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 學 習之旅  

  本年度，我校二至六年級學生代表參加
了由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World STEM 
Association）舉辦的「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比賽目的在於鍛鍊學生

的解難能力，培養學生在科學、科技、工程

及數學的認知水準。我校學生在比賽中獲得

多個個人及團體獎項，在校隊總排名中更榮

獲總冠軍，成績令人鼓舞 !

小二及小三分別榮獲殿軍及亞軍！

小六學生參賽經驗豐富，除了獲取多個
個人獎項外，同時亦榮獲隊制季軍！

「勝不驕，敗不餒」，期望
同學們在複賽中再創佳績。

小四學生首次參賽，便獲得冠軍，
成績非常亮麗！

  本校校監、校長及三位老師於一月上旬，帶領三十名四、五年級同學，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參加一連
兩天的宗教及文化學習之旅。在是次旅程中，同學們透過參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以及聖公會馬禮遜堂，了解基督教於澳門發展的歷史。此外，同學們亦到訪多處著名的澳門景點，包括大三巴、

澳門博物館、松山燈塔、龍環葡韻和官也街等，觀察當地的文化，並欣賞澳門各地的美麗景色。同學們在旅

程中除了積極學習外，亦不忘留下倩影。

同學們到聖公會馬禮遜堂參觀，並在教堂前留影。 到訪澳門，當然要到地標──大三巴來一張大合照吧！

二零二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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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H  St.Timothy's  Primary  School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松山燈塔，蔚藍的天空高掛我的夢！潘牧師及蔡高中學陳志君校長和大家一起合照。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盡顯 潛能



  為加強宣揚敬師的精神，鼓勵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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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計劃」。經過全體教師投票後，盧俊錠老師和蔡美珠老師當選成為本校的優秀教師代表。

  盧俊錠老師和蔡美珠老師分別為本校的中文科老師，對教學充滿熱誠，愛護學生，為學生營造快樂的學習環境。兩位得獎教師表示對於
獲得優秀教師獎項榮譽深感榮幸，亦為她們的教學生涯帶來極大的激勵及鼓舞。期望將來仍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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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曾美玲老師，今年有幸成為 3B班的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音樂及視藝科。今年我很高
興能成為聖提摩太的一份子，每天看着同學快快樂樂、認認真真學習的樣子，也使我欣喜，相信同學亦很

喜歡這兒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吧！

  曾老師很喜歡大自然，週末時會到郊外行山和踏單車，放鬆心情。藍天白雲、青山綠草也全是天父手
所創造，而我每次看到天父美麗的創造，也感到很奇妙。而我們每個人也是祂的奇工，我們每一個也是很

獨一無二的，相信每位同學也有自己的長處，願大家能夠在這裏用功學習，把握機會發展潛能。

實踐教育 理 想

  大家好！我是王祖怡老師，這個學年我任教的科目包括中文、普通話及視藝科，在星期五活動小組帶領小廚
神班。很高興今年可以加入聖提摩太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也十分感激前輩們對我的提點和包容，使我很快就能

適應新的教學環境。感恩可以在這裏與同學們一起參與校內不同的學習活動，分享學習的樂趣。

  在忙碌的教學日子裏，我最享受的是早上當值的時段：認識的同學們會熱情地過來跟我打招呼，不認識的同
學們也會好奇地問我問題，讓我感覺像「明星」一樣；從一開始不太了解你們，到現在你們會主動過來和我聊天，

告訴我很喜歡我的課堂，看到你們率真可愛的笑臉，這一切都讓我感覺窩心和溫暖。

  希望在這個學年，可以繼續與你們互相學習，共同進步，一起分享你們成長中的樂與憂。

 我是陳詠婷老師，今年我主要任教中文、常識及視藝科，很榮幸加入聖提摩太這個大家庭。我很開心可以教
導一群活潑可愛的學生，這裡的老師都熱心關懷我，很感恩呢！

  在這裏常看到孩子天真爛漫的神情，活潑開朗的性格，讓我不其然地感受到他們自然純真的快樂。我相信每
個孩子都是與別不同的，透過愛心、多點關顧、多點鼓勵，我相信他們都可以發揮自己獨特的才能，愉快學習，

