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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瞬息萬變，科技一日千里，許多創意發明，令人驚喜
雀躍。
　　手術機械臂的出現，令微創手術更精準；會上樓梯機械輪
椅的出現，令傷殘人士上、落樓梯無障礙；機械義肢的出現，
令肢體傷殘人士能透過大腦意識控制機械義肢走動或拿東西；
過往曾在科幻影集「機械戰警」出現的情況——刑警因一次重
傷而全身被改造成機械人，四肢變得更強而有力的虛擬故事，
現在因著科學、科技及醫療的進步，機械義肢在現實生活中已
誕生了，為肢體殘障人士帶來了希望與曙光。
　　機械臂、機械輪椅、機械義肢是偉大的創意發明，因為不

單集結了人類善用
科 學 、 科 技 的 智
慧，更包含創造者慈愛及憐憫的心腸，令我十分欽佩。
　 　 近 年 ， S T E M 教 育 熱 潮 席 捲 全 球 ， 以 至 香 港 ， S T E M 結 合 了 科 學

（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
（Mathematics）。我喜歡STEM教育，正因為我深信善用科學、科技、
工程、數學，會令世界改變，令世界更美好。
我校積極配合香港政府及教育局的呼籲，推動STEM課程，發揮學生創意
潛能。
　　其實，我校早於八年前，已為STEM教育埋下了小種子，透過DIY自
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鼓勵同學進行自主學習、自行上網或閱讀圖書，搜
集有關科學、科技的資料，親自動手做實驗或製作模型，反覆驗証實驗成
果，將成果延伸應用於生活中，並與全校師生分享。同學研究主題也十分

有趣、精彩，例如：水果能發電嗎？防震大挑戰、自製實
物投影機、自製立體影像投射器（Hologram 3D）、隱形
墨水筆、簡易摩打、環保清潔劑、環保滅蚊器……。同學
們不單富科學探究精神，亦富環保意識、創意及解難的精
神，最難得是背後有著關愛的精神。
　　為了深化STEM教育，16/17學年，我校和姊妹學校
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以「科學知識齊共享，牽手
邁步友誼情」為主題，兩校師生就著STEM教育進行了多
次互訪交流，並有幸獲邀於教育局舉辦的研討會與友校分
享。
　　16/17學年，課程上，本校除了在常識課進行STEM
實驗課外，透過AR擴增實境技術，讓學生觀察立體的
人體器官外，更透過VR虛擬實境技術，讓學生360度
觀察風景，學習猶如親歷其境。此外，在拔尖課也加入
了mBot、Dash & Dot編程等課程；17/18學年，本校已
將mBot編程放入小五電腦課程中，藉以提升同學學習
STEM的興趣。此外，本校亦成立STEM專家小組，鼓勵
同學積極參與校內、校外比賽，盼望透過培育與STEM相
關範疇的小幼苗，令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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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

梁美玲校長

梁美玲校長出席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
附屬小學「科技節」，與汪娛校長大合照。

本校邀請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
屬小學汪娛校長及香港道校聯合會鄧顯中
學劉志遠校長擔任本校DIY自學探究小專家
決賽評判嘉賓。

DIY自學及探究小專家參賽同學向評判
嘉賓展示自製作品「3D Hologram」。



教育局「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計劃」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 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

STEM科技探究及參觀科學館活動（小四）
　　2016年11月23日，深外附小劉芳琴副校長、王軍君主任、郭勇老師及該校的二十一位小四學生到訪本校，作學習交流
活動。當日深外附小的學生與本校四年級學生共同參與「STEM科技探究及參觀科學館活動」。兩地學生於上午進行製作
「降落傘」及測試「降落傘」成效比賽，下午再到尖沙咀香港科學館參觀。

 姊妹學校

 教師發展日（科技節）
　　2017年4月12日，本校全體教師及十二位小四學生探訪深外附小，參與該校的科技節活動。當天上午，我們先參觀該
校學生的科學展品、專利創作及欣賞科學表演；下午，我校學生與該校學生進行分組活動。透過此次探訪，使我們深深體
會到深外附小的學生「愛科學、學科學、玩科學」的精神。

《姊妹學校學生交流後感》   

　　我覺得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的學生友善、樂於助

人、禮貌及熱情。我們進行科學DIY分組活動時，那個深外附

小的高年級姐姐，先細心介紹接下來的活動，然後耐心地教導

我們如何做進行活動，而且她很慷慨地借出她的工具，讓我們

使用。當我們做得好時，她會稱讚我們；但當我們做得不理想

時，她又會鼓勵我們，這使我們充滿了正能量。雖然在比賽

中，我們落敗了，但我們並不氣餒，因為「希望在明天」啊！

　　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又到了要離開深外附小的時間了，

我們向他們道別後，便踏上了歸

途。

　　知識是需要累積的，透過這

次的境外交流活動，我的知識財

產，又增添了不少份量。

                  4A張芳譽

STEM降落傘比賽

參觀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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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應香港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與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於2017年5月18日到九龍塘
教育中心，向全港教師分享以STEM為主題的姊妹學校交流經驗活動。

「姊妹學校締結計劃」教育局分享會 

黎文熾（本校副校長）、王保懿（本校姊妹學校統籌主任）、林翠玲（本校課程主任）、劉芳琴（深外附小副校長）、
周治萍（深外附小校務處主任）分享兩校推動STEM教育的心得。

　　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廣東省教育廳、香港教育局及深圳教育區，合辨「2017粵港姊
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深圳）」。2017年5月21日，本校與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一
起組隊參賽。為了準備這次比賽，學生連日積極練習，讓兩校的老師都非常感動。當天，我們誦
讀了有關中華文化五千年源遠流長歷史的詩歌。最後，我們在比賽中獲得了二等獎。

「2017粵港姊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深圳）」

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有李宜
臻、韓寶萱、胡斯杰、廖
楚釗及胡振燁同學，梁校
長也到深圳比賽後台，為
他們打氣！

5月25日，代表本校的五位同學參與
深外附小一年一度的藝術節活動及表
演，當日場面盛大，讓同學們大開眼
界。

　　2017年5月16日，深外附小汪娛校長、鄧顯中學劉
志遠校長為本校擔任這次比賽的評判嘉賓。當日兩位校
長稱讚本校學生富探究精神，勇於嘗試以科學原理來解
決生活問題！

深外附小–藝術節

 姊妹學校深外附小汪娛校長為本校
「DIY自學探究小專家決賽」擔任評判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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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STEM教育，旨在培養學生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力、協
作和解決問題能力。
　　為鼓勵學生主動探索及建構知識，本校自2009開始，每年舉行DIY傑出自學及
探究小專家比賽。本年度決賽於5月16日順利完成，承蒙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
小學汪娛校長、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劉志遠校長蒞臨，擔任評判嘉賓。汪
校長更就小專家的自學探究報告提供寶貴的意見，使同學獲益良多。

 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汪娛校長
　　非常榮幸今天能夠擔任純陽小學DIY「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的評判嘉賓。
同學們在自主的探究，反覆的驗證，精心的實驗和製作的過程當中，不斷地得到了
提煉，甚至達到全面發展。今天看到了同學們出色的探究活動，感到非常高興！
　　在比賽中，同學們能表現出三大特點。第一：每個小朋友都愛思考，善於觀
察，活動貼近生活又很有實用性。第二：整個探究過程都特別嚴謹、認真，能體驗
科學精神。第三：同學們都極富創意，例如：2A班同學的「可樂噴泉」，具有科學
性、知識性和趣味性。
　　科學啟迪思維和智慧，科技創造未來，希望兩校教育都能以創新的精神一直發
展，全面提升同學們的學習能力和科學素養，人人能成為未來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中學劉志遠校長
　　很高興能夠出席純陽小學一年一度的「DIY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讓我有
機會欣賞富有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實驗主題，例如：白糖變黑蛇﹑環保滅蚊器等。科
學研究著重的是證據，參賽的同學懂得在過程中加入對照實驗，以增加結果的可信
度，這份嚴謹認真的態度確實值得稱讚!
　　事實上，很多偉大的科學發現和發明，都是科學家從日常生活中觀察研究出來
的。因此，我鼓勵同學多留意周圍環境發生的事物，以及抱著探究精神，或許有一
天你能夠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呢！　

