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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愉 快 的 學習 經歷

食通天下—從「食」中學習

校長的話

做一個閱讀英雄

陳翠玉副校長

2016至2017年度，為配合新一個三年周期的關注項目「創設多元學習活動，經歷愉快學習旅程」，學校繼續推行「主

題式學習」，讓同學在各學習領域中，經歷學習是愉快而實用的。

「民以食為天」既是中國人的飲食態度，也是中國人的生活態度。「食」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提起「食」，沒有

人會感到陌生，反讓人興奮無名，不是嗎?正因此，本年度的主題式學習定為「食通天下」，透過各科組不同形式的學習活

動，擴闊學生對人類的主要食糧的認識，如米、麥和海產。是次的主題學習有三個目的:第一，顧

名思義，要學生從飲食(食)看不同(通)地方(天下)的文化﹔第二，透過不同地方的主要食糧，認識

飲食與當地氣候的關係﹔第三，我們期望學生認識「食」背後的民情與文化。

在這個主題下，學生將經歷不同的學習活動，包括海報設計、專題研習、食品製作，試食、

閱讀、親子烹飪及美食嘉年華等。更重要的，各學科的活動日將配合主題，從不同的角度學習有

關「食」的知識，如在「中國文化日」認識不同民族的飲食文化，在「英文FUN DAY」認識不同

國家的美食，在「數學日」和「科學日」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為令主題更突出，學校更會以象

徽娃娃Foodie Buddy(見左圖)出現，邀請同學們齊來學習「食」的文化。

總的來說，本年度的「主題式學習」活動多姿多彩，盼望同學們屆時能投入、積極參與其

中，分享「食」的文化，體略「食」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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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享「食」的文化，體略「食」的樂趣。

Foodie Buddy

岑韻蘭校長

學校其中一個重要的教學理念就是要讓學生學得開心，惟有持着這份態度，他們才能

自信、主動地走畢這條學習路。我們相信「全方位學習」能有助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

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教學目標。

「全方位學習」活動是讓學生走出課室，在一個真實的情境及實際的環境中學習。學

生除知識外，還會學到不同的技能和學習方法；進而培養應有的態度、品格和價值觀。這

些都對學生以後的生活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教育需要注重照顧個別差異，而「全方位學習」正有助教師提高照顧學生的效能，因為它有利於不同學習者的需要。學

生的學習模式無論是聽覺型、視覺型、感覺型或是動覺型，都能透過現場真實的經歷去體驗和感受，令他們的學習變得更深

刻、更著地、更具意義。除此以外，「全方位學習」還有不少的好處，例如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提供不同的學習方法改善

學生的學習習慣，令學生認定自己是學習者的身份後成為更有效的學習者，最終成為有自律性、自信的學習者。

因此，學校多年來致力推展「全方位學習」，學習活動多不勝數。各年級的同學均有很多機會參與不同學習範疇的活

動，除學科活動日及體藝領域外、還有境外交流、社會服務、營會及戶外學習等，務求讓學生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經歷

愉快的學習旅程，使學習更具意義。

為此，我更鼓勵家長在家裏同樣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為子女提供切身體驗的環境，進而豐富學習。各位不妨在課

餘或假期的時候，多為子女安排不同形式的活動，以擴闊其視野、增廣其聞，讓他們知道處處都有學習的機會。

岑韻蘭校長

學習路上，樂也融融—

走出課室外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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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展

本年度的視覺藝術展於五月九至十二日舉行，一

如以往展出了各級同學們的優秀作品。是次展覽不但

讓學生有互相觀摩的機會，更可讓家長於課後踏足禮

堂欣賞佳作，與學生一起分享學習成果。

除展示學生的作品外，展覽期間的早會時段，老

師以中央廣播形式向學生介紹當代藝術家。從藝術家

的有趣逸事中，引導學生欣賞不同媒介的有趣作品。

此外，小息時段更開放視藝室讓學生進行小手工製

作。最後，藝術展在學生們熱切期待的「元喜藝術

家」選舉及抽獎的歡呼聲中完結。來年度，盼望視藝

展能繼續為學生帶來不一樣的藝術學習經歷，讓學生

更懂得欣賞藝術，享受創作的樂趣!

