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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愛與關懷的教育
「中華基督教會」自 1918 年始創於中國南京，至今創會一百年。「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則於 1954 年正名作獨立發展，並於 1958 年於香港正式註冊為法團，其後加強事工，自上

世紀六十年開始籌募增建聖堂學校，主張「自養」、「自治」和「自傳」，在推動教育、

照顧老弱上不遺餘力。這些主張反映在教育方面，便令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會屬學校

與有關學校，在在表現對學生的愛與關懷。區會學校除了在知識傳授方面下功夫外，更重

視的是全人發展與品德教育，期望透過學科知識學習，同步以愛與關懷薰陶學生，使之成

為善良的人。

自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於 1994 年成立以後，更加強了區會小學之間的交流互

動，對提升學校教育質素起了積極作用，在學與教方面均帶來更多的支援。

與時並進優質教學

隨著近年香港實施教育改革，區會學校同樣面對教學範式的轉

換，如乘著小班教學之落實，學校教與學都由教師主導教授，

發展為學生為本，以進一步培養及發揮學生的自學能力。自

2007年起區會更申請教育局的優質教育基金「小班教學 - 發展

主科課堂合作學習」，以培訓屬會學校運用合作學習等小組學

習法，以回應教學模式轉變的需要。而在未來兩年，區會更會深

入探討小組學習的學習策略，務求令老師們善用分組學習範式，

透過小班教學來實踐，以提升教學效能。此外，又於2010年申請

「健康生活齊擁有」、2011年申請「英文創E自學計劃」，務求

各學科均透過聯校參與達致提升課程質素的效果。而於2013年

申請的「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則希望透過「學習」、

「實踐」和「反思」三個主題，製作關愛校園教材套，讓學校

實踐關愛和反思所學。由此可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

的教與學，一直均在與時並進，為孩子們尋求最適切的學習方

法而不斷改良、進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教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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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志在多趣

在不斷改良學與教效率的過程中，區會小學在英語教學上，也從

傳統教學中蛻變過來，除了重視讀寫聽講的培養外，更加重視課

程上的趣味提升，以期增加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並透過外籍英

語老師的加盟，令語境更加豐富，擴闊實際英語運用的範疇，助

學生建立自信心。除了課堂上的學習，區會近年亦積極籌辦各種

本地及境外交流活動，為區會小學提供與居港外國學生交流的機

會，也讓學生能衝出香港，到新加坡、英國、澳洲等地作深度交

流，讓學生一邊鍛鍊英語運用，一邊體驗外地文化，大開眼界。

分層提供資優教育

隨著近年教育局為照顧學習差異而推動重整語文學習架構，及教

統會發表「第四號報告書」以來，均主張學校因應學生學習能力

製訂校本課程，以增加教與學的彈性。區會學校也同樣積極配

合，以各有特色的校本課程來教授英語及其他科目，照顧不同學

生的需要，並透過同質分組，實踐分層小組學習，減低課堂上的

師生比例，為老師製造更多時間與空間來照顧學生差異，一方面

為某些學科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適切的跟進，以拉近差

異。另一方面則為資優學生提供增潤、延伸課程，讓他們得到合

適的培育發展。這些配合政府政策而作出的措施，不但照顧了不

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更有助於發掘每位學生不同資優之處，助他

們建立自信心，為未來升學與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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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首要在溫柔
每到年末年初的時候，跟身為家長的朋友聚會，話題總離不開為幼兒選校、為子女選擇興趣

班之類的話題，因為對家長來說，沒有比教育更重要的課題，一所合適的好學校，影響著小

孩的成長歷程，對子女的未來發展有關鍵性影響，但在這骨節眼上，家長又真正認識到孩子

在學習上的需要嗎？最近跟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成榮教授訪談過後，他提

出了一些可能在社會大勢下，被家長遺忘了的一些培育要訣，那就是溫柔的教育。

黃成榮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研究及深造教育） 

中華基督教會教育事工部主席

從小灌輸三好主義

黃教授認為孩子在怎樣的環境下長大才是決定未來人生的關鍵所在，因此學校教育雖

然重要，但日常家庭生活也不可忽視，他說：「來自溫柔的家庭，孩子自然也懂得溫

柔；但若父母本身也常吵鬧，常常惡形惡相的對待別人，小孩也會相對地不懂得愛，

不會溫柔待人。」因此黃教授常常提醒家長、老師們，要以三好主義，即存好心、說

好話、做好事來薰陶孩子，讓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愛，在家長的陪伴帶領下，培

養同理心、同情心。「就如宗教總是導人向善的，家長不必逼子女讀聖經、返教會，

而是在日常中提醒他們為不幸的人祈禱，感恩每天所得到的，這已是一種同理心的教

育，慢慢地他們對善惡是非也會掌握得比較好。」兒童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首先便

得到愛的教育，而這正是成長最好的根基。

專家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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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幼兒過網絡生活

在資訊發達的社會中，子女無可避免地常常接觸到網絡世界，

四方八面的資訊、知識傾湧而來，對家長來說也是教育子女的

一大難關，但黃教授認為這點倒是親子教育的好時機，因為家

長總不能消極地以監控方式，控制小朋友接觸哪些網絡資訊，

所以最佳的方法是陪伴子女，一起尋索良好的網絡生活。他指

出：「說到底我們今天的生活就是離不開網絡，通訊溝通、知

識交流、娛樂都是透過網絡，所以我們要從小讓孩子明白網絡

世界也是公共空間，也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所以也要愛護它，

一起尋索令人快樂的網際世界，而不要對事情妄加評論，更不

要墮進網絡欺凌的陷阱。」有了這樣的陪伴指引，讓小朋友對

使用網絡有正確的道德觀，也是這個世代很重要的教育。黃教

授更提醒大家，孩子在進入學校後，免不了靠電子用品輔助學

習，但在日常生活中切忌將電子用品當成「電子奶咀」，輕易

地將孩子打發掉，記緊陪伴對兒童成長尤其重要。

心理與生理對學習的影響

說到不少學童會對某些學科產生抗拒，黃教授認為這可分為心理和生理

層面上的原因。在心理上，對某些學科產生抗拒往往源於老師，一方面

可能是教學模式傾向傳統或權威性，前者讓小孩感到沒趣，後者令孩子

生畏，另一方面則可能是老師的儀容影響了孩子的觀感，兩方面同樣令

小朋友因不喜歡老師而「遷怒」於學科，對學科也產生抗拒，所以黃教

授提醒老師與家長，在孩子學習的過程中，切忌只著重權威理性，感性

分享與開放討論，對小孩學習更加奏效。至於生理方面，就是近年也開

始受到廣泛關注的學習障礙問題，黃教授說：「有些孩子讀寫能力較

弱，有些則數學運算較差，他們會因為在學習上得不到合適的照顧，而

對某些學科產生挫敗感，當老師或家長也沒有認識到他們生理上的障礙

時，他們更感無助。」原來黃教授兒時也受過讀寫障礙的困擾，無法跟

上傳統的背誦默寫式教學，幸好他為自己找出解決的方法，才讓成績勉

強及格，繼而逐步捱過來，從一個會考英文科只有E級的中學生，變成今

天從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後發孩子」。所以家長們就不必拘泥於孩子

眼前的能力和成績，而是找出符合子女學習需要的方式，讓他們在適切

的教與學中成長，找出個人資優之處，從興趣出發建立自信心，再發展

較弱的部份，可能「後發」的效果更令人鼓舞。

黃教授認為每個人每天接觸不同的事也在學習，孩子同樣也

在每種經歷中學習、成長，家長不應拘泥於學習形式。

專門研究青少年心理的黃

教授，曾推出以欺凌為題

的專書，希望藉以喚醒大

家的同理心，免卻墮入參

與欺凌的陷阱。

黃教授在研究中，

發現不少年輕人誤

將網絡世界當成幽

暗的發洩渠道，成

了雙面人是不理想

的網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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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源於生活
作為一種國際語言，英語學習是香港家長最為重視的教學元素，但在語境參差的香港家庭

中，如何讓孩子可學好英語，一直是家長最傷腦筋的問題，但聽過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校長陳綺雯博士的一席話後，相信家長對兒童英語學習的迷思，應該得以解開，並重新掌

握學習英語的真諦。因為陳博士沒有說出甚麼艱深難明的大道理，她只說了：「To live in a 

world of English, and To love what you learn」來總結她的心得。

一切從習慣開始

自小居於屯門的陳綺雯博士，跟一般六零年代基層小孩沒兩樣，都在資源不多的環境

下長大，英語環境遠不及今天孩子般豐富，離開學校範圍基本上是沒有運用英語的空

間。幸好從小學開始，每到周六便會一家人去看電影，當時的電影就只有國語片與西

片選擇，也因為這樣，即使沒有正式學過普通話，陳博士在耳濡目染下，普通話也說

得蠻不錯，在英語方面更加不用多說。就是因為這個小小的家庭生活習慣，開展了她

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她說：「猶記得那時在看過《仙樂飄飄處處聞》之後，爸爸買了

一部錄音機，常常也播放電影裡的歌曲，就是聽多了跟着唱，加上爸爸也愛聽歐西流

行曲，慢慢地接觸英語便成為生活習慣。」就在這樣簡單又自然的情況下，英語學習

的種籽便不知不覺地埋在陳博士的心田，家長們應該懂得怎樣借鏡吧？

陳綺雯博士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校長

專家談教育



7

終身學習樂趣為先

陳博士認為家長可以為孩子製造有樂趣的英語環境，那老師又可以如何提升教

學效能呢？「作為教師首要當然是喜愛自己的工作，也要透過英語終身學習，

因為自己喜歡英語學習，自然便會懂得透過課內課外的活動來提高樂趣，跟學

生一起經歷學習的樂趣，自己也會樂在其中。」誠然，每個人對自己喜愛的東

西也會特別上心，所以陳博士認為引導孩子學習英語，首要就是找出他們的

興趣所在，即饒宗頤先生曾說過，教育就如為孩子「挖坑」，幫他們開出不同

的出口，只要孩子找到興趣所在鑽研下去自有好成績，所以英語也一樣。如果

小朋友對電影有興趣便多看外語電影，對時裝有興趣上網購物也會學到很多英

語，凡此種種，生活總不缺英語的存在，就看大家如何運用這些元素製造語

境。陳博士更認為，除了英語，多學一些外語也無妨，因為每種語文背後也藏

着豐富的文化故事，對自己總有好處：「其實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自己的母語，

不是天天在說英語，就如我在英國讀書時，向德國同學問到如果到德國旅行要

不要懂得德語，他的回應令我十分深刻，也令我更加明白學習語言其實就是為

了方便溝通。」原來德國同學告訴她，學不學德語就看她是買方還是賣方，因

為要從購物時取得折扣，總要懂得別人的語言才最方便吧！從陳博士這些有趣

的比喻與分享看來，學英語真的不難，就看老師與家長能不能在孩子身旁協助

找出興趣所在，讓他們「自投羅網」鑽研下去。

偶然踏上英語教學之路

雖然陳博士自幼對英語學習不抗拒，但原來她並沒有預計過會成

為英語科老師，更沒想過後來會成為首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

得主，她笑說：「我在大學時期是主修歷史的，後來畢業受聘於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中學，原本也是任教歷史科與英文科，但到

開課時歷史科已有足夠老師，所以我也只有教英文科好了。」由

於她本非主修英文科，初時執教也有力不從心的感覺，所以打從

成為老師開始，她就不斷進修，在課程設計、教學方式與評估方

法上一直提升自己，目的就在於讓學生喜歡學習英語。聽著陳博

士的經歷，不但告訴了大家其成功之道，更反映了教育不能只著

眼於成果，過程也十分重要，因為只要凡事盡力不問回報，自會

走出自己的路，這正是陳博士

的寫照。

陳博士認為做人做事不必預設必然的目標，只

要凡事努力做好，自然會走出合適的道路。

她認為閱讀是知識之源，所以能夠養成閱讀

習慣，是教育兒童最重要的環節。

陳博士辦公室裡的「七個習慣」

圖，是她向學生推介的學習方法，

學生覺得有用，也以畫向她作出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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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

如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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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小學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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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現世代青年人講求多元化發展，除了重視學業成績，擴闊視野亦非常重

要。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向來重視將英語融入學生生活

中，安排很多國際交流活動，為學生製造使用英語的機會。他們近年更

將藝術教育融入課程當中，透過音樂劇為學生提高英語氛圍，同步提升

學生的語文及藝術基礎。

（左起）Mr. Chris North、戴家莉

主任、黃靜雯校長、呂靜主任及

梁可兒老師。

外籍英語老師設計有趣的課堂活動，讓學

生能實踐書本中的內容。

學生積極參與遊學團，活用英語，拓闊視

野。

合唱團多次獲得校際音樂節外語歌曲組冠

軍，經常獲邀作公開演出。

連繫國際  追求卓越
結合英語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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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Eastern District

穩固的英語根基  由基礎教學開始

該校學生一向成績非常優秀，皆因有穩固的學習基礎，學校對英

語教學的重視從課程規劃中可見一斑。黃靜雯校長表示：「我們

的學生畢業後大都是入讀英文中學，考慮到校情和學生的需要，

英文基礎必須打得很好，幫助他們適應英文中學的生活。」

置身於豐富的語境是學習語文的不二法門，為此，該校除了一位

由教育局資助聘請的外籍英語老師外，在家長的支持下，學校額

外撥款聘請兩位外籍英語老師。英文科主任呂靜表示：「外籍及

本地英語老師是最好的合作夥伴，我們共同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設

計校本英語拼音(phonics)及閱讀課程(reading workshop)，並且定

期進行會議，討論及改善相關英語教學策略，以配合學生的學

習需要。」在課堂外，外籍英語老師亦是學生最佳的談話及遊戲

對象。外籍英語老師 Chris補充：「During the recess, students love 

chatting with us (NETs). We have also designed different games and 

學校管弦樂團自88年起代表學校參加「香港校際音樂節」及「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等比賽，

更曾獲全港中小學冠軍。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us in English and provide an authentic and engaging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m.」在外籍及本地英語老師的互相配合下，本

地的英語課程和外籍英語老師的閱讀課互相補足，學生的學習效

能相得益彰。

與國際交流  體驗日常英語

如何能夠再深化學生的英語學習及提升水平？黃校長說：「學校時常

舉辦以英語為題的學習交流團，學生隔年便前往英國和加拿大等地，

參與當地英語專業課程，亦會走進當地的社區，瞭解當地文化及參與

相關活動，讓英語滲透於生活日常中；學生經常到英語地區參加國際

性比賽，而音樂比賽的足跡更遍及歐洲，當不同國籍的參賽者聚首一

堂時，英語就是唯一的共同語言，更令他們感受到這語言的力量，驅

使他們自發自主學習英語。」除了海外交流，該校每年都會接待從其

他國家到訪的交流團，讓學生成為小導遊，活用英語。

學校舉辦不同的海外交流活動包括英國倫敦、加拿大溫哥華、奧地利維也納等地，除了讓學生增廣見聞，同時鼓勵他們活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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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學校開設英文資優小組，

透過不同的英語活動，提

升英語學習效能的同時，

也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以英

語創作和演出的平台。

以英語音樂劇深化音樂與英語教育

由於該校學生在音樂藝術發展表現優異，校方也順理成章將優勢延伸，進一步提升學生對英語的興

趣。該校於今年起推行英語音樂劇計劃，將戲劇融入英語課堂。另一位英文科主任梁可兒表示： 

「老師從去年起開始進行培訓，並在個別課業上讓學生利用不同種類的戲劇元素活用所學；而我們

亦選擇了英語音樂劇作為媒介，結合英語及音樂，全面提升學校的藝術文化氛圍。」課程發展主任

戴家莉補充說：「音樂劇透過三層模式推展，由課堂內的學與教，到菁英小組的深化、整合及延

展，再營造全校氛圍，為學生提供多元的藝術經歷。透過三層的推行模式，務求整個計劃讓所有學

生均能沉浸於以音樂劇為設入點的英語及藝術氣氛中。」

學生每年一度演出的

聖景話劇，將耶穌降

生事跡活現眼前。

英語音樂戲劇

課堂外（製作組／菁英組）

課堂內

周六興趣小組

音樂劇欣賞

（校內／校外）

遊學團

教師培訓

每季主題

 音樂欣賞

 午間廣播

 學校佈置

 午息活動

音樂舞台 音樂劇體驗日

刊物

小小編曲家

詩班

道具組

燈光組

導演組

樂隊

演員組 編劇組 宣傳組

音樂科

 音樂劇的認識

 編曲

 作曲

 演奏

視藝科

 視藝揉合音樂

 立體畫

  音樂劇的認識

英文科

 Language Arts

 Drama

 Script writing 

 Reading

英語跨科學習  為升中鋪路

為讓學生能夠更快適應英文中學的學習模式，該校在課程上刻意作出了調適。戴主任就此說明： 

「六年級的英文及常識科於多年前已有跨科課業活動，由外籍英語老師與常識科老師因應篇章題材

而特別教授相應的閱讀策略及強化專題研習技巧，讓學生能輕鬆體驗英文中學的學習模式。另外，

數學科亦從一年級開始每冊數學書都有以英語設計的工作紙，學生從中可以逐步適應以英語為主要

教學語言的學習。」

藝術教育

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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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Eastern District

外籍老師將常識科與英文科活動結合，讓學生有趣地進行跨科學

習。

學校有良好的閱讀風氣，鼓勵學生早上、小息、午間也閱讀。

一般人的學習黃金時期是在幼稚園和小學階

段，尤其學習語文需自小培養，聆聽和說話

技巧方面，在孩童時期更加敏銳，所以中華

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特別重視為學

生提供聽和說的機會，以及提升學生辭彙

量，讓學生從小有穩健的英語基礎。

教學有法

學校自製校本英語教材，以推

動藝術教育加強英語氛圍。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地址：筲箕灣愛信道 39 號

電話：2915 4140

網址：http://www.ccckeiwan.edu.hk

英語閱讀提升親子關係

該校校本課業設計中，引入自主學習、同儕學習、家長參與

等元素，一方面提升英語課程的趣味，另一方面將英語學習

與生活經驗緊扣，為學生更有效地運用所學，所以家校合作

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黃校長說：「在學習語言時，閱讀是關

鍵元素，所以學校十分重視閱讀，如果家長在家中能夠幫助

小朋友培養閱讀英語的習慣，效果便會相得益彰。為此，學

校每年都會舉辦有關親子英語圖書閱讀的講座。」透過這安

排，家長並非充當了老師的角色，而是透過閱讀加強親子關

係，與小朋友同行之餘，也建立起小朋友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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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無論是學習哪一種語言，目的也是在於溝通。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的英語

