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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新西蘭英語及文化遊學團家長教師會新西蘭英語及文化遊學團

第十一期 (11/2019)第十一期 (11/2019)
芬蘭芬蘭新西蘭新西蘭

體育老師教授網球課體育老師教授網球課
在音樂課跟著節拍動起來在音樂課跟著節拍動起來

當地學生給本校學生送贈心意卡
表達對他們懷念

當地學生給本校學生送贈心意卡
表達對他們懷念

於課堂一起準備小組專題匯報於課堂一起準備小組專題匯報

小息一起吃茶點小息一起吃茶點

嘗試不同的座位安排嘗試不同的座位安排

跟老師一起閱讀跟老師一起閱讀
赤腳進行「越野障礙賽」赤腳進行「越野障礙賽」

小息期間在使用校內遊樂設施，
和當地學生打成一片

小息期間在使用校內遊樂設施，
和當地學生打成一片

與學習夥伴一起學習英語生詞與學習夥伴一起學習英語生詞與當地夥伴見面與當地夥伴見面

與當地學生成為好朋友與當地學生成為好朋友
Stanmore Bay School 副校長（右一）及王淑芬校長（左二）

頒發英語課程證書給同學
Stanmore Bay School 副校長（右一）及王淑芬校長（左二）

頒發英語課程證書給同學

Study in Stanmo
re Bay School

Study in Stanmo
re Bay School
Stanmore Bay S

chool的學習體驗
Stanmore Bay S

chool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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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在子女的成長和學習方面擔當很重要的角色。本校家長教師會於今夏8月4日至18日舉行新西
蘭英語及文化遊學團，學生連同家長一團共25人出發到新西蘭了解當地文化和參與當地學校9天
學習課程。Stanmore Bay School為我們提供了完整的英語課程、各式的體育活動、藝術課程及
其他多樣性的參觀活動，讓學生可以學習到英文的應用、瞭解新西蘭當地的文化與學習環境。在
這次的遊學團，學生住在寄宿家庭中，體驗新西蘭的生活並與當地家庭互動，體會到與香港與別
不同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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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荃灣路德圍31號   |   電話：2415 7878   |   網址：www.hcls.edu.hk
Address：31 Lo Tak Court, Tsuen Wan, N.T., Hong Kong   |   Telephone：2415 7878   |   Website：www.hcls.edu.hk

為推動國際文化校園，本校有計劃地安排不同年級學生及各範疇優子往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境外交流。

新加坡   09/12/2019-12/12/2019
杭州       09/12/2019-12/12/2019
芬蘭       12/12/2019-19/12/2019

境外交流 活動預告境外交流 活動預告

台灣          16/12/2019-19/12/2019
深圳福田   21/02/2020
南京          05/05/2020-08/05/2020

上海      06/05/2020-08/05/2020
維也納  16/06/2020-24/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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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一級皮影戲大師李建新師傅到學校表演皮影戲中國國家一級皮影戲大師李建新師傅到學校表演皮影戲

皮影戲表演的互動環節，同學到幕前操作真正的戲偶皮影戲表演的互動環節，同學到幕前操作真正的戲偶

同學透過影片及活動
認識《西遊記》
同學透過影片及活動
認識《西遊記》

親自操作自製的戲偶，
樂趣無窮

親自操作自製的戲偶，
樂趣無窮

同學正在製作《西遊記》戲偶同學正在製作《西遊記》戲偶

本校於2019年開始與各姊妹學校合作推行非物質文化遺產
STREAM合作計劃（科學、科技、 讀、工程、藝術、數學），
共同主題分別是《西遊記》皮影戲及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此計
劃希望透過結合STREAM元素的活動，向學生推廣非物質文化遺
產。我們亦計劃舉辦聯校展覽，共同展示學生在計劃中的成果。
 
本校期望通過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華民族的記憶和歷史
文化，結合現代化的 STREAM 元素，把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扭轉成生動有趣的 STREAM 產物，更好地承傳開去。

為配合非物質文化遺產STREAM合作計劃，並提升學生對《西遊
記》的興趣，本校推行了一連串的活動。本年5月，全校開始進行
「喜閱《西遊記》」活動，學生可以於課堂上製作皮影戲偶，並
利用戲偶為西遊記設計對白，再學習演出一場皮影戲。整個活動
糅合歷史文化及創意，學生都非常喜歡自製的皮影戲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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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活動日跨學科活動日

