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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三國風雲，再現元喜

校訊

三國風雲  借古鑑今
岑韻蘭校長

本年度學校以「三國演義」作主題式教學，透過跨學科全方位活動，幫助學生從不同角度

深入探究書中內容，藉以提升學生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三國演義》是中國四大經典名

著之一，學生除了可以認識中華文化藝術的瑰寶，從中吸取傳統文化的精髓之餘，更可借古鑑

今，學習古人的智謀及修養。

為鼓勵學生更了解「三國」的歷史人物和事蹟，我們設計了一套精美傳神的三國人物圖咭，

以獎勵在學習活動中達標的同學。因此，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同學們都非常投入。他們不但能

認真閱讀故事，深入了解各人物事蹟，同時也製作了不少與這個時代有關的物品及設計出維肖維妙的人物造型，仿如置身其

中。活動包括了兵器設計、話劇演出、甚至穿越歷史時空，向有關的人物致函，以表達他們的關切⋯⋯透過以上有趣的活動，

同學們實在發揮了他們無限的創意，也增強了師生的互動及同學間的合作精神。

最近與學生交談時，發現不少同學在閱讀這部名著時，竟然體會到戰爭所帶來的傷害，對人民所造成的痛苦，使他們更

加珍惜當下所有。不但如此，故事中各人物表現的謙遜、智謀、忠誠、英勇、仁義⋯⋯也令同學們印象深刻，更以此高尚品

格為追求目標。暑假前有同學告訴我，他已完成閱讀另一部古典名著《西遊記》了，這正是學校推動「三國演義」主題式學

習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提升同學閱讀中

國古典書籍的興趣。

同學們，繼續加油啊！希望你們在不

同的古典名著中發掘更多精彩之處！

2019 年 9月

「讀三國‧學科學」學習總結篇
課程發展主任—黃雅文主任

「三國殺」、「三國無雙」都是學生熟悉的三國遊戲，學生在玩這些遊戲時可以認識到不少三國人物。滿以為學生對這

些人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當問及「三國」的時代背景及三國人物的事蹟時，就知道學生對有關事物不太熟悉。因着學生

對三國人物及相關遊戲有着濃厚的興趣，本年度的主題式學習就以《三國演義》為切入點，讓學生真正了解歷史上一眾叱吒

風雲的三國人物。

草船借滿了箭，但船會否因太重而下沉呢？借東風可以火燒連環船，但如果沒有風怎麼辦？這連串的問題都要學生透過

探究及實踐找出答案來。本年度主題學習的目標是要加深學生認識三國的故事，發揮他們的創意及多加探究的精神。因此，

學生除了要閱讀一定數量的圖書外，我們還加入了一些 STEM 活動。在學習內容方面，透過介紹三國故事的時代背景，學生

需要在探究有關人物的基礎上，設計出不同的物品；換句話說，就是

用現代的科技來解決古代人物所面對的難題。活動中，學生要親自動

手製作勢能船，測試最具浮力的物料。

在眾多的主題學習活動中，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想必是由余奕雯老

師設計及張振翰老師繪畫的三國人物咭了。為了集齊一套人物咭，各

級同學們均踴躍閱讀及努力完成任務。在主題學習完結之際，盼望各

位同學都能像三國人物那樣具備智、勇、仁、義的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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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人物話劇比賽—各班造型照
這次的班際話劇比賽，由撰寫劇本、人物造型、服飾設計、道具製作以

至宣傳工作等等，均是由學生自己一手包辦的。當天演出實在非常精彩，

充分發揮了各班的創意、團結及合作精神，令低年級同學在投票選出最優

勝者時倍感困難。

三國英雄

6D 氣定神閒在彈古琴，
連司馬懿也被我騙到

4D 我們演出的就是草船借箭

我們就是4A班的小演員

4B 我就是曹操，威風嗎
4E 你認得我們三兄弟嗎

4C 你們誠意前來邀請，我孔明深受感動

6C 草船借箭，怎能少了小船出場
6B 桃園結義，怎能沒有
劉備、關羽和張飛

6E 這幕煮酒論英雄，你們也來
論一論他們的演出

5E 我們親手製作的服裝漂亮嗎 5B 同學反串，男扮女裝，英氣十足

5C 齊心合力，全班也參與演出

5A 精心製作的道具，令人目不暇給

6A 演員陣容鼎盛

5D 戰爭場面實在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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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人物服飾及配件設計比賽得獎同學

