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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校址 :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電話 : 2602 1300
傳真 : 2609 1477

「學得有智慧，活得更豐盛」是本
校三年 (2015-2018) 學校發展計劃的
主題。我們致力培養同學成為智慧的
學習者及活出豐盛人生。回顧兩年多
的發展，成效十分理想。
在學與教方面，我們透過優化課堂教學、加強

電郵 : in fo@ stmc.e du .hk
校網 : http:/ / www.stmc.ed u.hk

生命色彩三個向度，
以及十個生命內
涵，具體呈現生命
教育的內容。透過
班主任課、宗教及
德育科和主題活動，
培養同學樂觀積極的

求知探究活動、舉辦多元有趣的學術活動、鼓勵同

人生觀，提升抗逆能力，實

學參與校外學術活動等，燃點同學學習熱情，讓他

踐正向人生。

們掌握學習之道。課堂內加強電子學習元素，讓同
學透過平板電腦及教育 Apps 進行學習，以加強課堂

學習就是經歷。過去一學年，配合學校發展計

互動，提升學習興趣及促進學習回饋。同學對電子

劃，我們組織多元學習活動，讓學生從經歷中學習

學習普遍表示歡迎，態度積極，效果滿意。

和成長。今期沙循生活輯錄部份重點活動，讓我們
一起回顧及反思。

至於學生成長方面，我們優化生命教育之推
行，以生命樹為標記；訂立生命之源、生命力量及

何振傑校長

1

專訪學術組負責人王許翠紅副校長

同學盡情投入，運用不同的科學原理，設計降落傘。

「STEM」 課 程 規 劃 已 成 為 全 球 趨 勢。
「STEM」，是指由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學 (Mathematics)
結合而成的創科教育，主要希望透過普及跨學科教
育培養出年輕的創科人才。教育局近年大力推動
「STEM」教育，沙循亦積極開拓創新，發掘有潛能
的學生。去年，沙循推行「STEM」試驗計劃及課程，
舉辦了「STEM」 Week 及一系列活動激發同學對創
科的興趣，同學反應正面、積極。為此，我們訪問
了王許翠紅副校長，跟同學談談「STEM 」背後的
教育理念及精神。

一路走來 信心滿滿
「STEM」的教育精神是突破傳統說教的知識
層面，強調跨學科知識的應用；但許副校長指出，
各科鑑於課時、資源所限，初期難以調節課程內容
或安排額外研習予同學；加上大眾認為香港經濟條
件窒礙創科專才發展，導致「STEM」教育早期不受
注視。 儘管如此，沙循老師對推動「STEM」教育
的信心及熱誠絲亳不減，本着追求「學生為本」的
教學目標，各科老師積極協調，透過完善教學大綱
以配合跨學科研習的需要，決心推動「STEM」教育，
又為各級同學設計一系列「STEM」 Project，讓同學
靈活應用所學，發揮自主學習精神。此外，沙循往
後會繼續完善「STEM」課程，與其他中學交流教學
心得，彼此增益。

師生成果 有目共睹
沙循的「STEM」計劃亦獲得外界肯定，今年
2017-18 年度「香港科技 EXPO 展覽」將展出由沙循
同學設計的科技筆座；而同學對「STEM」課程正面
積極的回饋也帶給沙循老師莫大的欣慰。在未來一
年，沙循將引入更豐富、多元化的活動，如種植珊
瑚、魚菜共生、火箭車製作及機械人研習等項目供
同學參加。

繼往開來 毋忘初心
剛於四月舉辦的沙循「STEM」 Week，同學的
熱烈反應標誌著沙循「STEM」教育正萌芽成長。許
副校長亦勉勵同學，積極投入每一個為他們用心準
備及設計的「STEM」活動，盡情探索創造，讓自己
成為 ‘ Maker of dreams ’。

