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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思維策略及電子學習
各級中文科老師於備課會中共同商討教學策略，設計思維及合作學習策略，發展及訓練

學生的思維及社交/合作技能，同時提升學生積極互賴的精神。透過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學生
的思維及社交/合作技能都有明顯的進步。

為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設計「預習工作紙」及安排「課後延伸活動」，經老師
檢視，大部份學生均能在課堂上運用預習的內容，對課題進行深入探討，並透過延伸閱讀，
深化及鞏固學生的學習。

為了提升學習效能，本年度中文科嘗試利用不同的電子
學習平台(eClass)及電子學習工具(Nearpod)，發展多元化的校
本電子學習資源，加強學生自學及課堂互動，有效引發學生
的學習參與度及興趣，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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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集誦
本校一、二年級中文集誦隊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練習，在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港九

區詩文集誦比賽中獲得亞軍佳績。

評判稱讚同學集誦時聲調抑揚，鋪排具層次，能聲情並茂地表現出詩文的意境及情操。
比賽第一首誦材是歐陽修的《荷葉》，描寫少女在池面上撐起荷葉哼唱着悠揚的歌曲，場景
非常歡樂。第二首誦材則是許地山的《蟬》，表達一隻毫不起眼的小蟬，也有生命的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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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身邊人—每逢佳節倍感恩」投稿活動
為了鼓勵學生常存感恩之心，能在每個佳節都做到「每逢佳節倍感恩」，並常以感恩的

心感謝身邊人。中文科於二月份春節期間舉行「每逢佳節倍感恩」的投稿活動，鼓勵學生以
書信形式感謝身邊人(父母、長輩、老師、同學及朋友等)。全校共收442份學生投稿，反應
熱烈。

3



感恩‧愛校園—「一分鐘短講」計劃及作文比賽
為了提升學生的說話表達能力、積極互賴的精神及自主學習能力，設「一分鐘短講」活

動。每名學生於中文課堂上，輪流進行與感恩愛校園主題相關的「一分鐘短講」分享。學生
於老師的指導下根據自己及同學的短講表現進行自評及互評。同時鼓勵學生積極分享活動成
果，科任老師推薦班上短講表現良好的學生進行錄音，學生亦可自行報名參加，並安排於午
間廣播時段播放。

此外，為了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及興趣，下學期舉行了校內作文比賽，透過「以說帶
寫」方式，配合「一分鐘短講」活動，引導學生構思感恩愛校園主題的詩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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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中文科積極為不同組別的學生安排展示學習成果的平台，以加強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及自

信心。當中包括推薦具潛質學生參與「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校外徵
文及書法比賽和投稿活動。

此外，「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獲得以下獎項：季軍1人、優良32人、
良好11人；中文集誦獎項：小學一、二年級詩文集誦亞軍。

6A班鄧杰峰同學榮獲「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7/18」銅獎殊榮。

4A班褚硯清、羅洛意、梁子銘及黎榮譽同學則榮獲「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
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2017-18『兩代情』徵文比賽」優異獎。

6C班王鍶鍶榮獲「西貢區單車及道路安全推廣活動201718書法比賽」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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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we develop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study and 
leisure. We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o upgrad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we adapt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designed innovative e-learning lessons, 
organized school-based activities and enrolled students in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outside school. All these help develop students’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English Subject 

A. Self-directed Learning
Metacogni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like ‘Venn Diagram’ and ‘Induction’ were applied in the lessons. 
Through these strategies, students can develop self-directed learning.

E-learning in English lessons:
To facilitate e-learning, English teachers used interactive apps like Nearpod, Popplet, 
Kahoot in English lessons which aroused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we 
made good use of “Flipped Classroom” to enhance pre-lesson and post-lesson learning 
which further fostered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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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rama
The English Drama Club held regular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on Thursdays and Fridays for 
students from P3-P6. Dramatic skills including vocal games, movement exercise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team work ar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The Drama Club presented their first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performance with 
an original script entitled ‘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Dinosaur Bone!’ on 5th March 2018. 
They received five awards including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Our NET teacher Ms Denning received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It was a great success.

B. English Drama and Puppet Theatre

Puppet Theatre
Seven P5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NET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students acquired different skills and 
techniques in voice, positioning and using real emotions to help bring the puppets to life.  
In fact, puppetry encourages students to experiment with language. They captured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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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Fun Day
English Fun Day was held on 20thJune 2018. Students learnt English through interesting 
activities that included shows like Puppetry and Drama as well as booth games.
Our NET teachers, Ms Bussey and Ms Denning organised meaningful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n the hall -Sing Along ( P.1) and Food Culture (P.4-6). Students enjoyed singing songs and 
tasting food while learning English.
Besides,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was conducted by our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on 
English Fun Day in each class. The winner of each class was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like movie watching, board games, card 
games as well as cartoon drawing. They were all exposed to an engaging and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We like drawing cartoon characters! Sing along with NET teachers!

Students tasted different food in “Food Culture” It was fun to play board games and card games.

Watching movies is a good 
way to learn authentic English!

Our English Special Agents hosted the booth games in the Multi-purpose Room. 

P.1-2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watch the Puppetry Show!

Students displayed their spelling skill in the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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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peaking Day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practise English, the English 
Speaking Day was held on the first Wednesday of each month. Students used English 
to greet our Headmistress Ms Ip, teachers and janitors in the morning when arriving at 
school. During recesses, the discipline teacher made announcements in English. Shared 
reading activities were arranged at the first recess. At lunchtime, students watched videos 
about fables. Students were exposed to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English Reading Day
To arouse pupils’ interest in reading, the NETs organized the English Reading Day on 
31st January 2018. Students enjoyed silent reading in their classroom. At recess, they 
watched videos about book sharing. They were required to finish a book report at home. A 
Certificate of Merit was given to the Best Book Report of eac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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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Reading Buddy Scheme
To nurture our students’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P.1 Reading Buddy Scheme was 
held from March to May. Our NET teachers helped train the English Special Agents. The 
programme brought the joy of storytelling to our P.1 students.

