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的話

訊

零

校

二

零年

一月

顧問 : 黃錦良校長
編委會成員 : 雷蔚琳主任、周可琳老師、曾淑敏老師、周思薇老師、羅穎嵐老師

第 三 十六期

二

傳 訊 及家 校 事 務 組
探月工程科學家團隊訪校 啟發學生STEAM潛能
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嫦
娥工程科學家——劉建忠教授
為我們作專題講座

感謝嫦娥工程科學家團隊及嘉賓出席活動

科學家團隊欣賞學生
STEAM作品

黃錦良校長為科學家
團隊簡介校本STEAM
發展

中國探月工程──嫦娥工程的科學家團隊於十月二十二日上午蒞臨
我校進行參觀、研討及專題講座。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嫦娥工程科
學家——劉建忠教授為我們以「月亮的故事」為主題，介紹中國的探月工
程，我校師生對專題深感興趣。在互動問答環節，眾人更化身成「小小科
學家」踴躍發問，充滿科學探究精神。
通過是次近距離的交流活動，同學們加深了對月球的
認識，亦對國家探月工程的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活動除
了能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還激發了學生對科學的熱愛。

學生代表向科學家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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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上小學」跨學科學習
為了讓剛入讀一年級的學生對小學的學習生活有更多的認識，本校於9月舉辦了
「齊來上小學」跨學科學習活動，在不同的學科中加入適應小一生活的學習內容。此
外，學習冊內亦特別附上家長篇，邀請家長一同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同學們學習向同學互相
問好，並握握手，主動
認識新朋友。

英文老師教授如何運用
英語作自我介紹

學生用普通話跟
同學介紹自己

小一學生學習以英語
溝通，認識新同學。

小一學生正用心
學習電腦的操作

STEAM學習室十分吸引，
同學們都興奮雀躍！

課 程及教
原來與同學玩樂器，
也可認識新朋友。

音樂室的座椅色彩繽紛，同學們嚷
着要大展歌喉。

看！這是我最喜歡的同學。

「學校文化週」跨學科學習活動
《三字經》課堂學習及
誦讀活動

中國少數民族展板欣賞

介紹中國不同民族

中國民族服飾剪貼設計

本校一直重視弘揚中華優良傳統文化，為增
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提升學習興趣，本校
於11月26、27日兩天及11月28日上午時段舉
行「中華文化週」。是次學習主題為「認識中國
民族的多元文化」，學習內容十分豐富。

變臉表演文化欣賞

中華民族文化問答比賽
中國民族壁報設計及投票活動

中國少數民族舞蹈欣賞

「高效學習法」P.1-3學生講座
為了讓剛入讀一年級的學生對小學的學習生活有
更多的認識，本校於9月舉辦了「齊來上小學」跨學科
學習活動，在不同的學科中加入適應小一生活的學習
內容。此外，學習冊內亦特別附上家長篇，邀請家長
一同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表

演

「我們一起悦讀的日子」
書展閲讀活動
為了讓學生提升閲讀興趣及體
驗不同的學習經歷，十多位小四及小
五學生由老師和一班熱心的家長們帶
領下，參與「我們一起悦讀的日子
2019」活動。在主辦單位悉心的安
排下，學生不但有機會聆聽名作家分
享，與她們近距離交流，還可即場接
受作家指導，進行寫作比賽。此外，
學生亦可逛逛一年一度盛大的書展，
購買和閲讀心愛的圖書。

「親子閲讀獎勵計劃──我的閲讀之旅」及「閲讀檔案封面設計比賽」

本年度低、中、高組別的閱讀檔案封面設計比賽冠軍，
分別由2A王海鈺、3B鄧華宇及5A杜培雷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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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閱讀風氣，鼓勵孩子們分享閱讀的樂趣，從而加強親子關係及
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本校繼續舉辦「親子閲讀獎勵計劃──我的閲讀之
旅」。同學在任何圖書館借閱圖書(包括：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香港
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等)，在閱畢後可填寫閲讀記錄表及完成檔案內
的閲讀任務。而為了發揮學生的創意、啟發藝術潛能及推廣閲讀風氣，閲
讀與視藝科合作舉辦「閲讀檔案封面設計比賽」。

