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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立 定 目 標 ， 勇 往 直 前
感謝上帝的恩典，提小有一群滿有愛心，願意付出的
老師，陪伴學生愉快學習。我們重視學生品德的培養，教
導學生懂得感恩，也重視師生良好的關係。
聖提摩太小學未忘初心，以愛育人，深信上帝創造每
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學生在主的愛和聖經的智慧裏成長。
透過不同的學習策略、學習經歷和課堂實踐，讓學生發揮
潛能，盡展所長。
本年度學習目標：「立定目標，勇往直前」，學校透
過為學生安排海外交流、電子學習、STEM教育，在老師
悉心的栽培下，提升學生各方面的才能及拓闊生活視野。
期望學生在新一年有著堅毅不屈的精神，立定目標，勇往
直前，在品德、學業和行為上有所增長。

跨越16載，迎戰創未來—POPY樂隊
「MegaBox全港學生音樂舞動大匯演」

成立於2003年的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POPY樂隊，是全港首隊小學流行樂隊。
POPY成立至今已有16年了，期間曾出席校
外演出超過110次之多，亦曾接受12個傳媒
機構採訪。
今 年 度 截 至 1 2 月 ， P O PY 分 別 出 席 了 由
MegaBox主辦的「MegaBox全港學生音樂舞
動大匯演」、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主辦的「攜手
滅罪共建美好龍城
嘉年華」。
POPY樂隊將再接再厲，全力以赴迎接未
來每一個挑戰，譜出各個音樂新天地。

「攜手滅罪共建美好龍城—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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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教育理想
李 嘉
大家好，我是李 嘉老
摩太
師，很開心能夠加入聖提
授常
這個 大家 庭。 我今 年主 要教
識、 數學 、視 藝及 電腦 科。
很多 經驗 豐富 和願
剛踏 入教 學生 涯， 有幸 遇到
他們 的鼓 勵和 包容 ，令
意教 導新 人的 前輩 們， 感激
我很 快融 入新 的教 學環 境。
石， 是獨 特而 無價
我相 信每 位孩 子都 是一 顆寶
己所 長， 共同 成長 。
的， 但願 同學 們可 以發 掘自

梁潔怡
大家好。我是梁潔怡老師，我
是1B班班主任，主要任教數學科、
體育及視覺藝術科。
非常高興能加入提摩太這個充滿愛
的大家庭。每天，看着同學們歡欣地上學、努力
地學習、一天一天的進步，還有漸漸地成長、積
極求進，為我注入不少的正能量。盼望在未來日
子繼續與同學們一起切磋學問、一起成長。

鄭淑 敏

大家 好！ 我是 鄭淑 敏老 師， 很
高興 能夠 加入 聖公 會聖 提摩 太小 學
的大 家庭 ，認 識大 家。 本年 度我
任
教的 科目 有英 文﹑ 電腦 ﹑常 識及 視覺
藝術 。閒 時我 喜歡 聽音 樂﹑ 吃東 西和
參
與社 會服 務， 歡迎 大家 來跟 我交 流！

梁卓明
大家好，我是梁卓明老師，主
時
要任 教數 學、 常識 和電 腦科 ，同
聖提
來到
亦是 4C 班班 主任 。很 高興
摩太 小學 這個 大家 庭！
位同
光陰 似箭 ，不 知不 覺我 已經 和各
着同 學們 每天 開開 心心
學在 這裡 一起 度過 了數 個月 ，看
我感到欣慰的事。
上學，見證大家的成長，是最令

羅繼昌
以下文章是一位五年級學生形容我：
「羅老師天生長了一副逗人喜愛的面孔，
方方的臉龐，白髮蒼蒼，粗糙的皮膚，前
額刻着一條淺淺的皺紋，粗眉大眼但炯炯有
神。幽默的他常常跟我們開玩笑，他最喜歡用
『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努力讀書』來鼓勵我們，他的嘴角
上揚，表現出幽默的神情。另一方面，他神情嚴肅，眼
睛盯着同學的功課，希望教好每個學生。」
2