P.2-3 Shared Reading Scheme
The Shared Reading Scheme exposed our P.2 and P.3 students to interesting stories. Our 
NET teachers read stories to students and guided them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ies. Students showed great interests in the activity.

P.4-6 Newspaper Reading Scheme and Posties 
Little Journalist Programme
To inspire students to learn authentic English through the current 
issues, English newspapers were ordered for P.4-6 students.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writing activities “Posties Little Journalist” 
organized by SCMP. This year, nine students’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Po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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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To sharpen our students’ spelling skills,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s were held on 12 th 
December 2017 and 20th June 2018. A Certificate of Merit was given to the winner of each 
class. This helps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Pupils had fun and they 
could challenge themselves!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7th March 2018. The theme was 
“Thankfulness”. It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express gratitude. A 
Certificate of Merit was given to the best writer of each class. Students enjoyed this writing 
contest. Their good writings were exhibited on Ope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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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ompeti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Asia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P.1-6 students wrote about creat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Hong Kong 
through this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Their ideas were full of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activity reinforced students’ positive 
core value. 1C Choy Shing Yui got the Best Writer-Merit in Junior 
Division in the competition.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wenty-two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olo verse competition. 1A Chau Hei Tung and 2A 
Hung Ling Lung got the first runners-up while 5A Hui Pui Ka got the second runner-up. 19 
students got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and the teachers 
that helped train them.

My25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King Ling College) 
6A Tai Natalie and 5A Lin Yuk Shing joined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King 
Ling College. They got the Award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Picturing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2017 (King Ling College)
6C Chu Man Ki and Chan Ho 
Ching jo ined the Pictur ing 
Deve lopment  Compet i t ion 
organised by King Ling College. 
They got the Award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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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自主學習~思維策略及電子學習

數學科配合學校推行的思維策略，在課堂
中教授學生運用自我檢查及互相核對、歸納及溫
氏圖，以協助學生建構數學知識，從而提升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透過合作學習，提升學生的協
作、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鼓勵學生於課堂靈
活運用已學的數學語言進行匯報，以加強學生的
說數技巧及表達能力。

電子學習
在日常課堂中，教師善用電子學習工具設計師生、生生互動的學習活動，透過即時互動

及圖像，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以照顧個別學習差異，提升數學的教學效能。

拔尖
挑選有數學潛能的小二學生參加奧數課程，以鍛鍊學生的數學思維，加強獨立思考。導

師教授分析解題策略及技巧，讓學生的數學潛能得以進一步發揮。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內、校
外的數學比賽，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及營造學習數學的氣氛，亦能展示學習成果，體會
成功感及提升學習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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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為發展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平台，積極鼓勵「數

學尖子」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包括奧數、數學棋等比賽，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及創意能
力。本年度共參加26項比賽，獎項超過260個，成績令人鼓舞！

數學日
於試後活動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數學日」，同學積極投入參與多元化的數學活動，輕鬆

愉快地體驗學習數學的樂趣及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數學攤位 

速算比賽

數學棋（數學考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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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棋（組成24/50遊戲）

遊踪活動

七巧板拼砌

數學卡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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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曲線設計

數獨

數學邏輯大挑戰

數學繽紛學
學生運用Micro:bit編程技巧，設計數學運算遊戲，數學大使在小息時段帶領低年級同學

進行數學運算活動，以鞏固數學的運算能力及提升學習數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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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常識科提供多元化的探究學習活動，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發展不同的共通能力及

培養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務求讓學生在個人與群體中有健康的發展。

自主學習—擬寫自學筆記
常識科為了培養學生的自學精神，在校本課程加入教授同學運用思維策略工具，擬寫自

學筆記。

擬寫自學筆記不但能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亦有助學生組織並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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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綜合科學探究日
為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及提升他們對科技探究的興趣，學生透過參與手腦並用的科技探

究活動，引發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學生運用簡單的實驗技巧，並使用數據
進行分析，進行不同主題的設計。其間學生經歷概念設計、公平測試、產品滙報等流程。透
過工程設計循環，學生能建構科學概念，從而提升溝通、協作、解難和思辨能力，有效推動
創新精神。

一年級 國旗升起來 二年級 神奇的紙橋

三年級 環保降落傘 四年級 食物的科學

五年級 環保電動船 六年級 氣球穿梭機

五、六年級同學運用Keynote匯報，有系統展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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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程師
本 年 度 常 識 科 透 過 運 用 德 國 科 學 教 育 界 最 受 歡 迎 的 教 具— 「 慧 魚 工 程 積 木 」

（Fischertechnik），培育具潛質的學生成為科技工程師。學生運用力學組砌出各式各樣生活
常見的模型，在組裝過程中，學生能透過思考、試驗和實踐，了解齒輪、滑輪、槓桿、斜面
等機械原理如何被應用於生活中，並探究這些工具如何幫助人類解決-3D（困難Difficult、骯
髒Dirty、危險Dangerous）的工作環境。

資優教育—STEM創客培訓班
學生運用汽車動力學之原理配合動物的動態，設計具個性化

的動力玩具。在課堂活動期間，學生能學習到產品設計的策略，
享受設計的過程。同時，體驗運用新科技及學科知識，解決當中
的困難，強化他們的自學能力。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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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香港教育大學研究計劃
本校喜獲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的邀請，參與由蘇詠梅教授負責監督執行的研究

