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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本校邀請教育統籌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陳陽明女士和二十多位友校老師進行教學交流，由馮惠敏老師分享本校視覺藝術科單元教學設計的原則，並講解十種方法如何有系統地規劃校本視覺藝術科課程。　　是次交流中，除了分享會外，我們還帶領各老師參觀本校的藝術裝置。

由李碧雯校長和馮惠敏老師
接受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陽明女士的紀念品。

專業學習社群分享參加者大合照。

分享本校視覺藝術科單元教學設計十招

一年級同學利用「心、手、口」的
方法計算 18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二年級同學踴躍參加背乘數表活動。

一二年級數學科活動

二年級同學能於限
時內背熟其中 6個
數的乘數表，取得
中獎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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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本校視覺藝術科單元教學設計十招
分享本校視覺藝術科單元教學設計十招

課程統籌主任專業學習社群分享

　　本學年初，為了提升學生的計算能力、速度和學習數學的興趣，

數學科為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同學分別舉辦了攤位遊戲和急口令活動。

　　一年級同學可自由選擇參與加法、減法或 10 的組合的攤位活動。

同學須抽取其中兩道算式，然後以最快速度計算出正確答案。大部份

同學都能運用老師於課堂上教導的「心、手、口」的方法來幫助計算，

達至活學活用。另外，同學以急口令的形式說出所有 10 的組合，既刺

激，又能輕鬆學習「合十」的組合。

　　乘數表對於學習數學十分重要，因為整個小學階段都須使用乘法

來進行計算。因此，本校特別鼓勵二年級同學把乘數表背好，透過遊

戲形式，挑戰同學在 10 秒內完成其中一個數的乘數表。結果，大多數

同學都能挑戰成功，投入參與。

各友校老師參觀本校的藝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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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幫助學生善用暑假，温故知新，學校特

別為小一至小五的學生設計了一系列以中、英、

數、常四科為基礎的「暑期學習任務」。當中

包括課外閲讀及寫作、參觀博物館、電子學習、

延伸自學等，讓學生經歷既多元化而又能自主

學習的暑期生活。

　　暑假完結後，中、英、數、常科任老師於

開學初期的課堂時間內讓同學們分享他們不一

樣的「暑期學習任務」。為表示欣賞同學的努

力，老師會在封面上蓋一個印章以作肯定和鼓

勵。同學只要集齊四個印章，就可得到一份精

美的小禮物，更會在班上被表揚認真完成各項

任務。

常識科的其中一個任務是參觀博物館，同學以
圖畫或相片介紹自己最深刻的展品或資料。

二信班賴浩文同學參觀了香港科學館。 二愛班殷悅同學參觀
了香港鐵路博物館。

二誠班池滙雋同學參觀了香港科學館。
三誠班何靜瑄同學參觀了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四愛班鍾希澄同學參觀了香港

文化博物館。

四誠班蔡卓軒同學參
觀了香港太空館。

五愛班謝子聰同學參觀了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六誠班馮郁婷同學參觀了
香港文化博物會—金庸館。

暑 期 學 習 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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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數學科的其中
一個任務是背乘數表

6A Yeung Nga Lam was impressed by 

the snow at Shirakawa-go in Nagoya.

6A Au ChunYat’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s his fi rst ride on a plane to Taipei.

同學們喜獲佳績，共享成果。

二愛班莊樂正同學在父母的鼓勵和
協助下已背熟 2-9 的乘數表。

六年級中文科的其中一個任務是以「我的夢想」為題進行寫作

六信班賴曉瑜同學
的夢想是成為一位

作家。 六信班林曉婷同學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警察。

升
中派

位再創
佳績

English Challenging 
Task: M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本年小六升中派位結果成績相當理

想。獲派首名志願的學生比率與去年同

為 86%，比全港 75%高出 11個百分點，

令人欣喜。至於獲派首三名志願的學生比

率更達 99%，比去年 94%更高，亦比全港

89%高。獲派中學包括：瑪利諾修院學校(中

學部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賽馬會體

藝中學、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東華三院

甲寅年總理中學、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田家炳中學、聖公會陳融中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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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的下午是同學們期待的學習時段，