探究組冠軍作品  5A李盈瑩

探究主題【簡易摩打】

　　我曾經在培英中學的STEM數理日營製作一個簡易摩打，
可惜失敗了。因此，我選擇以「簡易摩打」這個題目參加DIY
傑出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希望重新做一次實驗，找出電與
磁的相互作用，並弄清楚當時哪個步驟出了錯。
　　在這次探究的過程中，我要感謝老師和父母，因為他們的
協助和指導，我才能成功製作摩打，更獲得探究組冠軍。

自學組冠軍作品  2A 張宇靖

自學主題【可樂噴泉】

　　我從網上看到可樂噴泉的實驗，很想知道它的原理。透過資料搜集、觀察和測試，我發現萬樂珠
表面上的小孔會產生催化作用，釋放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氣體，造成大量泡沫的快速噴發。
　　我覺得今次比賽除了得到獎座外，也學到很多課外知識，很有得着呢！

自學組冠軍作品  2C 蔡子朗

 自學主題【立體影像投射器 Hologram 3D】

　　我很高興可以參與今次DIY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比賽，而且取得冠軍！練習時，我表現得十
分緊張，很感謝陳老師陪我練習，令我進步良多，信心也慢慢建立起來。到正式匯報時，
我的表現很理想，還走到台下與評判互動！

2016-2017 DIY
傑出自學及探究小專家決賽

比賽結果：
組別 班別 姓名 自學主題 獎項

探
究
組

5A 李盈瑩 簡易摩打 冠軍

6A 張洛熙 白糖變黑蛇 亞軍

5B 陳埈熹 泡沫泡泡龍 季軍

4B 胡安愉 氣泡的力量 殿軍

3A 歐陽博文 隱形墨水 優異

3D 劉梓軒 吹不走的卡片 優異

4A 黃威霖 會吃雞蛋的瓶子 優異

自
學
組

2A 張宇靖 可樂噴泉

冠軍
2C 蔡子朗 立體影像投射器 

(Hologram 3D)

1A 吳浚謙 環保滅蚊器 亞軍

1F 李家碩 瓶中氣球奇妙的
熱漲冷縮 季軍

梁校長和兩位嘉賓評判
深圳外國語學校

東海附屬小學汪娛校長及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劉志遠校長跟得獎同學們大合照

評判嘉賓深圳外國語學校
東海附屬小學汪娛校長致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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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博公園水族館內，同學們親手觸摸館內的海參及海星。

玉泉洞內，充滿了各種

奇形怪狀的鐘乳石柱。

下午時段，我們前往了琉球王國村參觀。

純小的師生不怕勞

累，走遍立泊小學每

一角落，希望能對日

本小學的運作，有更

深入的認識。
我們前往沖繩那霸立泊小學作交流探訪時，梁美玲校長與立泊小學校長Umeda 先生互贈紀念品。

5A任榮成媽媽  
　　從機場回家的路上，平時比較內斂的兒子，迫不及待地打開了話匣子，跟我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在沖繩四天遊學的所見所聞。   
　　他告訴我日本小學生的相撲比賽，非常有日本特色，是日本獨有的文化。別看小學生們長得那麼瘦小，但他們在相撲比賽時，却有模有樣，令小兒印象非常深刻；浦添大公園裡的長滑梯是全亞洲最長的滑梯，從滑梯高處的一端滑下來真的非常刺激，他和同學們玩了多遍，簡直流連忘返。   
　　除了玩得開心外，小兒還跟我講了這次遊學跟平時與父母外出旅遊不一樣，跟爸爸媽媽往外地時，他可以隨意一些，往沖繩遊學交流則要有責任感，要有團隊精神，因為在出發前，梁校長曾對他們說：「我們去到國外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我們代表的是中國人、香港人及純陽小學。」
　　小兒也告訴我，沖繩不像香港那麼繁華，有很多高樓大廈，那裡樓房不高，人口也不多。他說在沖繩有一小島，可用1、2、3、4及5這五個數字概括，因這小島人口有5000人、四面環海、共有三個紅綠燈、只有兩個警察（都是局長）及一所學校。
　　回到家已經是晚上十時了，睡覺前，小兒又跟我說，在沖繩時，梁校長、Miss Lai 和李老師每晚都會巡視學生的房間，看看他們睡得安隱與否，很是細心!在這裡，作為家長的我，真的要向帶隊的校長及老師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6B 鄧名宛   

　　今次參加沖繩交流，令我覺

得最難忘的是那霸立泊小學和當

地的學生一起於課室共享午膳，

並與當地學生進行訪問。雖然我

不太懂用日語溝通，但他們都不

介意，我們用簡單英語交流，有

時也以圖畫及動作表達，我覺得

他們很友善。此外，這次交流讓

我認識日本人很注重環保，在街

道上很難才找到垃圾，所有垃圾

一定要先分類，然後才扔。今次

很開心梁校長、黎主任和李主任

給我這個機會去日本沖繩交流，

令我能欣賞當地壯美的自然景

色--萬座毛和具特色的琉球民族

舞表演。我期望下次可以再到日

本交流。

　　梁美玲校長、李文玉主任及黎美寶圖書主任帶領本校二十位學生前赴日本沖繩，進行四天的海外交學習流活動。在這
次的旅程中，我們除了暢遊沖繩各著名景點外，更前往了沖繩歷史悠久的那霸市立泊小學作交流活動，通過此次旅程，本
校的師生除了對琉球文化有更深的認識外，更對當地的教育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

沖繩境外學習交流團(17-20/5/2017)  

6A 馮芷葭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學
校舉辦的境外交流團，但
我的興奮程度，一點兒也
不比上次去台灣的少。因
為在這次旅程中，我有了
很多第一次的經驗，例
如：我在海洋博公園水族
館中，第一次看到了巨大
的鯨鯊；在雀鳥樂園中，
第一次餵飼鸚鵡；在波上
神宮內，第一次參拜日本
的神靈⋯ 所以，我沒有最
喜歡的景點，因為沖繩所
有的景點我都喜愛。

家長心聲

第二天行程

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後，校長、

主任老師、學生及家長於出發前

精神抖擻地來張大合照。

當日下午，純小師生前往曾是琉球王國政治、外交、文化的中心而聞名於世的首里城—世界文化遺產參觀。

黃昏時，我們在當地一所日本餐

廳，品嚐富有琉球特色的晚膳。

在享受美食之餘，我們更可欣賞沖繩琉球舞蹈表演。

立泊小學的學生以傳統琉

球舞歡迎純小的學生。

第一天行程

兩校學生遊戲時的合作精神，已克服了彼此語言的障礙！

看，純小的學生多
能幹，竟可一邊享
受立泊小學的美味
午餐，一邊對日本
同學進行訪問。

立泊小學校長及老師在純小學生手中接過了他們從香港帶來的紀念品。

 大家齊來彩繪石獅子DIY 欣賞精彩的太鼓舞表演

我們前往了浦添大公園，在這公園內，同學可挑戰全亞洲最長的滑涕，但他們必須帶備滑板。

看5A郭毅同學
的表情，大家
便已可知這滑
梯多好玩了。

在進入波上神宮參拜前，同學以聖水潔淨雙手！

在波上神宮內，
大家觀看兒童相
撲比賽。

同學感想

純小師生們參觀熱帶水果

園時齊來大合照。

在雀鳥樂園內，同

學餵飼小鸚鵡。
海洋博公園水族館附近的海灘水清沙幼。

看，在海洋博公園水族
館內有著名的大鯨鯊！

前往了海洋博公園
水族館參觀。

第四天行程

第三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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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Drama: The Four Wishes

Our English Drama Club was honoured: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Karl Chan, Matthew He, Hugo Lai, Stephy Lau and Martin 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Maverick Luk, Wing Ren and Hani Zheng)
i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17

Choral Speaking

Our choral speaking group performed a poem called “The 
Train Journey”.

