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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營造更優美的校園環境，響應綠色生活及增強學生的環保意識，校方成

功向建築署申請為學校二樓平台進行綠化工程，經過數月時間，平台已搖身一

變，變成了綠草如茵，環境優美的空中花園，為同學及老師提供了一個恬靜怡人的學習

及工作空間，並命名為「綠色小宇宙」。

學校於2014年5月10日舉行「綠色小宇宙啟用典禮暨綜藝繽紛嘉年華」。當天我們非常榮

幸邀請到本校前任校長陳陸麗鳳女士親臨主禮及頒獎，其他嘉賓還有友校校長、各界友好及熱心

家長。蒞臨的嘉賓、家長對老師和學生付出的努力讚賞不已。對於大家的鼓勵，我們今後會繼續努

力，朝向更美好的將來邁進！

綠色小宇宙啟用典禮暨

綜藝繽紛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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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主禮嘉賓於壁畫前留影

兩位司儀表現出色

綠色小宇宙平台

本校前任校長陸校長頒獎給「沙小綠化平台親

子命名比賽」的冠軍—1E何宛詩同學及家長

校友會主席黃翰明醫生頒獎給「環保壁畫設

計比賽」中表現卓越的同學—6A張婷鈺

平台壁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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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藝表演

6A班周梓諾同學講故事

兒童舞隊表演

銀樂隊演奏

管弦樂團

手鈴隊及手鐘隊演奏

緊隨着啟用禮後便是綜藝表演，表演共分兩場進行，節目包羅萬有，

包括有獅藝隊、銀樂隊、手鈴隊、手鐘隊、中文講故事、英語話劇、兒童

舞、藝術體操隊、戲劇組、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同學們都傾力演出。最後各

表演隊伍以合唱《生命有價》一曲，向學校、老師和父母致謝，場面感人。

除了啟用禮及綜藝表演外，學校還在操場及課室安排了公民教育攤位遊戲及不同類型的創作工作坊，

讓同學動手又動腦，度過歡樂的時光。

合唱團與各表演隊伍合唱

添綜藝表演     姿彩

英語話劇：《Aladdin	and	his	Magic	Lamp》



 

藝術體操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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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樂園

環保創作

戲劇表演

除了啟用禮及綜藝表演外，學校還在操場及課室安排了公民教育攤位遊戲及不同類型的創作工作坊，

讓同學動手又動腦，度過歡樂的時光。

公民教育攤位

樂嘉年華會     校園

扭汽球



 

境外學習
台北環保考察之旅—全民參與減廢，做好資源回收

出發了！同學們都十分興奮。

同學們在台北地標101大廈及中山紀念館前留影。

邁步環保考察旅途
為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繼前兩

年舉辦的南京及新加坡之旅，本年度

遊學團的目的地是台北，主題是近年

香港熱門的議題—環保減廢。師生一

行五十人於四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

梁蕙君副校長、莫芷莉主任、李偉良

主任、戴祥娣老師及蔡子芬老師的帶領下，懷著興奮的心情踏

上台北環保之旅。

從教科書及媒體的報導當中，經常提及香港的固體廢物量

不斷增加，而堆填區的空間又不敷應用，即將面臨飽和的危

機。同樣作為現代化城市的台北，究竟是怎樣處理每天數以百

噸計的垃圾﹖參與是次台北環保之旅的老師

和學生，就能親身體驗台北市政府、志願機

構及廣大市民是

如何一同努力投

入，為環保減廢

出力。

這次難能可貴的學習之旅，讓學

生能親身體驗台北的環保發展，並拓

闊學生視野，好讓學生善用餘暇，增

廣見聞，有助學生反

思現時香港的生活應

如何與環保結合，也

可讓學生了解台北人

民生活風俗與本港的

異同。

全民參與資源回收
旅程首天，師生們到了台北著名的民間組織回收站—「慈

濟內湖回收站」。「慈濟」在全省開設很多環保站，而且招募了

很多志工(義工)，志工們很熱心地在做各項回收物分類整理的工

作，比如紙類要細分全白、黑白、彩色等﹔瓶罐要清洗處理再製

成衣物毛毯；塑膠的分類更細更難；還有維修區、家電區等，這

些都要靠熱心的志工處理。

政府立法推動環保
師生們在這次的旅程的第二天，專程往信義區實地考察台北

市民如何有秩序地把廢物分類後，再按時送到每區的收集車中。

原來除了民間的組織外，台北市政府亦立法推動全民資源回收分

類計畫，限制各類廢物及廚餘(分立體類、平面類及其他類)的回

收日子及時間。

這一次的體驗讓師生們反思香港政府及市民也能效法台北

市，共同努

力做好資源

回收。

「轉廢為能」的垃圾焚化廠
旅程的第三天，師生們參觀台北裏甚有規模的「八里垃圾焚

化廠」，焚化廠的外觀新穎，由國際知名的香港建築師貝聿銘設

計，採用與巴黎羅浮宮金字塔類似之玻璃帷幕設計。

為了減輕堆填區的負荷，台北政府把未能回收再做的垃圾就

要先送往焚化廠，垃圾焚化後的灰渣經固化的程序，才送往堆填

區掩埋。最

令師生驚歎

的是垃圾燃

燒所產生的

熱能，經過

蒸汽渦輪機

的處理，可

帶動發電機，供應廠內用電及輸出電力公司供電。嶄新的外型及

「轉廢為能」的做法令人們對焚化廠的印象大大改觀。

同學們考察宜蘭

的水力發電廠。

志工詳細地向同學講解回收物分類整理的工作。

台北的市民會把家居廢物分類，再在指定時間送往資源

收集車回收。

「八里垃圾焚化廠」的外觀設計新穎，內部裝備現代

化，令同學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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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獲得校長及師生們的熱情款待，都感到樂而忘返！

有機會與台北的同學交流，讓他們了解到台北的校園文化。

雙年小學有倘大的綠化區，令同學們羨慕不已。

台北雙年國小交流
這次的台北之旅除了環保考察外，師生們也有不少另類的

體驗，包括探訪臺北市雙年國小學校，獲得校長及師生們的熱

情款待。同學們除了參觀校舍

外，還有機會與雙年國小的同學

們一同上視藝課，合作製作紀念

品，在短短的一個上午，已建立

了彼此的友誼，雙年國小的趙校

長更請我校師生吃美味的豆花甜

品呢！

參觀三峽碳中和樂園
三峽碳中和樂園原為三峽山員潭子垃圾堆填區，其服務區

域以板橋、三峽、土城、鶯歌等鄉鎮市為主。自2002年起規畫

轉型，歷經10年修建及美化，已成為環境教育樂園。當局示範

把垃圾分解所

釋放的沼氣用

來供應電力給

樂園的設施、

又用細菌和無

害化合物把堆

填區的滲漏污

水還原為廁所

沖水和降溫用

的水噴霧。其中「綠能樹屋」示範利用空氣隔熱的物料建造了

一間不用空調也令人感到涼快的屋子。工作人員把園區綠化，

令環境清幽恬靜，完全想像不到以前這裏原本是一個堆填區，

真正做到化腐朽為神奇，真值得香港參考。

工作人員把園區綠化，令環境清幽恬靜，完全想像

不到以前這裏是一個堆填區。

台北防災科學教育館
旅程的最後一天，師生們參觀台北防災科學教育館，同學

們在館內能親身嘗試使用滅火器，又模擬火災時如何在充滿

濃煙的地方逃生，以及體驗不同程度的地震，讓同學們日後如

遇災難來臨

時能夠冷靜

應對。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是永恆的真理。透過校方與旅

行社精心編寫的行程，同學們親身體驗，同學對台北的環保措施

的認識一定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學校以後仍會舉辦不同遊學團，

希望同學們能積極爭取參與機會，踏出香港，擴闊學習視野。

參觀台北防災科學教育館，同學們在館內嘗試使用

滅火器。

學 感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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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梁浩銨

我在這次到台北的旅程中學習到「環保」

不光是說便足夠，而是要以實際行動感染他

人。我們到了台北的掩埋場、焚化廠、回收站

和水力發電廠，令我明白「環保」的重要，只

要你亂掉一件垃圾便會加劇對大自然的破壞，

要把破壞了的大自然環境回復原貌，需要投入

更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所以我們應好好愛護

大自然，否則將來受罪的只會是自己。

6B 歐陽欣穎

在這次旅程中，令我學習到回收和分類垃圾的方法。台灣真

的很「環保」，每天都要全民垃圾分類，即是

把膠瓶、紙張等分類回收。廚餘也要分兩種回

收，一是養豬用的，二是施肥用的。每天都有不

同的垃圾車來收各類垃圾，如你錯失了時間，

便要等待明天了。此外，我也學習到溝通的重

要，因為在雙蓮小學裏，我們要主動跟陌生的

台北同學交流，真有點困難，但我仍能努力去

做，認識到新朋友。這幾天真令我獲益良多！

「堆填區」能作為旅遊觀光的景點
身處「掩埋場」(台灣的堆填區)，到處賞花、健行、觀察生

態，一般人定覺得匪夷所思，不過師生們在這次的台北之旅，就

有這樣的體驗。「八里垃圾掩埋場」景色之美，的確讓人驚歎。

原來由於台北市的垃圾回收及分類辦得好，而且盡量將可燃性

垃圾送進焚化

爐、減少掩埋

量。掩埋場早

在二千年已陸

續轉型往生態

保育，在周邊

環境進行養護、植栽及美化。這裡還有漂亮的花園及玻璃花坊，

花坊裡栽種超過150種的香草植物，師生們也曾淺嘗，真的令人

齒頰留香呢﹗站在掩埋場的高點眺望八里海岸，令人心曠神怡，

真希望香港的堆填區，有一天也能仿傚八里掩埋場。

「八里垃圾掩埋場」景色之美，真讓人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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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學習好輕鬆，環保你 我 做得到」—綠色環保日

