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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中」學習
虛擬實境――VR體驗
	 虛擬實境（VR）是利用電腦類比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於視覺等感官的類比，讓

使用者感覺身歷其境，可以即時、沒有限制地觀察三維空間內的事物。

	 本年的二、四年級於寫作課上進行VR體驗，目的是讓同學能親歷與寫作主題相關的環境。二年級同學先

透過VR技術觀賞海底世界，從而了解海底世界環境和海洋生物的活動，然後假設自己是一種海洋生物，續寫

一篇名為《智鬥鯊魚大王》的故事。四年級則跟隨領隊的腳步和聲音導航前往屏山文物徑，觀察徑內的建築

特色，體驗當中的文化氣息，並學習如何透過多感官描寫及步移法記下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遊歷。

	 	這是我第一次用VR上課，我感

到很興奮，沒想到VR技術也可以用

來教學。我在影片中看見了不同種類

的海洋生物，也發現了海洋生物保護

自己的方法。VR令我感到自己身處

海洋，感覺非常逼真。

	 我在VR片段中欣賞到屏山文物

徑的全景，不必親身遊覽已仿如親歷

其境。短短幾分鐘，已令我對文物徑

有了初步的認識。相比看圖片，VR

的影片令我對文物徑的印象更深刻，

為我提供了不少創作靈感。

4C	傅政楠2A	侯沛羽

網上閱讀――STEM範疇
	 為了多讓同學接觸與STEM有關的課題，四至六年級每一個學段都增設一份網上

補充工作紙。透過閱讀理解的形式，讓同學了解現今的科技發展。例如四年級的《智

能新科技》、五年級的《可再生能源》及六年級的《人工智能》。老師會在課堂上講

解文章當中難點，然後讓同學自行在內聯網的學習平台中完成。為配合自主學習的目

標，同學可在完成後於網上平台查閱答案。老師批改後會就個別題目在課堂上講解。

iPad運用
	 閱讀新聞是學好中文的有效方法之一，五、六年級會透過iPad學習使用時事學中

文的應用程式閱讀新聞。目的是讓同學從多角度認識社會，了解時事，同時學習實用詞彙，提升閱讀能力。

應用程式提供一百五十篇涵蓋多個範疇的新聞報道，附設有趣的電子互動語文學習活動，通過多元、互動的

學習活動，學生可以獲得即時的回饋，從而有更好的學習效果，讓學生能寓學習於娛樂。



	 識學習普通話有甚麼好處？學習普通話最實在的好處就是能與人交流，解決日常的大小事。在現今的香

港，運用普通話已經成為我們必備的能力，那如何把普通話學好，學精，學純正呢？

	 本校的普通話課程十分注重提升同學的聽說能力。為了讓同學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老師特別設計了

「普通話音節表」，整合拼音拼讀工具，令中、高小同學能

自主學習語音難點。			

	 當同學的聽說能力得到加強後，本校的普通話科還進

一步增加活動教學，提供各種機會給同學在生活中實踐。例

如：在初小，普通話科與中文科合作進行戲劇教學，讓學生

創作和表演；在中小，加入廣播劇的學習，讓同學參與錄音

活動；在高小，老師悉心安排語文大使到位於大埔的香港鳳

凰衛視總部參觀，以下是當天的精彩內容。

學普通話，做小主播！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老師帶我們參觀位香港鳳凰衛視總部，近距離瞭解

二十四小時新聞播報大廳的工作現場，體驗做小主播、小記者的感受，作為語文大使的

我有幸參加了這次活動。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參觀了「鳳凰的心臟」——二十四小時新聞播報大

廳，那裡的錄播區一圈一圈的，像一朵又一朵的花瓣，非常漂亮。播報工作終年不休，

新聞主播非常辛苦，須要輪班工作。錄播區的正前方有一個三百六十度自由旋轉的播報

台，比較重要的播報都在那裡進行。例如：午間新聞、財經快訊等。當突發事件發生，

二十四小時新聞播報大廳內的所有燈就變成紅色，用變換燈光的顏色來區分事件的緊急程度，提示所有

的工作人員高度注意。

	 最後，曾任職鳳凰衛視中文台副台長、資訊台副台長的程鶴麟爺爺，給我面對面地分享了他是如何

成為優秀的新聞媒體人。他一再叮囑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嚴謹，每一個字的讀音都要非常精確，不

