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來看看我們景鵬交流
的精彩片段！

快來看看我們景鵬交流
的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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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冰球隊的成員將在7月到上海進行比賽及交流，另外亦分別於9月及12月
到芬蘭及新加坡參與旱地冰球比賽。

P.4

南京境外交流團南京境外交流團
本校積極推行校本中國歷史及文化課程(CHARM)，於是我們安排共68名
六年級同學於2018年12月17日至20日，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
心」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學生透過參觀，認識南京的歷史和文化。當
中，更拜訪了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與當地學生進行深入交流。短短五天
的行程，也令師生獲益良多。

本校積極推行校本中國歷史及文化課程(CHARM)，於是我們安排共68名
六年級同學於2018年12月17日至20日，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
心」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學生透過參觀，認識南京的歷史和文化。當
中，更拜訪了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與當地學生進行深入交流。短短五天
的行程，也令師生獲益良多。

王校長親自到機場送行，
為境外學習掀起序幕。
王校長親自到機場送行，
為境外學習掀起序幕。

拜訪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拜訪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

秦淮河河畔留影─
南京的母親河。
秦淮河河畔留影─
南京的母親河。

參觀中華門城堡，
認識南京古城。
參觀中華門城堡，
認識南京古城。

到訪中山陵，
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
到訪中山陵，
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

參觀南京總統府，
認識中國自強之路。
參觀南京總統府，
認識中國自強之路。

兩校學生齊上音樂課，
同唱當地民謠。
兩校學生齊上音樂課，
同唱當地民謠。

參觀科舉博物館，

了解古代科舉制度。
參觀科舉博物館，

了解古代科舉制度。

到訪靜海寺紀念館─
南京條約簽定的地方。

到訪靜海寺紀念館─
南京條約簽定的地方。

同學們專心地繪畫環保袋！
同學們專心地繪畫環保袋！

拜訪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
進行深入交流。
拜訪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
進行深入交流。

來！接著！
讓友誼之船向前走！
來！接著！
讓友誼之船向前走！

雙方互相贈送禮物及環保袋！
雙方互相贈送禮物及環保袋！

我校學生代表在歡迎大會中進行致辭。

我校學生代表在歡迎大會中進行致辭。

兩地教師在此留下友誼的影子
。

兩地教師在此留下友誼的影子
。

兩地學生手牽手，
共同奔向終點。

兩地學生手牽手，
共同奔向終點。

非物質文化遺産─剪紙，學習中國傳統手工藝。

非物質文化遺産─剪紙，學習中國傳統手工藝。

參觀南京博物院，認識由遠古
到民初的南京歷史文化。
參觀南京博物院，認識由遠古
到民初的南京歷史文化。

深圳景鵬姊妹學校
境外學習活動
深圳景鵬姊妹學校
境外學習活動

2018年12月19日至20日，我校師生一百多人一同前
往深圳市福田區景鵬小學進行交流學習。在深圳市福
田區景鵬小學的熱烈招待下，我校師生懷着雀躍的心
情參與各項體藝活動。當天更有本校家長教師會家長
委員同行，與景鵬小學家長組織交流。是次到訪無論
教師、學生及家長均獲益良多。

2018年12月19日至20日，我校師生一百多人一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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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參與各項體藝活動。當天更有本校家長教師會家長
委員同行，與景鵬小學家長組織交流。是次到訪無論
教師、學生及家長均獲益良多。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景鵬小學的學生為王校長及

