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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內容 重點摘要

稱呼
親愛的老師、同學：
    大家好！我今天演的主
題是環保。

看對象，依次序
有禮貌地稱呼所
有人，並可介紹
自己

引言

    提起環保，大家都會想
起我們的地球正在生病。昔
日的地球生機勃勃，而今天
的它卻傷痕累累。導致這一
切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我
們應該怎樣幫助我們的地球

交代演講的背景
及原因，以帶出
主題

可運用疑問、反
問等手法引入

在工作紙內提供不同角度的理據以供參考，並
提示同學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出席工作坊的老師投入地聆聽中學部老
師的講解及教學建議。

老師培訓

      中文科課程特色―― 說事評理

主題式發言

  本年度，中文科為了提升同學的說話及思辯能力，特別於小三

及小四加入相關訓練。

  在三年級第三學段的說話課上，會教授主題稿的撰寫及說話技

巧，讓同學就單一主題引發聯想，從而能說出與主題相關的內容。

老師會先指導格式，讓同學明白演講辭的結構，然後深入指導學生

如何擬寫開場的稱呼、主題的引言、正文及結尾。此外，亦在說話

工作紙上加入示例，讓同學能參考用字及鋪排，繼而撰寫一份既貼

合主題，又結構完整的主題稿。

  而在四年級的說話課上，則會加入時事評論，希望在訓練同學

批判思維的同時，亦培養他們養成注意時事，關心社會的公民責任。

老師會先介紹評論文章中論點、論據和論證的區別及作用，繼而指

導學生如何表達自己的立場，並引述報章中的論據作為支持。

多角度議論

  為了提升五、六年級同學表達觀點及議論的能力，老師在

說話工作紙加入辯論元素，把三、四年級的個人評析，發展到

討論層面。例如五年級會在「應否減少街道上的垃圾箱」這題

目上展開討論，正反兩方都要就不同的方面提出理據，如：經

濟角度、市民角度、市容角度等。老師在課堂上會引導同學思

考理據，同時提出反駁對方的理據。

在課堂上，同學在全班同學面前進行辯論演示。

  為了增強教學效能，把辯論

元素融入中文教學中，我校中文

科老師早前亦參加了「融辯入教」

的講座，學習如何提升學生的思

辯能力，令教授議論課題時更加

得心應手。



朗 誦 節 新 體 驗
  朗誦一直是我校重點發展的項目，每年的九月至十一月都是語文老師訓練學生的時間。除了操場
的嬉笑聲，在小休和午休響徹校園每個角落的，要數是同學練習朗誦的聲音了。今年因為疫情，同學
在學校訓練的時間銳減，放學後亦未能留校訓練，培訓老師只能透過ZOOM指導同學朗誦技巧和動作。

  朗誦節協會今年為了參加者的健康安全，決定把朗誦節的比賽模式由現場表演改為「錄影模式」
比賽，評判則通過觀看參賽者的錄影片段進行評審。學校因此開放校園電視台讓參賽同學錄影，省卻
了同學為找合適、寧靜地方錄影的煩惱。培訓老師亦與同學觀看錄影，指出同學須改善的地方，務求
讓同學以最佳的表現參賽。在疫情下的訓練和參賽，同學都有與往年不一樣的感覺，以下是今屆朗誦
節得獎同學的分享。