教育目標，首要是讓學生能樂於以英語溝通，勇於跟外國人愉快地暢談。林

偉雄校長與優秀的英文科老師團隊在營造語境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使學生

在特定的語境中不斷嘗試說英語，累積英語詞彙，寓學習於遊戲中，從而達

到樂於以英語溝通的目標。近年，學校更突破了「英語日」的迷思，決定改

變以往定期舉行英語日的活動模式，目的是把英語跟廣東話、普通話看齊，

讓學生將英語視為生活用語，於平日推行多元化的英語活動，那就不必特設

個別日子來推動學生聽、說英語，這無疑是一個推動英語學習的突破。

鼓勵嘗試參與
重視語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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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Eastern District

課程設計全面

語境能促進學生達致「能溝通」的目標，但溝通背後還要有很多

「輸入」才能把學生裝備好，所以基灣小學在課程設計上也頗花

心思，務求讓學生在讀、寫、聽、說四方面均有良好的基礎。學

校以縱向及橫向的英文寫作課程(Process Writing)為主，縱向是指

六個年級都會同時學習不同體裁的文章，而橫向課程就是為同級

不同能力的學生而設，即使學習同一主題，也會採用不同的教學

策略，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此外，學生也會按學習程度分

成不同的組別，個別課堂也增設支援老師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

至於外籍老師則會參與低年級同學的PLP-RW課程，發展學生的閱

讀及寫作能力。高年級方面，外籍英語老師則透過不同的閱讀體

裁及活動教授閱讀策略及口語表達技巧，以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英

語能力。另一方面，學校也跟校外機構合作，如得到香港中文大

學及教育局語文教育組的支援，派專家到校與老師共同備課，發

展與時並進的課程內容。

營造豐富語境，全校多說英語

為了在學校提供實際英文語境，本年度學校更聘請了

三位外籍英語老師，令學生有更多機會跟外國人溝

通。林偉雄校長說：「小朋友初時難免害怕跟別人以

英語溝通，因此多聘外籍老師，便讓他們不能逃避，

慢慢習慣了便不再害怕。」除此之外，學校也推動

全校學生以英語交談，務求將英語融入校園生活。而

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會安排學生參與不同的演說活

動，藉此鍛鍊勇氣，如邀請不同年級的同學主持早會

祈禱及校園中央廣播，在全校同學面前以英語領禱及

宣傳英語活動；又或是由英文科老師帶領學生到校外

欣賞英語話劇，之後更與劇組人員以英語交談，可見

學校為營造豐富的語境不遺餘力。

由英語大使負責為校園英語報

編採，訪問校長也頭頭是道。

初小班上的 PLP-RW 課堂，將遊戲

融入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電子學習是大勢所趨，AR

應用軟件為老師帶來不少方

便，讓同學可得到更多真實

的學習體驗。

除了語境，學校的環境也

處處充滿英語，提升學生

主動學習英語的動機。



16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從閱讀中擴闊知識層面

不同的學者都推崇閱讀對兒童成長的好處，基灣小學亦不例外，圖書館

主任會邀請作家進行講座，分享閱讀英文圖書及學習英語的心得。此

外，圖書館的館藏不但豐富，而且會定期舉行老師推介書籍的活動，以

吸引同學借閱。另一方面，學校也運用電子平台，讓同學閱讀英文電子

書，從而拓寬學生的閱讀層面，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課程主任李老師

說：「小朋友大多習慣回答老師的問題，但卻很少主動發問，我們希望

藉着培養他們多發問的習慣，鼓勵他們能從閱讀中尋找答案，從而進一

步擴闊知識層面。」

英語電影不但能

讓學生接觸更多

生 活 以 外 的 字

彙，也同時提供

娛樂，一舉兩得。

外籍老師在課堂外也常跟小朋友一起閱讀、閑聊，

令學生不再害怕跟外國人溝通。

伴讀活動由四年級同學當

「小老師」帶領低年級同學

共閱英文書，可謂其樂融

融，雙得益彰。

家校合作十分重要，基灣的伴讀計劃

得到家長積極的參與，對培養兒童的

閱讀習慣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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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Eastern District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地址：香港筲箕灣西灣河街 63 號

電話：2560 8007

網址：http://www.keiwan.edu.hk

興趣結合學習

基灣小學著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並抓緊無處不在的學習

機會，正如劉副校長所言：「希望同學不要將英語只純粹視為一

個學科，而是像廣東話、普通話一樣，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只

要有這樣的想法，學習動機便截然不同。要跟別人溝通，就要開

口說，不需要害怕出錯，不一定要確定全對了才可寫、才可說，

要從錯誤中學習，才能改善溝通技巧。」為了加強學生說英語的

投入感，使英語更生活化，基灣小學今年更與足球學校合作，將

學生踢足球的興趣與英語結合，透過外籍足球教練對學生進行足

球訓練，來增加以英語溝通的機會，並讓學生多結交外籍朋友，

沉浸在活用英語的氛圍中。另一方面，老師也明白孩子不愛做功

課的心理，所以在長假期中會以欣賞英語電影作為課業，取代傳

統的抄寫式課業，事後也不必交報告，免卻交功課的壓力，使孩

子踏出英語生活化的第一步，而家長也可跟孩子一同享受學習英

語帶來的樂趣。這些反映了基灣小學正在調節教學模式，讓孩

子的課業不再局限於紙筆模式，也不一定要在課堂內才可學習英

語，讓孩子與家長明白到只要張開眼睛觀察，張開耳朵聆聽，張

開嘴巴說話便已是一種學習，因為學習就在生活中。
課堂用書會因應不

同程度學生的需要

而修訂。

校長經常注意同

學的學習進度及

予以鼓勵，他寄

語同學只要勇於

嘗試，便會不斷

進步，踏上成功

之路。

除了有豐富的英

語圖書館藏外，

他們的網上閱讀

平台也是同學與

家長分享閱讀的

天地。

教學有法

多閱讀、多觀察、多運用

基灣小學的校長與老師主張學生多閱讀英文

課外書，因為從中可學習大量詞滙及閱讀技

巧，對英文寫作大有幫助。而除了在課堂內

學習英文，在日常生活中亦可透過觀察身邊

的事物，如公眾地方的英語守則、商店廣

告、海報等，都是生活中學習英語的好渠

道。最後就是多運用所學到的，不要因怕錯

誤而不嘗試，只要多運用，英語能力自然會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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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家長為孩子選擇學校時，往往著重為遙遠的未來

鋪路而以英語教學為先，卻忽視了中文學習的重要，以致兒童自身的語

言失衡。因此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的教學方式，便十分值得家長參

考和借鏡。因為這所歷史悠久的小學，自八年前轉為英文小學，以銜接

中學部的全英語授課安排，不但在英語教學上有長足的發展，成功讓學

生在自然的語境下學習英語，即使在中文方面仍能保持傳統上的優異表

現，這正反映了語言可以平衡發展，只要教與學取得平衡之法，就可讓

孩子無論處於任何語境下，也可自信地表達自己。

雙軌並行倍添自信
全面發展英語基礎

九龍真光小學的小朋友對閱讀都充滿熱情，是學習的最佳基礎。

剛轉校到來，三年級的 Garry 很

快便投入了這裡的英語世界，常

常沉醉於喜歡的故事題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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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Kowloon City District

製造自然語境助投入

為了更全面地推行英語教育，九龍真光小學選擇在過半數的科目上以全

英語教學，務求令學生能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讓英語成為生活的一

部份，使學生不會怯於表達，更會因興趣作學科的牽引，更好地學習英

語。彭潔嫻校長表示，現在學校除了英文科外，數學、科學、視藝與音

樂課均以全英語教學，其他科目則以中文教學，令學生在接觸兩種語言

的課時上取得平衡，不會偏重於任何一方。誠然作為溝通工具，中文與

英文在香港同樣重要，所以要令孩子投入學習才是致勝之道，而不是只

著力於任何單一方面。又因為每位學生的語言能力不一樣，將英語套用

到不同學科之上，便能啟發對語言感應力較遜的同學，讓他們可透過能

力、興趣較高的其他科目，如視覺藝術、音樂等多接觸英語，因此增進

對英語的掌握。英文科老師Miss Liu說：「有些同學會因為對視藝、音樂

的興趣較大而更有動力學習，英語課程因而加入不同學習範疇的元素，

透過單元或專題研習的內容和模式，讓同學以英語預備發佈及講解其作

品，英語對他們來說有了實際的需要，便會主動練習、學習，因為只有

這樣才能讓人明白自己的作品與構思。慢慢學生多了不同渠道接觸英

語，就像滾雪球般，從英語課內與外，累積到掌握英語運用的能力，並

建立起自信。」對任何人也一樣，一旦有了自信，無論是做事和學習都

更為得力，所以學英語也不一定只向英語課裡鑽，能像真光的老師團隊

般，為孩子開出不同的學習出口，製造多方面的語境，切合同學的不同

天賦和學習取向，鼓勵自發學習，效果可能更佳。

這裡每年都有壓軸的英語音樂劇表演，製作相當專業講究。

無論任何班級的同學，都會有以英語表演戲劇的經驗，藉以提升其語感。

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了同學運用英語

的環境，使之成為生活一部份。

學校經常有不同的主題活動，促進了全校師生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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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四大元素同時驅進

語言學習不外乎「讀、寫、聽、講」四大元素，各家各有重點學習

基礎，但九龍真光小學則堅持四種元素同時並行，如Miss Liu所說：

「寫與講是輸出，但必須有讀與聽的輸入，才能圓滿地表達。」所

以四大元素互為關係，必須每個部份都做好，才能造就完整的英語

學習。不過在不同年齡層的學生中，四種元素的比重、先後部署也

會有差異，因為初進小學的低年級學生，在掌握文法上可能還需浸

淫，所以他們會先從聽、講方面入手，並輔以教導簡單的句子段落創

作，讓孩子打好基礎。另一方面，學校則在一年級學生的課程中，加

入戲劇元素，將學生分成小組，演出微型話劇，如經典名著《Snow 

White》，讓同學透過生動的演出角色，不知不覺間學習掌握生活上

說話的語調和語感，也從中認識更多生字。Miss Liu說：「除了學英

語，我們在演出中也會提供思考空間給小朋友，讓他想想故事的前

因後果，為甚麼人物對白會這樣說等等，這些也有助於培養學生3C

精神﹣Creativity、Critical thinking及Communication skill。」能將語言

從溝通橋樑，演進成培訓思維、共通能力的手段，這才能促成學生對

英語更佳的掌握，達到真正的活學活用。 

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機會表

現自我，建立信心，九龍

真光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

演出機會讓學生參與。

早會之上，除了老師發言，同學也一樣可以參與交流。

主題活動日中，同學在學校之內參與不同活動，使用

英語已成習慣。

風趣幽默的外籍老師，是促

進同學投入學習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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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Kowloon City District

學校資料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路 115 號

電話：2336 0662

網址：http://www.ktlms.edu.hk/primary

多元活動擴展運用範疇

Miss Liu認為語言是生動的學科，如果只為考試而學習，不

但沒趣而且失去意義，所以學校除了在課程設計上下功夫，

也在課外活動上花不少心思，讓同學們透過活動有更多展示

英語的機會，鞏固「英語就在生活」的概念。如每年的「綜

合主題學習計劃活動日」英語攤位中，高年級學生會為全校

同學設計合適又有趣的活動，自發地參與，無論是設計者或

是參與者都投入其中，在自然的環境下以英語溝通，沒有隔

閡。此外，逢星期四外籍老師更會帶領英語大使進行不同活

動，一方面進一步提升這群尖子的英語水平，一方面又為其

他同學帶來練習英語的機會，成功令整間學校樂在英語學習

之中。

活動日中，高年級同學負責

設計遊戲，無論是玩的做的

也同樣享受過程。

九龍真光小學的學生在面對陌生人時，也暢所欲言，

表達自己，反映學校生活，讓他們都樂在其中。

由中學姐姐帶著

學妹閱讀，既能

促進學習，也有

助學生建構良好

的人際關係。

教學有法

真實素材更見果效

彭校長指出，他們所選擇的英語教材，都是

接近第一語言的篇章，因為他們相信，只有

真實性高的材料，才能讓學生對英語運用有

更真實的掌握。而且積極鼓勵學生閱讀不同

類型的文章，如新聞、小說、非小說、詩歌

等，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文體掌握不同表達方

式，也可從中鍛鍊高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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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九龍塘 )
C.C.C. Kei Wa Primary School (Kowloon Tong)

近年小學英語教學傾向以校本教材取代傳統課本教學，務求令課程更具

彈性、更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但因為製作校本教材所需的人力與資源

都較大，不是每間學校也會一直堅持，但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

塘）可算是用心製作校本課程的表表者，他們十多年來一直研發校本英

語課程，包括拼音教材、圖書教學，還有專為高年級學生編寫的不同文

體的學習篇章等。能夠堅持推動這種教學模式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教

師團隊秉持的理念——希望學生透過愉快、有效的學習而成為獨立的英

語學習者。就是因為這個信念，促使基華小學(九龍塘)的英語課程的質

素絕不遜色於國際學校的水準。

讓學生成為獨立的英語學習者

用心編製優質校本英語課程

每位基華小學 ( 九龍

塘 ) 的學生都是自信

滿滿，說起英語來，

毫不怯場。

配合圖書教學，為初小

學生設計有趣的課業、

校本拼音教材及 Mini 

projects， 讓 學 生 喜 愛

學習英語。

由 外 籍 英 語 教 師 

Simon 親自編撰的拼

音教材，並配以精美

的故事插畫，讓學生

愉快地誦讀，掌握語

音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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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Kowloon City District

高年級課程以不同文體及篇章為教材，配以不同的閱讀策略，加入思維模

式訓練及電子學習的內容，發展高小學生高層次的英語能力。

學校於五、六年級推行英語大使，讓能力較佳

的同學服務低小同學，增加同學之間英語溝通

的機會。 

學校經常舉辦不同的英語活動，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如邀請英國

童書作家到訪學校，與同學進行共享閱讀，分享閱讀的樂趣。

小五戶外學習 — 同學有機會到機場去訪問外國

遊客，增加了生活中使用英語的機會。

鄭雪英校長期望每位學生經歷整套校本英語課程

學習後，最終都能夠成為獨立的英語學習者。

每 年 英 語 日 都 有 不 同 的 主 題， 這 次 的 主 題 是 Amazing Book 

Character Day。同學們化身成為喜愛的故事人物，與班內同學 

分享圖書的內容及讀後感。

多元有趣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喜愛英語學習

鄭雪英校長表示學校的校本英語課程的特色在於採用活潑生

動、有趣的形式學習，以引發學生高參與的意欲。低小課程採

用圖書教學為主，輔以兒歌、角式扮演、遊戲、比賽等進行學

習。高小課程則著重小組合作形式進行，配合資訊科技工具、

不同的思維模式，以多動、多做、多討的活潑形式學習。另

外，為深化學生對特定學習單元的認識，各級均加入不同的學

習元素，例如：電子學習(e-learning)、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 

戶外體驗活動(excursion)等，均有助鞏固所學、擴闊視野。 

此外，英文科每年均舉辦多元有趣的英語活動，例如：主題為

本的英語日、NET Cafe、NET Programme、I’m Creative、English 

DIY、英語大使、英語音樂劇等，讓學生在豐富的語境氛圍下輕

鬆地學習英語，增強他們對英語學習的信心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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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九龍塘 )
C.C.C. Kei Wa Primary School (Kowloon Tong)

於課堂注入戲劇教育元素，培養同學的創意及英語溝通能力。

在 劏 房 (Subdivided Flats) 專 題

研習中，老師特別佈置一個模

擬劏房，讓同學親歷其境，加

深對此社會議題的認識。不少

同學有所反思，他們所做的報

告內容寫得相當有深度，反映

出他們的英語水準與高階思維

的能力得到良好的發展。

於 一、 二 年 級 推 行

Author Study Unit，

讓同學閱讀兒童文學

作家的一系列作品，

藉此打穩文學根基。

資優教育奠定穩固的英語根基

在基華小學(九龍塘)英語教育的領域裡，資優教育呈現在戲劇

教育、情意教育、兒童文學等範疇，以提升學生創造、高階思

維和個人及社交能力，這均有助打穩學生的英語根基，令他們

有足夠的能力以英語進行溝通和學習。事實上，學校有不少學

生在全港性英語比賽中屢獲獎項。此外，為照顧學生的多樣

性，學校採用能力導向的模式推行資優教育，教師會按學生的

能力編寫教學內容，設計分層課業，讓學生按著自己的發展步

伐學習，不斷進步。

於校慶匯演

中，將同學

創 作 的 劇

本，呈現於

舞台上。

同學們於全港拼字大賽中獲得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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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Kowloon City District

圖書閱讀是小一、小二學生

的重點課程內容，老師希望

透過有趣的圖畫故事，提升

同學們閱讀的興趣及培養他

們良好的閱讀習慣。

老師選取不同的思維策略教

授同學，培養他們的高階思

維能力及加強品德情意發展。

Mixed-up Job Project 的學生作品中，

充份反映出同學們無窮的創意。

同學們於創作劇本後，利用

應用程式製作動畫，並為角

色配音。在整個學習歷程

中，同學們得到很大的滿足

感，學習的動力自然大增！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地址：九龍九龍塘牛津道 1 號 B

電話：2267 6676

網址：http://www.kwpskt.edu.hk

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學校重視學生終身學習的發展，於是在不同的學習計劃和活動

中培養學生掌握不同的學習技能。在英語教學方面，他們強調

閱讀策略、思維技巧、使用資訊科技能力的培訓。例如：低小

課程運用分享閱讀法(Shared Reading Approach)模式進行，讓學生

掌握基本的閱讀策略。高小課程除注入高層次閱讀策略的學習

元素外，學生還需要學習不同的思維模式，例如：Retelling、 

Scamper、Raft、Reciprocal Teaching等，並配合資訊科技工具的

運用。透過課堂活動或課業的實踐，讓學生逐步掌握不同的學

習策略和認真的學習態度，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精神。

透過多媒體學習模式，發展應用和綜合共通能力

多媒體學習模式是學校英語教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教師團隊將嘗

試於校本課程內注入多媒體學習模式，讓學生運用不同的多媒體

工具，如電子錄音系統、動畫創作軟件、Apps軟件、電子學習平台

等，進行不同的英語學習活動，從中訓練學生各種語文技能，發展

他們應用和綜合共通能力。

教學有法

一切從閱讀開始

基華小學（九龍塘）的英語課程設計是從閱讀

開始，因為他們相信閱讀是開啓知識寶庫的鑰

匙。能從小培養閱讀興趣，懂得策略，便能奠

定穩固的語文基礎；所以教師團隊不但在課程

中加入童書作家系列的閱讀計劃，同時也希望

家長可以協助子女進行延伸閱讀，多陪伴他們

在家閱讀，從而享受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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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C.C.C. Kei Faat Primary School (Yau Tong)

