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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訊小沙顧問：曾錫文校長、譚靜儀副校長

統籌：廖月嫦老師、張迪生老師

委員：曾家華老師、李偉兒老師、溫潔老師、伍少芬老師

是次比賽為全港學界大型可再生能源比賽之一，一直獲學界支持，對可再生

能源的科技應用發揮積極的推廣作用。本校派出三隊學生(共9人)於2016年11月5日

(星期六)參與於香港科學園舉行的【2016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透

過比賽，本校學生可親身設計、製造及測試模型車，藉此應用再生能源科技，並和

其他參加者互相交流和觀摩。

本校學生參與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大賽，其中6A羅晉謙、歐焯楠和施駿謙同

學組成的一組於初賽以最高圈數獲得第一名；在決賽中，本校同學組成「超級校

隊」，合力改良及調節模型車，以穿越比賽中的障礙物，最終本校以2圈之多勇奪

「冠軍」，同學都十分興奮。

學員比賽前與工作人員合照

組員上台領取冠軍獎杯

生能源 設計暨 賽大技競16 應 用可再20

全組STEM學員上台接受全校同學的鼓勵
1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教育，提升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和科學探究

能力。校方也配合局方的政策，嘗試在常識科的課程內滲入STEM教育的元素。常識科主任和課程主任經過檢視後，在各

年級的常識科內抽取合適的單元，配合STEM的元素，以聯課形式，為各級舉行探究活動。學生在活動中，須要親身動

手處理實驗或是製作模型，並進行測試、記錄結果和總括學習要點，可說是把課本中學到的科學知識和數學知識實踐出

來。校方會在檢討活動的成效後，繼續優化設計，期望提升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除了在常識科課程滲入STEM教育元素外，校方也嘗試開辦一些與STEM教育有關的興趣小組，而STEM動能車小組就

是重點發展小組。

四年級：實物投映機
二年級：磁力賽車 五年級：輕鬆過電關

推動STEM教育 發揮探究與潛能

6A羅晉謙、歐焯楠、施駿謙
同學忙於調教動能車作比賽



本校8位學生於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參加了由香港電視廣播有

限公司(TVB)舉辦的「Think Big校際STEM創意

大賽—動能車大作戰」。早於八月開始學生已

在校內進行培訓，學習動能車的製作原理及技

巧。9月24日(星期六)我校學生參加了主辦機構

舉行的工作坊，學習動能車的基本結構及發電

原理。比賽當日學生運用大會提供的配件在限

時內砌出一架手搖發電的動能車，與其他學校

比拼圈數，過程緊張刺激。雖然是次比賽同學

們未能贏得獎項，但8位同學都表現出色，獲得

導師的讚許。

Think Big 玩創STEM小學校際比賽之 動能車大作戰

掌握科技，掌握未來，本校積極推行電子學習，老師利用電子

教學新模式，讓學生通過使用平板電腦，增加師生的互動，提升學

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本年度是本校推行電子學習的第三年，因此各科老師均善用電

子科技融入教學中，設計靈活多變的課堂活動，建設以學生為中心

的自主學習環境，令學生的學習更多元化，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

與教的成效，培育未來的科技精英。

中文科老師使用nearpod進行即時評估。

老師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靈活多變的分組活動。

英文科老師使用Plickers進行有趣的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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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本校派出4位STEM組員參加東華三院黃鳳翎中

學舉行的「BLING BLING電容模型車」比賽。比賽當天，大會邀請TVB 「學是

學非」節目主持湯兆昇博士教授學員電容器的功能與特性，並分享比賽小貼

士。本校4位學員專心學習，利用自製手搖發電機及發電機連接電容器，最後

製成「BLING BLING 小型模型車」，進行行駛距離比賽，最終奪得亞軍，還代

表沙田區出戰2017年3月25日的「終極STEM大賽」，挑戰九龍區的代表。表沙田區出戰2017年3月25日的「終極STEM大賽」，挑戰九龍區的代表。

4位學員手持「BLING BLING 小型模
型車」與主持及嘉賓合照

學員上台接受大會頒發亞軍證書

九龍及沙田區區際STEM比賽—BLING BLING電容

湯兆昇博士與5A陳城至
合作示範手搖

發電機的操作原理

邁向電子學習新里程  培育沙小精英創未來

模型車



本校致力推行「自主學習」，老師在設計課業時，讓學生自定學習目標

及進行預習，並設計不同的自學

活動，例如：自擬題目、自學

冊、搜集資料及圖表分析等方

法，讓學生有效地學習。學生完

成課業後，亦要進行自我學習反

思及延伸活動，以改善自己的學

習策略，培養不斷求進的自主學

習精神。

3

常識科老師利用課室壁報展
示學生的延伸學習課業。

為了讓家長及同學向老師表達尊敬和

感謝的心意，本校在9月7日舉行了「敬師

日」。

活動當天師生齊集禮堂。校長首先向

各位同學致訓詞，勸勉同學在新一年裏要

有恆心、毅力，做事要不怕困難。接著，

由老師及家長司儀解說敬師日的意義，並由同學親述對老師的感謝心聲。然後，由合

唱團團員帶領全體同學獻唱《頌良師》，以表示對老師的敬意。悅耳歌聲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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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學生代表上台向校

