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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官立小學
Tseung Kwan O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2020-2021年度
第二期《校訊》

新常態‧新面貌‧新動力

 
        將軍澳官立小學的教職員團隊緊貼教學的最新趨勢和需要，優化學校的學習環境及設施︒
 中華文化館」加入了先進新穎的電子互動桌，同學可以善用科技學習寫書法︑下象棋和圍棋等文化活動︒
隨着社會大環境的轉變，數碼技能對學生的未來成功至為重要︒本校在2015年已建造「創意科技室(STEM Room)」
校本STEM教育的發展亦已見成效，成功培養學生以綜合和創新的方式，運用STEM相關科目的知識和技能，解決日
常生活所需︒學校藉着裝修視藝室的同時，更新了「創意科技室」的設備，並把藝術的元素加入STEM教育，設立
  STEAM ZONE」教育專區，透過「擴增實境(AR)」技術，帶來更有效︑有趣及富意義的學與教體驗，進一步協助
學生掌握在學習新常態下須具備的資訊科技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校優化了教員室的環境及提升了各項設施：「一人一電話」，讓老師加強與
家長和外界的聯繫︔「一人一電腦」讓老師不斷探索及設計創新的教學內容︒在新常態的模式下，老師着力把握每
個機遇，給予學生機會參加校內校外的比賽並獲得多項優異的成績︒六年級有5名同學更獲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取錄成
為學員，以發掘其所長，培養他們學習的熱忱及創造力︒

        新常態講求主動和自律，老師積極培養學生養成自覺和主動的學習態度，透過學校新的面貌及不同渠道去引導
學生探究學科的相關知識，以提升他們對科目的興趣和自主學習的能力，並以新的動力持續為學生帶來豐富的學習
經歷，促進全方位學習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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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室視藝室

        2019冠狀病毒病為全球教育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和挑戰，
與此同時，教學新常態亦帶來契機，拓闊教育工作者對教育的想像︒ 

        2019冠狀病毒病為全球教育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和挑戰，
與此同時，教學新常態亦帶來契機，拓闊教育工作者對教育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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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韻婷校長

新教員室新教員室 中華文化館中華文化館



學生們的視藝作品
可在視藝室展示，
讓全校師生一起欣賞，
就像一個常設的展館，
學生隨時可以參觀︒

教學新常態 學校新面貌教學新常態 學校新面貌

視藝室視藝室
        學校於2021年把視藝室以海洋
生態為主題重新裝修，視藝教室內
設有一系列的作品展覽區，讓學生
能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投入創作活
動︒視藝室空間比課室大，存放不
少創作工具，到視藝室上課時，學
生可以在這裏進行大型的創作活動︒

        學校於2021年把視藝室以海洋
生態為主題重新裝修，視藝教室內
設有一系列的作品展覽區，讓學生
能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投入創作活
動︒視藝室空間比課室大，存放不
少創作工具，到視藝室上課時，學
生可以在這裏進行大型的創作活動︒

                     學生可透過掛牆式
                  顯示屏幕，觀看老師展示
教學資訊︑欣賞同學和藝術家的作品，
有利老師與學生進行評賞活動︒

                     學生可透過掛牆式
                  顯示屏幕，觀看老師展示
教學資訊︑欣賞同學和藝術家的作品，
有利老師與學生進行評賞活動︒

設有多個洗手盆及
各種繪畫用品，
方便同學使用及
清潔畫具︒

學生們的視藝作品
可在視藝室展示，
讓全校師生一起欣賞，
就像一個常設的展館，
學生隨時可以參觀︒

視藝室前後皆
設有電腦及投影機
設備，方便老師與學生
進行各類型的互動
學習活動︒

視藝室前後皆
設有電腦及投影機
設備，方便老師與學生
進行各類型的互動
學習活動︒

視藝室門外也增設學生作品展示區視藝室門外也增設學生作品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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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TEAM ZONE」
可以運用「擴增實境」
的技術來觀察3D立體模型

視藝室及
創意科技室外的
空間經過全新裝潢，
已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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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經過全新裝潢，
已煥然一新

在「STEAM ZONE」
可以運用「擴增實境」
的技術來觀察3D立體模型

STEAM 
ZONE

STEAM 
ZONE

        同學如果途經學校二樓視藝室及創意科技

室外的空間，將會彷彿置身在海底珊瑚礁中，

稍移數步，又踱到了一片風和日麗的海岸邊，

一艘帆船更從創意科技室駛向你呢！沒錯，這

裏經過了全新裝潢，已變成以海洋為主題的

 STEAM ZONE」︒

 

