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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陽小學 



學校簡介 

2000年興建純陽小學棒球場 

純陽小學 

  本校創校二十一年，學校面積一萬二千平方米，包括棒球場一個，標準籃球場兩個，有蓋操場兩
個，標準課室三十間，另建有機農莊及魚池各一個，讓學生認識生態環境。新翼大樓總面積約有二千
平方米，包括圖書館、電腦室、語言學習室、教員室、多元智能活動中心、音樂室、常識實驗室、體
育館等，校舍寬敞，學生活動空間十足。此外，全部課室設電子白板、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等
多媒體設備，學生學習多元化。 

黎 文 熾 副 校 長 



STEM教育計劃 

科學模型製作(降落傘) 科學模型製作(水火箭) 
 

發揮創意潛能   讓世界更美好 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學校 
東海附屬小學與本校四年級 

學生進行科學交流 

純陽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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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用iPad平板電腦於 

小四、小五中英數常 
進行電子學習 

推動電子學習 

小一至小六電子閱讀 

 

[本校參與教育局Wifi900電子學習計劃] 

 

純陽小學 2016-2017年度關注事項 



善用互動電子白板教學， 
增加學生互動學習的樂趣 

全校課室已設置互動電子白板 
及多媒體設備(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 

純陽小學 



純陽小學 

同學利用滾輪量度籃球場曲線的長度。  

同學使用i-pad進行遊踪活動。  

數學遊踪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小一至小六) 

DIY自學/探究小專家比賽 

純陽小學 2016-2017年度關注事項 

自學組冠軍2A郭柏希 
自學主題﹕ 

一隻手可以捏碎雞蛋嗎？ 

探究組冠軍4A賴鈞澤 
探究主題﹕ 
抗震大挑戰 



DIY自學/探究小專家比賽 
   

目的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探究的精神 

•提升學生的匯報技巧及互相欣賞文化 

 
 



校本STEM發展 

STEAM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交流活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與 

王 保 懿 主 任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年度表 
 日期 活動 地點 

2008年12月11日 簽約締結儀式 教聯會 

參觀純陽小學 純陽小學 

2009年3月11日 教師發展日 深外附小 

2010年5月13日 教師專業交流 純陽小學 

2010年5月26日 學習生活體驗 深外附小 

2011年4月19日 學習生活體驗 純陽小學 

2014年6 月4日 藝術節作品展 深外附小 

2014年12月10日 學習生活體驗 純陽小學 

2015年12月12日 20周年校慶 純陽小學 

2016年10月28日 籌備會議 深外附小 

2016年11月23日 STEM活動及參觀科學館 純陽小學  

2017年4月12日 
2017年5月16日 

科技節-教師發展日 

DIY自學小專家決賽 

深外附小 

純陽小學 



         2008年12月11日本校參加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2008-2010，與深圳外國語學校
東海附屬小學締結。本校望能為兩地學生創造更多的交流機會，讓彼此師生在學術上
互相學習，多認識中國不同地域文化，提升視野與見聞，增進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力，

推動課研文化。 

簽約儀式正式開始，為學校的未來發展踏出了重要
第一步，期盼能增加兩地師生文化交流的機會。 

 深外附小汪校長及劉主任與本校梁校長、   
 梁副校長、伍主任及王主任拍照留念。 

2008年-簽約儀式 



2008年-參觀純陽小學 
簽約完畢，深外附小的汪校長及劉主任一同來到本校參觀。 

汪校長及劉副校長來到本校門前，與本校
梁校長、主任及老師拍照留念。 

 我們帶她們到本校的情景教室(純陽餐廳和
超級市場)，講解特別室的的教學用途。 

我們參觀一樓圖書館及拍照留影。 兩位校長已經一見如故，情同姊妹。 



2009年-深外附小教師發展日 
2009年3月11日，梁美玲校長及全體教師們到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進行「教師發展日」活動。 

深外附小的學生為我們準備了管弦樂、中國舞及唱歌表演。 
同學們的精彩表演同樣令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先後參觀了籃球場、舞蹈室、語言室、電腦室、美
勞室、禮堂、兒童足球場、學校後花園、有機農莊…… 

觀課後，進行教學研討及評課，互相了解雙方教學理念和設計，
藉以提高教學效能及專業水平，獲益良多。 

感謝汪校長、蔣主任、劉主任及一班既熱情又富團隊精神
的教師們，為我們安排了充實而極具意義的一天。 



2010年-純陽小學示範課及教師專業交流活動 

 

  

2010年5月13日姊妹學校校長及老師一行22位訪校。當天除了本校開放課堂，也有2位姊妹學校老師作教
學示範。課堂後，兩校老師聚首一堂，互相分享教學心得，大家都覺得是一次難得及難忘的教學經驗。 

深外附小汪校長在純陽餐廳簽名留念。            蔡主任在純陽超市與同學進行買賣活動。 

深圳附小舒老師安排「吹泡泡」活動，讓同學掌握動詞的
運用，大家都投入活動之中。 

                      
             活動完畢，兩校老師聚首拍大合照。 



2011年-純陽小學(學習生活體驗) 
2011年4月19日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的24位學生到本校參觀及上課。課堂後，兩校學生分
別交換禮物及聯絡方法，增進兩校友誼。 

熱烈歡迎劉副校長帶領師生到訪本校。 本校開放了四個課堂，學生與內地學生共同上課。 

深外附小學生準備了表演 交換紀念品 



2010年-深外附小學習生活體驗 
2010年5月26日，本校五年級13位同學和校長、老師一行17人，到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
進行一天學習生活體驗。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天，但體會到學生對追求學問的認真態度，實在是同學學習的好
榜樣。而且得到他們熱情接待，本校全體師生，致以衷心的感謝，希望往後再有這樣有意義的交流活動。 

