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CM

MY

CY

CMY

K

COVER.pdf   1   23/6/2016   8:29:31



仁、毅、樂、誠

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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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錫文校長感言

今年是沙田官立小學創校三十五周年，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沙官小遵循
有教無類的理念，讓同學愉快而有效地學習，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
潛能；更冀望同學能夠做到終身學習，成為良好的公民，日後為社會作出貢獻。

沙官小能夠成為區內一所深受家長歡迎的學校，全賴歷任校長的英明領導，
為沙官小的發展打下了良好而穩健的基礎，創建了優良的校園文化，為社會培育
了不少優秀的人才。我們衷心感謝歷任校長為沙官小作出的貢獻。

此外，我們更要感謝過往在沙官小任教和現任的老師。沙官小的同學無論在
學業成績、品行、課外活動等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在多項的校際比賽，沙官
小都能屢創佳績，見證了同學乃可造之材；老師們的悉心栽培，實在功不可沒。

我們沒有忘記一群默默耕耘的校務處職員、教學助理及工友叔叔嬸嬸。他們
緊守崗位，不辭勞苦地工作，為學校提供了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也支援了老師
的教學。

「沙官小家長教師會」的成立，扮演了學校與家長溝通的重要角色，也提供
了增進家長之間聯繫的機會；一直以來，沙官小良好的家校合作，充分體現家長
對學校的支持和信任。此外，「沙官小校友會」也擔當了學校與畢業生的重要溝
通橋樑；我們要謝謝校友們對母校的關懷和支持。「家長教師會」和「校友會」
成為學校龐大的支援後盾，實有利校務的發展。

面對知識的急速增長、科技的日新月異、價值觀的轉變等挑戰，我們仍會
秉承沙官小的辦學理念和良好的傳統，繼續作育英才。同學們，請謹記校訓:
「仁、毅、樂、誠」。我們要憑著堅毅的精神做到積極進取；我們要懂得明辨是
非，擇善固執；我們也要勇於承擔，絕不退縮；我們更要學會樂於助人、關愛別
人。沙官小因為同學們而感到驕傲! 

任重道遠，盼望家長、校友及老師繼續並肩努力，攜手帶領我們的同學健康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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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樟校長

陸麗鳳校長

謝麗華校長

曾錫文校長

侯壽發博士

李宗博士

李泉基先生

黃翰明醫生

葉韻婷副校

梁蕙君副校

譚靜儀副校

劉劍華老師

蘇志萍老師

許美芬女士

郭娟妮女士

蔡志明主任

徐美娟女士

鄭惠華女士

何文娟主任

陳嘉碧女士

程美英女士

劉錦榮先生

蕭子勝先生

曾慧蓮女士

林德林先生

林磊明老師

林鳳玲女士

陳慧慈女士

黃家賢副校

歷任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

歷任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1999-2003年度  馬紹良先生

(前首席教育主任)

2003-2004年度  冼周的兒女士

(前首席教育主任)

2004-2005年度  葉靈璧女士

(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劃)

2015-現在  李美歡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

葉靈璧女士

馬紹良先生

李美歡女士

2006-2015年度  鄧發源先生

(首席助理秘書長—質素保證)

鄧發源先生

2005-2006年度  潘忠誠先生

(前首席助理秘書長—質素保證)

潘忠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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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1981-1984 岑世祺校長 1984-1987 陳瓊石校長

2011-14 謝麗華校長 2014- 現在 曾錫文校長

1998-2001 盧偉樟校長 2001-2011 陸麗鳳校長

1994-1996 趙景漢校長 1996-1998 何秀華校長

1990-1994 梁榮基校長1987-1990 何慧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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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家長教師會主席

第一屆 林偉良先生    

第二屆 林德林先生

第三屆 林德林先生    

第四屆 蕭子勝先生

第五屆 蕭子勝先生    

第六屆 蕭子勝先生

第七屆 曾慧蓮女士    

第八屆 蕭子勝先生

第九屆   陳慧慈女士    

第十屆   蕭子勝先生

第十一屆  林鳳玲女士  

第十二屆  蕭子勝先生

第十三屆  程美英女士  

第十四屆  鄭惠華女士

第十五屆  何泳嫦女士

第三屆家教會委員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第九屆家教會委員
第十三屆家教會委員

第六屆家教會委員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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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 1982