計劃。該計劃主要通過對教師專業發展項目中真實STEM探究活動的設計和實施，研究教師的
STEM觀念的變化以及學生對STEM學習態度的改變。這研究既可強化師生之STEM學習能力，
又能增加學校的學與教資源，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專題研習
本年度常識科按校本課程定立的研習能力縱向發展架構表作藍本，透過專題研習，讓學

生有系統地學習及運用各種研習能力，提升學生協作、溝通、創造、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
等高階思維和共通能力，以培養自主學習的態度。

一年級公園特色放大鏡

觀察公園內的動物活動情況

二年級太陽對我們有多重要

細心觀察實驗結果

三年級聲控小車

小組組員一起討論及探究

四年級舊建築新生命

到美荷樓生活館參觀

五年級環保與我

戶外學習加深學生對主題的認識

六年級太空探索新動向

體驗太空人於太空艙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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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平台，讓學生實踐所學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校方亦安排同學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包括屋宇署「樓宇安

全在棋中桌上遊戲設計比賽」及「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另外，亦參與由張沛松
紀念中學舉辦的「STEM MAKER BASE 創客基地」工作坊，希望透過多元化的科創活動工作
坊，讓學生能透過動手做的過程，將科技概念融入生活當中。

屋宇署「樓宇安全在棋中 」桌上遊戲設計比賽

張沛松紀念中學舉辦的「STEM MAKER BASE 創客基地」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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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問答比賽
透過問答比賽，增強和鞏固學生的學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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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簡介

透過學習電腦、資訊科技及編程技能，除強化學生處理資訊科技之技巧外，更可提升學
生解難、溝通及創意思維能力，使他們掌握及適應資訊發達的新趨勢。

校本編程教學課程
為配合校本STEM教育發展，三至六年級電腦科課程滲透不同程度的編程教學，並在課後

安排延伸學習活動，進一步加強學生計算思維及解難能力。

五、六年級學生學習以編程控制mBot遙控車，為升中作準備。學生在編寫程式過程中，
可透過不同的感應器讀取數據，如：感光、測距、巡線感應等，從而計算並判斷遙控車移動
的方向和速度。

四年級學生學習Micro:bit，配合數學與
常識的跨學科學習，學生透過編寫程式，讓
LED面板上展示所設定的英文字母、數字或
簡單圖案。

三年級學生以Scratch學習基本編程概
念，透過拖拉圖像化程式方塊，設計不同的
指令，從中學習與計算思維相關的概念。

P3 scractch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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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mBot編程拔尖班
─小小電腦編程師

配 合 校 本 「 拔 尖 增
益」政策，從人才庫中
挑選對編程有興趣及具
潛質的學生加入拔尖課
程作重點培訓。

為增加學生實踐自主學習的機會，編程班特設專題延伸學習時段，導師會預先設計任
務，讓學生在編程班以外的時間，以小組形式進行探究式學習，學生須透過不斷測試及改
良，以完成指定任務。

試後設編程延伸學習活動，12位拔尖課程之學員擔當小導師，
在場協助及支援整個活動的進行。

Scratch遊戲設計班
學生運用創意思維，以Scratch設計不同的互動遊戲。以下是其中一款學生的遊戲設計：

試後活動──P5編程延伸學習活動

延 續 課 堂 所
學 的 m B o t 編 程 技
巧，學生分組編寫
程式，製作「範圍
清潔車」，過程中
須不斷嘗試、重新
審視及除錯，以解
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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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水底機械人大賽

5位學生被挑選參加
由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舉 辦 的
「水底機械人大賽」，學
生在比賽前先參加相關的
工作坊，認識水底機械人
的基本運作原理。

決賽中，學生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共議解決難題的方案，再動手改裝機械人，以完成指
定任務，喜獲頒發「銀章級」的佳績。

教師專業發展
透過舉辦教師工作坊，讓教師掌握校本編程課程的教學技巧及策略，有效地在課堂學與

教上實踐。

mBot編程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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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本校音樂科除了教授學生基本的音樂知識外，亦致力提高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及發揮學生

的音樂才能，為學生安排不同的音樂欣賞及體驗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音樂比賽及音樂活動，亦提供多項樂器訓練班，發揮學生的音樂潛能。四年級及五年級課程
更加入了電子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學生的創作力。其他年級的課堂，老師
亦會按學生的能力，安排多元化的音樂創作活動，有效培養學生的音樂創意精神。

音樂體驗活動
為了提高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本年度為同學安排了多項音樂體驗活動。學生除可運用電

子學習應用程式提高音樂知識外，還可以與同學互動交流，合奏樂曲，一同享受音樂帶來的
樂趣。

《手鈴同樂日》
《手鈴同樂日》於試後活動進行，五年級的同學參與手鈴體驗活動，運用電子學習應用

程式及平板電腦，認識和體驗手鈴合奏，同學還有機會與校長及老師一同合奏，同學都非常
投入參與活動。

同學先學習運用手鈴  同學運用電子學習程式及平板電腦合奏 同學分享合奏的體會

四年級同學運用課堂上已學習的知識，利用電子學習應用程式及平板電腦進行手鈴合奏
比賽，同學都非常投入參與。

老師講解如何進行活動  同學分班進行比賽

老師與同學一同演奏
校長讚賞同學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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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應用電子學習程式於課堂
進行音樂創作

四 年 級 課 程 加 入 了 電 子 學 習 元
素，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進行
樂句創作，並於課堂上分享及交流學習
成果，學生更可互相評賞，增加學生及
師生互動，亦提升了學生的自學能力。

