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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一「高效識字計劃」
	 識字是小朋友掌握語言、與別人溝通以及學習知識的重要基礎。低年級小朋友的年齡小，思維能力不

成熟，然而教材或閱讀材料要求的識字量卻十分大，那我們應如何教給小朋友正確、快速、高效的識字方法

呢？我校在一年級便施行了「高效識字計劃」。我們的識字教學不僅是讓學生掌握漢字，更重要的是在教識

字的同時教給學生識字的方法，不斷提高他們的識字能力，使他們能夠主動去獲取和運用漢字的規律性知

識。以下是識字的幾種方法：

	 a.	 利用基本字加一筆、減一筆或合起來的方法記憶字形。

	 	 例如：「日」加一筆是「目」、「目」減一筆是「日」、「日」和「月」合起來是「明」。

	 b.	 利用象形字的特點記憶字形。

	 	 例如：「山」、「石」、「田」、「土」、「井」這一類字是由古代的象形字演變而成，這些字與

實物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讓學生觀察實物或實物圖片後再記憶，輕而易舉。

	 c.	 利用生動有趣的小故事記憶字形。

	 	 例如：教游泳的「游」時，可以告訴學生，游泳必須有水（「氵」部首），游泳池一般是方形的

（中間有「方」字），小孩子游泳（「子」字）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有大人陪同（「人」字）

	 老師除了在教學時費盡心思，讓同學高效識字外，還在課後給同學設計了一份「詞語工作紙」，以鞏

固課文詞語學習及擴大識字量。老師每教授完一課擬一份工作紙，內容包括寫字（筆順）、查字典及詞語練

習。

中文科課程特色

同學動手自行組裝
VR眼鏡！

共同學習圈的同學
一起探究VR旅程！

寓教於樂，我們開始寫作文啦！

3.	 虛擬實境――VR學與教之旅
	 STEM教育是全球的教育焦點，為

了鼓勵同學探究學習與多元化發展，四

年級第二學段的寫作課上，老師帶領同

學透過VR旅程，前往屏山文物徑，感

受遊歷的過程，認識寫作手法——「步

移法」。同學身歷其境，通過仰望、俯

瞰、平視、遠眺、近看等，學會從多角

度描寫景物，並令學習過程充滿樂趣。

2.	 豐富多彩的「中普日」
	 活動
	 學 校 定 期 舉 行 「 中 普

日」，透過各類語文活動，以

提高學生兩文三語的水平。今

年的「中普日」與往年不同，

活動比以往變得更豐富有趣

了！早會時，老師會宣傳當天

的主題內容；午休時，同學到

操場進行活動。

參加校際朗誦比賽的
同學站在司令台前，
淋漓盡致地演繹著自
己的作品。

老師以《含英咀華》中的詩
為例，於早會時向同學講解
王維詩歌的特色。

老師通過《閱讀選篇冊》中
的篇章，讓同學了解詩人的
情懷。



《普戲FUN》
	 為了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普通話科在本學年於各級推行戲劇教學。老師嘗試把給人枯燥乏味感覺的

拼音融入戲劇當中，讓同學在課堂上以普通話演繹閱讀篇章改編的故事，希望同學在演繹的同時能夠多聽多

讀，從而鞏固所學。

	 在過往的普通話課中，老師會教授同學朗讀不同主題的閱讀篇章，那些都是有趣的故事，每篇閱讀篇章

都有一個拼音拼讀難點。本學年，同學在老師教授閱讀篇章後，要根據文章的故事主題及拼音的難點改編故

事，盡情發揮自己的演技才能。同學須自行分配和添加故事角色，安排場景，製作演出小道具，創作人物對

話，進行綵排等。在這個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學生能透過不停地演練來熟習發音。課堂漸漸從老師主導轉為

學生主導，整過戲劇的籌備過程由學生自行討論和查找資料，並於課堂上展示學習成果，老師則擔當促進者

的角色，進行點評及提供改善建議。以下是一和四年級的戲劇課堂花絮：

一年級：	同學須用以下詞語創作一個故事：

	 果汁（zhī）/吃（chī）東西	/獅（shī）子	/生日(rì)
	 拼音難點：翹舌音

四年級：	獨幕戲《愉快的旅行》

	 同學須加入三聲變調的詞語在對白當中

	 拼音難點：三聲變調

	 	我覺得戲劇教學很有趣，
因為可以扮演不同的動物說
話。在老師的提示和同組同學
的互相幫忙下，我們為角色創
作了不少對白。透過不停的演
練，我的翹舌音發得更準確
了。