3B 李心悠 粵語獨誦 冠軍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校際朗誦節，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整個練習和參賽的過程
對我來說是十分困難的……
  首先，我以為老師是會面對面地指導我練習的，但由於疫情，練習改為在放
學後以 ZOOM 視像進行。每節練習的時間約 20 分鐘，但有時互聯網會斷線，我
曾經試過花 10 分鐘也未能成功登入；或成功再連線登入，課堂卻快要結束了，
因此練習的時間並不是很充足。為了彌補減少了的練習時間，我在家裏加緊練習，
但是練習時沒辦法知道自己表現有否問題，特別是不知道發音是否準確。幸好很
多時在早上回到學校，老師都願意在課堂前花時間指導我，讓我可以很清晰地聽
到老師的評語，而且老師亦在我的朗誦手冊寫下評語，以便我回家練習時作為參
考。
  練習了一段時間後，老師說由於疫情原因，這次的比賽由現場比賽改為遞交影片，所以要到校園
電視台錄影了。由於錄影時我很緊張，所以錄了很多遍都不成功。幸好，經過老師的鼓勵和共同努力，
終於錄好了比賽片段。往後的兩個月，我就一直期盼著結果，直到那天早上……
  媽媽興奮地跟我說：「你在朗誦比賽中獲得冠軍了！」我驚訝得連眼珠子都差不多掉下來，馬上
睡意全消了。
  最近終於收到那面冠軍錦旗，我把它掛在客廳的牆壁上。我覺得就算拿不到任何獎項其實也不要
緊，因為在老師教導的過程中，我已經學到了很多。無論如何，老師的付出以及自己的努力肯定是不
會白費的。

3B 李心悠 
粵語獨誦 冠軍

6A 黃姿箖 粵語獨誦 冠軍

  我一向喜歡朗誦，喜歡在人前朗讀，朗誦節就成為一個我向大眾表演的平台。
怎料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朗誦節的比賽由現場比賽轉為了呈交朗誦錄影的形
式，那一刻真令我起了打退堂鼓的念頭，因為只是對着手提電話錄影，而台下沒
有評判和觀眾，那多麼的沒意思啊！幸好，當時有爸媽的鼓勵，令我打消了這一
個念頭，更令我感受到另一番體驗！
  回想起備戰時，剛巧碰着正值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小六呈分試，為了專心應付
考試，朗誦比賽一事幾乎被我拋諸腦後。幸好，馮老師不厭其煩地提點和安排早
上或小休的時間與我訓練，我才能保持平穩的水平。
  因比賽形式的轉變，看着鏡頭練習確實感到很不自然，但經過多次的練習後，
我也漸漸適應過來了。在錄影的過程中，爸媽也給了我不少意見，我們一起研究，
當中樂趣不少呢！
  這次疫情雖然打亂了以往比賽的模式，但並沒有打斷學校對我們的支援。我非常感謝馮老師對我
熱心的教導和訓練，更感激父母對我的鼓勵和支持，令我在這次比賽中勇奪佳績，為我這小學階段的
朗誦比賽劃上完美的句號。

6A 黃姿箖
粵語獨誦 冠軍



普通話課程 ―― 趣聲趣語

4C 莫子薈
  說起喜歡的科目，大家都各不相同，而我最喜歡上普通話課。普通話課有兩位老師，她
們發音標準、字正腔圓，聲音悅耳動聽，就像電台的播音員一樣。普通話科老師非常有耐心，
我們剛開始學習普通話時，有一些字音受粵語影響，有一些字音讀不準，老師總是循循善誘，
一個個幫我們糾正讀音，使我們的普通話水平大大提高。
  我們普通話的教材也非常有趣，每一節課都是從一篇生動的閱讀篇章開始的。老師會帶
領我們通過反覆朗讀來學習詞語的發音，然後通過學習拼音，掌握聲母、韻母和聲調，可以
更準確說普通話。我最喜歡的環節是說話練習，按照每節課不同的主題，老師會先給同學大
綱，讓同學組織語言，然後鼓勵同學放膽地在全班同學面前進行說話，大大地提高了我們說

普通話的興趣和自信。
  普通話就像一把鑰匙，幫我們打開了學習中華文化的大門，希望大家都愛上普通話。                        

5C 嚴梓彤
  普通話是我國的通用語言，作為中國人，我們有責任去了解它。在普通話課上，我獲益
良多。普通話的教材一點兒也不沉悶，許多故事對我們很有啟發，有些閱讀篇章更教會我們
做人的道理。普通話科的兩位老師也會耐心地教導我和同學，循循善誘。由於我在日常生活
中沒有甚麼機會說普通話，所以有時我的發音會有點兒不正確。遇到這樣的情況，普通話科
老師不但沒有責怪我，還會一次又一次地教我字詞的讀音，直到我的發音準確為止，從未露
出過一絲一毫不耐煩的表情。
  老師們教導我們的方式十分簡單直接，很容易理解，伴隨着一些有趣、押韻的口訣，使
我能輕輕鬆鬆地學習普通話。有同學或許會覺得普通話功課很難，但我認為這些功課只是重