學生都認真地做練習題了。 梁校長與兩校學校在口語訓練習室拍照留念。 

我們交換紀念品，感謝汪校長讓本校的孩子，有機會在深外
附小，上了一天寶貴的生活體驗堂。 

同學們都互相交換了紀念品拍照留念 



2014年-深外附小藝術節及美術作品展 
 
 

藝術節及第二屆美術作品展2014年6月4日，梁美玲校長及王保懿主任應邀到姊妹學校，參觀他們第十四
屆藝術節及第二屆美術作品展。 

能感受美術展中，每一件作品展示藝術的魅力，以
< 童心看世界>的主題發揮想像與創造。 

也能欣賞同學們豐富多采的表演，芭蕾舞、英語話
劇、管弦樂及歌詠都十 分精彩。 

            恭賀他們的藝術節圓滿成功。  再次感謝汪校長的邀請，讓我們留下難忘的回憶。 



2015年-純陽小學二十周年校慶 
  
 

2015年12月12日純陽小學20周年校慶嘉賓到賀 

汪娛校長遠道而來為純陽小學20周年校慶祝賀。 汪校長在本校大堂簽名留念到賀。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與朱國雄校監、朱余月容校董、梁美
玲校長、汪娛校長及眾出席本校20周年校慶的嘉賓拍照留念。 

感謝深外附小校長及師生送上畫作，為本校祝賀。 
本校亦送上由學生製作的馬賽克相架作回禮。 



2016年-到深外附小為三年計劃(2015-2018)進行籌備會議 
2016年10月28日，梁美玲校長、王保懿主任、盧啟賢主任及鄒娉婷老師到訪深圳外國
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 

與汪娛校長、劉芳琴副校長、周智萍主任、 
朱昱曉主任會面。 

討論我們三年計劃的詳細內容，亦訂了本年
度以「STEM教育」為主題發展活動。 



2016年-STEM科學活動日(上午) 
2016年11月23日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劉芳琴副校長、王軍君主任、郭勇老師及該校21
位小學四年級生來臨本校，與本校四年級學生共同參與「STEM科技探究及參觀科學館活動」。 

林翠玲主任講解「降落傘」的科學概念。 兩地學生進行探究交流活動。 

小組導師也為他們打氣呢﹗ 校長、教師探討深港兩地課程的不同。 



  

深外附小學生與本校學生一同參與。 深外附小的學生加入不同的組別進行活動。 

在禮堂高處平台進行降落傘比賽。 STEM「降落傘比賽」頒獎禮 



深外附小的教師及學生與本校的教師及4A班學生大合照 



2016年-STEM科學活動日(下午) 

            生命科學及生物多樣性展館。           學生在兒童天地十分投入。 

                  鏡子世界的「哈哈鏡」。                   在交通廊進行模擬駕駛。 
 



深外附小的學生與本校學生共同分組參觀科學館 



2017年-深外附小科技節教師發展日 
 
 

2017年4月12日梁美玲校長與全體教師，及12位四年級學生代表，到深外附小參觀學生科
技展，及進行不同的科技活動。 

梁校長以學生剪紙作品祝賀科學節圓滿成功 學生進行機械人足球比賽 

學生科技展作品 學生分組進行不同的科學實驗活動 



純陽小學全體教師大合照 



同學感想 



2017年-純陽小學DIY自學探究小專家 
2017年5月16日本校舉行DIY自學探究小專家決賽，從四百多份科學作品中，脫穎而出進行決賽。 

鄧顯中學劉校長及深外附小的汪校長當評判 學生滙報探究的目的、過程及原理 

兩位校長在點評時，都讚賞學生的探究精神。 十一位獲獎的決賽學生 



終極目標 

•認識降落傘的原理 

•設計及製作出一個屬於自己的降落傘 

•掌握如何透過改變變項去增加降落傘 

   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目標 

帶著你們的降落傘和同學進行比賽， 

看看誰的降落傘能在空中停留最長時間。 

2016年11月23日STEM科學活動日 

林 翠 玲 課 程 主 任 



降落傘設計 

塑膠枱布 

棉繩 

下墜物 



組長： 李子彤 

記錄員：李卓男 
 

時間及聲音控制員：譚韻琦 （深外附小） 

物資管理員： 盧晉峰（深外附小） 

 







50 厘米X50 厘米 

30 厘米X30 厘米 

3.7秒 

1.2秒 



其他因素： 



下墜物愈輕，空氣阻力愈大。 

3.8秒 







總結﹕來年(2017-2018年)的計劃 
 

1. 北京交流團 

日期﹕2017年10月 

目標﹕讓學生可以透過遊學，放眼世界、認識異地文化。培養

學生的自理能力及抗逆力，進行實地考察及體驗。學生能透過

共同交流，進行學習，擴闊學生視野，增進知識。 

 

 



總結﹕來年(2017-2018年)的計劃 
 

2. 學習生活體驗 

日期﹕待定 

內容﹕邀請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的校長、教師及學生參與 

               本校富特色的學習活動(如棒球友誼賽)及課堂活動。 

目標﹕透過參與本校的活動，體會本校學生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教師互相觀摩及評課，學習對方多元化的教育教學理念和 

               方法，藉此提高教學效能及專業水平。 

 

 



總結﹕來年(2017-2018年)的計劃 
 

3. 網上影片分享/星空電視台 
日期﹕全年進行 

內容﹕長遠增設校園電視台，製作教學短片，並與姊妹學校互 

                 相分享網上短片，豐富學生自學資源。 

目標﹕為學生提供網上學習的環境，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並通過與姊妹學校(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的交 

                 流，學生能學得更多更廣，與姊妹學校互相交流學習。 

 

 



祝願 
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友誼長存 

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