同學正學習如何運用應用程式

同學分組進行樂句創作 同學分享成果及互相評賞

五年級課程深化電子學習，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進行合奏，並在課堂上分享、交
流及欣賞學習成果，提升音樂的鑑賞能力。透過電子媒介，師生互動讓老師能即時檢視學生的
學習情況，即時回饋，提升學習效能。

同學利用應用程式創作旋律 同學利用電子媒介進行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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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交流表演活動

音樂交流會
安排參加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的同學於正式比賽前，一同參與音樂交流會。當日各同學

模擬比賽進行，輪流表演及互相觀摩欣賞，提升了他們的演出水平及自信心。

同學們都專心地欣賞同學表演 同學都得到老師指導的機會
同學們聚精匯神地聆聽老師講解比賽的注意事項

為 了 發 揮 學 生 的 音 樂 才 能 及 提 高 學
生的自信心，本校安排學生參與不同的校
內表演，如合唱團、管弦樂團、民歌小組
及中西樂器班小組，並在不同的活動中表
演，學生都得到寶貴的演出經驗，有效加
強學習的自信心。

聖誕聯歡會表演

民歌小組為同學獻唱聖誕歌

「感恩．愛校園」25周年校慶匯演暨跨學科主題展覽表演

 合唱團同學為我們領唱校歌，再以優美的歌聲感動台下的觀眾
管弦樂團的同學為我們的校慶匯演揭開序幕

民歌小組演唱《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 一年級的同學穿著華服演繹《讀書郎》 二年級的同學利用歌聲表達小息時的快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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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匯演

管弦樂團同學演奏了莫札特的《小夜曲》，將觀眾帶入古典音樂的世界 

中西樂器小組同學落力為來賓演奏呢！

校園藝術大使心聲

5A 許佩嘉

今年我有幸成為本年度音樂科校園藝
術大使，音樂大使的職責是在學校推廣音
樂，為校園營造音樂文化。除了協助老師
推廣音樂活動，介紹及分享自己學習音樂
的經驗外，我身為管弦樂團團長，必定會
以身作則，努力練習樂器，盡力於演出中
做到最好。在樂團團員需要幫助時給予他
們支持，並協助老師聯繫各團員。我十分
感恩老師給予機會，讓我擔任音樂大使，
感恩有一班志同道合的管弦樂團團員與我
一同努力，亦感恩學校給我的支持及鼓
勵，我一定會盡力做好音樂大使的本分，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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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着重理論實踐、作品賞析及創作技巧，並配合STEAM的教育發展，透過多元
化的視覺藝術課堂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以及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創作無限可能。

視覺藝術科

海底世界
老 師 先 介 紹 名 家 作

品，並邀請學生善用組織
原理及視覺元素分析及評
賞作品。

一 年 級 學 生 於 課
堂上利用虛擬實境(VR) 
技術觀看有關海底世界
的 影 片 ， 激 發 創 作 靈
感。其後，學生提出探
究對海洋的問題，並實
踐自主學習，善用合適
的 途 徑 搜 集 需 要 的 資
料，於課堂上匯報。

透過合作學習，學生分享對海洋的所見所聞以及
自己搜尋得來的環保製作物料，共同設計一個別出心裁
的海底世界藍圖。

二年級學生以輕黏土製作非魚類的海洋生物，一年級學生則主力創作
海洋的魚類；經過討論，學生以小組形式在海洋盒子內創作的海底魚類，
並選擇最適合的物料進行製作。最後，一個個關於海洋的構想便拼砌成一
條海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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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蛋糕設計
本校讓學生透過STEAM教育–3D PEN，塑造一個個立體小蛋糕，讓學生透過作品表達

對學校的感恩之情及對學校25周年的欣喜。

每一個小蛋糕的直徑是5.5cm，每一位學生可以在小蛋糕上呈現各種各樣的立體圖
案，以表示對學校的愛及喜慶的心情。學生能夠因應蛋糕的尺寸來計算自己所設計的立體
圖案的大小及重量，設計出色彩繽紛而又充滿愛的立體小蛋糕。

能夠成為校園藝術大使，是我的榮幸。我希
望可以盡我最大的努力增強校園的藝術氣氛，將
自己的創作意念與同學分享，並協助老師在校內
舉辦大型藝術活動以推動藝術教育的發展。

校園藝術大使—5A 周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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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活動
為營造視覺藝術科的學習氛圍，視覺藝術科積極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並配合課題進

行參觀活動，擴闊學生視野。使學生能應用參觀所領悟的藝術知識及創作技巧於自己的創作
上，增加創作興趣及自信心。

本 校 於 上 學 期 1 0
月至11月期間進行全
校 參 與 的 平 面 創 作 比
賽，學生配合主題「感
恩．愛校園」為學校設
計精美的功課袋，當中
6D班王鍶鍶的作品更
被製成學校的功課袋。

本校推薦10位在藝術方
面表現突出的學生參與由藝
育菁英舉辦的「大師承傳工
作坊」，不但獲得不少有關
視覺藝術的知識以及創作技
巧，並了解更多作品背後的
藝術情景，從而促進評賞以
及匯報的技巧，獲益良多！

大師承傳工作坊

awards

HW bag

本科利用學習獎勵
小冊子獎勵匯報表現出
色的學生，讓學生體驗
學習的成功感。

流動藝術車

3年級學生於12月參加香港藝術館舉辦的「流動藝術車」活
動，學習「三文治字體」的創作技巧，並於低年級視覺藝術日中
套用「三文治字體」創作技巧創作揮春。

一年級學生—福到 二年級學生—迎春接福 三年級學生—至YO揮春

2018年1月22日，
本校進行低年級視覺藝術
日，P1-P3學生於視覺藝
術日中利用合作學習模式
設 計 了 新 年 的 揮 春 及 吊
飾，並善用匯報技巧向同
學介紹自己的作品，校園
瀰漫着濃厚的藝術氣氛。