「STEM」 Week 問答

各班 鬥智 鬥力，羣 策羣 力， 參與
比賽。

專訪負責星座展覽及機械人製作俞戩駿老師

沙循已有六、七年推廣機械人活
動的經驗。早於兩年前，更有同學代
表學校到俄羅斯參加世界奧林匹克機
械人競賽。當時，世界各地已有很多
初中生對機械人操作流暢純熟，可見
這已是新一代教學的趨勢。 因此，俞
戩駿老師決定引入新的課程讓同學緊
貼時代發展。如俞老師在中三設計了
「mBot」課程，既讓同學應用電腦程
式，亦推動機械人發展。在設計機械
人的過程中，同學能提升解難能力，
並明白一項看似簡單的發明，其實也
需要反覆研究和分析才成功。

向同學講解其由來特點。俞老師坦言，講解同學表
現出色，這與他們對觀星充滿濃厚興趣有莫大關係。

感染同學 深感滿足
星象館反應熱烈，除了同學、老師、校務處職
員丶工友入內參觀外，更有教會的長者慕名到校觀
賞，實在令俞老師驚喜萬分。他說若學校資源許可，
更會考慮在學校添置一個數碼星象館，方便同學對
天文作進一步了解。

堅守信念 邁步前行
無論引入機械人課程，還是星座展覽也不容
易，但俞老師每每看到同學積極參與，反應熱烈，
滿足感油然而生。他更說︰「只要能啟蒙同學，燃
點同學的學習熱情，一眾沙循老師都會繼續努力，
培育同學成為一個文理兼備的沙循人。」

得更多元化及有趣味。

同學醉心研究機械人製作，令學習變

興趣濃厚 表現出色

香港空氣污染和光害嚴重，故在香港觀星是何
等「奢侈」。因此，俞老師等幾位老師代表學校向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租借了數碼星象館，於
去年「STEM」 Week 展出，供同學了解星象。俞老
師認為「時間」是師生面對最大的挑戰。由於要即
日交還器材，所以需在緊迫的時間內安排同學參觀，
並引發同學的興趣。另外，負責講解的十位同學也
需要先學會使用數碼星象館系統，還要研習星座，

同學對星座展覽反應熱烈，

誘發同學探索宇宙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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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STEM」Week 負責老師

上學年為配合「STEM」Week，黃
健東老師為全校同學主講「重力與宇
宙」講座。以培養同學對科學的興趣，
探索宇宙的奧秘，發揮沙循學生勇於
發問、主動求真的精神。
由淺入深 循循善誘

黃老師希望透過簡單易明的言語及現場實驗，
讓同學了解動力和整個宇宙有莫大關連。講座首段
以牛頓發現地心吸力作例子，說明萬有引力就是物
體重量的來源。並從有趣的蘋果樹事件帶出背後深
奧的學問，使同學擴闊視野。而講座的第二部份則
是探討有關宇宙特性問題，原本宇宙是有限而無限
界 的， 黃 老 師 指
平日不少同學主
動問及這方面的
知 識， 當 日 他 就
在全校師生前揭
示宇宙的神秘面
紗， 與 大 家 一 起
以科學家的思維
尋 找 真 理， 勇 於
打破傳統思考方
法。其實講座的部份內容較為艱深難明，但同學表
示黃老師能以淺白、切合中學生的說話講解，令他
們也能基本掌握這概念。

熱烈討論 發揮潛能
講座過程反應熱烈，黃老師笑說可能與自己出
眾的表達技巧有關。當日他為示範重力的原理，親
自動手把蜂鳴器針綁住繩子，像西部牛仔在空中轉
繩圈，同學們都看得目不轉睛。及後訪問台下的同
學，他們大多都對這個實驗印象非常深刻，認為此
活靈活現的互動很有趣，並令同學多加留意接下來
的內容。講座中不少同學發問，黃老師認為同學能
吸收和運用知識，尤其有一位中五的同學問到有關
時間旅程是否存在，讓他感到沙循學生都充滿求知