沙小時間廊

1.本校創建於1981年，原為一所24班的校舍。

2.創校校長岑世祺校長。

3.學校於1981年11月3日正式開課，共開設21班。

80
年代

1982 - 1983

1.舉行周年上/下午校聯合開放日。

1983 - 1984

1.開展在地下加建5間課室。

2.全校27班。

1.本校學生連續三年獲校際朗誦節英詩集誦冠軍。

2.教育統籌局人員到訪。

1987 - 1988 1.陳瓊石校長榮休，何慧秋校長接任。

1984 - 1985

1.創校校長岑世祺先生榮休，陳瓊石校長接任。

2.全校增至29班。

90
年代

1990 - 1991

1995 - 1996

1991 - 1992

1.何慧秋校長榮休，梁榮基校長接任
1.1991年11月2日舉行校慶10周年典禮。

1.1995年12月16日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

1988 - 1989

1.梁榮基校長榮休，趙景漢校長接任。

2.前教育署署長林煥光先生到校探訪。1996- 1997

1.趙景漢校長榮休，何秀華校長接任。

2.1997年2月19日前教育署署長余黎清萍訪校。

199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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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0屆上下午校聯合畢業禮。
1.盧偉樟校長榮休，由陸麗鳳校長接任。

2.製定本校校訓—仁 毅 樂 誠。

3.開始每年舉行周年運動會。

4.舉行20周年校慶開放日暨親子攤位嘉年華。

1.開始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外籍英語教師計
劃」。

2.開始舉行分級家長教師座談會。

3.電腦室改裝一人一機工程竣工。

4.參加「中大夥伴協作計劃」推行校本課程:
科學探究。

5.為禮堂安裝冷氣，進行籌款活動。

1.何秀華校長調任友校，
由盧偉樟校長接任。

1998 - 1999

2000 - 2001
2001 - 2002

2002 - 2003

2003 - 2004
2004 - 2005

1.開始推行校本管理，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

2.小一課室安裝冷氣機。

1999 - 2000

2000
年代

1.開始舉行周年校友日。

1.全體老師往深圳外語小學進行參觀交流。

2.開展故事姨姨入課室講故事活動。

3.開始舉行周年音樂會。

1.進行校舍加建工程。

2.首次假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畢業典禮。

3.同日於沙田大會堂展覽廳舉行學生畫展。

1997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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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級開始全日制上課，上、下午校二至六年級保持半日制(一校三制)。

2.配合轉制政策，本校正名為「沙田官立小學」。

3.轉用新校徽。

4.開始每月舉行升旗儀式。

5.開始派予學生「學業以外表現」成績表。

6.全校每間課室更換教師桌連電腦、實物投影機設置。

7.各室安裝投影器、液晶體螢幕及中央直播系統。

8.翻新及改善視藝室。

9.舉行25周年校慶開放日。

1.舉行64項課餘學藝班(配合半日制及全日制的安排)。

2.開展駐校言語治療師服務。

3.舉行跨科大型活動「中國文化日」。

4.響應衛生署主辦「健康飲食在校園」計劃，每年舉行生果日。

2005 - 2006

2006 - 2007

2007 - 2008

2008 - 2009

2009 - 2010

1.校友會成立。

2.舉行上下午校聯校運動會、聯校新春嘉年華。

3.操場重鋪地面，各樓層走廊牆上加裝壁報板，供展覽學生作品。

4.本校學生與國際學校學生進行英文閱讀交流活動。

5.港鐵義工隊為本校學生舉辦品管圈計劃。

6.一至四年級全日制，五至六年級半日制。

1.由本年度開始全校推行全日制。

2.由小一開始推行小班教學

3.禮堂進行改善工程。

4.更換電腦室傢俬、全室購置新電腦。

5.翻新一樓音樂室傢俬及設備。

1.舉行跨科全方位主題學習活動—「沙小
開心迎奧運」。

2.舉行跨學科同樂日暨英語樂園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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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代