我們多彩的學習活 動我們多彩的學習活 動

外籍英語教師及宣教士一起參與當天活動外籍英語教師及宣教士一起參與當天活動
「花Mi貓」攤位十分受歡迎「花Mi貓」攤位十分受歡迎

芬蘭琴及古典舞的表演相當精彩芬蘭琴及古典舞的表演相當精彩
感謝家長義工的幫忙感謝家長義工的幫忙

同學們都玩得十分投入同學們都玩得十分投入

五花八門的攤位，到底要先玩哪個好呢五花八門的攤位，到底要先玩哪個好呢

非物質文化遺產STREAM合作計劃非物質文化遺產STREAM合作計劃

本校於2019年9月6至7日舉行「跨學科活動日」，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自活動中發現，
並在過程中應用平日所學。除本校學生參與兩天的活動外，與及區內其他幼稚園學生及家
長亦參與其中，他們藉此體會我校的辦學理念與課程特色。是次活動的內容豐富，包括跨
學科攤位遊戲、境外學習體驗攤位遊戲、科學實驗、互動地板、X-Box360體感遊戲、
STEM課程（科學、科技、工程、數學）體驗、人體彩繪、學生表演等。其間，活動場地
處處是孩子的歡聲笑語，一張張笑臉在攤位間遊走，完成各個學習任務，為自己的學習經
歷寫下愉快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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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於蜂蜜中心製作蜂巢蠟燭一起於蜂蜜中心製作蜂巢蠟燭

Homestay in New Zealand
Homestay in New Zealand

製作紙杯蛋糕製作紙杯蛋糕

到海邊遊玩到海邊遊玩

與寄宿家庭分享中國剪紙藝術與寄宿家庭分享中國剪紙藝術
在附近的公園玩得不亦樂乎在附近的公園玩得不亦樂乎

與寄宿家庭一起到超級市場
購買食物及日常用品

與寄宿家庭一起到超級市場
購買食物及日常用品

與寄宿家庭進行中西美食交流與寄宿家庭進行中西美食交流

與寄宿家庭合照與寄宿家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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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蘭的寄宿生活
在新西蘭的寄宿生活

立即去片，看看我們在新西蘭的精彩片段！立即去片，看看我們在新西蘭的精彩片段！

Attraction
s in New ZealandAttraction
s in New Zealand 新西蘭的魅力之處新西蘭的魅力之處

於南半球最高的建築物─天空塔
俯瞰奧克蘭市的景色

於南半球最高的建築物─天空塔
俯瞰奧克蘭市的景色

寄宿家庭於週日帶我們到
莎士比亞地區公園遊覽自然景色
寄宿家庭於週日帶我們到

莎士比亞地區公園遊覽自然景色 體會當地的購物娛樂設施體會當地的購物娛樂設施

參觀北極圈博物館

參觀北極圈博物館

一起來看看我們
在芬蘭的點滴！

同學們專心致志地
聽教練解說

同學們專心致志地
聽教練解說

芬蘭樂學教育體驗暨芬蘭樂學教育體驗暨

旱地冰球兩地校際賽旱地冰球兩地校際賽
本校師生及家長一行31人於9月4日至11日到芬蘭進行樂學教育體驗暨旱地冰球兩地校際賽。我們
為孩子安排探訪當地學校及進行旱地冰球友誼賽交流外，亦帶大家於國際享負盛名的旱地冰球場
館Eerikkil�，親身體驗職業球員訓練日程。除了芬蘭學校教育，也會拜訪芬蘭家庭，細味當地家
庭生活及民情。學生更有機會親歷森林教育，體驗多元學習生活及課外活動，認識芬蘭式教育及
文化，開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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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芬蘭著名的
赫爾辛基大教堂
參觀芬蘭著名的
赫爾辛基大教堂

於市集廣場內品嚐當地水果於市集廣場內品嚐當地水果

參觀芬蘭國家博物館參觀芬蘭國家博物館

意想不到！
收到芬蘭學生們的禮物

意想不到！
收到芬蘭學生們的禮物

於羅凡尼米教堂外
一同唱詩讚美神
於羅凡尼米教堂外
一同唱詩讚美神

在家庭中，
屋主與同學們泛舟湖上

在家庭中，
屋主與同學們泛舟湖上

一起體驗芬蘭傳統遊戲一起體驗芬蘭傳統遊戲

與赫爾辛基的

Tammela Municipality School

進行第二場旱地冰球校際賽

與赫爾辛基的

Tammela Municipality School

進行第二場旱地冰球校際賽

兩地學生互相交流文化，
學習彼此的語言

兩地學生互相交流文化，
學習彼此的語言

於Arkki School 以互動形式
學習城市規劃

於Arkki School 以互動形式
學習城市規劃

於芬蘭Eerikkil�
旱地冰球場館訓練
於芬蘭Eerikkil�
旱地冰球場館訓練

到訪羅凡尼米學校：
Vaaralampi Primary School
進行友誼賽及參觀校園

到訪羅凡尼米學校：
Vaaralampi Primary School
進行友誼賽及參觀校園

於聖誕老人村內，
跨越北極圈線

於聖誕老人村內，
跨越北極圈線

在憤怒鳥公園內與當地小孩
一同遊玩

在憤怒鳥公園內與當地小孩
一同遊玩

於森林博物館使用
芬蘭原木塊砌積木
於森林博物館使用
芬蘭原木塊砌積木

同學們於圖書館外的繩網陣
玩得不亦樂乎

同學們於圖書館外的繩網陣
玩得不亦樂乎

向探訪家庭致送紀念品向探訪家庭致送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