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會沙崙學校

為培育學生靈、德、智、體、群、美，達至

全人發展，本校學生發展組訂定本年度學生發展主

題為「從心出發，以愛同行」。上學期以發展學生

「自愛自律」為重點，而下學期之主題為「互助互

愛」。

為此，學校推行「德育之星」獎勵計劃，希望

學生能夠從心出發，達致愛己愛人。透過這計劃，

學校獎勵在不同範疇有良好表現的學生，如交齊功

課、主動助人、關心時事、準時上學、積極服務

等，從而培養學生正確之價值觀及促進學生的良好

行為。

多
元
化
週
會
活
動 透過「班級經營」匯演，提高

同學對學校及對班的歸屬感

「結伴同航」海上訓練計劃，
發展學生個人潛能，建立自信

常識科安排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郭黃穎琦
太平紳士來校接受六年級同學訪問

同學透過精彩的辯論比賽，介紹新一
期學生發展主題，令人印象難忘！

學生介紹主題：「互助互愛，
我做得到。YEAH！」

在「沙崙巨聲歌唱比賽」
中，學生以詩歌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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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出發，以愛同行

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

第二階段

第四階段

「結伴同航」海上訓練計劃，
常識科安排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郭黃穎琦
太平紳士來校接受六年級同學訪問

Buddies in English and Educare (BEE) Programme

不 一 樣 的 學 習

透過訪問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先生，
培養學生良好公民意識及服務社群精神

三年級服務學習：探訪維港灣長者會所 紅手日活動—齊來關注童兵

第一階段

「德  育   之   星」各款襟章



答中得多，得分越多。

你按我又按，
看誰答得對？

中 國 文 化

活 動 日
跳繩比賽準備就緒，
齊來努力跳出好成績

高年級的啦啦隊表演配合舞蹈，真有心思！

親子合作比賽，既開心又刺激！

你看，我們班的啦啦隊多有朝氣！

2B班啦啦隊宣
揚「多運動，

身體好」

傳球除
了個人

技巧外
，

合作精
神也很

重要呢
﹗

大家細心地量
度不同

物件的重量

同學們細心

地挑選自己

喜愛的圖書

低年級同學用

優美的普通話

作集體朗誦

高年級
同學正

進行刺
激的問

答比賽

同學用滾輪量度籃球場的周界

前任
校長
、老
師、
校友

一起
共慶
佳節
，場
面溫
馨

這個燈謎，不知道我猜得對不對？

家長、老師和同學愉快共度中秋

一年一度的中秋提燈晚會真熱鬧！

中

秋

提

燈

晚

會

同學們聚精
會神地看題

目，

多認真！

這條問題有點難度啊！

你按我又按，
看誰答得對﹖

常 識 問 答 比 賽

小
型
運
動
會

綜 合 藝 術 嘉 年 華 會

小孩子與導師打成一片，
一邊學英文，一邊玩遊戲

同學們穿上自己特
製的服飾，真開心

﹗

I like “Fun Activities” !

祝大家龍年新春大吉﹗

家長義工們正在教
我們

搓湯圓，好好玩呢
﹗

嘩，同學們的毛筆字寫得不錯喔！

十二生肖對對碰，
你能配對多少﹖

校 園 生 活 多 姿 采

大家用身
體做「尺

子」，

一同合作
量度禮台

的長度

Ms Judy is telling children a story

趣 味 數 學 活 動 日

中 普 活 動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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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領隊與校長合照 團員跟我們一起上體育課、音樂課及英文課 小息時大家一起踢球及玩呼拉圈

瑞典教育考察團訪校(2012年3月8日)

考察團隊員與一至六年級生面談，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

嘉賓們分組走入我們的課堂—英文課及戲劇課

學生大使帶領考察團參觀校園學生大使帶領考察團參觀校園

臨別依依，來一個大合照

西安寶雞實驗小學交流團訪校 
(2012年3月19日)(2012年3月19日)(2012年3月19日)(2012年3月19日)

西安老師示範教學

老師們一同觀課，交流經驗

學生大使為嘉賓介紹學校，表現得體

國 際 文 化 校 園 剪 影

學生大使於交流活動後之感想

4A Chan Chun Wa
I was a bit nervous before I met the guests from Sweden. 
When I saw them, I found they were very nice. So I chatted 
with them happily. I think my English has improved after this 
experience.experience.

5B Ko Mei Yee
I was happy to meet the guests from Sweden. When I met 

them, I felt like staying with friends. I hope I will have chance 

to meet guests from different places.

6A 陳庄源
我在這次交流活動中負責接待一位校長，
他問我學習英文的情況。他說內地學生三
年級才開始學習英語，令我覺得香港小
學生要好好利用現有這麼好的學習環境，
努力讀書。努力讀書。

6A 鄧佩容

在交流活動初期，我對來自
西安的老師

所說的普通話不太習慣，但我
很榮幸可以

與他們交流，並與教育局嘉賓
交談。這次

經驗擴闊了我的眼界。

5C 鄧芷欣
我很開心能夠代表學校接待來自西安的
訪問團。這次交流讓我加深了對西安及
當地教育的認識，我希望將來可再次
參與交流活動。

6A 陳庄源6A 陳庄源

參與交流活動。

5C 黃文軒
我能代表學校接待交流團，令我的

普通話

說話技巧進步了。嘉賓讚許我說
得不錯

呢!我會繼續努力，提升普通話的水
平。

4A Chan Chun Wa

3B Chan Kin Fai
I am so happy to talk to the teachers from Sweden. They are 

friendly.
5C 鄧芷欣5C 鄧芷欣

5B 馬丹琪
這次交流活動令我獲益良多，讓我

明白

學習要多聽、多說，並發現自己不
足之

處，從而改善。
1C Zeng Tsz Lo
The visitors asked me a lot about my family. I am 

happy to share with them. They also gave me a picture 

as a gift.

