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Investigation- Learning about the Scientific Method  –  6C Yanny TangIn this course, I have learned some usefu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many words about integrated 
science such as bases, surface and substances. 
It was difficult to do the experiments at first but 
I finished them well with the instructions and 
demonstrations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help of my 
classmates. I like this course. It is amazing and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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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學校積極營造「愉快學習」及「關愛」的校園文化，
致力實踐優質的基督化教育，經全體教職員共同努力，
逐漸取得果效。早前本校獲教育局邀請於研討會中與中、
小學的校長、老師分享「熱愛上課、投入精彩校園生活」
課題，另外又連續三年獲頒「關愛校園」榮譽，這都顯示
我們的教育工作得到外界的肯定。近日從家長問卷的結
果中，我喜見家長對學校氣氛、學生成長支援及家校合作
方面都有着非常正面的觀感，而家長亦表示非常樂意讓
子女在本校就讀。在此多謝各方對學校的支持。
 記得我在2009年9月「校長的話」中曾提過：「要孩子
學得好，有良好的品德，必須先營造一個有愛及愉快學習的
校園文化」。這幾年間，透過推動課程改革、學生發展、
生命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及家長教育，我和老師都發現學生
更愛上學、更喜歡閱讀、更投入各項學習活動，且在校際
比賽中的參與度也越來越高，表現也越來越優秀；在自信、
投入的參與過程中，屢創佳績。而隨着推行班級經營、正面
訓導、全校參與模式的訓輔工作，學生的品行表現也越見
進步，特別是五、六年級的同學，無論在集會、活動甚至
教育營中的表現，也常常受到老師及外來嘉賓的稱讚，
他們當中許多承擔着風紀、愛心大使、伴讀大使等責任，
學習細心照顧低年級同學的需要，透過朋輩支援，不單

資優教育
 為推展資優教育，本校除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資優教育

夥伴學校計劃」外，並推薦有潛質之學生參加以下課程，詳情如下：

加強語境 拓展福音

 本校除有一位外籍英語教師外，另有三位美國宣教士每週

駐校─ Ms. Teresa、Ms. Marlo及Mr. Renner，他們除於英文課堂

進行協作教學外，亦主持午間英語活動 (Bible Stories)、帶領敬拜

讚美樂隊班 (Praise Team)、英文福音小組(Lost and Found)、領袖

培訓(Leadership Training)及籃球訓練班，大大加強學校的英語

環境，並提供更多平台為學生作信仰栽培。

舉辦機構 課程名稱
學生
人數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數學智力遊戲 1

繪本故事夢飛翔 2

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 1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人文學科課程:
如果我是李白、蘇軾：
中國文學研習班

4

人文學科課程：
English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It‘s all Greek to me!

4

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 超越‧未來—個人成長培訓計劃 2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資優教育組

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
(數學)

10

鄭維雄博士
資優教育研究所

創意思考課程 26

建立自己，也建立他人，實踐「立己立人」的校訓精神，值得
成為學弟學妹的倣效目標。
 由本學年起至2015這三年期間，學校會致力以下三方面：
 (1)發展國際文化校園；
 (2)加強課堂效能，提升學生成績；
 (3)加強照顧個別差異，全面發展學生潛能。
 就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方面，大家也許發覺本年度學校除
有一位外籍英語教師外，亦多了三位美國宣教士每週駐校，
大大加強了學校的英語環境。此外，本校又與香港國際學校
有多項合作交流活動，而在課後的「躍動英語班」、週六的
「BEE Programme」及「Fun on Saturday Programme」，亦
安排了外籍老師及就讀國際學校的中學生與我校學生一起進行
英語活動，加上校方持續發展普教中課程，並有內地交流人員
駐校，同學在兩文三語的運用方面無疑是大大增強了。除此之
外，本校亦加強了英文閱讀及在課程內滲入國際文化元素，
希望幫助同學擴闊視野，裝備他們面向世界。
 至於加強課堂效能方面，學校會重視培育學生的自主學習
及思考能力，提升他們的共通能力，並透過加強檢視及跟進
評估成績，不斷推進學習成效。
 就加強照顧個別差異方面，學校積極發展資優教育，並
已建立人才庫，引入外間資源去栽培資優及有才華的學生。
此外，校方亦加強支援學習成績稍遜的學生，增加不同種類的
課後支援計劃，令各類學生也得着更適切的照顧。鑑於現今
社會的孩童多被過分寵愛，又或因家庭支援薄弱，影響自理
能力，校方亦加強學生在自我管理方面的訓練；同時，