樂於音樂
銅管五重奏

六月底，有幸邀得「香港管弦樂團─室樂小組」到校表演，實在難得。「室樂銅管五重奏」是由兩把小號、一把法

國號、一把長號以及一把低音號所組成的。在一小時的音樂會中，四至六年級同學可近距離接觸及欣賞到銅管五重奏的

樂師表演。當天，港樂音樂導賞員以輕鬆、富趣味的手法引導同學認識室樂小組的樂器及欣賞多首輕鬆的古典樂曲，讓

同學從多角度領略樂曲中所表達的情感。

樂於運動
攻防箭

透過「聽音樂，爭椅子」這簡單的樂曲，

考驗學生們的音樂感

攻防箭是一項新興起的運動，當中充滿了War Game的緊張和閃避球的刺激。這運動以獨特的弓及專利安全設計的泡

沫箭來進行，在訓練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之餘，亦為他們帶來刺激興奮的活動體驗，很值得向高小學生推介。因此，我

們在試後特意為五、六年級學生舉辦了這次團隊活動，讓他們經歷一次不一樣的運動體驗。

同學手執弓箭瞄準目標，
似模似樣

學生分社比賽比賽之前先要進行訓練

同學一嚐當指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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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當揭譜員，近距離欣賞樂手的表演



第二期主題式閱讀 
活現書中人

 第二期主題式閱讀閉幕禮當天，不少同學裝扮成不同的書中人物，他們的造型唯妙唯肖，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喜歡哪位人物的造型呢？
冠軍馬子駿化身成睿智的愛因斯坦

創造與發明

看過幾位小小發明家的發明品，校長、老師和同學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發明品既富創意，更兼具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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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雨傘 --１Ｂ葉心瀅 
電腦自動做菜機—1D 徐子萱

材料：ＭＰ３機、雨傘 

用途：一邊聽音樂，一邊擋雨，

         享受雨中走路的情趣。

材料：智能電腦、食譜和食材

用途：煮出美味的食物

萬能桌子--３Ｃ葉菁菁

材料：機器臂、電子書、文具、時

         鐘、垃圾箱、循環再造機

用途：幫助清理垃圾，令垃圾可循

         環再用

失物尋回器 -- ５Ｂ唐文傑

材料：塑膠、玻璃、顯

         示器、全球定位

         系統和電池

用途：幫助尋回失物



境外交流學習

是次為小五及小六同學舉辦的交流團主題是「農村生活體驗」。透過不同的活動，同學可親身到農地體驗農夫的辛

勤工作，又學習了造紙的方法。從有趣的體驗活動中，參加者深深地體會到珍惜地球資源的重要性，明白生命的可貴，

更提高了對環保的意識。

「2016台灣親親大自然  碳  足跡見學之旅」

過獨木橋真驚險啊！

製作環保袋

我們各自製作蔥油餅

各人選好蔥後都很興奮呢！ 同學們專心聆聽導賞員講解洗蔥的方法

廣州服務學習及科探之旅

為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豐富其學習經歷，從

本年度開始，我們也為四年級同學安排交流活動。

這次交流，我們銳意以新奇、刺激的科學探究

活動以及創意無限的園藝互動體驗，讓學生領略到

從生活中實踐環保的重要性。

我們用心地製作機械車

同學以普通話介紹學
校的環保活動

同學們學習如何把落葉枯枝製成美麗的畫作

飛天之夢展館可體驗聲音傳播的原理 同學以普通話介紹學同學以普通話介紹學

同學們學習如何把落葉枯枝製成美麗的畫作同學們學習如何把落葉枯枝製成美麗的畫作

飛天之夢展館可體驗聲音傳播的原理飛天之夢展館可體驗聲音傳播的原理

我們我們用心地用心地製作機械車製作機械車

齊來放天燈

陀螺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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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
聖經班

在6月20至22日三天的聖經班中，同學們學習到「耶穌的比喻」。我們希望藉着三天的課程，令學生的生命紮根於

神的話語中，明白並遵行神的吩咐；當一個敬畏神，討神喜悅，並能與他人彼此相愛的孩子。

專心禱告，堅心依靠主

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

這些美味的食物都是我們的手工

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聖經班設有眾多攤位遊戲，同學們顯得積極投入

願我們都能像這燈籠般為主發光，照亮他人

我們要學習:不要單單聽道，還要行道

其他活動
學校經常與鞍盛堂合辦各類型的宗教活動，讓學生和教師都能享受不同的教會生活。

一、二年級和五、六年級的同學分別會參加低、高組的團契。學生可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唱詩歌、聽故事、禱