English Ambassadors

We help our teachers 
to conduct the English 

activities.

Our NET and ELTA

English Fun Day 2017

Go through the tunnel 
and draw a card!

The wind blows: Something 
that is big and brown.

Let’s play ‘Jumbled 
Sentences’.

E-reading activities

We enjoy learning various text types 
through the e-library and group activities

during the e-reading lessons.

Let’s read together.

Our puppet show: 
You Noisy Monkey!

P.3 Enhancement Programme:
Readers' Theatre

We re-wrote the story 
ending, we made props 

and we performed.

P.4 Enhancement 
Programme: Mini Drama

P.5 Enhancement Programme: 
Process Writing

Let us make some 
new rules!

P.2 Enhancement Programme:
Buddy Reading Scheme

What’s inside? 
Let’s find out together.

P.1 Treasure Hunt

We love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We went to 
The Ma On Shan Park to 

learn about the signs 
and rules.

P.2 Ma On Shan Park

We can cook! 
We made some banana 

lollies in-class. Yum!

P.3 Banana lollies Workshop

We learned more about 
the tourist spots in 

Tsim Sha Tsui.

P.5 A Visit to Tsim Sha Tsui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IT
Scan and 
move the 

iPad 
around.

It’s easy to 
visit different 

tourist 
spots in 

Hong Kong 
anytime and 
anywhere.

Morning Story-telling Time

Game Time on Picnic Day

Tara’s Corner

Brian’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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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親子運動會暨步行籌款
　　本校於2月27日（星期一）假馬鞍山運動場，舉辦親子
運動會暨步行籌款活動，讓學生透過體育活動，養成健康的
良好生活方式，達致身心均衡發展。
　　當日主禮嘉賓蓬瀛仙館資深理事及財務主任葉滿棠校
董，為步行籌款起步禮鳴槍。槍聲一響，大家便圍繞運動場
一周，進行步行籌款。是次所籌得款項將撥作「學校發展基
金」，以優化教學設備。
　　本年度的另一位主
禮嘉賓 ─ 2016里約奧
運雙人划艇香港代表鄧
超萌校友，道出了體育
運動對學生成長的重要
性，並藉著他堅毅不屈
的奮鬥故事，提醒師弟
師妹們面對任何事情都
不要放棄，堅持自己的
夢想。
　　比賽中，同學間
彼 此 鼓 勵 ， 挑 戰 自
我 ， 追 求 卓 越 。 最
後，學生在這別具意
義的運動會中，得到
了 喜 樂 ， 享 受 了 成
功，增進了友誼，更
體會了運動的重要。
　　當日本校邀得超
過六十位家長義工為
我們分擔不同崗位的
工作，讓整個運動會
得以順利完成，在此
感謝家長義工的默默
支持和無施的奉獻。

　　自2004年開始，本校獲香港道教聯合會會長湯偉奇博士
SBS,BBS,MH先生先後贊助港幣十多萬元，並以「湯偉奇」命
名，舉行「全港小學棒球聯賽（湯偉奇盃）」比賽，期望以球會
友，以推動棒球運動的發展。
　　2017年3月15-17日舉行的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純
陽棒球隊取得投打組、高級組T座以及初級組T座全部三個組別的
全港冠軍！

深圳優萌盃棒球邀請賽冠軍
　　棒球隊於5月13-14日參加於深圳舉行的優萌盃棒球邀請賽，
經過兩日激烈的比賽後，最終本校取得兒童組冠軍及少年組冠
軍，並且取得最佳擊球員，最有價值球員以及最佳教練員共六個
個人獎項！實在要讚賞一班棒球員的努力！

2017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冠軍 
SAMSUNG全港小學棒球比賽冠軍
　　於6月28-30日舉行的SAMSUNG 全港小學棒球比賽，純陽
棒球隊成功擊敗其餘7支隊伍，取得本年度小學組既全港冠軍！

　　全年計純陽棒球隊合共取得六個冠軍獎杯！實在是大豐收的
一年！
　　純陽棒球隊本年度亦衝出香港！到台灣嘉義市參加「諸羅山
盃棒球錦標賽」，與200支來自日本，韓國，台灣等地的隊伍進
行棒球交流！

　　純陽棒球隊於8月份參加日本東京舉行的「亞洲青少年棒球
交流大會」，與亞洲不同地區的小學進行棒球交流，接受日本職
業棒球員的棒球技術指導，一眾球員努力學習，盼望繼續為純陽
取得好成績！

三個全港冠軍 棒球隊整齊隊型

一班棒球員都十分興奮 

比賽勝出後慶祝一番

 台灣諸羅山盃棒球錦標賽
開幕巡遊 

棒球隊於暑假遠赴日本東京
參加亞洲青少年棒球交流大會

室內賽艇課
　　室內賽艇是一
項有趣而且刺激的
運動，能考驗同學
身體平衡、耐力和
爆發力，促進身心
健康。本校在體育課引入此項運動，讓學生能夠多方面接觸
不同類型的運動，增加運動的樂趣。

同學全力以赴參與比賽

葉滿棠校董為步行籌款活動主持開步鳴槍禮 

鄧超萌校友蒞臨主禮   

游泳課
　　為了讓學生接觸多元化的運
動，本校為四年級學生，在體育
科開設游泳課。我們善用位於學
校隔鄰的馬鞍山游泳池，並聘請
專業游泳教練教導學生，使學生
在習泳的過程中，不但能掌握各種泳式的要點，還可以認識
安全守則。游泳既可發展學生的體育技能，又可建立學生的
自信心，對學生的成長很重要。

棒球課
　　本校體育老師陳朗恩老師為專業
棒球教練，並在體育課向全校學生
推廣棒球活動。一年級學生全年有6
節棒球課，二至六年級學生有4節棒
球課，接受基礎棒球訓練。在棒球課
內，科任體育老師均擁有基礎棒球知
識，讓全校同學們掌握打棒球之基本
技術。

同學喜愛參與游泳課

同學專心上
室內賽艇課

同學投入課堂活動

同學專心上棒球課  

本校棒球校隊與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棒球校隊合照

棒球隊在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頒獎典禮2017中表演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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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年積極運用資訊科技，在各科推動電子學習 ，藉以提升學與教之效能，除了全校課室已配置了電子白板、電
腦、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教師亦運用平板電腦（iPad）教學，讓學生互動學習。

善用資訊科技教學  促進自主學習

 1D翟方語家長： 
　　中文課堂生動有趣，透過觀察﹑
觸摸﹑品嚐水果，小朋友更具體地學
習了「五感法」，而不是紙上談兵，
這一點很讚! 希望學校能保持這種生動
有趣的教學法，真正地寓教於樂。

 1C 賴玉琳家長: 
　　Mr. Brousseau 和藹可親，師生之間
有良好的互動，小朋友都踴躍回答問
題。此外，小組遊戲令課堂氣氛溫馨
活潑，學生能在輕鬆的氣氛中以英文
溝通。

1E 周沬涵家長: 
　　數學老師在課堂教學中模擬現實
環境，讓學生投入教學情境中，引人
入勝，令原本枯燥的課題變得有趣!