        在「STEAM ZONE」範圍，除了同學們的

視藝科佳作會張貼在海洋主題的陳展板外，更

有一些創新的學習資源正等待同學到場發掘︒

同學只要手持學校的平板電腦，打開相關軟件，

掃描位於「STEAM ZONE」的互動式學習圖卡，

便可以透過「擴增實境」的技術，看到不同的

3D立體模型，例如有珊瑚群︑游泳的魚兒︑

再生能源雙體船…… 活現眼前︒透過這些立體

模型︑相關的文字及影片的介紹，同學可以學

習到有關海洋保育和水資源的知識，更可認識

不同種類的藝術作品呢！這些學習內容是配合

特定級別的常識及視藝科課程而設計的，將會

在下一學年供同學在課堂上學習及使用，同學

請熱切期待未來的「STEAM ZONE」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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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STEAM教育跨學科STEA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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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吳宛洋     3B黎艷穎3B吳宛洋     3B黎艷穎

用A4紙箱模擬
舊樓，紙箱蓋模擬
舊樓的天台，設計
天台隔熱裝置模型，
把設計圖畫好︒

學生利用大小相同的紙箱︑
温度計等，與組員一起
以「測試物料的隔熱效能」
為目的，設計實驗︒

設置對比之模型裝置，並放在
太陽燈下，每隔3分鐘記錄箱內
的温度一次，了解隔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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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STEAM教育跨學科STEAM教育

消暑
  安樂窩
消暑
  安樂窩
        在學習綠色建築的課題時，不少

學生認為環保建築只是代表在建築中

加設太陽能板︒事實上，綠色建築所

牽涉到的範疇十分廣泛，也會影響建

築物用戶的身心健康︒本年度常識︑

視藝科進行跨學科STEAM學習活動，

於三年級課題引入熱和温度的量度

概念，從而教導學生選取隔熱物料製

作天台隔熱裝置模型，推動綠色建築，

逐步培養孩子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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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4紙箱模擬
舊樓，紙箱蓋模擬
舊樓的天台，設計
天台隔熱裝置模型，
把設計圖畫好︒

設置對比之模型裝置，並放在
太陽燈下，每隔3分鐘記錄箱內
的温度一次，了解隔熱效能︒

學生利用大小相同的紙箱︑
温度計等，與組員一起
以「測試物料的隔熱效能」
為目的，設計實驗︒

同學們用紙箱模擬舊樓，
設計天台隔熱裝置
及消暑安樂窩模型︒

同學們用紙箱模擬舊樓，
設計天台隔熱裝置
及消暑安樂窩模型︒

3D 陳詩彤   3D 馬柏喬   3B 劉天橈3D 陳詩彤   3D 馬柏喬   3B 劉天橈

3D 陳詩彤  3D 施鈺瑩  3D 黃栢誠  3D 馬柏喬3D 陳詩彤  3D 施鈺瑩  3D 黃栢誠  3D 馬柏喬

3A 馮子珊     3A王芷言3A 馮子珊     3A王芷言



用A4紙箱模擬
舊樓，紙箱蓋模擬
舊樓的天台，設計
天台隔熱裝置模型，
把設計圖畫好︒

6B 劉穎潼 6C 周曉晴 6C 林勝傑6B 陳亮潼

5B 李希婷 5C 陳蕊  5D卓柏熹 5E 劉珮茵

5A 陳思因 5B 林俊銘 5C 成海嵐 5D 洪鉑雯 5E 李宛融

5A 何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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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樓，紙箱蓋模擬
舊樓的天台，設計
天台隔熱裝置模型，
把設計圖畫好︒

環保玩具環保玩具
        五︑六年級學生參與「環保玩具再生

課程」校本視藝課程，為期十二課節︒學

生都十分積極投入課堂學習，並於課堂上

匯報創作過程及心得︒

        五年級學生認識地心吸力︑支點及重

點轉移的原理，並以點︑線︑面繪畫玩具

外型圖案，創作兩件斜台步行玩具︒

        六年級學生以車的動力︑線性和旋轉

運動為設計原理，發揮想像力創作兩件環

保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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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玩具︒

反斗貓咪
反斗貓咪外形以廁紙筒作為基礎，放入電池加重內部質量，電池在滾動時會連帶廁紙筒使小貓看起來像站立或倒下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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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斗貓咪外形以廁紙筒作為基礎，放入電池加重內部質量，電池在滾動時會連帶廁紙筒使小貓看起來像站立或倒下來一樣︒

斜台步行玩具-小松鼠
五年級同學運用線條︑形狀的視覺元素及重複的組織原理，去設計小松鼠外形「層層疊」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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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班同學以輕黏土︑木筷子︑紙盒︑
膠板︑紙筒等材料，以凸輪原理製作
 我會說故事」環保玩具︒同學在創作
過程中，製作凸輪軸，反覆嘗試讓玩
具轉動︒課程充滿趣味和挑戰，同學
對科學原理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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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班同學享受環保玩具課程，可讓
他們學習課程以外的科學知識，如
槓桿原理，讓小鳥能上下升降︒同學
又能學習zentangle畫風，以輕鬆趣味
的方法利用廢物，創作富有藝術色彩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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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STEAM教育跨學科STEAM教育