1.舉行30周年校慶開放日。

2.圖書館進行翻新裝修工程。

3.在六年級推行「課室分飯」，以響應環保及健
康飲食校園政策。

4.陸麗鳳校長榮休

5.操場壁畫完工

6.學生在迷你世博花車設計比賽中榮獲小學組冠軍

7.本校與大埔官立小學合辦聯校親子旅行

1.謝麗華校長上任

2.全體教師參觀英華小學

3.舉辦南京歷史文化實地研習之旅

1.舉辦星加坡學習之旅

2.校園電視台啟用禮

3.東莞市橋頸鎮第二小學教師到校交流

4.全體教師參觀大埔公立學校

5.學生參與香港電台的節目製作

2010 - 2011

2011 - 2012 2012 - 2013

1.謝麗華校長及何文娟主任榮休

2.學生在倡廉校園小記者比賽短片
創作小學組榮獲亞軍

3.舉辦台北環保考察之旅

4.參加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
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5.綠色小宇宙啟用禮暨綜藝繽紛嘉
年華

6.學生在關心祖國齊顯愛國情廣播
劇比賽中獲得亞軍及季軍

1.學生在操場早集時做早操

2.I can至叻星取代智德星

3.舉行「學生大使---跳躍生命」計劃

4.王澤心同學在新加坡壁球賽中榮獲冠軍

5.翻新正門壁畫

6.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英文科

7.推展電子學習及自主學習

1.曾錫文校長上任

2.開展使用ipad的電子學習計畫

3.全校無線WIFI 上網

4.參加沙田區中小學聯校視藝展

5.陳彥恆同學在日本的壁球比賽中榮獲冠軍

6.與沈祖堯校長有個約會

7.黃邱慧清副秘書長在畢業禮致訓詞

2013 - 2014

2014 - 2015

2015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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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 1997-1998

1990-1991 1991-1992

1985-1986 1989-1990

1993-19941992-1993

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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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2007-2008

2004-20052002-2003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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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2011-2012

2008-2009 2009-2010

2013-20142012-2013

2014-2015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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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歲月
光陰如風消逝，轉眼間離開沙小快二十年，物換星移，

變化萬千，但沙小除了校舍及設備大有改善外，其他優良的
傳統和老師們的努力耕耘絲毫沒有改變，回想昔日在沙小工
作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每天七時三十分站在校門看着同學
們陸續進入學校，他們三五成群，談笑中充滿歡樂氣氛，多
時有同學停下跟我傾談，有次更有同學指着我的領帶，問我
是否今天更換新的一條，覺得顏色美麗，天真的話語確實令
人發笑，我真是非常享受與同學們的交談，因此在一時放
學時，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我都會站在大門口看着他們
離開。時間總是無情，九六年我要離開沙小，當時令我難
忘的往事，有老師把一幅同學的美術作品交我，說是一位
六年班同學送給我及另一位老師，我接過後，看見是那同
學告訴我成功進沙田官中，多謝多年的教導，學生名叫穎
文，屈指算來，她現在應已是婷婷玉立的女青年，肯定在
社會佔一席位，服務社群，真希望有機會能與她相見。

近日教育趨勢均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同時體藝
均是全人教育不能缺小的一個環節，更希望同學們都能學
會思考，利用已有的知識來應付不同環境的變遷，當他們
面對新的事物時，能夠加以分析和探索，肯接受新的挑
戰，這是重要的基礎，訓練個人的毅力，承受不同的壓
力，接受大時代的磨練。沙小的教師團隊都接受過這種
專業訓練，能夠推行及培育沙小的同學們向着這目標進
發，使學生在這變幻莫測的社會中站得穩，成為他日社   
會中的中流砥柱，一改社會的頹風，造福人群。

際茲沙小三十五周年，謹借此一角，祝賀沙小校務蒸蒸日上，校譽日隆，成為教育界的
奇葩，並且祝福沙小全校員生，身心康泰。

我在沙小的歲月

校長篇

趙景漢

（1994-1996沙田官立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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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九月，本人十分榮幸來到沙田官立小學接任校長一職。每天清早在校園正門，學生跟校
長彼此問安後才步進校園，家長們也親切地照顧孩子，目送孩子進入校園才安心。隨後，部分家長會站
在行人道上或學校停車場一角短聚交談，加上在這段時間，校車不斷駛進車道，學生下車後有秩序地魚
貫進入校園，上課前的半小時，小小的學校門口範圍好不熱鬧。

沙小自一九八一年創校至今，因時制宜，由上、下午校轉為混合制，再成功轉為全日制辦學，學行
與體藝並重，一直是深受區內家長歡迎的官立小學；沙小的教師團隊更銳意推動課程改革，因應學生的