小一家長觀課後感

專題研習
　　學校為學生舉行專題研習戶外考察活動，提供課室以外的學習經
歷，讓學生能透過實地考察、訪問、資料搜集，繼而撰寫專題研習報
告，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及共通能力。五、六年級更嘗試運用
平板電腦（iPad），在香港科學館、香港濕地公園進行遊踪活動，認識
光聲電的知識、濕地的生態等，同學都十分享受使用iPad學習的樂趣。

iPad電子學習樂趣多
　　本校已參與教育局 WiFi900 電子學習支援計劃，
為全校課室鋪設無線網絡系統 ，並添置了數十台
iPad，為電子學習作好準備 。本年度 ，本校於四、
五年級的中、英、數、
常四個學科進行電子學
習課堂，除了加強學生
的學習參與性和主動性
外，亦大大提高了師生
間的互動。

  小一課室視窗
　　學校於2017年3月9日至10日舉行一年級課室視窗。中文、英文
及數學科開放課堂，讓家長透過教學實例，了解其子弟學習中文、英
文及數學的樂趣。兩天的觀課活動，家長踴躍參與，氣氛融洽，家長
更親身體會孩子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運用五感來
認識水果

二人一組輪流
撥動時鐘

外籍英語老師與小
組玩英語遊戲

回饋時段有助加強
家校溝通

六年級在香港
濕地公園

利用iPad進行
學習活動

五年級在
香港科學館

利用iPad進行
學習活動

一年級
參觀香港

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參觀
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

三年級參觀衞
生教育展覽及

資料中心

用iPad看圖書及E-read
　　圖書結合iPad變成了有聲有動畫的電
子書，透過本校購置的Scholastic英文圖
書系統，小一至六學生在圖書課、英文
課及家裡都能感受到閱讀圖書的趣味。

中文科
　　老師運用全方位學習系統設
計了生動有趣的作文課，學生使用
iPad到全校各處親身遊遍校園，學
習五感和步移法的寫作技巧。

英文科
　　老師運用生動有趣的
應用程式，讓學生更專心
和有效地學習英文，透過
互動系統，教師亦能即時
回饋學
生的學
習 表
現。

數學科
　　學習數學需要動手動腦才能學得
好，運用iPad能令學生更容易明白複雜
的數學概念，同時又增強趣味性。

常識科
　　學生透過iPad即時上網搜集資料、閱
讀新聞，亦會透過AR技術觀
察立體的人體器官，
以及運用VR技術觀
察香港各區的面貌，
學習猶如親歷其境。

自學牆
    學校四周的環境皆是學習的地方，
牆上貼滿了各種可供學生學習的趣味資
料，例如：世界地圖、中國地圖、香港
地圖及名勝、各國國旗
和名勝等，各個自學牆
均使用了QR code，學
生可用平板電腦掃瞄QR 
code，快速連接互聯
網，閱讀更多資料和觀
看360 全゚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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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是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推動STEM 教育
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本校推動STEM
教育計劃，目的讓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本年度，學校
STEM小組分別為各級設計一個
科學模型製作，將不同學科學習
應用於課程之中。

　　本年度學校安排四年級進行「服務學習」，以「關愛社群」為主題，將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體育、視
藝、資訊科技及普通話的學科知識連繫起來。藉著探訪活動，同學嘗試將學科知識融會貫通，靈活應用於真實的生活中，
並學習與人溝通及解決困難等技巧，更培養學生體會公民責任及對社區建立歸屬感。

跨學科學習活動  四年級「關愛社群」

課程設計

STEM教育計劃，發揮創意潛能

年級 科學模型製作主題

一年級 傳聲筒

二年級 紙杯機械人

三年級 風向儀

四年級 降落傘

五年級 水火箭

六年級 羅馬炮台
測試「降落傘」的下降速度 準備發射「水火箭」 「羅馬炮台」完成了

利用「傳聲筒」說悄悄話 可愛的「紙杯機械人」 自製「風向儀」

A Diary Entry on a Visit  
Write a description about the 
visit with the u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s.  心意卡製作 

利用七巧板拼砌有趣的圖形，
並製作心意卡送給探訪對象。 

與人溝通 

遊戲設計 
設計適切的遊戲給
長者及聽障學生。 
 

軟件﹑網站分析 
比較手語網站﹑APPS和
書籍，分析各工具的優點
和缺點。 

歌曲獻唱 
學習以普通話及廣東話演
譯「大愛」歌曲，並加入手
語或簡單動作。 
 

一次難忘的探訪 
學生以日記的形式記述
探訪的情況、抒發個人感
受、反思表現。 
 

「P4 關愛社群」 
跨學科學習活動 

 

中文
English 

數學 &視 藝 

音樂 &普通話

I.T.體育 

常識

 4A 班探訪路德會
啟聾學校

4B 班探訪恩霖
社區服務中心

 4C班探訪圓玄護養院
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4D班探訪救世軍
錦田長者之家

學習與人相處技巧（積極聆聽、
正面表述、鼓勵發言、善用讚美
和同理心）
「愛心小天使」活動，學生紀綠
幫助別人的經驗和感謝為自己付

。 

出的人。

常識科
　　學生除了透過iPad即時上網搜集資料、閱讀新聞
外，教師亦會透過AR技術讓學生觀察立體的人體器
官，例如：肺、心臟及消化器官等，各種器管尤如活現
在眼前，令學生更清楚地了解人體各器官的運作和結
構。此外，教師透過VR技術，讓學生能360度觀察香港
各區的面貌，分辨各區的特色，學習猶如親歷其境。

STEM–機械人及編程
同學學習編
程，用來操
作mBot、
Dash & Dot
機械人進行
各種任務，
以提升學生
對STEM的
學習動機及
能力。

運用iPad的AR
程式，可以把
人體器官活現
在眼前。

同學正聚精匯神地運用
iPad學習。

學生動手砌mBot機械人及以
編程完成各種任務，具有挑
戰性。

Dash & Dot機械人十分人性
化，學生透過簡單的編程，
就可以控制它移動、發聲、
彈琴，甚至拋球。

同學們正在學習編寫程式，
控制mBot機械人完成任務。

編程過程中，同學互相討論
及學習如何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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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閱讀越開心小冊子

封面及封底設計比賽冠軍

3B羅樂頌同學

   　本校一向十分重視閱讀，希望同學在享受閱讀的同時，亦能提高他們的語文及自學能力。為此，本校設有圖書
課及英文e-read課 ，黎美寶圖書主任及何嘉琪老師在圖書課及英文e-read課當裡，除了與同學一起閱讀實體圖書及
利用平板電腦（ipad）進行網上閱讀外，更會進行一些以學生為主導的圖書活動，如讓同學講故事及分享他們最喜
受的故事角色人物等。此外，於本年度，學校更成立「SY知識充電站」電子圖書館，讓同學能打破時空的限制，無
論在學校圖書館、家中……都能享受閱讀多媒體圖書的樂趣。
　　其次，本校更於每天課堂上加設十分鐘的早讀課，藉以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而我校的圖書主任更會舉辦各
類型的校內圖書活動及積極帶領同學參與校外的閱讀活動。就以本年度為例，我校除一如往年舉辦了「閱讀越開
心獎勵計劃」、「好書推介」、「班際講故事比賽」、「故事姨姨」、「親子繪本故事結局改寫比賽」及「每月
閱讀之星」選舉等校內圖書活動外，同時，純小的學生亦參加了多個校外的有關閱讀的比賽，如香港教師戲劇會
舉辦的「講故事比賽」及香港公共圖書館所舉辦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等，而我校的3E班巫泳贀同學，
更在「4.23世界閱讀日」比賽中，因其作品充份表現本年度創作比賽的主題「中華文化」，而勇奪初小組的「優勝
獎」，成績令人鼓舞。
　　此外，黎主任亦帶領了純小的四年級學生參觀了馬鞍山公立圖書館，透過此活動，本校同學對公共圖書館的館
藏及運作不但有所認識，也提高了他們的閱讀興趣。

