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勞校教育機構

秀 明 小 學
地址：
九

校 訊

龍觀塘
秀茂坪
秀豐街
網址
2009年5月
： ht
5號
電話：
tp://
2349
w ww
3478
.sau
傳真：23
ming
79 6807
ps.ed
u.hk

升中英語能力提升活動

為配合全港中學英語微調的教育政策，本
校在英語課程中亦作出相應調整，特別為六年
級學生提供能力提升
活動。透過會話及寫
作技巧訓練，提升同
學們的英語水平，為
升中作好準備。

Good News! Our Pen Pals
我校的English Ambassadors(英語大使)於
3月開始與加拿大的學生結成筆友，他們以英文
書信或電郵作交流，不但認識了新朋友和加國文
化，更加強了英語的寫作能力。

同學在校內分享自己的優異作品。

「升中面試工作坊」讓學生熟習升中面試的形
式及加強英語會話的信心。

自信心及英語能力提升課程
本校獲香港浸會大學協助，於
2月14日及21日舉辦了自信心及
英語能力提升課程，透過英語
學習遊戲，協助學生發掘自
我，建立自信和增強溝通能
力，提升英語學習技巧。

English Day Camp
2月21日，我校同學獲邀參
與觀塘瑪利諾書院舉辦的英語日
營，我校同學積極參與比賽，在
八所參賽的友校中勇奪季軍。

外籍老師Miss Nixon
指導同學寫信給筆友。

希望加拿大的Pen Pals
很快收到我們的信。

ENGLISH CLUB
放學後，六年級同學到
English Room參與外籍英語
教師精心設計的英語活動，
提升聽、說英語的能力。

提升英語閱讀及寫作
計劃(PLP-R/W)
我校在本年度小一開始推
行PLP-R/W英語閱讀及寫作
計劃，以提升英語教學效能。
此計劃涵蓋多元化的教
材，包括故事書、兒歌、童詩
等。外籍教師與英語教師協作
教授拼音、閱讀及寫作技巧，
教育局更派顧問定期到校與教
外籍老師經常與學生進行
師們共同備課，設計生動活潑
有趣的活動，除了豐富學
的課堂，提升學生對學習英語的
生的生活經驗外，亦加強
興趣和動機。
他們活學英語的能力。

健康生活在秀明
本校於1月10日舉行「健康生活在秀明」
的跨學科學習活動，以宣揚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及
推動健康生活習慣。當天透過參與簡易的運動項
目，讓家長、學生與教師實際體現運動的樂趣，
亦藉此增進親子、師生及家校合作的關係。
大合照期間，同學們都不忘宣
傳健康生活的訊息。

校內活動
同學們為來賓作出精采的表演。

公民教育活動
我校邀請了「心創作劇
場」為同學演出名為「毒死
你」的禁毒宣傳劇。希望藉此
提高學生拒絕毒品的意識。

同學們所製作的健康餐盒幾
可亂真，令人垂涎三尺！
「加油！加油！」家長與同
學正投入親子競賽活動。

家長與同學們都被有趣的攤位
遊戲所吸引，紛紛排隊參與。

中文周

電腦科設計比賽
為提高同學運用電腦學習的興
趣，各級學生就不同題目進行電腦圖
形設計，並選出優異作品給予獎勵。

為提高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
興趣，學校舉行了「中文周」攤
位遊戲活動，老師喜見同學積極
參與，並於課堂中延續。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觀看表演。

家長日優異作品展
2月28日家長日，
當天展出了學生於英語、
美術、科技創作的優異作
品，場內還設置互動遊
戲，由「秀明機械人創作
組」同學示範及講解，家
長與同學樂在其中。

高舉獎狀，臉露笑容，各級電腦精英來個大合照吧！

親子健康
小食比賽

看來這座機械人很受家長、
同學們歡迎。

小小導賞員，表現值得一讚！

為鼓勵家長及學生發揮
合作精神及創意，於聖誕聯
歡會當天邀請家長及
同學設計及製
作既健康又
美 味 的 小
食，帶回學
校與同學們
分享。

班際小樹苗
各班同學合力透過種
植，學習用愛心及耐性栽種
花草，培養良好品格。活動
能增加同學對本班的歸屬
感，亦能讓同學們為綠化校
園作出貢獻。

得各
獎級
作親
品子
。健
康
小
食

周

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
為配合常識科課程，本校五年級學生於
2008年12月19日到深圳的中國民俗文化
村，藉著實地考察及訪問等學習活動，增加
對祖國大地和中華文化的認識、擴闊視野。

校外活動
「同根同心」
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為增強學生對國家、民
族的認同，我校35位同學在
2月13、14日到了中山、
東莞交流。透過參觀及學
校交流活動，同學們對
祖國的歷史有更深的認
識，對內地的教育有進一
步的瞭解。

大澳少林武術中心習武
1月19日，我校六年級同學到大嶼
山的少林武術中心學習武術，通過活動
既能強身健體，也可以體驗中國傳統文
化。此外，同學在大澳市欣賞漁村風
貌，更向漁民學習編織漁網和瞭解漁村
生活。

中國神七太空科技

「中國首次太空漫步
航空展」
本校學生於2008年12月12日參觀「中國
首次太空漫步航空展」，藉此提高對中國航太
科技的認識。學生看到神舟七號返回艙、中國
自行研製的艙外航太服、航太食物，以及其他
飛船搭載的物品，表現得非常雀躍。

