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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本學年，是我校進入2018-2021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周期的第一年。我很高興可以和大家一起

分享本年學校的三大關注事項：「善用新科技，豐富學教經歷，推動創新」、「發展價值教育，培

養正向價值觀」和「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建設教學社群」。以上三大關注事項也是我校致力建構窗

戶學校、營造關愛校園以及構建學習型團隊的願景。

要令以上的抱負能付諸實行，首先，學校會一如既往致力推動運算思維、STEM教育以及電子

學習，以培養學生活用多元策略，強化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其次，學校會積極優化校本各項

政策，推動校園正向文化新思維，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引導學生展亮豐盛人生。最後，我們將推動教師共享資源，各展專能，強化中

層教師團隊知識領導，促進協作分享文化，共建學習社群。

為此，自九月開學以來，我校為學生舉辦了多項獨具特色的學習活動。如：參與Microsoft skype-a-thon活動、在microsoft 

signing ceremeory展示學生STEM作品、訪問來校參訪的珍古德(Jane Grodall)博士並聽取她分享「環保」的話題，開展以「希望」為

主題的「品格日」活動推動正向教育等等，活動舉辦的有神有色，精彩紛呈，讓學生樂在其中，愉快成長。

我相信，我校能為學生成功舉辦多項高水平的學習活動，離不開香港教育大學為本校打造的高水平專業平台，離不開各位家長、學

生對學校的支持和信任。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我們繼續加強於教大的專業聯繫，加強家庭與學校的緊密合作，我們的孩子們必定會更

健康快樂地成長。

   杜莊莎妮校長

   二零一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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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018  Microsoft & EDB the MOU Signing Ceremeory
9月21日，Microsoft(香港)聯同教育局公佈延續 Partners in Learning (PiL) 計劃，讓學校及教師進一步掌握廿一世紀所需的知識和技

能，更有效地裝備學生，為他們未來的發展打下更牢固的根基。本校師生有幸參與這項計劃，並在Microsoft Partners in Learning MOU 
Signing　Ceremony典禮上，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展示他們創作的micro:bit作品，並在台上向出席的嘉賓模擬利用平板電腦Surface 
Pro上課的實況。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對本校同學的作品表示讚賞，並於個人社交平台分享與本校學生交流的合照。

同學向一眾嘉賓展示利用平板電腦Surface Pro上課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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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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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018 小一家長日
本校於8月22日舉行了小一新生家長日，小朋友進行各種小一
適應活動，家長在禮堂參與專題講座、喜閱寫意及PLPR-W
課程簡介、認識學生手冊和家長手冊的運用、了解各項學生事
務和小一適應活動，讓新生家長更快更輕鬆地與小朋友一起預
備加入教大賽小的大家庭。

正向 教育

29/8/2018 小一啓動禮
在2018年8月29日起一連七天，
我校為小一學生舉辦了適應活動，
讓我們的新同學盡快適應小學的生
活。活動中，同學能互相認識，結
交新朋友，並了解不同特別室的位
置及用途，不可或缺的當然是第一
次在學校午膳的經驗。今年的小朋
友都投入活動，希望大家有一個愉
快及有意義的小學生活。

老師和小朋友在活動中互相認識。
通過不同範疇的講解，有助家
長掌握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
生活。

推動

9/9/2018、 22/9/2018 小一初探日
本校於2018年9月舉行了2場小一初探日活動，為到校的家長
安排了學校簡介、畢業生分享及校園導賞活動，而小朋友更參
與了不同科目的體驗學習活動。

29/9/2018 動感校園同樂日
9月29日本校體育組帶領約30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參與由香港
精英運動員協會舉辦的動感校園同樂日，這次活動讓學生有機
會在短時間內參與十多種不同的運動，能夠擴闊眼界及增加對
運動的興趣。

小朋友們一起上體育課，用豆袋
進行不同的肢體動作。

在英文課堂上，小朋友聆聽故事後，

畫出與故事有關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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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活動 走出 課室學習