16-17年度親子繪本故事改寫結局比賽冠軍作品欣賞
初級組冠軍2A黃俊杰同學以「三隻小豬」為藍本的繪本作品

2017-2018閱讀越開心小冊子

封面及封底設計比賽冠軍

3B羅樂頌同學

閱讀樂趣多

10



 圖書活動剪影

家長姨姨講故事 班際講故事比賽 閱讀之星頒獎禮 

吳少強夫人孫茵女士
頒發閱讀鑽星榮譽大獎

予「閱讀越開心
獎勵計劃」中
獲獎的同學。

同學在
圖書課課堂內， 

聚精會神地
閱讀電子圖書。

吳少強太太、女兒及
葉永成校董等嘉賓，
為「SY知識充電站」
電子圖書館剪綵。

同學在「SY知識
充電站」電子圖書館，

利用ipad 閱讀
多媒體圖書。

我校四年級學生參觀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時，

 細心聆聽該館職員
的講解。

3E巫泳賢同學勇奪
香港公共圖書館「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優勝獎

高級組冠軍5A羅渃喬同學以「螞蟻與蟋蟀」為藍本的繪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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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活動多元化

班際音樂會
　　一年一度的班際音樂會於
2017年4月10日舉行，當日有將
近120位家長到場支持，場面熱
鬧。音樂會分為：合唱、合奏、
個人獨奏及全校大合唱四部分。
各班經過數月的排練，同學在表
演時都顯得份外投入。

班際音樂會中，各班別合唱表演以律動、
敲擊樂演釋 ，訓練學生合作性及共通能力。

中國鼓鼓令
二十四式多氣勢！

（一）實作活動

三年級同學利用厘米尺
量度郵票的闊度。

五年級同學使用指南針
找出尋寶的路線。

二年級同學使用滾輪量度籃
球場內直線的長度及周界。

四年級同學使用平板電腦
iPad進行數學遊踪活動。

「同心同步同樂日」––全港最大型雕塑課
　　2017年4月14日，本校視藝拔尖組同學於沙田馬
場參與賽馬會全港最大型雕塑課，成功打破世界紀
錄。學生除了能啟發豐富創意外，還與千多位參加
者共同創作近千件作品，見證這項活動的歷史性時
刻，實在是寶貴的經驗。

香港青年協會莫先生
到校進行Beatbox綵排，

同學認真學習。   

一萬名中、小學生參與「我要
起飛—萬人音樂會」Beatbox演出，

創健力士世界紀錄。

Ipad視藝課堂     
　　學生利用ipad學
習放射線條及圖案，
創作萬花筒藝術。

香港道聯合會

聯校視覺藝術展   
　　本年度以「琴棋書
畫」為主題，本校學生參
展作品精美，書法秀麗，
畫作亦栩
栩如生，
得到不少
在場人仕
的讚許。

2016-2017年度戶外寫生   
　　一至六年級學生能走出課室，善用社區資源，到美麗的馬鞍山公園上視
覺藝術課。感謝
各位家長義工協
助，讓學生能享
受寫生的樂趣。

  中秋環保花燈創作比賽
冠軍 5B班 陳埈熹    
《精靈球扭蛋機》

視覺藝術顯才華

合唱及合奏項目：

音樂齊參與
「我要起飛–萬人音樂會」

　　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本校四年級的同學參
與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的「我
要起飛—萬人音樂會」。學生在英國著名無伴奏合唱組
Swingle Singers前成員Tobias Hug的帶領下參與Beatbox
演出，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並獲頒發證書鼓勵。

配合本年度關愛主題，
本校學生參加第五屆
全港小學校際手語
歌唱比賽並獲得

良好成績。

（二）數學遊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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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心『果』月」
　　進食蔬果能有助預防多種疾病，故學校每年皆響應由
衞生署、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等機構合辦的
「開心『果』月」活動，以提高學生進食水果興趣。
　　活動第一部份為與
視 藝 科 合 辦 的 填 色 比
賽；第二部份為攜帶水
果回校進食活動，活動
於24-4-2017至5-5-2017
舉行，同學需於活動進
行期間每天
攜帶水果回
校於午膳時
段進食，齊
集最少五個
獎印可得禮
物一份。學
生於活動舉
行期間能主
動帶水果回
校進食，參
與 人 數 達
60%，期望
學生能養成
每日吃水果
的好習慣。

(三)健康小食周(20/2/17至24/2/17)

　　為配合學校的「健康飲食在校園」政策，學校特舉行
「健康小食周」活動。「健康小食周」每天設一主題，分
別是20/2（香蕉日）、21/2（車厘茄或草莓日）、22/2（水
煮蛋日）、23/2（燕麥餅乾日)及24/2（乾果片日），學生
能於當天攜帶指定小食便可得獎印一個，齊集三個便可得禮
物一份，藉此鼓勵同學養成攜帶健康小食回校進食的習慣。
　　同學在這五天踴躍參加「小食周」，每天都能攜帶符
合主題的健康小食，使校園瀰漫一片健康歡樂的氣氛。

(四)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本校參與由教育局及衞生署合辦的至「營」學校認證
計劃，營造一個健康飲食環境，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飲食
習慣。經過一連串的審閱（包括午膳餐單、早餐餐單、小
賣部小食清單、學校推廣健康飲食活動資料等），學校再
次取得認證資格，再度成為「至營學校」。

純陽小學有機農莊
《時蘿餃子美食日》 

　　本校有機農莊義務導師吳美添先生於
2016年10月教授學員在田裏種植香草—
時蘿，其後利用學員的時蘿收成品，於
2017年4月8日，在有機農莊舉行了《時
蘿餃子美食日》。當日，吳美添先生先向
學員介紹時蘿的藥效及用途，然後教授學
員以時蘿製作各種美食，例如以時蘿及豬
肉包餃子等。最後，大家更一起品嚐由導
師及義工們預先製作的時蘿餃子，氣氛樂
也融融。

時蘿餃子美食日花絮圖片

有機農莊義務導
師吳美添先生

向學員介紹時蘿
的用途及藥效

時蘿餃子

家長義工
即場煮餃子，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一)午膳招標
　　經過一連串的招標、開
會、試食及參觀廠房等程序，
學校終於落實2017/2018至
2019/2020的午膳供應商為帆
船美膳制作有限公司。

健康教育 

 午膳招標委員會成員於參
觀廠房後合照。

學生都能夠帶不同類型的健康小食回校享用。

老師、家長及學生一同參與至
「營」學校認證計劃頒獎禮

劉若初（1F）

張芳譽（4A）

黃俊杰（2A） 王思媛（3D）

鄧名宛（6B）羅渃喬（5A）

填色比賽冠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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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點唱站
　　本年度本校推行愛心點唱
活 動 ， 鼓 勵 教
職員及學生互相
關懷和愛護。在
試後進行點唱活
動，播放 關愛
及 勵 志
歌 曲 ，
以 發 揮
關 愛 互
勉 的 精
神。

《關愛校園》 

矇眼午餐
　　為了讓同
學親身體驗失
明人士「看不
見」的生活不
便及領悟「看
得見」是一種
恩典，本校邀
請了奧比斯到
校分享，亦於
5月舉行了矇
眼午餐，全校
共80%同學參
與，捐款達三
萬多元。

手繪鞋義賣
　　本校與中國蓬江伍威權庇護
工場合作，於上學期推動關愛行
動，於校內售賣手繪鞋及布袋，
幫助國內智障、精神及肢體殘疾
人士，讓他們能夠靠自己雙手養
活自己的家人。期間，校長及老
師 共 訂 購 3 2
對 手 繪 鞋 、
家 長 及 學 生
訂 購 了 6 0 對
手繪鞋。

　　本校與不同的外間機構合作，包括：聖公會、宣教會、圓玄學院等，提供多
元化的活動予同學，如：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聯校學生領袖訓練營、區本計
劃、親子賣旗活動等。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小組，擴闊同學的視野和眼界，增加他
們對學習以外的體驗。

成長的天空
　　本年度「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至小六舉辦了一系列的輔導小組活動、家長
工作坊、戶外訓練及社區服務，以提升同學的效能感、樂觀感及歸屬感。同學於
活動中均表現投入，更勇於接受挑戰。

上學期「關愛之星」頒獎禮
 愛心點唱活動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透過各方面的學生培育及支
援，讓各同學能在校園學習互相
關愛，本校榮獲「全港2016年
度關愛校園」獎。　