師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發展組

「學生獎勵計劃2019-2020」介紹

本年度，學校安排學生參加由香港教育城主辦的「學
生獎勵計劃1920」，各獎勵計劃涵蓋不同學科的學習內
容，包括：中文、常識、科學、創作及閱讀等範疇，讓學生
寓學習於遊戲，增進知識，充實自己，並同時善用餘暇，培
養自主學習的習慣。

為配合本校今年度的
關注事項及校本課程發展
需要，本校安排老師參與
一連串的工作坊，藉以加
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時
並進。工作坊內容如下:
1.Seesaw 平台的應用
2.Tello無人機

P.1-P.3

3.STEAM 學習活動設計──LittleBit的應用

計劃(一)：「創作天地」網上獎勵計劃(中文)

4.班級經營──運用正向行動支持的技巧

https://www.hkedcity.net/eworks/zh-hant

5.班級經營及優秀班主任分享

計劃(二)：「閱讀挑戰」網上獎勵計劃

6.提升學生課堂參與度的策略分享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
readingchallenge

7.「繪本教學與閱讀」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8.「非華語多元文化分享」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計劃(三)：「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
readingcontract
P.4-P.6
計劃(一)：「創作天地」網上獎勵計劃(中文)
https://www.hkedcity.net/eworks/zh-hant

STEAM 學習活動設計──LittleBit的應用工作坊

計劃(二)：「閱讀挑戰」網上獎勵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
readingchallenge
計劃(三)：「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
readingcontract

張永德博士主講「繪本教學與閱讀」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計劃(四)：「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zh-hant/
chinesemaster
計劃(五)：「十分科學」網上自學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10sci/

「非華語多元文化分享」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香港教育城「e-閱讀學校計劃」網上閱讀獎勵計劃
為了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
力，本校安排學生參與香港教育城「e-悦讀學校計劃」。
本年度書籍增至489本，希望學生好好善用如此豐富的資
源，積極參與計劃，競逐個人獎項及學校獎項，並藉此培
養學生建立自主閲讀的習慣。計劃日期：2019年11月01
日至2020年5月31日。

同學可以利用平板、家用電腦或智能手機閲讀網上電子圖書。
本校亦安排學生於早讀時段，輪流使用平板電腦閱讀電子圖書。

小班課堂
本校一至三年級推行小
班教學。在小班教學中，師生
的互動性得以大大提高，學生
能更投入課堂。這對他們掌握
知識，彼此協作及獨立思考，
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學生都投入課堂活動
紹

學生向同學自我介

提高了生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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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校 合作 事 務組

家訪
本年度的家庭探訪
活動於9月13日進行，
亦藉著中秋佳節，為家
長、學生送上祝福。接
受家訪的家庭分佈於
逸東邨、滿東邨、迎
東邨、梅窩、長沙下村
等，我校希望家校能透
過密切的溝通，讓老師
更了解學生的背景及學
習上的需要，從而作出
最適切的支援。

親子農田樂
本年度親子農田樂於10月25日舉行。今年，共有七十多個家庭參加
活動，本校感謝家長與小朋友的積極參與。是次活動除了種植植物外，還
增設飼養小龍蝦，希望透過親子耕種及養殖活動，增進親子關係，並從中
尋獲樂趣！
小孩就像一棵棵幼苗，需要經過悉心培育，才能茁壯成長，與耕
種、養殖的原理一樣。期待親子農田的農作物都能茁壯成長，收成滿滿！

