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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試後活動
跳繩比賽
何偉老師

一年一度的班際跳繩比賽於一月中順利完成。今年，我們
請一至三年級老師於每班派12名同學參賽。比賽當日，參賽的
同學都施展渾身解數，希望帶領該班勝出比賽；而打氣的同學
都全情投入，絕不欺場。宣佈賽果的一刻，勝出的班別更欣喜
若狂，全場為他們佈滿掌聲。希望各位同學在這次比賽中都能
感受到運動的樂趣及多做運動，成為健康的好孩子！

跳繩比賽成績
P.1
冠軍 1B
亞軍 1D
季軍 1E

P.2 P.3
2A 3E
2C 3B
2D 3D

感謝家長義工在活動中悉心的幫忙！

羅德禮老師

王麗蓮老師

11月29日是陽光普照的一天，黃校長、羅副校長、洪主任、老師們和同學們一起前往澳門進行考察。我們首先到「澳
門歷史城區」遊覽大炮台、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等，了解澳門的文化歷史與建築。然後，我們在觀光塔360°旋轉
餐廳享受豐富的自助午餐。最令同學們樂而忘返的可算是澳門科學館，展廳主題包括太空科學、兒童科學及聲學等。
展覽以知識性、科學性和趣味性並重的互動展品為主，同學們從親自動手的過程中享受探索科學的樂趣。看見同學們
滿足的笑容，相信他們從這次學習經歷中獲益良多。

P1-3 攤位遊戲
曾佩瑩老師

參觀澳門科學館的機械人熱舞團。

澳門考察團後感

愛〈深〉理髮站

4A黃浩樺

4B楊敏

爲 了加強我們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認
識，學校在去年十一月舉辦了一次澳門考
察團，安排四年級同學到澳門進行一日實
地考察。
我們早上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往澳
門。港珠澳大橋現為全世界最長的沉管隧
道以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
到達了目的地，我們先後參觀了全澳
門最高的大炮臺、大三巴牌坊和盧家大屋。
接著，我們參觀了議事亭前地，那裏人山
人海，被塞得密不透風呢！
中午，我們乘車到觀光塔60樓參觀和
午餐。最後一站是我最感興趣的科學館了，
因 爲 那裏有很多有趣的實驗儀器讓我們體
驗，令我大開眼界。參觀後，我們便乘車
到澳門口岸回港。
經過這次考察團，讓我更深入瞭解澳
門的歷史，我希望下一次有更多同學可以
參加這類考察團。

11月29日， 校 長 和 老 師 們 帶 我 們
往澳門進行考察。我們去了著名的大三
巴牌坊、大炮台、議事亭前地和盧家大
屋。老師還帶我們到360°旋轉餐廳吃自
助午餐。那裏有很多美味的食物，而且
風景很美，還可以看到別人玩「空中飛
人」和「空中漫步」。
我印象深刻的是去科學館。其中一
個 展 覽 廳 裏 有 兩 個 裝 滿 水 的 裝 置， 還
有很多五顏六色的球。我把球放進一個
管子裏，裝置噴出很多水，我的頭髮也
濕了，我玩得興奮忘形。另外，有一個
展覽廳裏有很多不同的樂器，當展覽廳
裏噪音很大時，其中一個裝置的燈會亮
起，十分有趣。還有一個展覽展示如何
分類垃圾，我們坐上垃圾分類車玩垃圾
分類遊戲。我從展覽及遊戲中學習到有
趣的科學和環保知識，非常難忘。

洪寶如主任
本 校 在1月13日 安 排 了 義 工 髮 型 師 為 受 資
助的同學提供免費剪髮服務，藉此宣揚關愛的
信息。當天有3名髮型師來到我們深小，髮型
師用心為每一位小朋友剪髮，同學們亦表現興
奮及感謝。

English Fun Day

同學對各種STEM
實驗充滿興趣。

同學們全情投入參與
「地壺全接觸」活動！

髮型師專業地為同學剪出
合適他們面型的髮型。
大家一齊看看同學們的新髮型多好看！

同學登上澳門最高建築物—澳門塔，
大家都十分興奮。

Mr Fong Tsing Wai

Drama:	Robin Hood
Robin:	Learning English is always fun!
Mr Fong:	Drama education allows us to take a step away from traditional
classroom learning.
The characters, student MC
A P.6 student: Hooray! Robin Hood got it!
and teachers are on the stage.
The above quotations
are the true reflection of the drama performance which was held
on 13th January. On that day, a crew of five actors, actress and
technician set up the scene in the morning. Altogether they had
performed the drama twice for our students. Students’ laughter with
excitement echoed in the hall the whole day. They were further
stimulated by the involvement of teachers’ dancing on the stage,
the interactive conversations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characters.
Let’s take a group photo! Cheer!