每個小朋友都是獨立個體，無論是作為家長或是老師，都希望小朋友開心愉快成長。中華基督

教會基法小學（油塘）明白每一個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都有不同，主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活動，

英文課程盡量貼近學生的個別需要，希望見到每個學生的成長。近年該校提倡「LEAF」，即是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exchange」（文化交流學習）、「Empowering learning 

through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校本課程增強學習能力）、「Aspiring to achieve one's 

personal best」（實現最佳的自己）和「Fostering encouragement whilst learning with fun」（鼓勵學

習，享受學習樂趣），從中促進英語學習，達到全人發展。

幫助學生全面成長

L‧E‧A‧F‧多元化英語學習

梁淑儀校長 ( 粉紅衫 ) 鼓

勵學生享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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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Kwun Tong District

荷蘭藝術團隊 Toyism

到校與學生參與創作。

教師安排校內英文廣

播、English Fun Day 及

課堂活動等，來培養

學生說英語的信心。

一掃即看

Toyism 活動花絮

梁淑儀校長形容，學校就像一棵大樹，學生就像一片

片樹葉，都是獨特的、有着自己的生命力，而且連繫

着學校。她說：「每個小朋友從小一入學到小六畢

業，透過學校提供的課程和活動，讓他們不斷成長，

至於成長多少，就需要靠老師和家長等園丁的灌溉，

所以我們根據上述四個元素，為學生提供大量校內和

校外的活動及課程，給予學生不同機會發展，希望盡

量提升他們的能力。」該校近年一直推動健康校園，

其中今年提倡綠色正能量，LEAF正好有綠色和正能量

元素，可用以總括整個英文科發展重點。

國際及本地文化交流全英語進行

在文化交流方面，學校致力爭取不同資源讓學生接

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事，例如引入外地專業團隊，

透過與不同地域的外國人溝通，學生便可認識當地文

化。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學校就邀請了荷蘭藝術團隊

Toyism到校，這更是他們第一次來亞洲地區進行創作

項目。這個項目橫跨英文和視藝兩科，荷蘭藝術家和

該校學生、老師和家長共同設計壁畫，壁畫上

的圓點設計也是藝術家和學生經過多番溝通後

共同創作。共同創作之前，學校安排工作坊給

學生了解Toyism，亦舉行了一個揭幕禮暨藝術評

賞活動，所有活動都以英語進行，讓學生有更多

機會使用英語溝通。

基法小學 ( 油塘 )

透過「LEAF」幫助

學生全面成長

L E

A F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exchange

文化交流學習

Empowering learning through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校本課程增強學習能力

Aspiring to achieve one’s 
personal best

實現最佳的自己

Fostering encouragement 
whilst learning with fun

鼓勵學習，享受學習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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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C.C.C. Kei Faat Primary School (Yau Tong)

學校亦會安排學生參與國際聯校英語活動日，該校學生跟

外國到訪的學生進行交流活動，從中認識不同國家的文

化，這不單增加了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和使用英語的機會，

亦培養他們說英語的膽量。該校亦邀請附近的中學戲劇團

隊到校進行英語分享交流，擴闊學生視野。

外地交流團增強國際視野

該校學生曾到英國、澳洲和新加坡等地進行交流學習，他

們全程都使用英語溝通，並在全英語環境中學習，運用英

語的能力得以提升。該校學生的英語水平一向較高，最需

要適應的倒是文化差異。透過交流活動，學生可以大開眼

界，又可以增強說英語的信心，亦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和

歷史，讓學生得到全人的發展。

學校今年的教育關注事項，是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讓學

生有多元化的體驗，達到全人教育的發展，文化交流正好

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亦符合學校關注重點。

外籍老師幫助學生

從小組閱讀過度到

個人閱讀。

老師們共同設計課程。

校本課程增強閱讀能力

學校的校本課程重視閱讀元素，例如在低年級大力發展

PLP-R/W閱讀及寫作計劃，由外籍老師帶領學生按校本設計

的英語課程學習，提升閱讀和寫作能力。在執行上，學校於

一年級開始安排外籍老師和學生一同閱讀，在閱讀時間學生

學習到的知識會延伸到寫作堂；至二、三年級，學生會按能

力分組進行閱讀，以減少學習差異，每一次都有一位英文老

師帶領一組同學進行閱讀，訓練他們由小組閱讀慢慢過渡到

個人閱讀，培養學生獨立閱讀的技巧。

至於高年級課程，學校設計了一套跨學科英語閱讀課程，

包括常識、視藝、生命教育和數學科等內容。由外籍老師

和本地學科老師一同設計，更邀請教育局顧問提供支援。

課程中，老師會為學生設計不同的閱讀任務，例如在reading 

circle活動中，每個學生有不同的角色，如擔任「總結者」，

便要總結書本內容；如擔任「字詞專家」，便要負責介紹英

文生字。學生們透過互動學習和分享，從而提升閱讀能力和

興趣。

外籍老師幫助學生把英語和興趣互相

結合，透過布偶劇和各式遊戲活動，

讓學生愛上英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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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Kwun Tong District

鼓勵學生追求更高目標

梁校長表示，希望學生建立更高目標，挑戰自我，所以該校設

計不同獎勵計劃，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參與活動，例如Stars 

of English獎勵計劃，老師會按班本需要，定立獎勵學生準則，

每年會舉辦四期，每一期獎勵大約五位學生，讓不同學生均能

擁有榮譽感，從而激發學生定立更高的學習目標。另外，學校

亦有全校性的獎勵計劃，例如「讓我高飛獎勵計劃」。學生透

過參加各學科的活動獲得貼紙，累積貼紙以換取金、銀、銅和

鑽石獎，希望學生可以於各科平衡發展，突破自我，往更高層

次進發。

愉快學習成效顯著

下課後，學校更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英文課外活動，例如英語音

樂劇、英語話劇和英語廣播活動，增加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

話劇校隊更獲得外界肯定，多年來屢獲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整

體演出獎、傑出劇本獎、傑出合作獎、傑出男演員及女演員獎

等獎項。今年更新增布偶劇活動，由學生、英語老師和外籍老

師共同製作布偶，一起撰寫劇本，透過布偶劇讓學生把英語和

興趣相結合，對學生來說，都是有趣和富有意義的學習經歷。

總括而言，該校不單期望學生在課堂上建立聽、說、讀、寫的

能力，更會為學生提供機會與不同文化的人溝通，擴闊視野，

提高語文能力之餘，更得以全人發展。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地址： 九龍油塘油塘道25號

電話： 2389 5458

網址： https://www.kfps.edu.hk

一掃即看

英文音樂劇節錄

Stars of English 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立定目標、展現自己的能力。

英語音樂劇給予學生

多元化體驗。

小孩子學習英語，必須多聽、多說、多讀、多

寫，無需害怕他們會犯錯，從而建立小孩子的

自信，並願意接受別人的指正和建議。

語言環境非常重要，例如學生面對外籍老師，

或者身處外地，自然需要使用英語溝通，提升

英語聽說能力。

家長可以多和小朋友一同閱讀，一同看英文報

紙，甚至一同觀看英語電視節目，陪伴小朋友

從生活中學習英語。

教學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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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C.C.C. Kei Faat Primary School

眾所周知，從玩樂中學習，總比生堆硬砌知識來得深刻、易吸收，所以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為了讓學生能愉快地適應小學生活，不但在一年

級上學期不設測驗及考試，初小階段課堂更以活動教學為主，讓學生能

於有趣、輕鬆的環境下學習。當中尤其令小朋友投入的，是日常課程中

的Language Arts元素，透過歌曲、故事、詩歌等令課堂活潑互動，學生

的印象深刻，學習語言自然也事半功倍。至於課堂外則透過不同英語活

動，製造豐富的語境，使學生有更多機會在真實情境下運用英語，並透

過愉快的學習，潛移默化地提升英語水平，為日後學習奠下穩固根基。

愉快學習最適切
透過藝術學英語

小二同學參加英文歌唱

比賽展現潛能。

以玩具輔助學習英語，讓學生感覺更愉快。 美食配英語，讓同學們邊吃邊學。 逛街學英語，當然沒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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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un Tong District

建立起自信後，小學生訪

問大學生也毫無難度。

走出課室 活學活用 國外交流樂融融

基法小學自小一開始已採用全英語授課，學生雖然年紀小小，

但在課堂分享時都毫不怯場，滿有信心地以流利英語向同學分

享及匯報。而為了增加學生運用英語的經驗，各級課程均配合

課題進行全方位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到全港不同地點學

習，過程中不但要以英語跟途人溝通，甚至會用英語向外國人

進行訪問及交流，可見學校在推動學生使用英語交流方面十分

積極。五、六年級學生更有機會到外地交流，擴闊世界視野。

在校內方面，學生同樣不缺跟外籍人士交流的機

會，因為這裡所有學生，每周均有不少於25%的

課時由外籍老師進行英語教學。在初小階段以教

授拼音及基本閱讀策略為主，加強學生的發音能

力、拼字技巧及閱讀能力，為未來學習打好基

礎。高小則滲入高階思維技巧及創造力元素，進

一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憑著外籍老師創新有

趣的教學方式，讓學生作體驗式學習，加上不定

期的說話訓練，使學生在發音及說話流暢度方

面，有顯著的提升，使之更有信心於生活中活用

英語。

專題外訪課堂

各級外訪主題：

兩位友善的中大姐姐接受了同學們的訪問。

老師將英語室變了超級市場，

全為製造實景教學。

學生可以跟心愛的玩具一

起上課，有助投入學習。

一年級 Toys’ Hunt

二年級 Let’s go shopping

三年級 A Visit to APM Mall

四年級 Interviews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五年級 A visit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六年級 A visit to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海外交流：新加坡、澳洲、英國等

同學們在新加坡交流，除了學習，也享受觀光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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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C.C.C. Kei Faat Primary School

英語融入藝術體驗

除了重視活學，基法小學也看重學生的藝術發展，同時以

英語作藝術媒介，英文科老師每個學年都會從小三至小

六各班挑選部分英語能力較佳及具表演天份的資優學生，

加入英語話劇組，為他們提供專門的抽離式培訓計劃，

從而有系統地培育他們在英語學習方面的才能及藝術修

養，並為他們提供展現潛能，挑戰自我的平台，提升其

英語演說能力及自信心。在過去數年中，學校曾以膾炙

人口的童話或卡通故事為題材，如《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及《The 

Gingerbread Man》等，從中加入學生在平日課堂學到的英

語句法來創作英語劇本，讓學生在演出時更加投入。此

外，劇本亦會配合學校的周年發展主題，讓學生在藝術

除了活用英語，學校冀透過

話劇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如《快樂王子》當中就讓小

朋友明白到不少大道理。

《快樂王子》( 右圖 ) 與《白雪公主》( 左圖 )

分別是過去兩年的英語話劇演出劇目。

活動中悟出道理，達到情意教育的目的，如去年的《快樂王子》

(The Happy Prince)，就是配合學校的年度主題 ﹣「關愛」，讓學

生從小故事中學大道理，可見學校在計劃活動時饒富深意。

原來在每年一度的才藝滙演中，英語話劇均屬壓軸演出。當中不

但有英文科老師的參與，視藝科老師亦會參與其中，製作精美道

具，並跟家長義工一同製作戲服及負責在演出前替表演學生化

妝，令演出效果更加圓滿，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還

是為學生帶來學習英語的樂趣，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就在本學

年基法小學更與校外機構合作，為英語話劇組帶來更多資源，讓

參與學生得到更專業的培訓，而且更會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的英

語話劇表演，積極發掘讓學生展現潛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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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Kwun Tong District

教學有法

英語民歌是學習的重要媒介之一。

同學在小息時玩 Scrabble，

有助認識更多英文生字。

學校特設英語大使計劃，同學們亦積極參與、努力實踐

職責。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地址：九龍觀塘月華街 34 號

電話：2341 8088

網址：http://www.kfp.edu.hk

全校投入快閃英語

除了英語話劇，這裡與英語學習相關的課外活動種類亦相當的多，如英

語唱遊、英語集體遊戲等等，學生都很享受這些活動，自信心也因而大

大提升。如每年舉辦三次的英語日，學生都十分踴躍參加拼字比賽、英

語歌唱比賽等等活動，而且積極備戰，一絲不苟，務求為班爭光。而比

賽時，台下觀眾則投入打氣，這種團結精神，也是同學在學習英語以外

的一大收穫。此外，學校的英語大使也會於小息時舉辦小型英語活動，

如「快閃拼字遊戲」、「快閃閱讀角」等等，每一次的「快閃」活動，

學生都踴躍參與，令英語氛圍籠罩全校。

閱讀基礎 不可或缺

雖然這裡以活動教學、藝術教育作為學習英

語的方法，但他們並沒忽略在英語基礎方面

的鍛鍊，當中尤為重視的就是閱讀。他們

在日常課堂中，會為學生教授不同的閱讀策

略，期望學生能從閱讀中學習，同時透過教

授不同英語圖書來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有

了閱讀的吸收性學習，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

也會得到提升，繼而在分享、討論及匯報上

更見信心，達到活學活用，與生活結連的目

標。另一方面，為了從小培養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基法小學的老師更製作主題式學習

冊，並配合教科書課題，編排以閱讀引領寫

作，先強化學生的理解能力，再提升其表達

能力。校方同時利用社會資源，為學生提供

不同的優質英語閱讀平台，一方面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一方面能配合英文科的課程發

展，鞏固學生的英語根底。 

同學們透過玩遊戲認識不同地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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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小學部）
C.C.C. Kei Shun Special School

一般人常誤解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在學習英語上會較人遜色，但在探訪過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

校後，便知道原來有特殊需要的學童，不但跟一般小朋友一樣有能力學好英語，部份同學在掌握

與運用方面更比學習中文的效果更佳。只要花點心思與耐性，便能找到令學生投入學習的竅門。

而在近一年他們得到教育局審批，獲分配外籍英語老師任教後，學生在說聽英語上更有顯著的進

步，這令他們的英文科老師團隊鼓舞不已！學校團隊將更努力開發不同教學工具及策略，務求令

更多特殊需要學童受惠。

掌握英語無困難

多元學習助闖關

老師正跟機械人老師一起

示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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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un Tong District

創意教學加強互動

在過去的年代，特殊學校以校本課程為主，所以未有獲分配外

籍英語老師，但在基順學校校長與英文科老師團隊的努力下，

重新編寫設計學校的課程大綱，與學校堅持全英語授課，終在

年多前通過教育局審批，獲聘用外籍老師，更聘得Mr. Will這位

精通兩文三語，又富創意的英語老師。在他加入教學團隊後，

與本地老師合作製訂了全新的教學模式，如自製巨形圖書，並

配合不同布偶、道具作教材，將經典故事簡化重編，並適當地

加入戲劇元素，促使學生更易投入閱讀課，主動與老師、同學

作出互動，有助於加深記憶，打好英語基礎。

勇於犯錯最重要

這裡的老師們認為「錯誤」是學習英語的最佳方

法，因為他們相信「不錯便永遠學不對」，所

以總是鼓勵學生多表達多說話，因為語言重在

溝通，如果連說出來也不敢，又怎能達到溝通目

的？所以在短短年多的時間裡，在外籍老師的參

與下，為學生提供更多真實語境，使之能多聽多

講，便令原本自信較低的學生，也變得勇於嘗

試，發現英文並不如想像般困難。

教學有法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地址：九龍觀塘順利邨

電話：2341 7422

網址：www.ccckss.edu.hk

結合科技提升果效

除了創意模式，他們也引進了不少新科技來配合教學，如由他們

參與開發的課堂用電子書，老師可按學生程度自行編輯內容，並

在課堂上進行配對認字、讀音示範、練習讀寫串字等，全都會作

即時紀錄，讓老師即時跟進，或在課後檢討調整課程，務求緊

貼學生的需要而靈活編排。此外，為了學生能透過實際體驗來學

習，他們更增設VR虛擬實境器材，帶學生到不同場境，學習不同

題材的知識。最近他們更增設了機械人老師，用它來協助教學，

加強同學使用英語溝通的動機，更能加強學生的專注力，使學習

更富果效。

老師們花盡心思為學生炮製閱

讀教材，學生也有出一分力，

就是跟老師一同制訂創作不影

響故事發展的角色人物，增加

了學生的投入感。

電子課本特設鎖機功能，

只要老師發出指示，同學

看到這畫面便會收起電子

書，專注於老師的講解。

實際體驗對學習相當重要，所以虛

擬實境工具也成了英語學習的重要

媒介，讓同學可透過軟件，到不同

地方探索新知識。

在英文周的時候，老師會將校舍

按主題佈置，並設計多個有趣活

動予學生參與。

同學與主流學生一同參加「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Solo Verse Speaking」

前，進行賽前預習。同學更在一視同仁

的評分標準下，獲得 Merit / Proficiency 

等級，今年更有同學榮獲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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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Cheung Sha Wan)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重視學生的英語學習，課堂內，盡量令英語學習

生活化，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習更有趣；課堂外，學校提供多元化的英語活動，

如英語話劇、親子閱讀、英語街頭訪談、海外交流團等，讓學生在學習中多接觸英

語，達到「英語生活化、生活英語化」的目的。

英語生活化 生活英語化

學校英語話劇屢創佳績。

學生投入演出，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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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
Sham Shui Po District