P6 visit

3 0 位 6 年 級
學生於2月參與教
育局舉辦的「學
生視覺藝術作品
展(2017/18)」，
展覽有效擴闊學
生的藝術視野。

下 學 期 參 與 由 廉 政 公
署主辦的「親親太陽」活
動，於一至六年級每一班邀
請5位學生繪畫以「誠信」
為主題的圖畫在被棄置的光
碟上。精選學生作品已於6
月16及6月17日「我．誠」
青年藝墟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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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推 薦 1 0
位學生於3月16日
參加花卉展覽寫生
比賽，累積了珍貴
的寫生經驗。

寫生

立體創作比賽P1-2
立體創作比賽P3-4 立體創作比賽P6

2月至4月期間進行全校參與的立體創作比賽，各級善用合作學習策略及小組形式進
行創作，得獎作品於成果作品展覽中與全校的師生及家長分享。

upcycling

一至五年級學生於6
月參與環保設計講座，增
強對Upcycling的認識。

四年級學生—飾物立體筆創作

五年級學生—水果素描
六年級學生—玻璃畫創作

2018 年6月28日，本校進行高年級視覺藝術日，學
生透過評賞作品認識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並於創作時運
用所學的作畫技巧，積極創作。

33



校外比賽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個人身心的發展，為學生營造機

會，推薦學生參與多元化創作比賽，啟迪潛能。

本學年推薦具潛質學生3B譚煜曦參與第六屆「徐悲
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2017」，榮獲優異獎。

3B班譚煜曦榮獲優異獎

本校參與「環保健康將軍澳」
親子填色創作和四格漫畫比賽，
1C蔡承叡榮獲初小組優異獎；6B
李瑩瑩榮獲高小組優異獎。

環保健康將軍澳

其他獲獎項目包括：

比賽名稱 獎項

「優質教育基金20周年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5A 周卓筠

5B 石鑫泳

「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 優異獎：5A 周卓筠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傑出獎：3A 周浩霆
優異獎：2A 陳敬軒

2A 閆治臻
3D 朱樂謙
4A 馬詠歡
4B 蘇子竣
5A 周卓筠
5B 石鑫泳
6A 陳曉涓
6B 程琬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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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為發展學生的運動潛能，學校每年均進行測試，挑選運動精英進行培訓。體育組根據學

生運動成績、測試表現及意願，安排表現優良的學生加入不同的校隊。同時，體育組透過聘
請專項教練與本校老師為校隊成員提供訓練，使校隊成員得到有系統的培訓，提升各項運動
技能。

籃球校隊
足球校隊

羽毛球校隊
田徑校隊

花式跳繩隊
室內賽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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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
本校參加了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這個計劃是由教育局、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及香港兒

童健康基金合辦，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健康體適能的意識及鼓勵他們經常參與體育活動。透過
參加此項計劃，讓學生進行體能測試，若測試成績達到指定水平便可獲得證書。

參與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測試的對象主要是小三至小六的學生，本學年，參與的學生人
數達414人。經測試後，本校共有212人獲證書。體適能獎勵計劃的測試，是要按學生的年
齡、性別、身高和體重作為常模比較，從中計算得分。本校採用的測量項目如下：

測量項目 測量項目內容

1 皮摺量度
2 坐地前伸
3 六分鐘耐力跑（三年級）、九分鐘耐力跑（四至五年級）
4 手握力

測試手握力的用具 測試皮摺厚度的用具及方法

除了參加體能測試，體育組在校內安排不同的體育活動、表演和比賽，增加學生學習經
歷及運動的機會，體會做運動帶來的樂趣。期望學生在體育課堂以外也增加運動量，喚起學
生做運動的意識，從而提升體能，培養健康的體質。

早操
重新設計早操，融入護脊操的動作，把新的早操

短片上載至eClass，增加全校做早操的次數，培訓學
生協助帶領早操，提升學生對每天做運動的意識。

地板冰壺示範
上學期已為四、五年級舉辦一次地

板冰壺示範，學生頗感興趣，於小息活
動時，學生也愛參與地板冰壺活動。

跳繩比賽
於動感運動日，為三年級學生舉行

跳繩比賽。

地板冰壺比賽
於動感運動日，為四、五年級學生舉行

地板冰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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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
花式跳繩表演

校外比賽
本校不但推動校隊成員參與本區的學界比賽，也鼓勵在其他運動項目有突出表現的學生

參加比賽，旨在肯定他們所長，促進學生發揮潛能的機會，增加他們成就感，從而培育學生
正面積極參與運動的態度，本學年得獎紀錄如下：

比賽名稱 得獎項目 得獎人數/學生名稱

第廿一屆西貢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60米第5名
女子丙組100米季軍
女子丙組個人殿軍

4E李珈萱

男子乙組 4X100米季軍
5A成柏賢 5D黃柏耀
5A林鈺成 5C張嘉稀
5D黃錦澤 5C何浩臻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
4E李珈萱 3C劉佩娜
3E陳幸琳 3A梁熙桐

小學校際
室內賽艇錦標賽

女子300M冠軍 6C陳芷恩
女子300M殿軍 6C姚培楠
男子300M亞軍 6C洪曉南
女子500M冠軍 6C姚培楠
女子500M亞軍 6C陳芷恩
女子500M殿軍 6D曾憕晴