透過增加學生在校內、校外的服務機會，發展他們的領袖
才能。
 學校的發展藍圖是清晰的，然而要達致理想的成果，
還需要家長的配合及支持。這一年來，我們一眾教師都
發覺家長的參與度比前又再提升，無論是家長晚會、
中秋提燈晚會、聖誕滙演、親子運動會、新春親子旅行、
沙崙巨聲歌唱比賽，以至家長教育活動、家長教師會會員
大會、福音懇親晚會、親子賣旗等，家長的出席情況都
非常踴躍。還記得我校以親子形式參加「愛護維港行」
活動，報名人數遠超預期，要經抽籤方式取錄參加者，
最後出席家長與學生也有120人，我校更獲大會頒發「最
熱心參與獎」，這份光榮值得與大家一再分享。有着一
班願意投入子女的學校生活、又熱心與子女一起參與
公益事務的家長，孩子就有良好的榜樣及學習對象。
「家校齊心，其利斷金」；我們有信心孩子會越學越好！
 上帝的恩典豐盛，也常常供應我們的需要。近幾年
學校的快速發展，教職員團隊的努力是功不可沒，而家長
的積極合作也令學生發展工作事半功倍；此外，教育局、
校友、社區人士及機構(包括友校、教會、合作伙伴等)對
本校的支持和愛護，也令我們在運作及發展上都更順暢。
以上種種都見証着上帝的祝福與眷顧，常與沙崙同在。
願一切頌讚、榮耀都歸與天父！

資優課程學生分享:

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  -  6C翁敏靖
 這個課程主要訓練我們的口語表達能力，提升
我們的口才及增強人際溝通效能，當中令我最難忘
的是一個「小小論壇」的遊戲。老師邀請三位同學
出來，一位做主持人，兩位做嘉賓，就最近熱門的
新聞主題一起討論。過程十分激烈，但我們卻十分
享受。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有意義，從中可以學會
很多提升口才的技巧。

2B　譚心如

 在 「 創 意 思 考 課 程 」 中 ， 我 發 現 創 意 是 可 以

將不可能變做可能的，例如我們的香港體育館就是

本著「將金字塔倒轉建造」這一富有創意的概念而

興建。另外，我亦學習到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更加了解

物件的用途，視覺的多元化可令我更加清楚物件的

本質，例如紙可做書、手工、做紙盒。總括來說，此

課程可令我更多思考及更有創意。而我相信，多思考

可以令人的頭腦更靈活，更有創意可以令社會有更多新

發明，使社會更進步。

 ——參加香港小學教師發展日手記

 駐校期間，我有幸參加了路德會沙崙學校本學年舉辦的第
三次教師發展日,活動包括修讀分享、教學設計、靈修、例會、
團隊競技五大板塊。
 【計劃】香港學校、老師做事計劃性很強，發展日的日期
在學年初就安排在《學校行事曆》中， 辦公電腦中滾動顯示的
「今日大事」會適時提醒。發展日的前兩天，負責的主任將流程
和注意事項發到每位同工的手中，提醒老師們做好準備。開會
前，老師們都帶上了流程表、課本或教案，穿好了運動服。 
 【協作】第一個環節是前段參加教育局「善用有效教學
策略優化小班學與教工作坊」的中英數常四科教師分享學習
收穫。每一個學科，都是兩位教師同時上臺。他們相互配合，
相互補充，相得益彰。聽眾也格外配合，積極參與互動，主動
提出問題。下午進行團隊遊戲，隨機抽籤分組，每個遊戲都需要
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各小組熱烈地討論獲勝策略，毫不懈怠地
按照主持人的號令參與遊戲，那認真勁，不亞於軍人奔赴戰場。
 【實用】香港學校辦事務實，培訓也講求實用。「優質
教學設計」課題由任校長親自作簡介，她發下兩份資料，並將
相關教育理念作重點闡釋，講解部分只花了十五分鐘，分組實踐
佔時一百二十分鐘。老師們也很實在，將未來準備教的課文提出
來，根據「優質教學」的理念開始設計。我參與了中文組的
討論，我們按照優質教學的要求設計了一堂語文課，並代表
中文組向全體同工彙報。在老師們點評的基礎上，校長提出了
非常中肯的建議，在專業上給予引領。
 活動最後,還要求填寫一份調查問卷，回饋此次教師發展
日活動情況。印象最深的問題是：是否同意發展日活動具有
啟發性，是否對你有幫助？用粵語說，就是——幫到你了嗎？
 我回答——增值了解！

                            內地赴港交流教師  何儉輝
18/4/2013

外籍宣教士駐校

幫到你了嗎?