長及各位老師送上心意卡，場面既溫馨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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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傳萬家」種植活動。每位同學獲免費派

發花苗、花盆、膠碟和科學泥，並依據資料單張的

步驟進行栽種。而學校將於家長日（2017年2月11

日）當天進行慈善盆栽義賣，所得收益全數撥捐公

益金作社會服務之用。

學生代表上台接受感謝狀
。

同學上台親述對老師的感謝心聲

校長及兩位副校長接受家教
會致送的敬師日禮物

為了加強沙田區居民對美化環境的意識，本校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邀請參與「沙田區種植日

2016」活動。活動當天，20學生由老師帶領和家長陪同下，到達馬鞍山公園進行植樹活動。

為了向學生推廣綠化意識、培養他們種植的興

學生代表上台接受感謝狀
。

學生代表上台接受感謝狀
。

「一人一花，關愛傳萬家」種植活動

沙 田 區 種植日2016

大家為美化環境
出一分力！

種植活動前，師生和家長來個大合照！

敬 師 日

同學獲免費派發花苗、花盆、膠碟和科學泥，大家都表現得很高興呢！

老師在設計課業時，讓同學自定學
習目標，並配合預習與延伸活動，
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

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
本校致力推行「自主學習」，老師在設計課業時，讓學生自定學習目標本校致力推行「自主學習」，老師在設計課業時，讓學生自定學習目標

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延伸                   不停步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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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海洋小記者」先導計劃
為了培訓孩子成為小記者，成為自信和表達力強的少年領袖。本校參與由環保生

態協會(ECO Association)主辦、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協辦，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境運動委員會贊助的「藍海洋小記者」先導計劃。「藍海洋小記者」計劃結合「小記

者」與「藍海洋」元素，推展一系列多元化學習活動。十位學生以「小記者」身份進行

調查、攝影、訪問、實地考察等採訪活動，親身學習有關保護海洋的第一手資訊。

在是次計劃中，本校榮獲多個獎項，包括：最傑出學校獎、最佳小記者大獎（銅

獎）、最傑出學生獎、優秀學生獎及家長熱心貢獻獎。而「小記者」透過持續的學習歷

程，培養了他們愛惜海洋的態度，建立環保的生活習慣。「小記者」更肩負向家人和朋

輩推廣保護訊息的重要任務，讓「愛海洋、愛淨水」的訊息宣揚到不同地方。

本校銀樂隊於十一月二十日獲邀到香港理工大學參加由水務署舉辦

的《節約用水週2016》擔任表演嘉賓，同學能藉是次表演，提升自信及

享受箇中樂趣。同學們於當天除表演外，更參加一系列活動如展覽、遊

戲攤位、互動遊戲體驗、導賞團、工作坊等。

曾校長為銀樂隊打
氣。 銀樂隊代表正接受訪問。

銀樂隊雄赳赳的表
演，令在場觀

眾反應熱烈，精神
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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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定在九月三十日(星期五)舉行，得到全校師生熱烈響應，共籌得港幣三萬九千三百五十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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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金便服日」當天，同學們穿着便服回校上課，大家都表現得很興奮呢！

公 益 金 便  服 日  

《節約用水週2016》銀樂隊作表演嘉賓

李團順主任從特首夫人
手中接受獎狀。

特首夫人頒發熱心貢獻獎。



新老師介紹

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

學、家長及老師聚首一堂，歡度了一個溫馨的晚上。首先主禮嘉賓侯壽發教授為畢業同學致訓

辭，然後各位嘉賓分別為畢業同學授憑及頒發獎項，以茲鼓勵。《校園篇》中，同學們重溫昔

日愉快的校園生活片段，細味出濃濃的師生情意，感謝母校多年來的培育。《孝順篇》中「給

父母親的話」環節道出了畢業生對父母親多年養育之恩的感謝，極為感動。《敬師篇》由全體

畢業生獻唱《良師頌》，藉此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多年悉心的照顧和栽培，令他們茁壯成長。

畢業典禮在溫馨感人的氣氛下結束了，同學們懷着老師及家長對他們的祝福在學習的路上展開

新一頁。

非常感謝眾多嘉賓出席典
禮及對沙小的支持

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

學、家長及老師聚首一堂，歡度了一個溫馨的晚上。首先主禮嘉賓侯壽發教授為畢業同學致訓

辭，然後各位嘉賓分別為畢業同學授憑及頒發獎項，以茲鼓勵。《校園篇》中，同學們重溫昔

日愉快的校園生活片段，細味出濃濃的師生情意，感謝母校多年來的培育。《孝順篇》中「給

父母親的話」環節道出了畢業生對父母親多年養育之恩的感謝，極為感動。《敬師篇》由全體

畢業生獻唱《良師頌》，藉此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多年悉心的照顧和栽培，令他們茁壯成長。

