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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同樂同學，童玩在校園

校訊
2021年9月

校長的話
從玩樂中學習

岑韻蘭校長
感恩疫情近日漸穩定，暑假期間，相信家長會為孩子安排多姿多彩的活動，讓小朋友渡過一個充實愉快的

假期。明白每一個家長都想為自己的小朋友預備最好的，特別在這充滿競爭的社會中，學習更多技能似乎能讓

小孩變得更優秀。其實給孩子輕鬆玩樂的時間，亦對孩子的成長大有裨益，除了讓他們在競爭中放鬆，更能從

遊玩中學習。

我堅信「戲有益」，孩子能在玩樂中學習並茁壯成長，當孩子專注投入在玩樂時，能學習到書本以外的知

識，提升日常生活技能，亦能培養他們全力以赴、永不言棄等正確態度。如學校曾舉辦「森林課程」的一日遊

活動，參加的同學可體驗戶外烹飪、耕種等，在此學習自理、欣賞自己，學懂愛護大自然。而我校亦有舉辦各

式各樣的課外活動，鼓勵同學在上課後，多參與活動，發揮天賦才華，盼他們在靈、德、智、體、羣、美各方面，

皆得到均衡發展。

暑假完結後，期盼同學在新學年繼續努力，從學習中找到樂趣。希望在開學時可看見有所成長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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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疊杯活動
王澄峰助理校長

上學年在疫症的陰霾下，學生不能上學，大部分比賽、活動都取消，家長甚至不敢帶子女外出。學生長期留在家中，
難免會花大量時間使用電子產品。經常使用電子產品不但影響身體健康，甚至會令人沉迷。因此，本校推出速疊杯活
動，為每位同學提供一套速疊杯，並透過體育課教授不同的疊杯方法，更設有速疊杯龍虎榜和比賽，鼓勵學生投入活
動。速疊杯不但可以鍛鍊學生的集中力、反應和手眼協調，更可以將學生專注力轉移到有益身心的活動，暫時離開電
子產品的屏幕。

五、六年級速疊杯比賽
萬眾期待的五、六年級速疊杯比賽於今年6月25日進行，每班選出四位同學

作班代表參與疊杯接力比賽，最後由5B班奪得冠軍。該班同學準備充足，每逢
小息都努力不懈地練習，而且默契十足，最後成功奪冠，實至名歸。

至於社際比賽，每社均派出三位精英進行高水
平的計時賽，實在是高手雲集，難分高下。最後經
過一輪激烈的比賽，由紅社奪得社際冠軍。

速疊杯拼速度
手眼協調力

速疊杯社際冠軍∼紅社

毫秒之爭

班際接力冠軍∼5B班
在禮堂進行社際比賽

參賽同學有姿勢有實際

印有學校Logo的速疊杯

每個班房內設有一張速疊杯計時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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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杯子敲出不一樣的節奏
—節奏杯

陳寶珠老師

為促進學生身心靈發展，培養學生正向思維，本年度音樂課加入
節奏杯課程。學生用一隻杯子，配合有創意的節奏，製造不同的聲效，
同時訓練學生專注力、手眼協調力。

音樂科在聖誕節和新年等長假期間，發放節奏
杯特別版短片供學生在家中自學。因應學生的能力，
老師特意編製淺易版及進階版短片，學生們可以一
邊唱歌，一邊敲打節奏杯，譜出具節日氣氛的聲效。

本年度畢業典禮，其中部分畢業同學組成一隊
節奏杯組合，在畢業典禮中表演。同學們精彩的演
出更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讚賞。

速疊杯拼速度
手眼協調力

同學拿起節奏杯，敲出有
特色的節奏。

同學根據樂曲的節奏，
敲打節奏杯。

同學配合歌曲節奏加入身體律動。

畢業生玩轉節奏杯，拍打出一連串的節奏。

同學用心地聽從老師講解節奏杯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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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科學探究活動

一年級
空中小青蛙：
運用磁鐵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的原理，創作「空中小青蛙」玩具。