能馬馬虎虎地應付了事，不論任何時間，年紀多大，都不能改變。」

	 快樂的參觀結束了，坐在回程的巴士上，我思緒萬千，平常我只是看到新聞主播在播報新聞，沒想

到幕後須要付出這麼多努力。

4B	楊芷墨

	 同學到訪節目製作中心認識電視新聞的製作過程，參觀了錄影棚和後期製作中心，親身感受到電視台的

工作環境和氣氛，特別瞭解到當主播要「一眼觀十」，需要很多技巧，可謂機會難逢，受益匪淺。

	 4B班楊芷墨同學參觀鳳凰衛視後想與大家分享她的收穫：



文言文，難？不難！
一、甚麼是文言文

	 文言文是很久以前存在的文字，也是古代的書面語，不但歷史悠久，更盛載了中國淵博而豐富的文化，

是我國重要的瑰寶之一。可惜，經過年日，我們使用的語言不斷地變化着，文言文似乎離我們愈來愈遠，成

為了大家心中的「洪水猛獸」，想盡辦法躲開。但在學習中，文言文佔了極重要的位置，我們應多了解和認

識。

二、為何會出現文言文

	 古代的書寫工具不發達，文字的載體主要是竹簡，古人須用刀一筆一劃地把字刻在其上，也為了記錄更

多事情，只好「惜字如金」，把不重要的字刪減，約定俗成後就形成了如今大家所看到的文言文。

三、如何學習文言文

	 基於文言文在整個中文課程的重要性，本校早已在小三的閱讀課開始加

入了文言文的篇章教學，讓學生能從小接觸文言文，這不但能增加學生的古

文素養，更有利於中學課程的銜接。在教學上，本校老師會以簡淺的文字講

解文言文的內容，更會教導理解字詞的基本方法，令學生掌握技巧。我們試

以三年級閱讀課所教授的《漁歌子》和《清明》作為例子。

	 首先，我們要保留文言文的基本詞彙，例如人名、地名、官名、景物名

稱等。在《漁歌子》中的「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句，因西

塞山是地名，白鷺是鳥兒的種類，桃花和流水是所見之日常景物，鱖魚是魚

類的名稱，當我們進行翻譯時不用更改，只須直接套用，讀者便能清晰地了

解此詞所寫的地點和景物。

	 然後，我們會教導學生在適當的地方進行配詞或加上被省去的字詞。在《漁歌子》一詩中「西塞山	

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的「飛」，可譯成飛翔，而「肥」因是用來形容鱖魚，便可譯成肥美。以《漁

歌子》一詩中「青箬笠，綠蓑衣」，此是漁夫下雨時的衣著，便可增加主語「漁夫」於詞中，更能理解	

詩意。

	 最後，老師會借助影視作品、圖片或畫作加強學生理解文言文作

品的內容，把抽象的文字變成具體的畫面。這不但可以增加學習的趣

味，更可加強學生的聯想力。以《清明》為例，歷代不少畫家或人士

都對此詩進行了描繪，學生便可知道《清明》中牧童的打扮和形象，

這也可豐富學生的知識。

四、文言文的重要

	 相信大家掌握以上的技巧後，便明白文言文不是洪水猛獸，更不是一無是處。學習文言文並不是困難

的事情，我們不須要懼怕，一定能輕易地學習。再者，大家在學習的過程中會發現不少現今使用的詞彙和語

句，例如：「揠苗助長」、「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三人行，必有我師」、「溫故而知新」、「出

淤泥而不染」等，也是出於文言文，所以學好文言文有利提升我們的語文素養。從現在開始，讓我們一起培

養興趣，提升學習文言文的效能。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漁歌子》 唐 張志和



生活處處學字詞
	 不少低年級的同學都認為中文並不容易，特別是字詞積累。其實，學中文並不如想像中難，以下是幾種
常見的學習字詞的方法：

（一）在琅琅上口的兒歌中學字詞

	 「雨過天晴白雲飄，藍天飛架彩虹橋，赤橙黃綠青藍紫，數數顏色有七道。彩虹橋，誰來造？太陽公公
點頭笑！」這樣一段琅琅上口的兒歌，雖看似簡單，但其實已經蘊含了白雲、藍天、彩虹等名詞、不同的顏
色詞以及數量詞搭配。因此，同學可在日常生活中多聽、多讀兒歌，潛移默化中便能掌握更多字詞。

（二）日常生活中多觀察

	 平時，同學會和爸爸媽媽一起去坐港鐵、逛超市嗎？有沒有留意隨處可
見的路線牌和招牌呢？香港常用的地區名，又或生活中每天都會吃的蔬菜或
肉類，你都能寫出它們的名稱嗎？其實，生活便是一個大課堂，只要你用心
記憶，慢慢積累，隨時隨地都能學到新的詞彙呢！例如，你可以到超級市場
的蔬果類區域逛一逛，仔細觀察各類蔬果的名字，根據部首、讀音等規律，
便可記憶不少新詞語了呢！如圖中的菜心苗、苦瓜、芥蘭等蔬菜名稱，它們
都是含「艹」部的字，再結合聲旁，是不是很快便能記住它們的寫法了呢？