畢業典禮在溫馨感人的氣氛下結束了，同學們懷着老師及家長對他們的祝福在學習的路上展開

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向學校致謝辭，
並帶領家長致送紀念品予老師。

本校於9月19日(星期一)接待了英藝幼稚園家長。當天我們向家長們簡介本校的辦學宗旨、教學模式及一般運作，並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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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屆 頒獎典禮
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

第三十五屆第三十五屆第三十五屆第三十五屆畢
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

畢畢畢業
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頒獎典禮頒獎典禮頒獎典禮
2016年6月30日為本校六年級畢業暨頒獎典禮。在這一個既特別又隆重的日子，畢業同

業業 暨

幼小銜接：接待區內幼稚園

大家好，我是張珮琳老師，很高興今年能加入沙田官立小學這個大家

庭。我主要任教英文科。我還記得第一次沿著山邊小徑走到沙小時，看見

這裏環境清幽，學校外牆塗了七彩繽紛的顏色，真是一所很漂亮的學校呢!

而第一天開學當我接觸同學時，大家都給我送上可愛的笑臉，真的既窩心

又溫暖呢！希望未來的日子，我能陪著孩子們一起成長，一起學習！

學生校園大使在帶領幼稚園家長參觀校舍期間，擔任了「導賞員」的角色，沿途用心地向家長詳盡講解，令家長們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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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珮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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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一面觀賞有關營養
知識的影片，一面享用飲

品。

為了促進學生注意飲

食健康，學校安排了一年

級學生參觀益力多的製作

廠房，一方面可以讓學生

了解飲品的生產程序，另

一方面藉以增強學生有關

食物營養的知識。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認識已故國

際武打明星李小龍的生平，與及舊香

港的童玩，學校安排了小二學生參觀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兒童探知館及「武

藝人生—李小龍」展覽館。

大家齊來玩鬥獸棋，一起動動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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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

心參觀，以增加學生的衞

生知識。

大家一面欣賞展覽，一面搜集資料做研習。

一年級參觀益力多廠房一年級參觀益力多廠房

同學們正用心觀察
益力多的生產過程

。

二年級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二年級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為了增加學生的科學知

識，學校特意安排四年級學

生到香港科學館參觀。透過

先進、創新和多樣化的展品

及活動，激發學生對科學的

興趣、好奇心和想像力。

四年級參觀香港科學館四年級參觀香港科學館

館內的互動遊戲，能加
深同學對科學的了解。

同學們參與模擬駕駛，
令他們大開眼界。

三年級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三年級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多元化教育性參觀  體驗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Our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so much to do the shared 
reading with the elder sisters and brothers.

To promote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enlightens our mind, broadens our horizon, expands 
our knowledge and opens up new avenues for u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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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th October, 
2016.

The Reading Day lasted for almost two hours.  
After the self-introduction given by ICS students, our 
P.3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ated, especially when 
our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lay some group games 
together.  Then each ICS student was in charge to do a 
shared reading with one or two of our students.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enjoyment 
and pleasure during the P.3 Reading Day!

Teachers provided assistance for the students.

為了鼓勵同學根據自己學習的進度、能力和興趣完成網上學習及評估，本科特別加強獎勵，對表現好的學生作出嘉

許，盼望同學更積極爭取網上評估好成績。要數學思維更進一步提高、力求更佳表現，同學努力自主學習吧!

同學很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家長大力支持子女參加各項數學比賽，以增廣見聞。三位高年級同學6A謝朗軒、6B鍾瑞

祺及5A張昊朗於11月19日參加「李惠利中學盃荃葵青小學」數學解難比賽獲得優異獎。

自主學習及電子評估系統

為了提升同學的寫作

能力，中文科於本學年增

設了«小練筆»，增加同學

的寫作機會，讓他們延伸

學習，把在課堂中所學的

文章體裁特點和寫作方法

等，多加掌握和運用，從

而擴闊他們的學習內容，

對寫作更感興趣，並為同

學成為小作家夢想踏出第

一步！

P.3 Reading Day

7

數學科診斷系統直至十二月十五日
全級成績最好的三位同學

一年級 1D曹洪鳴 1B陳向昕 1C莊剴程

二年級 2E周銘軒 2E黃偉謙 2A譚博謙

三年級 3A李晉安 3D侯韋鍵 3D梁日朗

四年級 4A梁銨淇 4A鄧至朗 4A林海晴

五年級 5D李兆軒 5B林芳達 5A黃睿盈

六年級 6B高莛茵 6A郭俊唯 6B李志豐

數學科

英文科

中文科



為提升學生對視覺藝術的創作、感知和評鑑能力，本校視藝

科科主任崔老師及廖老師帶領四十七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於2016

年11月9日（星期三）早上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藝術體驗坊:『窯

火天工』的參觀展覽、手工創作及戶外寫生，以提高學生對繪畫

的興趣，擴闊對視覺藝術的視野。

同學們專心聆聽「陶博士」
（導賞員）的講解。

香港中文大學環境優美，同學們
把握機會把建築物繪畫下來。

音樂科頒獎
比賽項目/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班別/姓名

第21屆聖西西利亞

國際音樂大賽2016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3E 陳幗丰
三級小提琴獨奏季軍 3D 張卓如
三級鋼琴獨奏亞軍 4B 梁啟謙
四級鋼琴獨奏亞軍 5A 蔡文山
六級鋼琴獨奏季軍 5A 林卓維

