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帶領一眾教師團隊來個大合照，留下難忘的回憶，並為
「130周年校慶開放日」畫上完美的句號。

  適逢今學年為學校130歲生日，學校於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舉辦「130周
年校慶開放日」，藉此寶貴機會，讓家長、學生及各界人士多了解學校的課程及學習
環境，一同共享教學的成果。當天除誠邀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主席陳謳明
主教、校監、校董、多名友校校長，出席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典禮、剪綵、參觀及指導
外，更邀請了家長、師生、校友及榮休的教師一同前來參與。當天活動內容包羅萬
有，如學生學習成果展示、多個益智有趣的攤位遊戲及配合資訊科技發展的多感觀
科探活動等。校園內四處都洋溢着熱鬧、温馨的氣氛，令參與者留下了不少難忘的回
憶，且對當天開放日的活動給予很高的評價，給全校師生帶來了肯定的成果。

校監、校董、校長一同合照留下美好回憶。

陳謳明主教為開幕
禮主禮及致訓勉。

郭始基校監為
開幕禮致辭

張樹萱牧師為
開幕禮祈禱

校長與眾嘉賓一起發放鞭炮，為「130周年校慶開放日」揭開序幕。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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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週年校慶開放日

二零一八年七月

TIMO與出席嘉賓一起拍照留念

各攤位遊戲各具特色，不少參觀者都樂此不疲。

家長義工們為各出席者用心泡
製美食，充分發揮家校合作的
精神。

外 籍 老 師 講 故 事 的 環 節
既生動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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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s’ English Writing

1CPan Qile (SLB)
1CTsoi Man Wa (SLB)

2C Yu Tsoi Yui Cara (SLB)

3A Chan Yuen Ting (SLB)

4A Zhou An Yee
16th April,2018. Sunday        Sunny
  Yesterday I took my dog, Yoyo, to Best Park for a walk. The weather was good. I was relaxed.
  When I was walking the dog, I saw a woman chatting with her friend on the park bench near the 
grass. There was a man who stood behind the woman and stole her purse from her bag.
  Suddenly, Yoyo barked at the man loudly. Then, the man dropped the purse and ran away.
  At last, the woman caught the man and took him to the police station because she was a 
policewoman. I was so surprised. The woman thanked us and gave me a gift.

Well done, Yoyo!

5A Li Ka Yi
  One day, Albert saw a little girl who was crying in the shopping centre. The girl got lost. Albert comforted the 
girl and found her mum with her together. They walked around the shopping centre.
    They finally went to the information centre. ‘Did you see a woman who is wearing a pink dress with long hair?’ 
Albert asked the staff. ‘Yes, I saw her. The woman was finding her daughter,’ said the staff ‘She is my mum!’ the girl 
shouted. ‘OK, maybe you can use my smartphone to call her,’ the staff said.
    In the end, they found the girl’s mum. The girl’s mum thanked Albert. Albert thought, ‘Helping people is happy!’

Helping People is Happy!

6A Lin Ke Xin
30th July, 2018        Sunny and hot
    Last week, my mum asked me to do some shopping for her and gave me the shopping list. ‘Don’t lose 
the purse!’ Mom reminded me before I left. ‘Don’t worry, I will be careful!’ I promised.
    Then, I went to the market nearby and chose some tomatoes and carrots. ‘How much are these?’ I asked. 
‘They are cheap. Just 5 dollars each. Hmm…30 dollars in total,’ the shopkeeper said. I gave him the money 
and went to the shopping mall next to the market.
    When I finished buying the washing powder and set off home, the purse dropped onto the ground! 
However I did not notice it and went home. When I arrived home, Mum asked, ‘Where’s the purse?’ I searched 
all my pockets and bags but I still couldn’t find it. I felt nervous and rushed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To my relief, the purse was lying on the ground near the exit of the supermarket, its contents 
untouched. I picked it up and gave it to my mum. Finally, I apologized to my mum and she forgave me. I 
learnt that I should be more careful.

A lucky day

小
一生

活
初體驗

2



學生準時來到學校，十分期待小學生活。

家長參觀英語活動室，由行政人員介紹學校營造良好英語環境的措施。

外籍老師Mr Shane為準小一

生講故事，生動又有趣，學生

更積極參與角色扮演呢！
數學課堂上，滲入Ipad教
學，齊齊動手拼圖形。

林斯初校長介
紹學校的願景
及特色。

  我校為讓2018-
2019年度準小一學生及其家

長盡快認識本校，特意為他們舉
行了家長講座和小學生活初體驗，當
天活動除了讓家長了解本校校舍設施、
課程特色及支援小一學生的行政措施
外，更讓小一生初嚐小學生活，讓他
們有機會上中、英、數、常識等科
目，當天學生十分雀躍，十分嚮
往小學的學習生活。