二年級
磁力玩具車：
分析賽道實際的需要（如速度或轉彎效果），按照磁石的特性進行玩具車改裝。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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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液壓夾夾樂：
製作液壓夾以及讓學生探究夾的機械運作原理，探究大針筒及膠管的作用，嘗試
改裝液壓夾設計成為一個小玩意／工具。

五年級
迷你吸塵機：
理解吸塵機的原理，比較膠樽的長度對吸塵機的效能的影響。

六年級
槓桿原理：
透過製作司馬秤理解機械原理，運用司馬秤量度港元硬幣，探究量度重量的方法
及探究力臂和重臂之間的關係。

科技日暨數學日
本年度的科技日暨數學日於5月7日順利舉行，老師們按照不同年級學生的程

度，精心設計了一系列教學活動。數學日活動主題是「密鋪平面」，各級學生分
別在老師的帶領下由淺入深地認識密鋪平面的數學原理；而科技日活動，各年級
分別進行了不同的科學探究實驗，讓學生從實作中認識不同的科學原理。以下是
各級同學科學探究的題目：

英文日暨聖經班
今年的七月二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因為這天學校舉辦了兩個活動─聖經

班及英文日。聖經班的主題以耶穌的比喻作中心，透過詩歌、故事及手工讓同學
認識聖經中不同人物如何靠著上帝活出有意義的生命。而英文日的主題是「Fairy 
Tales」同學們可以在當天穿著童話故事人物的服裝回校，當天活動還有英語大使表
演魔術、電影欣賞和英語遊戲等，讓同學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下學習英語，提升同學
對英語的興趣。

活動
花絮

我們用心設計的小青蛙能跳得很高喔！

看我們多認真在做實驗！

同學們用小方塊密鋪成校名縮寫，真厲害！

小小科學家在合力研究新發明。

做實驗既新奇又富挑戰性，
完成後充滿成就感！

我們用英語訪問小紅帽。

誰的手工最精美？

看我多投入做手工！

同學都積極參與活動！
同學們都十分專心聆聽聖經故事。原來學英文可以很開心！

我們運用ipad玩英語遊戲。

我們在聽外籍老師講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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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元喜
本校於今年四月至五月期間舉辦了「樂」在元喜短片拍攝活動，

個人或小組的表演者可拍攝不超過2分鐘的短片來演繹一首樂曲，形
式包括唱歌及樂器表演。活動期望為學生提供音樂表演的平台，讓同
學發揮自己所長。出色的短片作品更在週會時段播放給全校同學欣
賞。參與同學在過程中不但提升了演繹樂曲的能力，也培養了欣賞自
己、積極正面的態度。

視覺藝術展
本年度視覺藝術展的主題是「點『紙』咁簡單」。在活動中，視藝科老師向學生

介紹了三位運用「紙」作創作媒介的當代藝術家，每位學生更有機會在視藝課中創作
獨一無二的紙雕作品。此外，我們更在校網內展出本年度學生的佳作，從而鼓勵同學
欣賞同儕作品。學生在欣賞作品的同時，更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選自己最喜歡的作
品，而每級得票最多的同學更成為本年度的「元喜藝術家」。

活動
花絮

4B唐國量 馬蒂斯的花瓶

5E王雨嫣 趣緻香港—茶餐廳之最

羅洛森同學有姿勢有實際。

許氏姊妹用音樂來讚美神！

馬梓翹同學的獨唱環節真的很動聽！

兄弟拍擋最
合拍。

擅長中國樂器的李雨芯同學。

彈奏豎琴的江倩瑜同學
真是多才多藝！

1E林信衡 我們一家人遊車河

3E彭耀堅 未來城市—2060

2D黃樂筠 夏卡爾太空漫遊 5



由於疫情關係，這兩年大部分
的學習活動都以網課形式進行，幸
好近來疫情漸趨緩和，令畢業典禮
能順利舉行。小學畢業是同學們重
要的里程碑，學校希望畢業同學能
在校園中留下美好回憶，讓同學與
親友、老師在校園內拍照留念。在
疫情下，為配合防疫措施，避免人
群聚集、分散人流，學校特意於6
月19日及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內
設置七個攝影區，讓畢業同學拍照
留念。