三國人物服裝設計—視藝小組

二年級得獎名單：
最華麗大獎 最具創意獎 最貼合人物角色獎 優異獎
作品名稱：

「龍鳳弓箭」
學生：2A盧昱霖

作品名稱：

「青龍偃月刀」
學生：2A黃曉諾

作品名稱：

「青龍偃月刀」
學生：2A鄭皓文

作品名稱：「寶劍」
學生：2A劉兆錀

作品名稱：「丈八蛇矛」
學生：2A游沛熙

作品名稱：貂蟬服飾
學生：2E郭紀妍

星級華麗大獎：
3B蔡卓儒「呂布戰衣」

一年級得獎名單：
最華麗大獎 最具創意獎 最貼合人物角色獎 優異獎
作品名稱：

「青釭劍」
學生：1B陳敬熹

作品名稱：

「結義杯」
學生：1A麥聖司

作品名稱：

孔明服裝
學生：1B郭耀箕

作品名稱：「青龍偃月刀」
學生：1A馬梓翹

作品名稱：「退敵劍」
學生：1D趙栢陽

視藝小組作品─關羽作品亮麗又耀眼 視藝小組作品─貂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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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劉備的信》3A黃彥鈞
親愛的劉備叔叔：

最近生活好嗎？有沒有不開心的事呢？我有一些問題
想問問你。
我覺得你在赤壁之戰裏想到的方法真的很厲害，竟然可

以令曹操的船全都着火起來，曹兵更哭得叫苦連天呢！你
是用甚麼方法颳起東南風呢，難道天也聽你的話？
我也很想到你們的時代去！如果可以的

話，我就能見到你了。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戰
爭了，希望你們也可以不再打仗，這樣大家
都和平了。
祝

生活愉快！
小朋友　　　　　

黃彥鈞上　　
五月二十八日

給三國人物的信
《給曹操的信》3A何洺鏵
親愛的曹操大俠：
您好嗎？你在天堂的生活不錯嗎？
我是何洺鏵，今年三年級，已經八歲了。我覺得你們的

戰鬥力強、國家大，你們帶着兵馬到西北攻打敵人時，你
那招「望梅止渴」還挺有用的。如果你有空，你可以教我
一些劍法和功夫嗎？但是，我覺得你太容易被諸葛亮說服
了，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場，這就是你在赤壁之
戰中輸的原因了。
我認為你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希望你不要

再自以為是了，這樣你應該會更成功。
祝

身體健康！
讀者　　　　　　

何洺鏵敬上　
五月二十八日

《給劉備的信》3B陳梓曦
親愛的劉備叔叔：

你現在還有受傷嗎？呂布是不是打得你很痛？
劉備叔叔，你的品格真是讓人感動。你憤怒的時候不會

亂發脾氣；戰勝而開心的時候又不會驕傲，真是我學習的
好榜樣呢！我很想到你的年代去，雖然黃巾軍在騷擾你們，
但我也很想見到你、關羽和張飛呢！我真羨慕你們。
我知道你們那時候常常打仗，現在我們人類已經變得很

