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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化 學習 日
鍾春燕主任
以往新年將至，學生都期望能夠在學校參與有趣的
中國文化攤位、嘉年華大型遊戲和品嚐中國民間小食。
然而，今年我們只能用視像課堂的方式度過這個喜慶的
日子。當天，老師們除教授學生製作有中國特色的手工
藝外，也安排學生觀賞中國文藝表演節目。雖然校園內
聽不到孩子歡樂的笑聲，但在屏幕上卻可見一雙雙炯炯
有神的眼睛，聚精會神地學習。通過這些中國文化學習
活動，加強了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欣賞能力。

校長及副校長們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活動內容：

完成積木揮春齊拜年！

中國藝術學習活動

播放中國文藝節目

一年級

超級積木揮春

踩高蹺、笛子、千手觀音

二年級

彩繪祝福風車

水上舞獅、二胡、蒙古舞

三年級

通花玻璃紙彩燈

皮影戲、古箏、中國古典舞

四年級

維港煙花光纖畫

提線木偶、葫蘆絲、彝族歌舞

五年級

創意cupcake錢箱

舞夜光龍、琵琶、東北民間舞

六年級

紥作燈籠

變臉、嗩吶、傣族舞

老師們很用心地講解小手工的製作步驟及重點。

中 國 文 藝 表 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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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琵琶

藝術—踩高蹺

舞蹈—傣族舞

Puppetry Competition
Mr.Piers

The Puppetry club allows our students to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drama and communication. By
allowing them to design and create characters in 3D, it
gives them a sense of ownership and means that they
tend to show more empathy toward their characters. Also
because the acting is done by using a puppet, it allows
children that are shy to 'hide' meaning that they have a

Mr Chiu coaching hand positions,
"Don't make your puppet look up
all the time."

chance to grow in confidence both in their performance
and also in the ability to speak English in public. We have
seen an impressive increase in the children's speaking
ability and they have shown a much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performing in front of others.

The performers bow.

Great performance everyone!

Rehearsals with our ﬁrst attempts
at home made puppets.

深 官 義 工 隊— 鈎 貓 窩
林漢甘姑娘
擔任義工，是不停學習

老師用心教同學如何鈎貓窩

的過程：學習與人相處，與
人溝通，不求回報。以往的
義工隊會做攤位活動、探訪
不同的人，而是次的活動是
關注寵物大行動—貓貓。
同學透過學習鈎貓窩，一起
為貓兒送上溫暖。
同學努力嘗試製作，希望為貓貓送上溫暖
同學留心聽老師教導及嘗試鈎貓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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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短 片 簡介
詹建慧副校長
「官立小學短片集」計劃的目的是促進官立小學全方位
的發展，讓公眾人士了解官立學校各方面的特色，以期成為

「與你一起邁步跨進 STEM 世界」

公營學校的模範。官立小學向來關注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尤
其是學生在知識、能力、價值觀和態度均衡發展的需要。為
了使公眾更認識官立小學提供的多樣化和優質的教育服務，
將在教育局網頁建立新頁，以介紹官立小學的最新發展。
本校已參加是此計劃，並以「彩虹校園」、「與你一起
邁步跨進STEM世界」及「深小校隊顯英姿」為主題，製作
了三個視頻片段，短片已上傳到學校網站，歡迎家長閱覽。

這是學校短片位置，內容豐富。

「彩虹校園」
深小校隊顯英姿

姊 妹 學校 交 流

張思琪老師

由於疫情關係，我們無法到北京與姊妹學校進行實地
交流，改為透過Zoom進行網上實時活動。本校派出四位
四至六年級的學生，與北京市海淀區東升實驗小學六位學

黃校長十分支持這次交流活動，贈送禮物予
四位參與活動的學生，以茲鼓勵。

生，就三個範疇進行交流和分享，包括：停課期間的網上
學習模式、中國文化和升旗禮。我校同學分享了停課期間
的種植活動和自拍小實驗，生活化且有趣。東升實驗小學
兩位學生分別表演了快板和古箏，非常精彩，令人讚嘆不
已。這次交流活動帶給同學們一次非一般的體驗—兩校
師生在雲端透過交流，加深認識兩地學習文化及升旗禮的
異同，獲益良多。期望疫情退去，兩校可以進行實體的交
流活動，以便能更深入地了解兩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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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區東升實驗小學的師生來個大合照。

Zoom 網上實時交流，令人很難忘啊！

深小師生經過數月的籌備和練習，使
活動圓滿成功，功不可沒！

學生 送上 祝福
經過各界的努力，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正

抗疫
齊努力
林國良老師

1E 許穎妍

逐漸受控。我校師生向前線的醫務工作者們
致敬，謝謝他們保護我們的生命和健康。校

4A 黃皓軒

長及老師們提醒大家也務必勤洗手，保持社
交距離，並戴上口罩。祝願各位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6A 方卓宇

