與的友校作品於2022年2月一同展出。

6.  J.3多元智能課STEM課堂6.  J.3多元智能課STEM課堂
你知道香港第一架動力飛機是從哪裡起飛呢？是在啟德舊機場或是香港國際你知道香港第一架動力飛機是從哪裡起飛呢？是在啟德舊機場或是香港國際

機場？都不是！答案竟是沙田。我們在課堂中與學生一同認識「沙田精神號」的機場？都不是！答案竟是沙田。我們在課堂中與學生一同認識「沙田精神號」的

風彩，透過動手造製作可調整飛行角度的紙飛機。風彩，透過動手造製作可調整飛行角度的紙飛機。

另外我們亦使用生活中隨處可得的吸管、紙張製作成呈現簡單機械另外我們亦使用生活中隨處可得的吸管、紙張製作成呈現簡單機械——連續連續

槓桿原理的自動機 (Automata)小鳥。下次到訪香港國際機場時，可以留意在機場槓桿原理的自動機 (Automata)小鳥。下次到訪香港國際機場時，可以留意在機場
大堂展示「沙田精神號」的仿製品。大堂展示「沙田精神號」的仿製品。

7.   《基本法》校園學生大使戲曲中心導賞及茶7.   《基本法》校園學生大使戲曲中心導賞及茶
館劇場粵劇體驗館劇場粵劇體驗
本校九位《基本法》校園學生大使早前與鄭思思校長一同到戲本校九位《基本法》校園學生大使早前與鄭思思校長一同到戲

曲中心導賞，並欣賞中國傳統茶館劇場粵劇。曲中心導賞，並欣賞中國傳統茶館劇場粵劇。

8.   勇奪「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2021」速度獎冠8.   勇奪「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2021」速度獎冠
軍及優異獎軍及優異獎
本校學生參與由廠商會蔡章閣中學主辦的「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本校學生參與由廠商會蔡章閣中學主辦的「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

2021」，憑熟練的技巧即場製作電動車。6A黃進業得到「充電模型車2021」，憑熟練的技巧即場製作電動車。6A黃進業得到「充電模型車
比賽速度獎」冠軍，6A黃天樂獲得「充電模型車比賽速度優異獎」。比賽速度獎」冠軍，6A黃天樂獲得「充電模型車比賽速度優異獎」。

常 識 科

《百載鐘鳴》片段《百載鐘鳴》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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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韻播萬千」中樂音樂會「樂韻播萬千」中樂音樂會
在11月4日，音樂事務處中樂小組親臨本校，為五年級學生作樂器示範在11月4日，音樂事務處中樂小組親臨本校，為五年級學生作樂器示範

及表演，讓學生了解中國樂器的演奏技巧，加深學生對中樂的興趣。及表演，讓學生了解中國樂器的演奏技巧，加深學生對中樂的興趣。

同學們十分投入聆聽的過程，並主動參與問答活動，表現積極。當樂團同學們十分投入聆聽的過程，並主動參與問答活動，表現積極。當樂團

演奏《學貓叫》時，學生們表現十分興奮，更與樂團一起合演，將氣氛推演奏《學貓叫》時，學生們表現十分興奮，更與樂團一起合演，將氣氛推

到最高點。到最高點。

「音樂家的秘密畫廊」弦樂音樂會「音樂家的秘密畫廊」弦樂音樂會
在11月29日，六年級同學終於有機會走出班房，在11月29日，六年級同學終於有機會走出班房，

到香港文化中心欣賞由音樂事務處舉辦的弦樂音樂到香港文化中心欣賞由音樂事務處舉辦的弦樂音樂

會，主題是「音樂家的秘密畫廊」。會，主題是「音樂家的秘密畫廊」。

同學們十分享受聆聽音樂的過程，更了解到作同學們十分享受聆聽音樂的過程，更了解到作

曲家在創作樂曲時的想法，加深學生對音樂欣賞，曲家在創作樂曲時的想法，加深學生對音樂欣賞，

以至音樂創作上的知識。以至音樂創作上的知識。

同學們透過網上工作紙分享聆聽後的感受。大同學們透過網上工作紙分享聆聽後的感受。大

部分同學均喜歡聆聽聲音柔和的弦樂音樂，更表示部分同學均喜歡聆聽聲音柔和的弦樂音樂，更表示

希望能參與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活動。希望能參與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活動。

音 樂 科

聖公會主風小學Youtube頻道聖公會主風小學Youtube頻道
本校在本學年增設YouTube頻本校在本學年增設YouTube頻

道，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網上平台道，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網上平台

表現不同的才藝。其中歌曲《Work 表現不同的才藝。其中歌曲《Work 
Hard Play Hard》由老師創作，而Hard Play Hard》由老師創作，而
MV更有師生參與製作，既有創MV更有師生參與製作，既有創
意，又能促進師生之間的關係。意，又能促進師生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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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藝趣在家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藝趣在家——用畫筆連繫你我他用畫筆連繫你我他
本科參與了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舉辦的「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 ︰藝趣在家本科參與了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舉辦的「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 ︰藝趣在家——

用畫筆連繫你我他」，今年活動以《小飛俠》作為主題，學生透過聲音導航及藝術用畫筆連繫你我他」，今年活動以《小飛俠》作為主題，學生透過聲音導航及藝術

家的教學短片，在羽毛寫上代表自己的家的教學短片，在羽毛寫上代表自己的

正面詞語，從創作中發掘自己獨特的優正面詞語，從創作中發掘自己獨特的優

點，學習欣賞自己的價值，再將正能量點，學習欣賞自己的價值，再將正能量

傳遞給他人。學生在活動中用心設計屬傳遞給他人。學生在活動中用心設計屬

於自己的羽毛，各有特色。於自己的羽毛，各有特色。

主辦單位將收集的羽毛拼湊成多對主辦單位將收集的羽毛拼湊成多對

顏色斑斕的巨型翅膀，並於11月6-7日於顏色斑斕的巨型翅膀，並於11月6-7日於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展出。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展出。

水墨畫班水墨畫班
本科為視藝科優才生安排了「水本科為視藝科優才生安排了「水

墨畫班」，讓學生於課堂以外學習墨畫班」，讓學生於課堂以外學習

不同的繪畫技巧。堂上，導師教授不同的繪畫技巧。堂上，導師教授

學生用墨及運筆技巧，繪畫不同動學生用墨及運筆技巧，繪畫不同動

物及植物。學生既能認識中華文化物及植物。學生既能認識中華文化

藝術，亦能提升個人藝術情操。藝術，亦能提升個人藝術情操。

視 藝 科

校內活動︰禪繞畫班校內活動︰禪繞畫班
本科舉辦了「禪繞畫班」，透過重覆繪畫禪繞圖案，創作出美麗的圖畫。本科舉辦了「禪繞畫班」，透過重覆繪畫禪繞圖案，創作出美麗的圖畫。