溫了我們上課時所學習的知識而已，關鍵是我們上課要留心。況且，當我們遇到難題時都可以去請教老師，她
們會根據我們的問題給我們解釋清楚。
  總的來說，有趣的教材和老師們簡單易明的教學方法，都使我喜歡上了普通話的課堂，愛上了說普通話，
希望大家都多說這種越來越多人學習的語言吧！                        

一年級同學在網課上學習聲母，除了模仿老
師的發音，同學還做出對應的動作。

「聞雞起舞」是二年級同學學過的
成語，普通話科把它改編為劇本，
在 ZOOM 課堂讓同學角色扮演，
大家都非常投入。

六年級同學演繹自己創作的相聲結尾，引
得同學捧腹大笑。

六年級同學在課堂上激發想像、發揮創意，
分小組共同創作相聲的結尾。

  語言教學的目的是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的語言進行交際。我校普通話科根據學生程度及
能力，不斷優化校本課程，並通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普通話的聆聽和口
語表達能力。
  為了增強同學的聽說能力，普通話科除了提高學生發音的準確性，豐富詞彙，訓練組織語言外，還
讓同學用恰當的語調、語速和表情朗讀文章，甚至演繹不同的閱讀篇章，例如：寓言故事、詩歌、相聲、
廣播劇等，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學生願聽和愛說，用他們的趣聲趣語展現每一節有趣的課堂。

  下面是同學分享對普通話課堂的感想。  



                                           

 皮影戲賀校慶――燦爛的中國文化
 

  本年度適逢我校八十五周年的校慶，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為了加深學生對學校的認識，便舉辦了一系列以
「KTS85 周年校慶」、「關愛世界」及「領袖」為主題的活動，從中讓同學們表達對學校的感情，提升他們對
學校的歸屬感。活動包括：校慶親子賀卡創作比賽 ( 小一至小三 )、校慶親子繪本創作比賽 ( 小四至小六 ) 及中、
普、視藝三科合作的「皮影戲賀校慶」活動。其中，「皮影戲賀校慶」活動，不但能讓同學認識輝煌燦爛的中
國文化，更能令同學增加對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

     皮影戲是中國民間古老的傳統藝術，又叫「影子戲」或「燈影戲」，是一種以皮
或紙板製成的人物剪影，讓觀眾通過白色幕布，觀看一種平面人偶表演的燈影，從
而達到藝術效果的戲劇形式。皮影表演時，人們在白色幕布後面，一邊操縱影人，
一邊用當地流行的曲調，同時配以打擊樂器和各地不同的腔調來講述故事。在過去
還沒有電影、電視的年代，皮影戲曾是十分受歡迎的民間娛樂活動之一。二零一一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把中國皮影戲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

     為慶祝我校八十五周年校慶，加強中華文化的推廣，本年度我校由中文科、普通話科及視藝科合作並進行
四年級「皮影戲」的教學，首先由視藝科根據劇本製作皮影角色，中文科繼而進行文本教學、編寫劇本；之後
由普通話科訓練劇本角色的台詞，請扮演的同學舞皮影和配音，最後回校拍攝成影片，並在 4 月 19 日校慶慶
典中播出。以下是精彩的活動內容：

首先，同學於視藝科課堂上設計出自己喜愛的
角色，再塗上顏色，之後製作成皮影人偶。

然後，同學為使皮影配合劇情和在最恰當的位
置演繹，大家反覆在幕布上練習，精益求精。

接着，同學再給皮影人偶配上軟管，用線聯綴頭
部和四肢，以便表演時活動自如。

同學根據《西遊記》的內容體會人
物性格，揣摩角色語氣和心理活
動。

同學根據改變後的劇本進行研讀和討論角
色，並思考如何在演繹時更加流暢自然。

同學隔着白布操縱皮影人，他們
的手指靈活，手上功夫高超，使
觀眾看得眼花繚亂。

表演的同學除了手上功夫了得，嘴上還要說、念台詞，用皮影戲這門古老的藝
術為大家帶來歡樂。

    「皮影戲」的學習，讓我校同學從源遠流長的中國文
化中，了解皮影戲的由來、皮影戲的劇本創作、角色扮演
等相關知識。學生透過皮影人偶的製作過程，激發了想像
力及創造力。老師透過分組合作的方式，培養了學生的團
隊精神，增進了學生的人際互動。學生透過上台表演，增
加了自己的自信心和表現力。更重要的是，同學能以正確
的觀念和態度，欣賞中國傳統藝術表演活動。

