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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興趣，並提升他
們聽說英語的動機和能力，我們從現實生
活中取材，透過豐富和有趣的英語活動，
引導學生於日常生活運用英語。學生透過
愉快的方式學習，如角色扮演、遊戲、兒
歌、閱讀故事等，增添學習英語的趣味。 

角色扮演：  

“What people do?” 

英語溝通活動： 
 “Buying snacks” 

Dr. Dog探訪活動： 

 “Going to the animal kingdom” 

  本校之校本課程主要參考教育局「為智障學生而設的英國語文課程補充指
引（初稿）」而編寫，為輕度班P1B至S3B提供調適英國語文科課程，讓學生
於聽、說、讀、寫四方面學習英語。中度班P1A至S3A之實用英文課程則以主
題形式學習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詞彙為主。 
  為了締造更多英語學習環境和氣氛，本年度首次聘請NET外籍英語教師與原
任老師協作，分階段於部分輕度班級進行由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舉辦的英
文小學識字教學計劃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 Writing (PLP R/W)；中度
組的實用英文科亦由初小延伸至初中(P1A至S3A)，以發展學生的語言潛能，
鼓勵他們多接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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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排(左起)﹕Ms.Wong  Ms.Chong  Ms.Tsang 

    下排(左起)﹕Ms.Poon  Ms.Theresa Ms.Siu   

本校英文科教師團隊由六位教師所
組成。外籍和本地英語教師定期透
過共同備課、協作教學、校本分享
會和參與由教育局所舉辦的聯網活
動，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共同備課 專業交流 

    

 
Hello Everyone! 

My name’s Theresa. I’m very excited to be joining the amazing team here  

at Morninghope school. It’s been an amazing journey to watch our children grow and prosper 

over time.  

First, a bit of background on myself - I’m from Toronto, Ontario in Canada. I really enjoy 

travell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and meeting people with interesting 

stories to tell.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Plitvice Lakes in Croatia. The lakes are famous for 

their ever-changing colours!. 

 
 

Ms.Theresa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她喜
歡旅遊，對各地的文化和當地人的故
事均有興趣。Ms Theresa 具備十年的
教學經驗，並於英國取得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的資格。她致力協助學生
發掘、培育、發展興趣和潛能，讓他
們過著精彩和有意義的人生，成為一
位終生學習者。 

I’ve been teaching for ten years and I’m a qualified Special Needs 

Coordinator (SENCO)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big goal of mine is 

to help children discover, nurture and develop their passions. I 

hope I’ll be able to help our students establish the meaningful, 

joyful and productive routines needed as life-long learners.  

此相片攝於克羅地亞之
十六湖國家公園，湖水
在陽光下折射成幻彩的
顏色，十分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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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小組 Interest Group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校英語教師相互協作，透過每星期一次的興趣小組英語活動，締造活潑
生動的學習環境。 

外籍英語教師協助籌辦聯課活動，於課堂內外讓學生在真實環
境下學習英語，豐富學校的英語學習環境和學生的學習經歷。 

早會時段 Morning Assembly 
外籍英語教師Ms.Theresa每個星期
四均透過早會時段，就特定主題與
學生以英語交流，提供真實語言環
境幫助學生學習英語。 
  

午膳小息閱讀英語圖書時間Story Telling 
外籍英語教師Ms.Theresa善用午膳小息時間與
學生說英語故事和帶領閱讀活動，培養學生學
習英語的興趣，強化英語學習環境，增加他們
閱讀和聆聽英文故事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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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un Day是本校每年都會舉辦的全英語情境活動，歷來都很受學生歡
迎。該活動透過教育局的同工與本校老師共同設計多元化的遊戲，如：互動
遊戲、木偶戲、製作食物等，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學習英語的平台，提升他們
以英語溝通的動機。English Fun Day的活動主題會配合該年度的關注事項
，兼具知、情、識、趣，是每年學生最期待的活動之一。 

English Fun Day 英語體驗活動日 

閱讀英文圖書活動 

木偶戲Puppe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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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食物及英語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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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話﹕學好英文有妙法 

1.一面讀，一面與子女
談論故事書的封面、
圖畫及閱讀文字。 
 2.重複閱讀故事時，
可邀請子女參與朗讀
部分內容，或向家人
談論圖書內容。 
3.電子書提供的朗讀功
能、動畫、音效等能
輔助子女理解書本內
容，增添閱讀趣味。 

親子閱讀小錦囊 
 



關懷大使與新生家長茶聚 

家長護脊工作坊  

家長拉筋班 

兒童感官發展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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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茶聚 

敬師活動慶功大食會 

PSA 活動花絮 



敬師日 

參觀「吉卜力的動畫世界」 

小步子學中文活動  

『遊公園』 

「飛躍共融」樂團訓
練體驗計劃 超市購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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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營 

學生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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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獎狀   

2019聖誕電子賀咭設計比賽
最切合主題獎 

2019聖誕電子賀咭設計比賽 
最佳動感設計獎 

2019聖誕電子賀咭設計比賽
最佳色彩運用獎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獎狀   

2019聖誕電子賀咭設計比賽
最佳色彩運用獎 

顧問：朱佩雯校長 

編輯小組： 李兆華老師、尹定業老師、馮彩老師、蘇笑芳老師、陳健民老師、 

何心妍老師、林婉芬老師、黃鳳儀社工、陳彩雲社工 

學生獲獎龍虎榜 

P3B黃恩 S4B鍾家安 
P3B關心言 S5A練俊佑 

S2B莊以茵 P6B江慧欣 P5B 何耀曦 

S5A 楊芷淇 

S2B 鄒學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