12年經驗孕育比賽佳績　學生家長趨之若鶩

該校英語話劇活動已有12年的歷史，學校成立英語話劇小組，

是希望讓學生有站台演出的機會，並且藉着參與香港話劇節等公

開比賽，擴闊他們的視野。該校有既定的尖子提拔課程：首先選

拔一些具潛質的學生，平日由老師教授朗讀英語對白的技巧，然

後學生會參加英語戲劇課程，由外聘英語戲劇導師和學校英語老

師，帶領他們寫劇本及進行綵排，過程均以英語進行，以增強他

們說英語的信心，最後該戲劇會在校際戲劇節比賽及學校綜藝晚

會中表演。在導師的教導下，學生掌握了舞台和演戲的技巧，建

立了良好的英語發音，及克服了在觀眾面前說英語的恐懼。

英語話劇精英培訓　師生交流劇本撰寫

英語戲劇課程大約15節，每節約兩小時，通常首三節是構思故事

和劇本的核心價值，由學生和導師一同商討，之後的過程就是教

授舞台演繹技巧和準備劇服。如去年做的劇目是白雪公主和灰

姑娘的故事混合，最初一班學生在商討故事內容時，便花了不

少時間來討論灰姑娘和母后碰面的時候，會產生甚麼火花，在

過程中可看到同學們非常喜愛自己創作的故事，也藉着同學間

的討論，訓練他們與人相處和溝通的技巧。

有時同學會非常投入演戲，該校葉國強主任分享說：「去年有

一位學生被選中演繹黑心皇后，她的英語科老師曾向我表示，

該位學生非常投入角色，連平日談話，也會使用黑心皇后的說

話語調，證明學生非常熱愛演戲。」英語話劇活動不時成為學

生焦點，有些學生更會搜尋與劇目相關的書刊閱讀，可見學校

成功地透過英語話劇，建立校內的藝術文化氛圍。

該校在英語校際戲劇節中屢獲殊榮，如去年便經過重重遴選，

最終獲得「評判推介演出大獎」，並獲邀在荃灣大會堂公演，

另外，學校亦在第69屆校際朗誦節的英語朗誦中，獲取3項冠

軍、2項亞軍及2項季軍的佳績，可見學校師生的努力耕耘，備

受外界肯定。

外籍老師以活動教學的方

式幫助學生掌握國際拼音

的應用。

學校不時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交流生到校分享，和小朋友玩遊戲。

學校不時安排外

地交流團，讓他

們走出香港，擴

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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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Cheung Sha Wan)

親子閱讀 齊學英語

該校蔡世鴻校長認為學校需透過不同的學校生活，加強英語學習。如學校每年在學期

初都會為一年級的家長舉辦英語閱讀講座，教導他們如何與小朋友進行英語閱讀和活

動。家長們反應熱烈，透過閱讀加強親子關係，與小朋友同行之餘，也建立起小朋友

閱讀的習慣。該校更安排不同的英語活動，如星期四的英語日，鼓勵學生以英語溝通

及進行多項英語遊戲，全校學生齊學英文，除此之外，亦有高年級的齊說英語小組、

低年級的英語拼音班，與及英語大使培訓計劃，同學們都熱烈參與。

尖沙嘴遊客訪談　以英語宣揚文化

為了令學生明白為何要學習英語，學校會為同學提供不同的語景，如每年都會安排五

年級同學前往尖沙嘴遊客區，向遊客進行英語訪談，有時是臨近農曆新年，同學們便

學生透過訪問外國遊客，提升

說英語的興趣及自信心，實是

難得的體驗。

學生分享學習英語的樂趣。

話劇表演精彩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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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
Sham Shui Po District

會向遊客介紹春節的意義，與及分享中國人過節的習俗，既將英

語與文化結合，亦為學生提供運用英語的機會。

對外活動方面，為了讓學生可以增廣見聞，更習慣自然地使用英

語，學校每年都會舉辦海外交流團，如曾舉辦英國十天學習團、

澳洲八天交流團和星加坡五天英語團，與當地的小學一同上課，

一同學習。該校英文科科主任徐家康老師強調:「英語是進行溝通

的一門工具，必須多加使用，才能熟能生巧。」

從生活中學習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提倡「英語生活化、生活英語

化」，讓學生從學校的日常活動中學習英語，令英語學習變得更

有趣和生活化，更加強學生的自信心，營造出一個喜愛英語的快

樂校園。

英語大使培訓計劃

學生在星期四的英語

日進行多項英語遊戲

活動。

如果英語不常使用，對學生來說只是沒有

意義的外星文，所以要多讓學生接觸外國

人，當他們和外國人多接觸，對別國文化

產生興趣，自然會上網找尋相關資訊，翻

查英文資料，甚至和外國人保持聯絡，從

交流中培養他們使用英文的習慣，自然學

得更好。

教學有法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地址：長沙灣東京街 18 號

電話：2111 9099

網址：http://www.heepwohcsw.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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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鐸學校
Chun Tok School

在鑽石山真鐸學校的校園繞一圈，不但看見一些小朋友在課後仍留在學

校參加功課輔導班、參與課外活動、跟家長和學生閑聊玩耍，還看到

大大小小的藝術裝置遍佈校園不同角落，令人感受到在此其中的自由舒

廣。與校長、老師和學生們訪談過後，更加瞭解到他們在教學理念的實

踐上下了不少苦心。因為梁淑嫻校長相信每個人也有資優之處，所以一

方面透過分流教學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一方面則向每位學生進行資優教

育，發掘學生不同的才華，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從英語教育到跨科學

習，除訓練溝通能力，也達致全人教育的目標。

跨科英語融匯通
資優教育人人享

在設施豐富的

校 園 裡， 學 生

們都顯得份外

活 潑， 跟 校 長

打成一片。

小息的時候，同學也可透過訪問遊戲運用英語。

每年校內舉行的英文講故事比賽，不但能學

英語，也讓學生掌握說故事的技巧。
圖書館藏書豐富，讓同學有更多閱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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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Wong Tai Sin District

層層遞進打好根基

每提到英語教育，一般家長都會著重小朋友的說、寫能

力，因為這些都是讓人看見的成果，但真鐸學校的老師

告訴我們，根基才是最重要，不能單只看最後輸出的成

果，而必先按步就班，從「輸入」方面做起，那就是閱

讀。英文科主任指出：「閱讀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因為

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有助擴闊字彙與知識層面，所以我

校每個月都有主題閱讀，為學生提供一系列的書籍、文

章，深化他們的學習。」雖然閱讀重要，但他們同時深

知讀寫聽講不能分割，所以在閱讀的基礎上，也會讓學

生進行說話和寫作學習。英文科主任舉例說：「例如三

年級教回力鏢這個主題，學生閱讀之後便要嘗試自製回

力鏢和設計新的遊戲，老師會讓學生將從書本學到的知

識，真實地做出來，之後學生要將過程化作短講跟大家

分享，最後更要寫成文章。」這種將閱讀化成真實體驗

並層層遞進，到最後產生文章的過程，不但令學生加深

印象，而且感覺更有趣和實用，不再是為寫作而寫作。

而將讀寫聽講緊密扣連的方式，就使學生能夠活學活

用，學習效率自然得到提升。

真鐸學校的課外活動特別的多，英語話劇

是其中大受歡迎的一項。 

創意教育時段學校邀請了英語廣播劇團到校演出，讓學生更了解莎士比亞

名劇的內容及其文學價值。

在參與英詩朗誦的過程中，同學

更鍛鍊了向大眾演說的膽量。

校園內佈滿各式藝術裝置，

能透過日常生活，將真善美

的概念植入小朋友的心中。

在中午小息時，在英文角可跟外籍老師邊玩邊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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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鐸學校
Chun Tok School

跨科學習融匯貫通

真鐸學校每年也會推行跨科學習計劃，將英語科滲進其他學

科中，英文科主任說：「例如六年級常識科內的某些課題能

與英文科的學習內容結合，達到深化學習的目的，如當常識

科說到環境污染主題，英語科會提供相關的文章、圖書讓學

生延伸閱讀，老師會選擇學生感興趣的題目，譬如北極熊的

存活狀況等， 這樣能提高學生的投入感。」另一方面，為了

幫助學生做好升中的準備，老師也會在英語科加入STEM元

素，並讓學生於STEM學習室內進行研習，學生們也會先學

懂一些相關的英文詞彙，好讓升中後能易於掌握。這種將不

同學科融匯貫通的做法，不但能提升學習效率、深化果效，

同時能讓學生明白知識並非割裂而行，而是互為關係融匯貫

通，對全人教育也有所幫助。

分科分流教學突顯成效

真鐸學校的信念是「孩子皆可成材，一個也不放棄」，所以

老師在教學時也會特別發掘每個學生的過人之處，讓孩子能

勇創高峰。因此學校實施了「分科分流教學」，自小一起把

全級三班的學生分成四組，當中按學生不同科的表現和需要

設立增潤一組、增潤二組及以1 : 8 的師生比例上課的基礎

組，讓學生在中、英、數課堂上得到更多的照顧，打好基

礎。大部份級別在高年級時便不再需要設立基礎組。程秀雯

副校長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強弱之處，某些同學在英文

較強，卻在數學較弱，相反亦然，我們的責任是透過不同學

科同質分組，讓學生找到自己的強弱所在，掌握學習的起

始，建立信心。」誠然傳統教育的分班模式，通常

將不同潛能的學生歸為同一組，但在真鐸學校老師

們細心的分組計劃下，學生能更全面地認識自己的

能力，各展所長，無疑對建立自信和學習效能有更大

的幫助，所以有些學生在低年級時是在基礎組的，到

了高年級就轉往增潤一組，經過老師六年的栽培，學

生的升中派位成績理想，升中後適應亦很好。另一方

面，學校推行「小老師」計劃，讓高年級的學生有機會

充當英文科和普通話科的「小老師」，為低年級學生授

課，不但讓小老師體驗到從備課到講課過程中的不同歷程，

更讓他們有機會面對課堂上突發的處境，從而學會解難。

參加語常會英語文學活動，外籍老師以生動方式跟同學分享故事。

校內活動豐富，校外活動也

十分精彩，而且獲獎成績也十分突出。

為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全方位閱讀計劃就是其中

重點活動，讓學生隨時隨

地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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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Wong Tai Sin District

學校資料

真鐸學校

地址：九龍鑽石山斧山道 171 號

電話：2326 5111

網址：http://www.cts.edu.hk

高階思維滲透各科

除以上種種之外，真鐸學校更在全校共九個科目中推行資優

教育，因為他們相信每個人也有資優潛能，透過分流教育可

以彰顯，而為讓每一個學生也能參與高層次的思維訓練，學

校使用了教育局資優組的「資優十三招」，在不同學科、年

級中滲透式推行，讓學生在學術之外，也鍛鍊思維能力，達

至全人發展。至於何謂「資優十三招」，就是將不同思維模

式化成圖表，讓學生一看便知道某些課題該以哪種思維方式

解決，一方面幫助學生記憶，另一方面讓學生習慣多角度分

析和思考。英文科主任解釋說：「低年級會常用樹狀分類

法，只要看到樹狀分類圖，學生便知道要怎樣做。又例如比

較異同的，異類的項目放兩邊，同類放中間。學生掌握了不

同思考方式，便能培養多角度的思考習慣。」有了這種鍛

鍊，學生的思考方式更廣泛之餘，也能延伸到生活不同領

域，凡事多加思考，無論對能力強弱的學生也有很大的幫

助。另一方面，學校也舉辦了不同學科的良師計劃，邀請大

專院校的教授、博士、專業人士等為學生進行導修課，讓學

生學習應對和瞭解嘉賓講師如何踏上成功之道。

教學有法

英文科主任認為家長可以多引導學生觀察和

應用日常生活中的英語素材，使學習英語變

得實用和有趣。另外，學生也可以培養每星

期一書的習慣，計算起來六年就已經閱讀了

300本英文書了，累積得來的詞彙和文體對

日後的學習尤為重要，只要對閱讀產生興

趣，就算是繪本也是不錯的選擇。她也不鼓

勵同學們邊看書邊查字典，因為這樣便會失

卻閱讀的樂趣，倒可以每次閱讀後把三個生

詞結集於自己的「word bank」英文字庫中，

在寫作和日常生活表達時便可以活用。

逢星期六進行的英語小組良師計劃。

課堂上學生運用「資優十三招」

向同學滙報小組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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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C.C.C. Kei Wa Primary School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讀寫聽講已有既定的模式，但教學方

法則可變化多端。如中華督教會基華小學就選擇以自評互評為重心的

合作學習方式，將傳統的教學方法，發展為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式教

學，在文法應用、溝通、協作能力上都有所提升，並反思所學。經過

多年的持續培養，學生已掌握主動學習，自評互評的方法，因而更加

自信、勇於表達，這正是學習語言和追求卓越的過程中，應有的態度。

提升評估素養 促進學與教成效
合作學習靈活互動

每年一度的英語話劇匯演，不但令演出的同學期待，連作為觀眾的同學也十分期待，反映學校的英語氣氛十分濃厚，學生非

常享受學習及演出英語話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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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Wong Tai Sin District

以文法為基礎學習英語 
輔以電子學習加強自主學習

要學好英語，當然要勇於嘗試、多說多看，但在聽、說之

外，也不能忽略了文法的學習，寫作能反映人的思想與見

解，學好文法寫好文章，對未來學習和表達自己的想法有莫

大幫助，所以學校的英語課程亦以文法為基礎。此外，學校

積極發展電子學習，在初小階段，學生可配合平板電腦學習

合適課程，而外籍老師則會進行「分享閱讀」，透過朗讀及

角色扮演等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閱讀能力。除此之

外，同學更會應用電子學習平台，在課前預習、課後延伸學

習，或在課堂上進行學習活動，老師可根據學生學習需要，

跟進個別同學的情況，從而作出回饋。

合作學習互勉互勵

基華小學早於十多年前已開始推行「合作學習」，讓學生透過分

組活動提升學習效能，同學在課堂中進行討論及匯報，既可聽取

別人的意見，也可從同學的匯報中學習，比傳統教學更有效。課

程設計與分組形式也相當靈活，老師因應課堂的設計，配合「同

質分組」與「異質分組」。「同質分組」即程度相近的學生配搭

學習，冀能透過協作，一方面對自己的錯漏、弱點有所認識，同

時也從同學的錯誤中學會避免重複犯錯；而「異質分組」就以不

同能力的學生同組，以達致以強帶弱，透過互動及互相學習，彼

此激勵，而老師也可從中看到學生的學習表現。英文科主任表

英語周的活動多元化，同學在校園不同角落均可參與

各種英語活動。

外籍英語老師透過不同的活動，令低年級學生更投入課堂。

示：「合作學習可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所得著，因為學生已

熟習學習模式，所以大家都會主動發表意見，不會害羞，更能建

立自信。」這措施正好反映了校長與老師對學習過程的重視，讓

學生在過程中不斷自我完善，以學生學習需要來設計課程，達至

理想的教學效果。與此同時，學校也參與了「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透過全面提升評估素養優化學生學習進程」計劃，透

過中大的專家顧問到校跟老師共同備課、觀課、評課，在課程設

計上提供意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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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C.C.C. Kei Wa Primary School

學生熱愛參與英語音樂劇，

對學習英語的興趣也有所提

升，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學校開設「小小英語話劇」，讓一、二年級同學有機會

參與話劇演出。

英語氣氛籠罩全校

從趣味中學習也是基華小學英語課程的特點所在，除了英語周

的豐富遊戲活動，平日的小息時間，外籍老師也會設計不同活

動跟小朋友互動，或跟他們閑談，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語境。而

在課外活動中，尤以英語音樂劇一項最為突出，大受各級學生

所歡迎，他們無不以進入英語音樂劇組作為目標。英文科主任

表示，音樂劇是近年同學十分喜歡的活動，學校會參加香港校

際戲劇節，讓小朋友可透過這些機會多接觸英語。鄧瑞瑩校長

指出，最初英語話劇只由五、六年級同學演出，但隨著學生在

英語學習上越見進步，演員範圍已擴闊至三、四年級，而為了

提升一、二年級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學校更設有「小小英語

話劇」，讓小朋友從初小就能享受學習英語與演戲的樂趣，建

立自信心。訪問當天，三年級的同學也大膽主動，表示自己熱

愛英語話劇，反映同學們對學習英語、運用英語很有自信。

同學都很珍惜每一次英語音樂劇排練的機會，希望在演

出時有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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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Wong Tai Sin District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地址：九龍黄大仙彩虹邨黃菊路 3 號

電話：2320 0683

網址：http://www.keiwa.edu.hk

銜接課程增強適應力

除了在英語教學與學習模式上有其特點，基華小學在幼小與中小的課程銜接上

也下了不少功夫，協助學生適應新環境，使他們能盡快掌握學習的方法。鄧

校長表示，學校每年開設幼小銜接班，安排該校老師跟準備升小一的同學上

課，為他們打好根基，到正式上學時便會更易適應，而銜接課程除了英文科，

還包括中文、普通話、生活教育及STEM等，讓小朋友認識小學的學習及生活

模式。

教學有法

跟很多學者的建議相同，基華小學的校長與老

師都十分重視閱讀，尤其鼓勵親子共讀，所以

每年八月底都會在小一新生適應日，向家長

講解親子閱讀的好處，希望家長及早認識閱讀

的重要。學校每星期都會給小朋友兩本英文圖

書，讓他們跟家長共讀，養成習慣，打好英語

基礎。而在學校的內聯網上，提供大量的中、

英文電子書，讓同學可隨時閱讀，養成良好的

閱讀習慣，加強自學能力，各位家長不妨也一

同投入閱讀吧！

境外交流也是每年的必備活動，學生們曾到新加

坡、澳洲、英國等地交流，拓闊了同學們的眼界。

學生有機會到當地小學學習、交流，體驗當地學

習文化。

（左）五年級的周承霖同學十分喜歡合作學習模式，認為分組時可以跟同學討論，

又可自行探索新知識。

（中）三年級的劉沛東同學熱愛英語話劇，志願是做個鐵路工程師，所以要學好英

語，達成願望。

（右）五年級的曾憲均同學表示在英語課堂時，自己必須以英語對答，多聽多講，

有助提升英語的溝通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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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C.C.C. Kei Tsz Primary School

語言環境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元素，輕鬆有趣及豐富多元的英語環

境，有助學生培養學習興趣及提升語文能力。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特

意營造高效的英語學習環境，並設計多元化教學活動及編製校本剪裁課

程，三管齊下讓學生有更多機會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學習英語，讓學校成

為學生的「英語遊樂園」。

豐富英語學習環境
多元活動配合課程

英語話劇團隊的陣容鼎盛，每年都為周年演出而努力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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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Wong Tai Sin District

學在樂趣語境中

基慈小學與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合作，推行適合初小學生的

「Space Town英語閱讀及寫作課程」。每周其中四節英語課中，

會由英文老師、外籍英語老師及英文教學助理共同授課，以多元

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及能力，營造讓學生樂於

其中的英語學習環境，並配合電子學習，融匯STEM教育，讓學生

有效提升自主導向學習和後設認知等關鍵學習能力。

學生於英文課堂進行 STEM 活動，實踐跨科學習

的理念。

學生除了使用平板電腦閱讀，更可以 Scratch 

Junior 程式編製故事。

外籍英語老師正進行圖書教學。

老師運用 SMART Classroom 互動地板

進行教學活動。

參加語常會舉辦的「Hello From Me」活動時，

同學們與作者Mark Cowley來個大合照留念。

低小年級在學習寫英文食譜的時候，更即堂焗製蛋糕，以豐富學生學習

經歷，加深及鞏固其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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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C.C.C. Kei Tsz Primary School