社

區 及校 友 事務 組

本校於9月15日舉辦了「開放日暨中
秋嘉年華」活動。此活動新增創意藝術及
「STEAM」科普教育元素，希望同學多參
與社區活動，從遊戲中輕鬆學習。當日，除
了開放課室展示同學的學習成果，還設有各
類有獎攤位遊戲和同學們精彩的表演，吸引
了不少家庭參與，場面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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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暨中秋嘉年華

活

動 及 體 藝發展 組

敬師日
9月10日為敬師日，當日全校師生聚首一堂，由學生代表獻花給校長及老師，答謝老師們的
悉心教導與栽培，並祝賀學校桃李滿門，場面温馨。

多元智能課
今年，本校在星期三的多元智能課提
供了51個不同類型的活動予學生報讀。

「小一迎新活動──暢遊迪士尼樂園」
適逢解放軍海軍成立70週年，本校有
幸獲邀參觀海軍171海口號導彈驅逐護航編
隊，見證國家軍事發展的成果。

學校旅行
11月29日是本校旅行日，當天同學能親近大自然，在户
外進行學習，並透過參與群體活動學習與人相處。一、二年級
學生到屯門市鎮公園，三至六年級則前往蝴蝶灣公園進行戶外
學習活動。當日，學校舉行了健康午餐及堆沙比賽，老師亦為
學生準備了集體遊戲及燒烤等活動，師生們都樂在其中。

廣州及珠海的歷史
文化與科技探索之旅
11月21日至22日是我校舉辦廣州珠
海交流團的日子。當天天朗氣清，一行33
人浩浩蕩蕩乘坐高鐵前往廣州。有些學生更
是第一次乘搭高鐵，心情特別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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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輔 及 學 生 支援 組

「愛‧同行」校本訓輔計劃
在小學階段，同學們總會遇到挫折，因此，朋
輩的關心、學校及家庭的支援可幫助他們面對各種
挑戰，建立信心。學校透過一連串活動，令學生以
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勇於接受挑戰。
小冊子內頁

2A班

1B班

校長主持「愛‧同行」

開幕禮

班班滿天星
6B班

風紀
風紀是學校重要的領袖
生團隊，為隆重其事，校長
於開學禮為全體風紀授帶。
11月22日，學校舉辦了培訓
活動，學生的反應積極。

全體風紀

四至六年級歷奇活動

生日會
學校每年有四次生
日會，慶賀學生生日。當
天，學校為生日的學生送
上小禮物及生日卡，讓學
生為生日的同學點唱，送
上真摯的祝福。

為 了 能 提
升學生的解難能
力，及培養學生
的團隊精神，四
至六年級學生於
9月25日接受歷
奇訓練，訓練活
動具挑戰性，學
生獲益良多。

小一適應課程
為了令一年級的學
生順利適應及融入小學生
活，學校在8月28日、29
日及30日舉辦為期三日的
小一適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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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齊齊排好隊！

學生學習使用手冊

整整齊齊排好

隊！

誦讀韻文活動──李白駕到

中

文科

中文科老師會定期安排同學喬裝古代詩人李白，於午息時到課室內邀請同學背誦韻文，成功背誦的同
學，可獲得禮物以作獎勵，同學們反應熱烈。

同學們反應熱烈，齊齊朗讀古詩文。

中文拔尖寫作、演講班
我校一向致力訓練學生的說話
及寫作能力，特設中文寫作、演講班
培訓本校尖子。同學們經訓練後，將
會代表學校參與校外比賽。

安排同學喬裝古詩人李白，並與同學背誦韻文。

齊來說故事班際擂台
說故事初賽安排於班內舉行，藉以挑選出班
中說故事的精英。小息時，班代表於小舞台進行晉
級比賽。通過比賽，提升同學們的說話表達能力，
加強自信心。

同學們認真地上課

數

學科

數學小擂台
本校為了提高學
生學習數學的興趣，特
於小息時在雨天操場
進行班際「數學小擂
台」。各班需先在班內
進行初賽，而各班的優
勝者則可參加級際數學
小擂台，比賽優勝者會
獲得精美獎品以作鼓勵。11月已進行了六年級的
比賽，同學們都很投入，比賽氣氛激烈。