同學更一嘗旋轉餐廳的美食
同時享受美景的經驗。

6月號

地址：深水埗深旺道 101 號
顧問：黃鳳霞校長

網址：http://www.sspgps.edu.hk

編審小組：洪寶如主任，王麗蓮老師，羅德禮老師，曾佩瑩老師，吳家欣老師

中國文化嘉年華
詹建慧副校長

李小麗主任

每年一度的「中國文化嘉年華」於2020年1月21日圓滿結束，當日活動十分豐富，除有精彩的文藝表演外，更有
別開生面的「親子中國人物扮演大賽」，家長們都悉心為孩子們裝扮成不同的中國人物，例如：呂布、孫悟空、武則
天等，扮相維肖維妙，令人目不暇給。此外，更有由中學生主持的中國文化攤位、中國民藝坊、中國民間小食、家長
教師會的精品及小吃義賣、深官義工隊攤位及嘉年華大型遊戲等，校園每個角落都充滿了孩子歡樂的笑聲。是次活動
不但能展示及分享學生在中國文化藝術的學習成果，更加強了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欣賞的能力。

校長跟同學參觀古蹟大炮台。

大家在澳門博物館前來個大合照。

校訊
2020年

活動中
學習

恭喜各得獎班別！

本校為同學安排了上學期試後活動，讓同學
可以考試後輕鬆一下，於遊戲中學習。
活動後，導師和同學們拍大合照，
同學們滿心歡喜，喜形於色。
本 校 很 重 視 學 生 的「 開 心 指 數 」， 希 望 學 生
能做到弛張有度。同學們認真溫習考試後，校方精心安排精彩有趣的試後活動。讓一至三年級同
學們遊戲時遊戲，當天喜獲家長義工到校協助維持秩序。
當天活動豐富精彩，有百發百中、躲避盤、地壺全接觸、投投是道及無敵乒乓球。同學們對
活動全部都點頭稱讚，最後每位同學更獲得禮物。

深水埗官立小學

澳門考察團

活動內容﹕

典禮

典禮及中國文藝表演
醒獅點睛、中國鼓、中國舞、中樂團、
「親子中國人物扮演大賽」走秀總決賽、
頒發P.4五聲音階作曲比賽
中國民藝坊
龍情墨意、揮春「自由油」、譜出色彩
中國文化攤位
歇後語（一）、歇後語（二）、
中華文化對對碰、詩詞對對碰、
中華食物格格中、中國服裝拼拼拼、
中國民間小食
中國民藝活動
投壼、門球、射箭、陀螺、扯鈴、
高蹺、鐵環
其他活動
彈彈跳城堡、激流滑梯彈床、
滑道滑梯、釣Duck開心、
家長教師會精品及小吃義賣

矯健的獅子跨步、跳動，威風凜凜，齊祝
同學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轉着八角巾、提着爆竹、扭起央歌舞，
中國舞的團員們穿着美麗的舞服，歡歌起舞，
帶來活潑、熱鬧的「過大年」。

親子中國人物扮演大賽，同學們身穿精緻的
服裝，扮相維妙維肖。

君、 威嚴 的武 后和
端莊 的格 格、 嬌美 的昭
態各 異， 美而 不膩 。
可愛 的公 主， 扮演 者姿

鼓聲咚咚，震耳欲聾，
恭祝大家今年樂融融。

文藝工作坊及活動
拉弓 、上 箭、 瞄準 ，我 要一 矢中 的！

「親 子中 國人 物扮 演大 賽」 得獎 生
與校 長合 照。

朗誦表演
吳家欣老師
由於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取消原訂於2019年11月
18日至27日舉行的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之朗誦
項目，校方安排受影響的學生於試後活動中表演。同
音的運用，
同學朗誦時聲
， 學們當天都精神抖擻，台下同學的反應也很好呢！
，動作的巧妙

