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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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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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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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