如欲欣賞同學的
作品及表演，

可掃描 QR Code：

( 內容乃本校原創，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



風雨中成長的種子
《我是抗疫小戰士》—— 4C 班 陳慧祺

  時光飛逝，轉眼間，新冠肺炎已在世界各地肆虐一年多了。戴口罩，限聚令，

視像上課……大家也開始習以為常。因這個病毒幾乎停了運轉的世界，急不及待地

想要重新起步一樣，而我呢 ? 我卻因為這個疫情而有意外的收穫呢 !

  回想起當初教育局宣布停課時，我興奮得一蹦三尺，在沙發上邊跳邊高呼 :「真

棒!不用上學!」天真幼稚的我只顧幻想着我的「悠長假期」，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上，

有人在人心惶惶，有人在淒風凜凜，有人在愁雲慘霧。只見媽媽每天都忙於為家中

每一個角落清潔消毒，每天都為這頭家東奔西跑買口罩，每天都憂心忡忡地留意新聞報道上的確診數字，

樂不思蜀的我每天只管吃喝玩樂，繼續不以為然、遊手好閒、虛度光陰……誰知，有一天，媽媽對我說要

開始上網課，我才晴天霹靂，如臨大敵一樣，我從忙亂中準備上網課。就在那一刻開始，我醒覺到在這段

「停課假期」裏，我終日無所事事，已變得四體不勤，五殼不分，居然追不上課程進度，彷彿我已把上學

期學過的知識都拋到九霄雲外了，連完成區區一份功課都令我「舉筆為艱」。在父母的保護下，竟然變成

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港童。我後悔了，我真的後悔了，我後悔我沒有好好珍惜停課的時光，沒有好好

韜光養晦，更沒有溫故知新和裝備自己 ; 我懊悔自己沒有關心過社會時事，讓自己變成了一隻飽食終日，

俾晝作夜的「井底之蛙」。

  因此，我下定決心要改變，要追回我已浪費的時光，要更積極地投入我的抗疫生活，要做一個和香港

人一起奮鬥的「抗疫小戰士」! 自疫症爆發以來一直不問世事的我，就這樣從「井底」跳出來，每天都留意新聞，關心時事，

更關懷社區。不但主動向媽媽提議捐出家中的口罩和消毒物資給有需要的人，更積極地在網上搜索有關病毒的知識及預防肺

炎的資訊。讓我對科學頓時興趣大增之餘，還激發了我的小宇宙，啟發了我創造了「消毒筆」! 那就是利用以「墨盡燈枯」的

圓珠筆加上棉花和消毒酒精造成的，目的是讓我們不須要用手指直接碰觸公共設施的按鈕，如 : 閘門的密碼鍵、升降機的按

鈕等，以減低傳播病毒的機會。我把這些又可以廢物利用，又可以抗疫的小工具送給身邊的親朋好友，他們都因我這份創意

而誇我是「抗疫小戰士」呢 ! 

  另一方面，我亦不忘追回我的學習進度，我在中文老師的生動教學和悉心教導下，燃起了我對中文的興趣，燃起了我對

學習的熱情，燃起了學好中文的決心。我開始比疫症爆發前還要勤奮，每天看課外書、練習寫作、背佳詞佳句…… 最後，我

的努力付出終於有所回報了，我今個學期的中文作文拿了「甲 +」!