經過一番激烈的比賽，由6A鄭明智和
詹之昂同學獲得冠軍。

教師專業發展
為優化數學科的校本課
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本年
數學科特聘甄佩濃老師為數學顧
問。甄老師為資深數學老師，曾擔
任數學教育委員會成員，協助教育局編寫數學課程，
亦曾擔任多所中小學的數學科顧問。
另外，本校今年亦參加了由香港大學舉辦的
「小學非華語學生數學的學與教」支援計劃，透過備
課和觀課活動，協助非華語學生更有效地學習數學。

二年級數學科老師正和香港大學導師一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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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English Days
為了進一步鼓勵學生多聽多說英
文，提高他們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及提
升其英文能力，本校逢星期一舉行全
校英文日。各項活動豐富有趣，學生
除了在早會時段進行電子閱讀外，他
們還會於小息時到操場向老師及英文
大使分享英文故事、朗讀英文句子、
回答一些關於該月主題的問題、聆聽
外籍老師講故事、唱英文歌等等。學
生多說英文，可獲發貼紙，累積指定
數量的貼紙，更可獲得一份禮物呢!

二年級英文科全方位學習活動──參觀香港科學館
為配合二年級英文科課程 ‘Places and activities’ 的教學內容及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本校於10月9日安排了同學到香港科學館參觀，他們均表現得十分興奮。

大合照

同學們在鏡子世界
玩得很投入

Reading Workshop
本校一向重視英語學習，希望
能創設更多機會讓學生運用英語，本
年度將課程優化，由外籍老師進行閱
讀課(Reading Workshop) 。外籍
老師及英文老師會運用不同的英文繪
本圖書，為一至三年級進行教學，
並透過不同學習活動，教授閱讀技
巧。四至六年級同學與外籍老師及英
文老師一同進行指導閱讀 (Guided
Reading)，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老
師的指導下，閱讀適合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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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試玩各項科學展品

常

識科

科學探究活動
本校一直重視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故每學年都會舉辦「科探周」，安排各級進行不同主題的科學探
究活動，期望學生在「動手做」及競賽過程中學習科學知識。

吸管排笛、紙飛機、磁石車

一年級

看哪輛走得最快！

吹呀吹，吹出動聽的旋律！

氣球動力車、奇怪的飛機、浮沉子

二年級

努力──加油──吹吹吹！

三年級

我們的風向儀終於能成功轉動，yeah！

小心接住呀！

濾水器、環保動力船

吹呀吹，看誰吹得大！

五年級

浮浮沉沉真有趣！

振翅高飛！

雞蛋降落傘、風向儀

1，2，3，放手！

四年級

一飛沖天去！

GO！GO！GO！

「環保動力船」

橡筋飛機、風力船

六年級

水火箭

「水火箭」準備發射！

「橡筋飛機」正努力試航

「風力船」正努力向前衝！

細心聆聽我們介紹「水火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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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科

香港新聞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周年國慶酒會合唱小組演出
本校合唱小組獲文匯報
邀請於9月27日擔任「香港
新聞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周年國慶酒會」演
出嘉賓。

排練情況

演出當天，合唱小組
的同學們齊唱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歌。能成為是次演出成
員，同學們感到十分自豪。
藉着澎湃激昂的旋律，激發
他們熱愛祖國的情懷。

與領隊老師合照
酒會正式開始，
同學演唱國歌。

視藝科

弘揚中國文化及藝術
本科一向秉承校訓「求實創新」規劃課
程和設計教學計劃，多年來着重學習中國藝
術，以弘揚中華文化。因此，各級同學每年
都有至少一次學習中國藝術的機會，而學校
也額外聘請水墨畫導師專門教授水墨畫。