早前歐洲聯盟領事官曾到訪基慈小學，並跟師生進行工作坊，加強英語交流。

學生於小息時在 iCafé 使用英語，即可使用課堂獎勵券換

領健康小食或禮物，而英語大使亦會擔任服務生。

學生出席香港電台 Sunday Smile，以英語介紹夏威夷小結

他，並演奏 Amazing Grace 詩歌。

學校舉辦親子英語閱讀工作坊，由圖書館主任及外籍英語

老師分享如何培養孩子英語閱讀習慣，家長反應十分踴躍。

為了增加學生的學習體驗，當課程有關食物題材時，烹飪

也成為課堂的一部份，令學生倍感興趣。

從校本的剪裁課程學習

至於高小方面，校本課程則以單元形式推行，校方會根據學生的能力及特性，編製校本剪裁課程。校本課程

強調單元教學，英文科老師會按學生的進度來整合課程內容及設計校本工作紙冊，從詞彙、句子文法、閱讀

材料、校本自學工具，以至寫作練習等，以螺旋式教學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另外，校本課程重

視閱讀策略，老師更會配合單元主題，精選帶趣味性及深入淺出的英語圖書，培養學生英語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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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Wong Tai Sin District

學校為學生準備了不同的英語學術交流團，如澳洲、英國、新加坡等國家，

今年就曾到英國進行文化交流。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地址：九龍慈雲山道 152 號

電話：2322 5122

網址：http://www.keitsz.edu.hk

多元化英語活動

基慈小學相信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有助於營造英語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從中以

較輕鬆有趣的方式培養英語學習興趣。基慈小學特意籌辦英語日、英語早會及

英語話劇組，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應用英語。如英語日就讓學生遊走於校園

課室之間，盡情參與不同英語攤位遊戲，又可欣賞英語話劇組的同學演出，大大

提升對英語的接觸面。另外，為鼓勵課外英語閱讀風氣，學校除了設立英語故事

角，更為家長舉辦親子英語閱讀工作坊，由圖書館主任及外籍英語老師分享如何

培養孩子的英語閱讀習慣，促進親子閱讀。除此之外，校方更鼓勵學生走出校

園，進行全方位英語學習活動，如英語營，學生會到不同旅遊熱點訪問外籍遊

客，增加運用英語的機會。在過去一年，基慈的學生就參與了各種英語交流、表

演、比賽及校外工作坊。透過這些學習活動，學生為自己爭取到更多英語應用和

實踐的寶貴體驗，從而建立起與人溝通的自信。

不同的遊戲設計，讓學生投

入參與，透過玩樂多用英語。

英語大使以英語於早會宣傳 iCafé 活動。

學校每年均舉辦 English Fun 

Day，提供豐富的英語環境，

利用多元化活動，以提升學

生學習的興趣和能力。



5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近年隨著教育改革的推行，每間學校都會按學生的需要作出相應的措施，中華基督

教會協和小學則以持續深化和聚焦現行英文課程措施來回應改革，主力加强發展學

生的自學能力和語文基礎，以適應不斷改變的地區和世界環境。在未來世界發展的

大趨勢下，校方明白語文教師的角色日趨重要，因為英語作為重要的溝通工具，其

課程發展對學生於多方面的學習有着深遠的影響。因此，英文課程發展著重提昇學

生於學業、未來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語文能力；更致力於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以

加強全人、知識發展及社交技巧。讓學生能透過適合個人需要、社會變遷和經濟發

展的教學策略， 達致啟發潛能，提高自學能力及促進高階思維發展的目的。

傾「寫」我心聲
「讀」盡天下事

高年級同學多年參與香港

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屢

獲佳績。此為第六十八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取得冠軍

時喜悅的時刻。

於新加坡利用平板

電腦訪問遊客。

英文周欣賞話劇表演。 每周四英文日的早會 — 外籍老師正

自彈自唱，分享主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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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Yau Tsim Mong District

二至六年級同學獲得 HKEdCity Summer English 

網上英文閱讀比賽亞軍及優異獎。

英語大使於每周五接

受外籍老師的訓練。

從讀到寫逐步深化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秉承了中華基督教會的辦學精神—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所以在推行英文科課程時，也選擇

以一系列從閱讀到寫作之教與學活動，一方面提高學生英文

讀寫能力，另一方面則豐富他們的生活知識，擴濶視野。老

師於一至六年級實施「從閱讀到寫作課程」，除教授核心課

程基礎語文知識外，外籍老師會聚焦於閱讀兒童文學作品，

然後延伸至寫作活動，讓學生在文學世界學到的知識，以兒

童的眼光和筆觸，活潑地呈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這些作品

往往為大家帶來不少驚喜的點子。

階段式遞進課程

為了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好英語，協和小學的英文科實施了階

段學習模式，首學習階段為一至三年級的「Reading Workshop」。

這階段本地老師與外籍老師於課堂協作教學，運用不同的兒

童文學作品，如《The Meanies Came to School》、《The Bigger 

Burger》作鞏固學生語文知識的工具，並豐富他們的想像力及

創造力，從而提昇其後在創作時的寫作技巧。至於第二學習階

段，則稱為「Step Up Programme」，由外籍英語老師利用不同

作家作品，如Roald Dahl、Julia Donaldson 的作品，由淺入深，

讓學生了解作家筆下的人物性格及修辭手法，從而提昇學生寫

作技巧及創意思維，為他們日後的創作作好準備。

四至六年級英語閱讀室 -Step 

Up Room 是同學感受英語世界

的天地。每次踏進英語室，知

識和身量也不斷增長。愛英文

的 Buddy , Step Up!

二年級同學正在分享自己創作

的漫畫 — The Meanies Came 

to School。

看 畢《Dog's Diary》， 同

學們創作出不同的日記。

《Minecraft Diary》、

《Penguin’s Diary》， 篇

篇道盡同學的心聲；字字

訴盡個人對世界、人和事

的看法。

六年級同學的佳作 ~ 我的

自傳《My Lif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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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新加坡學習之旅 ~ 同學和當地小學生一起

上英文課，一起踢足球，享受學習。

四年級同學運用 Clicker 6 學習寫作。

同學閱讀英文電子書和利用校本自學冊學習不同學科知識，

提高自學能力及促進高階思維發展。Reading Buddies 說故事給一年級師弟妹聽。

英語大使和來自瑞士 AFS 交流生遊戲鬥一番。

致力提供全方位語境

協和小學的英文科老師，除重視學生在讀寫聽說等技巧的發展外，更提供豐

富的語言環境，積極策劃多元化和具意義的課室內外全方位學習活動及生活

經驗。過去三年，同學就先後參與了澳洲大堡礁保育之旅及英國牛津文化之

旅，透過體驗外地生活，讓同學有更多運用英語的機會，藉以加強同學對英

文學習的興趣，亦訓練同學跨學科學習的自學能力，這些對他們的成長尤為

重要，由此可見學校對學生的關懷並不止於學科發展，而在全人成長，這才

是小孩成長最重要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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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Yau Tsim Mong District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 191 號 B

電話 : 2381 4343

網址 : http://www.heepwoh.edu.hk

更多英語學習精彩片段及佳作，請掃碼瀏覽：

新加坡學習之旅2016 

All Aboard the Singapore Tour

本校集誦隊榮獲第六十八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冠軍

六年級同學作品 My Life  Story

 J4-6 Step Up Programme J1-3 Reading Workshop

一至六年級佳作 — 新綠文集2017-18

英語欖球@京士柏球場，外籍導師教授欖球技巧。
Journey to HK's Heritage，了解香港故事。

英文周活動 ~The HW Speaker’s Corner

於英國牛津文化之旅，同學們除學習英語外，

還感受到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

英語小廚神 @Towngas Cooking Centre ,

享受入廚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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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C.C.C. Wanchai Church Kei To Primary School

英語是國際語言，所以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的校長與老

師認為，學好這種第二語言，就像打開通往世界的門匙，所以首

要學好的是溝通技巧，而良好的溝通就由不同的教學策略、鼓勵

閱讀及營造合適的語境開始，讓學生在充滿英語學習氛圍下愉快

學習，從而提升聽、說、讀、寫四個範疇的能力，達到溝通順

暢，與未來世界接軌的目的。

放眼世界活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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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Yau Tsim Mong District

走出課室 擴闊眼界

既然要以英語通向世界，那學習場地便不能只停留在課室裏，

所以基道小學的老師總是積極地為學生籌辦遊學交流、本地走

出社區的活動，為他們帶來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如早前曾到

英國、澳洲等地交流，又或在本地參加英語欖球活動、到薄餅

店以英語學習製作薄餅、到機場以英語訪問外地遊客；在校內

舉辦英語小廚師、英語周、試後英文日，請外地科研機構介紹

環保知識、邀請服務本地無家者的外國人介紹他的志願機構

等，均豐富了學生的人生經歷。

孩子們還跟老師一起遊走油麻地區

內，瞭解區內的社會狀況，並一一

紀錄下來。

難得和外地留學生見面，讓基道學生留港也能認識不同國

家的文化。

周會的 Show and Tell 活動，同學們興

奮地向全校匯報自己最喜歡的戲劇。

一 年 一 度 的 英

語周，為同學帶

來 眾 多 不 同 的

活動，使他們樂

於學習英語。

感受英倫文化，當然要看看倫敦和牛津。

學生們在澳洲感受到不一樣的生活

節奏，是成長中難忘的一頁。

科技發達的今天，英語

寫作教學已普及至多媒

體短片創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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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C.C.C. Wanchai Church Kei To Primary School

由淺入深 熱愛閱讀

由初小開始，基道的老師們透過PLP-R/W教材，積極教授拼音，以及建

立小朋友的閱讀興趣。小一至小三每星期會有半數課堂由外籍老師與

本地老師協作教學，利用小組分層教學來照顧學習多樣性，為學生打

好「Learn to Read」的根基。

建構概念 拓展思維

至於高小，每星期外籍老師會與同學進行小組閱讀，以交互教學

(Reciprocal Teaching)等技巧培養同學的自學、溝通、提問及領導能力。

另一方面，為了培養學生批判解難、創意及溝通能力，老師以多元文

本為各級設計教學單元，進行概念式教學，並達到「Read to Learn」的

目標，以五年級為例，學生透過「偵探」單元學習計算思維。

小六同學以 VR 眼罩觀察難民的情況，使他們對

「人權」一課有切身處地的體會。

小四同學正在學習健康飲食單元，

聚精會神地檢查零食的成分。

小一同學驕傲地展示自己的面具，在製

作過程中，同時學懂了如何寫指示文章。

「到底這是我們的權利嗎 ?」小六

同學就切身問題進行激辯。

活動教學就是要讓孩子在玩樂中學習，而透過以時裝匯演

為題的單元，就令小朋友可一嘗當上模特兒的感覺。

學校重視外訪，又怎少得了香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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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Yau Tsim Mong District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地址：九龍油麻地東莞街 45 號

電話：2780 4455

網址：http://keito.school.hk

即時回饋 過程寫作

為了鞏固讀寫能力，教師以過程寫作模式

(Process writing)，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寫作技

巧，同學在老師的即時回饋下，掌握複改與編

輯的技巧。而在多媒體愈趨普及的今天，校方

更開始將寫作擴闊至以不同媒體創作，以刺激

學生的寫作動機。

教學有法

閱讀是個不二法

多閱讀是學習的基礎，而家長在家中跟小孩

一起閱讀的效果，更是學校所無法做到的，

所以家長應多加陪伴兒童閱讀，講故事、分

享故事，一起看英文書是培養孩子閱讀習慣

的好方法，可以的話也買點英文書，因為買

一本英文故事書，比買再多的補充練習更有

幫助。

在查案之前，學生先要整理案情

與線索，從而學懂分析與歸納。

外籍老師正在被學生所查問。

同學發現了線索便跟大家

分享，繼續「查案」直至

水落石出。

案中主角正是由校

長在飾演，為同學

帶來不少驚喜。

全級投入偵緝學園

基道小學的老師為了培養小五學生的計算思維

能力，合力炮製了一齣偵探短片。「緝兇」過

程中，學生需先透過短片找尋蛛絲馬跡，再以

英語逐一「盤問」嫌疑老師。學生在真實的語

境下學習英語，自然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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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C.C.C. Kei Tsun Primary School

教育局於2017年發表 了《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以取代2002年版的舊課程指引，並將適用年級由小一至中三擴展至高中。

而電子學習是新課程指引中，有關英文科學與教的重要更新環節。因此，由

2018-2019學年開始，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便在四至六年級投放更多電子學

習元素。因為校方相信電子學習不但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在課堂內

使用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學習，老師也可就學生的表現作即時回饋及跟進，

增加師生互動，讓學與教效能同時提升。當學生能透過程式進行協作學習，

在課堂內及課餘時與同學進行互動，自然能讓學習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學滿 Fun
電子學習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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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Yau Tsim Mong District

自主學習提升效率

為配合電子學習的措施，基全小學的老師也特別為學生提供預習

方案，讓學生使用Quizlet在上課前學習課文字詞。以不同學習模

式，如單詞卡、拼寫、配對等，增添學習字詞的樂趣，並可隨時

利用它溫習字詞，讓老師於課堂中能更聚焦處理學生的學習難

點。另一方面，老師則會利用Edpuzzle發佈預習短片，讓學生在

家中先預習學習內容的基本概念，那在課堂內，老師便可集中講

解學習內容及深入討論，提升課堂效能。為了評估學生課堂所

學，老師更利用Quizizz製作練習，讓學生按個人學習進度做練習

之餘，同時互相競賽，投入感自然大大提升。而在課後學生更可

在家重複做練習，達致熟能生巧。此外，老師亦可於學習平台即

時得到成績報告，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以便及早作出跟進。

學生可利用平板電腦在「Reading Town」閱讀電子圖書，更可進行錄音，

鍛煉說話能力。

寓比賽於評估的電子學習，

同學們既認真，而又享受好

玩過程。

讓學生享受創意教學

有了上佳的教學配套，富創意的教學方式就是另一幫助學習

的竅門所在。在這裡外籍老師Mr. Jason Calvert總是花盡心思

帶來新的點子，如在PLP-R/W讀寫課程中，加入電子學習元

素，讓同學們在課堂內外也可享受到電子學習的好處。而透

過平板電腦於「Reading Town」閱讀電子圖書，還可進行錄

音，讓學生邊看邊讀，練習發音與說話能力，同時也可讓老

師在課後跟進，務求照顧到每位學生的不同需要而施教。

大家也可試試下載應

用程式，一齊感受學

習字詞的便捷和樂趣。

上課前先觀看短片

做預習，上課時變得

輕鬆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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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C.C.C. Kei Tsun Primary School

愉快學習不二之法

上課無疑是輸入知識的重要途徑，但在學習語言的路

上，運用、輸出也是重要的環節，所以基全小學在重整

課程之餘，更設計了不少課外活動，讓學生在遊戲中學

習，營造更佳的語境，讓小孩子有更多機會聽講英語，

如英語日、英文問答比賽、跨學科活動等，務求令學生

在愉快有趣的氣氛下學習及運用英語，從而建立自信

心。此外，校方也積極為學生籌辦各種交流活動，讓學

生有更多使用英語交流的機會，並藉以擴闊視野，增廣

見聞。如在2017-2018學年就曾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外籍

交流生訪校，跟小朋友介紹大學生活，讓學生不必出國

各式各樣的英語課外活動，讓學生

能在自然輕鬆的環境下運用和學習

英語，對增加信心大有幫助。

也能瞭解外地文化。此外，新加坡Fernvale Primary 

School的四十位師生也於早前到校探訪，跟五年級

學生進行集體活動，互相認識；其後基全小學也舉

辦新加坡英語交流團，不但參觀當地景點，更探

訪Fernvale Primary School，兩校學生再次見面，不

但在文化交流上大有所益，彼此間的情誼也增進不

少，可見全面的英語教學，果效不單顯見於語言運

用與學科成績上，更加能反映在人際網絡與生活視

野方面，讓孩子的成長過程更加多姿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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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Yau Tsim Mong District

新加坡 Fernvale Primary School 師生到訪基全小學，為同學們帶來

認識外國朋友的機會。

劍橋英語班 ( 左圖 ) 與英語話劇班 ( 右圖 ) 也是校內相

當受歡迎的課外活動之一，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更深

入的指導。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地址：九龍大角咀道 150 號

電話：2392 8221

網址 : http://www.cccktps.edu.hk

基全學生與新加坡學生於學校天

台一起收割有機蔬菜。

基全學生探訪新加坡小學，跟當地小朋友

一起上課，投入當地的校園生活。

多說多試別怕錯

孩子學習英語的障礙往往源於害羞，家長除了可鼓

勵他們不怕錯誤，多聽多說多嘗試，慢慢便會從錯

誤中學習和進步。此外，還要注意「輸入」的重要

性，多陪伴孩子閱讀英文課外書，養成閱讀習慣，

有助於認識不同字彙與文體；加上細心觀察生活中

與英語相關的事物，同樣可為小小腦袋儲起更多詞

彙，要寫要說的時候，便有更多的資料可運用。

教學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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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C.C.C. Chuen Yuen Second Primary School

學習英語不單著重於文法的鑽研或局限於本科的讀、寫、聽、講的範疇。要讓孩子

能面對21世紀的需要和讓孩子掌握21世紀技能，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在設計

和規劃校本英語科課程時，重視跨學科的學習需要和英語的靈活應用，在設計校本

英文閱讀及寫作課程時更刻意設計跨學科課程，讓英文科、常識科及其他學科的內

容同步，使孩子能活用英語在不同學科上，使英語運用滲入日常生活中，既能擴闊

英語詞彙基礎，也有助訓練孩子的高階思維，建立策略性多元教學方針。孩子們也

能藉著參與不同的跨學科活動，提升對學習的投入度，學與教也更具效益，為培育

21世紀公民作好準備。

孩子們手上的卡通人物乃源

自學校的獎勵計劃，各有名

稱與性格，除了有助提升孩

子的歸屬感，也藉著他們的

故事配合正向教育的推動，

達致全人教育目的。

英語應用更寬廣
跨科學習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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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Kwai Ching District