  我真的很高興，亦很感謝老師的循循善誘，感謝學校在疫症期間的網課，感謝上天給了我覺醒的機會。但願我能把這股

主動學習的態度都能在我其他方面上充分發揮，並堅持下去，香港人都一起有一份齊心抗疫的幹勁，像我這個「抗疫小戰士」

一樣，勇於面對挑戰，努力超越極限，堅持到底衝破難關。

《破土而出，迎難而上》—— 5D 班 陳漢森

  疫情像是一張灰色的巨網，撒在城市中的每個角落，人們無處可逃，醫院裏是看不見的病毒，無

力的病人……這是二零二零年的序幕。猝不及防間周遭的一切都慢下來了。以前寧願吃外面的垃圾食

品也不願喝家裡一口湯，如今才發現對比在一線抗疫的「戰士」們，眼前溫熱的靚湯是多麼珍貴 !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抗疫生活，思想在活躍地起舞，行動卻一直呆坐在那裏，苦思冥想怎樣才能快

速提升自身的學習水平呢？然而我一如既往聽着優美動聽的古典音樂，兩耳不聞窗外事，默默地看著

書架上一排排的書本，以及密密麻麻的學習工作紙。漫不經心地隨手一劃，翻到了學校的中文書，我

慢慢地打開它，細細地回味著張老師課堂上風趣幽默的神態，「裝腔作勢」的聲調經常令我精神抖擻，

他精闢犀利的教學方法彷彿就浮現在書本裏，那句口頭禪「莫名其妙」一直回旋在我的腦海中，還交

代同學們都在這個成語上畫個圈，好讓大家都銘記在心，真是讓我忍俊不禁地嘴角上揚！我慢慢地坐

下來，習慣性地在紙上畫起了思維導圖：摘錄一些好詞好句，新的詞彙、成語、文言文和古詩文……

還記得張老師曾在課堂上問過我們知道多少種修辭手法，很慚愧當時我只是略知一二，其次不管古詩

文還是其他類型的文章，他都會特別強調文章的主旨，要求我們學會理解文章的內容，理清文章的結

構。再次是闡述作文題目和內容珠聯璧合。我謹記張老師的悉心教導並認真地重溫之前所學，並叫上

弟弟、妹妹玩起了猜成語遊戲、成語接龍，和他們一起學文言文、古詩文。除了每天閱讀故事書，還

記了很多寫作技巧筆記。即便是這樣累積了一點中文知識，但還是覺得在寫作上欠缺練筆，尤其是擔

心寫作會跑題，此外，在如何正確使用意思相近的成語上偶爾會模糊等。

  事實上，我也明白學習總歸不是件容易的事，俗話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中國文化

博大精深，需要長期多方面的努力學習。尤其是中文寫作，除了大量閱讀古今中外優秀的作品，也要

觀察周圍的人和事，從日常生活中累積語文因子，從時事新聞中積累新鮮素材，最後多練筆做到熟能

生巧。本以為假期漫長無所事事，沒想到過得如此充實，鹹魚也有翻身的夢想，何況是我呢！我可不

想只做一尾鹹魚，而是想做一名在疫情中的戰士。和疫情鬥爭，和學習中的困難抗衡，希望升上高年

級的自己能用更多知識武裝自己，在這場人生的戰役中取得耀眼的戰績。



《好運「鼠」於你》
  「鼠」不盡的健康，「鼠」不盡的知識。一說到鼠，大家可能都會嗤之以鼻。但老鼠真的就是十惡不赦嗎？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
看不一樣的老鼠。

十二生肖之首

  在我校二年級的課本中就有一篇《十二生肖的故事》，課文講述了老鼠運用計謀，借助牛的力量取得十二生
肖第一位的故事。雖然老鼠是以狡猾獲勝，但不可否認牠真的很聰明。生活中我們也把老鼠的這種聰明和身手敏
捷來比喻人，例如：你跑得比老鼠還快。這句話就正好說明了老鼠的特質，而我們卻很少聽到：你比跑車還跑得快，
你比飛機還飛得快。用老鼠來形容就正好把人的身手敏捷表現了出來。除了身手敏捷，老鼠還有多子多福的好意
頭。因為一隻母鼠一胎可以生十五至二十隻幼崽，古時候的人也把生多胞胎的母親比作鼠胎，其意思就是多子多
福的意思。