極端的氣候變化，垃圾堆填區的不敷應用，這些新聞每每惹起人們對環保議題的關注。為了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

減少浪費，認識「循環再用、節約物資」的生活態度，本校在二月十四日舉辦了「綠色環保日」，鼓勵學生響應環保、

珍惜食物、減少廚餘、減少碳排放，並透過以物易物的方式，實踐循環再用。

2月14日當天，本校為學生安排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愉快、開放的氣氛下體驗綠色生活。活動包括一連四

天的「環保書展」、「綠色早餐齊來吃」、「沙小二手市場」、英語環保劇欣賞、環保攤位遊戲、綠色午膳等。是日學

生們積極參與各類活動，從活動中體驗綠色低碳的生活，發掘循環再用的生活小點子。

綠色早餐齊來吃   

同學們於當天早上精心泡製了健康早餐

與同學們及老師一同分享，是當天活動日的

序幕。瞧! 綠色早餐並不神秘，它就在我們

身邊。只要平時生活習慣稍微注意一點，你

我做得到，早餐紅紅綠綠的，相當吸引啊!

英語環保話劇欣賞  

學校特意為全校同學安排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英語環保話劇，透過欣賞這齣精彩的話劇，同學們可學習英語之餘，更可認識

環境污染帶來的禍害，提高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同學們粉墨登場，上台一同參與演出，演出者到台下與同學們互動，同學們的

反應熱烈，充滿歡樂氣氛。

沙小二手市場  

同學們在家中找來無用的舊

物，向同學們推銷，希望交易成

功吧! 聽完同學的介紹，大家都

找到合心意的物品了。



「跨科學習好輕鬆，環保你 我 做得到」—綠色環保日

環保攤位遊戲   

同學最期待的活動可算是環保攤位遊戲，攤位遊戲共有十個，分別是由本校六年級同學精心設計的中文攤位遊戲及由Fun 
Science 機構籌辦的英語攤位遊戲。

除了以上活動之外，學校還為各級籌辦了各類型的環保班際比賽，包括「綠孩兒」填色比賽、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及「環保

DIY」比賽。看!同學們在班內全神貫注地完成作品，多投入啊!

P.1-2「綠孩兒」填色比賽 P.3-4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P.5-6「環保DIY」

優秀作品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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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物減廢在我手，我們做得到！

環保一直是我們關心的議題，要學習環保，要參與環保，今個學年，本校訂定「環保」為學習主題，除正規課程外，我們還加強

參與社會環保活動，讓同學們更深入了解環保的各方面知識。     

去年十二月，本校參加了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惜物減廢在我手」活動，學生不但承諾參加這個行動，而且家長及其家人都一

起承諾參加。每個星期，環保及衛生小先鋒於早會時段向全校宣揚惜物減廢的具體行動。本校全體師生都貫徹惜物減廢行動，坐言起

行，全力支持。

本年三月，本校響應世界自然基金會主辦的「地球一小時」的熄燈行動，於午膳時關掉課室的電燈，在自然光下進食，讓學生明

白減少電力的耗用，節省能源的重要。

四月，本校參加了教育局及港燈合作的「綠得開心學校」計劃，讓學生了解低碳活動，並透過新媒體宣揚環保訊息。當天學生不

但吃得健康，而且用得低碳，更是綠得開心呢！

五月，本校的「綠色小宇宙」啟用了！這就是在本校二樓平台！平台上栽種了不少植物，連桌椅都是運用環保物料製作; 我們的

學生更在牆壁上設計和繪畫以大自然為主題的壁畫，既環保減廢，又綠化環境，更能美化校園呢！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本校會繼續教育孩子愛護地球，珍惜資源呢！

惜物減廢愛地球　美化校園綠開心

壁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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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環 教育

同學
響應
「綠
開心
」計
劃

熄燈吃飯無難度，節省能源我有責。

綠色小宇宙平台綠化區

同學聽著講解準備繪畫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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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關 注 事 項

提升學生粵英普說話能力

自去年啟用後，校園電視台不斷播放很多不同種類的節目，發展甚為蓬勃。各科老師能善用這個廣播平台，策劃了很多精采的節

目，創造機會給予學生去提升說話的能力，培養學生說話的自信，使他們無論在粵語、英語和普通話的說話表現上都能大大地提高。

學生都樂於運用這個奇妙的廣播平台，展現自己豐富的才華，更發揮自己無窮的潛能，學生參與製作和演出的人數越來越多。

經過老師和同學共同努力創作，校園電視台工作人員和校園小記者精心製作了超過一百多集的粵語廣播節目、十多套的普通話節

目和超過十套的英語節目，節目的數量和質素與日俱增。節目的內容包羅萬象，有說話分享、朗誦欣賞、齊唱齊跳、話劇、廣播劇、

各項活動宣傳和花絮等，真是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多姿多彩的節目內容經常吸引同學駐足於玻璃門前觀賞，連家長也愛看呢！

難怪上載於本校網頁內的校園電視台的節目點擊率越來越高呢！

校園電視多姿采　展現才華添樂趣

校園小記者正聚精會神地實習操作攝錄機。

我們有份演出510宣傳短片呢！

我們是校園小記者，看，我們的本領多強啊！

我們正錄製自編自導自演的廣播劇呢！

我們攝製的倡廉短片得到沙田區倡廉活動

亞軍。 短片節目介紹

English	Week宣傳

普話朗誦
惜物減廢

倡廉

電腦
室規
則

510宣傳
繽紛水果迎聖誕宣傳

跨科學習日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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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培養學生的公德心，讓同學懂得欣賞及關心別人，提升品德情操，本校每班設立公德大使。班主任會先與同學討論公德

的意義及重要性，再讓同學留意自己班內的同學，看看哪位同學最有公德心，然後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自己班的公德大使。每班的

公德大使負責輪流在早會上向同學宣傳公德心的重要性。

設立「好人好事」獎勵計劃，讓學生學懂欣賞及關心別人，明白社會上及身邊有很多人需要幫助，亦希望透過表揚好人好事，傳

遞正面並有鼓勵作用的訊息，灌輸正確價值觀。

班主任派發「好人好事大搜查工作紙」給同學，讓學生在報章或網上搜集一些好人好事資料。接着同學要完成「好人好事經驗分

享工作紙」，提醒同學平日多做好事。工作紙經收集整理後，老師安排學生在午膳時間透過廣播分享關愛的信

公德愛心盡展現　關愛校園齊共創

「好人好事」獎勵計劃

這班雄赳赳的精英，便是我們的

公德大使。

同學在早會宣傳關愛別人的

訊息。

同學在午膳時間讀出好人好事。 透過「好人好事」獎勵計劃，同學懂得欣賞及關心別人	。

公德大使在早會上向同

學宣傳公德心的重要

性。

公德大使不時提醒同學要有公德

心，不可亂拋垃圾。同學正填寫選票，選出自己班的公德

大使。

「好人好事經驗分享工作紙」

「好人好事大搜查

工作紙」

提升學生的品德情操、正面價值觀及
對國家發展的認識

   公
德大使



教師專業發展

當天由謝校長率領全體教師到西貢麥理浩夫人渡假村參加講座及工作坊。

當天上午，全體教師參加了一個以精神健康為主題的講座，主持講座的專業社工向大家講解了學生情緒問題的成因、處理學生情

緒的基本原則及協助學生疏導其負面情緒的方法，提升老師輔導的技巧。

下午時段，我們又參加建立教師團隊的工作坊，透過體驗活動及互動分享，老師們一起面對及合力解決困難，以建立具關愛及使

命感的教師團隊。

「建構自主學習課堂，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專題講座
為了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加強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習成效，學校邀請了葉祖賢先生到校為老師們主持專題講座，與老師探討

開啟學生學習的鑰匙。

在是日的講座中，葉先生透過深入淺出，生動有趣的分享，使老師們加深了解如何順應學生的個別差異，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引導學生學習各種有效的學習方法，建立適切的學習期望，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提高學習效果。

講座令老師對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動機有進一步認識，實在是獲益良多。老師們將會把有關的知識及策略應用於日常的課堂中，

實踐有效的課堂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2013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基本能力報告分析