	 同學們在課餘積極綵排，希望
演出時有最好的表現。在籌備的過
程中，我們須要設計對白、製作道
具和編排角色的互動，真是一大挑
戰！此外，課堂氣氛相當高漲，同
學們在課堂上用不同的方式演繹角
色，令我看得津津有味。希望以後
能有更多戲劇表演讓我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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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從歷史看語文知識
	 語文是一門有趣的學問。因為你不但可從規範的教科書中吸取基礎知識，更可從不同的途徑，如雜誌、

各種趣聞和習俗中了解語文的有趣知識呢！

「醫生」稱呼的由來
	 醫生肩負着救急扶危、治病救人的工作，一直以來都受到人們的尊敬。那你知道自古以來，醫生在不同

時期有甚麼不同的稱呼嗎？

1.	 以著作作其名

	 《黃帝內經》是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著作，以黃帝和岐伯二人問答的形式記

述了有關醫學的討論。故後人以「岐黃術」或「岐黃業」等指醫生行業。據傳，

漢代的宮廷圖書館「蘭台」中的「靈蘭之室」曾藏有黃帝和岐伯的著作，故後人

又以「靈蘭之室」及《蘭室秘藏》等代指醫生行業。

2.	 以官職作其名

	 古代不少知識份子，都懂得醫學藥理。這些知識份子大多都是科舉出身，

並且在官府任職。他們閒時多行善舉，在民間救死扶傷、施藥治人。故此，大家

便以他們的官職稱呼「醫生」了。如秦代的醫官為「奉常」、漢代的醫官為「太

常」和「少府官」、隋唐改稱為「太醫署令」等。唐時更設藥醫師，負責採辦不

同藥物和調製藥劑。

3.	 以其事跡作其名

	 中國史上有不少有「濟世為懷」的良醫，得到後世的敬仰，更留下有趣的「醫生」稱呼。如《後漢書‧

費事長房》記載東漢有人曾見一名市井老翁懸壺賣藥，救人無數，老翁於市集結束後竟隱入壺中，所以後人

又叫醫術高明的醫生為「壺公」。古時，有一神醫名為扁鵲，相傳是盧國人，故後人又稱名醫作「盧醫」。

而三國時的董奉醫人無數，卻只需病人種植杏樹作為答謝，短短數年便得十萬杏林，所以又稱「醫生」為

「杏林翁」。

對聯對出的故事
	 你知道甚麼是對聯嗎？對聯是由上下兩幅的文字組成，形式相對，文

意相關，以表達一個中心思想。別以為聽起來很難，看看以下幾個例

子，你就能了解對聯可是相當有趣的文字和諧音遊戲呢！

	 北宋名相呂蒙正幼年家貧，但他能詩善文，生性幽默。有一年春節快

到了，他為鄉親寫了很多春聯，因為自己家裏已經好幾天沒米糧，結果

他給自己寫了一副對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大家看了都

不明所以，只有一位老秀才明白。原來這副對聯的謎底一共七個字，

以諧音表達「缺衣少食」。（上聯缺「一」(yī)，與衣(yī)諧音；下聯所缺的「十」(shí)，與食(shí)諧
音。）這幅對聯能從字詞義和語音兩方面相配合，帶出一個主題意思，的確有才華。

	 相傳清乾隆帝幼時頗受祖父康熙帝的鍾愛。一日，兩人散步至一座名為「四方橋」的橋下，康熙帝突

發奇想，道出一上聯：「四方橋，橋四方，四方橋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聰敏伶俐的幼年乾

隆帝在旁遂對稱：「萬歲爺，爺萬歲，萬歲爺前呼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康熙帝聽了大為高興，

更加疼愛這皇孫。這副對聯的上聯主要是「四」(sì)、「方」(fāng)和「橋」(qiáo)	三個字，而下聯主
要是「萬」(wàn)、「歲」(suì)和「爺」(yé)三個字，但因上下聯都能反覆善用這幾個字，組成內容相
關的句子，使上下聯讀起來語調鏗鏘，饒有趣味。

	 由上可見，學習語文是與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希望各位同學也能多細心觀察身邊的事物，從小處發

掘其背後有趣的故事。



「舌尖」上的文學
	 大家好，我是蘇卓妍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和科研科。

能加入KTS這個芳草茵茵、鳥語花香的大家庭，我感到十分高

興。

	 我的興趣廣泛，愛讀萬卷書品味人生百態，也愛行萬里路

欣賞各地風光，但我同樣喜歡品嘗中華民族獨特的美食。不管

是海拔數千米的青藏高原的酥油茶和手抓飯，還是在香港茶樓

裡那一籠籠精緻的點心，又或是重慶那湯汁翻滾、熱氣蒸騰的

九宮格火鍋，每每回憶起來，都讓老師食指大動，心往神馳！

你們可千萬別說老師是隻饞貓，正所謂：「民以食為天」，飲

食囊括著豐富的典故、知識及情感，這些都是飲食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題材。回望中國文學史，從《詩經》