學生在繪畫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平靜和專注，在放慢的節奏中，認識自我，接學生在繪畫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平靜和專注，在放慢的節奏中，認識自我，接

納自我。除此之外，活動可以訓練學生的耐性，提高解難能力。納自我。除此之外，活動可以訓練學生的耐性，提高解難能力。

校內活動︰沙畫表演班校內活動︰沙畫表演班
本科為學生安排了「沙畫本科為學生安排了「沙畫

表演班」，學生「以沙作畫」，表演班」，學生「以沙作畫」，

創作出富創意的沙畫作品。藉創作出富創意的沙畫作品。藉

此活動可提昇學生的觸感，手此活動可提昇學生的觸感，手

部肌肉控制能力及集中力，亦部肌肉控制能力及集中力，亦

能從中創作故事及表達自我。能從中創作故事及表達自我。

學生專心地觀看導師示範。學生專心地觀看導師示範。

為配合聖誕節，學生以水墨形式繪畫大紅花及西方蠟燭，巧妙為配合聖誕節，學生以水墨形式繪畫大紅花及西方蠟燭，巧妙
地以中國傳統藝術融入西方元素，創作出中西合璧的作品。地以中國傳統藝術融入西方元素，創作出中西合璧的作品。

學生先以腦圖形式思考自己的優點與特質，學生先以腦圖形式思考自己的優點與特質，
再用中、英文手繪美術字(Lettering Art)將再用中、英文手繪美術字(Lettering Art)將

正面詞語寫在羽毛上。正面詞語寫在羽毛上。

學生在繪畫的過程非常專注，逐步完成作品。學生在繪畫的過程非常專注，逐步完成作品。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學生用一掬細沙、一雙妙手，在發光的燈箱上變化出種種圖案。學生用一掬細沙、一雙妙手，在發光的燈箱上變化出種種圖案。

1313



學界乒乓球比賽及羽毛球比賽學界乒乓球比賽及羽毛球比賽
經過長時間的疫情影響，學生的訓練和參賽機會經過長時間的疫情影響，學生的訓練和參賽機會

都減少了。本學年運動員都把握機會，分別參加了全都減少了。本學年運動員都把握機會，分別參加了全

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以及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以及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比賽當天，同學的表現積極，亦盡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比賽當天，同學的表現積極，亦盡

力拼搏及發揮了個人的水準。運動員都汲取了寶貴的參賽經驗，迎接日後的挑戰。力拼搏及發揮了個人的水準。運動員都汲取了寶貴的參賽經驗，迎接日後的挑戰。

體 育 科

小型運動會暨田徑隊特訓日小型運動會暨田徑隊特訓日
田徑隊的一眾成員於11月19日到沙田運動場參田徑隊的一眾成員於11月19日到沙田運動場參

加了特訓，疫情後首次踏入運動場，同學們都表示加了特訓，疫情後首次踏入運動場，同學們都表示

十分興奮！十分興奮！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賽成績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賽成績

男子丙組60米第一名男子丙組60米第一名 4B張晉彥4B張晉彥
女子乙組跳高第二名女子乙組跳高第二名 5D申梓菲5D申梓菲
女子甲組跳高第五名女子甲組跳高第五名 6A趙潁澄6A趙潁澄
男子甲組跳高第五名男子甲組跳高第五名 6C許晉榮6C許晉榮
女子乙組跳遠第五名女子乙組跳遠第五名 5C鄭文雅5C鄭文雅
男子甲組跳遠第六名男子甲組跳遠第六名 6A黃進業6A黃進業
男子乙組100米第六名男子乙組100米第六名 4D汪健愉4D汪健愉
男子乙組200米第六名男子乙組200米第六名 5A鄭竣文5A鄭竣文
男子甲組60米第七名男子甲組60米第七名 5B林耀齊5B林耀齊
男子甲組鉛球第七名男子甲組鉛球第七名 6C施嘉男6C施嘉男
男子丙組團體殿軍男子丙組團體殿軍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校隊訓練校隊訓練

動感小息動感小息
同學十分享受每日25分同學十分享受每日25分

鐘的「動感小息」他們可以鐘的「動感小息」他們可以

進行籃球、羽毛球、排球和進行籃球、羽毛球、排球和

跳繩等活動。體育活動可以跳繩等活動。體育活動可以

增強同學身體免疫力，更可增強同學身體免疫力，更可

以促進同學們的友誼！以促進同學們的友誼！

護脊校園計劃護脊校園計劃
本年度學校正式成為「認證護脊本年度學校正式成為「認證護脊

校園」，學生每日轉堂時間進行護脊校園」，學生每日轉堂時間進行護脊

操，並參與「脊骨超人」活動，表現操，並參與「脊骨超人」活動，表現

積極投入，維持良好的護脊習慣！積極投入，維持良好的護脊習慣！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賽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賽
2021至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於112021至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於11

月25及26日進行，本校派出28位運動員出賽，同學月25及26日進行，本校派出28位運動員出賽，同學
們全力以赴，展現出高水平競技精神，勇奪佳績！們全力以赴，展現出高水平競技精神，勇奪佳績！

鄭校長親臨運動場為田徑健兒打氣。鄭校長親臨運動場為田徑健兒打氣。

恭喜各得獎同學！恭喜各得獎同學！

兩位籃球隊隊員認真訓練，兩位籃球隊隊員認真訓練，
努力不懈！努力不懈！ 排球隊同學專注聽從教練講解！排球隊同學專注聽從教練講解！

當中更有神秘嘉賓，你找得到她嗎？當中更有神秘嘉賓，你找得到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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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校外活動
AiTLE小學創科VR/AR設計獎 AiTLE小學創科VR/AR設計獎 
（TIDA證書課程）（TIDA證書課程）
資訊科技科本年度參與了「AiTLE小學創資訊科技科本年度參與了「AiTLE小學創

科VR/AR設計獎（TIDA證書課程）」，目的是科VR/AR設計獎（TIDA證書課程）」，目的是
透過不同的學習體驗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透過不同的學習體驗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

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在過程中，學生需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在過程中，學生需

要先接受裝備，並參與工作坊，以學習使用要先接受裝備，並參與工作坊，以學習使用

VR/AR的軟件使用方法，再透過動手應用與實VR/AR的軟件使用方法，再透過動手應用與實
踐，完成指定任務，考獲證書，從而培養學踐，完成指定任務，考獲證書，從而培養學