家教會主席張偉民先生代表向學校老

師致送果籃，代表家長及學生向老師

表達謝意。榮休校監林惠玲太平紳士

和校長杜莊莎妮女士上台接受果籃。

家教會成員及學生代表在活動中進行
大合照

活動中，學生們與自己喜愛的老師合照。

同學和老師投入參與

集體遊戲

家教會及社工合作帶領
鬥智鬥力的遊戲

女同學最愛做手工 同學們一起玩耍，

樂也融融

27/10/2018 敬師日    
9月10日是敬師日，我校家教會牽頭開展了一場家長也敬師活動。榮休校監
林惠玲太平紳士也出席了本次活動。活動當天，全校師生及家長代表齊集學
校禮堂，觀看了有家教會錄製的題主題影片，影片中的學生代表向每位老師
傾訴了心底話，並表達他們對老師的敬意。其後各班家長代表邀請全體老師
上台致送紀念品，並一起合照。

24/9/2018 學校旅行    
本年度學校旅行分別於鳥溪沙青年新村及保良局大棠
渡假村舉行，同學、家長和老師在不同活動中共享快
樂時光。

26/10/2018 「活現書中人」閱讀活動    
10月26日，本校以「活現書中人」為主題，全校師生扮演自己喜愛的故事人物角色，響應「公益金便服日」，共襄善舉，培養學生關懷及
幫助有需要人士的良好品德。當天，安排了連串活動，包括「鼠迷俱樂部」《老鼠記者》分享會、「活現書中人」圖書介紹活動、英語故
事活動及「活現書中人CATWALK SHOW」．莊校長與同學們開展漂書的旅程，師生一同享受閱讀的樂趣。

1-2/11/2018 學校運動會    
11月1日及2日，第十四屆學校運動會於教大白石角運動場順利完成。本屆開始各級別均以班際比賽形式舉行。各班同學在運動場上競逐，
看台上的啦啦隊舉着班牌及自製打氣工具在看台上吶喊助威，十分熱鬧。另外，今年第一次舉行的親子歡樂跑，吸引了60多個家庭參與，
百多人在運動場上一起跑一圈，場面十分壯觀，歡迎各位家長明年參加。



對外 交流窗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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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校的學生正在了解本校STEM
課程的發展。

12/11/2018 珍古德博士訪校
國際著名的黑猩猩研究家珍古德博士於11月12日到訪本校，四至六年級的環保大使藉此向她介紹本校曾參與及舉辦的保育計劃活
動；三年級的同學更有機會與她見面，聽聽她的故事，並與她交談及拍照。珍古德博士更向本校學生宣揚她的理念，分享保護大
自然的訊息，老師、家長及同學們都十分珍惜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本校低年級的小朋友與家人一

起欣賞學生們在各科的學習

成果。

14/11/2018 skype-a-thon
本校於2018年11月14日獲邀參與 “Microsoft Global Education 
Skype-a-Thon ” 的活動，本年度全球只有34間學校獲選參與
此項活動，而本校更成為唯一一間代表香港參與此項活動的學
校。本校安排了5A及6A的電子書包班學生與微軟公司全球公
共部門的教育副總裁Anthony Salcito 進行對話及分享。為了
讓Anthony了解中國文化特色，同學透過Skype教授Anthony 
「中國剪紙」的技巧。在半小時的Skype會談中，同學一步一
步解說及教授Anthony把顏色紙剪成「福」字，並解說剪紙對中國人的意
義，又解釋「福」字的含義。學生與Anthony的對答充滿自信，氣氛輕鬆有
趣，大家均經歷一次難忘的交流分享。

27/10/2018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日
為配合香港教育大學資訊日，本校開放校園讓各界人士參觀，資訊日的節目包括展覽和參觀校園等活動。當天由高年級的學生大
使陪同訪校的嘉賓參觀學校，學生大使負責向嘉賓介紹學校的特色，讓各參觀人士對本校有進一步的了解。

幼稚園的家長正在向本校外籍

教師了解本校英文科PLPRW

的課程及推行情況。

本校學生大使陪同幼稚園家長參觀音樂室，
並向家長們介紹學校的音樂課程。

幼稚園小朋友正欣賞着本校學生的藝術作品。



學術交流 開放 課室
30/10/2018 教大江教授觀課    
10月30日，香港教育大學江紹祥教授帶領本港學校的在職教師參觀6A班的電子書包班，課堂由中文科科任卓老師透過office 365平台進行
電子教學。課後，江教授稱讚我校學習氣氛濃厚，教師教學手法得當，而本堂所運用的電子媒介亦有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0-12/2018 學校參觀    
本校每年均接待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學術團體，當中包括美國、德國、芬蘭、瑞典、澳洲、新加披、日本、韓國、泰國、中國、台灣等地
的教育專家、學者及師訓學生等。透過校舍參觀、觀課、教育分享，讓彼方能實地了解本港教育的發展。分享主題包括、校本課程規劃、
語文政策、電子學習的推展及幼小銜接等。通過交流互動，擴闊教師及學生的國際視野。