樂齡科學樂齡科學
        六年級透過以數學︑常識及電腦科跨學科的模式，進行「樂齡科學」的STEM學習探索︒

     「保溫感應衣」是針對長者體弱的需要，先測試不同的保溫物料，再配上Micro:bit監察體溫，
當衣物內的溫度過低，便會發出鳴響，提醒家人替長者添衣︒「樂齡衞生間」則運用長者使用
浴衞設施的時間數據，以Micro:bit模擬動態監察器，如果偵測到長者長時間沒有動靜，
便會打開浴衞的門鎖，並發出警號︒

        不論是網上或實體課堂，學生對「樂齡科學」STEM教學的反應均十分理想，學習動機攀升︒
最難能可貴的是，比對過前測及後測所收集到的數據後，顯示出學生對長者生活的需要
有了更深認識，也喜見學生對自己能幫助長者解決生活困難更有信心︒

        六年級透過以數學︑常識及電腦科跨學科的模式，進行「樂齡科學」的STEM學習探索︒

     「保溫感應衣」是針對長者體弱的需要，先測試不同的保溫物料，再配上Micro:bit監察體溫，
當衣物內的溫度過低，便會發出鳴響，提醒家人替長者添衣︒「樂齡衞生間」則運用長者使用
浴衞設施的時間數據，以Micro:bit模擬動態監察器，如果偵測到長者長時間沒有動靜，
便會打開浴衞的門鎖，並發出警號︒

        不論是網上或實體課堂，學生對「樂齡科學」STEM教學的反應均十分理想，學習動機攀升︒
最難能可貴的是，比對過前測及後測所收集到的數據後，顯示出學生對長者生活的需要
有了更深認識，也喜見學生對自己能幫助長者解決生活困難更有信心︒

跨學科的學習提供了探索︑嘗試及改良的空間給同學，
同學事後對STEM教育的興趣得到提升，並更關心長者的需要︒
跨學科的學習提供了探索︑嘗試及改良的空間給同學，
同學事後對STEM教育的興趣得到提升，並更關心長者的需要︒

部份課堂以網上模式進行，學生仔細觀察實驗過程︒部份課堂以網上模式進行，學生仔細觀察實驗過程︒

學生的
保溫衣
設計圖

學生的
保溫衣
設計圖

6C吳鴻榕的作品
      設計簡約，但功能
         十足︒

6C吳鴻榕的作品
      設計簡約，但功能
         十足︒

6A周浩霆︑梁芷甄及曾柏颺同學手拿自己製作的保溫衣︒6A周浩霆︑梁芷甄及曾柏颺同學手拿自己製作的保溫衣︒

6D陳淬資︑
劉珮娜及
陳幸琳的
作品美觀與
功能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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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何瑜 5A 陳思因