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提升解難能力。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提升解難能力。

校內活動校內活動
3D打印培訓班3D打印培訓班

本年度資訊科技科於多元智能課中，設有3D本年度資訊科技科於多元智能課中，設有3D
打印培訓班，目的是讓參與的學生能夠深入認識打印培訓班，目的是讓參與的學生能夠深入認識

3D打印原理及學習使用3D打印的軟件，藉此讓學3D打印原理及學習使用3D打印的軟件，藉此讓學
生透過自行設計及動手做3D打印的產品，提升學生透過自行設計及動手做3D打印的產品，提升學
生的創意及解難能力。生的創意及解難能力。

進階機械人培訓班進階機械人培訓班
同時，本年度資訊科技科亦設有進階機械同時，本年度資訊科技科亦設有進階機械

人培訓班，目的是讓在編程方面具潛質的學人培訓班，目的是讓在編程方面具潛質的學

生，能使用進階的Lego套件 (Lego Spike及Lego 生，能使用進階的Lego套件 (Lego Spike及Lego 
Mindstorms)，去製作具不同功能的機械車，Mindstorms)，去製作具不同功能的機械車，
完成指定任務，並訓練和預備學生參與不同的完成指定任務，並訓練和預備學生參與不同的

編程比賽，進一步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及提升編程比賽，進一步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及提升

學生的解難能力。學生的解難能力。

校本編程課程校本編程課程
本校藉著優質教學基金 (QEF)的資助下，本本校藉著優質教學基金 (QEF)的資助下，本

年度增添了不同的編程套件，於二、三年級的年度增添了不同的編程套件，於二、三年級的

資訊科技科中，加入了教授「SAMLABS及LEGO 資訊科技科中，加入了教授「SAMLABS及LEGO 
Wedo2.0」的編程課程，學生會學習簡單機械及Wedo2.0」的編程課程，學生會學習簡單機械及
齒輪運用的方法，並製作陀螺、玩具車等成品，齒輪運用的方法，並製作陀螺、玩具車等成品，

再透過編程，使成品順利運作，以提升學生的再透過編程，使成品順利運作，以提升學生的

運算思維及解難能力。運算思維及解難能力。

資 訊 科 技 科

同學運用3D打印軟件，製作產品。同學運用3D打印軟件，製作產品。

二年級同學製作陀螺玩具。二年級同學製作陀螺玩具。

多元智能課的上課情況多元智能課的上課情況

同學正為機械車進行編程活動。同學正為機械車進行編程活動。 同學正在進行解難任務，使機械車同學正在進行解難任務，使機械車
到達指定位置。到達指定位置。

三年級同學製作編程玩具車。三年級同學製作編程玩具車。

老師與學生一同參與開幕典禮同工作坊，並考獲證書。老師與學生一同參與開幕典禮同工作坊，並考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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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點將臨燭環禮儀燃點將臨燭環禮儀
本校於 11月 25日、11月 30日、12月 2本校於 11月 25日、11月 30日、12月 2

日和12月7日，舉行了將臨期早禱。當中，日和12月7日，舉行了將臨期早禱。當中，
同學在課室內觀看學生代表燃點將臨燭環和同學在課室內觀看學生代表燃點將臨燭環和

佈置馬槽的短片。希望學生能透過參與燃點佈置馬槽的短片。希望學生能透過參與燃點

將臨燭環禮儀，作好準備，慶祝主耶穌基督將臨燭環禮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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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次的降臨，並提醒基督將會再臨，

施行公義。施行公義。

「堅毅不屈 愛主愛人」海報設計比賽「堅毅不屈 愛主愛人」海報設計比賽
本校於11月份進行了聖經故事海報設計比賽，各級參加同學就本校於11月份進行了聖經故事海報設計比賽，各級參加同學就

指定的「堅毅不屈 愛主愛人」主題設計了海報。學生表現出色，所指定的「堅毅不屈 愛主愛人」主題設計了海報。學生表現出色，所
有優異作品已張貼學校前後梯，同時，這些優異作品和其他良好作有優異作品已張貼學校前後梯，同時，這些優異作品和其他良好作

品亦已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大家欣賞。品亦已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大家欣賞。

https://www.skhhsps.edu.hk/zh_tw/subjects/https://www.skhhsps.edu.hk/zh_tw/subjects/
view?id=11&section=page&page=23view?id=11&section=page&page=23

宗 教 科

聖誕感恩崇拜聖誕感恩崇拜
很感恩，本校能於今年12月17日很感恩，本校能於今年12月17日

進行實體聖誕感恩崇拜。當天，一年進行實體聖誕感恩崇拜。當天，一年

級、六年級的同學和四、五年級的宗級、六年級的同學和四、五年級的宗

教科大使在禮堂參與崇拜，而其他同教科大使在禮堂參與崇拜，而其他同

學則留在課室收看直播。學則留在課室收看直播。

動力信望愛動力信望愛
校長、副校長和一眾基督徒老師，帶著一份愛和熱校長、副校長和一眾基督徒老師，帶著一份愛和熱

誠，齊心協力錄製詩歌《動力信望愛》的音樂影片。誠，齊心協力錄製詩歌《動力信望愛》的音樂影片。

宗教節期橫額宗教節期橫額
為了讓學生認識基督教宗教節期，本校在四樓前為了讓學生認識基督教宗教節期，本校在四樓前

梯展示了「齊來跟主腳蹤—認識宗教節期」橫額。梯展示了「齊來跟主腳蹤—認識宗教節期」橫額。

葉子良牧師分享聖誕訊息葉子良牧師分享聖誕訊息

學生代表燃點將臨燭環和佈置馬槽學生代表燃點將臨燭環和佈置馬槽

海報設計優異作品海報設計優異作品

將臨期早禱將臨期早禱

學生代表燃點聖光學生代表燃點聖光

宗教科大使參與聖誕感恩崇拜宗教科大使參與聖誕感恩崇拜

齊來認識宗教節期齊來認識宗教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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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活動普通話科活動
普通話科透普通話科透