老鼠詩歌
  中國人把鼠看作是機靈、有靈氣的代表。先秦就有人作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
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chuán）死？」——《相鼠》。
這首詩歌就正好把老鼠的靈氣表現得淋漓盡致。老鼠有外皮，就像人有禮儀，人若沒有禮儀，那怎麼行呢？老鼠
有牙齒，正如人知廉恥，人若沒有廉恥，那怎麼行呢？老鼠有身體，正如人有禮教，人若沒有禮教，那怎麼行呢？
作者在詩中正是借助老鼠的小來突出人性的大，可見老鼠作為十二生肖之首並不是浪得虛名的。

老鼠哲學

  秦國的著名丞相——李斯，也和老鼠有不解之緣。話說李斯小時候很窮，成年後因為做事麻利，而被人
舉薦成為管理糧倉的小官。
  有一次，李斯在茅房見到老鼠，牠們在骯髒的環境裏覓食，見到人就四處逃竄。後來，李斯又在糧倉裏
見到了老鼠，可是這裏的老鼠不但不怕人，反而躺在糧倉的大米上大搖大擺地吃着米麵，甚是安逸。這時李
斯突然明白，原來人的一生是否能成功，環境有很大的作用。於是他奮發圖強，立志要做一隻在糧倉裏的「老
鼠」，最終他成為了秦始皇手下的一名得力幹將。

世界各地的小老鼠

  在印度有一座寺廟叫做卡爾尼瑪塔寺，這座寺廟又被稱為「鼠廟」。在印度，老鼠被視為神聖的象徵，
是女神卡爾尼瑪塔的化身。正因如此，這裏的老鼠也過着貴族般的生活，牠們不但沒有被惡意捕殺，反而被
人們供奉。當地人認為牠們具有和神溝通的能力，要是遇見白老鼠那就更代表着好運。
  而在西方，有這麼一隻老鼠，牠可謂鼎鼎大名。為了能見到牠，無論男女老少都會不辭辛苦來見牠，牠
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老鼠——米奇老鼠。米奇老鼠作為經典的卡通形象一直深受孩子們的喜愛，而這種喜愛
不僅僅只是外形可愛，更多是在米奇老鼠的陪伴下也見證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真夢。無論我們是何人，每
當見到米奇老鼠，總想和牠抱一抱，甚至拍照留念。

老鼠的成語

  老鼠有過人之處，自然也有牠的不足。因此，我們時常會見一些帶有「鼠」字的貶義成語，大家看看以下例子。

  同學們能找出下列成語的反義詞嗎？試連線。

鼠目寸光• •光明磊落

膽小如鼠• •高瞻遠矚

鼠雀之輩• •氣吞萬里

鼠肚雞腸• •膽大包天

  通過這次的分享能讓同學對小老鼠有新的認識。同時也祝願同學有「鼠」不盡的快樂，有「鼠」不盡的健康，有「鼠」不盡的知識，
有「鼠」不盡的愛心。

鼠字開頭 鼠字結尾

鼠目寸光 鼠雀之輩 膽小如鼠 貓哭老鼠

鼠目獐頭 鼠肚雞腸 官倉老鼠 過街老鼠

鼠入牛角 鼠盜狗竊 目光如鼠 狗逮老鼠

鼠目寸光：老鼠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寸遠的地方。形容目光短淺；沒有遠見。
膽小如鼠：膽子小得像老鼠一般。形容人膽小怕事。
鼠肚雞腸：比喻氣量狹小，專在小事上計較，缺乏雅量。
過街老鼠：比喻人人痛恨的壞人。
鼠雀之輩：蔑視他人之詞，形容鄙陋卑微之徒。
狗逮老鼠：比喻做外行事或多管閒事。

參考答案：
鼠目寸光——高瞻遠矚    膽小如鼠——膽大包天    鼠雀之輩——光明磊落    鼠肚雞腸——氣吞萬里

顧問：楊美娟校長、梁綺華副校長
編輯：鄭燕玲主任、馮秀貞老師、鍾慧媛老師、
   曾偉凌老師、殷勤老師、張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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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