新來港學童旅行

家長教師會昂坪
360大澳一天遊

家長、同學們都懷著興奮的
心情乘坐昂坪360纜車。

從各人的笑臉可知，當天的活動是多麼愉快、精彩。

為了讓新來港學童瞭解香港社會，學校特別為他們
舉辦「親子港
島一日遊」。
1月21日學童
和他們的家長
一起，參觀了
警隊博物館及
遊覽淺水灣。

你知道我們背後是哪個海洋嗎？

各級同學於不同時間
到校外進行學習活動。

探索香港歷史博物館

考察香港濕地公園

到香港科學館做實驗
到沙田文化博物館體驗本土文化

專業交流
上海小班化教育考察
我校陳俊敏主任、張麗歡老師、曾嘉文老
師及林瓊娟老師於聖誕假期到了上海參觀交
流。透過瞭解上海一流學校的辦學理念、觀
課、評課與教研活動，進一步深化小班教學的
策略，從而更有信心地落實到日常的教學中。

學校支援夥伴計劃
本校曾嘉文老師應教育局邀請參與2008/09年度學
校支援夥伴計劃。曾老師為本港三所小學提供夥伴支援，
通過工作坊、備課、觀
課、評課等，讓老師掌
握合適的教學策略，提
高教與學的效能。

普教中計劃
QTN種籽學校戲劇教學網絡計劃
本校參與由優質教育基金
及明日藝術教育機構合作策劃的
「戲劇教學網絡計劃」(QTN)，
成為其中一間種籽學校，致力
推動「戲劇教育」，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積極推廣兩文三語是現今教育的趨勢，
本校從二年級開始設立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
劃，希望孩子從小在良好的語文環境中受到
薰 陶 及 栽
培，從而提
高普通話聽、說能力及書
寫規範文字的能力。

老師到內地觀摩交流普教中的成效

學生樂於從戲劇中學習。

我校老師觀看內地學生在上語文課的情況

320齊熄燈活動
為提高學生節省電力的意識，本
校在3月20日參加了全港的「320齊
熄燈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環保。

環保校園

小學「有衣食日」
本校環保組參加了全港小學「
有衣食日」活動，同學們在「有衣食
日」當天盡量吃掉午膳的所有食物，
藉此表達懂得珍惜食物的重要。

賀年食物罐
回收活動
本校環保組連續第
二年舉辦賀年食物罐回
收活動，藉以減少製造
廢物，並增加同學們的
環保意識。

數 學 比 賽 —— 華 夏 盃

獲獎消息

恭賀本校學生
於1月9日參加「華
夏盃」全國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香港賽區)中獲得佳
績，共獲得一等獎（
兩項）、二等獎（九
項）及三等獎（十四
項）。

網上英文學習得獎
4A袁艷婷同學於「小小
英語街C4CAT網上學習獎勵計
劃」中，獲得優異成績，並名列
全港校際「Monthly Top10」
排行榜首10名。

「校園樹木伴成長」
徵文比賽
本年度部份
高年級同學參加了
由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主辦的「校園樹
木伴成長」徵文比
賽，其中5A梁梓
傑同學更獲得優異
獎。

香港蹼泳公開賽
2008
我校3A張鎧浚同學參
與香港蹼泳公開賽，勇奪男
子50米蹼泳第
四名及接
力雙蹼
第 二
名。

綠色學校
本校在2008-2009年
度繼續符合綠色學校獎的指
定標準，連續第三年獲評為
「香港綠色學校」。環保組
老師和幾位環保大使出席了
4月3日舉行的第七屆香港綠
色學校頒獎典禮。

一人一花活動
為培養學生對種植花木
的興趣，我校舉辦了為期四
個月的「一人一花」活動。
經評比後，我們把得獎的盆
栽在家長日中展出，供大家
觀賞。

香港學校戲劇節
本校戲劇組歷年屢獲殊榮，今年又憑
全新劇目「十．五．二十」在《香
港學校戲劇節2008-2009》中
獲得「評判推介演出獎」，
成為全港被邀請作公開演出
的二十二間小學之一。
是次比賽戲劇組共獲
取了五個獎項：傑出導演
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
出合作獎、傑出男演員（
6C鄭家翹）、傑出女演員
（6D彭詩淇、5A黃悅銣及
4A袁翠盈）及戲劇節評判推
介演出獎（小組冠軍），該劇
並獲邀於4月18日在西灣河文娛中心
作公開演出。

香港花卉展繪畫比賽
2009
初小組嘉許獎
3B胡一笑
3F蒲玉燕
2E蒲木權
高小組嘉許獎
6A鄭麗樺
6B周淑儀

我校同學參加了2009香港花卉
展覽學童繪畫比賽，當中共有5位同
學獲得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徐悲鴻杯
第二屆徐悲鴻盃青少年兒童美
術比賽頒獎禮已
於2008年12月
14日舉行。本校
共有十七名同學
獲獎。當中4D鄭
喆欣更獲香港賽
區高小組亞軍。

4D 鄭喆欣與頒獎嘉賓—
著名畫家「阿虫」合照。

朗誦比賽獲獎
我校同學在老
師指導下，在本
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比賽中，
獲得三項亞
軍、八項季
軍，及多個優
良成績，可喜
可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