小四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 小五成長的天空：結業禮 小六成長的天空：社區定向

輔導活動樂趣多
　　本年度為同學開辦不同的輔導小組及活動，讓同學在學習、情緒管理及社交方
面有所提升，包括：社交小組、試後鬆一鬆、小息Board game活動及小老師計劃。
　

沙田學生大使啟動禮 與長者製作新年掛飾 沙田學生大使

香港道教聯合會聯校小學生領袖訓練營 全年共舉辦三次親子賣旗活動

參觀天際100 暢遊海洋公園 新來港支援計劃及戶外活動

「提升子女的讀寫能力」
家長管教情緒

壓力講座 如何從「九型人格」到親子溝通家長講座
主講嘉賓：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林味徽小姐

主講嘉賓：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向晴軒
蔡巧怡姑娘

主講嘉賓：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向晴軒
蔡巧怡姑娘

同學踴躍支持矇
眼午餐活動，體驗
「看得見」的可貴

關愛至叻星
　　本年度的訓輔主題為《關愛》，透過進
行《關愛至叻星》計劃及每月的關愛之星選
舉，期望學生能在學校、在家中及社區實踐
關愛行動。在上學期更舉行了關愛之星嘉許
禮，表揚同學關心他人的好行為。

奧比斯護眼講座

義賣手繪鞋及布袋

家長講座

小息Board game活動 試後鬆一鬆 小一適應活動

沙田學生大使
　　本年度18位學生擔任沙田學生大使，在校內服務，更走出學校，將關愛精神帶入
社區，探訪老人院，並教授長者製作新年掛飾，與老友記打成一片，學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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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lness教師減壓工作坊

教師專業發展

老師們嘗試代入學生的角色，一
同製作紙杯機械人，寓教於樂。

梁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前往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參觀「科技節」     

畢業生感言
　　時光飛逝，一年一度的畢業禮終於來臨了，我們在母校度過了六年的美好時光，悠悠歲月，現在要離別了，大家都感到依依不捨。
　　回想當日，剛踏進校園的第一天，心裏充滿陌生及疑惑，幸好各位老師都悉心地教導我們、鼓勵我們，讓我們成為一個勤奮向上、謙恭有禮的學生。老師和同學互相尊重、體諒及欣賞，建立了真摰的友情，大家仿如一家人。
　　求學時期的每個學習環節，都帶給我們不同的回憶，至今仍歷歷在目；母校安排我們參與許多學習活動，如棒球課、攀石課、游泳課、並在純陽超級市場、純陽餐廳、有機農莊上課，都能讓我們擴闊視野。老師更為我們籌劃豐富及多元化的學習歷程，如沖繩交流團、畢業營、DIY自學小專家、專題研習戶外考察、陸運會、豐盛童年教育計劃等，更有不同科目的電子學習課堂，使用I-pad上課，增加不少樂趣，也讓我們「走出課室」，接觸社區，領略多元文化，經歷不同的生活體驗。老師為我們付出了時間和精神，我們定必銘記於心。　　轉瞬間，我們快要畢業了。一想到要離開這個哺育我們成長的地方，心中難免惆悵。母校不但幫助我們在學業上奠定基礎，發展多元智能，培養共通能力，還使我們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均衡的發展。　　升上中學，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一定會緊記老師對我們的教誨，積極面對未來的挑戰，並弘揚校訓「明道立德」的精神，貢獻社會。

自主學習工作坊，主講嘉賓：
陳震夏中學周厚峰校長及教師團隊

Mindfullness教師減壓工作坊
主講嘉賓：城大資深輔導主任

Ms Winnie Leung

教師發展日

自閉症教學策略工作坊，
主講嘉賓：語言治療師

梁溢騰先生

　　STEM（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是
香港教育近年的重要發展項目。本校老師為更了解STEM教育的發展趨勢，不但多次出
外參與外間機構舉辦的分享會，學校更邀請外間的專家為本校教師舉辦STEM教育工作
坊。

　　在過去的一個學年，老師
們都累積了寶貴的教學經驗與
資源，透過「教學成果分享
會」，各科老師會將部分的成
果匯聚整理，並分享他們的教
學實踐經驗和心得，以促進教
師的專業發展。

教學成果分享會

中文科及英文科分享如何善用
電子學習工具，提升學與教效能。

數學科實作活動
的經驗分享

mBot機械人
初體驗

STEM教育工作坊

輕輕鬆鬆講故事工作坊，
主講嘉賓：校董余詠宇博士

畢業生代表
6B鄧名苑同學

15



校友感言

　　記得小時候，我在「我的理想」這篇作文中，曾經寫過希望成為一個科學家，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發明品去改善人類的生活。但當我在中學時，閱讀到魯迅

先生棄醫從文，以文字喚醒國民的良知後，使我深深領會到宣揚正確的價值觀比發

明更重要，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創作力，全用在製作有意義的多媒體影片上。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都各自找到了不同的工作，而我則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友

伴，開辦多媒體創作公司，製作廣告及微電影。而在工餘時間，我則創作不同的短

片，並放在免費的平台上，讓大眾閱覽，以宣揚正確的價值觀。例如：最近我製作了一系列名為「帶住『長老』

去旅行」的影片，內容是取材自我與年邁父母旅遊的片段，我把影片放在自己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上，希望大眾觀看影片後，可以明白到帶老人家去旅行，並非是一件複雜麻煩的事。我們要趁父母體力仍可應付

時，多帶他們去看看世界，以盡孝道。

    雖然，我不知道影片的成效有多大，但我深信只有我有堅定的信念及不斷地追尋自己的夢想，或許會給世界帶

來一點點的改變。我亦希望母校各位同學和校友們都能堅持自己的信念，追尋自己的理想，最終能達致成功。

校友會

校友會燒烤會
　　為加強畢業校友之間的聯繫及與母校保持聯絡，
校友會於2017年6月10日舉行校友會燒烤會。當日，
舊生校友們與應屆小六畢業生聚首一堂，進行燒烤活
動，場面非常熱閙。 

既畢業於本校，又現職於本校的曾小慧老師，當日
帶同她的初生女兒到場，以表支持。

六年級畢業營
　　本校為使畢業班同學養成群體合作精神及學習
團體生活中與人相處之道，故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舉辦畢業營，同學由教師及營內導師帶領及安排在
營內參加各項活動。

校長、副校長及家長來
探營

營內歷奇活動樂趣多！

校友校董林施恩小姐 校友會會長潘毅迪 會員大會之後隨即舉行球類活動

29-10-16舉行的校友會會員大會暨校
友校董選舉。

校友會幹事。 會長潘毅迪遠道從新加坡送給我們
的手信─美味的斑蘭蛋糕。

校友  鄭廣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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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在這一年家教會的工作裏，身為主席的我經歷了許多。我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及家長義工在家教會工作上的協助。
　　家教會所有活動及會務得以暢順發展，全賴各老師及家長委員們的共同努力，在百忙中奉獻出寶貴時間和精神籌辦各項活動，而熱心的家長義工們積極參與和支持，更是功不可抹。
　　家教會除了一抹如往年，舉辦多項活動外，今年更新增了「賣物會」這項活動。「賣物會」舉行當日，天公雖然不造美，整天下著毛毛細雨，但這也無阻學生及家長們的熱情參與。
　　本人雖離任在即，但期望新的一屆的家教會成員，能繼續團結一致，發揮薪火相傳的精神，群策群力，為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和溝通而努力。
　　最後本人謹祝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成為家校互通的重要橋樑。 

2016-2017家教會主席
陸梁嘉雯

 家教會主席感言

家教會親子日營
　　本年度之家教會親子日營於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當日
天公造美，老師、家長及學生們由
學校出發，沿景色優美之海濱長廊
步行至烏溪沙青年新村。

家長教師會
全年精彩活動回顧

當日首先於草地足球場上進行親子集體遊
戲，藉活動讓各家庭互相認識和合作。活
動除了增加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溝通外，更
促進了各家庭之聯繫，實在難得。