女子4x300M接力冠軍
6A鄭陳溶 6C姚培楠
6C陳芷恩 6D曾憕晴

男子4x300M接力亞軍
6A楊盛燊 6C洪曉南
6C許俊軒 6D張嘉樂

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單打季軍 6C陳思明

西貢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50米自由泳亞軍
女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殿軍

5A高靖宇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5A高靖宇 5A許佩嘉

第二屆全港小學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

第四名
5A高靖宇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楊盛燊

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
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

(金、銀、銅獎) 324名學生
SportAct活力校園獎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金、銀、銅獎)
210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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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三人足球賽

國際冰壺學院2018地板冰壺Floor Curling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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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自主學習~思維策略及電子學習

為了提升學生自學普通話的能力，鼓勵學生主動利用網上資源學習普通話。本學年透過
eClass進行普通話課後延伸學習。

教育電視節目
為配合各年級的學習重點，讓學生更容易

掌握課堂上的知識。各年級均設有特選的教育
電視存於eClass內，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收
看，以作預習及複習用途。例如低年級的同學
收看有關聲調的節目，高年級收看語音拼寫規
則等，這樣便可以更全面地補充有關課堂以外
的知識。

「精選動畫故事」分享
為提升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及學習的興趣。學校舉辦

「精選動畫故事」《三隻毛毛蟲》網上學習活動，並安排普
通話大使於「普通話午間小廣播」進行推廣，鼓勵學生回家
收看，完成有關的選擇題。在課堂上，各班以不同的形式進
行學習活動，包括問題討論、故事講述、角色扮演等。在課
堂上，同學戴着一些可愛的毛毛蟲帽子進行角色扮演，把故
事演繹出來或改編故事。同學們的表現十分投入，教室裏充
滿了愉快的學習氣氛。透過不同的學習形式及活動，能有助
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及信心。

「相聲動畫故事」分享
以有趣的網上資源延伸學生的學習內容，加

強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於考試後，學校舉辦
「相聲動畫故事」網上學習活動。透過幽默有趣的
動畫故事，讓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相聲有初步認識
外，亦引發同學們學習普通話的樂趣。同學們收看
相聲動畫時，都笑聲連連，真是愉快學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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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翻轉課堂
為創造學生的學習空間，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會利用eClas s進行「普通話翻轉課

堂」，提升普通話的語音知識。小一的學生，他們會透過「翻轉課堂」學普通話的聲調練
習，至於高年級的學生，則學習聲母以及一些拼寫規則。看完有關教學短片，學生完成網上
練習後，便會馬上知道自己是否答對題目。由於短片講解清楚，又富趣味，同學們都很喜歡
「翻轉課堂」這個學習模式。

學校電腦支援
校方全力協助學生進行電子媒體的

學習。如果同學們因家中沒有電腦或未
有上網的設備等，他們可以在導修課到
電腦室做網上家課，十分方便。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複習
為更有效地協助學生鞏固所學的知識，老師

運用Nearpod製作複習軟件，在課堂上一人一機，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複習，令課堂更添趣味，效果
良好。

「拔尖增益」政策
為配合校本「拔尖增益」的政策，老師挑選了三十名四

至六年級的同學擔任普通話大使推廣普通話。普通話大使平日
擔任廣播、宣傳等活動。在普通話日中，他們會做攤位主持，
和同學玩攤位遊戲。此外，為了協助小一的學弟學妹建立學習
普通話的信心，普通話大使更於午膳小息到一年級的教室，與
他們進行伴讀，指導同學朗讀詞語和課文，用普通話與他們交
談，營造良好的普通話言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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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誦話日
為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營造良好的普通話

語言環境，鼓勵學生多聽多說普通話，本科於下學期試
後活動舉行普通話日。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沉浸
在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中，享受學習普通話的樂趣。當天
的節目十分豐富，包括：齊說普通話時段、普通話唐詩
及兒歌廣播、話劇表演、動畫欣賞、普通話互動遊戲、
感人故事分享及攤位遊戲等。

校外比賽

本校共有20名學生參加第
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
朗誦比賽，18名學生獲得優良
獎，2名學生取得良獎。

2A陳鉦謙
獲 得 第 二 十 屆
全 港 中 小 學 普
通 話 演 講 比 賽
九 龍 區 初 小 組
比賽優異獎

4D蔡子樂獲
得第十三屆全港
幼稚園及小學普
通話比賽散文中
小組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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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閱讀文化及風氣

為了培養學生養成閱讀習慣，本校鼓勵學生課前閱讀，每天早上設有早讀時段，禮堂亦
放置四架圖書車，分別擺放中文及英文圖書，以供學生早會前借閱。同學亦可在書叢館使用
平板電腦或座檯式電腦閱讀英文電子圖書自學英語。學校圖書館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
重要場所，書叢館於每天課前、兩個小息和放學後都會開放給學生借閱圖書，讓學生在不同
時段均可以享受閱讀的樂趣。

小息時，同學坐在書叢館的一角全神貫注地閱讀。

同學閱讀英文電子圖書自學英語。

圖書大使協助低年級的學生閱讀英文電子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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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書叢館親子閱讀時光
學校着重推廣親子閱讀文化，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閱讀，引發孩子的閱讀興趣，進而養

成學生主動閱讀的習慣。學校於周六早上9時至12時15分開放書叢館予家長及其子女在校進
行「親子閱讀」，他們除可閱讀書叢館裏的圖書，還可以借用學校的平板電腦與孩子一起閱
讀英文電子圖書，享受親子閱讀的樂趣，增進親子關係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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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讀計劃
為了培養學生多閱讀、愛閱讀的習慣，由高年級學生擔任的伴讀大使逢星期四午膳時段