《楚辭》到唐宋詩詞、明清小說等，都涵括大量有關飲食題材的作品。飲食也與古代作家關係密切：被長期

流放的屈原，因鬱鬱不得志而留下了端午吃糉子的習俗。蘇東坡雖然受陷遭貶，卻心胸豁達，「自笑平生為

口忙」，他的《燉肉歌》使他成為紅燒之祖，還引發了系列「東坡菜」傳世。曹雪芹所著的《紅樓夢》一

書，有諸多的佳餚美饌、粥糕點心等，那樣引人入勝，以至能衍延出時今的「紅樓菜系」……

	 老師尤其喜歡的是著名作家汪曾祺，他好美食，寫的食物

全都有各自的趣味。他文筆輕盈風趣，簡明扼要，最重要的一

點是能做到「見字知味」，就算是再普通不過的鹹鴨蛋，都寫

得讓人十分嚮往。在名篇《端午的鴨蛋》裡，汪曾祺先寫端午

風俗，從各地均有的風俗寫到家鄉獨特的風俗，再寫到「十二

紅」，寫到「鹹鴨蛋」，於是水到渠成地轉寫「端午的鴨

蛋」，於自然而然中寫出自己獨特的感受和生活的妙處。到了

接下來的三段，汪先生則以輕鬆幽默的筆觸，寫出鴨蛋在家鄉

的知名度以及鴨蛋的特別，並著重寫了「鴨蛋絡子」，字裡行

間中流露出對家鄉由衷的熱愛與自豪。這是文章的主體內容，

寫得趣味盎然，充滿生活情趣。但也許同學看過以後還會存有

一絲疑惑：文章如此津津樂道談論「鹹鴨蛋」，有何意義呢？

	 其實，日常生活富含生活情趣、人生意味。生活中並不總

是驚濤駭浪，也未必處處繁花似錦。只有充分感受生活中的種

種快樂、悲苦、平淡以及詩意，我們才算真實地體驗到生活的

滋味。而食物，則是普通人如你我的生活中最「見微知著」的

細節。所以，在平淡的生活中發現情趣，發現詩意，在小小鹹鴨蛋裡嘗出生活的滋味，這是汪曾祺先生文章

的魅力所在，更是文學的魅力所在。願同學們都能有一顆敏銳的心，品味生活，暢遊在文學的海洋中，感受

閱讀的快樂。



農曆新年知多少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外，還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他們大多數都以春節作為本民族的重大節
日來歡慶，而且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別的慶祝活動。以下，讓我們看看蒙古族、滿族和藏族的新年習俗吧！

蒙古族
	 蒙古族過春節要「送舊」和「迎新」。所謂「送舊」即臘月二十三清掃戶內戶
外，到傍晚時則要「祭火」。蒙民把羊胸脯肉連同白哈達、肉末粥、黃油、酒等物
作為祭品，然後由長輩點燃九盞小燈。儀式開始後，把祭品投入火中，口誦讚詞，
祈求家人幸福。蒙古族認為火代表着一個家族的傳宗接代、人丁興旺，故此十分虔
誠。

滿族
	 滿族人過新年前會做傳統糕點「薩其瑪」，而「紅黃藍白」四旗族人會在自
家門上貼上相應顏色的掛旗，這些掛旗圖案優美，色彩鮮豔，象徵著一年的吉祥開
端。滿族人於除夕下午及元旦上午都要祭祖祭天，同時要在除夕掛門神以驅邪避
鬼。除夕晚上，晚輩要向長輩叩頭拜年，家長要給小孩守歲錢。

藏族
	 藏族人以藏曆過新年，並由藏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始，當晚藏族人會吃年夜飯
「古突」，「古」在藏語的意思是「九」，即代表九種食材；至於「突」在藏語則
解作麵食。吃完年夜飯後，藏民便會進行隆重的驅鬼儀式，寓意把一年不吉利的東
西全都趕走，並祈求新一年好運。到了相當於農曆除夕的藏曆十二月三十日，藏族
人便要擺放切瑪、羊頭、青稞苗等新年供品。此外，藏族主婦要在藏曆年初一從河
裏背「吉祥水」，寓意全家吉祥。之後全家人會按輩份坐，由長輩端起切瑪盒(五
穀斗)，每人拿幾粒拋上天空，代表祭天敬神。