第七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四級鋼琴獨奏亞軍 5A 蔡文山

為了擴闊學生的音樂視野，在十月二十四

日及十一月一日分別安排所有三、四年級學生

參加由音樂事務處舉辦的弦樂和管樂音樂會，

學生在音樂活動中表現積極投入。

參加的師生在廣場來個大合照吧！

為了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精神，發展創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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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並且在科

學活動中有機會進行探索活動，並讓同學匯

報、分享和反思所學。二、四、五年級同學已

於11月及12月完成該級的科學探究，同學們投

入參與，培養探究精神。

另外，常識科亦設立「科學園地」，在常

識壁報板上展示不同的科學資料，提供機會讓

同學學習科學；又增設科學圖書周及校園電視

廣播，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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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STEM：製作「實物投影器」。

校園電視廣播：「水火
箭」製作的影片。

「科學園地」展示不同的科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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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視藝科

常識科

參觀藝術館、體驗坊及戶外寫生

弦樂管樂音樂會 擴闊學生音樂視野　



學校為同學安排了多項的體育項目訓練，包括羽

毛球、乒乓球、壁球、田徑、籃球、跳舞等。無論戶

內或戶外，同學都不怕辛苦，努力練習，希望在比賽

中取得好成績。

十二月初，壁球校隊及田徑校隊也代表學校參加

校際比賽，在此恭喜得獎的同學，欣賞同學付出的努

力，取得非常驕人的成績，值得鼓舞。

為鼓勵學生「自學上網，多瀏覽健康網

站」，本校電腦科於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

在校內舉行了「我最喜愛的自學網站選舉」。經

過同學們踴躍投票後，終於選出最高票數的五大

優秀網站。

此外，本科還鼓勵同學參加由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的「優秀網站選舉2016」

活動，以及在校內推薦其他優秀網站給同學認

識，讓同學們藉此機會養成瀏覽健康網站，主動

增進課外知識。
我們寫下優秀網站的內容
準備向其他同學推介。

同學們正在選出自己喜愛的網站。

「優秀網站 自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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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普通話科

體育科

各級同學正投入朗誦活動中。

班際詩歌朗誦比賽
每年一度的校際朗誦節，已經曲終人散，同學們的努力，

老師們的付出，實在令人感動。

可惜的是，限於訓練時間，能夠參與朗誦節的學生人數

極之有限。有見及此，本科每年於十一月舉辦班際詩歌朗誦比

賽，目的是讓每位學生都有站在人前朗誦的機會，以

發展潛能，享受朗誦的樂趣。同時，這亦是老師們發

掘「明日之星」的好時機呢！



在同學的努力下，大家都取得很多獎貼。

看，他們多高興啊！

大使—跳躍生命計劃2016-2017學 大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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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至叻星」學行表現獎勵計劃，共分三個部份，包括：學業篇、健康篇及德育成長篇。

學校除了注重學生的學業和心智的

發展外，亦教導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

慣，多做運動以強身健體，鼓勵他們積

極參加有益身心的活動和社會服務，建

立正確價值觀，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

老師和學生在開學初期會就學業、健

康、德育成長三方面訂定期望指標，再

由老師、家長及學生對這三方面的表現

給予評價。老師會按學生的表現頒發各

項「獎貼」以示鼓勵。此外，如學生在

學業、健康、德育成長這三方面有優異

表現，校方更會頒發獎狀以作嘉許。

本校為了共創校園的積極氣氛，培養學生尊重和愛惜生命的態度，由2015年開始推行「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計