潘韻予
大家好，我是潘韻予老師，我很
高興這年加入了聖提摩太小學。我是
2B班的班主任，任教英文和音樂科。
來到新的學校，每天都面對不同的挑戰，
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對我的包容和關顧，讓我很快適應
新環境。有他們的幫助，我每天都在成長。與此同
時，我也看著同學們一點一點地進步，同學們的進步
是我努力的動力。我希望各位同學都能努力學
習，也能帶着笑容度過每一天。

劉澄 如

太的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聖提摩
，主 要教 授
劉澄 如老 師， 是1 D班 的班 主任
唱團 和協 助
英文 和音 樂， 亦負 責帶 領高 小合
個可 讓同 學發
PO PY 唱歌 組。 我一 直深 信學 校是
方。 作為 一個 新老 師，
揮潛 能、 更認 識和 了解 自己 的地
成長 。我 會虛 心學 習，
我很 高興 可以 和這 裏的 學生 共同
多彩的校園生活的同
力求進步。希望同學在享受多姿
。
時， 也能 從中 學會 成為 溫柔 的人

劉亦 婷

大家 好！ 我是 劉亦 婷老 師， 主要 任教 中
文和 普通 話科 。很 高興 今年 能加 入提
摩太
這個 大家 庭， 亦很 開心 能成 為5 D班 的班
主
任。 在這 裏四 個多 月， 每天 看見 同學 愉快
學
習的 笑臉 ，是 一件 欣悅 的事 。你 們親 切的
招呼 ，
讓我 感到 快樂 溫馨 。期 望在 往後 的日 子裏
，除 了與 大家 一
起學 習外 ，還 能與 你們 一起 分享 生活 中的
樂與 憂， 彼此 學
習共成長。

范梓謙
大家好！我是范梓謙老師，很感恩能夠
加入聖提摩太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在此，
我要感謝每一位前輩的提點和鼓勵，讓初出
茅廬的我可以克服困難，做得更好。
同學們，你們一張張的笑臉，一點一滴的進步和成
長，都是推動我前行的動力。願你們珍惜和享受在聖提
摩太的校園生活，努力學習。

劉天裕
大家好，我是劉天裕老師，非常高興可以
加入聖提摩太小學這個大家庭。本年度，我
主要任教數學、常識，以及2C班班主任。
每天看着同學精神奕奕地回到學校，實是快
樂。希望同學在我的教導下可以學會不同的知
識，充實生活，在未來的日子一同努力吧！

此多
如
FU
國
祖

N

於8-1-2019當天，本校課程
統籌組與中國語文科組、英國語文科
組、常識科組、普通話科組及音樂科組合作籌
辦了一個大型的「祖國如此多fun」活動，為學生安
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增強學生
的國民教育。今次活動安排著重向學生灌輸中國傳統文化知
識，又為學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傳統手工藝工作坊（如麵粉公仔
製作及紮草蜢），讓不同級別的學生都能透過實作體驗，欣賞
及感受中國傳統工藝的精深。是日，校方亦邀請家長義工負
責「民間茶寮」，讓學生既可從遊戲及學習活動中加深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又可淺嚐到不同的中國美食。此
外，校方更邀請了區內幼稚園到校參與活動，達致資
源共享，回饋社區。活動中，我們安
排了「中國樂曲齊互賞」作為開幕
頭炮，以支持及響應這次中國傳
統文化活動，令整個校園處
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校長與嘉賓一同主持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每個攤位都各具特色，各同學都玩得很盡興呢！
穿上華服的同

學看上去特別

醒目！

看我們創作的手工藝品多神氣、多可愛！

看，區內幼稚園學生也來參與活動，多高興！

開幕禮上，同學們載歌載舞，氣氛異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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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at STPS is Fun !
   To enrich and enhance our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we have planned and conducted different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hoping that
they can not only learn English in an interesting and
lively way, but also gain confidence in using it in
their daily lives.
   Now let’s review what we have done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 Can Speak Well

Spellathon

Two-week Speaking

Monday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Recess
Speaking Time

SKHPS & AFS Junior Intercultural Fair

Reading Bees Programme

Let's meet our ELTAS!