當天下午，中文、英文、數學的科任老師運用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本校學生表現的數據，就指定範疇及題目作出分析及

討論。各科任老師先以小組形式就各類TSA題目及本校學生表現的數據作出分析，討論學生的學習難點及建議改善方法，然後再與全體

老師作分享匯報。透過以學生表現數據為基礎的分析，不單讓老師對學生的學習及答題難點有更深了解，從而改善日常教學的策略，

更能集思廣益，促進專業交流，提升老師教學素質，讓「沙小」學生學得更有效。

大家積極討論及分享處理學生情緒的方法，以

提升為學生提供情緒輔導的技巧。

學 與 教

數學科老師在分析學生學習難點及建議改善

方法

中文科老師認真地與同儕分享小組的分析結果英文科老師積極地分享改善教學策略的建議

教專日一 (19-10-2013)

教專日二 (10-1-2014)

教專日三 (24-1-2014)

11

謝校長率領全體教師到西貢麥理浩夫人渡假村參加本學年第

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老師們透過體驗活動及互動分

享，建立具關愛及使命感的教師

團隊。



12

從閱讀中學習

閱讀啟發思考　知識改變命運

學校為同學舉辦了中文閱讀講座，培養學生對閱讀

的興趣。

資訊爆炸的年代，書籍氾濫的年代，全球每年出版書籍的數量以百萬計。

面對海量的書籍，人的時間總是有限，看來是無止境，但也有無限的自由。人類數百年來的知識從書籍中繼承和傳遞，思想互相

激發和誕生。雖然我們能夠接觸的人和事可能不多，但是，幸好我們能夠利用閱讀來吸收知識，擴闊視野，這是閱讀最明顯的好處。

知識和智慧是人生的財富，因此，我們需要閱讀。

那麼我們該讀什麼？對於非常感興趣的，就該不斷讀；閱讀歷史，能學習前人的經驗，經過自己的思考，轉化成自己的智慧；閱讀

文學，能滋養心靈；閱讀哲學，探討生死人生，對真理的追求；閱讀科學，學習謹慎客觀思考。古語有云：We are what we eat，在閱讀的

世界裏則是We are what we read，當然最終是We are what we do。利用廣泛閱讀，自我進行學習，培養完整視角，最終達成完整人格。

閱讀過程中，卻不能只是閱讀，也需要思考，不斷比較，不斷分析，才更懂得挑選高質素的書籍來閱讀。閱讀不但指閱讀書籍，

也指閱讀人生，過程中需要思考，不斷比較，不斷分析，才更懂得挑選高質素的路途來走。當社會中很多人能夠挑選高質素的路途來

走，每個人便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社會才會越來越進步。

言語治療
言語發展對兒童的學習和成長有直接的關係，香港有不少兒童在言語發展方面有不同程度的障礙，及早適別和提供

治療能大大改善兒童的言語能力。本校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支援計劃協助有需要的同學，每逢星期三，言語治療師將到校

為同學進行評估、治療及安排家居訓練予同學和家長，好讓同學能於家中繼續練習。校方會舉辦家長講座，邀請言語治

療師向家長講解言語問題。言語治療師會定期與學校老師溝通，匯報學生的情況，適時交流教導同學的心得。

言語治療師在家長講座中講解學童的言語障礙問題 言語治療師在三年級的中文科聯課活動中指導同學說話技巧

看！同學們在圖書館裏聚精會神

地看圖書。

早上，同學們很有秩序地排隊，

準備上圖書館。

小息時，圖書館多熱鬧

啊！充滿閱讀氣氛。



資優教育
為了提供適切的學習機會讓有潛質的學生盡展所長，本校經常推薦學生參加不同的學習課程。

其中一項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主辦的《科研新星在薈萃》講座系列，使在科學方面的資優生能在傑出學生的引導及與其他學生的

交流下，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興趣和能力。

以下作品是5A班趙正祥同學參加有關課程後的感想。

5A 趙正祥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名叫「科研新星在薈萃」的講座，收穫很大。它讓我大開了眼界，原來我們這些中

小學生也可以在科研創造中做出成績來啊！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哥哥姐姐們的那種鍥而不捨，堅韌不拔

的精神。

羅觀宇哥哥（獲第25屆丹麥國家科學比賽（NDSF）國際組一等獎），他在選擇從海藻中提取海藻酸

鈉來吸附重金屬、淨化水體之前，一定嘗試過其它許多種材料，在提取時一定經歷過許多次失敗。 但他

沒有氣餒，沒有放棄，最終獲得了成功。

我特別佩服梁頌軒哥哥（獲第6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I-SWEEEP＂銅獎）。雖然他是

位讀寫障礙患者，學習起來比別人不知困難多少倍，但他在科研創造上取得了優異成績，而且為了有更多向別人學習的機會，

他刻苦練習英文和普通話，他已經可以與外國人和內地同學交流了。這要有多大的決心，多強的毅力啊！

我的興趣也很廣泛，也喜歡製作一些小裝置。但我先要學好現在的課程，紮實知識基礎；還要特別培養那種專心致志，堅

韌不拔的精神，這樣才能在以後像那些哥哥姐姐們取得偉大的成就。

＜堅韌不拔才能成功＞

「跳出校園框框」

全方位學習是指為學生提供課室以外的學習經歷。它的理念是希望學生在真實環境學習時，體驗課堂上不能提供的學習經歷，使

學習變得更多元化。

本校本年度為小一至小六同學按常識科主題為學習核心，進行了課程統整工作。各級均安排了不同類型的參觀活動，以連貫八大

學科（中、英、數、視、音、普、電、圖）為重點，令不同科組的學習變得更有系統及更連貫，從而幫助學生把跨學習領域的知識、

技能和價值觀綜合運用，使學習變得更具意義，更有成效。

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全方位學習

級別 主題 參觀地點/活動重點

小一 小眼睛看四周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小二 親親社區 參觀馬鞍山警署、中文大學、史諾比開心世界及車公廟

小三 我們的世界 參觀尖沙咀景點及進行英、普雙語訪問活動

小四 香港是我家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小五 神州五稜鏡 參加國民教育中心日營

小六 放眼世界 宣明會聯課講座

2013-2014年度小一至小六全方位學習

讓學生

透過親身接動植

物，提高對生態環

境的關注和自然保育

的意識，培養愛護動植物

的態度。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

園

參觀沙田社區設施

有趣的參觀活動，能把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的知識與日常生活連繫

起來。

參

加
國

民教育中心日營   

讓學生認識國情教育，培養學生

優良品德，開發學生的潛能。

宣明會聯課講座

關注世界另一端的弱勢社群，並

學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13



六年級同學發揮創意及組織力，

負責設計及主持攤位遊戲。

14

本校在1月17日為一至六年級同學舉行「中文遊戲日」活動，由六年級同學負責設計及主持遊戲，以提升同學的自學

能力，同學的攤位設計精美及多元化，甚具水準。所有參與的六年級學生都覺得這次遊戲日能展示自學成果，並提升自

己的擁有感和學習興趣。

語文遊戲樂繽紛—學生潛能盡展現

同學設計的遊戲很有趣，但要過關，贏取

禮物，也得動動腦筋了。

在這個遊戲中，同學要猜成語，對低年級同學來說甚具挑

戰性。
每位同學都踴躍參與活動，十分投入。 同學在遊戲中表現出色，滿載而歸。

同學們一邊玩遊戲，一邊學習語文知識，真是一舉兩得了。

禮堂人山人海，真熱鬧！

從同學的笑臉，已知他們樂在其中！

中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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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a relaxing and pleasurable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the English Activity Days 
(26th & 27th February, 2014) were scheduled with a series of interesting programmes including ‘Phonics games’, 
‘Matching games’, ‘Tongue Twisters’, ‘Guessing 
games’, ‘What’s in the picture?’ and ‘Fun games’.

We ran 6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game stalls in the 
hall.  Students’ laughter mixed with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ll the game stalls not only encouraged students 
to gain enjoyment through fun English activities, but 
also provided a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overcom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speaking and using 
English. Besides, the leadership potential of senior 
students who serve as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Little Teachers was developed.  It is always true that 
only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great fun!

Let’s share our students’ happiness, enjoyment 
and pleasure during English Activity Days:

English Activity Days 2013-2014

Reading Day

RTHK Sunday Smile
Four students from Class 6A were 

invited by RTHK to do recording for the 
radio programme Sunday Smile. They 
are Noddy Chau, Heirix Ngai, Anna 
Cheung and Joey Cheung. They had a 
pre-recording on 2nd April, 2014. They 
talked about their dream jobs. The 
programme was broadcast on 27th April, 
2014 from 9:00 a.m. to 9:30 a.m.

Left to right: Joey Cheung, Noddy Chau, Heirix Ngai and Anna Cheung

英文科

Promoting reading is one of our major interests of 
the school policies.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enlightens our 
minds, broadens our horizons, expands our knowledge and 
opens up new avenues for us.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de 
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enthusiastic staff from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ICS) we successfully held the 
Reading Day on 18th December, 2013.