1C Ammara Afzal
I am happy to be one of the students to meet the people from Sweden.

2B Yuen Kin Man
I am glad to meet the guests from Sweden. I have learnt 

a lot in this activity.a lot in this activity.

3B Wong Kwok Yuen
When I met the guests,we talked about our pets happily. I will not be afraid to talk to foreigners anymore.

3B Chan Kin Fai
I am so happy to talk to the teachers from Sweden. 

They are friendly.

6A  Tsui Pui Sze
I think this was a good event for me to practice English. It 

was also interes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Sweden.  Now I 

think speaking English is fun.

6A  Lui Yi Yuet
I was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e visitors from Sweden. I learnt 
more about Sweden. I introduced  Hong Kong and our school 
to them. I felt confident after talking with them. It was fun 
and meaningful.

希望之聲音樂會(2012年3月1日) 國際文化日(2012
年5月16日)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十八屆聖經朗誦節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粵語獨誦 

冠軍 2B 趙國炫

亞軍 2C 文德嵐

季軍 4A 陳俊華

英文獨誦 

冠軍 4A 李佳瑩  6A 徐佩施

亞軍 2C 韓雪梅  5C 黃綺雯

季軍 2C 文德嵐  6B 吳豪傳

普通話獨誦 亞軍 2A 廖穎汶

季軍 2C 韓雪梅

另優良獎94名

聖經廣東話獨誦
亞軍 2C 陳美琪  2C 文德嵐

季軍 5C 鄧芷欣

第四十八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主辦機構 項目 獎項

教育局及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聯合主辦

中國舞 ─ 高小組群舞 (花傘蝶扇) 優等獎

中國舞 ─ 高小組三人舞 (小小白鷺湖上飛) 甲級獎

中國舞 ─ 高小組三人舞 (荷塘隨想) 乙級獎

中國舞 ─ 低小組兒童舞 (小鹿蹦蹦跳) 優等獎

現代舞 ─ 高小組群舞 (乘風行) 甲級獎

九西區運動會田徑比賽
比賽名稱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100米短跑 亞軍 男子特別組 6A 黃永真

200米短跑 第四名 男子甲組 6D 黃永澤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香港藝術發展局 5A 羅梓維  6A 湯建蘋

「明日領袖獎」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傑出青年協會 6A 湯建蘋

最佳【學業進步】、【操行進步】、【奮發圖強】獎學金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九龍西潮人聯會

最佳學業進步獎 3C 鍾浩怡

最佳操行進步獎 6C 古美娜

『奮發圖強』獎學金 5A 羅梓維

除了同學獲獎的喜訊外，本
年度也有四位老師榮升媽媽

，他們

分別是楊紫欣主任、區藹璿
老師、區紫珊老師及梁頌儀

老師，真是

恭喜恭喜！各位同學，猜猜以
下的小寶寶是哪位老師的呢？

(答案在本頁底部)
各位精靈可愛的小寶寶，你

們好！

學
生
表
現

本校學生於校際比賽中取得驕人成績，真是可喜可賀！
答案：No.1：楊紫欣主任之子  No.2：區紫珊老師之女        

No.3：梁頌儀老師之女   No.4：區藹璿老師之女

No.1
No.2

No.4

No.3

小學高級組三人舞—
小小白鷺湖上飛

香港學校朗誦節
部份得獎者與校長合照

小學高級組三人舞—
荷塘隨想

小學高年級現代舞—
乘風行

分別是
恭喜恭喜！各位同學，

(答案在本頁底部)
小學組兒童舞—
小鹿蹦蹦跳

小學高級組中國舞—
花傘蝶扇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 - 第40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項目 獎項

中國舞 ─ 少年組(花傘蝶扇) 金獎

2011-2012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個人獎項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傑出女演員獎 鄧佩容

團體獎項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傑出劇本獎

路德會沙崙學校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傑出舞台效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Overall Performance 傑出整體演出獎

參與演出的同學包括：

4A 蔡旭昇 4A 何正杰 4B 陳睿蓓 4B 程紹航

4B 鄭惟勛 4B 林柯澄 4B 黃靜雯 4C 余寶倩

5B 馮嘉慧 5B Shingh Bervinder 5C 戚銳鋒 5C 吳浩然

5C 吳旭媚 5C 翁敏靖 6A 鄧佩容 6B 陳琬雯

6B 張婉婷 6C 劉海棠 6D 李嘉埼

除了同學獲獎的喜訊外，本
年度也有四位老師榮升媽媽

，他們

喜事重重

2011-2012年度油尖旺區傑出學生獎
獲獎紀錄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優異學生獎 油尖旺區校長會 6A 徐佩施 

2011第三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獎項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傑出學生獎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6A 雷洱月

2011-2012年度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獎項 班級 學生姓名

學業範疇

優異獎 5C 吳旭媚

優異獎 4A 陳俊華

嘉許獎 6A 陳庄源

嘉許獎 3A 黃咏嵐

文化藝術範疇 嘉許獎 4C 張欣琦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1/2012」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銅獎 6A 伍艷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