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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一月，語常會提出撥款兩億元，支援學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這正好與本校的課程發展配合。

本校從本年度起，用普通話教授一年級的中國語文科(下稱「普教中」)，並逐步推展到六年級。

 本校在一九九一年已有普通話科，至今十六年。由當年的四至六年級發展到全校，由兩位教師任教，至

今已有十四位教師達到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的普通話科基準，可見本校教師

的專業發展與時並進。

 本校近年舉辦了許多普通話活動，例如：普通話廣播站、話劇、兒歌比賽、普通話日和

普通話朗誦等，致力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在暑假期間，我們為本年度所有的小一學生和家

長舉辦為期十天的免費暑期普通話班，得到不少家長和學生的支持，讓我們喜出望外。

 普教中不僅是教學語言的改變，還有教學法的更新。因此，我們以提升整體學生的學習

成效為目標，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和評估方法。我們赤會在量與質兩方面爭取更多的

資源和專業的支援，讓普教中穩步發展。本校已得到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的蔡一聰先

生的協助，透過共同備課，修訂每個單元的學習重點和設計工作紙，並將學習材料放在

網頁上，讓家長與學生更好的適應普教中。

 「萬丈高樓從地起」，雖然我們現在有了一個好開始，在普教中的課程發展上，我

們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今年，我們剛與內地省一級的小學--中山市的東區雍景園小

學締結成姊妹學校，並期望在教學專業發展的路上，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以繼往開來

的決心，邁向全日制。



Miss Lovery is teaching the parents
vowel sounds.

We deeply appreciated the parents’ 
direct participation.

Miss Tzai is helping this parent 
pronounce the sound of the word.

These parents are having an interactive activity.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s of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ESL program.   Halloween is a popular 

holiday that evolved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from older traditions that had accompanied waves of Irish immigrants 

to the USA. Halloween-oriented activities can present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Western 

cultures and, by extension,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this activity,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some of the 

traditions associated with Halloween through games and the Internet. 

本校英文組於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舉行萬聖節活動(Scary Halloween)，讓學生認

識西方節日的意義及提昇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當日全校學生戴上萬聖節頭飾，老

師們在小息時為同學們化妝，同學們化身「萬聖節精靈」，向老師大聲說出「trick 

or treat?」或同唱萬聖節歌曲，便可得到美味的糖果。老師與同學一同度過一個開

心愉快的萬聖節，場面非常熱鬧。

透過這次活動，同學們能認識萬聖節及感受該西方節日的氣氛，在課堂上老師會透

過不同萬聖節遊戲、歌曲、急口令等，讓學生學習與萬聖節有關的英語，讓學生度

過一個歡樂又兼具教育意義的上課天。

 看!同學們多精靈!謝老師用心地為同學化妝。梁老師畫的蝙蝠很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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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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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讓學生親手種植及進行科學探究 。在進行科學探究前要進行假設，控製實驗的變項，定

期作出觀察、紀錄，最後作出總結及同儕互評。

 我們將二年級四班分成兩組，一組觀察用水、醋、油、鹽水、糖水及肥皂水灌溉下的植物(文竹)生

長情況。另一組觀察生長在陽光下及沒有陽光下的植物生長情況。

 教師發現學生對實驗深感興趣，初步明白科學探究的意義。學生的紀錄及觀察早期未能仔細完

成，但經老師指導後，往後的紀錄略有進步。

 二信班陳旖翹認為透過這個活動，她發現植物需要吸收陽光和水份，看見植物一天一天地健康生

長，感到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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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校運會已於2007年的１１月８日盛大舉行了。當天場面熱鬧，我這位小記者有幸於當天進行採訪。五年級跳遠和擲球

的女子組冠軍－五信班徐佩筠同學和五望班Kathleen同學亦接受了我的訪問，她們同樣表示拿到冠軍後感到很開心、很興奮。此外，

我訪問了她們今年的金牌會掛在哪兒，她們分別表示今年的金牌會掛在去年的金牌旁和沒想過這回事。我這位小記者做了一個小統

計，大多數的同學都參加了擲球，因為這個項目既容易，又不用消耗太多的體力。

 除了同學們激烈的比賽，校運會的另一個焦點就是班際啦啦隊大賽了！當天各班的啦啦隊各出其謀，有的跳舞，有的扔紙飛

機．．．．．．而啦啦隊大獎的得主是分別－四信、五信及六信班，不過其餘各班的表現亦絕不遜色。

　　別忘了，校運會還有兩個焦點，其中一個是促進家長和同學關係的好活動，答案呼之欲出了吧？是親子接力比賽！今年的五年級

冠軍是五望班陳君堯同學及其家長，不過很可惜，我這位小記者無緣跟這位冠軍進行訪問。可是，我跟亞軍－五信班林紫均同學及其

家長進行採訪。他們一同表示獲獎後感到很高興，而獎牌則會放在一個容易看見的地方－其衣櫃門！而另一個焦點呢？就是班際接力

大賽。今年的五年級冠、亞和殿軍均由上午校奪得，而季軍則由五望班奪得，我又無緣跟他們進行訪問了。

 我校的駐校社工鍾淑珊姑娘表示今年是她第二年參加這個盛會，今年比較喜歡啦啦隊，跟各啦啦隊一起為同學打氣特別興奮！

 沒試過參加這個盛會？你可要多等一會囉！

文：五信杜苑瑩

採訪：六德鍾詠詩、五信彭呈希、四望陳容甄

攝：六信陳國宏、六望雷震霆、四信陳穎楓、四信蔡燕玲

插畫：五信胡海喬

校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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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   大  眼睛 伍下校園報小記者