過誦讀文言經過誦讀文言經

典作品，培養典作品，培養

同學欣賞中國同學欣賞中國

文學作品，感文學作品，感

受語言文字和受語言文字和

詩歌意境的美。詩歌意境的美。

相聲表演相聲表演
普通話科參與2021-2022年度普通話科參與2021-2022年度

主風ONLINE：C.A.S.T.課程「月滿主風ONLINE：C.A.S.T.課程「月滿
主風迎中秋」，錄製「相聲表演」主風迎中秋」，錄製「相聲表演」

環節，老師以風趣幽默的表演方環節，老師以風趣幽默的表演方

式，讓同學認識中秋節的傳說、式，讓同學認識中秋節的傳說、

燈謎及應節食品外，也讓同學認燈謎及應節食品外，也讓同學認

識相聲藝術的趣味。識相聲藝術的趣味。

普 通 話 科

配上背景及效果，真有趣！配上背景及效果，真有趣！

配上背景及效果，真有趣！配上背景及效果，真有趣！

你看，老師們也粉墨登場呢！你看，老師們也粉墨登場呢！

同學朗讀詩歌後，大家也來一張大合照。同學朗讀詩歌後，大家也來一張大合照。 初小同學用心朗讀詩歌。初小同學用心朗讀詩歌。

老師出題，讓學生猜猜有關中秋的謎語。老師出題，讓學生猜猜有關中秋的謎語。

普通話大使朗讀示範，讓同學掌握有關詩句的普通話大使朗讀示範，讓同學掌握有關詩句的
普通話讀音。普通話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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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服務的圖書館管理員為我們服務的圖書館管理員
圖書館管理員全天候為圖書館管理員全天候為

同學服務，服務範圍廣泛，同學服務，服務範圍廣泛，

包括：借還圖書、消毒圖書、包括：借還圖書、消毒圖書、

於出入口處替同學消毒雙手、於出入口處替同學消毒雙手、

把已消毒的圖書準確及整齊把已消毒的圖書準確及整齊

地放回書架上等。他們無私地放回書架上等。他們無私

的貢獻，種種貼心的服務，的貢獻，種種貼心的服務，

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舒適和安全的閱讀環境，皆值得我們的稱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舒適和安全的閱讀環境，皆值得我們的稱

許和道謝。許和道謝。

圖 書 科
繪本教學設計繪本教學設計
繪本是兒童成長不可或缺的教材，繪本是兒童成長不可或缺的教材，

我們藉此培養同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我們藉此培養同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

度，幫助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都能度，幫助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都能

作出正確的判斷，面對未來生活上的種作出正確的判斷，面對未來生活上的種

種挑戰。各級選取的繪本如下：種挑戰。各級選取的繪本如下：

一年級：《我真的要一個人上學嗎？》一年級：《我真的要一個人上學嗎？》

二年級：《主角不是獅子》二年級：《主角不是獅子》

三年級：《我的幸運日》三年級：《我的幸運日》

桌遊識中國歷史桌遊識中國歷史
利用桌遊引起同學對中國利用桌遊引起同學對中國

歷史的興趣，加深同學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加深同學對中國

歷史人物及事件的印象。歷史人物及事件的印象。
2D黃晞廷喜愛畫圖畫。2D黃晞廷喜愛畫圖畫。

1A蘇日晴的「小小」1A蘇日晴的「小小」
小豆釘。小豆釘。

2D黃樂兒熱愛天文，能為同學2D黃樂兒熱愛天文，能為同學
充當天文大使。充當天文大使。

我急不及待要出牌了！我急不及待要出牌了！
3B張詠欣難忘第一次3B張詠欣難忘第一次

到迪士尼！到迪士尼！
3D尹芍堯很高興能3D尹芍堯很高興能
當上班長呢！當上班長呢！

你看我們多全神貫注！你看我們多全神貫注！

顧老師從旁指導着我們呢！顧老師從旁指導着我們呢！

麥老師也來為我們打氣！麥老師也來為我們打氣！

1B黃凱霖的「長髮」1B黃凱霖的「長髮」
小豆釘。小豆釘。

校長也來為我們打氣呢！校長也來為我們打氣呢！

能夠跟好朋友一起閱讀真是賞心樂事啊！能夠跟好朋友一起閱讀真是賞心樂事啊！小妹妹，你可要依時還書喔！小妹妹，你可要依時還書喔！

把圖書放回書架上。把圖書放回書架上。 你看借閱圖書的同學可多呢！你看借閱圖書的同學可多呢！

我看得可我看得可
津津有味呢！津津有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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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學習支援組舉辦不同的培訓，協助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訂下學習目標，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培養努力進取的本年學習支援組舉辦不同的培訓，協助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訂下學習目標，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培養努力進取的

精神。精神。

「知情有法關顧子女情緒健康」講座「知情有法關顧子女情緒健康」講座
有見近年傳媒經常報導有關情緒問題的事宜，本校為提升有見近年傳媒經常報導有關情緒問題的事宜，本校為提升

家長對情緒需要的認識和理解，邀請校本心理學家劉日嵐先家長對情緒需要的認識和理解，邀請校本心理學家劉日嵐先

生於家長日期間，舉辨一場講座「知情有法：關顧子女情緒健生於家長日期間，舉辨一場講座「知情有法：關顧子女情緒健

康」，由淺入深地讓家長對情緒有更深入的了解，從而思考親康」，由淺入深地讓家長對情緒有更深入的了解，從而思考親

子相處的方法和要點，調整自身和對孩子的身心關注。子相處的方法和要點，調整自身和對孩子的身心關注。

學 習 支 援 組

非華語學生學習非華語學生學習
為支援非華語的學生學習中文的需要，本校特地安排遊戲工作坊及個別中文教學為支援非華語的學生學習中文的需要，本校特地安排遊戲工作坊及個別中文教學

課。課程中，學生需接受導師種種的挑戰，從遊戲中提升社交能力及中文溝通能力。課。課程中，學生需接受導師種種的挑戰，從遊戲中提升社交能力及中文溝通能力。

「識別學生言語治療需要」講座「識別學生言語治療需要」講座
校本言語治療師劉家明博士，為教師提供「識別學生言語治校本言語治療師劉家明博士，為教師提供「識別學生言語治

療需要」講座，除了一系列的知識教授外，更分享多年來的評估療需要」講座，除了一系列的知識教授外，更分享多年來的評估

和診治經驗，教師們皆表示獲益不淺。在講座結束前，劉博士與和診治經驗，教師們皆表示獲益不淺。在講座結束前，劉博士與

時並進，利用電子遊戲，檢視教師們對講座內容的了解。時並進，利用電子遊戲，檢視教師們對講座內容的了解。

情景體驗式學習情景體驗式學習
本校融合輔導員鄭健威先生，擁有多年的訓輔經驗，本年度本校融合輔導員鄭健威先生，擁有多年的訓輔經驗，本年度

為本校學生籌備多個小組活動，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社交能力為本校學生籌備多個小組活動，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社交能力