The Reading Day bega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Christmas carols by ICS students.  Our P3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in the hall and the other in the activity room. Each ICS student completed a 
shared reading with one or two of our students.

The theme of the Reading Day was “Christmas”.  To cater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wo book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levels we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our students’ reading abilities. Our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s were 
further stimulated by producing a paper mitten ornament with the help the ICS big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reading was the main course for our students, they also enjoyed the dessert (Game Time).Students’ 
laughter mixed with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 Their enjoyment marked the success of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famous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ICS.  With sincere appreciation, we thank the ICS teachers for their 
fantastic support and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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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同學自學能

力及對數學的興趣，數

學科提供了網上學習的

渠道。

同學可透過網上

學習，尋找學數學的樂

趣及鞏固所學的知識。

解答應用題是同學其中

一個難點，本校透過【解題

四部曲】讓同學在解答應用

題時，好好地想出解題的四

個步驟，幫助他們更有信心

理做應用題。

解題步驟：

1.	理解問題、

2.	用心解題、

3.	列出算式、

4.	檢驗回顧。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校外數學比賽，提高他們

對數學的興趣，加強解難能力，擴闊視野。在校外比賽

中，他們都能取得良

好成績，實在可喜可

賀！學生還踴躍參與

其他團體舉辦之數學

活動，豐富自己參賽

的經驗及體會。

數學科於校內數學比賽加添

了速算範疇，以加強同學的數字

感，並提升同學的運算能力。

今學年，本科繼續

有系統地教授各種解難策

略，以提升同學的解難能

力，包括繪圖及列表、方

程、找規律法及簡化問題

等。每個年級均會集中學

習一至兩個解難策略，並

加以運用。

為了提高同學學習數學的興趣，老師在課室設立

「數學園地」，裏

面不但有本科資訊

及知識，還有「每

週一問」，當中的

難題既配合課題，

而且有助同學培養

解難能力，藉以提

升高階思維能力。

數學接觸多　智趣無限 FUN

網上學習 解題四部曲

校外數學比賽

速算練習及比賽

解難策略的學習

數學園地

數學科校外比賽一覽

同學正進行網上學習。

同學得到獎項真開心

我能有技巧地解答應用題，應付

起來更能得心應手。

學生現在對解答應用題信心十足！

在限時的情況下，同學認真地

計算，加強速算能力。

同學經過走廊，都愛看解難策略。

小息時同學們都愛到「數學園地」挑戰

自己的數學能力。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香港

賽區)

第六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

全港十八區(沙田區)小學數學比賽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六年級)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五年級)

2014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港澳盃hkmo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2014OLYMPRIX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

第廿二區沙田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2014

全港中小學『	T字之謎』大賽

2014數學大王國邀請賽(香港區初賽)

多元智能盃2014

數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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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二月十三日，本校禮堂齊集不少長者，五年級同學代表本校發揚了服務人群的精

神，場面既熱鬧，又感人！

那天本校邀請了新田圍堂老人服務中心的長者蒞臨參加「長幼共融顯愛心嘉年華會」，

每班同學表演不同的節目，亦有同學帶領長者進行輕鬆有趣的遊戲及有益身心的活絡操，使

他們渡過了愉快的時光；接著長者參加由同學精心設計的益智攤位遊戲，提高環保意識。

在過程中，同學都很積極

參與籌劃、服務等活動，大大

增加他們對社會服務的認識，

豐富他們服務學習的經驗，從而

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和關心別人的態

度，提供了一個在社會群體中體驗

人與人合作和相處的機會。

為了培養學生對科學的探究精神及興趣，本校每年都會舉辦「科學日」，讓學生以手腦並用的方式，進行不同的科學

實驗及活動。

共融顯愛心　長幼齊歡欣

科學活動多元化，探究精神齊發揮，
不怕失敗再研究，成功原在嘗試中！

節目表演後，就是攤位遊戲的時間了。 

同學用自製的電話筒談天。

同學主要利用飲管便能製作

飛行器，具發明頭腦！

看誰最快釣到魚兒！

原來利用紙的捲曲也

能承托重物。

同學精心製作「百變萬花筒」，從

而認識光的反射原理。

這是我們合作的成果—「潛望鏡」，

漂亮極了!

同學製作的陀螺形狀各具特色。

最後，同學們就把福袋送給長者，

藉此向他們送上無限關懷。

科 學 日

一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四年級

同學通過「摩天大廈」這項

活動，明白到力學的原理。

同 學 帶 領 活 絡 操 ，

長 者 們 玩 得 不 亦

樂乎呢！

各 班 同 學 盡 力

地為長者表演各種

不同的節目。

讓我們研究怎樣製作「創意警報器」。

你看我們幾經辛苦製作的電筒，終於

亮著了！

我們的「衝天直升機」真的

成功飛行啦！

六年級

看誰把「DIY飛行器」飛得高、飛得遠了

常識科

五年級



參觀茶具文物館及寫生

「合作學習」視藝創作比賽

為提升學生對視覺藝術的感知和評鑑能力，本校二至六年級共

四十二位同學，試後跟隨視藝科科主任崔老師及兩位家長，於2014

年1月22日早上參觀位於金鐘香港公園的茶具文物館的專題展覽：

「陶瓷茶具創作2013」及進行戶外寫生活動，以提高學生對繪畫及

陶藝的興趣，擴闊對視覺藝術的視野。

在藝術創作歷程中，學生可以透過集體創作，既能體驗合作的重要性，又能培養他們對別人的尊重及欣賞，在提升

協作及溝通能力的同時，讓學生發揮創意，展現藝術才華。

香港公園風景優美，同

學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

認真地寫生。

同學們都專心地聆聽導賞員

的介紹，獲益良多。

Yeah!我們終於合力完成圖騰柱了!

合作創作小花園，搓搓捏

捏真開心！

看看我們這一組的車仔檔開

檔了，歡迎到來欣賞使人垂

涎的美點。

琳瑯滿目的優秀「合作學習」

作品，於本校正門大堂展覽。

現在砌模型，將來建大廈，我們也是

小小建築師！

動動腦筋，動動手，

齊心合力解疑難。

茶具比賽的作品充滿豐富的

想像力，面對新奇有趣的茶

壺和別緻的茶杯，同學們都

感到興奮。
當日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我們準時到達茶具文物館的大門

前，準備進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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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們的精心傑作多美麗！ 分工合作，互相幫助，

發揮團結友愛精神。

視藝
科



鋼琴獨奏

小提琴獨奏

音樂交流會　互相觀摩學習

為了讓參加今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增加參賽的信心，本校於

一月二十日舉辦了一場音樂交流會，讓同學們能互相觀摩和學習。

各同學表現投入，互相交流及展現潛能，除有助增加表演的經驗

外，亦能學習在音樂會中應有的禮儀和正確態度。

統計結果顯示，大部分同學都表示喜歡參加音樂交流會及欣賞同

學的表演，他們更表示希望來年能繼續參與。

長笛獨奏—高級組

二胡獨奏—中級組

單簧管獨奏—初級組

柳琴獨奏—初級組

合唱團在努力練習下取得佳績，於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節

比賽中獲得亞軍。

合唱團於綜藝繽紛嘉年華的表演出色。

2013-2014 音樂會
日期 活動名稱 場地 班級

2/10/13	 《超越時空的樂器》管風琴導賞音樂會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P.3-4

7/11/13 香港青苗粵劇團-粵劇導賞音樂會 高山劇場劇院 P.5-6

11/11/13 《大江南北》中樂音樂會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P.3-4

18/11/13 《精彩的協奏曲》弦樂音樂會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P.5-6

18/11/13 香港中樂團《中樂導賞音樂會》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P.1-2

19/3/14 香港城市室樂團《玩轉室樂團》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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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同學們演奏不同的中西樂器，
互相切磋演奏技巧。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節比賽



「親子遊戲真多FUN，比賽默契NO.1，齊齊合作攞冠軍。」

本校第十三屆周年運動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

日，假沙田運動場順利舉

行。學校邀請了香港浸會

大學社會科學院體育學系

副系主任劉永松教授蒞臨

主禮及頒獎，各友校校

長、嘉賓蒞臨指導。當天

劉教授勉勵同學要多做運

動，不要把每年一度的運

動會，變成每年一次的運

動日，每天都要有健康的

生活。

運動會在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下掀起序幕。全

日共有51場次的比賽，各運動員均全力以赴，賽事既

刺激又緊張，贏得全場觀眾的掌聲和喝采聲。

今年度一、二年級遊戲日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在學校禮堂圓滿舉行。無論是班際比賽或是親子