本校師生繫上紅領巾。
景鵬小學的學生為王校長及

本校師生繫上紅領巾。
學生愉快地進行活動。學生愉快地進行活動。

本校一向鼓勵學生到海外交流學習，增廣見聞。於2019年1月10日至18日，學生連家長共73人出發到新
西蘭，進行英語及文化學習之旅，了解當地文化及進行英語課程。我們參觀了奧克蘭博物館，認識當地
的自然科學和毛里族文化；亦參觀了當地毛里原住民族村並欣賞了他們的傳統舞蹈。除此之外，我們亦
前往當地學校參加由當地導師親自設計及教授的英語課程。學生能親身體會當地學習氣氛之餘，也能加
強他們對運用英語的自信心。在這次的交流中，學生有機會住在寄宿家庭，讓他們能體驗當地生活文化
及習慣，體會與香港與別不同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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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科學和毛里族文化；亦參觀了當地毛里原住民族村並欣賞了他們的傳統舞蹈。除此之外，我們亦
前往當地學校參加由當地導師親自設計及教授的英語課程。學生能親身體會當地學習氣氛之餘，也能加
強他們對運用英語的自信心。在這次的交流中，學生有機會住在寄宿家庭，讓他們能體驗當地生活文化
及習慣，體會與香港與別不同的生活環境。

坐了約十一個小時飛機，
我們到達當地學校了！
坐了約十一個小時飛機，
我們到達當地學校了！

在天空塔的玻璃地板上
行走，很驚險啊！
在天空塔的玻璃地板上
行走，很驚險啊！

參觀奧克蘭博物館。參觀奧克蘭博物館。

住在寄宿家庭可以親
身體驗新西蘭人的日
常生活習慣。

住在寄宿家庭可以親
身體驗新西蘭人的日
常生活習慣。

同學在寄宿家庭活動日
到國家公園遊玩。
同學在寄宿家庭活動日
到國家公園遊玩。

每天晚餐後，
寄宿家庭都會
帶我們外出走走。

每天晚餐後，
寄宿家庭都會
帶我們外出走走。

寄宿家庭帶同學們到當
地週末市集閒逛。
寄宿家庭帶同學們到當
地週末市集閒逛。

很有味道的火山地熱
噴泉公園。
很有味道的火山地熱
噴泉公園。

乘纜車登上
Mount Ngongotaha，
欣賞羅托魯亞的美景。

乘纜車登上
Mount Ngongotaha，
欣賞羅托魯亞的美景。

參觀毛里原住民族村。參觀毛里原住民族村。 在愛歌頓農場，我們可以
近距離接觸羊咩咩。
在愛歌頓農場，我們可以
近距離接觸羊咩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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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委員參與是
次境外學習活動。
家教會委員參與是
次境外學習活動。

本校師生與景鵬小學師生合照，
締結雙方的友誼，留下美好的
回憶。

本校師生與景鵬小學師生合照，
締結雙方的友誼，留下美好的
回憶。

飛越國際
境 外 學 習 活 動
飛越國際

境 外 學 習 活 動

新西蘭英語及文化學習之旅新西蘭英語及文化學習之旅
New Zealand English and Cultural Study TourNew Zealand English and Cultural Study Tour

Day 1Day 1

第八期 (3/2019)第八期 (3/2019)