和情緒控制能力。和情緒控制能力。

鄭先生透過小組活動，營造不同的生活情景，包括野外、課鄭先生透過小組活動，營造不同的生活情景，包括野外、課

堂內、家居中，疫情再不是藉口，本校在限制中繼續尋找更多的堂內、家居中，疫情再不是藉口，本校在限制中繼續尋找更多的

體驗式學習，別讓學生的成長階段出現真空期。體驗式學習，別讓學生的成長階段出現真空期。

線上教學小組線上教學小組
本年度，本校與多個坊間專業團隊合作，舉本年度，本校與多個坊間專業團隊合作，舉

辦不同的線上小組活動，例如：「小小魔術師」，辦不同的線上小組活動，例如：「小小魔術師」，

「情感韻律」，「認字至叻星」及「喜伴同行小「情感韻律」，「認字至叻星」及「喜伴同行小

組」等。啟發學生潛能的同時，讓學生了解自身組」等。啟發學生潛能的同時，讓學生了解自身

需要改善的地方，從而共同計劃改善的方法。需要改善的地方，從而共同計劃改善的方法。

學習不只限於課室內，陽光與操場學習不只限於課室內，陽光與操場
更是學生最愛的學習地點。更是學生最愛的學習地點。

分組比賽，學習中文字的字詞結構，並與其他同學共同合作，學生們都樂在其中。分組比賽，學習中文字的字詞結構，並與其他同學共同合作，學生們都樂在其中。

學生在自行設計大型場景，為學弟學妹製作遊戲活動，藉此提升每一位學生的執行力。學生在自行設計大型場景，為學弟學妹製作遊戲活動，藉此提升每一位學生的執行力。

營造野外學習環境，讓學生增升社交及自理能力，同學們都樂在其中。營造野外學習環境，讓學生增升社交及自理能力，同學們都樂在其中。

校本心理學家劉日嵐先生與家長舉辨一場講座校本心理學家劉日嵐先生與家長舉辨一場講座
「知情有法關顧子女情緒健康」。「知情有法關顧子女情緒健康」。

校本言語治療師劉家明博士，為教師提供校本言語治療師劉家明博士，為教師提供
「識別學生言語治療需要」，同事們都專注聆聽。「識別學生言語治療需要」，同事們都專注聆聽。

疫情無礙本校的教學活動，學生於線上了解字詞結構，疫情無礙本校的教學活動，學生於線上了解字詞結構，
提升認字及書寫能力。提升認字及書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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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優質教育基金「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親子齊感恩親子齊感恩

為了培養學生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擁有的一切，訓輔組與 JUST FEEL合作為了培養學生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擁有的一切，訓輔組與 JUST FEEL合作
為四、五年級學生舉辦了一次親子齊「感恩」活動。學生於課堂上學習製作為四、五年級學生舉辦了一次親子齊「感恩」活動。學生於課堂上學習製作

毛巾公仔小禮物及填寫感謝卡，將禮物及感謝卡送給想致謝的人（如：教師、毛巾公仔小禮物及填寫感謝卡，將禮物及感謝卡送給想致謝的人（如：教師、

家人、同學、朋友）。學生都非常用心製作小禮物，過程中同學能互相幫助家人、同學、朋友）。學生都非常用心製作小禮物，過程中同學能互相幫助

及提點，充滿歡笑聲。及提點，充滿歡笑聲。

訓 輔 組

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為了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學校於開學禮、9月為了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學校於開學禮、9月

30日預祝國慶日進行升旗禮，活動中校長更向學生介紹30日預祝國慶日進行升旗禮，活動中校長更向學生介紹
現今中國的科技及社會發展，令學生對國情有更多的認現今中國的科技及社會發展，令學生對國情有更多的認

識。而12月4日（星期六）國家憲法日前一天，訓輔組則識。而12月4日（星期六）國家憲法日前一天，訓輔組則
向學生介紹了國家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重要性。向學生介紹了國家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重要性。

學生班代表會議學生班代表會議
三至六年級各班班代表與鄭校長進行聚會，三至六年級各班班代表與鄭校長進行聚會，

學生班代表會先在班中收集同學對學校的意見，學生班代表會先在班中收集同學對學校的意見，

再向校長提出有關意見。再向校長提出有關意見。

鄭校長均會一一回應有關鄭校長均會一一回應有關

意見，並在可行的情況下意見，並在可行的情況下

請各科組作出配合，希望請各科組作出配合，希望

更能配合學生的需要。更能配合學生的需要。

教師培訓教師培訓——善意溝通教師工作坊善意溝通教師工作坊
「觀察、感受、需要、請求」是善意溝通的四個重要元素，訓輔組安「觀察、感受、需要、請求」是善意溝通的四個重要元素，訓輔組安

排了 JUST FEEL導師透過講解及活動，令教師能初步掌握善意溝通的四個元排了 JUST FEEL導師透過講解及活動，令教師能初步掌握善意溝通的四個元
素，以及如何利用感受需要卡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導師能透過不同情景與素，以及如何利用感受需要卡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導師能透過不同情景與

老師討論如何利用善意溝通作出有效的回應。老師討論如何利用善意溝通作出有效的回應。

生日會 /迎新生（插班生）生日會 /迎新生（插班生）
學校重視每一位學生，因此訓輔組定期安排生日會讓學校重視每一位學生，因此訓輔組定期安排生日會讓

學生於班中慶祝生日。生日會上，同學會唱生日歌，班主學生於班中慶祝生日。生日會上，同學會唱生日歌，班主

任更會送上校方為學生預備的生日禮物。任更會送上校方為學生預備的生日禮物。

為了歡迎插班生加入主風大家庭，訓輔組安排了一些為了歡迎插班生加入主風大家庭，訓輔組安排了一些

迎新禮物送給學生，班主任更邀請了班中的同學特別照顧迎新禮物送給學生，班主任更邀請了班中的同學特別照顧

插班生，令他們更融入校園環境。插班生，令他們更融入校園環境。

老師們都很投入！老師們都很投入！

同學們親手製作的同學們親手製作的
毛巾公仔小禮物。毛巾公仔小禮物。

同學向班主任表達謝意。同學向班主任表達謝意。

歡迎插班生歡迎插班生
生日會情況生日會情況

三年級班代表會議三年級班代表會議

四年級班代表會議四年級班代表會議

五年級班代表會議五年級班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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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輔 組

