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llo everyone. As always it’s been a very busy, but enjoyable year. This 
year I worked with P1’s, P2’s, and P3’s, focusing on teaching PLP-RW 
and fostering an enjoyment of learning English. 
Amongst other duties, I also coordinated the KS2 Poetry programme, 
and of course worked with my little actors in our ECA Drama Class.
But, as in previous years, my primary focus was implementing PLPR-W.
It’s hard to believe it was seven years ago that we introduced the PLP-

RW programme at P1 level! It is an excellent programme, as it incorporates a wide variety of teaching 
activities, resources and strategies to help our students develop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e readers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cover a range of text types, and the students enjoy them very much. They are able 
to produce work that is not only of a good standard, but very creative as well. 
We also conduct activities such as Guided Reading and Guided Writing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even 
more advanced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m very proud of the work we have done over the last seven years, and believ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done a great job. The integrated nature of the program has seen a clear improvement in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which has provided me with great satisfaction and motivation.
Looking towards next year, I hope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our PLP-RW 
programme. Until next time,
Bye!

Have you met the NET????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S.K.H. St.Timothy’s Primary School

PLP R/W

二零一九年七月

校址：九龍紅磡鶴園街14 號及19 號 電話：2773 0312 學校電郵：mail@stps.edu.hk 學校網址：www.stps.edu.hk

1



  
  本年度，中國語文科參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的電子教學支援計劃（四年級）。計劃目的是透過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與科任
老師進行定期的共同備課會議，構思和設計適合四年級學生的教學計劃，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令學生更投
入課堂。這學年，老師運用不同的電子教學平台：Google classroom、Nearpod、Mentimeter、Kahoot、Movie maker 等，配合
學校的平板電腦(iPad)、WiFi-900學校無線網絡系統及Apple TV 等硬件，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整個計劃中，電子課堂設計以教學單元為主軸，分別在聽、說、讀、寫四個範疇滲入電子教學元素，例如讓學生在校園利
用iPad錄影及拍攝相片，然後利用Movie maker 製作影片，讓學生加入旁白、背景音樂等後期製作，然後學生可依據影片播
放的內容及旁白的資料進行寫作；再者，教師亦利用Google classroom的網上學生評估平台，進行「反轉教室」教學；此
外，教師還利用電子教學平台，即時與學生進行網上評估、造句練習、網上投票等。這些電子課堂讓學生即時獲得回饋和

指導，讓學生主動學習，互相分享，更激發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English Day –
   Lift Them with STEM

Inquiry-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A Birthday Present for My Mum
By Wang Ke Yong 5A

Dear June, 
How are you? My mother’s birthday is next Sunday. It will 
be fun!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day very much. 
I want to make a cardboard dog for her. It is called Puppy- 
bank and it is used for storing money. I need a cardboard 
box, a piece of A4 yellow paper and newspaper. First, 
use the newspaper to wrap the cardboard box. Then, use 
poster paint to colour the box. Next, cut two holes in the 
top of the box for putting money into the box. After that 
cut out the dog’s head and its tail. Finally, stick the dog’s 
head on the front of the box, stick the tail on the back of 
the box and stick four toilet paper rolls under the box. I 
make it because my mum and I both love dogs. 
On mother’s birthday, our family will hold a party at 
home. I will give her my present too. It will be wonderful!

What about your family? How do you 
celebrate your family member’s birthday?
Write back soon and let me know.  

Love, 
Wilson

Pupils English Writing
Chinese New Year

By Patrick Ng Kin Yu 6A
Chinese New Year is my favourite festival. Besides the 
long holiday, it’s a time for family reunions. People can 
see their family and relatives and have a great dinner 
together.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clean their house. 
Old clothes are changed for new clothes and homes are 
decorated with red paper.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good luck flowers like 
tangerine plants and daffodils are bought from the 
flower market. People have a delicious dinner with their 
family. Chinese New Year start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 calendar. Lion dances and fireworks are watched. 
Moreover,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Dumplings, 
sweets, turnip cakes and rice cakes are eaten. People 
think these kinds of traditional foods can bring them 
good luck and wealth. People visit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lucky money is given to 
children.
Chinese New Year is an important 
festival for us all.