小
一生

活
初體驗

學生細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用心地完成工作紙。

本年度數學科老師出外參與
「 數 學 科 電 子 學 習 共 享 社
群」交流。

運用掃瞄QR-code的技巧，就
能很方便地瀏覽指定網站。

同學們利用平板電腦探究
周界課題。

探究學習重視學生的成果分享。

利用Kahoot作評估工具能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回答Kahoot小測驗的
題 目 時 ， 同 學 都 顯 得
十分雀躍。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掌握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以達致全人
發展，數學科積極發展「電子學習」。本年度數學科老師參加由
教育局課程發展組舉辦的「數學科電子學習共享社群」，定期
出外參與跨校備課及評課交流，共同探究如何利用平板電腦的
輔助作電子學習，以有效建構完整的數學概念。本校以四年
級作為推行電子學習的級別，再把相關的教學經驗，如
運用翻轉教室培養學生的預習能力、透過Geogebra的教
學軟件輔助課堂活動等，推展至其他年級實行，從而優化
數學科的學與教。

數學電子學習圈成果展示

學 生 運 用 出 版 社 提 供 的
教 學 軟 件 製 作 不 同 種 類
的四邊形。

學生按教師的指示以小組合
作的形式完成課堂活動。

同學熱愛常識科學探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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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火箭發射器

6A自製電動車

學生透過調整醋和梳打粉的份量，控制火箭模型發射的高度。

學生運用馬達、乾電池、
硬卡紙及車輪等物料，接
駁閉合電路，並組裝一輛
用電池推動的電動車。

STEM課程全接觸
  為了透過多元化的STEM探究活動，強化學生科學、科技、數學及設計的學習，本校於下學期邀請
教育出版社到校支援，為4A、5A及6A同學設計一星期的STEM課堂，藉着三個配合手腦並用的學習活
動，讓學生積極參與，務求做到「從做中學習」。學生在活動過程中，不但需要與組員緊密合作，完
成作品，還需再反覆測試和改良，務求達至最理想的效果。這次活動為學生提供有趣的學習經歷，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和創造力，也加強他們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另外，本校亦安排學
生參加「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常識百搭」等比賽，使學生對科學探究流程有更深入的認識。

「常識百搭」、「STEM香
港小學生大獎賽」等比賽能
讓學生對科學探究流程有更
深入的認識。

4A自製磁浮列車

學生探究磁鐵數量及發射機械臂角度的不同對磁浮列車行駛速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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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數學組為了培訓資優的學生，以校本抽離式數學資優培
育方式，由小三、小四開始，於週六開辦奧林匹克數學興趣班，
利用趣味數學題從小培育學生的數感和推理能力。星期五的課外
活動時段，本校數學科老師為小四、小五奧數班，設計一系列與
數學相關的增益課程，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此外課後為小
五、小六開設奧數尖子培訓班，讓學生學習不同解難策略，提升
學生解難能力。我們讓學生參加多個公開比賽，屢獲殊榮。

運動員留心聆聽教練的指導。
運動員認真地
練習射球。

比 賽 時 各 運
動 員 皆 落 力
地作戰。

比賽後，大家握手道謝。

資優教育
奧數

冰球

小小語言家

奧數校隊的同學屢獲佳績。

  為了發揮資優學生的辯論潛能，增強學生的口語溝通、批評思維、邏輯推論
等能力，本校於本年度創立了中文辯論隊，培育一個個「小小語言家」。雖然成
立伊始，但比賽成績驕人，首先於2017文化盃(小學)辯論比賽中喜獲亞軍，再
於第五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小學生辯論賽中成功躋身十六強，相信下學
年，同學能汲取比賽經驗，再創佳績。

我 們 於 2 0 1 7
文 化 盃 （ 小
學）辯論比賽
中喜獲亞軍！

6 A 陳 㮾 峯 同 學 在 比
賽 中 獲 頒 最 佳 辯 論
員。 我們努力商討比賽戰略，希望擊敗對手。

  本校和香港冰球訓練學校合作多年，一起共同推廣冰球此
活動，每年皆讓很多學生從中獲益。冰球學校的老師們非常熱
心和耐心地教導我校冰球運動員，使他們不但學會一些冰球技
巧，還培養出一些良好品格如責任感、團隊意識和自信心。