個別學習差異與學習表現，透過共同備課，進行課研等，設計有效的教學策
略，讓學生的學習更見成效。校舍設施方面亦不斷求變求新，配合學
生潛能發展的需要；還加強學生在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透過專題研
習，閱讀策略，資訊及電子科技學習，致力促進學生的學習能力與時並
進。

現正值沙田官立小學三十五周年校慶之際，回顧過去，展望將來。
本人深信關心沙小學校發展的學校管理委員會和家長教師會，還有一群
充滿教學熱忱和愛心，全心全意為學生而努力的教師團隊和學校職員，
在這個充滿關愛的大家庭一起作出貢獻，定能造福孩子。學校將邁向另
一個新里程，更展姿采。 

心繫沙小，讓我們將無邊際的知識都回歸到孩子最純真、最美的心
靈世界；未來日子，也好讓大家攜手把三十五年的歲月沙情化作斑斕絢
麗色彩，點畫到校園及社區的每一角落。

         謝麗華

（2011-2014沙田官立小學校長）

金惠玲校長

1990年9月1日，我第一次踏足沙田官立上午小學-一所環境優美、四週群山環抱的學校。當年數十位老
師擠身於只有一個普通課室般大小的教員室，兩人共用一張四呎書桌，教材、學生習作等只能堆疊於桌面；曾有
同事為解決地方不足的困境，改簿時把唯一的抽屜拉開，上加木板一片，自製延伸桌面，真是創意無限……。然
而，空間雖然狹小，同事間的情誼卻深厚。尤記得當年梅書記、工友英姐、豪叔、卿姐等，對老師和學生愛護有
加，照顧周到(特別是卿姐常為老師到新田圍村大排檔買食物果腹，給我們在繁忙的工作中帶來暖意)。當年帶領
學生參加校際音樂節，與葉韻婷老師(現任將軍澳官立小學校長)並肩攜手，屢獲新界區合唱冠軍。努力工作之
餘，同事們不時忙裏偷閒，相約到帝都酒店茶聚……。相識逾四分一個世紀，我當年的好同事: 柯麗萍主任、何
文娟主任、林秀明主任、潘月華副校長、卿姐等均已退休，但我們仍常見面，延續著昔日沙上的無限歡欣 !

1993至1996年，我轉任至福榮街官立小學上午校及海壩街官立小學上午校。

1996年9月1日，我晉升為副校長，獲派回沙田官立上午小學。在何秀華校長的領導下，沙上同工上下一心，
適值當年教育署新招聘了一批年青老師，二十年後的今天，尚有部分老師任教沙小，見證著學校的變遷和成長。

1998年9月1日，我調任北角渣華道官立下午小學擔任校長。

1999年9月1日，我重回沙田官小的懷抱，擔任下午校校長。是
時沙田官小下午校有19班，在林惠玲副校長和全體同事的努力下，
在短短數年間加至29班。學校不論在學生德育、課程、課外活動、
公開試成績、家校合作等方面均表現優秀，於2014年更獲頒首屆[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中文科大獎。惟因配合當年教育局的政策，上、
下午校將合併為一所全日制小學，我於2004年9月離開沙田官立小學
下午校，調任為農圃道官立小學校長，至2015年9月退休。

由[上]午校至[下]午校，我在這所矗立於沙田半山的官立小學
渡過了豐富的十年-她是我教育事業上的搖籃，讓我遇上眾多志
同道合、忠於教育、滿有抱負又善於實踐的同工好友。謹願沙田官
立小學在校長、老師、同工、家長的悉心耕耘下，為孩子們創設更
理想的學習環境-[愉快教、愉快學]，從前如是，將來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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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小學—培育我教育理想的搖籃
葉韻婷校長

我在1991年開始任教於沙田官立上午小學，直至2011年被調派離開「沙小」升任校長，在長達
20載的「沙小」歲月，我先後擔任音樂科主任、訓育主任、活動主任及副校長。我視每一次工作崗
位上的轉變和挑戰，作為自我提升的機會。「沙小」帶給我無數充實和愉快的經歷，更是培育我有
遠大教育理想的搖籃。