和平，不會再像你們那時候經常打仗了。最
後，我很想和你聊聊天、玩耍和一起看電視，
我很想見到你的真人。
祝

生活愉快！
小朋友　　　　

陳梓曦敬上
六月三十日

《給諸葛亮的信》3B李溢豐
敬愛的諸葛亮：
你好嗎？聽說您在《三國演義》中打敗了曹操呢！我真

是佩服你啊！請您教我一些戰術吧！我也想像您一樣可以
打敗敵人。
不過，我並不喜歡常常有戰爭的。此外，我也很佩服您

有聰明的頭腦，如果我可以像您一樣聰明就好了。可以認
識到您這麼強勁而又聰明的人，我感到很開心，你真是我
學習的好對象呢！
祝

身體健康！
讀者　　　　　

李溢豐敬上
五月二十日

《給呂布的信》3D曾子欣
敬愛的呂布﹕

您好嗎？最近有出兵攻打蜀國嗎？
我是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很敬佩

您，因為您戰勝了關羽，我希望能像您一樣英勇善戰。不
過，您不要只顧出兵打仗，要仔細研究防禦
策略，不要讓敵軍入侵。
我希望您能早日打敗蜀國，更希望能收到

您的回信，謝謝！
讀者　　　　　　

曾子欣敬上　
五月二十三日

《給曹操的信》3D劉紗利
親愛的曹操﹕
您好嗎？您最近有和蜀國打仗嗎？
我覺得您很聰明。有一次，您帶領軍隊作戰時，士兵感

到很口渴。這時候，您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您向士兵們說
前面有一片梅子林，那些梅子又大又美味，可
以解渴，他們竟然相信了您的話，就不覺得口
渴了，還加快腳步往前走呢！
不過，您要提高警覺，因為劉備和關羽想

聯合對付您，我很希望可以幫助您。
讀者　　　　　　

劉紗利敬上　
五月二十三日

《給諸葛亮的信》3E徐欣彤
親愛的諸葛亮：

您好嗎？聽說您打敗了曹操呢！我真是佩服你啊！我很想去到您那個時
代，看看您的樣子。

我很羨慕您的聰明，如果我像你那麼聰明，就能在默書中取得好成績了。
您小時候讀書好不好？有沒有甚麼讀書秘訣？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讀者　　　　　　
欣彤敬上　　
五月二十七日 孔明卡

曹操卡

卡底

孫權卡夏侯惇卡

周瑜卡

關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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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遊學團

4月 1至 4日，四至六年級同學共分三

團，分別前往首爾、新加坡及台灣，進行

多姿多彩的遊學活動，在體驗各國歷史文

化之餘，更可對當地的創新科技及環保教

育有深入的認識，可謂獲益良多。

各級參觀活動
另外，我們亦為留港的同學安排了一連串的學習活動，包括戶外參觀、服務學習、各專題講座及工作坊、體藝活

動等，以豐富同學們的學習經歷，擴闊他們的視野。

全方位學習周

穿上傳統韓服體驗當地文化

在濱海灣花園製作用來比賽的飛機

齊齊動手造紙 學習製作鳳梨酥

在紫菜博物館中體驗
韓國傳統手藝

實習當一位法證科學家

首爾科技境外遊學團─到訪韓國
首家電視廣播主題樂園MBC WORLD

台北環保境外遊學團─師生們一同下田拔蔥

新加坡多元文化遊學團─參觀Night Safari

參觀選舉中心體驗投票的過程在終審法院的權杖前宣誓

愛惜公園大行動

科學講座 探訪護老院
小不點學粵劇工作坊 5



數學日

科技日
本年度的科技日已於5月17日順利舉行。
以下是各級同學探究的題目：

年級 學習內容

二年級 物料大搜查：探究不同物料的特性。

三、四年級
聽話的浮沉子： 探究影響物體在水中浮沉的

因素（重量及空氣體積）。

五、六年級
雞蛋降落傘： 透過製作雞蛋降落傘，認識空

氣阻力、流體力學、萬有引力
等學原理。

視覺藝術展
本年度視藝展的主題是「錯視藝術」。我們向學生介紹了

三種錯視藝術的創作手法及具代表性的藝術家。每位學生都製

作了錯視藝術紙雕塑，並作集體展示。學生可欣賞到各級同學

優秀的課堂作品，更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最喜愛的作品。最

後，有六位得票最高的同學成為本年度的「元喜藝術家」。

活動花絮

「估量」是本年度數學日的主

題活動，同學們運用不同的方法，

務求令自己估計的答案最準確！

數學日少不了數學遊戲，「大格鬥」也分了

「ＢＢ版」、普通版和立體版，讓不同年級的同

學動動腦筋！

運用學生椅進行創作的立體雕塑 視藝小組與高年級創作的立體紙雕合照

小息到風雨操場欣賞同學的作品

誰主浮沉─同學正在研究如何令「浮沉子」聽話地浮與沉

大家正熱烈地討論如何能
令雞蛋安全着陸

完成降落傘後，各組在三樓「放傘」

又濕又滑，箱內
會是甚麼東西呢

同學最後利用物料的不同特性，
決定用甚麼物料包裝禮物

究竟這物料滲水不滲水呢
─同學小心翼翼地進行實驗

物料大搜查

雞蛋降落傘

聽話的浮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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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m   F u n
本年度學校的 STEM教學從四方面發展：包括正規的課堂活動、增潤活動、