接力賽，各同學和家長都熱情投入作賽，施展渾身解數爭取

勝利，大家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活動學習日，正好配合了

本年度的得獎口號。

「一、二、三，啪﹗啪﹗」刺氣球

儀式為運動會揭開序幕。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體育學系

副系主任劉永松教授於百忙中抽

空，為本校擔任主禮嘉賓。

在謝校長鳴笛聲下，運動會

的比賽正式開始了。

「跳啊﹗看我在沙池上一顯跳遠

的英姿﹗」
「看﹗我有姿勢，又有實際，一

定能取得獎牌的。」

各健兒施展渾身解數，希望盡

快跑到終點。

校長鳴鑼，遊戲開始了！

Yeah！我們班又得獎了！

今屆口號得獎者及家

長與校長合照。 你看，班主任、同學及家長都

十分投入比賽中！

他們多享受這遊戲，充份體

現了親子之間的默契。
看看隊友準備好未？

比賽競爭得十分激烈，大家都

小心翼翼地參賽！

二年級同學專心地完成

自己的比賽。

親子之間的默契盡在比賽中表

露無遺。

站在親子頒獎台上的得獎運動

健兒多威武啊！

師生校友接力邀請賽是最為觸

目的比賽，贏得全場觀眾的歡

呼聲和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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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活動多　齊來參與笑呵呵體
育
科

第十三屆周年運動會

遊戲日



同學們都十分緊張，因為打字

比賽已經開始了。

看！同學們均聚精會神地打字，

為了要爭取好成績。

這麼多健康網站真是十分難挑

選，我要逐一瀏覽才作決定。

為了選出自己心愛的網站，同學

們第一時間細閱活動詳情。

普通話科活動多　齊來參與笑呵呵

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是本科目標之一，因此，本年所舉辦的普通話活動多姿多采，包括有班際朗誦比賽、才藝

表演、普通話活動日及普通話歌曲欣賞等。

此外，普通話老師還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比賽。如校際朗誦節、講故事比賽、普通話擂台賽等。以下是兩位學生參與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4的剪影：

「校內中文打字輸入法比賽」
為了鼓勵學生多使用中文輸入法，本校在一月份舉辦

了「校內中文打字輸入法比賽」，參與的小五及小六學生

均積極參與。有關的比賽結果如下：

「沙小同學最愛自學網站選舉」
為了鼓勵同學建立良好的上網習慣，培養多瀏覽健康

網站的上網態度，本科上學期舉行了「沙小同學最愛自學

網站選舉」。經過同學們踴躍投票後，結果終於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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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李樂兒

《不再偏食的小白兔》

3B 莫海琳

《誰哭了》

2A 李樂兒還勇奪「第六屆沙田區小學生普通話

擂台賽」詩詞獨誦初級組亞軍呢!

優異星獎 優異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5A 張巧瑤 鄧芷晴 趙伯銘

5B 楊芷琳 梁永謙 廖銘軒

5C 江碧瑜 吳灝森 崔賀森

5D 馮業雯 張濟錦 石凱晴

5E 何善潼 魯樂然 陳煒嵐

6A 關爾雅 周曉盈 梁漪彤/周梓諾

6B 鄧紫琦 陳靖軒 羅筠皓

6C 高卓麟 蔡婉樺 陳芷怡

6D 石曉嵐 陳蒨霖 伍俊軒

6E 鄧偉豪 林凱盈 黃凱怡

最高票數的五大優秀網站如下：

1.	火柴人網頁	 441票

2.	星願小王子	 404票

3. ETV online 334票

4.	麥兜低碳網	 327票

5.	香港公共圖書館	 290票

普通話

電腦科



English Ambassadors

英文小老師

IT小先鋒

愛心大哥哥大組姐

There are twelve members 
in our family.  We spend 
our free time to encourage 
schoolmates to talk to us 
in English not only in the 
classrooms, but also outside 
the classrooms.
During lunch recess, we are 
very busy. We work in the 

English room. We help our schoolmates to play board games 
such as Scrabbles and word building games. We also go to the 
classrooms and play language games like Bingo, wordsearch, 
phonics games, etc with our schoolmates.
In addition, we also help run other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Activity Days. Anyway, we are always with you.

Happy teaching, joyful learning!

逢星期一、三和星期二、四的課前時段，英文小老師

分別協助成績稍

遜的小一及小二

的同學準確地朗

讀指定的文章和

正確默寫有關字

詞，以發揚校園

關愛文化。

本年度共有

12位IT小先鋒。

在課前小息、第

一及第二小息，

他們在電腦室當

值，協助同學使

用電腦和指導低

年級學生使用網

上學習平台。

本年度學

校邀請了四至

六年級同學擔

任愛心大哥哥

大姐姐，負責

協助老師幫助

一年級新生盡快適應校園生活，用愛心照顧他們，關心他

們的需要，為他們解決困難。

Being an English Ambassador, we 

pledge to serve our schoolmates.

We help our schoolmates 
play board games in the 
English room.

We help run the game stall 

during English Activity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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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小老師正在指導