劃。本年度計劃目的是以提升學生自尊感為經，傳達 「關愛、自律、積極、珍惜」 的成長訊息為緯，以裝備學生在人生

大道上成長前進。

成員包括10位學生大使及58位公德大使

左至右 (後排) 6A何昱希 6A歐焯楠 6A房昕曈 6B高莛茵 6C何軒殷
(前排) 5A張昊朗 5A劉晴琳 6D陳彥霖 6E阮銀篇 5A蔡卓林

經過篩選和面試後，選出了十位學生大使，並於2016年9月

參與了校本訓練課

程—「黑暗中對

話體驗館」。通過

體會視障人士在黑

暗中的生活，提升

團隊協作能力，

加強溝通及抗逆

等能力。

從以上協助領隊老師統籌及推行以「積極人生態度」為主題的校本活動，學生大使向全體同學傳遞積極人生、健康

生活及融和共處的正面訊息。

「全校參與獎勵計劃」(彩咭與白金咭換領計劃)：

為了宣揚四個

成長目標「關愛、自

律、積極、珍惜」。

本校由十月開始至五

月初，校長和老師會

持有白金咭，而學生

大使和公德大使則會

持有彩咭，按月訓派

發獎勵咭，以表揚同

學的好行為。

I  CAN 至叻星計劃



校園電視台(Star TV)共有五條頻道，包括「語文台」、「資訊台」、「沙小台」、「體藝台」和「生活台」，是本

校最大的資訊傳遞平台。    

本學年校園電視台增添了一支生力軍—「校園小記者」，他們除了參與校園電視台不同類型的節目演出外，還會在

學校早會和午間廣播時段，與老師攜手合作為全校師生提供不同的資訊介紹、學習成果分享及科組活動等最新消息。

而去年新增設的「午間加油站」，也大受同學們歡迎，校長和老師們將會繼續透過「沙小台」頻道，於星期三午膳

時段進行直播，向全校學生加強價值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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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小記者」正進行攝
錄工作，態度認真投入。

校園電視台生力軍—「校園小記者」，強勢
出擊，為全校師生提供最新學校資訊。

「校園小記者」與老師攜手
合作，在校園電視台進行現
場直播，表現令人欣賞。

小 六

電視台及午間加油站校 電電園

本校於11月18日為六年級同學安排了一場升中面試講座，校方有幸邀請了退休老師何文娟主任到校主講。當日何主

任言簡意賅地為同學講解了面試前的部署以及技

巧，更為同學們即場示範如何面試，讓同學們為

將面臨的升中面試作好準備。

另一方面，為着令同學們熟習小組面試技

巧，本校每年均會為小六同學安排兩次「升中面

試模擬面談」。面試期間會把每班分成5-6個小

組，由榮休校長謝校長、何主任、曾校長、兩位

副校長、外籍英語老師以及科任老師進行中英文

面談，務求令學生能感受到小組面試的氣氛。

升中講座及面試

達人破 達達達峰

校園電視台(Star TV)共有五條頻道，包括「語文台」、「資訊台」、「沙小台」、「體藝台」和「生活台」，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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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校長和曾校長教授學生們面試技巧與心得，讓學生們獲益良多。

為了提高巿民大眾對安全踏

單車的意識，減少在單車徑上的

交通意外事故。在暑假，本校有

19位同學參加了由沙田警區少年

警訊聯同中國香港單車聯會主辦

的暑期單車安全訓練班 (一日課

程)，而全部同學都能夠成功通過

考試，獲取「單車銅章」資格，

並成為「破峯達人」。而當中13

位「破峯達人」更參與了11月

19日在沙田馬場舉行的「破峯達

人」宣傳單車安全暨打破健力士

紀錄活動，成功締造一堂「最大

型的單車安全訓練課」的創舉。

6A黃美琪 6B陳延深 6C蔡定成 6D蘇耀嫻 6D張健峰 5A康以晴 5A譚瑋晴

5B李慧盈 5B張祐搴 5B羅子政 5B林昇鋒 5B張柏彥 5D甄芷澄

同學們有機會與香港女子
單車運動員李慧詩合照



學校致力優化各項校園設施，促進師生的學與教。在保障學童健康方面，本學期學校已在

校園內安裝恩可譜(瑞士)生物牆驅蚊器，以及高端紅外線身體溫度探測器；在推動電子教學方

面，學校在暑假期間重舖光纖網絡，提升全校網絡系統的速度，以配合校內電子系統的使用，

又添置平板電腦供同學於課堂使用，以及更換全校課室的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以改善學與教的

效能。為了減輕同學書包的重量，本年度學校已在全校課室內安裝新儲物櫃，學生可以按需要

把物品暫放儲物櫃內。校園各項新設施冀能讓師生在設備完善的環境下愉快教、愉快學。

課室儲物櫃及圖書櫃

10月20日是本年度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上午的主題是「電子學習」。為了全面推行發展各科的電子學習課

程，我們邀請了本校數位具電子教學經驗的老師主持培訓工作坊，與全體同事分享運用電腦程式去製作教材的方法。工

作坊內容進一步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能力，有助他們優化日常的課堂設計，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當天下午的主題是「STEM」。我們邀請了負責培訓本校「Think Big動能車」小組的李導師為我們主持教師工作坊，

簡介STEM教學的基本理念與目標和最新的教學資訊。工作坊內容讓老師們在教學上與時並進，掌握STEM的教學方式，

以及在校內推行STEM教育的方法。而「動手做」環節更讓老師與學生一起動動腦、動動手，一同參與動能車製作，啟發

彼此的創意思維。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老師們互相討論，積極嘗試運用電腦程式去製作教材。 主持教師工作坊的李導師簡介
STEM教學的基本理念與目標。