初出茅廬的我憑着一股拼勁，訓練和指揮學校合唱團參加比賽，屢獲香港學校音樂節新界區小
學合唱總冠軍及「最傑出合唱團獎」，為「沙小」塑造優良的合唱傳統。然而芸芸獎項只是次要，
最令我感到欣喜的反而是多年來訓練合唱所積累的師生情誼。20年後的今天，當歷屆合唱團團員與
我聚舊，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我當年十分嚴格的合唱訓練，竟然成為了他們在「沙小」最難忘的
經歷。事實上，他們仍能清晰記述每個練氣的步驟，並一起向我示範，讓大家勾起無數歡樂的回
憶。對我來說，這些就是我在「沙小」樹木樹人所帶來的最大滿足感。

1998年擔任訓育主任後，給予我機會實踐培養學生良好品德的教育信念，為「沙小」建立一套
更完備的學校訓育程序，優化獎懲制度來提升學生的秩序及紀律，並悉心教導「沙小」學生從小培
養正確的行為和態度，得以明辨是非，建立正確價值觀和良好品格。

猶記得「沙小」為配合政府推行小學全日制，學校採用混合制的模式過渡全日制，於2005-2006
學年起由小一開始實施全日制上課，並正名為沙田官立小學。我在2007年出任副校長，見證了沙田
官立小學上、下午校於2009年9月順利合併為一所全日制小學。

「沙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要數陸麗鳳校長。陸校長溫文爾雅，勤政愛崗，全心全意為
學校謀求福祉。「沙小」在陸校長領導的10年間，各方面均取得長足發展。我出任副校長的4年間，
得到陸校長全方位的栽培，讓我涉獵多個範疇的學校行政職務，為我之後
擔任校長打造堅實基礎。然而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從陸校長身上學
習到寬宏、包容與謙虛。陸校長可謂我的恩師。在過去5年，我
先後擔任3所不同官立小學的校長，承恩師之教誨，每一天我
都本着正直的品德操守、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及教育熱誠
和謙虛的態度去履行校長職務。

而「沙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在2000
年為「沙小」創校20周年創作《沙田官立小學校歌》，
透過歌詞表達我對「沙小」的願景和教育抱負。縱然我
不再任職於「沙小」，因着這首校歌，令我的心不曾與
「沙小」片刻相離。

最後，我衷心祝願「沙小」校務蒸蒸日上，盼望
「沙小」老師、學生、家長和校友繼續支持母校，秉持
「仁毅樂誠」的校訓，一起讓「沙小」再闖高峰！

教師篇

沙小老友記

左排: 梁嘉莉老師 金惠玲校長 王詠梅老師

 柯麗萍主任 林秀明主任

右排: 袁藹儀副校長 何文娟主任 潘月華副校長

 鄔淑貞主任 曾瑞霞主任 

祝沙田官立小學 35 周年生日快樂 ! 樹木樹人，桃李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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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娟主任

在沙小任教了三十多年，她陪伴我渡過了黃金歲月，也為我留下了
無限的美好回憶。每當經過獅子山公路，總是希望車子慢下來，讓我多
望她一眼，向她揮一揮手，好讓自己舒懷一點！

同學們在「小一新生迎新日」踏進校園時那種神氣的模樣，至今仍
瀝瀝在目。我明白，你們快要當上小學生了，內心的喜悅從臉上完完全
全地展現出來。歡迎你們這班「小豆丁」加入沙小這個大家庭！是的，
隨後的六年，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一幌眼，你們已站在台上領取畢業證書了，當老師宣讀畢業生的
名字時，總會勾起你們的點點滴滴……展晴，你總是名列前茅、才藝出
眾；學智，你很棒呢，演出前的一刻，才知道要替代缺席的演員，擔當 
“The Wolf is Coming” 的男主角；兆軒，你經常大汗淋漓，老是拿著
大毛巾拭汗水；卓霖，你的英默成績終於打破紀錄了，恭喜你；律恒，
小二的你會在課堂偷偷地閱讀原裝英文版本的 “Harry Potter”；琛
健，謝謝你送給我的Day After Tomorrow；柏威，你扮演小老師與大家
分享數學的課題，仍然津津樂道；晉亨，秋季旅行跟你拍的一幀站在樹
後的照片，很有趣呢；愛雯，欣賞你的努力，加油！還有很多很多……
時間溜走了，但昔日精彩的片段卻永遠存在我的腦海裏，揮不去、抹不
掉，真的感謝你們！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校友們都擠滿了校園，你們長高了、成熟了；
如今，你們搭著老師的肩膊，老師繞著你們的臂彎，你們會靦腆地問 ：「老師，記得我們嗎？」又或調皮地
說：「小時候，我真的很搗蛋。」大家侃侃而談，場面既熱鬧又溫馨。最叫我驚訝的是你們拖著小孩子前來告
訴老師：「這是我的女兒，她是沙小一年級的學生呀！」更甚的是當中有人與十來歲的小伙子同行，自豪地
說：「老師，兒子和我也成為校友了！」啊！沙小已有第二代承傳了，很是欣慰呢！