課後小組及校外比賽，學生對這些「動手做」的活動都抱有濃厚的學習興。我

們期望透過 STEM 教學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

聖經班
每年試後，學校都會以「耶穌的比喻」為主題，舉辦為期三天的聖經班。

校友日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當天，老師和校友們一起暢談昔日在母校的一點一滴，

場面既熱鬧又溫馨。有賴各位校友的鼎力支持，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英語音樂劇公演
經過長達九個月的訓練，同學們在 7月 7日終於完成了五場演出，

並獲得觀眾們的高度讚賞。

我喜歡利用光線玩遊戲 水是冷，還是熱的

Ready未 水火箭準備
發射了

誰的汽球車走得快，去得遠第一次用Microbit砌車，能行走嗎手動發電真有趣

看！我們認真地製作手工 攤位遊戲：我能結出許多聖靈果子 我們會謹守神的話語 競技遊戲：團結就是力量

校友會人才濟濟，聲勢浩大

多才多藝的校友於眾人面前傾力表演

校友會理事會委員合照

校友與各位恩師合照，面露笑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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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朗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18)

英詩獨誦

亞軍 3A徐偲瑗

季軍
2A曹樂宜 3A張博森
4E劉子御 6B李思澄

詩詞獨誦（粵） 冠軍／亞軍 3B馬曉澄／4A莫凱程

散文獨誦（粵）／詩詞獨誦（普） 季軍 3A王梓澄

詩詞獨誦（普） 季軍 6A萬栢彤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兒歌／古詩 金獎／金獎 2A鄭皓文／1A李雨芯

（初小組）普通話古詩／詩歌 銀獎／銀獎 2B黃剴靖／1A李雨芯

（初小組）普通話兒歌組 銅獎 1A葉紀柔 2B利咏妍 2C蔣嘉敏

（中小組）普通話新詩組 金獎／銅獎 3A黃疆燁／3A李鎧傑、曾思穎

（中小組）普通話繞口令組
金獎／銅獎 3A蔡欣頤／3A曾思穎

銀獎 3A周凱澄、李鎧傑 4A陳柏熙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組 銅獎 5B葉柏喬

第十四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2019

（初小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亞軍／季軍 1A李雨芯／1A葉紀柔 2A黃曉諾

（中小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季軍／優異獎 3A李鎧傑、黃彥鈞／3A曾思穎

（高小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亞軍 5A萬栢頤

（初小組）普通話古詩獨誦 冠軍／季軍 1A李雨芯／2A鄭皓文

（小學組）普通話繞口令
亞軍 3A李鎧傑

季軍 3A黃疆燁、曾思穎、周凱澄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生

體育

沙田區小學學界籃球賽（女子組） 八強 校隊

則仁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校隊

保良局足球發展基金
第五屆足球錦標賽

殿軍 校隊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五人手球比賽（女子組）

八強 校隊

第七屆粉嶺公立學校五人手球比賽
小學男子組／小學女子組

殿軍／殿軍 校隊

2018-2019大坑東宣道小學
聯校乒乓球邀請賽團體

優異獎 校隊

女子高級組 季軍 6B陳曉桐

武術

第三屆全港中小學武術錦標賽(2019)

全場男子學校初小組（個人全能） 銀盃
3A鄒宇航

初級劍術／初級長拳／基礎長拳 冠軍

男子學校（高小組）初級劍術 季軍
4A黃達熙

基礎長拳／初級長拳 季軍／優異獎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生

跳繩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9

後單車步／後交叉開跳 冠軍／殿軍 3D曾子欣

側擺開跳（左右）／單車步 亞軍／季軍 1D李梃軒

後側擺開跳（左右）／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季軍 2F蕭巧晴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2B梁諾心

