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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做一個閱讀英雄

「力大無窮、飛天遁地、能人所不能」，這些都是使人嚮往的大英雄本領。既然大家也喜歡英雄，我們本年度的主

題式閱讀就以「英雄」為主題，目的是吸引同學們多閱讀。不過，我們要讓同學們知道，英雄並不只是存活在漫畫、電

影或故事中；能發明新事物，改善人類生活，不怕困難，努力追求平等、仁愛、和平的人，更是我們應該認識及學習的

英雄人物。所以，本年就以英雄為主題，讓同學們多閱讀這些偉人事蹟，從而學習他們為人類付出的精神，為社會作出

貢獻。

以「英雄」為主題的推廣閱讀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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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本年度開始推展全校性的「主題式閱讀計劃」，一至

六年級同學有一個共同的閱讀主題，而本年度的主題就是每一位

小朋友都渴望成為的「英雄」。藉著不同的閱讀活動，如個人閱

讀、閱讀分享、好書推介、冊子活動、撰寫讀後感等等，同學可

以在兩個階段裏透過各項活動，認識不同英雄人物的生活事蹟。

當中有締造歷史的人民英雄，還有改善人類生活質素的一群科學

家英雄。每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都可以尋找心目中的英雄，以他

們為學習的榜樣。

學校發展「主題式閱讀計劃」本是期望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誘發同學對主題書的閱讀興趣。在整個過程中，我們

鼓勵學生按照自己的學習興趣及進度進行獨立閱讀，以提高閱讀的質量。計劃展開的時間雖然尚短，但校長及老師們

看見同學連月來在學習時的積極態度、熱情的參與以及無私的分享，實在感到欣慰！

最後，我盼望同學們繼續努力，多讀課外書，開啟知識的寶庫，成為真正的閱讀英雄！

黃雅文主任

岑韻蘭校長

六年級同學有一個共同的閱讀主題，而本年度的主題就是每一位

小朋友都渴望成為的「英雄」。藉著不同的閱讀活動，如個人閱

讀、閱讀分享、好書推介、冊子活動、撰寫讀後感等等，同學可

以在兩個階段裏透過各項活動，認識不同英雄人物的生活事蹟。

家英雄。每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都可以尋找心目中的英雄，以他

們為學習的榜樣。

校址：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電話：2633 9277   網址：www.catshcc.edu.hk   傳真：2633 9080



推廣活動，也請來學生
模仿卡通人物

能成為英雄人物，拔出

石中寶劍，真威風
每完成一個任務，可
獲貼紙一張，齊集一
套四款，表示你已完
成任務了。

他們沒有特異功能，但
對人類有偉大的貢獻，
為人民尋找幸福和自由
的生活都是我們尊敬的
「英雄」。

英雄秘笈、英雄任務圖、石中寶劍

英雄！拔劍吧！

岑校長親自授武林
絕學—閱讀秘笈

初級組勝出同學：1A周子蔚、
2B葉柏喬、3C葉菁菁
初級組勝出同學：1A周子蔚、初級組勝出同學：1A周子蔚、初級組勝出同學：1A周子蔚、

岑校長親自授武林岑校長親自授武林

英雄！拔劍吧！英雄！拔劍吧！

英雄揮劍的姿勢真
威武！

英雄盟主聚首一堂，為眾英雄加油！ 高級組英雄齊合照

高級組勝出同學：4A梁珈芪、
5B梁權杰、6B梁穎璋

英雄秘笈、英雄任務圖、石中寶劍

階段一：人民英雄

「武林大會—秘笈開啟」活動花絮

齊來迎接新英雄主題—科學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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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人民英雄 2C 高敏庭
困難事：不知道怎樣處理傷口。
我的行動：給她一塊膠布。
有一次，有個同
學不小心跌倒，
腳部受傷流血，
我給她一塊膠布
止血。