老師和學生一同參與動
能車製作，

啟發彼此的創意思維。

恩可譜(瑞士)生物牆驅蚊器

校園新設施

由2008/09學年起，教育局分階段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以加強支援學校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自

2016/17學年開始，沙田官立小學亦由以往轉介模式轉變成「校本教育心理服務」。這是一項全面及綜合性的教育心理

服務，涵蓋補救性、預防性及發展性工作，在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及學生支援層面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在學校系

統層面，協助學校制定及檢視相關政策及機制，如及早識別、介入及調適安排、危機處理政策及機制，並在有需要時為

學校提供危機處理服務；在教師支援方面，為教師舉行專業發展活動，協助他們提升知識和技能，並為教師和輔導人員

提供專業意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和加強學生的行為支援，同時為有需要個別加強支援的學生設計及推行「個別學習計

劃」；在學生支援層面，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教育心理評估及跟進，透過與學校人員協作，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訓練活動。

本年度負責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是李詠芝小姐，她將定期到訪學校提供適切的支援。

心理服務校 心心本

12



旅行日 

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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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十日是本校舉行秋季旅

行的大日子，是日天朗氣清，同學們

懷着雀躍的心情，踏著興奮的步伐出

發。一、二年級的同學往大埔海濱公

園，三至五年級同學到烏溪沙青年新

村，而六年級則在曹公潭戶外康樂中

心與老師們一起親親大自然，度過愉

快、難忘的一天。

十二月二十二日，學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當天節目

非常精彩。

校方邀請了魔術師及小丑王到來與同學們在禮堂內

一起慶祝聖誕。同學們一面欣賞精彩表演，一面參與一

起施展魔法，氣氛熱鬧、開心。

至於在課室內，各班有聖誕聯歡會，校長、聖誕老

人夫婦，還有主任及老師到來拍照，大家一同在笑聲中

歡渡節日。

還有一班穿上聖誕服飾的小朋友及小天使，也要來

與聖誕老人留下歡樂的印記呢！



本年度家長教師座談會已於15-10-2016（星期六）舉行，我們很高興各位家長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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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家長蒞臨沙田官
立小學家長教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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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震社會服務
處沙田家庭成

長軒的中心

主任林淑霞姑
娘主持「愛孩

子─從心開

始」家長講座
，讓家長認識

正面的管教

技巧及學習欣
賞子女的技巧

，出席家長

都獲益良多。

2016『校友日』暨『第五屆校友會常務委員』及『學校管理委員會』之校友代表選舉已於2016年10月15日順利舉行

了! 今年參與的校友非常踴躍，約有二百多人。當天校友們先齊集於禮堂，進行選舉活動。之後，校友們就與昔日同窗到

不同的角落，參加一連串有趣的活動。大家不僅從相片中找尋和細味昔日的校園回憶，還可以品嚐咖喱魚蛋及飲品，更

可以闖進「時光隧道」，再次披上兒時的校服，感受那份既溫馨又窩心的感覺。另外，也有校友在操場上來了場籃球比

賽，場面非常熱鬧。

樂融融校 友 相 聚

家 長 教 師 座談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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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學生獲獎記錄(校外)總表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英

文

科

The 9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016 (Hong Kong Distict)

第九屆《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
講比賽—香港站》由聰穎教育慈
善基金主辦

Finalist Award

(Starters level)

2B蕭銘峰

The 9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016 (Hong Kong Distict)

第九屆《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
講比賽—香港站》由聰穎教育慈
善基金主辦

Finalist Award

(Movers level)

3A林靖晞

The 9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016 (Hong Kong Distict)

第九屆《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
講比賽—香港站》由聰穎教育慈
善基金主辦

Finalist Award

(Flyers level)

6B李梓嘉

數

學

科

大雄數學邀請賽—小六
由佛教大雄中學主辦

一等獎 6B倪浚穎

二等獎 6A歐焯楠  6A施駿謙

三等獎 6A莊銘灝  6A郭俊唯

優異獎 6A何俊翹

數字急轉彎紙牌大賽
由佛教大雄中學主辦

優異獎
6B倪浚穎  6A何俊翹
6A莊銘灝

大雄數學邀請賽—小五
由佛教大雄中學主辦

二等獎 5A簡嘉聰

三等獎 5E郭竣凱  5A黎心怡

優異獎 5A林思賢

李惠利中學盃小學
數學解難比賽

優異
6A謝朗軒 
6B鍾瑞祺  5A張昊朗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
請賽初賽由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主辦

一等獎
1B楊洺謙  3A劉建希
3D梁日朗  4A蘇文傑
2B盧翰澄  4A陳紫晴

二等獎

1C李懿津  2A王照曦
2A林俊希  2A姚詠瑜
2C林子為  2C梁嘉晴
3A周傲襄  3A林靖晞
3A鍾倬然  3B鄭梓軒
3C譚嘉偉  3E羅婥蕎
5A康以晴  5A張昊朗
5A招汶沛  6A郭俊唯
6B倪浚穎  6B鄺梓諾
6E陳雅怡