側擺開跳（左右）/交叉開跳 季軍／季軍 2E陳枃濂

後交叉開跳／單車步 殿軍／殿軍 1B黃梓朗

側擺交叉跳（左右）／單車步 殿軍／殿軍 3B李凱琳

交叉開跳 殿軍 3B羅洛森

交叉開跳／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殿軍 4B彭穎晞

交叉開跳 亞軍 5B張凱嵐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5D周語澄 6A徐茵藍

單車步 殿軍 6C蔡均蔚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生

田徑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田徑比賽

壘球
季軍 5E周家俊

第六名 6B卓樂兒

全能兒童田徑錦標賽2018

60米冠軍／100米亞軍／跳遠冠軍
男子2010全場總冠軍

3E劉宇琛

60米冠軍／100米冠軍／跳遠冠軍／擲豆袋冠軍
女子2010全場總冠軍

3E徐欣彤

60米冠軍／擲豆袋季軍 1E周子灝 2C林希泓

60米亞軍／擲豆袋亞軍 2A游沛熙

60米季軍／立定跳遠季軍 2E文芷澄

60米季軍／100米亞軍 3A周曉澄／3D蘇若嵐

擲豆袋季軍 4E ALI SHILOH ASIA

100米季軍 5E蔡子淇 6C張敏晴

60米冠軍／100米亞軍 5E劉智灝

跳遠季軍／200米亞軍 6B李明耀／6D李俊鏗

培基小學4x100接力邀請賽殿軍
5E周家俊、劉智灝

6D李俊鏗 6E鄧宇軒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生

音樂
及
舞蹈

第四屆香港敲擊樂大賽

中國鼓樂合奏（小學組）中國鼓 銀獎 校隊

西洋敲擊樂合奏（小學組）節奏樂隊
高年級組

銅獎 校隊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9)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4B孔悅兒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6A夏穎詩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2B鍾 滔

沙田學界音樂公開賽2019

鋼琴獨奏（P3-P4組） 亞軍 4B孔悅兒

聲樂歌詠VOCAL（P1-2組） 亞軍 2A章 茉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奏舞蹈比賽（群舞）

中國舞蹈（初級組） 甲級獎 校隊

中國舞蹈（高級組） 甲級獎 校隊

四社分數
2018-2019社際比賽總分(截至16/7/2019)

紅社Moses 黃社Solomon 藍社Abraham 綠社Joseph

600 520 510 740

校際活動獎項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學術

敢言有夢拍住上辯論比賽(2019) 最佳發問獎 6A楊璧瑩
2019第十三屆滾動系列活動
「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

真情流露獎 6A陳臻鎣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English Vocabulary
2018-2019 英語生字王比賽

Champion 2A曹樂宜

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A陳希朗、李子雋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
小學STEM探究展覽

優異獎
4A林皓硏 4B陳幸樂、蘇敬和 5A黃宇灃 5D李健宇

5B李卓妍、黃景浚、梁舜智
6A陳希朗、陳子揚、李子雋、關令晞

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 
良好獎 6A關令晞
優異獎 6A區信望、楊璧瑩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2018/2019 銅獎／優異獎 5B姚憫皓／5A白業寬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C林彤宣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8-2019
小學個人總成績

一等獎 6A李珀熙

二等獎 6A關令晞

三等獎 6A徐茵藍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金獎 1E黃逸嵐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初賽（香港區賽）

一等獎 1E黃逸嵐
二等獎 5A李鎧謙 6A李珀熙、楊卓霖、關令晞、蘇柏軒
三等獎 5A白業寬、林紫珵 6A區信望、羅翊誠

晉級賽（華南區）
二等獎 1E黃逸嵐 5A白業寬、林紫珵 6A區信望、關令晞

三等獎
1E黃逸嵐 5A白業寬、林紫珵

6A區信望、關令晞

總決賽
二等獎 1E黃逸嵐 5A李鎧謙

三等獎
5A白業寬、林紫珵
6A區信望、關令晞

2019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 Distinction 3B張顥隣

數學
High Distinction 3A胡柏豪 3B張顥隣 4B蘇敬和

Distinction
3A李鎧傑 3B吳日喬、楊凱晴 4A陳嘉文、何新宇、
林皓硏 5A白業寬 6A關令晞、李珀熙 6C何承羲

科學 Distinction 4A陳子晴 5A李鎧謙 6A李珀熙
英文寫作 Distinction 4E岑維倫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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