小一生
活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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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讓學生主動學習，互相分享，更激發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學生專注地錄製旁白及製作短片。 學生觀看短片後，即時進行投票。
學生在學習平台上即時進行造句練習。

學生樂於匯報學習成果，同學均
專心聆聽。

準小一生與老師關係融合，

相信很快便能適應小學的生活。

學生在小息時拍攝影片。
學生根據課前預習的資料，上載重點，

啟發思維。
學生即時在學習平台寫出小組的

意見及發佈給全班。
同學在學習平台進行分組比賽，讓學生更

投入學習，提高學習效能。

  我校於2019年6月29日為2019-2020
年度準小一學生及其家長特意安排了「小

學生活初體驗」活動，當天活動除了讓小

一生初試小學生活，讓他們有機會上中、

英、數、常識等科目外，更讓家長了解本

校校舍設施、課程特色及支援小一學生行

政措施，還邀請家長校董伍佩華女士和

家長教師會主席陳愛怡女士，分享子

女就讀本校的親身體驗及感受。當

天學生十分雀躍，十分嚮往小學

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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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校本支援

邀請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家長校董出席

活動，為準小一家長介紹學校特色。

同學熱愛常識科STEM探究活動。

學生準時來到學校，十分期待小學生活。

小一生
活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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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學

一年級學生設計及製作彩紙花筒炮

 同學正在進行小遊艇的測試呢！

你認為這個設計還需要修改嗎？

劉老師又帥、又專業呢！

家務助理機械人，你去哪呀？

STPS立體影院開幕了！ STEM活動帶來意想不到的玩意呢！

我們正在製作小型吸塵機。這就是我們努力下的成果。

空氣就是這輪環保動力車的燃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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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際通識大賽

首次參賽，同學

雖然感到緊張，

但也能發揮出應

有的水準。

五位同學在

「學術必答

題」、「知識

睇片題」、

「競技藍紅

綠」及「通識

搶答題」回合

中，都有優秀

的表現，值得

嘉許！

奧數比賽
  本年度本校奧數校隊參加了多個奧數比賽，並囊括多個獎項︰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數
學比賽（九龍城區）獲得3面銀獎、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獲得1金2銀6銅、
2019年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決賽） 獲得1金1銅、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獲得1金4銀11銅
的佳績。 

3A班羅浩添同學於全港青少年
數學挑戰賽獲得金獎 學生勇奪佳績。

冰球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和本
校合作多年，共同努力推廣

冰球活動，每年皆讓很多學

生從中獲益不少。此外，冰

球學校的老師們會非常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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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雄赳赳的冰球運動員。 比賽前爭取時間熱身。 我校冰球運動員奮勇地作賽。

前鋒起手施射的一刻。 比賽後雙方握手，展示體育精神。

  今年，本校首次參與由香港電台及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合辦的《小學校際通
識大賽》，更有幸成為27間參賽學校之一。期望透過是次的比賽，培養同學在學科
知識、語文能力、時事常識、生活技能、團隊合作等各方面的才能。

代表我校參賽的學生包括：5A盧季衍、6A 蔣正浩、 吳嘉富、潘慧翹及石宛澄

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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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紀念堂前用心聆聽導遊講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

同學都聚精會神地認真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同學們於行程後都抒寫自己的學習後感，總結今次行程的得著。

同學們向當地小學表演校慶歌曲《跨越百載情》。

剛巧趕上日落前參觀高美濕地，風景美不勝收。

在東勢果園即時採摘和品嘗新鮮粟米
，同學們可謂滿載而歸！

在921地震教育園區前聆聽導賞員講解該次地震發生的經過。

  