會陪伴一、二年級同學一起閱讀中文圖書，分享閱讀的樂趣，彼此交換閱讀的心得。伴讀計
劃深受低年級同學的歡迎。下學期邀請了家長義工擔任故事姨姨到校為低年級學生講故事，
透過故事姨姨的分享，激勵學生多元閱讀。

 低年級同學喜歡跟伴讀大使一起閱讀圖書。

聽完故事，答對問題的同學，故事姨姨會給小禮物以作獎勵。

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聽故事姨姨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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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閱讀
圖書科亦配合中文、英文及常識科專題學習。在圖書課時，老師向學生推介相關科目圖

書，並在圖書館專題圖書架上放置相關科目圖書，鼓勵學生借閱作延伸學習，有助提升閱讀
興趣及加強對特定主題的認識，擴闊學生閱讀層面，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探究學問的精神，
讓學生學會閱讀，實踐從閱讀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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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除了校內的圖書活動和比賽外，本校亦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圖書活動。由香港公共圖書館

主辦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目的是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藉以加深及鞏固學生的
閱讀興趣。3B譚煜曦同學在是次比賽中所創作的作品表現出色，獲頒初小組的優勝獎。4A王
樂怡及4C廖莉莎同學則在香港教育城主辦的「閱讀約章獎勵計劃第三期」表現良好，獲教育
城頒發優異學生獎。

獲獎作品將會在公共圖書館作巡迴展覽。

3B譚煜曦同學的獲獎作品，主題是「大自然中的圖書館」。

主禮嘉賓與獲獎學生一同分享喜悅。

4A王樂怡及4C廖莉莎同學在「閱讀約章獎勵計劃」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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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感恩

感恩是面對生命中任何事情，都抱着感謝、感激的態度，無論成敗貧富，都積極生活、
知足常樂。因此，本年度公民教育的主題持續為「感恩」，旨在培養學生感恩的態度。透過
參與不同範疇的活動，在面對人生中的負面經驗時，都可以把它轉為正面積極的動力，使人
生更豐盛滿足，促進校園的感恩和欣賞的文化，共同建構和諧的社會。

感恩主題活動

天天感恩 感恩牆

感恩愛校園 心懷師恩（敬師活動）

奉茶活動
貧富一餐

蒙眼午餐
午餐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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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飢餓孩子的祝福 感謝你同行

感恩學堂 快樂五指法

校本輔導獎勵計劃
校本輔導獎勵計劃「彩色感恩樹」以培養學生感恩的心及推動學生「感恩」的行動為目

標，積極培訓部分學生成為「感恩種子」，進而協助在校內進行感恩的活動。「感恩種子」
於上學期需接受培訓及協助進行「彩色感恩樹活動週」，並在小息時間當值，鼓勵身邊的同
學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感恩，於下學期則協助推行「愛家‧愛校‧愛社群」的活動，動員同學
作出「感恩的行動」，回饋家人、學校及社群。

同學積極參與「彩色感恩樹活動週」的攤位活動。
「感恩種子」協助低年級同學

進行「常說感恩話」的活動。

「感恩種子」協助拍攝「愛家」活動「奉茶的禮儀」，教導同學在家為長輩奉茶，宣揚尊敬長輩的精神。

「感恩種子」協助清潔及整理社工室的

「遊戲閣」，發揚愛校園的感恩之心。

「感恩種子」與家人一起參與「愛社群」

活動，一起發揚感恩的心。

同學和家長一同學習服務社群，透過與智障人士一同進行冰壺活動，了解社區中的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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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及服務學習

校內服務
在校內服務方面，全校推行「一人一職」計劃，鼓勵每一位學生負責最少一個服務崗

位，以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服務精神。校內服務主要以班內服務為重心，透過培訓及服務，
發揮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及責任感。另外，高小的學生會參與全校性服務，如制
服團隊、服務團隊及科組大使，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
承擔的人。

健康大使—檢查體溫表

一人一職

課室圖書大使—整理班內圖書 課室IT大使— 協助老師

開啟及關閉電腦和視聽器材

制服團隊

公益少年團 少年警訊 交通安全隊 童軍

服務團隊

圖書大使 小導師 綠得開心環保大使

科組大使

英語大使—伴讀計劃 中文大使—收集稿件 數學大使—協助攤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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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校園」服務活動
「愛校園」服務活動是將服務學習融入學校的生活中，讓學生透過「寓服務於學習」，

從中提高其對學校的投入感和參與感，建構更正面的學校文化。同時，學生經歷執行、反思
和評估的服務過程，也能提升自信心、同理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
有更正面和敢於承擔責任的態度。

校外服務
除了賣旗活動之外，本校為了讓學生透過參與社區服務，親身體驗各階層的生活情況，

本校公益少年團與學校社工籌辦了延續性的社區服務活動，除了培養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的熱誠和關懷外，更能增進人際相處及合作的技巧。

社區植樹活動
「塑膠資源教育」聯校同樂日

海岸清潔活動
華懋行

「我們的老友記之旅」社區服務

獨居長者親子探訪

香港聾人協會親子賣旗

探訪智障人士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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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
本校以多元化課程模式推動綠色校園計劃，本學年與兩間校外機構合辦環保教育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
「塑膠資源教育-3Rs和3Cs計劃」（兩年計劃）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塑膠資源教育-3Rs和3Cs計劃」。計劃目標是希望能
透過一系列的塑膠教育活動，促進學生對塑膠資源的認識，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3Rs (減廢、
重用、再造)&3Cs (清潔、分類、壓縮)，從而減輕香港固體廢物問題，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
未來。