5B 孔嘉瑤 5C 佘穎嵐 5E 李宛融
五年級同學用心製作的「Micro:bit反應遊戲」︒五年級同學用心製作的「Micro:bit反應遊戲」︒

    同學們正在測試及改良
「Micro:bit反應遊戲」

創作者

數學概念

簡單
機械原理

難易度

4A陳安瑩

比例︑
圓︑直徑

齒輪與
齒輪比

5B楊晞哲

角度︑
圓柱︑速率

滾輪與
摩擦力

5B黎婧慇

平行四邊形︑
角度

反向
運動連桿

5A黃卓然

長度比︑角度

槓桿

5B陳俊穎

三角形︑重量

桁架︑壓力與張力

Micro:bit反應遊戲
跨學科STEAM教育跨學科STEAM教育

4D Frame小小建築師4D Frame小小建築師
        本年度共15位四至五年級學生參與數學科跨學科課程，學生利用

4D Frame材料結合數學概念及機械原理製作不同的主題作品︒

        本年度共15位四至五年級學生參與數學科跨學科課程，學生利用

4D Frame材料結合數學概念及機械原理製作不同的主題作品︒

疾走機械車 齒輪裝置 升降機械馬 初級投石器 桁架橋

創作者

數學概念

簡單
機械原理

難易度

4A陳安瑩

比例︑
圓︑直徑

齒輪與
齒輪比

疾走機械車

5B楊晞哲

角度︑
圓柱︑速率

滾輪與
摩擦力

齒輪裝置 升降機械馬

5B黎婧慇

平行四邊形︑
角度

反向
運動連桿

初級投石器

5A黃卓然

長度比︑角度

槓桿

5B陳俊穎

桁架橋

三角形︑重量

桁架︑壓力與張力

Micro:bit反應遊戲
        STEAM 教育着重學生發揮創意，通過實

作理解日常生活中科學與科技的設計及理念，

製作充滿趣味的「Micro:bit反應遊戲」︒

        學生先在常識課學習有關導電體和絕緣體

的知識，並在電腦課認識使用Micro:bit製作反

應遊戲的方法，然後使用雲端編輯器進行編程︒

之後學生會為反應遊戲進行美術設計及製作，

運用合適的導電物料製成遊戲區︒完成後，

老師會引導學生從遊戲玩法及外觀設計訂立改

良的目標及方法，藉以培養學生於日後可以自

行製作新發明或改良日常生活中各種大小科技

的設計及運作︒

        STEAM 教育着重學生發揮創意，通過實

作理解日常生活中科學與科技的設計及理念，

製作充滿趣味的「Micro:bit反應遊戲」︒

        學生先在常識課學習有關導電體和絕緣體

的知識，並在電腦課認識使用Micro:bit製作反

應遊戲的方法，然後使用雲端編輯器進行編程︒

之後學生會為反應遊戲進行美術設計及製作，

運用合適的導電物料製成遊戲區︒完成後，

老師會引導學生從遊戲玩法及外觀設計訂立改

良的目標及方法，藉以培養學生於日後可以自

行製作新發明或改良日常生活中各種大小科技

的設計及運作︒

        七月份，5B陳俊穎同學和楊晞哲同學將
參與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 Frame 比賽2021，
我們預祝他們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七月份，5B陳俊穎同學和楊晞哲同學將
參與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 Frame 比賽2021，
我們預祝他們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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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四至六年級合共328名學生參加了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
文化常識問答比賽」，並獲得了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

「

本校四至六年級合共328名學生參加了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
文化常識問答比賽」，並獲得了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

「

5A班代表學校與廣州荔灣區沙面小學
的同學一起參加「2020年粵港澳姊妹
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小學普
通話及粵語集誦比賽，齊誦
« 中華節氣歌 »︒

5A班代表學校與廣州荔灣區沙面小學
的同學一起參加「2020年粵港澳姊妹
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小學普
通話及粵語集誦比賽，齊誦
« 中華節氣歌 »︒

館內全景館內全景

新春時，由葉校長扮演大頭佛，老師們扮演財神及舞獅隊
上演「大頭佛戲舞獅隊‧敲鑼打鼓接財神」︒

本校每年都會舉行多元化的中華文化活動，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

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習俗，吸收傳統的經典智慧，培養良好的品德情操︒

捉象棋捉象棋 推動中華文化活動推動中華文化活動
本校每年都會舉行多元化的中華文化活動，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

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習俗，吸收傳統的經典智慧，培養良好的品德情操︒

新春時，由葉校長扮演大頭佛，老師們扮演財神及舞獅隊
上演「大頭佛戲舞獅隊‧敲鑼打鼓接財神」︒

下圍棋下圍棋

中華經典名句中華經典名句

寫書法寫書法

中華文化館
文化繫中華文化繫中華

中華文化館

4A 蔡承叡︑5A洪玲瓏及6A 陳思霖代表本校參加「腹有詩書─全港
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表現優異，令人讚賞︒

4A 蔡承叡︑5A洪玲瓏及6A 陳思霖代表本校參加「腹有詩書─全港
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表現優異，令人讚賞︒