培訓工作坊
我校為小記者提供了「伍下校園

報小記者培訓工作坊」，工作

坊由現職資深記者及老師協助培

訓，教學目標由認識記者的工作

為引線，讓學生明白為何記者寫

稿時不能犯錯，並透過寫作遊

戲，加強學生描述事件的能力，

以至掌握搜集資料和發問的技巧

──「六何」。學生更有機會衝

出課室，擔任小記者採訪各界人

士，還會學習如何撰寫一篇具吸

引力的稿件、起標題和版面設計

等，出版一份真正屬於自己的校

園報。

小記者正扮演記者，
並使用「六何法」採訪
事主事發經過。

老師們利用模擬記者會及預錄好的新聞節目片段，指導學生認識好問題的定義，怎樣在問題
中滲入「六何」元素，及認識與人溝通應對時應有的態度。

各小記者表現積極踴躍，並互相選出最
好表現的新聞組

老師沿用家傳戶曉的「小紅帽」故事，以不同
的角色引導小記者如何掌握「六何法」作出一

篇公正持平的報導。

插畫：六愛王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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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

圖書館活動剪影

天 天 閱 讀

樂分FUN: 
本年度利用新的
紀錄卡:
「閱讀易賞卡」
給同學紀錄閱讀
積分，每月的顏
色也不同，真是
七彩繽紛啊！

海報及書插設計比賽
學期初圖書館舉辦了以閱讀為主題的海報及書插設計比賽，勝出的

同學可獲書劵一張，現在就讓我們欣賞一下他們的作品吧！

書
插
設
計

海
報
設
計

冠軍: 三信 吳美雅 亞軍: 三德 駱施叡 季軍: 二愛 許心蔚

冠軍: 四德 羅家蔚 亞軍: 五信 鄭凱冰 季軍: 六愛 黃逸意

書名:	Milly	Molly生活日記

出版社:	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怎樣教導孩子面對死亡？孩子愛說慌，怎麼辦？怎

樣令孩子學懂與人分享？相信父母有時候也面對這

些孩子常見的問題。Milly	Molly生活日記透過32個

寓意深遠的故事，以孩子的日常生活為主題，利用

有趣的圖畫故事，讓孩子懂得怎樣學會情緒管理，

培養孩子優秀的人格特質和開朗的性格，建立正確

健全的價值觀。另外，更設有親子手冊，該手冊能

根據每篇故事中的價值觀，提出看法和導讀，幫助

父母學會如何與孩子互動，建立彼此的信賴與安全

感，也讓父母更加了解孩子的想法。

Reader’s Spotlight:
Title: Felicity Wishes

Publisher: Hodder Children’s Books

Reader’s  Spotlight is a new programme that is collaborated 

wit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wo students will introduces some 

interesting English books to their classmates during assembly 

time. In October, two P.6 students introduced a series called 

“Felicity Wishes”.

Felicity Wishes and her friends have lots of adventures in these 

three fantastic short stories books.

Felicity Wishes is a magical Fairy Princess who is able to do what 

all little girls wish they could do. She grants wishes with the 

simple wave of a glittery wand. She lives in a place called Little 

Blossoming where she attends the School of Nine Wishes. She 

is a Fairy Princess in training but is working hard to complete 

her studies to become a fully-qualified Friendship Fairy. Her best 

friends include Daisy, Polly, Holly and the little blue bird named 

Bertie D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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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所有」
知足者貧亦樂，懂得凡事知足

感恩的，是心靈富有的人
我去年曾到訪柬埔寨一所聾啞學校，這裏課室設

備簡陋，沒有電視、沒有空調、沒有投影機、也

沒有電腦！學生們穿的都是殘舊校服，他們穿的

只是拖鞋，負擔不起的，唯有「赤腳」上學。這

裏很多適齡學童因家境貧窮、為幫補生計而被迫

放棄讀書的機會！他們並沒有因身體殘障而自怨

自艾，反而積極樂觀地去面對各種挑戰、珍惜讀

書的機會、合力保護這所「完美的學校」！令我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操場上看到一位天生患有

小兒痳痺症的小朋友與同伴一起踢毽子的情況，

他拿着一支拐杖配合另一隻健全的腳走來走去、

用盡全力去迎救每一球，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們頑

強的生命力和永不放棄的精神！										

																																																					王桂萍

「師」天地

耶穌曾經在一次祝福小孩的時候，對他的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跟前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主
的國正屬於這樣的人。」（谷10：14）耶穌不是說天國只是為小孩而準備，卻是邀請我們把眼光放在
這些小孩身上，因為小孩用一顆純潔無邪的心親近耶穌，他們虛心地走到耶穌面前尋真求知，並赤誠
地依賴耶穌，所以他們找到了在人群中守候著我們的耶穌。 

耶穌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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