少年警訊少年警訊——無人機無人機
本校訓導組與沙田警區少年警訊合作，在11月13日為四至六年本校訓導組與沙田警區少年警訊合作，在11月13日為四至六年

級同學，舉辦無人機駕駛體驗班，當天共有24位同學參與。級同學，舉辦無人機駕駛體驗班，當天共有24位同學參與。

在訓練課程中，同學不但學會有關駕駛無人機的安全知識和如何在訓練課程中，同學不但學會有關駕駛無人機的安全知識和如何

操作無人機，還學會了如何避免墮入與無人機有關的網上陷阱。同學操作無人機，還學會了如何避免墮入與無人機有關的網上陷阱。同學

們無論在知識層面，以及實踐層面都認真投入，表現雀躍。在短短的們無論在知識層面，以及實踐層面都認真投入，表現雀躍。在短短的

3小時內，所有同學都學會如何駕駛無人機，3小時內，所有同學都學會如何駕駛無人機，
整個課程愉快而有效率。整個課程愉快而有效率。

完成訓練課程後，老師和教練挑選了四位完成訓練課程後，老師和教練挑選了四位

同代表學校參加12月4日舉辦的「沙田警區識同代表學校參加12月4日舉辦的「沙田警區識
穿網絡陷阱穿網絡陷阱——小學無人機障礙賽2021」。本小學無人機障礙賽2021」。本
校四位代表學生表現優秀，在10間參賽學校中校四位代表學生表現優秀，在10間參賽學校中
脫穎而出，勇奪亞軍。脫穎而出，勇奪亞軍。

得獎學生名單得獎學生名單

如下：如下：

5B張蕎5B張蕎

5B翁子韜5B翁子韜

6C江詩詩6C江詩詩

6D何卓衡6D何卓衡

領袖生訓練日領袖生訓練日
本校訓輔組於12月4日（星期六）進行了本學年第一次領袖生活動本校訓輔組於12月4日（星期六）進行了本學年第一次領袖生活動

日日——「情緒教育體驗坊」。當日領袖生在 Jolly Thinkers桌遊導師帶領「情緒教育體驗坊」。當日領袖生在 Jolly Thinkers桌遊導師帶領
下，透過多款桌上遊戲，學習不同的「情緒和需要」，這正能應用在日下，透過多款桌上遊戲，學習不同的「情緒和需要」，這正能應用在日

常社交技巧及領袖生服務之中。是日活動更邀得著名插畫師「大泥老常社交技巧及領袖生服務之中。是日活動更邀得著名插畫師「大泥老

師」與同學分享插畫在桌遊的重要性，同學都渡過了一個輕鬆又愉快的早上。師」與同學分享插畫在桌遊的重要性，同學都渡過了一個輕鬆又愉快的早上。

公益少年團公益少年團
本年度公益少年團共有355位團員，本年度公益少年團共有355位團員，

團員本著「認識、關懷、服務」的宗旨團員本著「認識、關懷、服務」的宗旨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去認識及服務社會。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去認識及服務社會。

團員於11月20日進行愛心朱古力義賣活團員於11月20日進行愛心朱古力義賣活
動為聖基道兒童院籌款，義賣所籌得的動為聖基道兒童院籌款，義賣所籌得的

善款主要幫助本地孤兒、來自破碎家庭善款主要幫助本地孤兒、來自破碎家庭

及低收入家庭兒童，為他們提供住宿照及低收入家庭兒童，為他們提供住宿照

顧、課餘託管、物資支援、功課輔導、顧、課餘託管、物資支援、功課輔導、

情緒輔導及發展潛情緒輔導及發展潛

能的機會。另外，團能的機會。另外，團

員於12月2日至12月員於12月2日至12月
8日進行義賣花卉活8日進行義賣花卉活
動為公益金籌款，共動為公益金籌款，共

籌得$3080。籌得$3080。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
本年度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均由香港基督教本年度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均由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承辦。計劃目的提升學生的抗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承辦。計劃目的提升學生的抗

逆能力及家長的管教技巧。逆能力及家長的管教技巧。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2021年10月30日在校內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2021年10月30日在校內
進行迎新及啟動禮，邀請家長及老師一同認識及了解計劃推進行迎新及啟動禮，邀請家長及老師一同認識及了解計劃推

行的理念及目的。家長及老師同時藉活動對參與計劃的學生行的理念及目的。家長及老師同時藉活動對參與計劃的學生

表示支持及鼓勵。表示支持及鼓勵。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的組員於2021年10月16日在校內進行成長加油站及家五年級成長的天空的組員於2021年10月16日在校內進行成長加油站及家
長教師分享會，並邀請家長及老師互相交流組員們的表現及進度，同時讓家長教師分享會，並邀請家長及老師互相交流組員們的表現及進度，同時讓家

長多欣賞組員的優點。活動當天學生、家長及老師均積極投入，彼此合作完長多欣賞組員的優點。活動當天學生、家長及老師均積極投入，彼此合作完

成每一項親子任務。成每一項親子任務。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的組員於2021年11月27日在校內進行實體小組，讓組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的組員於2021年11月27日在校內進行實體小組，讓組
員設計其理想校園並透過活動令組員思考升中選校時的方向。員設計其理想校園並透過活動令組員思考升中選校時的方向。

恭喜獲獎的同學！恭喜獲獎的同學！

領袖生訓練日領袖生訓練日

「大泥老師」選出創作「大泥老師」選出創作
遊戲中的優勝組別。遊戲中的優勝組別。

CYC公益少年團義賣花卉CYC公益少年團義賣花卉

CYC公益少年團義賣朱古力CYC公益少年團義賣朱古力

學生、家長及教師一同參與學生、家長及教師一同參與
親子遊戲親子遊戲

迎新及啟動禮大合照迎新及啟動禮大合照

比賽現場比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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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課多元智能課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藉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藉

以啟發潛能，讓學生盡展所長。本校利用星期五的多元智能課，為學生以啟發潛能，讓學生盡展所長。本校利用星期五的多元智能課，為學生

舉行不同類型的小組活動，包括：體藝活動、思維訓練、創意及解難、舉行不同類型的小組活動，包括：體藝活動、思維訓練、創意及解難、

服務團隊、戲劇等，學生按他們的性格特質及興趣，參與專項訓練或接服務團隊、戲劇等，學生按他們的性格特質及興趣，參與專項訓練或接

觸課堂以外的新知識點，藉此擴闊學生視野。本年度上學期開設的多元觸課堂以外的新知識點，藉此擴闊學生視野。本年度上學期開設的多元

智能課組別如下：智能課組別如下：

全 方 位 學 習

主創藝術坊I.D.E.A.Q外展課程計劃主創藝術坊I.D.E.A.Q外展課程計劃
本校獲主創藝術坊 I.D.E.A.Q邀請，參加本校獲主創藝術坊 I.D.E.A.Q邀請，參加

I.D.E.A.Q外展課程，希望藉著計劃為學生提供I.D.E.A.Q外展課程，希望藉著計劃為學生提供
學術課堂以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發揮潛能。學術課堂以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發揮潛能。