以英語共建跨學科學習橋樑

全完第二小學李德衡校長相信，運用多元化的閱讀素材，讓孩子

在常識及STEM學科中，綜合應用在英文科所學的閱讀策略，使

孩子在不同的知識領域延展英語學習，有助提升孩子的閱讀及寫

作能力。即使老師需要花更多心思和時間在課程設計上也是值得

的。以三年級的課程為例，當中以「健康食物」為常識科主題，

既在英文課堂上選用英文圖書《What We Eat》，亦在課餘時間

設廣泛閱讀材料，讓孩子可伸延閱讀，認識更多更廣的相關知

識。但當中最令人欣賞的是老師親自製作英語烹飪短片《Cooking 

Mama》，為孩子帶來生活化的學習模式，從中學懂不少食譜上

常見的英語詞彙，讓孩子了解到當中的烹調過程。另外，校方配

合香港公共圖書館網上電子資源庫英文故事、英語新聞報導及英

語教育電視的多元素材，豐富整個學習歷程，不少孩子更在研習

有關主題後對烹飪產生興趣呢！

以英語貫穿STEM教學

在推動STEM教學的大趨勢下，不少科目也滲透了科學及科技

等元素，在全完第二小學的英文課程內揉合了不少STEM內

容，原因是他們為孩子設計了一系列具備科學實驗元素的學

習。課堂內全以英語進行，讓孩子一邊學習研究範圍的英文

生字，一邊練習撰寫研究報告的要訣，當中的實驗不但發揮

了孩子的科學探索精神，更能加強他們的觀察力及分析力，

同時鍛鍊英語的讀、寫技巧。就如四年級的課程為例，孩子

需要為飲品進行腐蝕性測試，他們要以雞蛋作測試媒介，分

別浸於不同液體之中，觀察其變化，從而紀錄、研究，得出

如何保護牙齒健康的方案，最後以英文撰寫報告，如此生動

有趣的研究過程，難怪同學也十分主動跟進實驗過程，積極

探究結果。

四年級的同學正在進行飲

品腐蝕性測試，透過對日

常用品的研究，增加他們

的投入感。

除了觀察研究，實驗過後

得出的結論報告，為孩子

提 供 練 習 寫 作 技 巧 的 機

會。

當 常 識 科 正 進 行

「食物健康」的專

題 研 習 時， 同 學

無論在英文課堂或

是常識課堂，都會

閱讀到不同相關文

章、資料，擴闊了

他們對相關主題的

認知。

由老師親自製作的烹飪短片，既讓孩子

從中學習英語詞彙，也讓他們明白烹調

技巧，提供了學習英語的趣味。

三年級同學則進行麵包防腐測試，每個步驟皆

學到不同的英文生字，擴闊了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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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C.C.C. Chuen Yuen Second Primary School

在學校的英語玩具圖書館

內，除了多元化的書刊選

擇外，還有寬敞舒適的閱

讀空間，讓孩子在課餘可

盡情閱讀。

外籍英語老師特別為初小

同學們準備的閱讀書單。

電子學習增加學生體驗

除了以研究、伸延閱讀的方式學習英語，全完第二小學的

英文課程還為孩子提供實際體驗的需要，透過虛擬實境互

動技術學習英語，提升了孩子自主學習及互動學習的能

力，達到學與教「範式轉移」的目標，將英語學習結合虛

擬實境教學軟件，利用有關科技將學習素材活現於課堂

中，讓孩子能透過觀察，積極參與及體驗學習，教師則作

為學習促進者的角色，從中給予引導和支援，陪伴孩子一

同探索，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為未來學習更多知識

打好基礎。

建立廣泛閱讀基礎

閱讀是知識的來源。全完第二小學從低年級開始積極推動以閱讀

為本的課程，當中的課程由外籍英語老師負責。在課堂上運用多

元化閱讀教材，如小說、非小說類、經典兒童故事及受孩子歡迎

的卡通人物故事等，著力於培養初小孩子英語閱讀興趣，增加詞

彙及透過朗讀以促進拼音技巧。而高小則承接初小的策略，提供

多元化的教學方式，為孩子營造英語學與教語境，培養對英語學

習的興趣。積極提供真實環境來幫助孩子活用英語，建立終身學

習英語的基礎，讓孩子能於課堂外、教室外也能運用英語，並培

育他們將來成為能靈活使用英語的21世紀公民作好準備。

電子閱讀能使孩子們同時閱讀同一本書籍，分

享箇中的所看所聞，而互動功能更能增加趣

味，啟發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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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Kwai Ching District

校園英文電台的

小 DJ 正在為同學

讀出點唱。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地址：新界葵涌大窩口上角街 3 號

電話 : 2420 1220

網址 : http://www.cy2.edu.hk

閱讀有法知識倍增

閱讀是知識來源，這良好習慣必須從小養成。但在娛

樂方式多元化的今天，家長要有效地培養孩子閱讀興

趣，不單要提供書本與閱讀環境，更要建立恆常跟子

女共讀、伴讀的習慣，讓子女更易投入於閱讀當中，

雙方享受親子共讀過程。在日常教學上，也設「分享

閱讀」、「配對閱讀」及「個人閱讀」三個範疇，由

老師引導作雙向學習，以培養孩子自主學習，從中更

有助孩子們跟別人分享與溝通，所以家長也不妨多加

配合，在生活中多加親子閱讀的一環。全完第二小學

更建立全區首間「英語玩具圖書館」，揉合科技與傳

統元素，增加孩子對學習英語的興趣。

教學有法

英語歌劇激發潛能

除了不斷優化校本課程的內容外，全完第二小學也積極發掘孩子的不同

潛能。一年一度的英語音樂劇演出，更是全校師生和家長都期待的一項

盛事。每年的英語音樂劇皆由不同名著故事改編，並由三至六年級的同

學擔綱演出，過程中不但訓練了孩子在英語運用上的技巧，更讓他們從

相關文學巨著中學習更多寫作和修辭技巧，各人在排練過程中更學懂團

隊合作，這無疑是孩子們成長中難忘的一課。難怪訪問當天，每位受訪

同學都首推大家要欣賞他們的英語音樂劇演出。看來校長與老師們已成

功地藉著相關活動，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心與運用英語能力，讓他們能自

信地向各方推介以欣賞他們的演出成果。

校園英文電台舉辦點唱活動，

同學們都踴躍參加。

英語音樂劇不但提升了孩子

學英語的主動性，還讓參與

同學從中學到台前幕後的知

識，提供另類學習。

五年級的呂柏嶠同學則最愛到

英語玩具圖書館學習，因為既

可以看自己心愛的書籍，也可

以跟說話風趣幽默的外籍老師

交流，他更深受老師的幽默感

所感染，說話也具幽默感。

四年級的彭小小同學熱

中於英語音樂劇排練之

中，因為她既愛英文又

愛唱歌，所以每次排練

都滿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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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C.C. Kei Chun Primary School

作為一家資助學校，學生來自同一社區，但學習能力與成長背景也各有差

異，所以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在教學上首要目標是照顧差異，讓不同學

習能力與程度的小朋友，均得到良好的教育，以期擴闊知識層面及生活經

驗，為未來升學與就業作好準備。而要達到這目標，學好我們的第二語言—

英文，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在這方面校方就著重於增加學生的學習投入感，

因此，校方除了在正規課程上用心，還為小朋友製造多元化的語境和遊戲，

讓他們在課堂以外也可多運用多練習，從生活中學習英語。

多元語境實踐多
英語學習重溝通



69

葵青區
Kwai Ching District

外籍英語老師無論在教學方法或身體語言上都較為有趣，能吸引學生投入課堂。

「Space Town」課程除了有系統性的課程框架，更設有多本有趣的練習作業，讓孩子在遊戲中練習。

新穎課程推動初小英語

在初小方面，他們採用了教育局全新的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並

按學生需要編製校本內容，透過由外籍老

師、本地老師及教學助理組成的協作教學

形式，為小組同學帶來共讀巨形故事書、

拼音練習及簡單寫作等活動，為小朋友建

構良好的英語基礎。眼見小朋友們在課堂

上踴躍答題，又主動填寫練習冊內的認字

遊戲，可見他們在活潑的教學方式下，對

英語不但毫不抗拒，而且十分投入。

分享閱讀也有其積極意義，

即使是初小學生也會自發分

享所讀內容。

閱讀是吸收知識的根本，所以基真的英

語室內特設舒適的閱讀角，讓學生愉快

閱讀，增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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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C.C. Kei Chun Primary School

分組教學照顧差異

在過往大班教學的歷史中，無論是老師或曾是學生的各

位，應該也認識到時間有限難以兼顧個別同學的困難，

而基真近年則積極推行分組教學，在高小班級中，將全

級五班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生分成六組，程度較高的組別

的學術程度較深，程度較低的組別除了採用活動方式教

學，師生比例也相對其他組別低，讓老師可以有更多時

初小同學在課堂上，時有機會朗讀

個人寫作的文章，這不但是獎勵，

更加是鍛鍊的好機會。

本地學生在課堂外接

觸 英 語 的 機 會 相 對

少，在校園內張貼英

文標語，無疑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看見和思

考，而這組標語更是

學校的教與學宗旨。

間和空間跟進個別同學的情況，如在課堂上逐一講解和

答問，學生自然更易掌握知識基礎。

外籍義工到校伴讀

原來基真採用外籍英語老師已有逾二十年的時間，所以

在整體課程和活動設計上已有很好的根基，讓學生在面

對外國來賓時也毫不怯場。除了在課堂設計花功夫令學

生愛上英語外，外籍老師們也會在小息時間進行不同的

活動，讓學生多加參與和交流，提供了日常性的英文語

境。而由基真小學圖書館主任負責的外籍義工伴讀活

動，更對提升小朋友學習英語帶來額外的裨益。因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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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Kwai Ching District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地址：新界葵涌華荔徑 11 號

電話：2741 9907

網址：www.keichun.edu.hk

來自美國婦女會的義工 Jill

（左一），不但常常到來跟

學生讀故事書，還會跟老師

們商討課程進度，以選擇適

合學生程度的故事書。

教學有法

學校不但在校內製造豐

富語境，每年也為學生

帶來遊學團，讓他們透

過外訪多用英語，也瞭

解當地文化。

小朋友都有一顆愛表演的心，

就看大家如何給予機會，基真

就設有校園電視台，讓同學透

過參與製作學懂更多語言和課

本以外的知識。

投入學習最重要

基真小學洪之龍校長認為學生只要能投入課

堂，便是學好語言的關鍵，所以他們積極改

善課堂的趣味性外，同時也設計多元化課外

活動，讓同學有更多機會參與和表現自己。

如校園電視台的英語廣播部份，就是其中一

個深受同學歡迎的節目。透過節目，除了擔

任主持的同學要多加練習外，其他同學亦時

有機會在廣播中朗讀個人創作的文章，這些

不但是練習機會，更加是增強同學自信心的

上佳法門，因為只要有了信心，加強了學習

主動性，凡事自能事半功倍。

2015年開始，他們就與美國婦女會合作，每周均有外籍婦女

義工到校，為小朋友進行伴讀分享，讓他們有更多接觸外國

人和英語的機會。美國婦女會的Mrs Jill Scott 表示：「我不確

定小朋友有沒有因為我們的分享而令英語大有進步，但他們

確是比初時更主動放膽地跟我們溝通，而且對生活化英語也

有了更佳的掌握。」而圖書館主任更指出，除了在運用英語

上有所獲益外，透過義工分享生活經驗，也豐富了小孩的知

識，讓他們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這正是學習第二語言的優

點，讓我們有更多渠道認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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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C.C.C. Chuen Yuen First Primary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的辦學理念強調教授學生互助互愛的精神，重視每一

個學生的品德培養。在英文教學中，課程目標除了是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還希

望能令學生建立關懷別人的同理心，因為老師深信，要讓孩子茁壯成長，除了要

裝備學生知識及技能，更需要讓學生學會怎樣去關懷別人。

情意教育助成長
英語寫作練思維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及

互動電視學習英語。

同學利用 360 全景影片內所得的線索，完成

'A Day in a Shopping Mall' 的作文。

外籍老師 Mr. Chieu 每逢周二，都會在早會時

段跟全校學生一起玩英語小遊戲。

作文課堂因活用科技而變得生動有趣，學生

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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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延展正向思維

譚校長認為，寫作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溝通橋樑。透過寫作，學

生可學習如何有效地表達自己心中所想，例如關心他人及說明道理，

是情意教育的其中一部份。在近幾年中，全完第一小學均有鼓勵學生參

加「Kids4Kids My Story Competition」 。在比賽中，學生不但需要以英

文創作故事及構圖，更需要在故事中融入價值教育的元素，讓學生把在

學校內學習到的正面訊息分享給其他人。在老師的領導下，學校在比賽

中屢獲佳績，近年更取得數個大獎，例如「Overall Winner」、「Most 

Promising Writer」等。 

在高年級的教學中，英文科組不時以「RAFT Programme」作為教授學生

寫作故事的方針。RAFT Programme 要求學生先分析一個故事角色的性

格，再讓學生把該角色的性格改為相反的特質，但故事結局則不可改

動，故學生需在貌似完全不合理的的條件下替角色的行為辯護，進行

改寫。例如，有學生在改寫《三隻小豬》時，就替「善良的」狼吹走

小豬屋子的行為，解釋為「牠看到一隻蜜蜂在小豬的屋子旁飛行，深

怕小豬會被叮到才把蜜蜂吹走，只是不小心把屋子也吹破了」。RAFT 

Programme 不但令作文課堂變得有趣，激發了學生的想像力，更讓學生

了解到一些表面不好的行為，實在上可能存有好意，鼓勵學生以正向的

態度思考日常生活所面對的不如意事情。
同學們透過 RAFT Programme 寫作訓練正向思維。

全一同學每年都會參加 Kids4Kids 寫作比賽，將正向教育

融入英語寫作當中。

低年級同學在完成練習後都會得到小獎勵，

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投入度。

以寫作為基礎學習英語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譚光德校長認為，現今資訊

發達，知識對小朋友來說是唾手可得的，所以他不擔心

孩子學不到知識；相反，他關心的是學生如何運用這

些知識。在英語教學中，譚校長尤其重視發展學生的寫

作能力。他指出︰「寫作與文法、生字的最大的相異之

處在於學生學習寫作時，不能像做文法或生字的練習

般，透過書本找出相關知識來完成。寫作是一種習得

(acquired)的技巧，需要老師帶領及學生多加訓練才能掌

握。另外，寫作往往都是單元的重點，學生的作品反映

其能否融會貫通該單元所授的其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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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C.C.C. Chuen Yuen First Primary School

電子學習增加體驗

除了培養正向思維外，電子學習亦是全完第一小學側重的另一範疇。

在本年度中，學校為每一個班房添置了一部互動電視，務求提高課堂

趣味，鼓勵學生參與。英文科老師在共同計劃單元的教學方針時，

亦會利用多種教學軟件，如Nearpod、Plickers、Kahoot!、Quizlet及

Edpuzzle等等，豐富課堂元素，讓學生更投入課堂學習之中。

近年，學校英文科主任林加權老師，更讓學生自己製作了多個360全

景影片，以讓學生在學習有關地方的知識時，能夠一嘗「走出班房」

的感覺，讓學生感覺仿如親臨其境，深化學習效果。在教授三年級學

生寫「A Day in a Shopping Mall」 的作文時，林老師讓學生錄影了逾

十個有關商場內的商店全景影片，並上傳至網上，把網址印成不同的

二維碼(QR code)，讓學生在課堂內自由掃描不同商店的影片二維碼，

以觀看影片，並選擇自己心儀的商店搜集資料及進行描寫，以實行自

主學習。林老師指出：「讓學生製作屬於自己的全景影片，不但能培

養他們的自信心，更能讓學生自己主導其學習歷程。除此以外，全景

影片亦有助學生訓練以『步移法』進行描寫，例如在教授四、五年級

學生『香港旅遊景點』時，學生可透過其在影片內找到的線索，豐富

其作文內容。」

同學運用互動電視作答。

同 學 們 投 入 製 作

360 全景影片。

老師向同學示範拍攝技巧。

同學透過掃瞄二維碼，登入觀看 360 全景影片。

同學們有機會自己參與製作教材，

到學校附近商場拍攝全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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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地址：新界荃灣大屋街 6-8 號

電話：2490 0336

網址：http://www.cyf.edu.hk

電子學習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英文科組希望除了可以用電子學習提高課堂趣味外，更重視利用其提升課

堂層次，讓它由點綴課堂的角色變成必要的部份。在教授學生「香港旅遊

景點」一課時，科主任林老師給予學生一個模擬情境，讓學生決定在周六

下午到香港的哪處旅遊。老師先與學生一起想出一些香港的名勝，再啟發

學生思考在選擇目的地時需考慮的因素，繼而引入「how long does it take」

的概念。然後，老師分派平板電腦予各組學生，讓學生使用「Google Maps」

來搜尋在校出發到各名勝所需的時間並進行匯報，以達至在一定的時間限

制下，學生應選擇哪個目的地的結論。林老師補充：「校長不時鼓勵科組老

師在課堂使用電子學習時需用得其所。理想的電子學習不但能令課堂變得有

趣，更能延伸為其他富意義的學習活動。以這課堂為例子，若沒有進行電子

學習，學生則無法於課堂內自行搜集資料，更無法解決在課堂上提出的處境

問題︰『在有限的時間下，應到哪裏遊玩。』在這課堂中，電子學習是學生

得以解決問題的必要元素。這亦是英文科組的其中一個發展方向—希望透過

電子學習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教學有法

作為寫作的知識來源，閱讀當然也是學習英語的重

點所在，所以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就推行了

Reading Buddies計劃，讓六年級學生陪伴低年級同學

閱讀。過程中既能帶起閱讀風氣，也培養了學生的互

助精神。此外，學校更希望透過Learning by Doing，

邊做邊學的教學形式，加深學生對課題的印象，同時

亦能讓學生更投入課堂，令學習事半功倍。不得不提

的是，學校亦致力把信仰融入英語教學。例如以英語

進行崇拜，在校園裹寫上英語金句等，令學生學習到

基督教所宣揚的美德，同時加深英語知識。

老師向同學示範拍攝技巧。

同學們使用平板電腦搜集資料，

解決難題。

英文科組的壁報不時以宗教元素為主題，

實踐在學科教育滲透品德教育。

本 校 英 文 科 組 希 望 透 過 'Learning by 

Doing' 的教學方針，深化學生對課堂所

授知識的掌握。

高年級同學為低年級同學選擇英文故事

書，並與他們一起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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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C.C.C.Kei Wai Primary School

近年香港教育模式改變，由過往從老師為主導轉變為以

學生為本。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透過各式電子平台建

立電子教室，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學習英語，提升學與

教的效能。

培養自主學習
電子教室

學生在課堂上利用 Nearpod 應用程式進行電子學習。

從傳統由教師主導教學到

現在的電子學習，何麗雯

校長（左二）鼓勵學生學

會按程度進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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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由來已久，在未有電子平台之前，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的學生亦可