Jonathan Morris

   I have been teaching at St Timothy Primary School
for only 8 weeks and it’s been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throughout. I get excited to teach and inform the students
in each class. I have taught, poetry, phonics and helped
with the children’s speaking skills.
   At the moment I teach P4 and
P5 students, they made me feel
welcome in the very first class
and they immediately shouted
my name when walking
through the corridors or smile
in a knowing way that they
know their next lesson will be a
fun one. They know they can joke
and have an enjoyable lesson with me.
It’s heartening to see children take to new
teacher so quickly and then get my attention because they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they know or learned. I like all the
teaching materials given to me by the school, it is a really
well organised establishment, they really know and care for
their students. The teachers are genuinely friendly
and made me feel welcome in the short time I’ve
been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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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on King

   The term was very rewarding,
as I fou nd the stu den ts and
sta ff to be ver y eng age d in
the cur ricu lum . I was inv olve d
s
teaching P4 and P6 on Wednesday

for Term 1.
on Phonics, Poetry and
   The term was mainly focused
courses weekly. The
Speaking, and we interchanged the
important, as it is the
phonics course is obviously very
guage. We went over
bedrock of learning the English lan
then did interactive
basic sounds for the target letter,
cepts. The Speaking
activities to drill-down on the con
students develop their
course was important as it helped
in speaking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their confidence
ons and production of
so we worked on their pronunciati
of the term. Teaching
logical presentation towards the end
lls helps not only with
students proper presentation ski
of speaking English in
the exams, but also their ability
general.
dents’ behaviour and
   I was very pleased with the stu
e to teach, as students
discipline and they were a pleasur
their limits.
there are willing to learn and push

STEM 科學 探 究日

不知道一年級同學所製作的花筒炮能否
成功發射呢？

推動STEM教育切合世界發展的趨勢，目的為裝備學生以應對經濟、科
學和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及社會和世界各地的轉變和挑戰。
如往年一樣，本校舉辦「STEM科學探究日」，目的是透過多元化的探究
活動，培養學生成為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終身學習者，幫助他們應對二十一
世紀的挑戰。今年，本校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不同的探究活動，務求引發學
生對科學和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做到積極參與及「從做中學習」。
本年度「STEM科學探究日」分低年級及高年級以兩日進行。低年級的學
生透過實驗，學習較簡單的科學原理。一年級的學生要利用紙杯和汽球製作一
個會噴射出彩紙的花筒炮，從而認識力量轉換的原理。二年級的學生要設計及
製作一艘能夠自動前進的小遊艇，從製作中認識橡皮圈的特性及能量轉換的原
理。三年級的學生需設計及製作一輛環保動力車，從而認識「牛頓第三定律」的
科學概念。
高年級的學生則透過多次的實驗和試驗，認識較高階的科學原理。四年級的
學生要設計一個全自動廣泛地清潔地板的「家務助理機械人」，並從活動中學習
電的原理。五年級的學生要運用光的特性，設計及製作一個能把平面影像變成立
體影像的投射器（hologram projector）。六年級的學生則要製作一個能有效地
清除桌上紙屑的「迷你吸塵機」，從而學習有關氣壓的知識。
學生們除了對分組動手做實驗十分感興趣外，還對實驗結果充滿期待。當他
們完成作品後，會再反覆測試和改良，務求能做出最理想的作品。這次活動加強
學生對生活的理解，發展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同時讓他們在研習
過程中發揮創意與創新精神。深信學生必定能透過這次親身體驗，從「做」中
「學」，有效地強化科學知識及技能。