一年級同學溫習。

IT小先鋒協助同學使

用PowerPoint，製作

專題研習。

英文小老師透過語文

遊戲協助二年級同學

溫習。

IT小先鋒協助同學使用

網上學習平台。

風紀

環保及衛生小先鋒

健康校園大使

本年度風紀員共分為三

隊，第一隊為六年級同學，

第二隊為五年級同學，第三

隊為四年級同學。三隊風紀

員共有166人。今年的風紀總

隊長6A班梁漪彤，是由六年

級的風紀員推選產生的。

本年度的環保及衛生小先鋒成員有27位，他們負責

協助老師維持校

園衛生及清潔，

並推廣環保訊

息及活動，希望

各位同學能夠注

重衛生及支持環

保，為地球出一

分力。

健康校

園大使的職

責是協助學

校進行防疫

的工作，宣

傳健康校園

的意識。

一年一度的風紀宣

誓及隊長頒授儀式，已

於10月8日（星期二）

早集時完成。當天先為

35位擢升為隊長的風紀

員佩戴風紀隊長帶，

接着全體風紀員讀出誓

辭，以表盡忠職守。

環保及衛生小先鋒參加

植樹日活動。

健康校園大使認真地為每

位同學檢查體溫紀錄表。

「謝謝姐姐的幫忙，我知

道了﹗」健康校園大使細

心地協助低年級學生翻開

紀錄表。

環保及衛生小先鋒到北

潭涌考察，親親大自

然。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計劃於一九七四年七月由前警察公共

關係科總警司凌基理先生創辦，是警察公共關係科轄下的

「少年警訊及青少年聯絡組」負責。

本區的少訊會所提供會員定期活動，有：自衞術、空

手道、跆拳道、結他等訓練班。

校內活動於本學期期考後，參觀馬鞍山警署、大圍

鐵路站、

廚餘機活

動，請各

會員留意

壁佈板告

示。
沙田區少年警訊會所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服務團隊



為受傷或身體不適的同學提供即時及跟進護理，減

輕傷勢惡化，

促進康復；並

向同學宣揚健

康知識，讓大

家在安全衛生

環境中學習及

進行活動。

童軍活動多姿彩
本校的幼童軍旅團希望透過各種訓練和活動，使各

成員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良好的發展，並透

過實踐誓詞和

規律，引導各

成員成為一位

良好的公民。

本年度學校邀請了20位五至六年級同學擔任中文小

老師，負責協

助成績稍遜的

一、二年級同

學能自信、準

確 地 朗 讀 課

文、認字及正

確默寫字詞，

從而提升他們

學習中文的動

機 及 默 書 成

績。

今年，本校小女童軍新界第166隊活動內容豐富，

除步操訓練外，還有公益服務，如

探訪老人；又有康樂活動，如海陸

歷奇等。另一

方面，透過興

趣章的評核活

動，小女童軍

能培養良好的

興趣，而且能

挑戰自我，向

目標進發。

本校的圖書館領袖生共有五十人，他們負責管理

圖書館內的秩序，借還圖書，幫助圖書館主任處理館

內其他雜務

工作。他們

熱心盡責，

是一隊有紀

律的服務團

隊。

升旗隊隊員穿著整齊制服，昂首闊

步，配合著國歌的節奏下，國旗慢慢

上升，加強同學的愛國情懷。

交通安全隊

校園小記者

學生護理隊

幼童軍

中文小老師

小女童軍

升旗隊校訊

圖書館領袖生

本校交通安全隊本年共派出25隊員於2月16日出席新

界南區周年檢閱

禮暨步操比賽。

隊員在比賽中發

揮合作精神和默

契，並於比賽中

獲得季軍。
校園小記者負

責撰稿、訪問及報

導學校活動，他們

更有機會學習操作

校園電視台的器材

及錄製節目。

小女童軍樂趣多　發揮潛能獻愛心

本校升旗隊隸屬香港升旗隊總會，

隊號為P100。升旗隊負責每月一次的升旗

禮，目的是希望推廣學校的升旗文化，讓

全校師生通過親身參

與，認識國家、關心

國家，增強對國民身

分的認同。

比賽後愉快地留影

小記者拍攝「旗

下講話」的情況

同學們認真地學習救傷

及包紮處理。

宿營

看看這一群中文小老師

燦爛的笑容，就知他們

充滿愛心了！老師也對

你們投以百分百的信

心，相信你們能夠盡忠

職守，發揮助人精神。

小記者在陸運會上訪

問嘉賓

學生護理隊每天都準時

及精神奕奕地當值。

遠足

每一位中文小老師在服

務他人的同時，更學懂

處 事 和 感 受 到 助 人 互

助的快樂，令沙田官立

小學變成一所歡笑的校

園。

隊員及隊長精神奕奕地

向主禮嘉賓敬禮

小女童軍和本校幼童軍在

「小棕仙歷險記」活動中

一起大合照。

今年在校內售賣獎券得

到 善 款 逾 一 萬 六 千 多

元，還得到香港女童軍

總會頒發全港最佳銷售

獎小女童軍組第九名。

公益少年團

本校公益少年團一向以「認識、關懷、服務」為使

命，團員於今年的「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中，盡

心盡力栽種花

卉、積極投入

籌款活動、熱

心服務公益社

群，表現獲得

大家讚賞。本年度的籌款活動獲得校長、副校長、老師、同學

及家長的鼎力支持，成績美滿，更獲取良好獎杯。

早上，圖書館領袖生會盡

心盡力地看管秩序。

圖書館領袖生與圖書館主

任岑佩華老師合照。

23

校車車長

為培養學生參與服

務工作，認識權利及承

擔責任，發揮自信、自

治、及互助精神，校車

車長主要由五至六年級

學生組成，負責協助老師維持同學在車上的秩序。車長定

期出席集會，檢討在工作上的得失，與老師保持溝通，加

強彼此聯繫。	

升旗隊隊員穿上整齊制

服，威風凜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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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在校園　同學身心皆舒泰

在農曆新年時舉行，同學們建議家長選

購賀年食品時選擇健康小食。

在2013年12月20日當天，同學們

為聖誕聯歡會預備的小食中加入

不同水果。

水果週在10-14/2/2014舉行，同學們參加了填色比賽、水果週班際比賽及	

愛心水果送長者等活動。

為了配合四月月訓「健康」，學校舉行了本活動，派發健康小食資

料，鼓勵同學準備健康小食回校。

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本校積極響應衛生署在全港中小學推行的「健康飲食在校園」計劃，在本年度，舉行多項活

動，鼓勵學生吃水果和健康小食，以培養健康飲食習慣。

鮮艷的水果串令人

垂涎三尺。

同學帶備各式各樣水果

作為小息茶點

填色比賽的優異作品—

2B魏綽邦

3B 黃承軒

4C 黃詠禧

全盒內的食品包括：

1. 果乾（包括：純天然木瓜乾、純天然小紅 

 梅乾、原粒草莓乾）

2. 種子（包括：葵花籽、南瓜籽、杞子）

3. 堅果（包括：合桃、榛子、杏仁、胡桃）

我們給長者送上小小心意。

健康校園

「繽紛水果迎聖誕」
「有營全盒大比拼」

「水果週」

「健康小食全接觸」

我帶來了七彩繽

紛的水果盆。

健康校園大使在校園電台上宣傳健康小食訊息！

全盒內的食品包括：

原味杏仁、乾杏脯、開心果、松子仁

和南瓜子。這是一個家中自製「三低

一高」，即低脂肪、低鹽、低糖和高

纖維的健康全盒。



課外活動多元化　五育並重樂趣多
為了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得到均衡的全人發展，本校特為全校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了約40項課外活

動，內容包含了音樂、體育、制服團隊、科學、家政等等，並以興趣組及輪流組的形式進行，活動多元化;同時，本校得到

一群家長導師不遺餘力的協助，不但使活動推行得更順暢，而且更發揮了家校合作的積極作用。

課外活動

類別 項目名稱

制服團體

幼童軍

小女童軍

交通安全隊

升旗隊

體育

乒乓球班

籃球組

羽毛球班

體感遊戲

藝術

編織班

戲劇樂fun fun
輕黏土製作

趣藝班

小小藝術家

實驗素描班

剪紙工藝

益智

Rummikub
康樂棋

橋牌班

＊棋藝大比拚

音樂 鋼琴技巧班

科學 電腦班

其他

校園小記者

生命小富翁

成長列車

專注力提升學習小組

三年級

輪流組

中國傳統遊戲

故事姨姨

腦筋急轉彎

音樂天地

棋藝樂

二年級

輪流組

故事姨姨

棋藝樂

妙趣語文

趣味摺紙

Stories Games & Sing Along

一年級

輪流組

趣味卡通畫

玩玩唱唱

土風舞

詩歌欣賞

故事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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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老師及家長導師大合照

熱心的家長導師不但為我說故事，更給我們送

贈汽球，同學們也感到十分高興。

看我們穿起升旗隊制服，多麼帥！

看我們的輕黏土製作多麼精緻！

我們正進行棋藝大比拼。

我們自製遊戲卡，也玩得很開心。

看我們的剪紙工藝品多麼有趣。

我們很熱愛玩羽毛球！

我們正享受編織的樂趣。



Miss Conrad正帶領我們玩英語遊戲—猜謎語。

鬥智的Rummikub，看誰能勝出

猜猜我們烤了甚麼食物？

我們跟校長和老師們分享燒烤成果。 我們齊心地建起水炮台，看來我們應該勝出的。

看！我們的早餐何等豐富。
我們烤的食物真美味啊！

我們在商量採用甚麼隊名。

看！我們正在UNO，多麼開心呢！ 看！我們跳土風舞，舞姿多麼優美。

別看我們小小年紀，我們

也能製作出精美的面具。

參加電腦班增加我們不少課

外知識。

戶外教育營
本校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烏溪沙青年新村為五年級同學舉辦了一個為期三日兩夜的小五教育

營。這次教育營把學習環境從課室轉移到戶外去，希望同學們能藉着不同的活動方式，學習書本以外的技能。同學們在這

三日兩夜期間培養自理能力，更透過歷奇活動、野外訓練、天才表演、營火晚會等活動，學習與人溝通、小組合作，提高

社交能力、解難能力和課外知識等。

26
我們終於勝利了。

我們正在商量取勝的策略。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燒烤，真的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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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SIR跟我們打成一片。

我們一起踏單車，真的十

分高興！

我們在撿拾樹枝來玩遊戲。
我們製作的小工藝，很美呢！ 謝校長與我們一起旅行，我們爭相跟

校長、老師拍照。

我們雖小，也懂得

駕車！多麼棒！

玩滖軸留冰，教人感

到多麼興奮！

玩滑梯，真的既緊張又好玩。

看，我們一邊踏單車，一邊欣賞

美景，多麼享受！

區 老 師 跟 我 們 一 起 玩 、 一 起 拍

照，真快樂！

看我們的帽子多麼精美！ 老師帶領我們玩集體遊戲。 劉老師和林老師也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梁副校長和蘇老師與同學們在美麗的迪欣湖留倩影。

秋季旅行樂融融　美好回憶記心中
一年一度的學校秋季旅行已於10月4日舉行。當天風和日麗，秋高氣爽，全校師生及家長義工們也盡情享受秋日陽光，

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一、二年級同學前往迪士尼樂園之迪欣湖，由班主任老師帶領遊覽園湖景色，一同在綠草如茵的草地上玩集體遊戲，

歡笑聲此起彼伏。而三至六年級同學則前往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那裏地方寬敞，綠樹林蔭，同學可盡情參與營內多項戶

外及戶內的設施和活動，其中以球類活動、繩網、射箭、單車等項目最受同學歡迎。

一幕幕難忘的旅行片段和甜蜜的回憶，相信已深深印在同學們的腦海中了，讓我們齊齊回味吧！

何主任與我們拍照，

看我們多麼興奮！

我們忙著跟老師拍照留念。

看！我們玩得多

麼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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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餘學 藝　班
學校於新學年開設五十二項課餘學藝班，以發展　學生多方面的潛能，讓得到均衡的培育。	

P.1-2 English Class, 
P.2-3 Art and English and 
P.4-5 Active English (Drama)

P4-5 Active English (Drama)

小一至小二趣味數學、

小三至小四數學精英培訓班、

小五數學精英培訓班和小六數學精英培訓班

手鐘隊、手鈴隊、銀樂隊、銅管樂班、

弦樂班、敲擊樂班、木管樂班、

長笛班、管弦樂團

和小五至小六合唱團

科學探究精英培訓班

兒童舞校隊、小一舞蹈遊樂班

小一至小三電腦班、

小四至小六電腦機械人培訓班

小一至小三兒童畫班、

小四至小六綜合藝術班、

小一至小三迷你輕黏土班和小二至

小六陶藝班

小五數學精英培訓班

弦樂班

銀樂隊

小五、小六合唱團

兒童舞校隊

小三至小六LEGO電腦機械人培訓班

小一至小三兒童畫班

小二至小六陶藝班

 視覺藝術科

  英
文科

   數
學科

   電
腦科

  常
識科

   音
樂科

  舞
蹈組

   
 話 劇
小三至小	六戲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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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餘學 藝　班
學校於新學年開設五十二項課餘學藝班，以發展　學生多方面的潛能，讓得到均衡的培育。	