（三）善用字典或詞典

	 要認識字詞，只依靠課本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老師鼓勵同學，平時
多閱讀不同類型的故事書或圖書，甚至是報刊、雜誌等，但如果在閱讀過程
中遇到了陌生的字詞，同學便可借助我們的好幫手：字典。查閱字典的過程
中，我們能更進一步認識生字的讀音、部首，並通過配詞及例句掌握生字的
意思，更能培養我們獨立自學的能力。像是一年級的同學已經在中文課上學
習了部首查字法的技巧，能根據部首查找生字，
真是很大的進步！其他年級的同學也會於每一課
課前預習使用字典查找該課新詞的釋義。老師希
望大家都能善用字典，主動求知，積累更多生字
詞。

	 小小漢字，奧妙無窮。希望每位同學都能
積極觀察，提升閱讀，這樣才有能力自由翱翔於
語文學習的藍天之中，使中文字詞學習成為你發
現興趣和熱情的沃土。

溫馨小提示：你還記得查字典的
方法嗎？讓老師提提你！
1.	 確定該字的部首
2.	 數一數部首有多少筆劃
3.	 在「部首索引」中找出該部首
在字典中的頁數

4.	 翻到該頁，再確定該字其餘部
分的畫數，然後找出要查的字
的讀音、解釋和詞組示例

1.	 試圈出這首兒歌內「米」字部及「食」字部的字。

日落西山下，日落西山下。
叉燒包，小籠包，菠蘿包。
日落西山下，	日落西山下。
蘿蔔糕，糯米飯，魚蛋粉。
食物樣樣有，	大家吃個飽。

2.	 結合生活經驗，看看下圖，你還能想出更多「米」字部及「食」字部的字嗎？	

3.	 許多漢字的部首都有其獨特的意義，根據描述，你能猜出以下分別是指哪些部首，並從字典找到更多這些部
首的字嗎？

	 A.	 我是錢，也是貨，買賣東西就找我。
	 B.	 我是天氣小專家，打雷下雪都不怕。
	 C.	 煎炒蒸煮炸，食物全靠它。
	 D.	 江河湖海，源遠流長。

答案：	
1.	「米」字部：糕、糯、米、粉	「食」字部：飯、食、飽
2.	「米」字部：糖、粥	「食」字部：飯、飲
3.	A.	貝；B.	雨；C.	火；D.	水

識字樂園



語文日 多姿彩
活動目的
	 剛過去不久的430語文日，你是否仍記憶猶

新呢？本年度語文日由中文科、英文科、普通話

科及Oral科合辦，以「舉世名人」為主題，透過

一連串有趣的活動，讓同學認識世界各地具影響

力的人物，從中學會堅忍、敢於嘗試，並提升國

際視野，鞏固聽說英語和普通話的能力，可謂是

「一舉多得」，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吧！

各級小主題	
	 	 本次語文日的各項活動主要配合主題「舉世名人」而設定，各級設

有不同的小主題。小一的主題是趣味十足的「迪士尼奇葩」，精心安排

的活動將呈現巾幗英雄花木蘭的生平。而小二、小三同學，則會圍繞

「救世英雄」及「發明先驅」的主題，回到古代，認識李時珍和蔡倫兩

位名人的事蹟。而小四的「創意特工」則帶我們走進蜚聲海外的著名科

學家高錕的人生。小五、小六的同學更會深入了解「解難始祖」和「寫

作世家」的代表人物包拯及金庸。			

精彩活動
1.	 書籤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二）及硬筆書法比賽（小三至小六）

	 小一、小二同學根據主題人物設計書籤並寫上金句，這不但能讓他們認識名人的生平及值得學習的優良

品格，更能讓大家發揮創意。同學紛紛憑藉自己豐富的想像力，設計出別具特色和極具意義的書籤！而小三

至小六的同學則進行硬筆書法比賽，書寫內容與各級的主題人物有關。在比賽過程中，同學的書寫技巧得到

進一步提升，又增加了瞭解這些人物生平的機會。

2.	 語文遊蹤

	 語文日當天，各級同學仔細地搜索校園內每一個角落，他們不錯過任何蛛

絲馬跡，以求完成語文遊蹤工作紙，同學積極踴躍的表現令人讚歎。			

3.	 角色「奇」飾

	 各級同學任選一位世界名人進行扮演，向老師演說有關事蹟。同學充滿自

信與活力，在粵語、普通話與英語間靈活轉換，演說過程生動有趣，大家都聽

得津津有味。看到同學臉上的笑容，就知道他們有多熱衷於這項活動了！

4.	 攤位活動

	 是次攤位活動主題豐富，相當受同學歡迎呢！

校園內共設了六個攤位，參與籌辦的同學認真積

極。活動當天，各個攤位前擠滿了同學，他們急不

及待地想參與攤位活動。語文大使以流利的普通話

自信地主持攤位活動，看見同學從遊戲中學習，真

令人感到快樂。

	 除了上述活動，還設有「柱上教育」及「專題介紹」。校園四周掛有按每級小主題而設的柱上教育資

料，內容是介紹名人的事蹟，使同學對各名人認識更深。而「專題介紹」則於課堂上播放專題的簡報，讓同

學了解相關主題。盼望是次語文日活動能讓同學認識和了解不同名人，並在名人事蹟的鼓勵下勉勵自己，提