6B 汪殷彤

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看見一位小朋友找不到媽媽，

我幫他找職員幫忙，雖然我並不認識這位小朋友，但我

以親切的笑容讓他安心下來。

3C 張雋曦

困難事：同學忘記帶默書簿。

我的行動：我借我的默書簿給

他溫習。

1E 陳星雅

困難事：媽媽弄傷手。

我的行動：替她摺衣服。

1D 陳雅晴

困難事：忍耐疲倦。

我的行動：讓座給長者。2A 張瑋麟

困難事：考取

跆拳道藍帶。

我的行動：不

怕艱苦不斷重

複練習。

我的英雄史

我的英雄事
各級同學在閱讀中認識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1A 周子蔚

書名：《甘地》　　　　　
英雄人物：甘地

他遇到的困難：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互相殘殺。

他做了甚麼：他為停止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互相殘

殺而絕食三週。1907年，他成為  

「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始創人。

我學習到：甚麼是無私和偉大。

2A 柯柏彤

書名：《李時珍》　　　　
英雄人物：李時珍

他遇到的困難：他編寫《本草綱目》的建議不被朝廷

接納，還遭到譏諷、挖苦和打擊。

他做了甚麼：完成編寫《本草綱目》。

我學習到：做事要不怕辛苦，要有毅力。

2B 高雅言

書名：《名人小故事》　　　　
英雄人物：孫中山

他遇到的困難：

他做了甚麼：

我學習到：

2D 張劭儒

書名：《花木蘭》　　　　
英雄人物：花木蘭

他遇到的困難：國家要徵召生病的父親從軍。
他做了甚麼：女扮男裝代父出征。
我學習到：遇到困難時，要勇敢面對。

4A 黃靖妍

書名：《紀曉嵐傳奇》      
英雄人物：紀曉嵐  

時代背景：清朝官員
他遇到的困難：

他作出的行動：

我從他身上學習到：

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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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習醫時期中國民風守舊，

學校規定男生不能成為婦科醫

生，令他不能實現理想。

他認為救人是醫生的天職，不應分

男女，於是到校長室理論。

遇到不公平或不公義的事，要積極爭取。

他身邊出現一些貪官小人，如：和
坤。和坤位高權重，但貪財如命，
又經常以權力威逼和對付紀曉嵐。
他並沒有害怕和坤，亦絕不同流合
污，他更經常以巧計教訓和坤。
我在紀曉嵐身上學到清廉和不
依附權貴的品格。當面對威逼
時，要冷靜和用智慧來應付。

我覺得紀曉嵐是個值得尊敬的偉人，他
不但機智過人，而且還為家鄉和國家貢
獻一生。

3B 羅翊誠

書名：《聖經》  

英雄人物：摩西

他遇到的困難：以色列人經常背叛神。
他做了甚麼：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

我學習到：信實和服從的良好品格。



階段二：科學家
四大任務

 任務一：觀察分析

 任務三：實踐所學  任務四：大膽創作

6A 梁鎰澄

書名：《擁抱星星的男孩》　　
英雄人物：史蒂芬．霍金

時代背景：20世紀至今
他遇到的困難：

他作出的行動：

我從他身上學習到：

我的感受：

6B 鍾昕穎

書名：《科學家》　　英雄人物：愛迪生

時代背景：美國1847—1931 

他遇到的困難：

他作出的行動：

我從他身上學習到：

我的感受：

閱讀英雄名錄

1A周子蔚 1B孔悅兒 1C廖梓翱 1D陳雅晴 1E湯文軒

2A張瑋麟 2B葉柏喬 2C范耀聲 2D張劭儒 2E許澤謙

3A蘇柏軒 3B羅翊誠 3C葉菁菁 3D關令晞

4A梁珈芪 4B黃嘉晴 4C馬鈺鈫 4D何日熹

5A唐子臻 5B梁權杰

6A梁鎰澄 6B梁穎章

階段一的主題式閱讀已經順利完成，各班的閱讀英雄也順利誕生了！第二階段的主題式閱讀─「科學家群英

會」也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讓我們一起進入書中的世界，看看不同英雄的事跡，並仿效他們為人處事的精神和良好

的品格，齊來做個科學家吧！

階段一總結：

5A 唐子臻

書名：《孫中山》　英雄人物：孫中山

時代背景：清朝

他遇到的困難：

他作出的行動：

我從他身上學習到：

我的感受：

4

霍金在21歲的時候被診斷罹患「肌
肉萎縮側索硬化症」，醫生更宣佈他
只能再活兩年。
他以熱情與堅強的意志克服身體的病
痛。儘管病情惡化，他為了發現宇宙的
奧秘，仍堅持做研究工作和從事著作。
只要你下定決心，就沒有做不到
的事情。