同學們到香港國際學校探訪

我們一齊高歌熱舞，

    慶祝中秋節吧!

在課堂上一同學習、交流，                是很難得的經驗

Buddies in English and 
Educare (BEE) Programme
 為提升同學運用英語溝通的能力及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本校舉辦Buddies in English and Educare (BEE) Programme。透過安排
外籍老師及就讀於英基國際學校的 中 學 生 與 我 校 高 年 級 學 生 一 起
進行有趣的英語活動，讓同學在真實的英語環境中，多說、多用英文。

我砌到了! 聰明嗎？

(International Culture Day)國際文化日

不同民族的小朋友，為我們介紹         他們國家的文化特色

唔...我答得對嗎？

 國際文化日以不同國家及文化為

主題，並設攤位活動、英文karaoke

及英語唱遊活動。當日集合各路德會

小學的外籍英語教師一起協助活動的

推行，讓學生擴闊國際視野，學習

不同文化特色，並運用英語交談。

穿上靚靚中國服，自製精緻賀年吊飾 恭賀新禧！ Kung Hei Fat Choi！

故宮真的十分宏偉!
來到天安門前，當然要一起拍照留念

今次北京之旅安排到國內小學觀摩交流

長城上，我們都成了好漢！

這便是北京奧運的主場館--鳥巢

 
本年度的中國文化

活動日，除安排學生分級
進行搓湯圓、寫揮春及賀年吊飾製作等活動外，還有湖南長沙楓樹山小學的師生、家長設計「有趣的中國傳統遊戲」活動外，也有美國宣教士的家人到訪，令一年一度的的活動生色不少及增添國際文化色彩。

 本校與美國「Beautiful Saviour Lutheran Church」合作

於每年7月推出【愛主愛英語四天課程】，由美國宣教隊

(all native English speakers)專程來港與本校教師一同教授，

讓孩子沉浸於英語的學習環境中，並認識造物主。

愛主愛英語四天課
程

嘩! 好大浪呀! 坐穩船呀！

我們一同歌唱，一同高舉神！
我們的圖畫是否很色彩繽紛 ?

Fun on Saturday Programme

外籍英語老師Mr.Lo(左1)也穿上唐裝，
        和我們一起寫毛筆字呢！

北京四天學習交流活動

教師感受
 這次北京之旅讓學生得著課本
以外的體驗：除攀登萬里長城、
遊覽故宮、「鳥巢」及到798藝術
區感受北京濃厚的藝術文化色彩
外，我們又一起到訪當地一間重
點學校——北京陳經綸中學嘉銘
分校，與當地小學生互動，進行
中港文化交流。
 身為領隊老師之一的我，看
著每一個同學都很快樂及投入其
中，我也被他們的歡笑聲感染了。
經過四天三夜與學生緊密的接觸，
我們的關係大大的提升了。希望
這次北京之旅能在他們的小學生涯
中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
                                   黃侶嫦老師

學生心聲
 在北京參觀當地學校時，我有機會和當地的學生
交談，增強了我的自信心。透過登上萬里長城，令我
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堅持到底，不要半途而廢。在這
四天的行程中，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加深了和同學的
認識和了解。                                                 5B何美婷

 參加這次北京交流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我學會
了獨立和與人相處之道。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
萬行里路」，這次交流，讓我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
意思。在眾多景點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首都
博物館，那裡是北京地區大型綜合性博物館，裡面有
很多歷史文物，使我大開眼界。                  5C林婷欣

                     家長和小朋友都很合拍呢!

國際文化展視野 多元學習展潛能
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之交流活動

HKIS的大哥哥、大姐姐和我們一起到老人院探訪，給長者帶來歡樂！有我們充當翻譯，婆婆和HKIS 

     的大姐姐談得很投契呢！

學校積極發展國際文化校園，以擴闊學生視野及增加學生運用兩文三語溝通的機會。

本年度我校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有多項交流活動：

 於六年級英文課堂進行交流

 進行家訪活動

 參與本校中秋提燈晚會，並作群舞及唱歌表演

 兩校學生於春節前一起到陳慶社區中心服務區內長者

 參加HKIS的嘉年華活動(World Fair)

 於週六舉辦Fun on Saturday (FOS) Programme

中國文化活動日



中秋提燈晚會當晚，真的很熱鬧呀！
老師、家長、同學一起同慶佳節！

你又猜，我又猜，大家一齊猜燈謎!