全年環保教育課程

塑膠資源計劃3Rs and 3Cs 聯校同樂日

考察「資源回收分類中心」及「海岸清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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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將可持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三年計劃)

「將可持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提供漸進式的學習歷程，採用「全校參與」形式，
包含教師訓練、學生活動和校本環保活動。學習目的是讓學生認識人類與自然資源的關聯及
「生態足印」概念，讓學生明白自己是地球上重要的一員，並從生活細節着手，活出可持續
生活模式，積極保育自然環境和善用資源。

核心教育活動
一年級 動物嘉年華 二年級 大自然之旅

三年級 步走家族 四年級 資源獎門人

五年級 3.9個地球 六年級 我是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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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活動
本校甄選學生組成「綠得開心環保大使」，並進行各類的環保培訓，以協助推行多元化

的環保計劃。

「綠得開心環保大使」 早會宣傳環保信息 「專題環保章」培訓

拍攝環保歌曲音樂特輯

環保再生紙工作坊

參觀香港花卉展

「濕地小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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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交流
「同根同心—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三天）交流團

為了讓學生認識上海的歷史、文化和古今中外的建築，並了解上海科技與日常生活的關
係，本校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活動，讓
學生走出課室，親身前往上海進行實地考察。此行共有99位師生一同參與三日兩夜的交流活
動，活動已於12月15日順利舉行。

三天的交流活動內容相當豐富，師生們除了有機會參觀上海著名的景點，例如：東方明
珠廣播電視塔、中華藝術宮、上海外灘、上海科技館及上海博物館外，還有機會參訪華東師
大紫竹小學同學們都很享受這次的交流體驗。而在最後一天，同學們還有機會乘搭磁浮列車
到機埸，為整個旅程畫上完美的句號。

中華藝術宮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在中華藝術宮門前合照留念。

上海外灘

蒞臨上海，怎可能不在外灘留下倩影呢？

參訪華東師大紫竹小學

最後，大家拍下大合照，為參訪活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華東師大紫竹小學的老師正用心
教導本校學生如何繪畫水墨畫。

華東師大紫竹小學為本校學生安排了一場運動嘉年華，

同學們都很享受這次的交流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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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

透過參訪館內的展品，認識中國的歷史及藝術瑰寶。
藉此讓學生探討歷史及文物的存在價值及意義。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透過參訪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同學可以認識上海的百年變遷、
以及如何運用科技，展示上海的城市發展藍圖。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

同學們能有機會登上樓高468米的東方明珠廣播
電視塔上觀光欣賞上海美景，感到十分興奮。

田子坊

「田子坊」原名志成坊，位於中國上海市泰康路210弄，是一條小巷。
透過參訪田子坊，認識老上海的建築及歷史，坊內涵蓋了不同的建築風格。

上海科技館

在科技館，當然要和機械人來張合照吧！

磁浮列車

能夠乘坐磁浮列車，同學們都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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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廣州學術文化交流之旅」
為了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及拓展視野，本校於2017年11月9日至11日舉辦「三天廣州學

術文化交流之旅」，由校長及教師帶領24名小四學生走出課室，親身前往廣州市進行實地考
察。三天行程緊密豐富，包括參觀廣東科學中心、濕地公園、沙面島特色建築、外事博物館
及荔枝灣等。最重要的行程是到訪我們的姊妹學校—廣州巿荔灣區沙面小學，透過全方位
的學習體驗活動，促進兩校師生的學術及文化交流。

出發啦，開始工作！ 我們完成組員名單！ 一起合作，動力發電

人體的奧秘
小小科學家 齊來認識齒輪的運作

英語學習樂趣多 時事討論齊分享 與沙面小學學生學習交流 認識沙面島建築

愛護大自然 觀鳥初體驗 濕地公園戶外學習

認識荔枝灣 小小鑑賞家 細心觀察，仔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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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小學陜西之旅

三所學校大合照

同學在鐘鼓樓前合照

大伙兒在明清古城牆上合照
在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上懷想漢唐盛世

2018年3月14日至18日，我校聯同海壩街官
立小學及香港南區官立小學舉辦「香港百人學生一
帶一路小學陜西之旅」，帶領百多名官立小學師生
到西安進行歷史文化考察及交流活動。

在五天四夜的行程中，同學參觀了西安市的
鐘鼓樓、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秦始皇兵馬俑等千
年歷史古蹟，在東韓村向農民藝術家學習剪紙；另
外，同學亦與西北大學附屬小學的同學交流，進行
課堂體驗活動，例如：繪製馬勺、造泥塑、習篆
刻，更有人學習京劇。最難能可貴的是，是次行程
有不少體驗活動，同學有機會親手製作「迷你版」
兵馬俑，並在模擬沙坑中進行考古發掘，更有機會
在漢陽陵前穿上漢朝服飾，學習傳統禮儀。

這次豐富而多采的行程，提升了同學對中國
歷史及文化、對內地學生的學習及生活方式等各方
面的認識。期望同學日後再把握機會，進一步認識
國家最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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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葉校長在漢陽陵前同穿漢服，學習傳統禮儀

與國內同學一起學習篆刻

與國內同學一起繪製馬勺

在回民街考察回族的生活文化

在東韓村體驗農民藝術 在大明宮考古探索中心模擬考古探秘

挖掘出寶藏了

在大雁塔前留影

慈興寺的玄奘法師銅像

兵馬俑氣勢雄偉，同學大開眼界
同學在閻良航空城認識航空知識

身處明清古城牆，同學興奮得飛躍起來

同學在東韓村嚐過農家菜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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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將軍澳厚德村 
電話：2701 2886 
傳真：2706 0884 
電郵：tkogps@ed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