慾，學習態度十分良好。黃老師希望日後學校能多
舉辦類似的活動，擴闊同學的知識領域。

分享工作 豐富認識
「中三 Discover E 工程師工作坊」的活動是由
俞戩駿老師負責籌辦的。俞老師表示這個活動令他
印象深刻。這個工作坊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
俞 老 師 請 了 來 自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的工程師為中三同學演講。他說，演講
部份有助學生了解工程師的工作背景，尤其是那些
有志當工程師的同學，可清楚這份工作是否適合自
己。第二部份是實驗環節，給同學機會親身做一個
降落傘。學生可以在這個環節接觸和認識到降落傘
的原理，同時明白要砸中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就好
比電視中士兵跳傘時要跳到特定的降落點，以完成
任務。同學在實驗中不斷嘗試，有些學生是靠運氣
砸中的，有些學生則很認真的去計算降落傘正方形
的大小、開的洞的大小和位置、如何有條理的去拋
砸降落傘使它順利降落。他們從中學習，把在課堂
上的知識用於工作坊中，活學活用！

排除困難 活動深刻
俞老師指出是次活動最困難的是找場地，本來
那天有老師借用了學校禮堂，幸好那位老師願意讓
出場地，要不然精心策劃的活動也必定辦不成。俞
老師說，整個工作坊有幾個部份令他特別深刻：就
是同學在試降落傘時，十幾隻降落傘同時在禮堂中
飛翔，場面非常壯觀，同學的反應也令俞老師非常
感動。最後他希望同學能夠從活動中找到未來工作
的方向，並把自己的知識活學活用、貢獻社會！

同學互相合作製作降落傘，將知識活學活用。

專訪「Life 墟」負責老師

來的快樂。

同學們忘我地投入表演，享受音樂帶

體會到同學都希望能跟他人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因此我很開心能給他們一個舞台，在當中展現自己；
另一件事，是當時表演項目已經截止報名了，但仍
有一群表演螢光舞的同學主動前來表達他們很想參
與，這些同學們的熱誠很打動我。」張佩文老師接
受訪問時由衷地說。無論在台上表演的同學，還是
負責攤位遊戲的同學，還有展出自己在生活中找到
興趣的老師們，我們都很能感受到他們熱切期盼想
跟大家分享在自己的興趣中找到的單純快樂。這就
是輔導組舉辦「Life 墟」的初衷。

探索生命 知情識趣

籌備雖苦 樂在其中

「Life 墟」主題活動其實是由一群中三活動籌
委命名的，意思是生命就如熱鬧的市場，當中有很
多事物能讓我們盡情發現、探索和享受，這是生命
和世界送給我們寶貴的禮物，讓同學發現和欣賞這
份禮物，就是「Life 墟」的目的。事實上，輔導組
近年以正向人生作主題，為同學推廣正向訊息。「當
初原意只是想舉辦一些攤位，讓同學展示他們自己
的興趣。但有賴一眾籌委的努力，使「Life 墟」變
得有系統及多樣化，成為一個讓全校師生也能投入
其中的活動。」張佩文老師欣然地分享活動背後同
學的心思和付出。

在整個籌備過程中，她們最欣賞和讚歎的是中
三同學的投入和準備。從零到成形，中三同學的努
力是不容置疑的。在構思的過程中，他們花了不少
心機，提出無數方案，經過不断的修訂才能有如此
大型而豐富的活動。每一位籌委都主動邀請老師與
同學捐贈物品、舉辦攤位和表演自己的專長。他們
還小心翼翼地保管展品，安排表演次序，找其他同
學來擔任主持和工作人員。這些都是由一群只是就
讀中三級的籌委親力親為地完成。