 為鼓勵學生擴闊視野和豐富學生的
學習經歷，本校每年都會籌辦境外交流活

動。本年度舉辦了「台中四天考察之旅」。

   四日三夜的行程十分緊湊，除了參觀著名的高美
濕地和彩虹眷村外，還有機會體驗製作芋頭酥、紙扇

和木製筆筒，讓學生們感受「我們日用飲食，來之不

易」的道理。而行程最精采之處是到訪中科國民

小學，透過與當地學生近距離交流，互相

觀摩學習，最後互相致送紀念品，不

亦樂乎！

台

中
考察

  本年度四至五年級共40位學生參加「廣州孫中山事蹟及辛亥革命歷程探索之
旅」。學生們在兩日行程中參訪黃埔軍校舊址、中山紀念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

等地，了解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蹟和欣賞在革命過程中百折不撓的精神。參觀時，學

生們非常投入，不時向導遊或領隊發問，以引證書本所學。旅程後，學生們根據自己

的所見所聞，完成「學習後感」，與同學進行觀摩交流。

5A呂雯琦

同
根同
心
境外體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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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讓我們走到同一片天空下，一起追逐，一起成長，一
起歡笑。無數個黑夜，我們在勤奮溫習；無數個困難，我們一
起面對。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在熟悉的校園裏，慢慢變成遙遠
的回憶。
    我最想感謝我的班主任    鄧美霞老師。最初，我不願讓
她當我們的班主任。因為鄧老師是「嚴厲教師」，這個稱號全
校人人皆知。所謂「嚴師出高徒」，鄧老師批改功課時一絲不
苟；她對我們傾囊相授，將她畢生所學全部傳授給我們。鄧老
師，我想對您說：「您的用心良苦，我銘記於心。謝謝您！」

    時光飛逝，就如白駒過隙。轉眼間，我們
快要畢業，將要離開母校，向多姿多彩的小學
生活道別，與朝夕相對的老師、同學分別了。
在小學六年期間，老師、同學和父母一直默默
支持我們、幫助我們。感謝您們的付出！
    老師，謝謝您們！因為您們的悉心教導，
我才能學習更多新知識，擴闊視野。您們處處
為同學勞心，鼓勵我們努力學習，做事公平公
正，不偏袒任何一名同學。老師，辛苦了！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如今，畢業在即，同學們
快要離開校園了。
    六年的小學生活，校園裏的一人一物，一草一
木，大家都充滿了依依別情。
    親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我們很快就要分手，
各奔東西。剩下十幾天的時光，讓我格外留戀。再一
次走進校園，我只覺得這裏的一切都是親切的和令人
不捨的。
    得不到的東西總是最好的！人總是快要失去了才
懂得珍惜。以前，有些同學總是惹老師生氣，搶同學
的文具。到了現在，我才知道彼此相處的珍貴。
    親愛的老師和同學，再見了！希望有緣的話，我
們會再見。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快
要結束了，我即將離別這所充滿
回憶的校園，心中萬分不捨。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我們的成長少不了老師的悉心教
導。在我有不明白時，您們總會
不厭其煩地細心教導我們，使我
們的成績不斷提升。
    同學們也是我成長的好伙
伴，我們一起為比賽、考試「戰
鬥」，並肩作戰，一起歡笑，一
起煩惱……在我需要你們的時
候，你們會義不容辭地站出來幫
我。你們早已成為了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會永遠記住這一段快樂的
小學回憶，我和大家的友誼會天
長地久。

    在校園六年的時間，我得
到了快樂和友誼，當然心中也
有很多不捨，緣份讓我們走到
同一校園裏成長，一起經歷了
不少風雨，走過的每一步都記
在我心中。
    還記得，小六教育營的時
候，同房的人和我一起通宵聊天
和玩遊戲，玩得不亦樂乎。
    畢業了，我們即將各奔前
程，為自己的未來各自努力奮
鬥。不管未來的路有多長久，成
長路上我們一定要堅強，請堅信
每一個明天都是好的開始。
    我會帶着對校園的留戀，帶
着老師和同學們給我的祝福，自
信滿滿地開展另一個新的歷程。