二年級的學生分工合作，合力完成一艘極具特色的小遊艇。

真羨慕四年級的同學！我也想擁有一個能夠清潔家居的「家務助理
機械人」呢！

老師和六年級學生經過多次的測試和改良，將「迷你吸塵機」改良得更好！

三年級學生製作的環保動力車，既不污染環境，又實用！

五年級學生製作的「立體影像投射器」，投射效果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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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學
為進一步強化學生在STEM教育發展，學校

透過機械人編程活動小組，建立學生於科學、
科技、數學等範疇的知識基礎，培養創意力、
協作和解難能力，應對將來挑戰。

Science：學生利用摩打、齒輪、槓桿等科學原理設計機械人

冰壺機械人的設計

Engineering：組員配合各任
務要求拼砌不同類型的機械人

同學用心拼砌mBot機械人

Technology：接著，學習編寫程式操作機械人

Mathematics：學生還需要設定計算程式
（如速度、轉向角度等）使機械人按要求完成任務

如何將木球推進龍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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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 主 題 教學雙週
為了有效統整各級學科

內容，配合學校三年計劃（2017-

2020）關注事項，擴闊學生學習經歷，全

面發展學生的九種共通能力（特別是溝通能力、

協作能力及創意能力）。今學年，本校擬定上學期

第十二及第十三週為「跨學科主題學習雙週」。在

該兩週內，一至六年級都以「立定目標 勇往直前」
為研習主題，而各學科科任老師就此主題為各級設
計不同的學習內容。透過有效統整及結合不同的
學習經歷，以加深學生對自我潛能的認知，
從而提升個人的承擔精神，並培養學生
積極面對挑戰的態度。

常識科老師讓學生通過製作簡單機械操作，訂下目標合力解難：
以最少的波子數目推動書本。

體育科老師讓學生透過參與Beep Test 體能測試，定立目標，從實踐中向着目標努力向前。

中文科老師着學
生透過幾位名人
的事蹟，歸納他
們成功的共同因
素，並分享一次
自己因堅持到底
而最終得到成功
的經歷和感受。

視藝科老師着學生透過繪畫活動表達自己的理想或目標，並分享自己如何積極面對挫折，
勇敢向前。

數學科老師透過分組拼砌城堡活動，讓學生透過合作
解難去完成自己所訂的目標。

音樂 科老 師向 學生 介紹 貝多 芬的
用
利
生
學
生平
着
事蹟 ，讓 學生 學習 貝多 芬那
境
英文科老師創設情
而 種堅 毅及 永不 放棄
從
，
法
方
的
題
問
的精 神。
腦圖寫出解決
去面對
神
精
毅
堅
以
何
如
教導學生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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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學習日

全體師生於11月14日（星期三）到粉嶺浸會園進行戶
外學習日。當天得天父的眷顧，天氣晴朗。
當天營地只有我們一間學校使用，偌大的營地及所有
的設施，我們學校均能「獨自享用」，大家盡慶而歸。當
天營地活動除了一般的乒乓球、籃球、羽毛球、足球、兒
童繩網之外，亦有班主任帶領學生進行班本遊戲活動，增
進師生情誼。體育組還為小一、小二學生預備刺激的集體
遊戲。
營地還增設「熱燙膠珠」手工活動，學生利用膠珠，
製作獨一無二的小手工匙扣，樂趣無窮。

小一、小二學生進行集體遊戲。

校長與學生打成一片。
同學們比賽激烈。

平衡力大比拼：考考
學生的持久力！
叻叻，你真叻！小二獲勝班別。

開開心心旅行去，排隊
也醒目地捕捉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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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帶領同學於青草地上玩集體遊戲。