因應英語水平借閱相關程度的書籍學習。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該校今年參

與了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

發展數碼化的反轉教室，製作校本電子英語教學課程，主要對象是四至六年級

學生。何麗雯校長說：「學校在上一個三年計劃，主張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希望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能夠做到自主學習，電子學習正好讓學生可以自行

在家學習。學生可在家中利用電子學習平台進行預習，以掌握課程的基本認

知，教師可根據學生的預習情況，於課堂上作鞏固及跟進，使學生學習更具效

率。經過上學期的推展，參與計劃的四至六年級學生反應非常良好，能夠做到

愉快學習。」

鄭家寶課程主任表示，電子學習是一個趨勢，不單教育界今年提倡STEM教

育，現今學生也多了利用互聯網尋找資料和進行娛樂活動，傳統由老師單向授

課的方式已不合時宜，特別英文是第二種語言，為了讓學生自發學習及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網上平台正是個很好的途徑達到這個目的。

學校為學生度身訂造校本

英語教材，讓學生有效提

升英文語言能力。

學生投入參與教育局的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提升閱讀及寫作能力。

英語問答比賽

英語集誦和戲劇表演，提升學生的演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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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C.C.C.Kei Wai Primary School

學生與來自挪威的青年

進行交流活動。

網上教學影片減輕學習差異

踏入21世紀，很多學生喜歡在互聯網尋找有趣味的內容學習，為此，該校老師特別為學生編製電子

學習課程，透過Google Classroom和ED Puzzle平台，將學習影片存放在相關的平台上，學生可因應自

己的學習需要，調節個人化的學習歷程，輕輕鬆鬆做到自主學習。

另外，香港教育制度採取融合教育形式，學校需要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差異，學生程度有別，如果

單憑日常課堂教學，未必能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個人化的自主學習平台，正好解決這問題。自主

學習平台電子化，任何學生都可以按個別能力進行學習，不熟悉的課文可以多看幾次，不會受課堂

上的學習時間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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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按自己程度借閱合適的英文書籍。

學生透過英語遊戲提升聽說讀寫技能。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地址：新界荃灣荃景圍 167-185 號

電話：2498 0383

網址：https://www.kws.edu.hk

學生要在特定時段內觀看電子學習短片，過程中需要回答已

設定的問題，老師便會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課堂指導，從而

提高學習效率。此外，學校亦聘請一位資源老師，以負責管

理電子學習平台，並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何校長表示，如

果電子學習平台效果良好，會繼續增添更多英語自學內容，

讓學生盡早適應21世紀的新學習模式。

教學有法

要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老師必須為

他們提供機會和語境，讓學生在日常生活

中運用所學，以建立良好的語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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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C.C.C. Kei Wan PrimarySchool (Ma Wan)

要將某種語文學好，敢於表達是相當重要的。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深諳這

道理，所以在英語教學上，不但只花心思於課堂之上，也特別設立多個表演平台，為

學生製造大量機會，以英語進行不同形式的表演，務求讓學生在掌握語文技巧之餘，

在英語表達上也更具自信，學習能力自然也相繼提升。

英語表演平台增自信

何寶鈴校長鼓勵學生參加不同形

式的表演，讓他們盡展潛能，成

為獨當一面的未來小領袖。

學校不時舉辦英語交流團，讓學

生衝出國際、拓寬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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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型比賽，去年榮獲校際英詩集

誦比賽冠軍。

學生需進行專題研習小組匯報，掌握專題報告技巧，為升中作好準備。

教學活動雙軌並行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何寶鈴校長認為，現今教學不能

只重視令學生掌握課本的語文知識，而是需要增加學生的興趣，

提供運用的機會，使他們活學活用、敢於嘗試，這樣才能讓學生

更好地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她更表示：「學校位於馬灣

這個環境優美的小島，為培育新一代提供了理想的學習環境。為

使我校學生英語水平有更大的突破，我們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活

動，以加強、鞏固和深化學習，使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獲得更豐

富的學習經歷。」因此學校多年來致力於提供多元活動，如英語

音樂劇、英詩集誦、校園電視台、開放日、英語活動日及英語日

營等，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展現才華，以提升個人自信。

校本策略打好語文基礎

雖然課外活動有助建立自信，但自信也需內涵的支持才能

顯得紮實，所以學校在課程設計上也絕對一絲不苟，如校

本拼音教材、校本英語課業和專題學習，都在提升學生聽

說讀寫的能力，以加強學習英語的信心。何鳳儀副校長舉

例說：「上一學年，我們的目標是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所以在不同的課業和活動都推介一些網站，讓學生在每個

單元之前先作預習，令課堂比以前更為順暢，老師更可騰出

時間深化教學，並讓學生參與討論，增加活用的機會。」

透過這些為學生度身訂造的校本課程，無論在提升學生協

作、溝通、解難及自學能力方面都有了更佳的果效。

學校自設一至六年級校本英語課業，

特別為一至二年級製作校本拼音教材，

加強拼讀能力，助學生打好語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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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C.C.C. Kei Wan PrimarySchool (Ma Wan)

勇於表達加促進步

良好的語言環境，是推動學生學習的重要元

素，所以學校每星期均安排學生於早會時段以

英語向全校同學作閱讀推介，甚或是以話劇形

式演繹故事內容。部份班級更會將閱讀分享，

攝製成校園電視台節目，於午間活動時段在學

校廣播，不但有助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更使

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運用英語，一舉多得。

何校長更指出：「學生閱讀後，經過消化、吸

收故事內容，再向全校分享，是一個很好的學

習過程。」也因為多了發表的機會，這裡的學

生表現也相當主動，而且敢於表達自己，不但

帶動了英語學習的成效，同時養成了學生勇於

面對挑戰的個性。大概因為訓練有素，何校長

表示學生們在每年開放日時，跟家長、外界人

士互動溝通也相當自然、自信，反映學校多年

來的教育果效。

表演帶動英語學習

憑著多年的教學經驗，這裡的老師深知道，只要讓學

生對某項事物產生興趣，自然便會專注和鑽研，因此

王敏華副校長表示，學校致力開展不同類型的表演活

動，就是為了引起學生興趣，並從中滲入英語及品格

教育元素，使學生寓學習於表演，結果當然是事半功

倍，而且往往還有額外收穫，王副校長說：「多元化

的活動，能啟發學生不同潛能，讓學生除了讀書做功

課以外，可以按自己興趣發展不同能力。」

英語大使在學校開放日主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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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學生學好英語，語言環境非常重要。香港並非

以英文為母語，但是在日常生活環境中，無論是

商場、戲院都是學習英文的地方。另外，老師在

課堂上要求學生以完整句子說英語，讓學生在課

堂習慣使用英語溝通，學生在說和寫的能力都會

得以鞏固。

教學有法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地址：新界荃灣馬灣珀麗灣珀林路 12 號

電話：2986 3111

網址：http://www.kwmwps.edu.hk

全校投入英語劇場

據說在學界之內，眾所周知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的學

生能隨時站到台上，獨當一面地演出，這大概跟學校在英語音樂

劇方面有突出的成績所致，而適逢本年度為學校的三十五周年校

慶，學校更在密鑼緊鼓籌辦《綠野仙蹤》英語音樂劇。這次演

出，除了演員參與外，更雲集了學校的管弦樂團、合唱團、舞蹈

組、唱遊組、非洲鼓班，以至各支校隊、興趣班貫穿其中，是一

個台前幕後逾五百人參與的音樂大劇場，由此可見學校對推動學

生的課外活動，認真不遺餘力。而在這次籌辦過程中，同學們不

但對音樂劇這門表演藝術有了更深刻的認知，而且也衍生出不少

學習的機會。課程主任楊東昇表示：「我們的外籍老師先在早會

的英語時段就介紹了《綠野仙蹤》的故事大綱，讓全校學生對這

個故事有初步的認識。同時間，學校亦預備了三個不同程度的 

《綠野仙蹤》英語故事書，在不同年級的課堂上作引導欣賞，學

生因而有機會深入瞭解這部經典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學校更

以此為題舉辦英語寫作比賽，鼓勵同學發揮創意，一同投入於這

宗學校盛事之中，在增強歸屬感之餘，也同步提升英語能力，王

副校長更指出：「學校本年的關注事項是學生正向思維的發展，

選擇《綠野仙蹤》的原因也是配合德育的發展，希望學生透過故

事，學習到朋友間的關愛、如何突破險境、解決困難等技巧。」

凡此種種，足見學校的每一細節均為學生安排了融匯貫通的學習

效果，讓學生於不知不覺間學懂更多，達致全人發展。

學校不時舉辦如綜藝表演、英語

音樂劇等大型演出，讓所有學生

有展現才能的機會。

英語劇「Joseph and the Amazing 

Dreams」讓學生勇於在台上進

行各式表演。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的教師團隊，全心全意，優化

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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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C.C.C. But San Primary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一向重視學生的英語讀寫能力，學校透過

伴讀策略，引起學生對英文閱讀的興趣。學生養成良好閱讀習

慣，在英語寫作課學以致用、融會貫通，提升英語能力，並透過

有效資源調撥，外籍老師師班比例由平常1:24大大改善為2:12，

令學生英語水平全面提升。

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家校同心 

劉餘權校長

外籍老師於課堂內外與學生溝通，致力營造學校英語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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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Tuen Mun District

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融合學生不同能力　互學啟發創作靈感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重視學生透過英語學習培養啟發性思維，

從2017至2018年度開始，安排四年級和五年級的學生，每星期兩

教節採用「合班」形式進行英語寫作課，今年已延伸至六年級，

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發揮創意、學習解難，同時培養對寫作的興

趣。寫作課由三位英文老師及一位外籍老師負責授課，進行寫作

課前，老師會先共同備課，訂立教學目標，包括每次作文需加入

特定的語文重點(Language Focus)，如善用形容詞或連接詞等，以提

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家長熱心參與「跨閱」活動

能力較弱的學生以前不敢甚至不喜歡寫作，但推行合班寫

作課後，學生互動多了，互相啟發，都比以前寫得更多，

發揮更多、內容更豐富。過去曾有成績稍遜的四年級學

生，在進行看圖寫作時，竟由不願書寫到寫上二百多字，

可見策略的成效顯著。

家長「跨閱」伴讀培養閱讀興趣

為推廣英文閱讀，學校逢星期三第一節「跨課程閱讀」

課，學校邀請外籍老師和家長義工參與伴讀，根據不同的

主題向低年級學生推介英文書籍，藉着跨課程閱讀，以提

升學生語文的興趣。

拔臣小學認為閱讀須以培養興趣為基礎，故從低年級開始

推廣閱讀文化，低年級學生雖識字不多，但閱讀興趣最濃

厚，他們會主動閱讀。隨着學生識字量的提升，也不會抗

拒閱讀。學校訂定每兩星期有一新閱讀主題，鼓勵學生涉

獵不同範疇的書籍。每節的「跨課程閱讀」課均有龐大的

家長義工團隊參與伴讀，可見家長都認同及以行動支持。

家長表示拔臣學校的閱讀風氣非常濃厚，在當義工的過程

中，見證了不少學生由抗拒閱讀變成喜歡閱讀，甚至主動

分享喜愛的圖書。

「跨閱伴讀」家長

義工認為，學生多

閱讀，提高自學性，

成績自然好。

現時全港學校積極發展創科教

育，重視學生的解難能力，拔臣

小學早將有關元素滲入英文寫作

課，讓學生掌握語文能力之餘，

培養創意解難思維，有助學生銜

接中學課程。老師會於每節寫作

課設定解難問題，先讓學生分組

討論，再從中發揮創意，例如五

年級學生曾經討論小紅帽如何逃

離豺狼的「魔爪」回家，為小紅

帽解決難題。

學校重視發揮每位學生的不同天

份，所以老師會安排「異質分

組」，讓每組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盡展所長，在朋輩身上互相學

習，從中提升使用英語的機會、

共同協作的能力，及互相啟發創

作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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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C.C.C. But San Primary School

從博雅教育體驗英語文化

學習英文需要有良好的語境，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感受英語文化，拔臣小學逢星期三下午特設

博雅教育時段，如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看英語名著話劇。學校更定當天為「輕鬆家課日」，

讓學生抱着輕鬆的心情體驗博雅活動。

拔臣小學除了重視讀寫，同樣重視學生的聽說能力，例如為低年級的學生設計了School-based 

Mini Books，以一些生動可愛的動物布偶演繹主題歌曲串連英語故事，引起學習動機，從而幫

助學生掌握發音及特定語文重點，增添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英語日剪影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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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Tuen Mun District

英語日：學以致用

讓學生掌握聽說讀寫能力，亦需提供可供實踐

的平台，才能讓學生加以發揮。為此，拔臣小

學每年均舉辦英語日，將豐富的英語元素滲入

各式活動之中，包括食物製作、英語小賣部、

各類型的競技比賽等。學生會以英語和家長、

老師和同學溝通，在愉快的學習氛圍下，令學

生培養更有自信地使用英語。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英語的機會，學校全年開辦

二十節的English Fun Game Class予學生。過程

中，學生用英語和外籍老師玩遊戲與交流，建

立英語溝通的自信。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地址：屯門新墟青山公路新墟段 28 號

電話：2459 6221

網址：http://www.butsan.edu.hk

英語創意寫作班

English Fun Game Class

教學有法

小朋友最容易從玩耍中吸收知識，所以中華基

督教會拔臣小學著重從遊戲中教授英語、學習解

難。學校在英語日及寫作課上亦設有解難活動，

讓學生從小懂得面對困難，尋找解決方法。

英語日剪影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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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C.C.C. Hoh Fuk Tong Primary School

隨着互聯網的發展，以及流動應用程式的廣泛應用，新一代年青人的娛樂、

活動及學習的地方，都集中在網上平台上。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使用校

園版的社交平台，讓學生可以在當中進行英語交流及生活分享，從日常生活

培養學生使用英語的習慣。

翻轉課堂提升英語能力
網上社交平台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師生

共同營造愉快英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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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n Mun District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學生的學習數據亦儲存在

學校數據庫內，幫助老師了解每個學生的學習需要。

英文大使除了帶領同學進行英語活動，亦會拍攝英文影片，在校內播放，

並會出現在學校的電子平台，讓同學們可以觀看。

善用科技跟進學習差異增學習興趣

該校這幾年推行電子學習，部份班級已採用自攜裝置上課，老師

會使用一些應用軟件教學，部份老師更會在課堂之前設計一些網

上預習活動，讓學生在家中進行「翻轉課堂」，初步自學，上課

時老師亦會利用應用軟件，即時知道學生的學習進度情況，哪一

部份需要多些時間講解，哪些學生需要多一些幫助，學生的投入

度和學習興趣都大大提升。

近年社交網站興起，該校亦趕上時代潮流，為學生提供校本網上

社交平台。在學期初的時候，老師會為學生開設學校版的社交平

台，用法和Facebook相若，學生可以上載英語影片及以英文留言

進行分享，老師亦可以在平台上回應學生問題。過去除了上英文

課的時候，學生日常很少有機會使用英文，學校認為需要將英文

融入學生的生活當中，這個平台為學生提供分享己見的機會，亦

提高他們對英文的興趣，令老師與學生有課外交流，學生亦比以

前更願意使用英文。

加強英語課堂互動性滲入STEM元素

隨著社會知識量愈來愈多，課堂時間未必能滿足每個學生的學習

需要，學校便因應學生的興趣和需要，為他們提供預習影片。為

令學生在課堂學習覺得生動有趣，老師利用多種的教學apps平台

進行課堂活動，老師可以利用電腦與學生手上的平板進行連接，

在講課的過程中，老師可控制學生電腦的閱讀畫面，在需要的時

候加入問題，讓學生在平板電腦上作答，結果更會顯示在老師的

電腦上，讓老師即時看到學生的學習情況。現時多了這些電子學

習活動，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其中，過去成績不太突出的學生，上

課都較以前投入，踴躍參與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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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C.C.C. Hoh Fuk Tong Primary School

學生進行英語學習的過程，滲入了不少STEM的元素，例如學生需要在上學期的時候，掌握利用網上

文書處理軟件開啟網上課件，甚至進行共同作業，學生之間進行互評。有些過去比較內斂的學生，

利用互聯網平台都願意大膽發表意見，學習效果比他們在課堂上更好。此外，學校的假期功課都會

上載到網上文書處理平台上，讓學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開啟課業做習作，對學生來說，比起運

用紙和筆更加有趣方便。學校更為學生安排電子書架，讓他們在網上閱讀，只需透過平板器材或一

般電腦就可使用，有助增加他們識字量及閱讀英文的興趣。

學校參與多個英語學習計

劃，包括語文教育及研究常

務委員會的促進小學英語學

習津貼計劃，及教育局的英

語閱讀及寫作計劃，讓學生

打好英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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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Tuen Mun District

英語全面滲入學校課程

該校非常重視學生從日常生活學習以提升英語水平。為讓學生更有

效掌握英文，學校更加強了英文科和常識科的跨科學習，英文科和

常識科老師會一起擬定四個共通主題，並購置課外讀物協助教學。

高年級學生在每星期都有一堂閱讀課，老師主要教導學生閱讀策

略，包括從文章尋找關鍵字及詞義、推斷策略。學校亦安排外籍英

語老師在說話訓練堂教授學生演講技巧和面試技巧，又會透過英文

遊戲和低年級同學有更多英語溝通，提升他們的表達能力。

展望將來，電子教學乃大勢所趨，學校計劃引入電子白板，為學生

提供更多元化的電子教學，從而引起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近年網絡技術愈趨成熟，傳統的紙筆學習難以滿足新一

代學生的需要，老師和家長都需要掌握網上平台的基本

知識，例如社交平台、影片網站，了解學生使用電子產

品的習慣，利用這些平台提供學習材料，例如何福堂小

學便選擇以文書處理平台安排學生的假期功課，學生何

時何地都可以利用電子產品做假期功課，比傳統多本暑

期作業更具彈性。

教學有法

低年級學生透過英語戲劇活動

培養語文興趣。

學校參加 Rugby English Action Learning 計劃，以欖球運動作為教授英語

的媒介，讓學生認識更多英文詞彙，增強他們應用英語的信心。

高年級英語戲劇，讓學生可以活用英語，提升自信。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地址：新界屯門龍門路 41 號

電話：2459 7156

網址：http://www.hf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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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C.C.C. Mong Wong Far Yok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的校長與老師相信良好的語文能力是學習的基礎。