學生以東涌燈塔為主題的水墨畫作品

德

育 及國 民 教育 科

基本法流動資源中心及國慶70周年活動
9月23日至9月27日期間，本校誠邀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派出基本法流動資源中心到校，讓一至六年級的學生
均有機會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中，對「一國兩制」的起源
和概念，以至《憲法》與《基本法》關係等較為深入的內
容，都有更全面和更具體的理解。

欣賞展板、參與問答比賽

同學參觀基本法流動資源中心

除此之外，本校亦正在舉行一連串有關國慶70周年
的活動，當中包括「開學第一課」短片創作比賽、基本法
講座、「共慶一國70載，兩制與你創未來」問答比賽、
「國慶70周年多面睇」校內問答比賽等，讓學生共同參
「國旗下講話」
與，全面感受國慶70周年的光榮和喜悅。
「開學第一課」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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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比賽參賽短片

升旗儀式

超

創科學習室(STEAM室)

學科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二百萬，將常識室改建為創科學習室(STEAM室)，並購置大批器材，供學
生進行各項STEAM學習活動。

STEAM室內放滿了近年
學生在STEAM比賽的作
品及獲得的獎項。

創意Gigo課

STEAM室不但有先進的
設備，
其設計更充滿時代感，
令人眼前
一亮。

砌積木的好處多不勝數，既可訓練大
小 肌 肉 ， 亦 可從砌積木的過程中獲得數理
概 念 ， 強 化 空間感及培養創造力。因此，
本校利用Gigo積木，配合常識科、視藝
科 及 超 學 科 的課題，設計了各種有趣的活
動 ， 讓 學 生 獲得更多機會動手做，發揮創
新思維及訓練獨立思考能力。

學家到校，
我國登月計劃的科
觀。
參
M室
EA
ST
特地到

多元智能課的創意Gigo課，學生利用Gigo砌出
陀螺、陀螺發射器及橡皮手槍。

同學利用Gigo在視藝課上製
作費納奇鏡，學習視覺暫留
的現象及動畫的原理。

體

育科

2019-2020年度學校幼小
運動會暨幼稚園運動同樂日
學校幼小運動會暨幼稚園運動同樂日已於10月
10日在城門谷運動場圓滿結束，幸得天公造美，一眾
師生能在天朗氣清的環境下順利進行比賽。
無論是幼稚園的同學，或是本校的同學、家長
及老師們，當日都盡顯他們的體育潛能，全力以赴，
力求最佳表現。經過一輪激烈的親子遊戲和運動競技
後，大家都收穫豐富，領略到「友誼第一，比賽第
二」的體育精神外，親子關係亦有所提升，並得到寶
貴的競賽經驗。
是次幼小運動會能在熱鬧又
温馨氣氛下順利舉行，實有賴本
校家長義工、全校員工及學生義
工的支持。期望運動員的英姿來
年再現運動場。

黃楚標中學運動會
本校女子接
力隊參加了黃楚
標中學舉辦的小
學4 X 100 接
力賽，並獲得亞
軍。

黃校長介紹本校的STEAM課程

同學利用Gigo，配合常識
科的課題，製作顯微鏡，
並加以改良。

同學利用Gigo進行閉合電路
的實驗

2019-2020年度大嶼山區
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10月14日，本校乒乓球
隊參加了大嶼山區小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比賽過程相當激
烈，但經過同學的努力，本校
男女子乒乓球隊獲得以下佳績：
男子乒乓球隊
男子團體殿軍
成員包括： 5A徐梓峰、5A劉宜松、5A陳志誠、
5B梁錦昇、5C黃權輝
男子單打殿軍
5A徐梓峰
男子傑出運動員
5A徐梓峰
球隊
男子 乒乓

5A 徐梓 峰

女子乒乓球隊
女子團體季軍
成員包括： 5B曾蕾、5B盧芳霖、
4C羅向晴
女子單打亞軍
5B盧芳霖
女子單打季軍
5B曾蕾
女子傑出運動員
5B 曾蕾
5B曾蕾

女子乒乓 球隊

5B 盧 芳 霖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