我砌到了! 聰明嗎？

(International Culture Day)國際文化日

不同民族的小朋友，為我們介紹         他們國家的文化特色

唔...我答得對嗎？

 國際文化日以不同國家及文化為

主題，並設攤位活動、英文karaoke

及英語唱遊活動。當日集合各路德會

小學的外籍英語教師一起協助活動的

推行，讓學生擴闊國際視野，學習

不同文化特色，並運用英語交談。

影

同學也要試試做粵劇的滋味

漫畫家即席示範

校 園 生 活 剪 沙崙藝術週

沙崙運動會

看!同學的功架十足!

這就是漫畫版的我了!

你們認為哪一本圖書較好呢?

作家黃虹堅到校分享寫作心得

看!沙崙學校的同學們多喜愛閱讀!

作家宋詒瑞與學生分享寫作心路歷程

中
普
活
動
週

跨
學

科
活 動 週

                   同學投入跨級配對式英文閱讀活動

          大
家

一
起津津有味的閱讀英文圖書

      英文伴讀活動

古箏的聲音多清脆、悅耳! 原來單簧管是這樣吹奏的!

      樂器體驗

唱的投入，聽的都投入 全班一齊唱詩歌讚美神，多美好!

沙崙巨聲歌唱比賽

澳洲作家Sarah Brennan到校分享 這些英文書都很有趣，你們也一起閱讀吧!

英文作家分享

                     家長和小朋友都很合拍呢!

                     啦啦隊們齊齊為健兒打氣!

            啦
啦隊又唱又跳的，為同學們打氣

                     親子項目的競爭十分激烈!

這個燈謎好難啊!

中秋提燈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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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家長講座邀請著名傳媒人

車淑梅女士分享

家長投入參與

「開心家長‧開心孩子」講座

PTA聯校家長講座

福音懇親晚會

鍾牧師分享天使父母的訊息

家長在小組中

真誠摯地分享

同學為家庭照設計美麗的相框

                       家教會新春親子旅行

                          親子樂也融融

                                鯉魚門海鮮餐

三人舞真精采
空手道港隊代表(校友)與

師弟師妹齊展剛勁

3C文德嵐英詩獨誦出色

3B趙國炫全情投入粵語朗誦

有型格的鼓手

小提琴合奏

學生演繹救主降生的故事

師生施展渾身解數

意境清新的現代舞

漂亮的白鷺和湖水

校長、老師齊獻聖誕歌

家長投入欣賞

座無虛席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各類校外比賽，表現優異，獲獎紀錄如下：
☆ 2012-2013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演員獎 
☆ 第40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中國舞少年組–金獎☆ 第49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國舞高級組 - 優等獎☆ 第49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國舞三人舞–優等獎☆ 第49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初級組–甲級獎☆ 第49屆香港學校舞蹈節現代舞高級組–甲級獎☆ 第6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聲樂獨唱–季軍☆ 「愛‧歌唱」才藝匯演–優異獎☆ 第19屆聖經朗誦節獨誦–亞軍2名☆ 第19屆聖經朗誦節集誦–優異獎☆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亞軍1名、季軍1名，優良獎17名

☆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季軍1名，優良獎23名
☆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亞軍1名、季軍2名，優良獎61名
☆ Primary School English Quiz 2012–Second Runner-up
☆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油尖旺區) 數學智多星–季軍
☆ 2013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
    –(初賽)二等獎3名，三等獎9名；(晉級賽)三等獎1名，優秀獎1名
☆ 2013《港澳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銅獎6名
☆ 燕京盃─全港小學圍棋錦標賽2012(女子高小組)–優異獎
☆ 科技顯六藝VEX機械人挑戰賽2012–亞軍1名、季軍2名
☆ 2012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6C 吳旭媚☆ 2012-13年度油尖旺區優異學生獎–6C 鄧芷欣☆ 第五屆校園藝術大使–5C 張欣琦  6B 馬丹琪☆ 「重建‧情‧變」小學生填色比賽–高級組冠軍

☆ 西九龍總區校際滅罪圖案設計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 紅十字會西九龍總部少年團急救比賽2013–季軍☆ 2012-13九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 2012-13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C 戚銳鋒☆ 「2013年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新馬交流團」油尖旺區代表–6C 馬丹琪

☆ 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獎2012」–6C 馬丹琪
☆ 2012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本校童軍第251旅勇奪金獎
☆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2012 - 金獎☆ 2012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關愛校園」榮譽

謝謝你觀看我的空手道表演

新春親子旅行

聖誕匯演 家校同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