學生都玩得不亦樂乎！

學生輔導學校社工新成員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學校社工
楊嘉勇先生，大家可以叫我楊
sir，逢星期一、三於舊校舍當值，我喜歡與同學聊天、玩樂及協助同學
解決困難，如同學遇困難，可讓楊sir與你一同解決困難。同時我亦歡迎
各位老師及家長，如遇到學生／子女有情緒或行為上的問題或困難，可找
我諮詢，一同尋求解決方案，盼望我們能一同建立正向及愉快的學校環
境，讓學生們擁有健康的心靈，愉快地成長及學習。

喜伴同行
成長的天空活動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聯同香港大學及教育局推行
「喜伴同行」新三年計劃，透過小組活動、角色扮演等，
見證同學一天天進步。

小一生日會

小四成長的天空同學在林校長、老師、家長見證下，正式誕生啦！接下
來的活動十分精彩，考驗你們的抗逆力。

愛連繫

多謝童樂大使、愛連繫輔導員為小一同學舉辦生日會，
一齊玩遊戲、派禮物，希望師弟妹有快樂的小學生活。

愛連繫朋輩輔導員成立了，一行二十人，接受小組訓練，為鼓勵同學、老師、
家長，他們都發揮小宇宙，為同學舉辦派對、送老師零食盒、DIY賀年金魚送給
家長等，真欣賞你們的積極及用心。

手藝傳承

一班媽媽將自己廚藝、手工藝傳授給同學。看，同學多認真學習。

親子賣旗

多謝同學及家長的積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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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優秀教師
為加強宣揚敬師的精神，推薦及表揚在追求專業發展、
教學與課室管理、與學生、家長關係各方面有良好表現的教
師，本校參與了由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的「第二十三屆表揚
教師計劃」。經過全體教師投票後，葉敏毅老師當選成為本
校的優秀教師代表。
葉敏毅老師對教學充滿熱誠，愛護學生，表現專業投
入，為學生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她更擔任本校的常識科主
任，致力帶領本科老師共同努力，以致本科的科務及活動得
以順利推行，有效地提高教學質素。葉敏毅老師表示對於獲
得優秀教師獎項榮譽深感榮幸，亦為她的教學生涯帶來極
大的激勵及鼓舞。期望葉敏毅老師本著「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的服務精神，在教育事工上繼續發光發熱。

盡 顯 潛 能— 精 彩 活 動 放閃
九龍南區校際游泳比賽

賽前輕鬆地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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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自信地應戰。

今年我校派出10位游泳運動員參與首屆九龍南區校際游
泳比賽。習泳多年的6B 班劉思悅繼續奪得佳績，她獲得女甲
50米蝶泳第六名和女甲50米背泳第六名。而其他運動員都充
滿自信，他們當天奮勇地比賽，士氣如虹。此外，今年三年
級也有四位首次參加游泳比賽的運動員，相信他們定必從比
賽中獲得寶貴經驗，為來年比賽作好準備。

大師姐劉思悅再次獲得佳績。

衷心多謝家長們給予運動員的支持和鼓勵。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好手
我校四位短跑

。

友校接力邀請賽除了讓我校運動員與
其他友校的運動員建立友誼外，也可以提
供一個機會讓他們於賽道上一顯身手。今
年本校派出四位學生首次參加友校接力邀
請賽，他們無畏無懼，懷著信心和勇氣作
戰，並在兩場接力賽中奪得優異獎。只要
我校運動員繼續努力，堅持不懈，相信奪
得佳績是指日可待的事。

比賽前一刻。

雖然首次參賽，但

他們無畏無懼地作

賽。

比賽一觸即發！

小小辯論家
為了發揮資優學生的辯論潛能，增強學生的口語溝通、明辨
性思維、邏輯推論等能力，本校繼續組織中文辯論隊，培育「小
小辯論家」。為了讓學生於比賽前作好準備，本校於課後時間安
排辯論課程，提高學生辯論技巧。本年度上學期，辯論隊參加了
2018文化盃（小學）辯論比賽，比賽期間，學生展現自信，相
信下學期，同學能汲取比賽經驗，再創佳績。