健康成長。由學期初到現在，同學們在學習態度及不同的領域發展上都不斷進步，這正是老師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希望你們能一直奮力前行。

  在空餘時間，我喜歡去旅行。旅行時，我們可以擴闊視野，可以學習更多不同的事物，亦能放鬆心情。希望
未來的日子裏，可以和大家一起愉快地學習和成長吧！

新教師自 我 介 紹

王祖怡老師

陳詠婷老師

曾美玲老師

表揚優秀教師 

蔡美珠老師 盧俊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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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課程統籌組於 14-1-2020聯合了中國語文科組、英文科組、
普通話科組及音樂科組合作籌辦了一個大型的「中國文化繽 FUN
日」，為同學安排多元化的攤位遊戲及工作坊，豐富他們的學習經

歷，增強同學的國民教育。是日，校方亦邀請了家長義工負責「民

間茶寮」，讓同學既可從攤位遊戲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又可淺嚐中國的特色小吃。

  「傳統掛飾賀新歲」是文化日其中一個工作坊，目的是讓同學從學習中國吉祥結的編織方法
中，了解中國古老裝飾結的用途及其象徵意義。吉祥結編織方法簡易，五年級及六年級同學在三

位導師的悉心指導下，不消數分鐘，一個結形美觀、顏色亮麗的吉祥結，便從同學的巧手中展現

出來。同學拿着自己編織的「製成品」感到既興奮，又雀躍。同時，他們也樂於向身邊的同學分

享編織的竅門，互助合作，值得嘉許。

  「妙手塑偶」工作坊是每年三、四年級同學都非常期待參與的活動。同學在經驗豐富的麫粉塑偶師傅指導下，專心、耐心、精心地創
作鼠年的吉祥物。看着手中

的麫團，被搓出老鼠的頭形、

體形，再加上四肢及長尾巴，

最後來個畫「鼠」點晴，鼠

年的吉祥物便大功告成。師

傅還讚賞同學，能物盡其用，

利用剩餘的麫團，為老鼠添

上蝴蝶結、花束、冰淇淋等，

令創意發揮得淋漓盡致，各

具特色。

中國文化繽 FUN 日

看！穿上華服的同學多神氣！

導師講解中國古老裝飾結的用途及其象徵意義。

五年級同學展示自己的作品。

同學拿着自己編織的「製成品」。

感謝家長抽空製作茶點，同學們都吃得津津有味呢！

服務生協助同學編織吉祥結。

每個攤位都各具特色，各同學都玩得很盡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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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Open Day, students were able to visit our Talkbo station. Here 
they could interact with our English speaking robot Alexa. Everyone was 
excited to talk to her and enjoyed the activities very much.

Mr. Shane Storytelling
Our NET teacher Mr. Shane conducted an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in the English Room with Miss Poon. 
With the help of puppets and songs, students visited an imaginary zoo. They loved the story very 
much and their parents were proud of their efforts.

ELTA
Our ELTA, Miss San, worked with P6 students. Amongst other things, she taught phonics and poetry. 
Students participated very well in her lessons and produced some excellent work. She also conducted 
interesting and fun activities at recess to promote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our school.

Talkbo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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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教育在本港佔一重要的席位，為了培養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心，加強
他們的科學思維，本校如往年一樣，為學生舉辦「STEM科學探究日」。期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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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上學期的愉快學習周，本校為二、四、六年級學生安排不同的
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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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學生透過環保物料，製作一艘能夠自動前進的小遊艇。

老師和學生都非常投入呢！

學生化身為小小工程師，動手製作火箭車。

看！這就是他們的製作品了！

高年班學生經驗豐富，看他們多有信心！

經過反覆測試和改良，機械閘燈終於製作成功了！

科 學探究日
二年級：自動小遊艇

四年級：模型火箭車 六年級：機械閘燈

學生更要在車底加上固定錨和金屬圈。 同學們表現良好，老師也感到高興！

經過多次改良，小遊艇行走距離愈來愈遠了！

學生正在編寫程式及連接 mic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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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強化學生在 STEM教育發展，學校積極參
與先導計劃及活動，藉此更有成效地提高學生的創意力、