往後的十年、二十年……，你們還會記得老師嗎？在老師心中，你們永遠都是可愛的「小孩子」。日後遇
上，一個微笑、一個點頭、一聲問候已讓我暖在心頭了。孩子們，永遠記掛著你們！

很感恩，選對了扮演老師這角色。在我還可以的時候，希望仍能夠陪著沙小一起往前走。祝沙小三十五周
年生日快樂，教的教得開心，學的學得愉快！

翟美珍主任

今年適逢沙田官立小學建校三十五週年，是一個令人高興和雀躍的大日子。本人在沙小任教期間，深深感
受到學校不斷蛻變，它成長了，我也一起成長了，在此與大家分享箇中點滴。

在沙小任教前，本人從未擔任過畢業班班主任，但在沙小的八年間，本人擔任了四屆畢業班班主任，原來
它的工作是很有挑戰性的。作為六年級班主任，一方面要培養學生有良好品德，妥善處理他們紀律問題，另一
方面要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耐心地為他們解釋有關呈分事項及派位的機制，亦要協助他們處理選校事宜。除
此以外，亦要為畢業生籌辦畢業營、畢業禮及謝師宴等活動，工作壓力真不少。但每逢在畢業禮上，播放著同
學們的校園生活照時，本人與在場家長一樣，感受很深。從前一張張稚氣的臉，現在都變得充滿自信了，能夠
見證和參予同學們的成長過程，心裏有種莫名的感動。同學們，翟老師還
記得您們離開學校時依依不捨的眼淚，也記得您們在謝師宴上為老師
們的表演及送上的祝福……種種難忘的回憶和支持，在我的教學生涯
中，留下了快樂的片段，也成為我教學
的動力。

三十五年是一段頗長的歲月，沙小
仍然能夠屹立於區內，而且聲名昭彰，
實有賴學校全體員工、家長及學生的努
力。在此希望大家繼續通力合作，使沙
小在往後的日子，依然充滿活力，培育
更多的學生，貢獻社會。謹祝大家身心
康泰，校務蒸蒸日上！

很懷念走進課室的日子 !  
( 攝於 2014 年 7 月 )

教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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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拖着兒子的手走進沙小。

「三十年前，爸爸便是坐在這裏等保姆車的。」 我一邊指，一邊說。「那時
候，這裏有跳飛機，小息時大家都飛奔來用水壺霸飛機。」 「看！操場以前這處畫了幾個交叉，頑皮的
學生會被風紀捉來罰企。」說着說着，我的心神已回到過去，肩背也彷彿再背起沉重的書包。

畢竟在沙小曾留下許多腳印，校園每個角落也充滿着回憶。那時候還有小食店，每逢小息都擠滿了學
生。我雖然沒零用錢，但也常在小食店附近流連，期待着那些豪爽的同學和我分一杯羹。

此外，我對地下課室旁的體育用品室也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皆因有段日子我和幾位同學被委派在課餘
時間在內「泵波」。淘氣的我們當然把握黃金機會，一有空便在內踢球、射波。由於砰、砰、砰聲的太過
嘈吵，所以屢次遭到老師敲門查問。當然，一開門，我們便在正經八百的泵波……

那時候，我們最害怕到的地方莫過於教員室旁的走廊，因為那兒是那些在小息時罰企於操場交叉位的
同學之終站——等訓導主任發落。想起那位哨子不離手、令人聞風喪膽的訓
導主任，至今我仍然敬而生畏。

時光飛逝，沙小設施現已愈見完善。新翼大樓、圖書館、校園電視、綠
色小宇宙等等的落成，大大改善了學習環境。隨着母校邁向三十五周年，我
深信在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所有同學都會茁壯成長的！