冰球運動員的隊照。

未上場的運動員為上場
的運動員落力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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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四天生命教育及科技教育之旅」是本校首次舉辦的外地遊
學團。本校師生一行二十多人前往台北考察。我們到內湖防災科學館
學習防災知識，同學親歷在煙霧瀰漫且漆黑的房間中找出逃生通道，
實在是難得的經驗。此外，我們考察當地焚化廠，了解這個設施如何
減少對周邊環境之影響。師生亦遊走野柳地質公園、淡水紅樹林區、
地熱谷、機器人夢工廠、士林夜市等地，更親手嘗試製作鳳梨酥。

同學很認真學習緊急避難技能。

參觀野柳地質公園。

  本年度主題為「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在兩日行程中，本校
師生參訪威遠炮台、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孫中山先生故居等地，了解國家近
代歷史以及兩位歷史人物林則徐及孫中山為國家救亡圖存的事蹟。而行程另
一收穫是到當地學校交流，同學們分別到不同的年級進行中文、音樂、體
育、視藝等課堂學習，並體驗到當地同學熱情、主動、守規的學習態度。

同學一行在孫文
紀念公園參觀。

我 們 師 生 與 當 地 學 生
一齊擺個勝利手勢！

與當地學校師生大合照。

同學很專心聆聽孫中山先生生平的講解。

境外體驗
交流

台北考察

同根同心

同學努力製作鳳梨酥。

同學在士林夜市品嘗台灣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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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匆流逝，我們又迎來了令人緊

張的畢業禮。再過幾個星期，我們就將離開這裡，離開我

們熟悉的班級、熟悉的教室、熟悉的老師和同學。

    在六年裏，我留下了歡樂與悲傷，留下了歡笑與淚

水。但這一切，在我離開母校之後，都是美好的記憶。我

會記住快樂與歡笑，忘記悲傷與淚水，讓童年在我心中畫

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在六年裏，我要感謝許多人，他們給我幫助，給我

鼓勵和安慰。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六年來，老師們

付出了許多汗水和精力，為的就是將我們培養成出息的人

才，現在，我們即將離開他們，這句感謝，我不能不說。

　　其次，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們，在這幾年來，我們無話

不談，形影不離，他們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給我安慰和

鼓勵。

　　其後，我要感謝我的歷屆同桌，他們都曾幫助我和照

顧我，讓我感受到同學互相幫助的溫暖，謝謝你們！

　　我很珍惜和同學相聚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我能夠

永遠記住他們可愛的笑容。

毛嘉琪 6D

　　轉眼間，我已經是一個小六生，還是一個快要離開學校的小六生了。回想起一至五年級的時光，都不禁流下一滴一滴的眼淚。因為有太多善良、親切的老師和同學，他們讓我認識自己，不對的就陪伴我一起改。一起笑、一起哭，就是我們學校「流行樂隊」經常做的事情。
　　還記得小五的時候，我加入了樂隊，認識了一班好朋友，他們在我不開心的時候會安慰我，有零食的時候會與我分享。不管好的，還是不好的事情，我們都會一一互相分享。
　　小六的教育營，是我最美好的回憶，還記得晚上我們偷偷地出外玩耍，玩至凌晨才睡覺。
　　快將畢業了，希望在餘下的六年級時間，同學們都能好好珍惜。

蔣佩珊 6C

    一轉眼我即將畢業了，一想起要畢業了，心中就有萬

般的不捨，將要離開這一群要好的同學和老師，還有熟悉

的校園。

    回想起這六年來的日子，腦海中突然湧現出許多回

憶，還記得在一、二年級時，自己就像一個呆瓜，傻傻

的。每當翻看自己小時候的樣子，都忍不住笑了起來。快

將畢業了，大家將會各自走向不同的路，我心裏不禁難過

起來，縱然如此，我深信我們的友誼永遠長存。

蔡曼琪 6E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一去不返。
　　回憶起小學六年的生活，令我念念不忘。我想我不會忘記在運動會4X100米接力賽中勝出了，也不會忘記同學們歡笑的表情，那些我們一起嬉戲打鬧的情形，更不會忘記老師辛勤的教導。這些年，我們一起笑過、哭過、「瘋」過、傷心過，令我實在不想和同學們分離。老師的教導也使我明白到許多人生道理，令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子，漸漸成長，走進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人們常說：「真摯的友誼，不會因時間的阻隔而沖淡。」我相信我們同學之間的真摯友誼也永遠長存，不會沖淡！