	 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不單代表了新的一年、新的開始，更象徵了家庭團聚以及百姓對彼此的美
好祝願。那你知道各種有關新年的傳統習俗和活動嗎？其實，我校也有充滿節日氣氛的新年活動，讓我們一
起回顧一下吧！

1.	 紅封包設計比賽	(小一至小二)及硬筆書法比賽(小三至小六)
	 配合農曆新年，小一、小二的同學可選擇喜愛的年花作主題，
設計紅封包，這不但能讓他們認識不同的年花和農曆新年的傳統習
俗，更能讓他們發揮創意，同學設計的紅封包真是各具特色，令人
賞心悅目！而小三至小六的同學則進行硬筆書法比賽，書寫內容與
農曆新年有關，在他們寫字的過程中，既培養了耐性，又多了一個
認識農曆新年知識的機會。

2.	 作文比賽
	 為了歡度新春，各級同學透過優美及
富童趣的詩句，把新年滿滿的喜悅和對新
一年的祈望表達出來。從他們的字裡行間
可感受到，他們喜愛春節的童心及新年為
我們帶來的歡樂呢！

3.	 拜年禮儀
	 老師於課上播放「拜年的禮儀」簡
報，教授學生拜年的禮儀及祝福語，以配
合「齊來拜年」活動，盼望同學多認識我
國的傳統節日和習俗，讓這種文化得以傳
承下去。「齊來拜年」是相當受歡迎的環
節，全校同學急不及待到操場上向校長、
副校長和各位老師拜年，送上祝福。同
時，他們也「收獲豐富」，得到不少內附
精美書籤的紅包呢！不少同學於當天穿上
中國服，使校園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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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大家新年好

新年到，新年好，

爸爸送你一尾魚，

祝你生意連連又有餘；

媽媽送你一棵桔，

祝你新年大吉又大利；

同學送你大年糕，

祝你快高又長大；

老師送你大蘋果，

祝你精神又健康；

新年到，新年好，

祝福大家無限好！

新年

新年是一位愛美的姑娘，

紅紅的春聯裁成了她的新裝，

絢爛的煙花把她裝扮得美輪美奐。

新年是一位機靈的姑娘，

香噴噴的年夜飯，

藏着她的祝福與願望。

新年是一位活潑的姑娘，

鑼鼓喧天，醒獅表演獻絕技，

走家串戶送祝福。

新年還是一位樂觀的姑娘，

新春新景新氣象，

酬神祈福迎接新希望。

新年新景象

新年到，新景象，

興高采烈去祈福，

寶碟添運高高掛。

新年到，新景象，

高高興興去拜年，

互相祝福慶團圓。

新年到，新景象，

吃糖果，拿紅包，

親友聚首喜洋洋，

萬事如意賀新禧！

新年快樂

狗年到，人人好，

一家齊心忙打掃。

貼春聯，買年花，

除夕團年笑哈哈。

狗年到，互祝好，

長幼滿堂喜洋洋。

收紅包，吃糕點，

小孩最愛過新年。

狗年到，心情好，

花車巡遊齊讚好。

鑼鼓響，齊跳舞，

喜慶滿城氣氛濃。

過新年

過新年，多熱鬧！

清脆的爆竹聲響徹了夜空，

為人們消除煩惱，帶來歡樂。

過新年，鑼鼓響！

紅紅的燈籠門上掛，爭着比誰更紅亮，

為新年添上美妙的圖畫。

過新年，人團圓！

歡聲笑語在耳邊迴盪，

快樂鑽進懷抱，幸福環繞着我們。

新年到了，新年到了！

美麗的雪花寫下勇敢向前，

明天的道路一片輝煌！

一年級冠軍

四年級冠軍

二年級冠軍

五年級冠軍

三年級冠軍

六年級冠軍

1C	吳涴瀠

4A	韓晟

2A	麥善揚

5E	李靖珩

3B	鄧梓軒

6A	馮柏文

花市行

熱鬧的花市，比肩接踵，

燦爛的蘭花傲視羣芳，

鼓勵我要堅持不懈。

熱鬧的花市，艱難前行，

青年的叫賣聲迴盪耳邊，

提醒我凡事須竭盡所能。

熱鬧的花市，花香撲鼻，

水仙花香縈繞鼻尖，

叫我向她學習煥然一新的氣質。

熱鬧的花市，美食薈萃，

五花八門令我眼花繚亂，

甜蜜的滋味讓我心中幸福滿溢。

逛過花市，

手滿滿，心滿滿，

生命便如桃花一般燦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