課程內容包括：表演藝術（戲劇、舞蹈、歌課程內容包括：表演藝術（戲劇、舞蹈、歌

唱）及自主創作藝術（溝通）。本校期望學生唱）及自主創作藝術（溝通）。本校期望學生

完成課程後，在智商 (IQ)、數碼智商 (D.Q.)、完成課程後，在智商 (IQ)、數碼智商 (D.Q.)、
情商 (E.Q)及逆境商數 (A.Q.)得以全面發展。情商 (E.Q)及逆境商數 (A.Q.)得以全面發展。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小女童軍小女童軍
小女童軍透過不同的社區服小女童軍透過不同的社區服

務，包括全港賣旗日、聖誕花環務，包括全港賣旗日、聖誕花環

製作、紀律訓練等活動，從服務製作、紀律訓練等活動，從服務

學習中，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的性學習中，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的性

格特質。格特質。

C.A.S.T聖誕節主風傳頌愛C.A.S.T聖誕節主風傳頌愛
校長與本校老師共捐出校長與本校老師共捐出6060份聖誕禮份聖誕禮

物，於2021年12月17日C.A.S.T節目中，物，於2021年12月17日C.A.S.T節目中，
以抽獎形式送給在課室觀看直播節目的學以抽獎形式送給在課室觀看直播節目的學

生，禮物豐富亦多元化，有科學書籍、玩生，禮物豐富亦多元化，有科學書籍、玩

具擺設及模型車等，為學生帶來驚喜，亦具擺設及模型車等，為學生帶來驚喜，亦

為聖誕佳節添上暖意。為聖誕佳節添上暖意。

羽毛球羽毛球 3D模型製作3D模型製作 RummikubRummikub
籃球籃球 機械人活動機械人活動 童唱戲曲童唱戲曲

排球排球 中文集誦中文集誦 水墨畫班水墨畫班

乒乓球乒乓球 英語話劇英語話劇 團契團契

田徑田徑 英語辯論隊英語辯論隊 禪繞畫禪繞畫

思維訓練思維訓練 幼童軍幼童軍 團契團契

節奏樂節奏樂 小女童軍小女童軍 聖經故事聖經故事

STEM活動STEM活動 英語遊戲英語遊戲 自理訓練自理訓練 學生發揮創意，利用發光積木砌出不同作品學生發揮創意，利用發光積木砌出不同作品

馬浚偉先生於課程簡介會中，分享馬浚偉先生於課程簡介會中，分享
自己的演藝生涯，同學獲益良多自己的演藝生涯，同學獲益良多

學生正聚精會神地學生正聚精會神地
利用線條組織圖畫利用線條組織圖畫

學生學習排球的上手傳球技巧學生學習排球的上手傳球技巧

I.D.E.A.Q由著名表演藝術工作者I.D.E.A.Q由著名表演藝術工作者
馬浚偉先生創立馬浚偉先生創立

豐富的禮物放滿整個禮物架，你最想得到豐富的禮物放滿整個禮物架，你最想得到
哪一份呢？哪一份呢？

學生們親手挑選禮物，笑逐顏開。學生們親手挑選禮物，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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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中文科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中西區校長聯會合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中西區校長聯會合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周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周年」
活動【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硬筆書法）活動【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硬筆書法）

亞軍亞軍 6D古啟兆6D古啟兆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主辦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主辦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的2020-2021年度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的2020-2021年度
「兩代情」徵文比賽「兩代情」徵文比賽

小學組小學組
冠軍冠軍

6D何卓衡6D何卓衡

全 方 位 學 習
校外活動 /比賽獲得獎項校外活動 /比賽獲得獎項

體育科體育科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粵港澳大灣區游泳協會粵港澳大灣區游泳協會
學生游泳精英比賽(2021)小飛魚鼓勵學生游泳精英比賽(2021)小飛魚鼓勵
U系列賽U系列賽
7歲25米持板踢腳7歲25米持板踢腳
7歲25米捷泳7歲25米捷泳
7歲25米背泳7歲25米背泳
7歲25米蛙泳7歲25米蛙泳

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
亞軍亞軍
亞軍亞軍

2A葉晉廷2A葉晉廷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21年香港柔道形錦標賽2021年香港柔道形錦標賽 冠軍冠軍 6D羅力臻6D羅力臻

金龍盃跆拳道搏擊聯賽金龍盃跆拳道搏擊聯賽 季軍季軍 3A陳正朗3A陳正朗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第29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Cha Cha Cha第29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Cha Cha Cha
第29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Jive第29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Jive
第29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Rumba第29屆會長盃世界公開賽Rumba

季軍季軍
季軍季軍
優異優異

2A廖嘉怡2A廖嘉怡

Funkids Sports AssociationFunkids Sports Association
Funkids兒童田徑競技賽2013男子Funkids兒童田徑競技賽2013男子
60米跨欄60米跨欄
立定跳遠立定跳遠
60米60米

季軍季軍
殿軍殿軍
優異優異

3B葉懿皓3B葉懿皓

Kids Sports Athletic ClubKids Sports Athletic Club
2021學界兒童田徑超級盃（第四屆）2021學界兒童田徑超級盃（第四屆）
男子2013年組2x50米兒童隊際接力男子2013年組2x50米兒童隊際接力
男子2013年組火箭標槍男子2013年組火箭標槍
擲壘球擲壘球
跳遠跳遠
100米跨欄100米跨欄

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
優異優異
優異優異
優異優異

3B葉懿皓3B葉懿皓

西貢區體育會西貢區體育會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跆拳道邀請賽西貢區青少年分齡跆拳道邀請賽
品勢賽個人組品勢賽個人組

季軍季軍 4B陳姿同4B陳姿同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21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2021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冠軍冠軍 6D羅力臻6D羅力臻

英文科英文科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Jockey ClubJockey Club
Jockey Clue "All The World's Our Stage" Jockey Clue "All The World's Our Stage" 
Shakespeare Youth Drama Programme Shakespeare Youth Drama Programme 
Shakespeare-4All Gala Performance 2021Shakespeare-4All Gala Performance 2021

Most Courageous Most Courageous 
and Passionate and Passionate 

Performers AwardPerformers Award

4C Selina 4C Selina 
Wong Tsz Wong Tsz 

ChingChing

視藝科視藝科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亞洲兒童才藝交流網亞洲兒童才藝交流網
2021中秋節繪畫比賽 小五及小六組別2021中秋節繪畫比賽 小五及小六組別 季軍季軍 5C施嘉兒5C施嘉兒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義工團九龍社團聯會青年義工團
「童」心看世界《兒童權利公約》攝影比賽「童」心看世界《兒童權利公約》攝影比賽