在此祝願畢業同學帶着天父的
應許與祝福，在未來展開更精彩的
人生旅程。

我們畢業了

校長再見了！我們會回來探望您！

同學在畢業帽上發揮創意。

2020至2021年度畢業典禮

畢業生與家長留影

我們畢業了！ 感恩有您伴我成長！

老師，謝謝您！

家長為畢業同學拍照留念。

畢業禮當天嘉賓與校長留影

畢業生運用特別的節奏譜出美妙的樂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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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

綠化校園計劃
本年度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再次參加了由康文署舉

辦的「綠化校園計劃」，這計劃是鼓勵學校透過在校
園內種植花木及舉辦綠化活動，以推廣綠色文化及培
養學生對種植的興趣。本校繼去年獲得植樹工程組亞
軍，本年度再次得獎，獲得大園圃種植工程優異獎！
在此非常感謝校園職工對植物的照料，大家不妨到園
圃欣賞一下綠化的成果。

蒙 神的恩典與引牽並父母的養育深恩，倪梓峯老師
和陳寶珠老師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假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真理堂舉行結婚典禮，感恩當天一切順利，大家一
同於網上同頌主恩。

倪老師與陳老師新婚之喜教師

祝願倪老師與陳老師新婚快樂、溫馨甜蜜！
倪老師與陳老師的結婚照

本年度參與康文署2020-
2021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並獲得大園圃種植﹝30平
方米以上﹞小學組優異獎。

家長及學生代表領獎

小路徑、小花兒、綠綠的小草在向你們揮揮手。
我們於2021年5月21日與參加活動學生代表5E唐銦浠及家長

到康文署綠化資源教育中心領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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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學術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

一等獎

6A林皓硏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華南賽區）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全國總決賽
香港網絡數學公開賽2020 金獎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 銀獎

2021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銅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1（華南賽區） 二等獎

5A胡柏豪
6A梁栩萁
6A連 正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1（華南賽區） 三等獎 6A姚晴樂
2020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金獎

2C趙柏宇
202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暨

2021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銀獎

2021復活節中國象棋網上賽（入門組） 第三名

English Vocabulary Championship 2020-2021 Champion 1C孫迦琳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視藝

「家校攜手同心抗疫」口罩圖案設計比賽—高小組

亞軍 6B彭穎晞
季軍 6A鄧芮熙
優異 6B鍾 澄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 優異獎
6B彭穎晞
5B陳皓峰

法國七彩童話兒童繪畫比賽 主尊大獎 1B洪立言
摩納哥動物狂歡世界繪畫比賽 三等獎 1E洪恩悅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西畫

金獎
1E容呈琳
4A黃曉諾

銅獎 2E岑嘉謙
IYACC Design Your Own Book 2021 Competition 銀獎 2E岑嘉謙

全港首屆港式花牌填色繪畫大賽2020 冠軍 6D岑嘉晞
<暖暖的愛>毛氈設計比賽2021 小學A組 優異獎 2E岑嘉謙

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2020 中童組 金獎
5B陳皓峰

美食停不了全港繪畫比賽 高級組 金星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暨
2020華夏兒藝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

美術
貳等獎

4A黃靖欣

2021希望旅程填色及繪畫比賽 季軍 2E劉柏燊
第二十一屆ICEHK2021「敢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優異獎 1C馮浩洋

2021香港青少年視藝大賽 P2西洋畫組 優異獎
2A陳卓瑩

2020中小學校際手工藝大賽 小學A組 銅獎

第十一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季軍

3F鄔凱雯

第二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2021 銅獎

童眼看世界繪畫大賽 銅獎

第二十一屆ICEHK2021「敢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三等獎

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 銅獎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銅獎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音樂
及
舞蹈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2021（敲擊樂團體賽） 亞軍
3A李奕海
5B李奕朗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2021 
敲擊樂：小鼓（8-9歲組別）