「享受過程，享受生命」是「Life 墟」最想傳
達給同學們的信息。輔導組老師平日觀察到同學要
承受沉重的學業壓力，生活常常離不開學業和比賽。
吳瑩瑩老師熱切期盼地説 :「希望同學能放下比較，
不必計較結果，單純地享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的確，即使興趣不會帶給我們任何名利成就，但從
享受的過程中，生活中的情趣可給我們帶來單純的
快樂 。

整年籌備過程的苦與樂，實在鮮為人知。慶幸
的是籌備同學和老師們都享受整個籌備過程，不怕
辛苦，願意付出時間和汗水為沙循師生帶來一個充
滿正能量、多姿多采的「Life 墟」。

平衡生活 發掘自我
「有兩件事情對我而言是深刻的。有一位已報
名於台上表演耍扯鈴的同學，他在表演前一日在家
中努力練習時，扯鈴不幸地斷了，最終不能表演。
我們都為他感到可惜呢！她對這次表演的重視，我

老師們興致勃勃地跟

大家分享不同的生活

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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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Life 墟」籌委及表演同學

為了讓同學在忙碌的學習之餘享受
生活，創造生活樂趣，用自己的興趣
為生活添上色彩，實現「活得更豐盛」
的宗旨，輔導組於去年舉辦了「Life
墟」活動，這活動令參與同學生命成
長。作為「Life 墟」籌委之一的 4C 莊
梓健和黄德聖同學，對活動深有體會。
同學悉心籌備
「Life 墟 」 活
動， 讓 沙 循 師
生盡展才能。

豐盛生命 自在一「墟」
「Life 墟 」 一 詞 是 由 一 眾 籌 委 創 作 而 成 的。
「Life」是活動的主題內涵，旨在提供一個平台，讓
同學分享個人興趣，表達生活中的喜悦，展現生命
豐盛的一面，以鼓勵他人發展所長；而「墟」則是
活動的形式，靈感是來自本地的市集及地攤，讓同
學以攤位或表演，展示個人興趣，讓同學在攤位及
舞台間穿梭，欣賞同學的表演及展品。形式如同市
集地攤般熱鬧，故統稱為「墟」。

享受生命 享受過程
莊同學和黄同學都認為在籌辦的過程中，招募
同學表演及擺攤位最為困難。黄德聖認為同學都較
為害羞，缺乏自信，不願主動報名；後來透過老師
和同學推薦，同學就更有信心去分享自己的興趣。
結果，有數支樂隊願意上台演出，數個學會負責擺
攤位展示學會活動。活動當天，台下座無虛席，台
上同學賣力表演，歌聲與歡呼聲充斥整個禮堂，附

近的攤位亦擠滿人群，四處閃爍着好奇的眼光，躍
動生命的色彩。莊梓健表示起初擔心活動不能引起
同學關注，但見到如此熱鬧的場面，在驚喜之餘亦
感安心，一切付出也是值得。

互相合力 分享快樂
「Life 墟」的其中一個攤位——「時雨茶屋」
是 5C 李啟恩構思的，她參照女僕咖啡廳的概念，
在午膳時讓同學玩遊戲得印章來換取各式的手工甜
品。意念是緣自她對日本文化的興趣。李同學憶述
當天運作的過程有一點混亂，同學換領甜品的速度
比預期快，甜品一下子就被清空，而且未來得及清
洗餐具，結果要分派更多人手去處理。因此，她學
會了跟組員溝通協調，亦提升了應變能力。她說，
經營店舖實在毫不容易，在管理人手、人流、資源、
財政方面都要有周詳的計劃。她十分欣賞和感激夥
伴的支持和努力，一同完成任務，把快樂與同學分
享。

發揮所長 挑戰自我
5D 陳俊豪同學在「Life 墟」中表演武術。他覺
得在中學時期上台表演機會難得，於是便把握時機，
挑戰自己。問到過程中的困難，他說「是自己的自
信不足，少在同學面前表演，難免有點緊張」，加
上他對表演項目——九節鞭這個兵器不算太熟悉，
需要多加練習。最令陳同學難忘的片段是看到很多
台下的觀眾為
他歡呼、鼓掌，
不但令他得到
成功感和滿足
感， 更 重 要 的
是肯定了他對
自己在武術領
域 中 的 表 現，
從而提升了自
信心。