我為他感恩，因他做手術失去說話能力
後，得到一位電腦專家幫助，藉着聲音合
成裝置器來發聲，令他可以繼續演說。

因為小愛迪生家裏很窮，沒有錢讓

他學習，所以他不得不出外工作。

但狠心的老闆因他做錯事而打他，

使他的右耳聾了。

愛迪生為了能多賺一點錢做實

驗，甚麼也沒有說，依然留在那

狠心的老闆的店裏工作。

愛迪生在惡劣的環境下仍然能忍

耐，努力地研究，直至發明成功。

我欣賞愛迪生具有忍耐的性格，使他能專心

研究。

4A 梁珈芪

書名：《差利卓別靈》
英雄人物：差利卓別靈

時代背景：1889年出生
他遇到的困難：

他作出的行動：
我從他身上學習到：

我的感受：

差利小時候很貧困，父親酗酒，媽媽
因此而憂勞過度，身體虛弱。
差利為了維持生計，十歲便當小演員。
不怕困難，努力向着自己的目標
邁進。

不能小看每一個人。

清朝腐敗，人民想推翻政府，但是
每次革命都失敗。
他往外國讀書，之後回國組成革命
黨，以推翻清政府。
只要不斷努力地嘗試和改進，就
可以成功。

我感到驕傲，因為原來中國現時那麼繁
榮，是中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成果。

 任務一：觀察分析

 任務三：實踐所學

 任務二：閱讀新知



階段二：科學家

活動花絮

學校本年度首次安排學生依學社安座，同學們當天仿似置身於一片花海中，整個看台看來奪目耀眼，加上有社際啦

啦隊比賽，為本來已經緊張刺激的比賽更添生氣。四社同學在看台上各自為社員打氣，令各項賽事添上熾熱的氣氛，大

家都盡情投入，各展所長！

四社社長代表各社學生宣誓 校長為健兒們振臂高呼GOGOGO！

飛呀，英姿活現！ 老師隊不負眾望，成功衛冕 恭喜黃社勇奪社際全場總冠軍！

英語同樂日

在今年的英語同樂日，老師為同學準備了多元化的英語活動，目的是提供語境，讓同學們能多聽多說英語，享受學

英語的樂趣。活動包括聖誕咭設計、美食樂、尋寶遊戲、球類比賽、英語遊戲和攤位遊戲等。那天，校長與兩位外籍英

語老師還跟同學唱歌，玩有獎遊戲，同學們都積極參與。這一天，全校師生都享受了一個愉快的上午。

校運會

友校同學積極參與義工服
務同學吃得很開心！

看！同學玩遊戲時多專注！

同學們都渴望換到豐富的禮物！有得玩，有贈飲，cool！ 各班代表愉快地接受聖誕

禮物，多謝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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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日

一月十五日是本學年的科學日，透過簡單而有趣的酸鹼度實驗為科學日揭開序幕。

學生分三級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初級組的主題是「反斗車王」，中級組的主題是「採購小博士」，而高級組的任務是

「走馬燈設計」。學生透過動手做，認識不同的科學探究方法。當天同學們都表現雀躍，更全情投入於不同的實驗中。

本年度中國文化日的主題是「中國古代的科技」，

正好配合第二階段的主題式閱讀─「科學家」，好讓

學生從活動中認識中國古代的科技及發明家。在開幕禮

上，老師帶領同學穿越時光隧道，展開一段探索之旅。

同學們認識了不少中國古代的發明，如造紙術、印刷

術、火藥武器、農業機械等等。在課室活動中，同學製

作精美的賀年飾物。老師們設計的各個攤位遊戲，更配

合是次主題，讓學生寓學習於遊戲，既刺激又好玩，場

面非常熱鬧。

同學用心製作的賀
年飾物「剪雙喜」

恭祝各位福杯滿溢、恩澤連綿！

攤位遊戲—「中國古代發明的功用」
及「中國古代發明西傳」

全情投入製作走馬燈 細心欣賞同學的作品 緊張刺激的自製玩具車比賽

看看這張廁紙多堅韌 我要做出跑得最快的車 與老師一起探索熱氣流之謎

全情投入製作走馬燈全情投入製作走馬燈 細心欣賞同學的作品細心欣賞同學的作品 緊張刺激的自製玩具車比賽緊張刺激的自製玩具車比賽

我要做出跑得最快的車我要做出跑得最快的車看看這張廁紙多堅韌看看這張廁紙多堅韌 與老師一起探索熱氣流之謎與老師一起探索熱氣流之謎

中國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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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顯恩老師

生日日期：12月4日

最喜歡的食物：紫菜

最喜歡做的事：旅遊，看
藍天

夢想：希望以感恩的心過
每一

         日，彰顯天父的恩
典。

高鳳宜老師

生日日期：4月9日

最喜歡的食物：雞翼

最喜歡做的事：打排球

夢想：希望同學們在我身上

         找到「真、善、美」。

Mr. Owens
Date of Birth: 10th April
Favourite food: Try many of 
the foods in Hong Kong and 
nice big cheeseburgers.
Favourite activities: Watch 
films, relax at home with a 
book and explore the city for its 
many interesting small shops.

My wish / dream: Simply to be happy and do 

what is enjoyable.