冠軍 3A李奕海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2021 
敲擊樂：小鼓（10-11歲組別）

冠軍 5B李奕朗

ASAA Dance Cup 2021 Classical Ballet (Solo) Gold 4A陳悅兒

2020-2021校外比賽獎項及各項獎勵計劃推薦結果（下半年）成果分享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朗誦

2020香港學界朗誦公開比賽暨
第三屆【專業精英盃】朗誦比賽
小學高小組繞口令、詩詞及散文

冠軍

5A黃彥鈞

2020第九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普通話
詩歌獨誦

冠軍

2020第九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普通話
散文獨誦

亞軍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高小組普通話散文組、新詩組及繞口令組

冠軍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最高榮譽大獎

2020領展盃朗誦比賽 普通話詩詞組及散文組 冠軍

金口盃2021 普通話詩歌及繞口令 金獎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2021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組、古詩組、繞口令組

金獎

2021第十六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
詩歌表演比賽

大會最高榮
譽獎藝海盃

2021第十六屆全港經典故事、
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普通話

詩歌獨誦 金獎

古詩獨誦 冠軍

繞口令 亞軍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界區

冠軍 6A林雅雪
亞軍 5A黃彥鈞

優異星獎
6A曾裕琳
6A劉孝澄

第十八屆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2020 亞軍
5C林柏陶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說故事—粵語 優良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 5A歐子萱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銀獎 3A陳立喬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體育

飛達兒童田徑錦標賽2021

60米
冠軍 5A賴海琳
季軍 5E徐欣彤

100米
冠軍 5A賴海琳
殿軍 5E徐欣彤

跳遠
冠軍 5E徐欣彤

殿軍
4B魏逸曦
5E劉宇琛

擲壘球 季軍
2A蔣健華
3A葉紀柔
6D施晞敏

個人組別 總冠軍 5A賴海琳

4X100米 季軍

3B李溢恩
3C文爾雅
3D藍蔚蕎
3D陳映澄
5A賴海琳
5A彭伊文
5E蘇若嵐
5E徐欣彤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 第三名 4F蕭巧晴

2021-22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50米蝶式 亞軍

5B李凱琳
200米自由式 季軍

2019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 速度競技 季軍 1C鄭璟希
2020國際線上品勢超級聯賽 銅獎 2D羅星宇

Jump Online牛年賀新春 
30秒前後雙腳及30秒前後單車步

殿軍

4E陳枃濂
Jump Online牛年賀新春

30秒前後交叉開跳、
30秒前後側擺開跳（左右）及總成績

季軍

Jump Online牛年賀新春 30秒新年鬥牛勇士跳 亞軍

第一屆珠海學院錦標賽暨第三屆源流盃 
U13組‧盃賽

亞軍
6A謝傲正
5B李溢豐
3B李溢恩

第一屆珠海學院錦標賽暨第三屆源流盃 
U18組‧碗賽及公開組‧碗賽

冠軍
6A謝傲正
5B李溢豐
3B李溢恩

2021天武武術聯誼比賽（初級劍術） 冠軍
5A鄒宇航

2021天武武術聯誼比賽（初級槍術） 亞軍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
冬季資優課程2020

美妙世界—視覺藝術創作室 6B彭穎晞
數學智力遊戲2021 5A李鎧傑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5A張博森 5A李鎧傑 5B張顥隣
義連班第三屆沙田區傑出小學生推薦計劃

傑出小學生 5B李溢豐

2019-2020年度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新界東第1498旅（沙田北區）
幼童軍團優異旅團

飛達兒童田徑錦標賽
2021

飛達兒童田徑錦標賽
2021 4X100米接力季軍

義連班第三屆沙田
區傑出小學生推薦
計劃傑出小學生

5B李溢豐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20

「家校攜手同心抗疫」
口罩圖案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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