因為會進行「周五全方位」。在「周五全方

位」時段內，學校會為全校各級同學安排不同

的學習體驗活動。一年級全級同學會進行武術

活動，以發展其肢體動覺智能；二年級全級同

學會進行音樂活動和視藝活動，以發展其音樂

智能和視覺空間智能；四年級全級同學會進行

小組長訓練，以發展其人際智能及內省智能。

其餘三、五、六年級同學則可依自己喜好選擇

參加不同的小組活動。透過參與小組活動，同

學能在一個輕鬆偷快的環境下學習不同層面的

知識，亦能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

同學們在輕黏土製作中學習到仔細觀察事物的態度。

與老師一起載歌載舞，樂此不疲。

透過桌上遊
戲，訓練同

學思考之外
，

還能學習與
人相處的技

巧。

還未開始活動，已感受到大家的快樂。

小一全級同學都跟隨師傅
學習武術，

除了能鍛煉身體，更能學
習武德精神。

只要肯花心思，
用一些簡單的工具也能找到樂趣。

扎好馬，專心一致，聽從師傅的指示。

周 五 全 方 位
一年級活動

二年級活動

三年級活動

學習新的樂器，投入專注。參加「音
樂玩跳唱

」的同學
在活動

中能學習
不同的音

樂知識。 繪畫的樂趣盡在不言中。 大家快來看看我的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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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全方位學習時段的活動

大家深入討論，可更快找出正確的答案。

在「勁爆劇場」
活動中，個個也
是傑出小演員。

1、2、3，大家一起放飛機。

在活動中，我
們都是小組長

。

奮力一躍！

圖形拼砌樂趣多。

年級 活動內容

一年級 武術

二年級 音樂與視藝

三年級 輕黏土製作、棋藝、科學探究、

自製玩具、桌遊、運動

四年級 小組長訓練

五年級 學生團契、影片製作、舞蹈、紙藝

六年級 聽歌學英文、剪紙、戲劇、運動、

科學創意

四年級活動

小五同學在「學生團契」中接觸到有關基督教的訊息。

同學拍攝時一絲不苟，
定要拍出合意的作品。

大家花花心思，摺出一個個花樣繁多的作品。

五年級活動

六年級活動

工具材料已準備好，
隨時可以開始。

參加「Out of FAGPS」的同學常常走出
校園，在校外進行不同種類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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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資優小組同學分
工合作運用各種物料
的實驗結果來自訂物
料所需要的分量，以
便製作保温瓶。

課後活動—校隊及資優小組
　　本校重視學生的學術水平，也重視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因此，於課後開設了不同的培訓

小組，包括校隊訓練及資優小組。今期校訊為大家介紹的校隊是花式跳繩隊，還有常識資優小

組及各個 STEM資優小組。

花式跳繩隊

常識資優小組
常識資優小組

組員學習自製保温瓶

花式跳繩隊員與校友及負責老師一同為表演而努力。

這是各組的製成
品。最右方的膠
瓶乃對照實驗。 組內同學們

量度温度。

看！我們多有姿勢！

來看我的花式跳繩表演吧！

　　讓孩子藉花式跳繩建立自信及團隊精神，是本校花式跳繩校隊的宗旨。透過有系統的訓練，參與不同的表演和各類的比賽，讓學生能發展自己的多元智能，展現潛能，提升自信。

　　花式跳繩訓練中，學生能學習不同難度的花式。每完成一個動作，學生都能增添一分成功感，使他們面對生活中其他挑戰時更有信心。在表演時，學生用心呈現排練的花式組合；在比賽裏，學生傾盡全力展示實力。這些經驗，都能讓他們更有信心。

　　本校常識資優小組組員於 11

月 7日下午到科學園出席「創新科

技嘉年華 2018」。學生在「機械

人探索之旅」導賞團中體驗機械人

的操作，之後遊覽園內其他區域，

體驗及了解現今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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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 STEM 資優
小組