羅澤林 6D

    歲月轉眼即逝，光陰似箭，六年很快就過去了，而

在這六年來，我得到了許多收穫：友情、知識、人生道

理……

　　老師對我的包容和教誨也在我的腦海裏不斷地浮現，

老師的付出和犧牲也被我記在心中，而經過老師的春風化

雨，我們快樂幸福地茁壯成長，感激卻無以回報，只望日

後能不負眾望，成為一個有出息的人。

　　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因緣而聚，也因緣而

散，我與同學們經歷了不少風雨，多年來的陪伴，現在卻

要分離，難免會不捨。最後，雖然日後各奔前程，但相信

我們都不會忘記初心，各自安好。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母校、老師、同學！

符鎂淇 6A

　　光陰似箭，六年的小學生涯轉眼即逝，我很不捨，同時也很期待。
　　這六年來，我對母校的關係早已密不可分，而當中陪伴我們渡過小五、小六準備升中的階段的幾位老師更是我最親愛和尊敬的人。老師們對我們諄諄教誨，我一定會銘記在心中，努力向上，成為一個有用的人，為社會作出貢獻，定不會辜負老師們對我們的期望。
　　這六年來，我最不捨的便是互相陪伴的同學們。我們從陌生人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期間，我們一直互相扶持和鼓勵，經歷了無數困難和障礙，終於走到了這一步。
　　同時，我很期待中學的生活，希望能適應中學的課程和生活。

李慧儀 6A

曹嘉興 6B

    時光飛快地走過，我們都長大了，將要離別。
　　我們在小學中有過喜、有過悲。在各種的磨難過後，
褪去了柔軟的外殼，漸現堅強的心靈。為日後困境打下基
石，成為堅若磐石的心。
　　除了決心，還須牢記做人的宗旨：不驕、不躁、不
棄、不衝動、不懶惰……看似不重要，實則助人一世，是
成功的必要因素。
　　謹記恩師之言，謝不盡的恩！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猶如白駒過隙，又是一年的畢

業季，而今年的主角，就是我們這一屆的六年級生，回想

起以前和同學們的點點滴滴，心中閃過許多美好的一幕

幕，而如今我們就將要分道揚鑣，並升讀自己心儀的中

學，我心中也難免有些不捨。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和同學們

的鼓勵將成為我繼續努力上進的動力。希望同學們在升讀

中學後仍能孜孜不倦地學習，不辜負老師和家長的期望，

遇到某些困難時都能迎難而上，絕不放棄。就算不能做到

最好，但也一定要問心無愧。

　　最後，祝願學校的老師們身體健康、桃李滿門。

黃開鵬 6B

畢業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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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 獎項 得獎名單
10-2017至6-2018 2017-2018 香港冰球比賽 最佳球員和最佳後衛 6C 吳艾臻

13-11-2017 「聖誕獻出真的愛」創意填色比賽

季軍 1D 梁惠喬
亞軍 2C 陳煜彬

優異獎 2B 孫爾嬭 5D 黃靖童
6B 袁安琪

11-2017至
5/2018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  
「STEM世代建設─智慧城市生活」 嘉許獎

5A 羅頌璇 5A 吳嘉富
5A 吳詩妍 5A 潘慧翹
5A 石宛澄 5A 陳彥臻

8-12-2017 2017-2018年度九東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亞軍 6C 張煒壕

9-12-2017 2017-2018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九龍城區） 銅獎 6A 梁宇軒 6A徐俊曦

6A 余景昇
20-1-2018 第二十一屆聖公會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6A 林可欣

27-1-2018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A 徐俊曦 6A梁宇軒
6B 羅振軒

銅獎

6A 余恩澤 6A 李慧儀
6A 林可欣 6D 羅澤林
5A 吳嘉富 5A 吳文濤
5A 連竽權 5A 黃子軒
5B 鄧景耀 4A 周晏綺

25-2-2018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晉級賽2018(華南賽區)

一等獎 6A 梁宇軒
二等獎 6A 余景昇

三等獎 5A 吳文濤 5B 鄧景耀
1D 劉同一

3-3-2018 保良局2018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二等獎 6A 梁宇軒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梁宇軒

總成績二等獎 6A 梁宇軒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余景昇 6A 徐俊曦
數學競賽三等獎 6B 羅振軒

18-3-2018 2018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奧杯》(初賽)
金獎 1D 劉同一 6A 梁宇軒
銀獎 2A 劉佳源

8-4-2018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全國總決賽2018 二等獎 1D 劉同一

22-4-2018 2018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1D 劉同一 5A 吳嘉富
二等獎 4A 盧季衍 5B 鄧景耀

28-4-2018 第二十九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8
一等獎 6A 梁宇軒
三等獎 6A 余景昇

6-5-2018 2018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 銅獎 1D 劉同一 2A 劉佳源

6-5-2018 2018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6A 梁宇軒

6-5-2018 2017-2018全港分區花式跳繩比賽

後交叉開跳
男子高級組亞軍 6A 吳振瑋

交叉開跳
男子高級組季軍 6D 葉立智

交叉開跳
男子高級組季軍 5A 蔡文龍

18-6-2018 2017-2018年度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吳振瑋

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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