新西蘭新西蘭 新加坡新加坡 南京南京 大灣區深圳大灣區深圳

在草地上享用住宿家庭
為我們預備的午餐。
在草地上享用住宿家庭
為我們預備的午餐。



STEM優子境外學習活動STEM優子境外學習活動

老師和同
學們在牛

車水大街
購買記念

品，

有不少收
穫。

老師和同
學們在牛

車水大街
購買記念

品，

有不少收
穫。

在科學中心動手製作DNA模型，真有趣！在科學中心動手製作DNA模型，真有趣！

城市規劃館可以讓同學認識新加坡
的發展歷史。
城市規劃館可以讓同學認識新加坡
的發展歷史。

大家一同高舉
自製的DNA模

型合照呢！

大家一同高舉
自製的DNA模

型合照呢！

同學們專心地進行實驗和記錄實驗結
果。

同學們專心地進行實驗和記錄實驗結
果。

在科學中心可以進行實驗試試抽取DNA。
在科學中心可以進行實驗試試抽取DNA。

同學們在科學中心內參觀不同的展品。
同學們在科學中心內參觀不同的展品。

同學們在科學中心上STEM課程。同學們在科學中心上STEM課程。

老師和同學們在當地的茶餐廳品嚐

風味下午茶─咖央多士！
老師和同學們在當地的茶餐廳品嚐

風味下午茶─咖央多士！

在新加坡城市規劃館能夠認識
新加坡的發展歷史。

在新加坡城市規劃館能夠認識
新加坡的發展歷史。

魚美獅公園是新加坡的必去勝地！

魚美獅公園是新加坡的必去勝地！

我校老師於2018年12月17日至19日帶領三至四年級約20
位在STEM範疇較優秀和表現突出的同學前往新加坡參加
STEM優子境外學習活動，並了解當地的環保設施和進行
STEM課程。我們遊覽了新加坡濱海灣公園，認識當地的
可持續發展計劃和生態環保措施，亦參觀了新加坡城市規
劃展覽館，認識新加坡如何從落後的漁村蛻變成今天的國
際大都市。此外，我們亦前往新加坡科學館參加由當地導
師教授的STEM體驗課程，讓學生能親身體會STEM的趣
味性，並從活動中學習相關的科學知識。

我校老師於2018年12月17日至19日帶領三至四年級約20
位在STEM範疇較優秀和表現突出的同學前往新加坡參加
STEM優子境外學習活動，並了解當地的環保設施和進行
STEM課程。我們遊覽了新加坡濱海灣公園，認識當地的
可持續發展計劃和生態環保措施，亦參觀了新加坡城市規
劃展覽館，認識新加坡如何從落後的漁村蛻變成今天的國
際大都市。此外，我們亦前往新加坡科學館參加由當地導
師教授的STEM體驗課程，讓學生能親身體會STEM的趣
味性，並從活動中學習相關的科學知識。

P.3在機場吃過晚飯後便
起程回港了！
在機場吃過晚飯後便
起程回港了！

在奧克蘭動物園，我們
剛好遇到美州豹在午餐。
在奧克蘭動物園，我們
剛好遇到美州豹在午餐。

與當地學生同遊動物園。與當地學生同遊動物園。

老師在給我們講故事，
真是有趣！
老師在給我們講故事，
真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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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送晚會上，同學們都懷着不捨的心情
感謝寄宿家庭沿路的照顧。
在歡送晚會上，同學們都懷着不捨的心情
感謝寄宿家庭沿路的照顧。

Day 9Day 9

當地老師頒發課程證書。當地老師頒發課程證書。

同學們於舞台上表演具中國特色的柔力球套路。

同學們於舞台上表演具中國特色的柔力球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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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Harbour Cruise觀賞奧克蘭沿海景色。乘坐Harbour Cruise觀賞奧克蘭沿海景色。

同學們在Gardens by the bay外的堤壩
認識新加坡的水利系統。

同學們在Gardens by the bay外的堤壩
認識新加坡的水利系統。

在Gardens by the bay，同學可以

訪問當地人和其他外國旅客。
在Gardens by the bay，同學可以

訪問當地人和其他外國旅客。

同學們十分投入參與
迷你奧運的競賽項目！
同學們十分投入參與
迷你奧運的競賽項目！ 看看誰的氣力大！看看誰的氣力大！

Day 6Day 6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接過証書，代表我們的
努力終於獲得肯定了！
接過証書，代表我們的
努力終於獲得肯定了！

快來看看我們新西蘭交流
的精彩片段！

快來看看我們新西蘭交流
的精彩片段！

快來看看我們新加坡交流
的精彩片段！

快來看看我們新加坡交流
的精彩片段！

P.2

與新西蘭學生一起參觀
凱莉塔爾敦水族館。
與新西蘭學生一起參觀
凱莉塔爾敦水族館。

感謝老師用心設計課堂，
讓我們獲益良多！
感謝老師用心設計課堂，
讓我們獲益良多！

老師為同學設計了有趣的
英語活動，同學們都很投
入課堂呢！

老師為同學設計了有趣的
英語活動，同學們都很投
入課堂呢！

享受廣闊的校園環境！享受廣闊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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