教師生活點滴

新入職老師介紹

感謝天父，蒙神恩

典，我們於2015年

12月23日結婚了！我

們希望在婚姻生活中

活出基督的愛，一起

努力建立以基督為首

的家庭！

BB名字：陳曦

出生日期：9月1日

BB出生的感恩事 ：感謝天父

賜我一個可愛的女兒，家中

多了一個小人兒後，大人們

的工作增加了不少，但看見

女兒一天一天長大，心裏的

確感到萬分欣慰。

感謝天父，蒙神恩

們希望在婚姻生活中

活出基督的愛，一起

新入職老師介紹

教師動向

何炳全老師

生日日期：12月6日
最喜歡的食物：壽司
最喜歡做的事：游泳、看電影
夢想：希望能為主作鹽作光，

為神作美好的見證。

梁芷凝老師新婚 陳君傑主任誕下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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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uxton
Date of Birth: 12th of December

Favouri te food: Pizza or a 

nicesteak burger.

Favourite activities: Playing 

sports or chilling out with my 

friends.

My wish / dream: Wish or my family and friends a 

happy and peaceful life.

馬麗瑩老師

生日日期：2月2日

最喜歡的食物：媽媽做的菜

最喜歡做的事：跑步、游泳

夢想：希望天天經歷神。

黃莉莉老師

生日日期：8月9日

最喜歡的食物：西瓜

最喜歡做的事：閱讀、旅遊
夢想：希望倚靠從神而來的力
         量做好每一件事。



2015-2016校際活動獎項(上半年)

四社比賽積分

比賽項目 紅社
Moses

黃社
Solomon

藍社
Abraham

綠社
Joseph

中文書法比賽 130 190 60 160

英文書法比賽 220 230 20 70

數學比賽(一) 70 80 230 160

視藝比賽 50 60 270 160

校運會 60 200 200 80

總分 (截至22/2/2016) 530 760 780 630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生

學術

Singapore and Asian Schools Math Olympiads 2015 Finals

(P.3 Division)
Gold Honor 4A麥家源

Singapore and Asian Schools Math Olympiads 2015 Finals 

(P.4 Division)
Gold Honor 5A麥竣碩

2015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三決賽) 一等獎 4A麥家源
2015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四決賽) 三等獎 5A麥竣碩

孔教學院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合辦

「2015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爭霸戰」(小三)
探花

4A麥家源 
2015 第一屆智趣杯數學思維及操作能力聯合競賽 (小四) 特等獎
2015 第六屆啟智杯數學思維及應用能力競賽 (小四) 二等獎
香港(國際)珠心算學會2015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小一) 第一名 2B李卓妍

朗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三女子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3B黃菀靖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五男子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5B林漢持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六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6B梁穎章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一二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2A譚浩朗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三四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3D莫凱棋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一二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1D莫凱程

音樂 2015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五級組) 第三名 4A柯柏豪 

舞蹈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常舞坊體育舞蹈錦標賽 

單人8-9歲  拉丁舞專項(牛仔舞)
第一名 3C余祉澄

袋鼠盃2015 舞蹈比賽 芭蕾舞 (B組) 金獎 4D方凱琪

視藝

2014/2015年度全港校際 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初小組 電子卡設計比賽
金獎 3C葉天諾 

PICASSO ART CONTEST Creative Gold 

Artist
2C葉曉晴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Hong Kong) 2015「奔向未來」繪畫比賽(亞太區) (兒童組)
二等獎  

1C 鍾澄 

2B文泳心

體育

2015-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殿軍 籃球校隊

傑出運動員
5B黃珈朗

2015至2016年度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壘球 季軍
青年會書院長跑同樂日小學邀請賽 男子團體 冠軍 田徑校隊
青年會書院長跑同樂日小學邀請賽 男子組 第一名 6B林展軒
第四屆粉嶺公立學校五人手球比賽 小學男子組-盾賽 冠軍 手球校隊
曾璧山中學25周年校慶籃球比賽 「校慶銀禧盃」 季軍 籃球校隊
“Little Dolphin Swimming Gala 2015”24M Breaststroke 

(Age 6 Group)
1strunner-up

1B孔悅兒
“Little Dolphin Swimming Gala 2015”24M Freestyle 

(Age 6 Group)
2ndrunner-up

15-16學年 小精英水運會 第一回合 25米蛙泳 (8-9歲組) 第一名 3B羅翊誠
其他 UNO香港校際賽2015(總決賽) 亞軍 5A楊芷淇

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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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麥家源 數學探花

4D方凱琪於袋鼠盃
2015舞蹈比賽的舞姿

5A楊芷淇於UNO香
港校際賽2015(總
決賽)獲得亞軍

5B黃珈朗榮獲沙田
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傑出運動員

手球隊勇奪第四屆粉嶺公立學校五人手球比賽 
小學男子組-盾賽冠軍，可喜可賀！

籃球隊本年度屢獲殊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