告、遊戲、手工等活動認識神。

高年級團契

中一適應課程—Online活力兵團

教育主日

老師參加鞍盛堂舉辦的教育主日老師參加鞍盛堂舉辦的教育主日老師參加鞍盛堂舉辦的教育主日教師代表從教會同工手上接過禮物教師代表從教會同工手上接過禮物教師代表從教會同工手上接過禮物
我們合力砌出了金句我們合力砌出了金句我們合力砌出了金句

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 我們在製作車輪，一

起向目標進發吧！

猜一猜我們正在扮演甚麼？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看﹗團契的活動多豐富，你也想加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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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認出他們是誰嗎？

活動花絮
英語音樂劇「綠野仙蹤」

經過一年的努力，英語音樂劇「綠野仙蹤」終於呈現在觀眾眼前，是次演出大獲好評，令我們非常鼓舞和感動！同

學們在演技、歌唱技巧、舞蹈、說英語和團隊合作等各方面都比去年有很大的進步，在此，衷心感謝不斷支持和鼓勵我

們繼續做到最好的同學們！看看以下各位演員的心聲：

4A 周洵美（飾演Dorothy）

經過這次英語音樂劇，

我的自信心增強了。同時，

我明白了團隊精神的重要:只

憑一個人的力量，不能令整

個音樂劇有成功的演出。

5B Tang Nga Man（飾演Auntie Em） 

My role in the musical is Auntie 
Em. When I fi rst knew I was going to 
be this character, I felt so sad. Now, I 
like this character a lot. I realize every 
character is of utmost important.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的辛勞

為什麼Tin 
M a n這麼
興奮？

Dorothy與Glinda做對手戲

每年期考後，學生都會參與很多活動，讓他們在忙碌的考試後，能以輕鬆的心情跑出課室，以另一種方式來學習，

這也是學習經驗的累積。今年也不例外，學校舉辦了多項活動。

試後多元活動

學習成果分享會學習成果分享會學習成果分享會

網絡攤位

紙糊熊貓工作坊 「天際100 X Big Bus Tours探索在天際」活動

學習成果分享會學習成果分享會學習成果分享會

網絡攤位網絡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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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Lau Katelyn Hau Yan（飾演Tin Man）

I  am real ly happy because I can 
learn more about acting and dancing. I 
have also developed good friendship with 
some people. I want to give thanks to my 
teachers,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這天，一眾老師們難得有離開會議室，走進禮堂舒展身心的機會。當天，有幸邀請到中國香港閃避球聯會的教練到

校，為老師講解閃避球的規則及示範技術，更見證我們進行了一場閃避球大戰。

閃避球的比賽人數約為10-12人，分內場及外場球員。比賽需使用專用閃避球，質地較為柔軟，令運動員在易於擲球

攻擊之餘，亦不容易受傷。比賽開始時，必須有一名外場球員，過程中，外場和內場球員須把球擲出並擊中對方的內場

球員(被擊中的便轉為外場球員)，最後迫使對方的內場球員逐一減少，務求在「以眾敵寡」的情況下取勝。

在這次教師發展日，教練講解了不同的閃避步法和投擲技巧，加深了老師對這項運動的認識，亦讓體育老師們有溫

故知新的機會，對本校推廣這項運動量大、刺激而又充滿競爭性的運動起了重要的作用。本年度，我們曾舉辦社際閃避

球比賽，日後可能還有機會進行師生閃避球比賽呢? 真令人非常期待。

教師發展日—認識閃避球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廖信曦，我是莫頌平老師的小兒子，在5月27日出世了!