畢業生感言

6A 潘慧翹6A 王欣欣

6C 賴思桐

6E 李俊傑6D 蘇煦晴

    七月來臨了，不止代表着一個學年的結束，也是暑
假的開始，可是我的心情卻悲喜交集。七月為我的小學
生活畫下了休止符，也提醒我迎接人生的新一頁。
    親愛的同學們和老師們，我們即將離別了。在小學
上課的最後幾天，看見的每一個人，都使我的目光不願
離開；我不禁想花多一些時間去細味每一件物品；我看
見校園裏的一草一木，都覺得格外美麗。一看到它們，
我對這所學校的不捨便充斥我的內心。
    小學生活在七月中旬將畫下完美的句號，大家在畫
下這句號時，都充滿了依依別情。將來，很多的挑戰會
接踵而來。而我會帶着每一句道理，每一課教導，用心
記住每一位老師的教誨，繼續我未來的學習旅程。

6B  薛凱盈

    時光如流水，一去不復回。眨
眼間，我已要離開這個養育我多年
的「鳥巢」。我就如學校裏的蒲公
英一般，老師用知識灌溉我；同學
用真心對待我，使我在老師的教導
裏，在同學的歡笑聲裏成長。
    現在我已長大成人，要離開母
校的懷抱，飄向未來，或許前路茫
茫，或許有許多難關，要由我闖
過。但我也會謹記老師的教導，一
切堅持到底，不輕易放棄。
    我即將要離開母校了，縱然有
多少不捨，我也要離開這個「避
風港」，向大海出發。我定會不
負老師的期望，不忘母校的校
訓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發光發熱。

6D 岳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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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 獎項 得獎名單

11-2018
5-2019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智』得其樂」 嘉許獎

5A韓穎欣、梁樂謙、盧季衍
雷梓浩、衛詩晴、李心怡

8-12-2018 2018-2019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九龍城區） 銀獎 6A吳嘉富、蔡文龍、吳文濤

1-2019至
3-2019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9
優異星獎 5A林菲琪
優異獎 2B藍梓勻
良好獎 2B馬家琪、2C何大俊

19-1-2019 第二十二屆聖公會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A吳嘉富、蔡文龍、黃子軒
銅獎 6A劉智鑫、吳文濤

27-1-2019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6A吳嘉富
銀獎 5A王克雍、盧季衍

銅獎
5A朱家俊、周晏綺、雷梓浩
6A吳文濤、蔡文龍、鄧景耀

23-2-2019至
25-2-2019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2018-2019）」 男甲團體優異獎

6A連竽權、吳健宇
6B李誠軒、余錦鴻

25-2-2019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晉級賽
二等獎 5A周晏綺、雷梓浩
三等獎 2A劉同一、5A李心怡

25-2-2019至
27-3-2019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優良

5A呂雯琦
5B蔡曉澄、歐陽天
6A 郁 言

直笛二重奏優良
5A朱敏瑤、張嘉儀
5C章嘉悅、5D薛欣宜

五級綱琴獨奏優良 6C陳潁淇
六級綱琴獨奏第二名 2B藍梓勻

23-3-2019 2019港奧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銅獎 5A李心怡
6-4-2019 第九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優異獎 3A吳曦賢、5C陳愷瑩

14-4-2019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2A劉同一
5A周晏綺、雷梓浩、李心怡

28-4-2019 2019年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初賽）
金獎 6A吳嘉富
銅獎 6B鄧景耀、6D張奕馳

18-5-2019 2019全港小學普通話才藝比賽 相聲‧高級組銀獎 6A王欣欣、趙翊安

25-5-2019 第三十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教協）2019
二等獎 6A吳嘉富
三等獎 6A蔡文龍、吳文濤

1-6-2019 2019年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決賽）
金獎 6A吳嘉富
銅獎 6B鄧景耀

29-6-2019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金獎 3A羅浩添

銀獎
5A周晏綺、容梓燿、盧季衍
6A吳嘉富

銅獎

3A彭德琛、陳東權
4A梁泓浩、李嘉煒
5A雷梓浩、翁偉宸、梁樂謙
6A蔡文龍、吳文濤、黃子軒
6B鄧景耀

隊際賽優異獎

3A梁善本、羅浩添
4C繆景鴻、李嘉煒
5A容梓燿、周晏綺
6A吳文濤
6B鄧景耀

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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