老師的畫作色
彩 繽 紛， 令 整
個活動生色不
少。

專訪中四成長營負責人郭黄妙嫻副校長

中三升中四是同學一個成長及學習
上的新階段，在高中的學習過程中，
同學會面對不少挑戰。今年，學校特
別為中四籌備了一個兩日一夜的成長
營，讓同學可以在開學前互相認識。
透過班際活動，期望同學能夠彼此關
愛、互相支持、建立團隊精神，加強
班的凝聚力，共同邁向高中的新旅程。

享一同完成任務的喜悅。再者，因為只有一隊能獲
勝，如果同學在未比賽前已自覺比其他隊伍遜色而
不願意努力嘗試，甚或因最後未能獲勝而抹煞了自
己的付出，那便不能達到自我突破的目的，其實活
動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成敗得失，而是同學能在從
挫敗中累積經驗、知難而進，以及感受最終跨越重
重難關的喜悅和滿足感。

困知勉行 風雨同路
黃副校長認為這次成長營提供同學一次參與全
級活動的機會。期望營會只是一個開始，往後三年
各班能建立關愛尊重，互助互勉，齊心團結的班風。
更希望同學能把這一份精神帶到生活當中，在師生
彼此關懷及支持下，能更勇敢接受挑戰，堅毅地向
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

入活動，互相支持

同學們當天積極投

凝聚力量 跨越難關

當天以班為單位進行分組活動，活動包括有 :
「極速傳球」、「逃出迷宮」、「共創高峰」、「萬
里傳珠」、「解救密碼」、「步步為營」及「團隊
大合奏」等精彩活動。同學必需積極投入、發揮創
意、互相合作完成各項不同難度的任務。在過程中
同學要學會溝通，建立互信的關係，學習欣賞鼓勵，
分享意見，共承擔後果，從中領悟到「單絲不成線，
獨木不成林。」的道理。

老師和同學一起分享活

動後的心得。

黃副校長提及營中最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活動就
是「萬里傳珠」的遊戲，遊戲的玩法是各組同學要
在限定的時間內運送最多的球，同學們在遊戲過程
中要商議策略，彼此配合完成。要是途中遊戲效果
不好時更同學要修訂策略，群策群力，完成目標。
即使當中大家會經歷起起跌跌，但經過每個人的付
出、合作，彼此絞盡腦汁地修改策略，最終都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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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舊校友，濟濟一堂，參與校友會會
員周年大會。

•• 校園電視台一眾工作人員為劉任發老
師 ( 前右四 ) 慶祝生日。

•• 老師、兄姊齊參與，與中一同學一起
設計愛心樹。

•• 新學年開始，教師職工全體人員，歡
欣互勉。

•• 即場視讀，同學聲情並茂，表現出色。

•• 同學在 2017 香港 4D Frame 數理科
學創意比賽中榮獲三項大獎，並代表
香港遠赴南韓出賽，勇奪銀獎。

•• 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家
長鼎力支持，家校合作無間。

•• 衝出課室，師生交融；足球競賽，樂
在其中。

•• 在基督徒大會中，同學同唱詩歌，彼
此激勵。

•• 校長與文憑試表現優異同學留影，給
予鼓勵和肯定。

•• 三位老師獲服務獎，多年為教學付出
愛心與熱誠。

沙循生活編委顧問老師
杜碧樺老師、霍玉萍老師、羅淑芳老師
沙循生活編委成員
左後 李 燁、李子薇、陳芷楹、何奕思、
楊倩妮、劉嘉勇
左前 陳昕希、黃楸燁、江瓔庭、陳梧筠、
羅穎妍、黃德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