協作和解難能力，應對將來挑戰。

   本校今年成功參與中國移動與教育出版社合辦的 5G 
STEM先導學校計劃，於六年級引入 5G科技及物聯網的教學課程，讓學生更多機會認識

STEM教育的最新發展和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學校亦於愉快學習週與CODING101合作舉行STEM探究日，配合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更積極參與，務求做到「從做中學習」，
並建立校園 STEM學習的文化。   

學生開啟 Ipad的藍芽功能與「micro:bit」進行溝通交流。

經歷過不斷的測試、除錯、修改程式等工序的學習
過程，最後成功控制機械閘機的開關系統。

及 編 程學習

同學透過編程，
「Object Block」就能與物聯網進

行訊息傳遞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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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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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做好事 熱愛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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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培養學生積極參與，樂做好事的態度。

常識科老師讓學生通過處境式角色扮演及解難，帶出參加活動要有恆心，
並努力學習，愛自己，才能夠享受活動帶來的樂趣。

體育科老師讓學生透過護脊操，培養學生愛護身體
的習慣及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達至「熱愛生命」

2A 盧德銘

中文科老師着學生根據班中被守護同學的
需要，寫一份守護者計劃書，並透過實踐
行動，培養關心別人及樂做好事的態度。

數學科老師讓學生動手做，製作方柱，並在方
柱上寫出打氣的語句送給他人，以鼓勵同學。

6A李柏廷 4C郭皓勤

視藝科老師着學生運用環保物料製作簡單樂器，從而培養他們樂於
嘗試、堅毅的學習態度、發揮創意及立體創作技巧。

跨學科主題教學雙週

音樂科老師讓學生透過聆聽郎朗歌曲，發揮聯想，畫出
或寫出自己聯想到的「美好」東西，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2A 陳梓涵
電腦科老師着學生透過學習使用粉刷、噴槍等筆刷
來美化大自然，從而培養學生熱愛大自然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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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師生於 11月 11日（星期一）到西貢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進行戶外學習日。當天得

到天父的眷顧，學生在晴朗的天氣下進行戶外

活動。

  當天營地只有我們一間學校使用，所以學
生有較多活動空間和使用設施次數也較多，可

以說是獨享整個營地。營地除了提供一般的乒

乓球、籃球、羽毛球和足球活動之外，還提供

一些教練活動，例如 :運動攀石、箭藝、滾軸
溜冰、兒童遊樂場、兒童繩網陣等等。

  此外，班主任更帶領學生進行班本遊戲活
動，師生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增進師生之情

誼。體育組還為小一、小二學生預備緊張刺激

的集體遊戲，他們積極投入參與。當天大家都

非常享受，度過了快樂的一天。

學生在兒童繩網陣上化身成為「蜘蛛俠」。

各一、二年級的學生皆積極投入參與集體遊戲。

同學認真地認製作營地提供的小手工。

校內的足球小將在新興建的足球場上大顯身手。

戶外學 習日

班主任帶領學生進行班本遊戲活動。

同學非常留心箭藝教練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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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童樂大使於小息時在社工室當值，
你們的盡責及用心，值得讚賞。

小四成長的天空同學，啟動禮後，看到你
們於每次小組的成長，真為你們感到高興。

同學最喜歡玩的是哪個遊戲呢 ?大家在家亦可以與爸媽比拼一番。      

新搞作，種植車厘茄、草頭公仔，
同學自己播種，期待發芽、開花、結果。                                                                                            

欣賞愛 .連繫朋輩輔導員的付出，你們由製作展板、設計
小遊戲、預備禮物、推廣活動，目的希望為同學們打打氣，

給與正能量，勁呀 !  

學生輔導活動花絮
童樂大使

桌遊天地

園藝至叻星成長的天空活動

愛·聯繫朋輩輔導員

教師培訓日，老師們也要學習鬆一鬆，關顧自己的需要。

教師活動

親子賣旗，多謝同學及家長的支持，辛苦啦 !