各個 STEM 小組

同學們互相討
論，並透過動
手做去學習。

參與本校M5 Stack 物聯網開發板創意
編程小組的同學利用M5Stack 開發板
連接不同的傳感器或摩打，配合編程，
製作平衡車和物聯網天文台等。

參與本校電動模型車及高卡車設計及製作小組的同學從模型車學習車身結構和設計
理論。學生運用校內的 3D打印機、鐳射切割機，以及舊卡板，讓學生從關心社區
的需要來設計及製作模型車。從同學的模型車作品中選出兩個設計，延伸至製作可
載人的高卡車。過程中，同學能認識車身結構、轉向系統及驅動系統等工程學的知
識。最後，同學們發揮創意去改良及裝飾電動車，設計出獨一無二的電動車。

STEM資優
小組同學分
工合作製作
模型車。

學習 STEM並非男
同學的專利，女同學
也可大展身手呢﹗

本校Automata 小組讓學生透過簡單的材料，
如：紙板、木和纖維板等，創作有趣的活動裝置。

看看他們的製作多認真﹗

本校五、六年級 STEM資優小組讓學
生透過科學實驗、STEM教材及模型製
作 (Nerdy Derby 轆轆車 )，認識基本
的科學原理，包括力學、電與磁、太陽
能等。同時，學生能在活動中發展創造
力、溝通能力和解難能力，使他們在學
習及日常生活中有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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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袁廷匡老師，非常感恩和高興能加入神小這一個温暖的大家庭。我主要任

教數學科和常識科。我喜歡做運動和聽音樂，尤其是足球和籃球，更喜歡分享生活

的一點一滴。

　　我衷心期盼，除了教導同學外，更可以分享自己的生命和聆聽大家的故事。但

願分享能成為我和大家的一道橋樑，拉近關係。最後，願我們都能如聖經上所吩咐

一樣，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人 物 追 踪

　　我是金英群老師，能夠加入神小這個温暖的大家庭，我感到非常幸運。我教

的科目是中文和普通話，同時也是四愛班的班主任。放假的時候，我喜歡出外旅

遊，身心放鬆之後，會覺得自己又充滿了力量。在我眼中，這裏的老師對學生充

滿了真誠的關愛。希望我們的學生都能做到敬愛師長、和同學友愛相處，並且盡

己所能，積極上進。期待我們都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Warm greetings to you all. I am Miss Wong, the class teacher 
of Class 3B in the 2018/19 School Year.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and Arts. I am also responsible for a small gifted class 
for enhancing students’ creativity. I co-work with Miss Chan in a 
service learning interest class, Smarties as well. 

Amongst various activities that I enjoy reading is always on 
the top of the list as it helps m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ld. I 
also enjoy drawing and listening to music because they relax my 
mind. Hiking, also, takes up part of my heart. When I go into the 
woods, the singing of the birds fi nds its way to my ears. Seeing 
butterfl ies and a beautiful landscape fi ll me with positive energy. 
The beauty of nature just soothes me well.

Working in FAGPS is a sheer pleasure. I would love to devote 
the best of myself to serving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 hope that students love studying and enjoy life as much as I do. 
May God bless every child and parent.

　　我是林佩珊老師，很高興能夠成為神小大家

庭的成員。

　　我本年度主要任教中文、常識及體育。每次

看見同學熱情地向我打招呼，我心裏都很高興

呢！我的興趣是看小説、電影，也喜歡打羽毛球

和跑步。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每次看見牠們既

可愛又活潑的模樣，我都會發自內心地微笑。如

果大家想進一步認識我，不妨主動過來和我説説

笑，談談天，分享你們的樂事。

　　我很珍惜和大家相處的緣分，希望能夠陪伴

大家度過愉快的校園生活。

A picture of me when I was in nature.

跑步助
養小貓咪‧健康自信齊參與

顧問：李碧雯校長　　　編輯組：黃麗明老師、廖慧君老師、馮惠敏老師、葉煒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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