我兒，願你珍惜這六年在沙小的寶貴時光，也在這你和我的母校創造出
無數美好的回憶。

                                                 黃翰明

校友會主席

梁永強(1983年畢業)   現職公務員

梁可欣(2005年畢業)   現職酒店工作

梁浩維(2012年畢業)   現就讀林大輝中學(中四)

梁浩銨(2014年畢業)   現就讀沙田官立中學(中二)

劉雪霏 (1985年畢業)     現職補習老師、社區中心興趣導師

劉克剛 (1987年畢業)     現職高中物理科老師

劉冰淨 (1989年畢業)     現職補習老師

劉克頑 (1991年畢業)     現職美國加州大學副教授

校友篇

大家好！我是梁可欣，我和弟弟梁浩維、梁浩銨也是沙田官立小學的畢業生；還有，我們的爸爸梁永強也是校友呢！很感謝學校對我們的栽培，祝沙田官立小學三十五周年生日快樂，校譽日隆！

左起 : 劉冰凈、劉克剛、劉克頑、劉雪霏、四兄弟姊妹的父母

感恩我們四兄弟姊妹都在沙小渡過了幸福快樂的
童年。

還記得在沙小唸書的日子，每當放學回到家裏，
我們四人總愛分享學校的趣事。我們在沙小打好了學
習基礎，老師們大多是真才實學而又充滿教學熱誠
的，除教授課本內容外，更傳授了我們不少課外知識
和做人的道理。真的要代我們的父母說聲「感謝」。

今年是母校35周年，真是可喜可賀，希望母校繼
續作育英才，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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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夫婦都是沙小校友，兒子現時也是沙
小學生，所以多了機會重回母校，也勾起了很多
回憶。

上課前，我們先在操場早會，那時操場是沒
有上蓋的，在夏天的日子會很熱，但同學們還是
要比賽誰最早上學，有人會早於七時回校呢!小
息時，同學們會坐在操場的石壆，窺看山坡旁小
溪裏的蝌蚪游來游去；那時操場沒有圍欄，放學
後可循山坡走回學校，在那小溪裏捉蝌蚪。轉堂
時，有同學會拿出「金絲貓」來玩，很有趣呢！
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就是那時的訓導主任手上那把
厚厚的木尺，很嚇人的。

這些都是我們珍貴的回憶，希望沙小在未來
的歲月裏，能繼續為各學弟學妹帶來愉快的校園
生活！

陳進勳(1987年畢業)

現職建築師

霍婷婷(1987年畢業)

現為家庭主婦，

兼職翻譯工作。

我在1984-1990期間就讀沙小，那時候學校
外牆都是咖啡色的，沒現在的顏色那麼漂亮。
沙小位於新田圍邨，在一個小山上，畢業後也
沒太多機會經過，只是在乘車經過獅子山公路
時，必定會從樹叢中窺看沙小外牆變了什麼顏
色。後來何文娟老師邀請我出席校友日，就多
了回去母校。學校的活動多了很多，校舍也加
建了，設施也改善了不少。今年是沙小35周
年，在此恭祝沙小繼續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方迪培(1990年畢業) 

現職英國拉夫堡大學國家運動醫學中心副教授

我的名字叫鄺志偉，於一九八五年在沙田官立小學(沙小)畢業。 回想三十多年前的小學生活，確
實有很多難忘的回憶。在三年級時，我被選入節奏樂小組，該小組是由任教音樂科的梁老師負責。每天
上課前，梁老師會和我們起練習唱歌，準備在大會堂舉行的全港校際清潔香港音樂比賽。當時我們的心
情十分興奮，因為將要代表沙小參加第一次公開比賽;比賽在激烈的比拼下進行，終於我們奪得季軍，之
後，大家帶著愉快的心情返回學校。

又記得在五年級那年，自然科的梁老師讓同學自由組隊做專題研習。他建議我們自行安排時間和
地點去討論和完成習作，故此，放學後，各組員便有機會到同學的家一起籌劃及著手製作報告。在過程
中，大家都投入和積極參與，有的負責搜集資料，有的撰寫內容，有的剪貼，有說有笑，大家都很享受
箇中的樂趣呢。