6A班劉智鑫在初賽中奪得「最佳辯論員」獎項。

我們在2018文化盃（小學）辯論比賽中努力商討比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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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虎榜
日期

26-10-2018
22-11-2018
22-11-2018

比賽項目

獎項

「特色香港：放眼世界篇」
小學生填色比賽2018

優秀獎

5A 何鎧溵 5A 周晏綺

九龍南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背泳

第六名

6B 劉思悦

第六名

6B 劉思悦

九龍南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蝶泳

11-2018至12-2018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獨誦）

11-2018至12-2018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組詩詞集誦）

11-2018至12-2018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組獨誦）

優良
良好

優良

良好
冠軍
季軍
11-2018至12-2018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組獨誦）

11-2018至12-2018

2018文化盃（小學）辯論比賽

6-1-2019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初賽

8-12-2018
15-1-2019
16-1-2019
16-1-2019
1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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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名單

優良

2C 賴瑞瀅 2D 黃梓晴 5A 吳碧盈 5C 陳愷瑩
6A 周凱琪 6B 薜凱盈 6A 吳文濤 6A 連竽權
6C 林世民 6C 楊景雄 6D 彭 博
2C 周心如 3A 莊悅恩 3A 黃綽翹
3A 謝伯鴻 4A 季寶兒 4A 龔力恒
5B 石旻宜

3A 陸筳天
5A 尹雅熙

1A 馮心兒
2A 郭恩智
2B 利汶謙
2D 黃子龍
3A 符芳琦
3A 曾日朗
4B 蕭芷敏
5A 符芳瑤
5C 林海迪
5E 梁雅悠
6 A 吳詩妍
6C 陳潁淇

1D 梁詩詩 1D 吳曼嘉
2A 李熙晴 2A 陳子盈
2C 施佳豪 2D 張芷胤
3A 謝伯鴻 3A 譚卓楠
3A 詹芷欣 3A 黃綽翹
3C 黃泳堯 4A 袁偉俊
4B 譚敏婷 4D 盧浩添
5A 何鎧溵 5B 蔡曉澄
5C 葉培燊 5E 陳嘉壕
5E Singh Simran
6A 郁 言 6A 羅頌璇

1D 周 信
2A 李遠杰
2D 黃梓晴
3A 莊悅恩
3A 黃梓君
4A 蕭尊天
5A 周晏綺
5B 胡以恆
5 E 蘇明皓
6A 謝皓綸
6C 王子諾

2C 何大俊

4A 季寶兒

優良

1A 王貝妍

4B 何明莉

2B 藍梓勻 2B 馬家琪
2A 李遠杰
2A 梁晞彤
3A 黃梓君
4A 林詩琦
4C 陳昕彤
5B 曾維平
6D 李雪瑩

2A 張芷銘
2D 曾浩霖
3A 羅浩添
4A 楊文妮
5A 林菲琪
6A 王欣欣
6D 蘇煦晴

躋身準決賽

6B 李誠軒
2A 李奕彤
3A 謝嘉欣
4A 蔡詩妍
4A 蕭尊天
5A 李宛芯
6B 劉思悦
6E 陳昕媛

2A 蔡詩潁
3A 歐陽樂
4A 鄭籽琳
4A 李俊禧
5A 王克雍
6D 岳居易

6C 陳潁淇

SUPER24邀請賽

三等獎

5A 容梓燿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4×100米
友校接力邀請賽

優異獎

6A 蔡文龍 6B 鄭襄如 6C 李梓樺

九龍南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特推鉛球
九龍南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特100M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4×100米
友校接力邀請賽

三等獎

5A 周晏綺

亞軍

6D 岳居易

第五名

6E 陳昕媛

優異獎

6A 蔡文龍

6B 鄭襄如

6C 李梓樺

6C 陳潁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