此外，老師及家長們藉是次機會進
行一場友誼球賽，真是樂也融融！

家長及學生在自由活動時間享用營
地各項設施，舒展筋骨，大家都渡
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日。

賣物會
　　家教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舉行首次賣物會，
為 學 校 及 家 教 會 籌 募 活 動 經
費。感謝本校各家長及教師們
踴躍捐出各類物品義賣，衷心
感謝家長義工們熱心協助活動
進行。

 同學們當日利用換領劵免費獲得
爆谷及棉花糖，十分美味呀！

這位同學轉動幸運輪後，不知道
換到什麼禮物呢？

賣物會期間，不同組別之同學於
禮堂進行表演，如武術及合唱手
語歌，令在場熱鬧的氣氛升溫。

親子活動學英文
　　親子英文活動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舉行，本年度主題為
透過集體遊戲學習有關體育項目之詞彙。外藉英語老師利用集體
遊戲營造英文語境，讓學生不斷以英語溝通，同學十分享受當日
之學習過程。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暨家長義工茶會

　　家教會周年大會暨家長義工茶會於二零
一七年七月五日順利舉行，當日有許多家長
及義工到校支持，家教會十分感謝各家長執
委及義工於本學年之熱心服務，希望來年有
更多家長能為學校出一分力。

敬師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為敬師日，同學準備了敬師卡送贈予
敬愛之老師。為答謝老師們的教導，全校同學以悅耳的歌聲為老
師獻唱「良師頌」。家教會代表同學準備了精美的水杯作為禮
物，送贈予梁校長、老師和職工。

家長興趣班

化妝班

DIY冬季滋潤系列   

美甲班

利是封掛飾

夏日防蚊工作坊

 德國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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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多姿釆 

5A賴鈞澤同學榮獲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本校很榮幸邀請阿仙奴足球學校及兩位外籍教練
到校進行示範，與同學一同享受足球的樂趣。

本校榮獲「沙田武術錦
標賽2017」學校集體紫
荊操冠軍及「第十五屆
香港國際武術節比賽」
學校集體拳術冠軍。

棒球隊榮獲「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湯偉奇盃）」
投打組、初級組T座及高級組T座全港冠軍。

英語話劇—The Four Wishes於香港學校戲劇
節榮獲傑出演員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
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本校同學參加「我要起
飛」萬人青年音樂會，透
過集體節奏口技，合力刷
新健力士世界紀錄。

2C吳貝珈、3A賴寶琦、
4A尤思明及5B吳子霆榮
獲泓澄盃朗誦比賽小學

組全場總冠軍

醒獅隊參加「2017年香港
學界龍獅武術比賽」榮獲
小學群獅組全港季軍。

4D 陳梓研 榮獲國際
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2017搏擊組亞軍。                        

同學參與賽馬會雕塑活
動，一同刷新「最大規模
的雕塑課」世界紀錄。

同學有機會參與單車能
力訓練先導計劃，學習
踏單車技巧。  

　　本校積極推動「豐盛童年教育計劃」，目的為鼓勵同學
除了關注學業成績及個人品德外，更應多參與多元智能活
動，使他們在語言能力、數學邏輯、視覺空間、音樂旋律、
自然環境、身體運動、人際溝通、個人內省等八項智能上有
均衡的發展，從而享受一個豐盛而愉快的童年生活。
　　學校更鼓勵同學多參加校內、外比賽，增強自信，增廣
見聞。本年度，學生在各項比賽中均獲得卓越成績，令人鼓
舞。

多元智能才華盡展  豐盛童年你我共創 

朗誦精英（校際朗誦節榮獲2亞7季43優良佳績）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與組別 所獲獎項 學生姓名

1.香港道教聯合會 泓澄盃朗誦比賽 小學組 全場
總冠軍

5B吳子霆
3A賴寶琦
2C吳貝珈
4A尤思明

2.香港朗誦協會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英文) 亞軍 4A李卓男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亞軍 3A賴寶錡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英文) 季軍 3A賴寶錡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2D鄭　詠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5B吳子霆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4A張芳譽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4A王佳琦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4A龐希熙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5B吳子霆

恭賀2016-2017年度學生榮獲以下佳績：

中國文化日
　　本校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舉行中國文化日，透過各式各樣的中國文化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
傳統文化，是日有中國掛飾、攤位遊戲、分科學習活動、壁報展覽及綜藝節目表演等活動，藉以營造農曆新年的歡
樂氣氛，增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認識。當日全體學生穿著中國服飾或便服回校，全校師生及家長濟濟一堂，
一起歡度佳節。

醒獅賀新禧   家長們齊心協辦攤位遊戲 「賀年卡設計比賽」頒獎

 梁校長、梁副校長、黎副校長、                                                                
家教會主席和委員與學生大合照，

共賀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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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2016-2017年度學生榮獲以下佳績：
體育精英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與組別 所獲獎項 學生姓名

1.純陽小學 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
(湯偉奇盃) 投打組 全港冠軍

5A 梁耀翔
5A 袁　睿
5A 方子皓
5B 陳埈熹
5B 鄧振楠
5B 吳子霆
5C 趙靈昱
6A 陳暉輝
6A 彭柏豪
6B 陳浩賢
6B 呂卓謙
4C 蘇軍元
4A 趙一鳴

2. 純陽小學 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
(湯偉奇盃) 高級組T座(A隊) 全港冠軍

5A 羅希然
5A 任榮成
5B 陳浩鑫  
5C 陳宏豐
6A 何洛儀
6B 鄧名宛
6B 韓晨心
6B 蔡啟弘
6B 葉俊成
6B 翁　晉
5B 梁樂峰

3. 純陽小學 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
(湯偉奇盃) 初級組T座 全港冠軍

3A 付量彤
3E 陳浩弘
3E 劉宏奧
3E 巫泳賢
3E 吳穎軒
4A 尤思明
4C 余潤琪
4B 蔡嘉駿
4C 管文熙
4D 劉澤仁
4D 黃穎希
4D 林善俊

4. 純陽小學 全港小學棒球邀請賽
(湯偉奇盃) 高級組T座(B隊) 全港亞軍

3C 吳文希
3C 王一超
3C 王一越
3E 李錦城
4A 何卓衡
4A 李子彤
4B 吳慧欣
4D 卓灝恩
4D 麥俊業
3B 張自顯

5. 台灣武術協會 2016台灣金門盃
全球華人武術大賽 小學組 集體拳

金獎 5A 賴鈞澤

6. 康文署 第十七屆紫荊盃
足球邀請賽

U8組 冠軍 1D 歐陽博謙
U10組 亞軍 3A 歐陽博文

7. 香港兒童
    足球協會

香港兒童足球盃2016
公開組別挑戰賽

U6碟賽 冠軍 1D 歐陽博謙
1F 歐陽博彥

U10B盃賽 季軍 3A 歐陽博文
足球小獎培訓坊
2016小小世界盃 U8 冠軍 3A 歐陽博文

8. 康文署 動向杯2016夢想成真(廣州)
青少年足球聖誕大戰 U8 冠軍 1D 歐陽博謙

9. 香港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全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運動員獎 5A 賴鈞澤