三等獎

1C陳永寧  1C李祉滔
1C譚浩琛  1C杜宇澄
1A許哲朗  1B陳浩天
1B羅羽昇  1B麥倚藍
2A陸文謙  2A黃俊軒
2A游志朗  2B盧溢楓
2C郭泳欣  2C羅苡琳
2D黃英偉  2E李樂盈
2E康子晴  2E周銘軒
3A陳朗曦  3A張晉匡
3A潘可兒  3A張珈瑜
3A黃丞琳  3B吳寶軒
3C林學妍  3C何丞哲
3D朱顥強  3D楊浩溢
3D侯韋鍵  3E陳振朗
4A林珈喬  4A余倩瑩
4A胡凱程  4B姚鈞瑜
4D戚文傑  4D董衍鉦
4E張毅洋  5A陳城至
5A謝希潼  5B賴家雋
5B李煒鑫  5B林昇鋒
5B陳學賢  5B姚嘉宜
5B王澤晞  5C翁誦澧
5C鍾天穎  5E馬焯薴
5E郭竣凱  6A謝朗軒
6A莊銘灝  6A林志健
6B鍾瀚洳  6B崔嘉善
6B鍾瑞祺  6C佘仲綸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常
識
科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和香港科學
園主辦的未來城市創意大賽

季軍 4B曾慧琳

五育中學主辦小學多元繽紛同
樂日2016：小學生科學比賽

季軍 5A林思賢

優異獎 5A黎心怡  5A王梓烽

音
樂
科

五育中學主辦: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2016

鋼琴獨奏組
季軍

5A蔡文山

鋼琴獨奏組
優異獎

5A林卓維

第六屆香港夢兒童音樂節2016

五級鋼琴組
亞軍

5A林卓維

四級鋼琴組
冠軍

5A蔡文山

二級鋼琴組
成績優異

3E陳釗儀

二級鋼琴組
亞軍

2D陳子悠

第21屆聖西西利亞國際
音樂大賽2016

三級小提琴獨
奏季軍

3D張卓如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4B梁啟謙

六級鋼琴獨奏
季軍

5A林卓維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5A蔡文山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3E陳幗丰

第七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5A蔡文山

視
藝
科

培道中學主辦培道旗袍設計
(全港小學)邀請賽

嘉許狀
4A蔡可昕  3B洪綽欣
6A文欣陶  6A羅凱而
6B馮穎妤

中華聖潔會中聖書院及靈風中
學合辦
「我畫我社區」全港繪畫比賽

優異獎
3A李晉安
3A李希比
3D張倬嵐

高級組：最踴躍參與大獎

五育中學主辦「你我互尊重社
區共包容」繪畫比賽

優異獎 5E蔡依晴

香港傷健協會主辦
「人生道路樂自遊」填色設計

初小組：亞軍 2E黃迪康

季軍 2D駱靖喬

優異獎 3C羅曉而  3A李晉安

高小組：冠軍 5A魏綽邦

亞軍 6A林頌怡

季軍 6A文欣陶

優異獎
6B倪浚穎  6A羅凱而
5A蔡卓林  4A許晞瑜

體
育
科

Hong Kong Junior Age Group
Athletic Championships 2016-
Boys' D Long Jump

1stRunner-Up
6D劉俊亨

 友校接力：

五育中學男子4X100米接力 冠軍 6B葉泓熹  6B李志豐
6D劉俊亨  6D余偉謙
6B葉泓熹  6B李志豐
6D劉俊亨  6D余偉謙

DIOCESAN BOY'S SCHOOL
PRIMARY DIVISION
4x100m Relay(Boys)

Championship

大埔官小男女子混合
4X100米接力

亞軍

6B李志豐
6D劉俊亨
5A康以晴
5E劉鎂恩

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2016(少年組)：

男子A組200米 優異 6B葉泓熹
6D余偉謙男子A組400米 季軍

以下是本校1/9/2016-16/12/2016得獎紀錄，朗誦得獎名單於下學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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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體
育
科

男子A組200米 殿軍
6D余偉謙

男子A組400米 優異

男子A組壘球 優異 6A謝朗軒

男子A組200米 優異 6B 李志豐

女子B組60米 優異 5A康以晴

女子C組跳遠 優異

4A林海晴女子C組60米 優異

女子C組100米 季軍

女子E組60米 優異
2A林海寧

女子100米 優異

女子C組壘球 冠軍 2A林海寧

男子E組立定跳遠 冠軍

2E康子晴男子E組壘球 冠軍

男子F組60米 亞軍

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2016：

女子兒童FF組60米 季軍 4A林海晴

女子兒童FF組100米 季軍 4A林海晴

男子青少年ME組400米 季軍 6B葉泓熹

男子青少年ME組跳遠 季軍 6B葉泓熹

男子青少年ME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6A謝朗軒  6B葉泓熹
6B李志豐  6D余偉謙