親子賣旗

手藝傳承

出爐蛋撻，正呀 !包餃子，沒難度，全靠義工
家長的付出，同學們可以又食又學。

家長們自我增值！提升管教子女的技巧。

家長活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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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於2019 年11 月23 日（星期六）舉辦了一個名為「『樂在提摩太』體驗活動日」，透過學生成果展示、攤位遊戲及多元化的體驗活動，
讓外界對本校課程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當天，校方既安排了一些科本學生成果展示、攤位遊戲，也設計了不同科目的課堂體驗，各活動

別出心裁、各具特色。是日參與的區內幼稚園家長踴躍，且在參觀後給予不少正面的評價，達到預期的活動目的。

到校幼稚園家長及學生參與不同形式的課堂活動，表現得很雀躍、很投入呢！

樂在提摩太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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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參觀的家長對學生的學習成果展示給予很高的評價。

到校幼稚園學生、家長與 TIMO拍照、留下美好的一刻。

齊來做個相架，把拍下的難忘照片套起來，真有趣！

各科設計的攤位遊戲既有趣又有心思，參與者玩得很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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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項目 獎項 學生名單

11-2019至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獨誦）

冠軍 5A龔力恒

優良

1A鄧凱盈
1C張峻龍
2C李盈瑩 馬 赫
3A林菲莉
4A詹芷欣 許其駿
4C馬浩然 余采叡
5A林詩琦
6A 吳碧盈 
6C陳愷瑩 黃子軒

良好

1D莊軒朗
3A羅巧怡
4C何子渝

11-2019至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組獨誦）
優良

1A鍾于富 楊志軒
1B黎敏儀
1D鄧嘉晞 羅梓萱
2A王貝妍 吳曼嘉
2B廖芯怡
3A曾浩霖 黃珮兒 梁惠喬 賴卓琳
3B陳子盈
3C張芷胤
4A黃綽翹 莊悅恩 譚卓楠
5A鄭籽琳 蕭尊天 
5B譚敏婷 區鉅泓 黃溢朗
5D宋家樂
6A周晏綺 何鎧溵 梁樂謙 朱沛弦
6B歐陽天 蔣溢充
6E星先雲 梁雅悠

良好 3A黃子龍

11-2019至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組獨誦）

亞軍 3A何大俊
季軍 2A葉佩錡

優良

1A歐陽逸澎
2A張美悅 
3A劉同一 李遠杰
3B馬家琪 蔡詩潁
4A黃梓君
5A季寶兒 楊文妮 蕭尊天 鄭籽琳
5B蔡詩妍
5C陳昕彤
6A李宛芯 林菲琪

良好
4A楊 曼 羅浩添
5C黎 瑜

5-1-2020（日）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6A李心怡 雷梓浩
5A繆景鴻 羅曉颺 勞梓喬
4A羅浩添 孟梓粱 

二等獎

6A盧季衍 周晏綺 翁偉宸 
5A李嘉煒 梁泓浩 賴輝濠 蕭尊天 朱梓豪 
4A陳東權

三等獎

6A容梓燿 朱家俊 梁樂謙 王克雍
6C高銘涵 
6D施錦霖
5A林詩琦 莊雅晴 潘柏翹 沈炫霖
4A吳雅濠 彭德琛

26-9-2019（二）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4×100米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優異獎

4B章嘉熹 5B戚銳濤
5C楊錦華 5D曾浩軒

女子組
季軍

6A韓穎欣 6A何鎧溵溵
6A呂雯琦 6B覃泳詩

16-12-2019（二）
聖公會基樂小學4×100米

友校接力邀請賽
優異獎

5A莊雅晴 5A謝斯涵
5B戚銳濤 5D曾浩軒

14-1-2020（二）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4×100米

友校接力邀請賽
優異獎

6A韓穎欣 6A何鎧溵溵
6B陳榮權 6C葉培燊

21-12-2019（六） 第十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6A林菲琪

15-1-2020（三）

九龍南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100米

優異獎

4B章嘉熹

九龍南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100米 4B陳芷清

九龍南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100米 5C楊錦樺

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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