升對自我的要求，向著目標堅毅前進。



	 多年來，中文科致力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使學生

一方面可學以致用，另一方面可挑戰自己的能力和訓練膽量。在

2018年「香港吉野家勤學大賞」比賽中，我校共有四十二位學生參

賽，不但勇奪小學組「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更榮幸取得高小組的

冠軍、「優秀大獎」和「創意大獎」。以下收錄了高小組的冠軍得

主——霍銳縉同學的作品及其他得獎同學的寫作心得。

	 現今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工智能的應用已經是大勢所趨，它令我們的生活過得更方便，更快

捷，更有效率。我認為未來的吉野家會與時並進，善用人工智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未來的吉野家會有數以千計具有人工智能的機械人為顧客服務。這些機械人的頭部裝設視像鏡頭，

能自動識別顧客容貌。它們還裝設了為聾啞人士提供方便的裝置——互動投影機，它能把餐單投影出

來，顧客只須用手直接觸碰投影畫面，便能點餐。這些機械人同時裝載了語音識別系統，顧客可以用不

同的語言點餐。

	 此外，這些機械人的雙手伸縮自如，能輕而易舉地抓緊物件，並處理多不勝數的事務，例如：烹調

食物、打掃、清潔餐具、收款等。它們的腿部由四個輪子組成，能來去自如，或瞬間改變移動的方向。

所有機械人都是透過太陽充電的，它們能把太陽能轉化為電能，輸送到店內的各種電器中，十分環保！

	 吉野家投入這些機械人後，可以解決人手短缺的問題，甚至令營業時間改為二十四小時。它們能

記錄客人的宗教信仰、飲食喜好與習慣，如免豬、免油、多醬、少飯、多菜等，更能為患上「選擇困難

症」的人提供意見，讓他們能快速點餐。

	 此外，未來的吉野家可以預先點餐。客人可提早在電話應用程式上點餐，機械人收到點餐訊息後，

會綜合客人的步速、距離、烹調時間等，計算出最佳出餐的時間和安排座位。客人一到達，便能品嘗熱

騰騰的食物了。

	 現時，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人工智能機械人也必定會為吉野家帶來一番新景象，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吧！

校址：九龍塘金巴倫道2721地段
電話：2336 3802   網址：http://www.ktsps.edu.hk

顧問：楊美娟校長、梁綺華副校長
編輯：鄭燕玲主任、鍾慧媛老師
   曾偉凌老師、王美玲老師、蘇卓妍老師

校外比賽：我校之光

《童創未來》

	 我認為自己能在這次比賽中勝出，是因為我能夠把課堂上所學到的作文技巧應用出來。

每次上作文課時，老師都會教我們先審題，然後構思文章內容，即是怎樣開首和結尾，重點放

在哪裏，最後加入自己的看法、理解和感想。以《童創未來》的題目為例，我認為應以兒童的

角度去取材，多想想自己平時出去吃飯時注意到的問題，然後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再加以創

作，便成就了這篇文章。

	 	 我很榮幸能獲得是次比賽的創意大獎。我認為創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它就像是在金庫

裏的金條，也是寫作的橋樑。這次的比賽的決賽題目要求參賽者用不同的材料去創作一個火

鍋。我當時心想：我的設計要比其他的參賽者更突出，這樣才能獲勝。於是，我盡量挑選一些

受客人歡迎和喜愛的食材，便設計了「龍蝦蔬菜火鍋」。沒想到，我不但順利完成了挑戰，更

獲得獎項。

	 我創作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一則關於機械人送餐的新聞報道。科技日新月異，我想把機械

人結合人工智能，打造出集飲食、娛樂和消閒於一身的全自動化餐廳，例如：地面運輸帶自動

帶我們到座位，屏幕主動顯示度身訂造的健康餐單，享受美食時聆聽精選的音樂和觀賞電影，

跟機械人談天說地和玩遊戲等。在比賽過程中，我發現其他參賽者都很厲害，更激勵自己勤奮

學習，多閱讀課外書籍和發揮想像力，為自己創造光輝的未來。

5C	霍銳縉
(高小組冠軍)

6E	潘祉因
(創意大獎)

6E	鄧耀森
(優秀大獎)

高小組冠軍 5C	霍銳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