2016-2017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400米 殿軍 6B葉泓熹

男甲 60米 殿軍 6D劉俊亨

男甲跳遠 季軍 6D劉俊亨

男甲 200米 季軍 6D余偉謙

男甲 400米 優異 6A莊銘灝

男甲 4X100米接力 冠軍

6A謝朗軒  6B李志豐

6B葉泓熹  6D劉俊亨

6D余偉謙  6A莊銘灝

男甲團體 冠軍

6A謝朗軒  6B李志豐

6B葉泓熹  6D劉俊亨

6D余偉謙  6A莊銘灝

6C譚翔天

女乙 60米 冠軍 5A康以晴

女乙 100米 亞軍 5E劉鎂恩

女乙跳遠 季軍 5E劉鎂恩

女乙 200米
殿軍 5A黃譓殷

優異 5B李慧盈

女乙 4X100米接力 季軍
5A康以晴  5B李慧盈

5E劉鎂恩  5A黃譓殷

女乙團體 季軍
5A康以晴  5B李慧盈

5E劉鎂恩  5A黃譓殷

女丙 60米 冠軍 4A林海晴

女丙跳遠 殿軍 4A林海晴

女丙 4X100米接力 季軍
4A林海晴  4A葉凡菁

4B胡梓晴  3C林海寧

女丙團體 亞軍
4A林海晴  4A葉凡菁

4B胡梓晴  3C林海寧

男丙 100米 優異 4A梁銦軒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2016：

BU 11 殿軍 5B譚子盛

BU 9 優秀遺材賽 亞軍 4A馬健峯

GU 11優秀遺材賽 冠軍 5B歐令瑜

GU 11 特優遺材賽 亞軍 5A劉晴琳

北區壁球公開賽2016：

GU 12 殿軍 3B王澤心

BU 12 季軍 6A謝朗軒

日本青少年錦標賽2016：

BU 11
冠軍 6A施駿謙

亞軍 5B譚子盛

科
目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體
育
科

BU 13 優異 6A謝朗軒

GU 11
亞軍 5A劉晴琳

季軍 5D盧蒨曈

GU 9
冠軍 3B王澤心

亞軍 3C何咏珈

全港小學壁球錦標賽：

男甲個人 亞軍 6A施駿謙

男甲團體 亞軍
6A施駿謙  6A謝朗軒
6C佘仲綸

男乙個人 冠軍 5B譚子盛

男乙團體 亞軍
5B譚子盛  5B鄺梓揚
5A簡嘉聰  5B禤卓穎
5D劉梓希

女乙個人 季軍 5A劉晴琳

女乙團體 季軍
5A劉晴琳  5B歐令瑜
5D盧蒨曈

女丙個人 冠軍 3C王澤心

女丙團體 季軍
3A潘可兒  3B王澤心
3C何咏珈  3C馮凱澄

港島四區壁球公開賽2016： GU 12 亞軍 5A劉晴琳

沙田區壁球公開賽2016：
GU 12 亞軍 3B王澤心

BU 12 冠軍 6A施駿謙

元朗區壁球公開賽2016：
GU 12 季軍 5A劉晴琳

BU 12 季軍 6A謝朗軒

屯門區壁球公開賽2016：
GU 13 亞軍 3B王澤心

BU 13 冠軍 6A謝朗軒

公
民
教
育

「藍海洋小記者」先導計劃

最傑出學生獎
6A謝朗軒  6A施駿謙
6B馮穎妤

優秀學生獎

6A莊彥喬  6A莊銘灝
6A黃禮熙  6A黃丞軒
6A陳靖欣  6A何俊翹
6B張家怡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6 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6E阮銀篇

Think Big!校際STEM創意大賽之
動能車大作戰 / TVB

優異

6A莊銘灝  6A羅晉謙

6A歐焯楠  6A施駿謙

6A黃美琪  6A黃丞軒

6B陳曉盈  6B許世裕

2016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
技大賽之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
大賽 /今日校園

冠軍
6A羅晉謙  6A歐焯楠

6A施駿謙

九龍及沙田區區際STEM比賽
-BLING BLING電容模型車 /東華
三院黃鳳翎中學

亞軍
6A羅晉謙  6D羅頌熹

6E劉正韜  5A陳城至

少
年
警
訊

健力士世界紀錄委員會 健力士世界紀
錄參與證書

6A黃美琪  6B陳延深

6C蔡定成  6D蘇耀嫻

6D張健峰  5A康以晴

5A譚瑋晴  5B李慧盈

5B張祐搴  5B羅子政

5B林昇鋒  5B張柏彥

5D甄芷澄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 單車銅章

6A黃美琪  6A歐焯煵

6B陳延深  6C蔡定成

6C陳廷軒  6D蘇耀嫻

6D林   琳  6D陳彥霖

6D張健峰  5A康以晴

5A譚瑋晴  5A蔡文山

5A梁冠彤  5B李慧盈

5B張祐搴  5B羅子政

5B林昇鋒  5B張柏彥

5D甄芷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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