每個學童都有學懂英語、學好英語的能力，關鍵是讓他們樂於學習。學校致力營造

豐富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得到更多接觸和應用英語的機會。同時，學校也從學生的

學習興趣出發，老師透過不同的教學模式及全方位的活動設計，誘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從而提高學習效能。堅持自訂校本教材以配合課程及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培養

他們自學態度，亦是蒙小英文科教學的另一個課程特點。

樂聽 敢說 愛學 活用

浸沉英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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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n Mun District

活用英語 學得自信

在採訪過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後，發現他們為培養學生不同

方面的才能，營造了特別豐富的語言環境，讓學生更自信地運用英語。

每年學校都會參與校際朗誦節的英文集誦比賽，學校二、三年級的同學

就曾於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勇奪冠軍。此外，學校每年的才藝匯演也

不缺英語話劇的份兒。學校的英語話劇團集合了三至六年級的學生，曾

演出過多個改編自著名兒童故事的劇目，如《Cinderella》、《The Three 

Little Pigs》、《The Gruffalo》、《The Wizard of Oz》等。活動除了能訓練

學生多方面的英語能力外，更能從中培養社交技巧，學習如何與人溝

通、合作、彼此尊重及欣賞的態度。學校近年更以歌舞劇形式演出，學

生投入而精彩的表現，不但博得嘉賓、家長及其他觀眾的稱讚，更提升

了學生應用英語的信心和學習興趣。

除了校內活動，學生也經常參與校際活動，

1 至 3 年級英詩集誦隊更於第 68 屆校際朗

誦節，得到冠軍的佳績。

近年英語話劇以歌劇形式

演出，展現更多意想不到

的學生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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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C.C.C. Mong Wong Far Yok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課前課後 英語處處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的外籍英語老師 Ms. Sharon 已在學

校服務超過十年，深信要讓學生學好英語，必先誘發他們的學習動

機，並透過有意義的學習活動，讓他們有機會把所學的知識應用。

因此，Ms. Sharon 除了在課堂中加入如遊戲、角色扮演、動手設計

和電子學習等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外，也會與英文科老師一起設計有

趣的課間學習活動，刺激學生的學習意欲，例如尋寶迷踪、英語歌

曲點唱、伴讀共讀和攤位遊戲等，形式多變，對學生來說充滿新

鮮感，更能提升他們的興趣。學校更製作了由英語大使擔綱主演

的英語節目，以生動活潑的手法介紹有趣的英語知識。本年度的

「Spelling Bees and Buzzing Bees」活動，由老師帶領英語大使，讓

全校學生透過串字及限時朗讀生字等活動，重溫所學而不失樂趣。

在濃厚的英語氛圍裏，顆顆學習英語的小種籽正茁壯成長。

此外，為了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英文科每年均舉辦英文創意作文

比賽，以不同的題材引發學生思考，發揮創意。上年加入的 Voice

寫作活動，讓學生可按不同主題自由創作。他們寫得興奮，大家也

看得開心，學生對英文寫作的信心亦漸漸得到培養，萌芽成長。

My Life

I am a faithful notebook that my owner carries around with 

her all the time. I am made thick like a dictionary but small. 

My owner decorates my acrylic cover with different masking 

tapes. She uses me often because she isn’t very good at 

remembering things. She draws and writes very well too.

Today, I found out I only have twelve pages left. I am afraid 

that my master is going to recycle me when I’m useless. She 

picks me up and said, “Hmm…twelve pages, right amount to 

finish the comic I planned to write for some time now.”She 

picked up my partner, pencil and started the draft on the 

remaining twelve pages.

I tried to protest, but of course, she couldn’t hear me since 

I’m an inanimate object. Before my master finished the draft, 

her parent called her to bed before she got to the tracing 

part of the comic.

The next day she finished tracing all of the pages. I 

embraced my immediate demise. Strangely, nothing happened. 

She picked me up and sat me on a neat shelf of notebooks. A 

notebook beside me said, “Congratulations! You made it to the 

retirement section!”

Michelle Ng
Primary 6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六年級學生以擬人法代入筆記本的角色裡

描述她的特徵及一生。

STEM 與 英 語 教 學

結合，令學生同時

學習科學知識，也

活用英語。

同學們親身進行實驗

和紀錄分析，提高了

運用英語的層次。

英語頻道，以有趣方法介紹 homophones 'hair' and 'hare'。

學生投入參與英語活動 Spelling Bees and Buzzing 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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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Tuen Mun District

校本課程 因材施教

為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學校在一年級課程中加入了拼音教學 (Phonics)，

訓練學生「見字能讀，聽音能寫」的能力。外籍英語老師還會加入介紹高頻

率詞彙 (High Frequency Words) 的內容，以提高學生在閱讀時的流暢度。針對

不同學齡學生的需要，學校設定了不同的教學重點，採用適切的學習模式，

幫助學生逐步掌握不同層次的閱讀策略，培養英語的綜合應用能力。從讀到

寫，學生的創意思維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建立了以英語表達的信心。此

外，為配合 STEM 課程的發展，英文科在課堂加入了科學探究的元素，引發

學生的探究精神。透過簡單有趣的科學實驗，學生除了可以學習與科學實驗

有關的知識外，亦可學習相關詞彙，學習以英語記錄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為提升學習的趣味和主動性，校方特別為四年級閱讀課設

計了閱讀紀錄冊 Reading Rangers。學生只要閱讀圖書後紀

錄新學字詞句式，在獲取一定數量的「能量星」後，即可

升級為不同戰士，並換取獎品。

Little Steps 以溫故知新為目標，

當中加入自學元素，讓學生可以

在課堂以外延伸學習。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地址：新界屯門田景邨

電話：2456 3678

網址：http://www.cccmwfys.edu.hk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的老師相信，要學生學好英

語，學校必須營造豐富的學習語境，讓學生沉浸於英語的學

習環境中，活學活用。學習興趣與動機從來都是學生成功的

關鍵，學校也視此為首要目標，教學手法也與時並進，配合

廿一世紀新生代的學習模式，借用新科技結合老師精心的課

堂設計，為學生未來發展作良好的鋪墊。

剛上了愉快一課的劉世博

同學（右）說：「在活動

中，我學到新的英文詞彙，

也看到黑色水彩內包含了

其他色彩，認識了顏色的

分解，十分開心。」

級別 學習模式 特點

小一至小三
分享式閱讀

Shared Reading

． 老師運用特大圖書教學，配以趣味性活動，帶領學生觀察圖畫及了

解故事內容，逐步領略閱讀的樂趣。

小四
以小組形式

進行拼圖式閱讀
（Jigsaw Reading）

． 老師可按學生能力編配閱讀內容，從而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 在閱讀分享的過程中，同時提升學生在聽、說、寫等其他方面的綜

合能力。

．培養良好的英語溝通和協作能力。

小五至小六
支援式閱讀

Supported Reading

． 五年級學生從閱讀故事《Walter's Worries》中，學習因果關係，並

加入創意寫作活動，為書中主角設計另一章節，延續故事之發展。

． 六年級學生閱讀著名故事《The Enormous Crocodile》，發揮創意，

為主角提供解難方法。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的老師相信，要學生

學好英語，學校必須營造豐富的學習語境，讓學生沉

浸於英語的學習環境中，活學活用。學習興趣與動機

從來都是學生成功的關鍵，學校也視此為首要目標，

教學手法也與時並進，配合廿一世紀新生代的學習模

式，借用新科技結合老師精心的課堂設計，為學生未

來發展作良好的鋪墊。

教學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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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C.C.C. Chun Kwong Primary School

「書到用時方恨少」，正好用來應用學習語文的情況，閱讀和寫作需要從小培養，才能打好語文

根基。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使用校本英文字詞庫，豐富學生詞彙，及配合閱讀和寫作策

略，學生可以在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下，培養閱讀和寫作的習慣，從而提升語文學習的效能。

度身訂造閱讀及寫作計劃

高年級同學化身為「英文伴讀大使」，

與低年級同學一起閱讀英文圖書。

學校提供電子閱讀平台，培養學生閱讀

的習慣。

( 左 ) 高年級學生正進行引導閱讀計劃。

( 右 ) 低年級學生每周獲發家庭閱讀獎勵

計劃教材套，在家中培養閱讀習慣。

學生有機會在校園展示閱讀後感，向同

學推介喜愛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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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Yuen Long District

校本英文字詞庫

學生掌握相關閱讀技巧後，便將該單元所學的句式運用到寫作

上。談到寫作，自然離不開字詞，為了豐富學生的字彙，學校

設計了一系列的字詞庫。周主任說：「學生除了學習課本的字

詞外，校方亦設計校本字詞庫，根據不同主題及詞性，幫助學

生建立豐富的詞彙。此外，學校亦鼓勵學生自行摘錄佳句，記

錄在字詞庫，成為學生的寫作好幫手。」當學生寫作時，配合

不同的思考工具，例如：腦圖、六頂思考帽、六何法等組織文

章，以便利寫作。

何妙玲校長 ( 中 )、周潔儀英文科主任 ( 左 )、梁佩瑩課程主任 ( 右 )

學校期望學生掌握閱讀及寫作技巧，帶動英語整體水平提升。

何妙玲校長表示：「由於傳統教科書篇章有限，課程亦較

為割裂，如果想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單憑教科書並

不足夠，我們希望學生閱讀更多不同的文體，豐富學生的

經歷，於是我們設計校本英語增潤課程，讓學生掌握更多

英語的技巧。」

學校為每個年級設計單元式的「閱讀及寫作校本課程」。 

周潔儀英文科主任說：「校本課程內包含聽、說、讀和

寫的技巧，以閱讀為例，老師透過不同體裁的文章，教

導學生高階思維及閱讀策略，從而為學生奠定自主學習

的基礎。高年級的閱讀策略較為豐富，例如：推斷、詞性

分析、綜合及評鑑等技巧，老師引導學生逐步解構整篇文

章，幫助學生更有效地閱讀。」

學校為學生貼心提供校本英文字詞庫，豐富學生的英語

詞彙，提高英語表達能力。

外籍老師培訓學生擔任英語大使，在不同活動中推廣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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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C.C.C. Chun Kwong Primary School

培養閱讀習慣

梁佩瑩課程主任說：「要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實在不可

單靠教科書內的文章，在小學而言，故事書是一個好的途

徑，圖書內有情節、有對話、有人物、有情感，很容易吸

引學生閱讀。有見及此，我們在學校推行閱讀計劃，在低

年級推動家庭閱讀獎勵計劃，學生每周派發不同的圖書，

讓他們在家中和家人一同閱讀。此外，學校亦提供一本家

庭閱讀小冊子，當父母和子女一同閱讀後，記錄讀後感，

從中達到家校合作的效果。」

除了希望學生可以閱讀外，學校亦希望他們可以有聆聽的機

會，所以外籍老師為圖書製作錄音版本，學生可透過學校網站

收聽，不單讓學生閱讀更加深刻，家長亦可以和子女一同聆

聽，讓學習英語成為一種樂趣，從而建立閱讀氛圍。

元朗真光小學在高年級推行引導閱讀計劃，鼓勵高年級學生繼

續承接低年級建立的閱讀習慣。為此，學校每年使用超過萬元

從外國購入英文圖書，並在學生升讀四年級前，為學生進行閱

讀評估，確定每位學生的閱讀能力，當學生升上四年級的時

參與布偶劇比賽的學生表示，活動讓他們英語水平得以提升。

經過老師推介的英文圖書，同學都

爭相借閱，借閱率大幅飆升。

學校每年舉行家長英文工作坊，教授家長拼音及閱讀

技巧，促進家校合作。

June

Yuen Halu

Sisley

Chloe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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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Yuen Long District

培養學習興趣非常重要，無論是閱讀，抑

或是英語舞台表現，如果學生都能投入，

便會成為他們學習語文的工具，並且在不

知不覺中培養出對藝術和文化的興趣。

教學有法

澳洲遊學團

候，會按照學生能力分組，組內的同學閱讀能力相若，一同

閱讀程度相若的書籍。梁主任說：「如果學生能閱讀程度合

適的圖書，便能提升學生的閱讀成效。近年學校亦推行『師

長好書推介』，在圖書館內特設『好書推介專櫃』，製造明

星效應，鼓勵學生借閱英文圖書。」

由於學生的母語不是英語，如果單靠課堂教學會有不足，所

以學校希望從閱讀培養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閱讀計劃實

行了大約四年，數據反映學生都喜歡閱讀。為配合閱讀活

動，學校更安排學生就書本內容進行角色扮演，讓學生加深

對閱讀的印象，甚至揀選出色的學生參加英語音樂劇。梁主

任說曾有女同學為了參加英語音樂劇，放棄參與學校舉辦的

澳洲遊學團，可想而知學校的英語氛圍非常濃厚。何校長總

結說：「學校會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在聽、說、

讀、寫的英語能力，提供機會讓他們在課堂內外運用英語，

擴闊學生視野，與世界接軌。」

學生投入英語音樂

劇，穿上可愛服飾載

歌載舞，建立濃厚的

英語氛圍。

掃掃看英語音樂劇

演員的感想。

學校資料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地址： 新界元朗鐘聲徑 5 號

電話： 2476 2696

網址： https://www.ckps.edu.hk

有學生因參與英語音樂劇而立定志向，希望將來要成為一名演

員，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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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C.C.C. Fong Yun Wah Primary School

學生今年參加了

由辦學團體舉辦

的英國交流團，

讓學生認識英國

文化，透過真實

語境，練習英語。

要建立均衡而全面的語文教育，有賴完善的校本課程，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深諳此道。該校英國語文科組教師在設計校本課程時，一方面根據校內學生的能

力調適中央提供的課程架構，務求令學生在正規課堂上透過聽、說、讀、寫的學

習活動培養學習的多樣性，從而提升學習動機，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另一方

面透過課外活動和戶外學習，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過程

中幫助他們發展知識和技能，啟發學生的多元潛能。

建立均衡英語校本課程
融合課裏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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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Yuen Long District

全方位培養英語閱讀興趣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老師深信，要突破科目之間的

界限，培養學生對英文書籍的閱讀興趣，課裏課外的英

語活動佈置必須緊緊配合。就以該校為例，外籍英語老

師會先透過每星期進行既輕鬆又互動的閱讀課，培養學

生的閱讀興趣之餘，更會教授一些有助閱讀的技巧，與

及指導學生撰寫閱讀報告的方法。而課堂以外，老師會

在學校圖書館及課室提供不同類型的英文讀物，令學

生在校園生活當中可隨手取得圖書閱讀，擴闊他們的視

野。科組老師更與校園電視台合作，製作及推介「趣味

閱讀（Fun Reading）」節目，每集介紹有趣的圖書及不

同生詞，提升閱讀興趣。而在聖誕、新年等長假期，學

生更會借閱指定英文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電子學習照顧學生多樣性

在鼓勵學生自學、鞏固英語學習之上，中華基督教會

方潤華小學老師表示該校近年採用電子學習平台方

案。外籍英語老師分別在小息、午息時段，透過平板

電腦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有趣學習遊戲，鞏固學生

於課堂上所學的，而學生往往顯得份外主動和投入，

促成師生間的英語交流，令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得

到更佳的支援。

為了提高興趣，其中一堂寫作課就以製作三文治為前奏，再讓同學

寫出製作方法及步驟，讓記憶更深刻。

為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學

校到處都可看到不同種類

的圖書，讓同學隨時隨地

享受閱讀樂趣。

除了正規課堂，這裡還有專為新來港學生開設的導修課，讓他們有更多

機會訓練英語會話，提高英語說話能力。



102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C.C.C. Fong Yun Wah Primary School

設立英語大使提升自信心

要在校園內建立濃厚的英語語境，方潤華小學透過校園電視

台製作英語電視節目，除外籍英語教師主持節目外，學校更

趁機挑選一批英語說話能力較強及外籍學生成為英語大使，

協助製作電視節目於午息時段播放。除了前文所述以介紹英

文圖書和有趣詞語的「趣味閱讀（Fun Reading）」節目外，

學校更會邀請不同年級的學生參加「英文天氣報告（Weather 

Report）」節目，透過在鏡頭前主持天氣報告，訓練學生說

話能力之餘，亦提升參與同學對英語運用的自信。

課外活動中以校園電視台最受歡迎，英語大使更

會充當主持，增強校內師生英語交流的機會。

為了增加學生的生活英語經驗，實地體驗也是不

可或缺的。

高年級同學更會為大家帶來十分專業的英語天氣報告。

低年級同學則以別開生面

的手法來進行天氣報台。

分組寫作時，老師可照顧到不同同學的需要，逐一解決同學的難題。

有趣的英文科課外活動，

令學生倍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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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耀邨第二期

電話：2251 9751

網址：http://www.cccfyw.edu.hk

課外學習發展社交溝通技能

除了由校內老師籌劃英語學習活動外，校方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閱讀

英文圖書的興趣，進而加強學生想像力和批判思維的訓練，方潤華小

學本年度參與由「Books and Beyond Reading Club」舉辦的閱讀計劃。

負責統籌活動的老師表示，計劃分「分享圖書（Shared reading）」、 

「分組寫作（Group writing）」、「分組匯報 （Group presentation）」及 

「遊戲（Games）」四部份，每位參與閱讀計劃的同學在計劃完結後，

都在說話、自信和合作精神方面有顯著的進步。而透過遊戲中的英語

運用互動過程，學生更培養出社交及與人溝通的技能，所以校方每年

均大力支持，希望相類似的課外活動能給學生多一個學習的機會。

教學有法

跳出校園 豐富學習歷程

為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學校十分鼓勵學生

走出課堂，到不同地方參與英語學習活動，

藉此吸收豐富的學習經歷。如參觀「香港主

題公園『挪亞方舟』」，學生除可在方舟博

覽館內親歷大洪水的威力和欣賞到來自全球

的展覽品等科普知識，更重要是透過有趣的

英語導覽，學生可全程寓遊覽於學習，相得

益彰。除本地戶外學習外，他們更會每年安

排學生到國外進行交流，如今年學生就到訪

了英國，參觀牛津大學、遊覽溫莎堡等地，

與外籍學生及當地居民以英語交流，經歷愉

快而有意義的學習旅程。

除了到外地交流，學校也安排不少本

地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生活體驗，

對認識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英語有很大

的幫助。
電子學習是大勢所趨，連課堂外也

可以進行小遊戲，增加學習機會。

共讀故事是培養閱讀的

好方法，老師更會配合

故事用上不同道具，提

高同學的投入感。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THE ASSOCIATION OF HEADS OF PRIMARY SCHOOLS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http://ahps.hkccc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