我的名字是爸爸為我取的，「曦」字是晨曦的意思，代表主耶穌是明亮辰星，爸爸

希望我長大後能學習以信心仰賴主耶穌。在此祝各位叔叔、姨姨、哥哥、姐姐身體健

康、主內蒙福。

教師喜訊

優秀教師選舉
為表揚優秀教師，並響應「敬師運動委員會」所提倡的「尊師重道」精神，本校向有參加「表揚教師計劃」選舉。

經家長及學生投票後，本年度選出的優秀教師為陳寶珠老師。另外，在老師互選後，另一位優秀老師則為崔燕玲老師。

在此，謹祝賀兩位老師，衷心盼望她們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為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而努力。

陳寶珠老師 崔燕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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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校際活動獎項(下半年)
類別 比賽名稱 科目 考獲成績 獲獎生

學術
2016國際
聯校學科
評估比賽

英文
Credit 4A郭少廉  丘柏希  5A何穎恩  6A楊日信

Merit 3A楊璧瑩  3D包恩寧

數學

High Distinction 3B黃菀靖  4A郭少廉  丘柏希

Distinction 3D關令晞  4A區駿浩  植詠希  麥家源  4B陳俊宏

Credit
3B羅翊誠  3C何承羲  薛嘉謙  3D包恩寧  郭晉希

4A吳瑋棋  4D何日熹  5B曾郁翔  6B袁以承

Merit 3A楊璧瑩  4A黃子恒  黃澤軒 4D洪軼賢  5A羅英仁  麥竣碩  6B李安恩  楊璧愉

科學
Distinction 4A陳淦泉

Credit 4A郭少廉  麥家源  5A羅英仁  楊芷淇  5A高莉  劉晞彤  6B楊璧愉

英文寫作 Credit 6A楊日信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生

學術

15-16第十一屆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數學校隊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小學四/五年級組)

金獎 4A麥家源

銀獎 5A麥竣碩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決級賽 (小學二年級組) 銅獎 2B譚丞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6全國總決賽(小
學四/五年級組)

一等獎 4A麥家源

三等獎 5A麥竣碩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6(香港賽區)初賽(小學二/四/五年級組)

一等獎 4A 麥家源

三等獎 2B張焌晞  5A蕭毅 5A麥竣碩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主辦
第23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小學四/五年級組)

銅獎
4A麥家源
5A麥竣碩

世界數學邀請賽組委會/中華數學協會主辦
世界數學邀請賽初賽(四年級)

金獎
4A麥家源

2016「希望杯」全國數學邀請賽深圳賽區(四年級) 一等獎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暨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小學四/五/二年級組)

金獎 4A麥家源

銀獎 5A麥竣碩

銅獎 2B譚丞言

音樂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三級)
TOM LEE MUSIC AWARD Grade Three Piano Solo

冠軍 5B陳寶怡

2015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總決賽 (小學P1-2 鋼琴) 銀獎 2A黃宇灃

2016 第三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三級) 亞軍 4A周洵美

舞蹈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群舞「蕎麥盛放」(彝族) 甲級獎 舞蹈校隊

視藝
小紅熊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小童組) 銀獎

2C葉曉晴
2016亞美斯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樂在畫中」 (兒童組) 銅獎

體育

15-16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女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 冠軍

6A高 莉
15-16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女甲50米背泳 第七名

15-16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甲50米背泳/ 蝶泳
亞軍

季軍

Win Tin Swimming Club“Little Dolphin Swimming Gala 
2016”24M Breaststroke / 24M Freestyle (Age 6 Group)

亞軍 1B孔悅兒

第二屆全港幼兒園及小學跆拳道2016「香港惠州挑戰盃」 季軍 2A張瑋麟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男子速度競技賽」 冠軍 1D黃偉軒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女子速度競技賽」

冠軍 1CALI  2B關恩懿

亞軍 2D黎熙雯

殿軍 4C黎衍彤

2016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沙田區 (高級組)

冠軍
4A梁珈芪  羅杰文  蘇梓瑩

4B朱孝釗  黃綺琳

亞軍 4A區駿浩  4B黃樂童

季軍 4A植詠希

殿軍 4D李心蕎  蔡寶怡

紅社 黃社 藍社 綠社
Moses Solomon Abraham Joseph

1,680 2,430 2,290 2,570

6A高莉獲女甲50米背泳亞軍

跆拳道得獎學生

舞蹈隊成員合照

5B 陳寶怡

2015-2016社際比賽—全年總分

低年級綠社成員高年級綠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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