眼神的配合
麗的動畫！
構造成一幅美

我們的聲音有的清脆，有的洪亮，
大家都稱讚我們的表演！

我們經港珠澳大橋到達澳門。
在澳門最著名景點大三巴前拍照留念。

黃校長和羅副校長帶領同學
更進一步了解景點背後的典故。

拋一拋，

拋中圖中
的小食就
可以吃，
攤位遊戲
樂趣多。

動手設計、用心畫，黃校長
稱讚我畫的女孩活潑又可愛。

嘎嘎嘎，同學們在釣小鴨子
—看誰釣得多！

、
兄弟 倆拉 扯鈴 ，左 拉拉
扯
才能
右扯 扯， 用力 均勻
智
，鬥
玩意
起來 。古 老的
趣！
真有
力，
又考

停課
不停學

停課
不停學

網上學習
詹建慧副校長

鍾春燕主任

Suspending Classes without Suspending Learning
Ms Chan Pui Man

由於疫情關係，自2月開始，全港學校都必須停課。由於停課日期不斷延長，
利用電子學習形式繼續教學，成為不二之選。為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
學校即時作出安排，根據疫情發展的情況，分3個周期利用不同網上學習渠道及
平台實施教學工作，使學生的學習得以延續。
日期

停課及網上學習實施情況

1月27日

教育局宣佈因肺炎疫情，全港學校停課至2月17日。

1月31日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延長停課至3月2日。

第一周期
(10/2至1/3)

師生適應期，提高上網學習意識，解決學生即時的學習需要。
1. 各科科主任在本校的電子學習平台發放自學材料，供學生在家
自學。
2.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科任老師設置STAR評估練習給學生。
3. 教師專業培訓—eClass 功能 STAR設題。

2月13日

教育局宣佈復課不早於3月16日。

2月25日

教育局宣佈復課不早於4月20日。

第二周期
(2/3 至 17/4)

3月21日

第三周期
20/4至復課

教學期，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1. 由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圖書課、成長課的科任
老師製作教學影片
教授下學期的課程，上載電子學習平台，供學生在家自學。
2. 教師專業培訓—教學影片製作

Ms Leung Bo Yee

During the school suspension period, our school has
been making use of various e-learning strategies and
providing learning materials to students through the
eClass and STAR platforms. Our teachers have been
flexible and, while still referring to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students’ individual progress, have
adopted diversified teaching materials to maximize
Our teachers work very
interactiv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every student. For
hard to prepare video
example, we have produced many teaching video clips
clips for students.
for students, we have tracked their progress through
online exercises and have provided learning support accordingly.
After the Easter holidays, we have been continuing to provid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through the use of real-time, online video
conferencing. In this way, we are able to provide instant feedback and guidance
as students learn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y would in a normal classroom.
Students have been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time and have learnt that it is
possible to ‘suspend classes without
suspending learning’.

停課
不停學

5月份的月訓是「感恩與讚美」，同學們不但學習到「感恩」的價值觀，他們更實踐感恩
的心，在家製作母親節禮物及「感恩服務券」，向媽媽表達感恩的心。

成長課
全勵寶姑娘

吳樂欣姑娘

在 停 課 期 間，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按
每月的月訓主題及學生的成長需
要，為各級學生製作德育成長課學
習短片，並設計不同的在家活動和
實時視像教學，鞏固他們的學習。
同學在eClass討論區內留言，提出
於衣、食、住、行四方面可以做到的環保節約行為。

圖書
謝杰雲老師
1D許諾妍

2D歐陽子彥

為了讓同學在停課期間也能繼續學
習和閱讀，老師製作了一些短片並分享
在學校內聯網，讓同學隨時也能學習到
一些圖書知識，包括些中、英文閱讀策
略、圖書知識和繪本故事分享。除此之
外，在內聯網學習中心的學科天地圖書
科裏還新增了一些中、英文圖書推介給
同學。

3A盧卓犖

Students are attending real-time
lesson with our English teacher.

Thank you Mr. Piers and his daughters. The
stories are very attractive.