        為了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及認識，學校把四樓的

學習室改造成「中華文化館」︒「中華文化館」是本校一個

甚具特色的情境教室， 置身館內，仿如走進中國古代小書室︒

館內設置了先進新穎的大型觸控式顯示屏及互動桌子，同學

可以利用互動桌學習寫書法︑下中國象棋︑圍棋，以及進行

文化導賞等活動︒「中華文化館」成功印證了現今科技如何

把傳統文化巧妙地傳承下來，讓同學們學會欣賞

中華文化的精髓︒

        為了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及認識，學校把四樓的

學習室改造成「中華文化館」︒「中華文化館」是本校一個

甚具特色的情境教室， 置身館內，仿如走進中國古代小書室︒

館內設置了先進新穎的大型觸控式顯示屏及互動桌子，同學

可以利用互動桌學習寫書法︑下中國象棋︑圍棋，以及進行

文化導賞等活動︒「中華文化館」成功印證了現今科技如何

把傳統文化巧妙地傳承下來，讓同學們學會欣賞

中華文化的精髓︒

猜燈謎猜燈謎
寫書法寫書法8



學校走廊及梯間配合
每月主題佈置的語句︒
在良好的語言環境下，
營造積極的學習氣氛︒

學校走廊及梯間配合
每月主題佈置的語句︒
在良好的語言環境下，
營造積極的學習氣氛︒

普通話
才藝表演

文化繫中華文化繫中華

普通話
才藝表演

        學校於4月舉行「普通話才藝表演」，

旨在培養學生普通話的口語表達能力外，增加

學生互相欣賞及學習的機會︒學生可按自己的

才能，自由選取不同的題材，例如唱兒歌︑講

故事︑繞口令︑朗誦詩詞散文等，在家中進行

個人錄影，然後上載到學校的學習平台︒

        學校於4月舉行「普通話才藝表演」，

旨在培養學生普通話的口語表達能力外，增加

學生互相欣賞及學習的機會︒學生可按自己的

才能，自由選取不同的題材，例如唱兒歌︑講

故事︑繞口令︑朗誦詩詞散文等，在家中進行

個人錄影，然後上載到學校的學習平台︒

6A 陳思霖6A 陳思霖1C 陳優璇1C 陳優璇

9

2A 林煦2A 林煦

普樂無限日普樂無限日
         為了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及口語表達的能

力，普通話科每月舉行「普樂無限日」︒透過營造豐富

多彩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實踐所學︒我們按每月的主題，

在學校走廊及梯間佈置不同的語句，除標上漢語拼音

外，又請普通話大使進行全校的「普通話小息小廣播」，

再運用資訊科技，把富趣味的影片︑歌曲︑故事等上載

到學校的學習平台，延伸學習內容︒此外，在「普樂無

限日」的早上，普通話大使在大門與校長一起與老師及

同學齊聲用普通話打招呼，讓同學在校園的語境氛圍下

靈活運用普通話︒

         為了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及口語表達的能

力，普通話科每月舉行「普樂無限日」︒透過營造豐富

多彩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實踐所學︒我們按每月的主題，

在學校走廊及梯間佈置不同的語句，除標上漢語拼音

外，又請普通話大使進行全校的「普通話小息小廣播」，

再運用資訊科技，把富趣味的影片︑歌曲︑故事等上載

到學校的學習平台，延伸學習內容︒此外，在「普樂無

限日」的早上，普通話大使在大門與校長一起與老師及

同學齊聲用普通話打招呼，讓同學在校園的語境氛圍下

靈活運用普通話︒

校長與普通話
大使在大門一起

跟老師及同學齊聲
用普通話打招呼︒

同學們施展渾身
解數，發揮潛能，
積極投入參與普通
話才藝表演

同學們施展渾身
解數，發揮潛能，
積極投入參與普通
話才藝表演

普通話
才藝表演
普通話
才藝表演



團員各自拍攝演奏影片，

最終以合成影片展示學習成果︒

請掃描二維碼以觀看管弦樂團表演：

管弦樂團表演!!

健康生活展才華

線上管弦樂團

訓練期間，團員會按樂器組別分組練習︒訓練期間，團員會按樂器組別分組練習︒

團員各自拍攝演奏影片，

最終以合成影片展示學習成果︒

請掃描二維碼以觀看管弦樂團表演：

管弦樂團表演!!
弦樂組團員努力爭取練習的時間弦樂組團員努力爭取練習的時間

        為使有潛質的學生有機會發揮所長，

學校於下學期積極籌辦線上管弦樂團，

為學生締造不一樣的學習經歷︒縱然線

上訓練有所限制，老師和團員都排除萬

難，透過小組訓練和回校練習(弦樂︑敲

擊樂)，提升演奏水準，大家都十分珍惜

每一次相聚練習的機會︒

        為使有潛質的學生有機會發揮所長，

學校於下學期積極籌辦線上管弦樂團，

為學生締造不一樣的學習經歷︒縱然線

上訓練有所限制，老師和團員都排除萬

難，透過小組訓練和回校練習(弦樂︑敲

擊樂)，提升演奏水準，大家都十分珍惜

每一次相聚練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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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

本校推薦了在Happy Kitchen@TKO表現

優異的學生，參與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三零三區舉辦的「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