在六年級那年，我們6A班同學在班際清潔比賽中，大家同心協力保持班房整潔及衛生，與其他班比
較，雖然旗鼓相當，不過在眾志成城下，最終，我們贏取了冠軍，亦得到班主任(莫如馨老師)獎勵全班
同學飲樽裝維他奶。雖然只是一項校內的班際活動，但在整件事情上，
大家上下一心，實在令人鼓舞，還有莫老師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亦
令我們感到非常窩心，至今仍未忘掉。 

現在我的大女兒和兩個外甥都在沙小唸書，希望他們和各位學弟
學妹，在沙小過著愉快的校園生活，也能夠在沙小找到一些難忘的回
憶，永記心中。在此，感謝母校春風化雨，悉心培育，祝母校桃李滿
門，各人健康愉快。  

鄺志偉(1985年畢業)   現職屋宇裝備工程師

左起 : 陳進勳  霍婷婷

23



時光飛逝，驀然回首，離開沙小大家庭足
歷五個寒暑。

古語有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沙
小正如慈祥的母親，為學生提供舒適的學習環
境，傳授書本上的知識，讓他們明事理，孕育
着一代又一代的社會棟樑。

現今，人人都在談論如何才能贏在起跑線
上，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就是其中一項關鍵。回
想過去六年在沙小的光景，從代表學校出外參
加比賽，到參加校內管樂團的表演；由台前的
司儀，到幕後的準備，沙小給了我不同的學習
機會，讓我有充分準備，為將來打下穩固的基
礎。在此，實在要感激各位老師給我發揮的機
會，讓我能展翅高飛。

除此以外，老師們的循循善
誘、悉心教導也是沙小成功的要
素。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
惑也。小六時，我曾因升學而感
到迷茫，老師就在這個時候為我
解惑，讓我有更明確的目標。

今年是沙小三十五週年校
慶，我正好把握這個機會，祝賀
沙小生日快樂，並祝願沙小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繼續為社會孕
育人才。

黎善樂

(2010-2011 畢業)

時光易逝，一眨眼的時間，這已經是我離開了沙
官小的第九個年頭。可是，我還是不會忘記這個地方。 
活了二十年，我知道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女孩，能夠在
香港歷史悠久的大學裡求知識，考入了一家充滿愛的中
學，還有在命運的安排中踏入了遇見一個又一個啟蒙老
師的沙官小。

猶記得四年級，剛剛開始學習英語文法中的動詞
形態時，情況是一團糟，測驗屢屢不及格。但是，嚴厲
的英文老師---李老師---利用午飯和課後的時間幫我複
習，又著我寫短文練習文法。她細心批改，寫上不少評
語和備註。後來，我終於趕上大隊的進度。六年級的時
候，班主任陳老師不時在課外時間跟我們聊天，言談
間，除了教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還鼓勵我們勇於探索
自己的興趣，並向那個目標努力，更不忘提醒我們要敢
於發掘外面的世界。

好的老師就是一家學校裡最
寶貴的財產。沙官小的老師以身作
則，以愛和耐性將知識和不同價值
觀播種在學生的心田，讓一批又一
批初生之犢能夠茁壯成長。我和弟
弟在這校園獲益良多。

倏忽間便到了沙官小的三十五
週年，在此祝願母校在未來的日子
繼續春風化雨，桃李滿門，校長和
老師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黎倩怡(2006-2007 畢業)

現就讀 香港大學文學院(三年級)

We remember not only days, but also special moments. It has been years since we  have graduated from STGPS but the 
memories never fade.

Recently we have been reading through posts and looking at photographs that captured different moments of our lives 
in STGPS for the inspiration of this article. Reminiscing our days at STGPS, we are very much immersed in the eagerness of 
getting back to the school again. The unique memories we shared have shaped us to 
be who we are today, all of these cannot be replaced or replicated because that was 
a unique stage of our lives. We are glad that there are lasting memories of our alma 
mater that stay with us wherever we go.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express our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beloved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who have guided us and given us unfailing support 
throughout the six years of primary education. They devoted countless time and 
effort to teaching us and nourishing us with a passion for learning. They taught us by 
heart and inspired each of us to be a better person. Our roots stay at STGPS and 
we are forever grateful to teachers, schoolmates and staff whom we had those six 
wonderful years with.

On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school, we wish our alma mater all the best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flourishing successfully.

Ma Yi Ka Samantha 馬懿嘉 (2007 graduated)
                                                          Ma Ngo Kiu Ryan 馬傲翹 (2014 grad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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