優異獎優異獎 5C余易倫5C余易倫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第十一屆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A組第十一屆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A組
水／粉／彩水／粉／彩

優異獎優異獎 4A符維真4A符維真

國際藝術文化交流中心國際藝術文化交流中心
「動物理想家」國際兒童與青少年繪畫大賽 兒童A組「動物理想家」國際兒童與青少年繪畫大賽 兒童A組 銅獎銅獎 4A符維真4A符維真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2021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繪畫大賽（第三季）2021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繪畫大賽（第三季） 金獎金獎 2C張嘉勵2C張嘉勵

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培生朗文培生朗文
2021培生朗文校際朗誦比賽（詩詞獨誦2021培生朗文校際朗誦比賽（詩詞獨誦——普通話）普通話）

優秀獎優秀獎
3D吳思和3D吳思和
5C尚子策5C尚子策

數學科數學科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小學五年級組小學五年級組

殿軍殿軍
5B翁子韜5B翁子韜
5C梁栢維5C梁栢維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五數學組2021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五數學組 銀獎銀獎 5C梁栢維5C梁栢維

比賽名稱及組別 成績 班別/學生姓名

Talent Art Dance Sport AssociationTalent Art Dance Sport Association
Latin DancingLatin Dancing 冠軍冠軍 4C呂恩熹4C呂恩熹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Solo Cha Cha ChaSolo Cha Cha Cha
Solo JiveSolo Jive
Solo RumbaSolo Rumba

優異優異 4C呂恩熹4C呂恩熹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21-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高男子甲組跳高
男子甲組跳遠男子甲組跳遠
男子甲組鉛球男子甲組鉛球
男子丙組60米男子丙組60米
女子乙組跳高女子乙組跳高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甲組跳高 
女子乙組跳遠女子乙組跳遠
男子乙組100米男子乙組100米
男子乙組200米男子乙組200米
男子甲組60米男子甲組60米

第五名第五名
第六名第六名
第七名第七名
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
第五名第五名
第五名第五名
第六名第六名
第六名第六名
第七名第七名

6C許晉榮6C許晉榮
6A黃進業6A黃進業
6C施嘉男6C施嘉男
4B張晉彥4B張晉彥
5D申梓菲5D申梓菲
6A趙潁澄6A趙潁澄
5C鄭文雅5C鄭文雅
4D汪健愉4D汪健愉
5A鄭竣文5A鄭竣文
5B林耀齊5B林耀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21-2022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男子丙組團體
女子乙組團體女子乙組團體

男子甲組團體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殿軍
優異優異

優異優異

4A林家俊 4B張晉彥 4B黃子騫4A林家俊 4B張晉彥 4B黃子騫
5B劉芷渝 5C鄭文雅 5C何樂兒5B劉芷渝 5C鄭文雅 5C何樂兒

5D申梓菲5D申梓菲
5B林耀齊 6A張廣泰 6A黃進業5B林耀齊 6A張廣泰 6A黃進業
6B謝燿楠 6B盧丞捷 6B陳偉正6B謝燿楠 6B盧丞捷 6B陳偉正

6C許晉榮 6C施嘉男6C許晉榮 6C施嘉男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Tomorrow's Star Fencing CompetitionTomorrow's Star Fencing Competition
Girl's SabreGirl's Sabre
Girl's SabreGirl's Sabre
U12 Sabre TeamU12 Sabre Team
Girl's Sabre U-12Girl's Sabre U-12

亞軍亞軍
冠軍冠軍
冠軍冠軍
冠軍冠軍

6D劉卓琳6D劉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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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會員大會家教會會員大會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10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10

月30日上午於網上zoom舉行。當天主席莊月30日上午於網上zoom舉行。當天主席莊
芷菁女士介紹家教會的活動，司庫黃佩珍芷菁女士介紹家教會的活動，司庫黃佩珍

女士報告家教會之財務報告。女士報告家教會之財務報告。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顧 問︰鄭思思校長顧 問︰鄭思思校長
主 席︰莊芷菁女士主 席︰莊芷菁女士
副主席︰冼副主席︰冼頴頴思副校長、施澤銘先生思副校長、施澤銘先生

司 庫︰鄭秀明主任、黃佩珍女士司 庫︰鄭秀明主任、黃佩珍女士
秘 書︰曾子律老師、邱雅玲女士秘 書︰曾子律老師、邱雅玲女士
教 育︰陳樂章先生、陳青雲先生教 育︰陳樂章先生、陳青雲先生
學 術︰鄧婉媚主任、石慧媚女士學 術︰鄧婉媚主任、石慧媚女士
康 樂︰岑銘恩老師、吳美然女士康 樂︰岑銘恩老師、吳美然女士
總 務︰ 李詠妍老師、王梅燕女士 總 務︰ 李詠妍老師、王梅燕女士 

楊銘基先生楊銘基先生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本校已於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下午本校已於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下午

由家長教師會委員完成點票工作，結果由候由家長教師會委員完成點票工作，結果由候

選人（2）號莊芷菁女士（6C廖詠恩家長）以選人（2）號莊芷菁女士（6C廖詠恩家長）以
380票成功當選為家長校董，而候選人（1）380票成功當選為家長校董，而候選人（1）
號杜雯慧女士（6D崔子瑤家長）則當選為替號杜雯慧女士（6D崔子瑤家長）則當選為替
代家長校董。在此謹向兩名當選家長校董及代家長校董。在此謹向兩名當選家長校董及

替代家長校董致賀，亦感謝家長執委、教師替代家長校董致賀，亦感謝家長執委、教師

執委、候選人到場協助點票及監票。執委、候選人到場協助點票及監票。

聖誕派禮物聖誕派禮物
家長執委親手包裹聖誕禮物，在聖誕聯歡家長執委親手包裹聖誕禮物，在聖誕聯歡

會中，把聖誕禮物送到課室，向學生派發聖誕會中，把聖誕禮物送到課室，向學生派發聖誕

禮物。禮物。

家 教 會

主席莊芷菁女士介紹家教會活動。主席莊芷菁女士介紹家教會活動。

家長執委與學生拍照留念。家長執委與學生拍照留念。

家長執委及教師執委進行點票。家長執委及教師執委進行點票。

家長執委楊銘基先生扮演聖誕老人向學生派禮物。家長執委楊銘基先生扮演聖誕老人向學生派禮物。

司庫黃佩珍女士報告家教會之財務報告。司庫黃佩珍女士報告家教會之財務報告。

家長和教師執委合照。家長和教師執委合照。

學生把選票投進投票箱。學生把選票投進投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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