藝術體操校隊、國術獅藝班、乒乓球校隊、乒乓球興趣班、小一至小四小型壁

球興趣A班、小二至小六壁球校隊培訓班、壁球校隊A、壁球校隊B、壁球校隊精

英培訓班、壁球校隊精英班(暑假)、田徑校隊A、田徑校隊B和田徑校隊精英培

訓班、小一至小六田徑興趣班、羽毛球培訓班、羽毛球校隊、體感遊戲促進學

生體力活動量研究

小三至小四小領袖訓練、

小主播口語培訓班

小一至小三EQ領袖團A、

小四至小六EQ領袖團B

幼童軍、小女童軍、交通安全隊和升旗隊

小三至小四小領袖訓練

國術獅藝班

乒乓球興趣班

田徑校隊 小四至小六EQ領袖團B

幼童軍

小女童軍

交通安全隊

升旗隊

   電
腦科

   
 話 劇

  制
服隊伍

   體
育科

  資
優培訓

 情
緒培訓

小三至小	六戲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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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

家長日

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透過推行不同的輔導小組，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生活技能，例如情緒管理、社交、解決問題和訂

定目標，藉此以增強師生、家校、朋輩間的正面連繫，灌輸正確的價值觀、鼓勵和培養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從而提升學

生的抗逆力，以面對社會的變遷和成長的挑戰，讓彼此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我們透過不同的小組活動，致力營造互相關懷、信任和尊重的學習環境，幫助同學發掘自己的長處，提升自尊感，充

份發揮潛能，期望可以達致全人發展。本學年開辦的輔導小組活動，包括有四、五、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小輔

導」員計劃/「生命小富翁」小組/「品格小天使」小組/「自信滿Fun」小組/「情緒小管家」小組/「社交達人訓練班」小

組/「快樂升小一」小組/「愉快Fun	學堂」小組/「專注掌門人」小組等等。

為了促進校方與家長之間的緊密聯繫，本年度「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星期六)順利舉行。

當日天氣雖然寒冷，但無礙家長們的出席，他們除領取成績表和學業以外表現的紀錄表之外，並就學生的成績和個人

品行發展，與老師面談溝通，共同協助學生得到全人發展。家長也提出寶貴的意見，讓我們感受到家長對子女的關懷和對

學校的支持，充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實踐教育理想。

逆境中你會體驗上天給予你的獨特才能和恩賜

家校合作顯關愛　師生互動助成長

家長與同學們從書展中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 父母一起出席家長日，與班主任商討子女的

表現。

家長講座教授「配合孩子腦部發展的管教策

略」，參與的家長都認為獲益良多。

愛心之旅—探訪新田

圍村獨居長者。

體驗弱能人士的日常工作。

組員一起分享感受。

愛心之旅—探訪李鄭屋工場

你有用過這些方便

餐具嗎？

一家人互相支持不畏困難！

俾Ｄ掌聲！我們就是今天為

大家表演的小小魔術師！！

野外歷奇之旅—挑戰西貢上窰家樂徑！

爸爸媽媽也和

我們一起跳出

校園呢！

老友記，你身體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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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校友同樂BBQ」

「一點心意DIY曲奇獻給您」

「校友同樂BBQ」已於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順利舉行了!	當日天朗氣清，155位校友和老師們在西貢海灣燒烤大王

進行了燒烤活動，渡過了一個愉快的黃昏。校友會的活動能否成功，實有賴各位校友的支持，請繼續留意校友會的新

動向！

校友會『一點心意DIY曲奇獻給您』活動已於5月10日(星期六)舉行，

當天參與活動的小六同學與校友們齊齊動手製作曲奇，並即時分享成果，

希望同學於畢業後繼續支持校友會活動。「2014校友日」將於2014年10	

月11	日(六)下午舉行，請密切留意學校網頁。

校友與師長們圍爐暢聚，拍拍照，樂也融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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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銜接(接待孫方中幼稚園)

2013—2015年度小五升中家長簡介會

本校於1月8日(星期三)應孫方中幼稚園的要求，接待了40多位幼稚園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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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家長參觀校舍，以加深家長對本校的認識。

小五升中家長簡介會已於3月21日舉行，內容主要環繞教育局現行的『升中派位機制』。從問卷調查所得，出席的家

長滿意簡介會的整體安排，超過97%的家長表示簡介會能讓他們明白『升中派位機制』。有關內容已上載學校網頁，方便

家長查閱。

本校同學為到訪幼稚園家長作朗誦、長笛及故事演講表演，歡迎他們的蒞臨。

謝麗華校長及何文娟主任作

學校簡介

幼稚園家長參觀校舍

歡迎小五家長出席「小五升中家長簡介會」

家長查詢有關升中選校機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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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沙田官立中學周年開放日

2 0 1 2 — 2 0 1 4年度小六升中選校

家長座談會

六年級的同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前往沙田官立中學參觀該校舉行之『周年開放日』。是次開放日

內容包括：展板展覽、科學實驗示範、攤位活動、學生舞蹈、音樂表演及慈善賣物會。賣物會慈善款項將撥捐「香港失

明人士協進會」，資助該會推動關注失明人士的活動。

『小六升中選校家長座談會』已於4月12日(星期六)舉行，家長出席率約80%。當天座談會內容主要讓家長明白如何

為子女選擇中學學位及填寫選校表格等。從問卷調查所得，99%出席的家長表示座談會的內容能讓他們明白為子女選擇中

學時應注意的事項，以及認同班主任給予的建議有助他們為子女選擇合適的中學。

何主任解釋統一派位機制及一般的選校策略 班主任為家長詳細講解選校時需注意的事項

老師也與昔日沙小同學來個合照。

同學投入地參予各攤位活動，開始預備踏入中學校園。

準備參觀沙田官立中學『周年開放日』，同學

們十分興奮。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欣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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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別 比賽項目 / 主辦機構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文組/朗誦

一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1D譚浩仁　1D李震邦　1D許樂嘉　1E胡凱程

二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冠軍 2A李樂兒

季軍 2A歐令瑜

亞軍 2A黎心怡

優良 2B吳卓錡　2C簡嘉聰

三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季軍 3A房昕曈

優良 3D邱琬瑩　3E黃美琪

四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4A張鈺雪　4A鍾翠盈　4A李佩螢　4A黃敏熙

五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5A何旻諾　5A梁茜淇　5A謝詠斯　5A翁可穎　5B陳葦澄
5D馮業雯　5D李苑荷　5D石凱晴

良好 5A袁展培　5B楊芷琳

五年級散文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5B楊芷琳

亞軍 5A陳子樂

六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6A陳綺琳　6A葉詩瑩　6B馮柏熹　6E黃曉怡　6E黃凱怡
6E曾漪嵐

季軍 6A周梓諾　6A彭珮珩

六年級說故事/學校朗誦節 冠軍 6A周梓諾

普通話/朗誦

二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2A李樂兒		2B蔡卓林　2D謝希潼		2B吳卓錡

三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3A陳雅怡　3A簡樂晴　3A黃禮熙　3D楊曉東

四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4D方　晶　4D張家寶

五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5A曾詠欣　5A趙正祥　5A梁子樂　5B楊芷琳

六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6B李瑞卿　6B陸穎妍

英文組/朗誦

二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2B吳卓錡　2D鍾騏蔚　2D佘沅蕎

三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3A房昕曈　3B鄧樂施　3B莫海琳　3C黃慧喬　3C陳嘉儀
3D楊曉東

季軍 3C蕭瑋欣		3C李梓嘉

良好 3E林		琳		3E黃詠琳

四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4A張迦善　4A陳嘉淇　4A甘依蓓　4A張鈺雪　4A黃敏熙
4B陳佩誼　4B麥凱晴

五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5A梁茜淇　5A翁可穎　5A謝詠斯　5A陳子樂　5E劉子瑨

季軍 5A梁子樂　5A趙正祥

六年級詩詞獨誦/學校朗誦節

優良
6A陳綺琳　6A葉詩瑩　6A周梓諾　6A魏綽希　6A勞濬揚
6B李瑞卿　6D陳蒨霖　6E黃曉怡　6E黃凱怡　6E方希嵐

亞軍 6A彭珮珩　6B馮柏熹

良好 6D石曉嵐　6E陳珈御　6E阮承杰　6E梁安利

六年級散文獨誦/學校朗誦節 亞軍 6A彭珮珩

普通話科
第六屆沙田區小學生普通話擂台賽詩歌獨誦
比賽(初級組)

亞軍 2A李樂兒

中文科
2013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全國作文現
場決賽)

一等獎 1B蘇文傑　3B黎嘉怡

二等獎
3A歐泳儀　3B高莛茵　6A張立賢　6A徐穎錡　6B丘雅楠
6D黃凱慧

三等獎

2D謝希潼　2E傅君浩　3B何鈞賢　3D莊銘灝　3E黃美琪
3E周卓瑤　4A黎嘉明　4B陳珮誼　4B梁焯堯　4D朱衍恆
4D張子朗　5A何焯廷　5B杜卓紋　5D陳炒然　6A李進新
6A陳綺琳　6A張婷鈺　6A鍾栩晴　6A林志浩　6A徐佩琦
6A洪維鈞　6A蔡兆軒　6A洪樂怡　6B趙不彤　6B陳靖軒
6C吳嘉浩　6C黃心妍　6C陳芷怡　6D蔡晴榆　6D陳蒨霖
6D吳嘉穎　6E阮承杰　6E符慧欣　6E曾漪嵐