譚家雯老師

P.1 - P.2「 逆境自強」心意卡

1B 黎心穎

1A 梁峻瑋

1D 張凱傑

2E 許樂軒

2E 呂雨橋

1E 許穎妍

P.3 - P.4「 逆境自強」感謝卡
3A 楊銨沂

3E 歐陽子彥

4A 黃皓軒

前線醫護仝人：

致全港市民：

致抗疫英雄們：

感謝您們這一年來盡心盡力地守護我們。我

疫情已持續了一段長時間，只有

感謝你們在疫境中堅守自己的崗

們會繼續遵守抗疫規則；繼續努力勤洗手；繼續

忍耐、堅持才會戰勝它，重返美好的

位，向市民提供服務，每一位前線人

減少外出，在家抗疫。盼望疫情盡早過去，您們

每一天！大家加油！

員都是英雄，都是值得致敬的。

辛苦了！到時候大家也可過回平常的生活。

祝

祝
安康！

祝

平安幸福！
小市民

學生

小學生

子彥敬上

黃晧軒敬上

楊銨沂敬上

三月二日

三月三日

身體健康！

二月二十四日

P.5 - P.6「 逆境自強」標語創作
5A 楊寶燁

6A 方卓宇

6E 朱天兒

感謝你們守前線，擋著病毒數數次。

因為你們的負重前行，勇敢擔當，

在這黑暗的時刻，

警惕疫情做防護，勤洗雙手戴口罩。

才有我們的歲月靜好，未來可期。

帶著愛與希望的信念，

防輸入、防擴散，萬眾一心戰疫情。

願你我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共待

並肩前行，同心抗疫，

開花時！

這場戰疫我們終將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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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好介紹
好網大推介 中文

張詠詩老師

程健婷老師

曾嘉美老師

讀書破萬卷，下筆自有神。每日讀一篇，每篇三百字，每年可讀十萬字，十年可讀百萬字。如果想進步，每日
讀一篇！
各位同學，老師欣賞大家閲讀「每日一篇」，養成良好的閲讀習慣，藉此提升語文能力。正所謂「書中自有黃
金屋」，祝願各位「書中黃金」日日多！

English websites Recommendation
(Ms Chan Pui Man and Ms Hui Wing Yiu)
1.English iLearner
English iLearner provides a fu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allow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read and
do som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oo.
Students enjoy reading and playing different games on this platform. They gain a lot of English exposure through
the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login and do reading activities on the platform every day.

This is Read Buddy. It can interact with students.

2.Space Town Go
Space Town Go supports early readers
with over 200 storybooks and sound books
for them to read, listen to and record themselves reading.
It also includes interactive games that support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high frequency words, content words, and
phonics from every Space Town unit.
Students can read the
books according to
the Space Town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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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Town Go helps students develop their phonemic
Apart from reading and listening,students can
also record their own reading on the website.

awareness skills at both word and sound levels.

好網大推介
黃慧珠老師

好網大推介 常 識

數學

鄭希通老師

鄧佩玉老師

除了透過課堂學習數學外，各位同學亦可以透過現代小
學數學的學生網和「數動智多Sing」輕鬆學習數學。
現代小學數學的學生網包括自學區、練習區、增值區和
遊戲區四個部份。

李施敏老師

戴婉婷老師

周惠儀老師

常識科重視STEM教學及Coding編程學習，Code.org 是一
個免費自學編程的網站，網站內包含大量免費教學資源，素材
分3個學習階段，學生可按能力選擇適合的資源。
https://studio.code.org/courses

「看動畫  學歷史」
項目，由香港教育大學主
辦，以生動活潑的動畫呈
現十位中國歷史人物生平
「數動智多Sing」是香港教育大學全新製作的互動教材。

事跡。每輯動畫均配以粵

專家團隊以易唱、易記和易明的歌謠為主軸，配合生動有趣的

語、普通話及英語旁白，

動畫，共製作成30條涵蓋小一至小六的數學課程的短片。

並附有工作紙，增進學生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及
興趣。
http://achist.mers.hk/
chihistoryanime/

「兒童文化館」建置的初衷是希望透過聲音、圖畫與文字感受閱讀的美好……

林詩穎姑娘

兒童初始的閱讀是被動的，需要父母、師長有計劃的引導。著名的義大利插畫家白蒂莉亞（MariaBattaglia）說
過：「小孩一半因吃東西而長大，另一半是因閱讀而成長。」我們拿甚麼東西給孩子吃，孩子就怎麼長大；同樣的，
我們怎麼帶領兒童閱讀，兒童就怎麼成長。
透過閱讀誘發孩子的興致與熱情，進而養成主動閱讀的習慣；在主動學習的熱忱中，便能逐漸培養自
身獨立思考、自我覺知的能力；而將這樣的能力運用到生活中，更進而擁有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網址：https://children.moc.gov.tw/index

兒 童

文 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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