教育局宣佈停課至另行通知。

數學

互動期，提升網上學習的效能
1. 由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普通話、圖書課、成長
課的科任老師製作教學影片教授下學期的課程，上載電子學習
平台，供學生在家自學，並配合實時視像教學，加強師生互
動，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及提供支援
2. 教師專業培訓—實時視像教學(Zoom)的應用

6月8日

P4-P6復課

6月15日

P1-P3復課

黃慧珠老師

因應教育局停課安排，各級的數學科老師，
透過共同商議及檢視課程進度，就不同的教學
單元，製作教學影片及網上自學練習，供學生
在家學習之用。而數學科任老師，亦針對各班
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不同的班本練習、活動
工作紙，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並提供優質及
多元化的網上學習遊戲或自學平台，讓學生在
家仍能做到「停課不停學，愉快學數學」。

學習無間斷
程健婷老師

數學科老師製作教學影片
供學生在家學習。

林國良老師

疫情籠罩全港，停課不代表停學。本校中文科老師認真地重
新檢視教學進度，於停課的初期，設計了一系列的工作紙，讓學
生溫故知新，並提供網上學習平台，如「每日一篇」、STAR練習
題等，讓學生在家中進行自學活動。我們亦多想一步，於eClass
發放教學影片和習作，學生就可以在家持續學習，不會因為停課
而影響學習進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為復課作好準備。

網上教學內容多元化，
學生能在家中愉快地學習。

日期

老師不時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

老師與學生進行視像課。

張詠詩老師

停課期間，中文科老師仍努力不懈，
繼續以學生為本，設計網上教學內容。

深小龍虎榜

鄭希通老師

常識科的網上學習
陳紋慧老師

短片製作：老師用心預備材料，
讓同學可以停課不停學。
成語學習其實可以很有趣呢！

李施敏老師

戴琬婷老師

踏入二月，想不到一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全港學校全面停課。全民
抗疫期間，常識科老師也十分關心同學的健康和學習，因此搜集了不同的
自學短片，讓同學學習如何正確洗手、
正確使用和丟棄口罩，提高同學的衞生
意識。此外，常識科一向重視學生的網
上學習，各常識科老師為同學預備了一
系列網上自學材料，再配合出版社的新
聞速讀和每週時事挑戰，以及由老師親
自製作的學習材料（當中包括短片、遊
戲和網上問答等）。讓同學雖然面對停
課，仍然能夠繼續學習。
時事觸覺：透過閱讀新聞速讀及完成每週時事
挑戰，鼓勵同學多留意時事新聞，留意周遭發
生的事。

比賽名稱

吳家欣老師

所得獎項

2019年11月30日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優良
朗誦節（英詩集誦比賽）
2019年12月
「基本法推廣小先鋒」檔袋 亞軍
填色設計比賽
優異獎
優異獎
2019年12月6日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
男子甲組擲壘球殿軍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推鉛球第八名
男子甲組六十米跑第八名
男子乙組一百米跑季軍
男子乙組跳遠第六名
男子特別組一百米跑第五名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第七名
女子甲組一百米跑亞軍
女子甲組二百米跑第六名
女子甲組四乘一百米接力第八名
女子乙組一百米跑第五名
女子乙組擲壘球第六名
女子丙組跳遠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殿軍
優良

2019年12月10日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普通話集誦比賽）
2019年12月14日 德貞女子中學
亞軍
小學籃球邀請賽

2019年11月18日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亞軍
至12月18日
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 季軍
2019年11月18日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
季軍
至12月18日
朗誦節（英語獨誦比賽）
2020年1月18日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2020年1月18日 第五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個人總成績一等獎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
個人總成績三等獎

得獎學生
英詩集誦校隊（低小）
2D馬綽希
2B李烙彤
3D王貝嘉
6D吳臻
6D盧國彬
6C梁樂文
5A郭睿庭
5A賴寶怡
6D石宇恒
6C陳俊豪
5A梁雅靜
6A譚琳琳
5A梁雅靜
6A周曉玉
5A李約美瑤 6A譚琳琳 5D連穎怡 6D伍漫玲
5C周淩薇
4E李約美玥
4A曾婉雯
3B李詠恩 4A李沛蕎 3D王貝嘉 4A曾婉雯
6B林雅婧
普通話集誦校隊
5A李約美瑤
6C鄒瑋玲
6A周曉玉
5A李雨橦
2C陳爍伊
3A潘浩朗

6A譚琳琳 5B陳妍芯 6B朱天恩
5C周淩薇 6C陳栢迦 5D林幸晴
6D伍漫鈴 6E甄佳渲

中國舞校隊
6A 陳柏安
6A 吳子諾
6A 周曉玉 6A 陳耀銘

6A劉嘉德

5B戴佳敏
6C林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