拼：低糖低鹽健康食物餐單設計比賽」為糖尿

病患者設計一道美味的菜色︒

        比賽過程中，家長偕子女一同認識肥

胖和糖尿病的預防及控制的常識，並根據

食物的配搭構思食譜，親手製作菜餚參加

比賽︒他們的作品還上載到「學界健康小

廚神大比拼」的臉書，讓公眾人士投票，

選出心目中的小廚神︒

        為了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

本校推薦了在Happy Kitchen@TKO表現

優異的學生，參與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澳三零三區舉辦的「學界健康小廚神大比

拼：低糖低鹽健康食物餐單設計比賽」為糖尿

病患者設計一道美味的菜色︒

        比賽過程中，家長偕子女一同認識肥

胖和糖尿病的預防及控制的常識，並根據

食物的配搭構思食譜，親手製作菜餚參加

比賽︒他們的作品還上載到「學界健康小

廚神大比拼」的臉書，讓公眾人士投票，

選出心目中的小廚神︒

小廚神大比拼

體育Online也健康

健康生活展才華

         護目操︑護脊操︑伸展運動︑體育知識︑健康

生活常識......疫情下的體育課同樣精彩!學生除了透過

網上體育課一起做運動外，亦會在面授課堂上一同

實踐所學，一同享受做運動的樂趣︒課餘時，學校

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的體能學習活動，例如：「親子

齊運動Keep Fit 至輕鬆活動」︑「疫境挑戰—家居

體適能挑戰計劃」︑「SportACT獎勵計劃」等，

讓學生養成恆常運動的好習慣，從而提升身體素質︒

         護目操︑護脊操︑伸展運動︑體育知識︑健康

生活常識......疫情下的體育課同樣精彩!學生除了透過

網上體育課一起做運動外，亦會在面授課堂上一同

實踐所學，一同享受做運動的樂趣︒課餘時，學校

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的體能學習活動，例如：「親子

齊運動Keep Fit 至輕鬆活動」︑「疫境挑戰—家居

體適能挑戰計劃」︑「SportACT獎勵計劃」等，

讓學生養成恆常運動的好習慣，從而提升身體素質︒

多做運動身體好，
同學們一起來舒展一下筋骨吧！
多做運動身體好，
同學們一起來舒展一下筋骨吧！

陽光笑容滿校園陽光笑容滿校園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2020-2021」邀請陽光笑容大

使以朋輩領袖身分，在校內向小一及小二同學推廣護

理牙齒知識，鼓勵同學自發地把牙齒刷乾淨︒

        陽光笑容大使擔任演員拍攝影片，身體力行指導

同學改善飲食習慣以減低蛀牙機會，讓同學認識保護

牙齒健康的重要性︒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2020-2021」邀請陽光笑容大

使以朋輩領袖身分，在校內向小一及小二同學推廣護

理牙齒知識，鼓勵同學自發地把牙齒刷乾淨︒

        陽光笑容大使擔任演員拍攝影片，身體力行指導

同學改善飲食習慣以減低蛀牙機會，讓同學認識保護

牙齒健康的重要性︒

2A 貝允兒2A 貝允兒4B 鍾耀霆4B 鍾耀霆繽紛三文魚繽紛三文魚 蓮藕寶盒蓮藕寶盒

6A 劉紫瑩6A 劉紫瑩粟米蔬菜餃粟米蔬菜餃
5B 郭靖汶5B 郭靖汶

彩色米紙卷配蕎麥麵彩色米紙卷配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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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孫碧欣
我在「篇篇流螢」中學會很多關於中國文化︑歷史和地理的知識，
並培養了恆常閲讀的習慣，很開心可以成為全校「表現最優異的學生」之一︒

5A 何瑜
我在「篇篇流螢」中看到
了很多關於中國歷史人物
的故事，令我培養了堅毅︑
孝順和尊敬的精神︒

5E 陳盈心
我十分喜歡閱讀，
我在「篇篇流螢」
中學習了很多有關
歷史文化的知識，
更提升了閱讀的
技巧和能力︒

一年級中文科

主題閲讀報告

(童話故事)

1E 林一語

二年級中文科

主題閲讀報告

(成語故事)

2A   林睿

三年級中文科

主題閲讀報告

(寓言故事)

3D  馬柏喬

主題閱讀必讀書
閱讀報告

讀得其樂

主題閱讀必讀書
閱讀報告
        為提升同學們對閱讀的興趣和能力，

中文科鼓勵一至三年級的同學於復活節假期

裏閱讀一本主題圖書，並完成主題閱讀報告，

讓同學從閱讀中學習，並培養恆常閲讀的習慣︒

        為提升同學們對閱讀的興趣和能力，

中文科鼓勵一至三年級的同學於復活節假期

裏閱讀一本主題圖書，並完成主題閱讀報告，

讓同學從閱讀中學習，並培養恆常閲讀的習慣︒

一年級中文科

主題閲讀報告

(童話故事)

1E 林一語

二年級中文科

主題閲讀報告

(成語故事)

2A   林睿

5B 孔嘉瑤
我在「篇篇流螢」中學到很多關於歷史文化的知識，並養成了天天

閲讀的習慣，更令我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個道理︒

三年級中文科

主題閲讀報告

(寓言故事)

3D  馬柏喬

中文科「篇篇流螢」網上閱讀中文科「篇篇流螢」網上閱讀
    「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閲讀計劃是一個以歷史文化為主題的跨課程閲讀平台，由中國文化研究院主辦，讓學生從閱讀優質文章中，