02/10/2018    
9位來自澳洲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育系的學生到
訪本校，了解香港小學的教育
制度及本校的英語課程。

03/10/2018    
4位來自瑞典Kristianstad University的
代表到訪本校，了解香港小學的教育制
度及了解本校STEM課程的發展及推行
情況。

03/10/2018    
2位來自湖南衡陽師
範大學的代表到訪本
校，了解本校英語及
STEM的課程發展及
推行情況。

06/11/2018    
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
校的陳龍教授及2位來瑞典
Stockholm的小學老師到訪
本校，了解本校創新科技教
學的推行及發展情況。本校
六年級學生積極向嘉賓介紹
電腦遊戲及自己的設計。

23/11/2018    
中國江蘇省句容碧桂園國際學校老師及44位小四至小五學生
到訪本校，並與本校五年級同學一起進行學習活動，雙方也
在這次文化交流活動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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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活動 學習 走出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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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2018  
同根同心上海交流活動
本校參加了為期三天的「同根同心」上
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交流活動，老師
攜40名五年級學生到訪上海市閔行區鑫
都小學，觀賞友校學生舞出中國傳統文
化的風采，並體驗製作蝴蝶標本、學上
海話等多姿多彩、地道的校園活動，收
穫頗豐。另外，通過參觀上海科技館、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上海博物館、上
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上海外灘、田子
坊、中華藝術宮，學到了很多書本上學
不到的知識，受益良多。 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裏了解中國一線城市崛起

的進程。 

本校學生體驗製作蝴蝶標本課程，
友校學生熱心示範，並協助完成。

在上海科技館裏體驗令
人驚歎的新興技術。

14/12/2018《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校園小記者（錢子瞻、奧莉菲亞、劉清榆、陳樂怡、劉德琦）
參與第 21 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 校記專題報道比賽，
就主題「STEAM新趨勢」，擬定採訪計劃，積極採訪本校師
生，最後提交題為《STEAM新趨勢  教師學生雙面睇》的專題
報告。經評選，該報告獲得本次比賽優異獎。12月6日，小記
者們出席於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行的頒獎禮，收穫得獎的喜悅。

14/12/2018  
校園小小記者探訪愛護動物協會
為讓校園小記者實踐課堂所學的採訪技巧，體驗記者工作，豐富
學習經歷，參加了「校園小記者」課後延伸活動的同學獲安排到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總會進行參觀及採訪。小記者們專心聆聽愛協
教育部經理趙小姐介紹愛協的基本資料及現況，並積極發問，
隨後更有機會參觀愛協的領養部，學習愛護動物及防止動物受到
虐待及解除牠們的痛苦的知識，領悟人與動物應要和諧共處的道
理，收穫頗豐。

21/12/2018  聖誕學藝匯演及聯歡會
聖誕學藝匯演及聯歡會於12月21日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本年
匯演以「教大賽小Talent Show」為題，多才多藝的同學們在
教大C-LP-11會場為大家表演音樂、舞蹈、功夫、魔術、演講
等， 增添不少節日的歡樂。

同學們穿上聖誕服飾表演群舞

充滿節奏感的
流行鼓表演

年紀小小就能靈
活地耍雙截棍

甜美的歌聲令人
聽得陶醉

30/11/2018虛擬實景「穿越南宋」之 
文言文學習體驗活動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電子學習。11月30日，我校校董孫賽珠博士帶
來了一套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設備，為我校學生送上
一次以「穿越南宋」為主題的文言文學習體驗活動。學生戴上VR
頭盔後，即可穿越到南宋，體驗《青玉案·元夕》一詞中「東風夜
放花千樹」的元宵美景，感受詞人辛棄疾的寂寞。在活動中，學生
從第一身視角，變成作者辛棄疾。遊戲期間，學生會遇上不少沉浸
於佳節賞燈猜謎的途人，並需要完成各項任務及回答問題。本次活
動大大提升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興趣。

學生利用VR 眼鏡欣賞中國詩詞，從而認識中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