10. 香港南北國術協會 2016慶祝國慶——
傳統功夫太極拳大賽 銀獎 4D 陳梓妍

11. 屯門體育會
      有限公司 屯門青少年隊跆拳道賽

初級博擊 冠軍 4C 湛崇立
高級博擊 冠軍 5C 陳浚軒

12. 慈航學校 友校接力賽 亞軍
6B 鄧名宛
6B 黎苑盈
5B 鄧振楠
4D 黃明輝

13. 香港跆拳道總會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6 女子組 冠軍 5A陳綺翹

14. 香港兒童足球協會 第一屆飛躍晨曦
五人足球邀請賽 盃賽 冠軍 1D 歐陽博謙

15. 沙田學體會 沙田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鉛球 亞軍 6B 汪詠儀

16. 動向杯2016夢想成真(廣州)
青少年足球聖誕大戰 U8 冠軍 3A 歐陽博文

17. 沙田體育會
      有限公司 沙田武術錦標賽2017

學校集體
紫荊操 冠軍

5A 賴鈞澤
5A 李盈瑩
4B 余政軒
4C 鄒明軒
4C 廖梓鋒
3D 劉梓軒
2E 賴婷玉
1A 劉乾坤
1D 熊浩然

G10-G14集體
拳術組(規定拳) 第1名

5A 賴鈞澤
G10-G14集體

長兵器組 第2名

G10-G14集體
拳術組(規定拳) 第1名 3D 劉梓軒

G9集體少林拳組 第2名 2E 賴婷玉

18. 香港國際武術節
      組委會

第十五屆香港
國際武術節比賽

學校集體
拳術 冠軍

5A 賴鈞澤
5A 李盈瑩
4B 余政軒
4C 鄒明軒
4C 廖梓鋒
3D 劉梓軒
2E 賴婷玉
1A 劉乾坤
1D 熊浩然

個人規定拳 冠軍
5A 賴鈞澤集體棍術 冠軍

集體混合器械 冠軍

19. ESPADA 香港巴西柔術公開賽 13-15歲組 冠軍 6B 汪詠儀
20. 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
邀請賽2017 搏擊組 亞軍 4D 陳梓妍

21. 深圳優萌
      棒壘球協會

2017年深圳市
第四屆優萌杯棒壘球邀請賽

兒童組 冠軍

3A 付量彤
3E 陳浩弘
3E 劉宏奧
3E 巫泳賢
3E 吳穎軒
3C 吳文希
3C 王一超
3C 王一越
3E 李錦城
3B 張自顯
2C 吳貝珈

少年組 冠軍

5B 吳子霆
4A 趙一鳴
4A 尤思明
4C 蘇軍元
4D 林善俊
5A 梁耀翔
5A 袁　睿
5C 趙靈昱
6A 陳暉輝
6A 彭柏豪
6B 陳浩賢
6B 呂卓謙

22. 香港棒球總會 SAMSUNG
全港小學棒球賽 冠軍

5A 梁耀翔
5A 袁　睿
5A 方子皓
5B 陳埈熹
5B 鄧振楠
5B 吳子霆
5C 趙靈昱
6A 陳暉輝
6A 彭柏豪
6B 陳浩賢
6B 呂卓謙
4C 蘇軍元
4A 趙一鳴

23. 夏國璋龍獅
      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學界龍獅武術比賽 小學群獅組 季軍

1A 楊子楓
1B 廖嘉灝
1B 關卓邦
2D 陳梓澄
3E 彭天紫
4A 王均日
5B 霍鎮峰
5C 陳浚軒
5C 楊樂恩

數學精英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與組別 所獲獎項 學生姓名

1. EduHK MIT
    香港天主教區
    學校聯會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

全港首60名
金獎
銀獎
銀獎
銀獎

4A 劉泓溢
5A 梁耀翔
5A 方子皓
5A 鄧桔源
4A 鄒析璋

2. 三育中學 小學生科學比賽 小學組 冠軍 5A 郭　毅
3. 香港兒童棋院 第8屆聯校圍棋比賽 小學組 冠軍 4D 余澤湃

4.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全國總決賽

小二組 一等獎 2A 張宇靖
小三組 一等獎 3A 黃士豪
小四組 一等獎 4A 馬凱威

5. 基督教信義會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6/17 小六組 二等獎 6A 陳暉輝

6. Math Conceptition Math全港數學大激鬥
小一組 銀獎 1C 韓俊豪
小三組 銀獎 3A 謝珈晉
小四組 銀獎 4A 黃威霖

語文精英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與組別 所獲獎項 學生姓名

1. 香港寫作人協會 中文散文寫作大賽 小學組 銀獎 4A 馬凱威

2. 香港國際文藝
    交流協會

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八屆散文寫作比賽

兒童英文組 金獎 2D 劉澤森
少年中文組 金獎 4A 馬凱威
兒童中文組
兒童英文組

金獎
銀獎 3E 馬伊柔

3.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

第九屆沙田區小學生普通話擂台賽
查字典比賽 冠軍 5A 鄧桔源

5B 胡振燁

4. i-learner project 英文科網上學習
i-Learner(Reading)(First Term) 銀獎 2D 方　方

5. 香港道教聯合會 道聯會信善紫闕玄觀
道德經書法比賽

三、四年級
毛筆組 亞軍 4A 尤思明

6. 深圳市教育局 粵港姊妹學校
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二等獎

3A 韓寶萓
3A 李宜臻
4A 胡斯杰
4A 廖楚釗
5B 胡振燁

藝術精英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與組別 所獲獎項 學生姓名

1. 香港公立圖書館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 優勝者 3E 巫詠賢

2.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小學組 校園藝術
大使

4B 胡安愉
6B 莫琪慧

3. 曾壁山中學 小小廚師挑戰賽 冠軍 5B 陳埈熹
5C 陳浚軒

4. 漁農自然護理署 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 初小組 理念獎 3D 王思媛

音樂精英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與組別 所獲獎項 學生姓名

1. 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亞軍 郭詩涵
2.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銀獎 5A 任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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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our school  had two ambassador 
programmes for the P4 to P6 students to help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P1 to P3 at recess time. They were 
the “little teachers” and the “game ambassadors.”
　　The little teachers worked one on one with younger 
students. They helped them with homework, dictation 
and to study for their exams. Tom in P2 said that studying 
with the little teachers helped him a lot. The game 
ambassadors led games such as Dobble, Chinese Chess, 
Jenga and building LEGO models. Alvin in P2 thought 
the games were fun and he loved playing Chinese Chess 
most.
　　The ambassador programm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make recess time more interesting. The 
older students have more knowledge so they can help the 
younger students.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ambassadors 
because they can learn to be helpful and responsible. 

Shun Yeung PostIssue 5 July 2017

Shun Yeung Ambassadors

　　Every year, Shun Yeung Primary School holds 
various charity activities to help others. This year, 
our students sold flags for the Urban Peacemaker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on 6th May, 2017 to help poor 
families in Hong Kong.
　　On that day, 90 students joined the event. The flag 
station was in our school and the volunteers met there 
at half past eight in the morning. They got their money 
bags and flags. Then, they went to the streets and asked 
people to buy the flags. Many people were willing to 
donate money. At eleven o’clock the students went back 
to the flag station and returned to money bags.
　　The volunteers said that selling the flags was 
worthwhile and enjoyable. They hope they can join a 
charity like this again.

Selling Flags for Charity
　　Every year at SYPS, we focus on a central them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character and moral 
principles. This year we chose the theme of helping 
others. I was thrilled to work with these compassionate 
and caring students in 6A and 6B to revisit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our students helped each other and our 
community.

-Mr. Brian Brousseau

Shun Yeung Post

　　On 15th December, 2016, Class 4A students visited 
The Lutheran School for the Deaf. 
　　On that day, the 4A students played games with the 
deaf students. After playing games, all of the 4A students 
sang songs on stage. They couldn’t hear clearly, so 
the 4A students did sign language when singing. They 
enjoyed the performance. They clapped their hands 
happily. During the break, the 4A students toured the 
school campus. It was a very big school because it 
included the primary school and the secondary school. 
After visiting the school campus, it was time to say 
goodbye. They gave the deaf students some gifts. They 
waved goodbye to one another.
　　Visiting the school for the deaf was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for Class 4A. They saw what it was like to live 
with a disability. They hope that they can visit the deaf 
students again in the future.

SZE Kin Shing, Paul DENG Ming Yuen, Elena
POON Chun Man, Stephen He Lok Yee, Larry
LAI Yuen Ying, Kitty  FUNG Tsz Ka, Jacquelin
CHONG Lok Hei, T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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