英文科
The 6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014
第六屆《大中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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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Chau Tsz Nok		周梓諾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

一等獎 1A區家睿　1C陳紫晴　2C林靜心		

二等獎

1A楊諾軒　1B梁志賢　1E莫可祺　2A梁冠彤　2A黎心怡
2A張昊朗　2C林卓維　2C招汶沛　2C康以晴　3A陳雅怡
3A倪浚穎		3A古維鈞　3B高莛茵　3B李志豐　3B葉泓熹
3B陳意琳　3C施駿謙　3C張家怡　3D鍾瀚洳		3D莊銘灝
3D戴晴堯　4A黎嘉明　4A黃敏熙		4A鍾翠盈　5D施蔚茵
5E郭芷瑜　6A羅竣謙　6A張婷鈺　6A葉詩瑩		6A洪樂怡
6A馬浚希　6A馮思聰　6B馮柏熹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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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1A程沛恆　1B趙康然　1C孔煒喬　1D梁銦軒　1D許樂嘉
1E余倩瑩　2B錢俊諾　2B吳卓錡　2C簡嘉聰		2C禤卓穎
2D謝希潼		2E林昇鋒　2E王澤晞　4A張鈺雪		4A唐　森
4B黃樂晴　5A周民豐　5A趙正祥　5A庾子祐　5B張爾晉
5B陳錦曦　6A關爾雅		6A蔡旻希		6A林穎忻　6A周梓諾
6A李進新		6A徐佩琦		6A溫蕊詩

全港十八區(沙田區)小學數學比賽	 優良
6A羅竣謙		6A林志浩		6A魏綽希		6A陳綺琳　6A吳啟政
6A馬傲翹		6A葉詩瑩		6A周梓諾　6A馮思聰		6A劉靜琪
6A李進新

第六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 三等獎 6A葉詩瑩

常識科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腦力王世紀大賽i Happy x 
3國小豬 分站賽入圍　 4A陳嘉淇　4A黃敏熙

公民教育

倡廉校園小記者短片創作比賽2013/沙田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及廉政公署

小學組亞軍 5A陳子樂　5A翁可穎　6A周梓諾

中華歷史知多少─第三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

小學組個人賽優異
金獎

1A江致遠　2D吳騰逸　2D黃睿盈　2E王澤晞　3A古維鈞
3A李焯瀅　5B陳錦曦　6A周梓諾　6A司徒建林

體育科

南元朗官立小學男子4X100米接力 亞軍 6A洪維鈞　6A歐陽鏵　6D黎遠灝　6D馬啟軒　6E陳穎賢

南元朗官立小學女子4X100米接力 冠軍 6A洪樂怡　6A黃巧琳　6B陳芷蘊　6B曾曉昕　6E黃曉怡

2013-2014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新界A區)男子甲組(個人)

第6名 6E岑保翔

2013-2014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新界A區)男子乙組(個人)

第7名 5C何翱儒

2013-2014年度Bonaqua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
比賽小學女子組單打

優異獎 6B曾曉昕

屈臣氏運動會周年大賽—男子丁組80米欄 冠軍 6A洪維鈞

男子乙組200米 第六名 5B陳彥衡

男子乙組4X100米接力 第七名 5A何旻諾	5A梁家傑　5B陳彥衡　5D劉偉昇　5E劉子瑨

男子丙組跳遠 第七名 4C陸仕泓

2013–2014沙田區小學田徑比賽男子甲組60米 第五名 6D黎遠灝

男子甲組200米 亞軍 6A洪維鈞

男子甲組400米 冠軍 6E陳穎賢

男子甲組壘球 第六名 6A洪維鈞

男子甲組跳遠 第八名 6D黎遠灝

男子甲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6A洪維鈞　6A歐陽鏵　6B羅筠皓　6D黎遠灝　6D馬啟軒
6E陳穎賢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5A梁子樂　6A洪維鈞　6A歐陽鏵　6B羅筠皓　6B盧維健
6C陳則明　6D黎遠灝　6D馬啟軒　6E陳穎賢

女子甲組壘球 冠軍 6B	曾曉昕

女子甲組鉛球 第五名 6B	丘雅楠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B	陳芷蘊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甲級獎

2A歐令瑜		2A陳詩怡		2A張昊朗　2B馮欣娸　2B關爾心
2B馬焯薴　2C譚瑋晴		2C袁梓茵　2D張欣洛		2D鍾騏蔚
2D佘沅蕎		2D王譽晴　2E林君妍		2E蔡依晴　3A林珈晞
3A戴樂怡　3C陳嘉儀		3C黃慧喬　3D羅凱而		3D邱琬瑩

小女童軍

榮譽小棕仙/香港女童軍總會 榮譽小棕仙 5A鄧凱靖

優秀隊伍/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隊伍166 NT Pack

4A郭愷敏　4A梁欣桐　4A黃敏熙　4A游晋欣　4B陳珮誼	
4D黃穎賢　5A陳曉君　5A林雅莉　5A鄧凱靖　5A謝詠斯	
5B陳琬兒　5C王允靜　5D馮業雯　5D李苑荷　5E何善潼	
6B歐陽欣穎

幼童軍 2013幼童軍優異旅團

4A唐　森　4A吳學澆　4B黃樂晴　4B何晉東　4B伍泳霖
4B溫紫雅　4B胡栢霖　4C林樂軒　4D張家寶　4D洪銘謙
4D劉肇麒　4D盧政欣　5A邱樂晞　5A馬綺菡　5B莊浚琪
5B梁永謙　5B卜卓賢　5B陳錦曦　5B黃薴慧　5C李嘉穎
6A馬傲翹　6A魏綽希　6B羅子浩　6B吳智豪　6B陳靖軒
6B張鎔坤　6C屈智聰　6E阮承杰　6E張子揚　6E廖俊禧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

總監特別嘉許獎狀
(學校隊伍)
(附加笛繩)

6A	溫蕊詩

小學組季軍

3A朱日朗　3B朱汶禮　3C林頌怡　3D袁嘉敏　3E林志健
4B陳啟進　4C朱國龍　4C古浩鋒　5A趙君睿　5E廖顯達
5E何慧婷　5E陳煒嵐　5E黃柏樂　6A李俊彥　6A溫蕊詩
6B盧維健　6C黃浩賢　6C余汶軒　6D黃詩雅　6D柯蔚茵
6D江逸明　6E符慧欣　6E梁安利　6E黃凱怡　6E方希嵐



學校管理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校政，為學校的管理和發展提供寶貴的意見，提升辦學質素。在此衷心感謝他們對

學校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各委員芳名如下：

風紀歷奇訓練活動分別於2013年11月29日，12月19日及2014年1月24日順利完成。一如往年，我們按風紀同學的年級、

能力及需要設計訓練的內容，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導師負責帶領。目的是透過一連串的活動，讓風紀同學加強對自我

的認識、隊員之間的溝通、相互的合作性、提升解決問題及逆境處理的能力。

學校管理委員會

風紀歷奇訓練活動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大合照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鄧發源先生頒發

感謝狀予校友代表黃翰明醫生

小六風紀歷奇訓練活動—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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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風紀歷奇訓練活動—2014年1月24日(星期五)

鄧發源先生　主　　席 

謝麗華女士　校　　長 

梁蕙君女士　教師代表  

蘇志萍女士　教師代表  

鄭惠華女士　家長代表 

許美芬女士　家長代表  

黃翰明醫生　校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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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風紀歷奇訓練活動—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

4A	黎嘉明

一月二十四日是我校小四風紀期待已

久的大日子—小四風紀歷奇。

當天我們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到達

目的地。接著我們玩了不少遊戲，但是它

們並不是普通的遊戲，而是含寓意性的遊

戲；我們能從中學懂不少做人的道理，對

我們作為風紀啟發很大。

例如在「知科行動」中	，我們要戴上眼罩，化身「盲

人」；而其他同學則化身「導盲犬」，指引我們完成整段路

程。在活動中，我體會到盲人的困難，並且感受到人類互助互

愛的重要性。還有「坦克車輪」亦使我十分深刻，它提醒人類

必須發揮合作精神。

我希望明年的風紀歷奇活動更精彩，從而充實自己，為未

來作出裝備	!

5B	張叡琛

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參

加了小五風紀歷奇活動。這活動培養我們

互愛精神，也使我們對肩負風紀任務更具

信心。

記得以前，我隊風紀相處並不融洽，

做起事來會有很多爭拗；但經過這天活動

後，我們的合作性明顯增強了。

這活動對於我們很有意義，除了讓我們懂得待人接物外，

還讓我們學懂逆境處理的方法，使我們巧用智慧、不怕困難，

例如：用報紙做坦克車；用廢紙運水等。

希望下一年我能繼續參加這樣有建設性的風紀歷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