學習歷史文化，提升人文素養，同時間訓練閲讀和理解文字與圖像資訊的能力，並培養學生恆常閲讀的習慣，提升學生閲讀的興趣

和能力，以及自主學習的精神︒全校首五名在「篇篇流螢」中累積最高分及表現最優異的學生分享：

    「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閲讀計劃是一個以歷史文化為主題的跨課程閲讀平台，由中國文化研究院主辦，讓學生從閱讀優質文章中，

學習歷史文化，提升人文素養，同時間訓練閲讀和理解文字與圖像資訊的能力，並培養學生恆常閲讀的習慣，提升學生閲讀的興趣

和能力，以及自主學習的精神︒全校首五名在「篇篇流螢」中累積最高分及表現最優異的學生分享：

4A 蔡承叡  
我很高興可以在這學年閱讀這麼多有關中華文化
的文章，令我增長了不少課外知識，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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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姓名: 羅世安            
畢業年份: 2019年            
就讀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校友心聲: 大家好，我在官立小學畢業已兩年了︒在宣基中學從第一年
                  的陌生到現在的喜愛，已經越來越適應了中學的學習節奏︒雖然在學習過程中會
                  遇到困難，但在老師和同學的幫助下，我很快地融入了宣基中學的這個大家庭︒
                  每天就像在小學一樣，一邊快樂學習，一邊健康成長︒在官小的那六年，我要非常
                  感謝用心教導和悉心照顧我的老師們︒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每天早上，葉校長和
                  老師都會面帶微笑開心的迎接我們每一位同學，讓我們每天都很喜歡上學︒衷心
                  祝願母校的所有師生及校工叔叔姨姨健康︑快樂︑平安!

校友姓名：練慧儀            
畢業年份：2017年            
就讀中學：迦密主恩中學
校友心聲：自小六畢業後，我對母校︑老師和校長等的不捨之情難以言喻，
                    所以我經常和同學們回母校，探望老師們︒中學與小學的生活截然不同，
                    在小學的時候，在學校遇到甚麼事情或困難，只要找老師都可以通通被解決，
                    老師猶如我們的父母︒但上到中學後，就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並開始明白到
                  「辦法總比困難多」︒還記得小學的時候，校長跟我們説「失敗乃成功之母」，
                    不斷鼓勵我們︒感謝老師們和校長在小學時的悉心栽培，讓我學會了如何欣然面對
                    事情的成功和失敗，更多的是學會了感恩︒
                    謝謝您們──我的老師們︑我的葉校長︑我的母校︒

    回憶總是美好而難忘的︒將軍澳官立小學創校於1993年，至今已默默

地孕育出不少幼苗，幼苗經母校春風化雨︑悉心栽培後，不經不覺已

在不同的地方繼續茁壯地成長，並學會感恩，回饋母校︒

    回憶總是美好而難忘的︒將軍澳官立小學創校於1993年，至今已默默

地孕育出不少幼苗，幼苗經母校春風化雨︑悉心栽培後，不經不覺已

在不同的地方繼續茁壯地成長，並學會感恩，回饋母校︒

校友姓名：陳逸洋            
畢業年份：2019年            
就讀中學：景嶺書院
校友心聲：小學畢業快兩年了，這兩年我也習慣了中學的生活，
                    和同學也相處得很愉快，學業也暫時還應付得來︒
                    升上中學，我的第一直觀感受是我好像更自由︒或許有人
                    會認爲升上中學後，人就會自動變得成熟了，但這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有誰不
                    是「經一事，長一智」的慢慢學會新知識的︖各位學弟學妹們，別再抱怨現在
                    好累︑好苦，未來還有更高的高山等着你們逐一翻過，
                    好好享受在小學的生活吧！

校友姓名：陳子嵐             
畢業年份：2020年            
就讀中學：藍田聖保祿中學
校友心聲：不知不覺，我自將軍澳官立小學畢業，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升上中學的一段時間裏，陌生的環境總讓我想念官小︑想念
                    當初的老師和同學們︒由於學業及疫情緣故，我已經許久未曾
                    回過將官小︒轉眼間又是一年過去，與將官小的回憶，不斷的
                    被沖刷，曾經屬於它的位置也漸漸被中學的生活替代︒即使
                    如此，那些在官小的心情和感情，是一輩子都不會被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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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學生成就
本校學生於2020-2021年度參加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榮獲多個獎項︒

學習成果齊共享

本校學生於2020-2021年度參加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榮獲多個獎項︒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入圍優秀獎--- 6C 吳鴻榕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入圍優秀獎--- 6C 吳鴻榕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2019/20(第三期) 

--- 散文╱隨筆 季軍----- 4A 蔡承叡

香港教育城中文狀元挑戰計劃2019/20(第三期)

初級組 中文狀元-----5B吳錦熔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0/21)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菁英銅獎

6A 陳思霖    6A 羅雅慧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0/21)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菁英銅獎

6A 陳思霖    6A 羅雅慧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 

中文科中文科
理想家園第十二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香港區小學組徵文比賽)-----6A陳思霖

冠軍---5A 陳鉦謙

亞軍---5A 陳思因

季軍---3A  林希璇   3A 王芷言  

            3B     冼子澔   5B  黎婧慇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英文科
冠軍---5A  陳鉦謙

季軍--- 4A  裘壹壹

良好
3C 張棹皓     4E 李子晴

耆樂關愛小專員心意咭優秀選                      

 優異奬---1B孟依娃    1B張珈源    2A林睿    2A陳伽怡    2A羅彩盈    3E林曉暉

耆樂關愛小專員心意咭優秀選                      

 優異奬---1B孟依娃    1B張珈源    2A林睿    2A陳伽怡    2A羅彩盈    3E林曉暉公民教育公民教育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5D鄭靖薴   6A陳子澄    6A黎康銚   6A阮恩琪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5D鄭靖薴   6A陳子澄    6A黎康銚   6A阮恩琪 15



關愛家居防火宣傳活動-

環保袋燙畫設計比賽  

高小組 亞軍---6A周浩霆

普通話科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正式學員---6A陳思霖   6A梁芷甄   6A周浩霆   6A羅雅慧   6A林上哲

電腦科及常識科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2020－「知識產權偵探班」         
 優異獎---5C洪霆霖      6B蘇柏源      6D高靖文      6D陳幸琳

常識科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個人賽優異獎 --- 6A王鉅翔   6A包浩謙  5A陳敬軒    5B陳俊穎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個人賽優異獎 --- 6A王鉅翔   6A包浩謙  5A陳敬軒    5B陳俊穎

機電嘉年華2020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6A周浩霆

機電嘉年華2020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6A周浩霆

機電嘉年華2020海報設計比賽

亞軍---6C周曉晴

機電嘉年華2020海報設計比賽

亞軍---6C周曉晴

感恩︑共享將軍澳聖誕咭設計比賽 初小學組  
冠軍---1B韓穎昕

常識科

電腦科及常識科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2020－「知識產權偵探班」  
 優異獎---5C洪霆霖      6B蘇柏源      6D高靖文      6D陳幸琳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正式學員---6A陳思霖   6A梁芷甄   6A周浩霆   6A羅雅慧   6A林上哲

普通話科 優良
2A 陳思皓     2A 陳昱燁     
2A 羅彩盈     2D 羅浩銘
4A 陳思淇     5A 陳鉦謙     
6A 陳思霖     6A 陳灝軒
6A 王鉅翔     6B 陳語萱     
6B 劉穎潼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亞軍 ---2A 林穎心   5A 陳思因

季軍 ---2D 黃偉祺   4B  施琳

良好  ---4A 陳浚皜

視藝科視藝科

關愛家居防火宣傳活動-

環保袋燙畫設計比賽  

高小組 亞軍---6A周浩霆

圖書科
「2021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勝獎」---1B韓穎昕

圖書科
「2021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勝獎」---1B韓穎昕

「反斗消費Go Go Goal」   得分小達人---4A蔡承叡
優異獎---4A陳熙朗   4A陳浚皜   4A蔡浠程   4A何璟謙   4A雷卓陞   4A黃可怡   4E程浩軒
「反斗消費Go Go Goal」   得分小達人---4A蔡承叡
優異獎---4A陳熙朗   4A陳浚皜   4A蔡浠程   4A何璟謙   4A雷卓陞   4A黃可怡   4E程浩軒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善德基金會全港小學繪畫比賽2021 
 優異獎---4A蔡承叡   5B周貝錡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善德基金會全港小學繪畫比賽2021 
 優異獎---4A蔡承叡   5B周貝錡

2020/21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成語故事                                                                                       
高小組冠軍---6A陳思霖   初小組冠軍---2A林煦
2020/21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成語故事                                                                                    
高小組冠軍---6A陳思霖   初小組冠軍---2A林煦

圖書科圖書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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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數學科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良好---2A林穎心   3A李彤彤   4A陳浚皜   
            6A梁芷甄   6A陳灝軒
優異星---1B張珈源   1A楊少妍   2A林煦   
                4B施琳       6A陳思霖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良好---2A林穎心   3A李彤彤   4A陳浚皜   
            6A梁芷甄   6A陳灝軒
優異星---1B張珈源   1A楊少妍   2A林煦   
                4B施琳       6A陳思霖

第六屆「紫荊盃」兩岸暨港澳

青少年書畫大賽   國畫小學組 

銀獎---6A譚煜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