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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官星秀》在 2021 年創刊，現在是第三次跟大家見面了 ! 上兩期說過，「星秀」是秀明
道上的「明星」; 現在告訴大家，「觀官」標誌着本校從位於牛頭角道的觀塘官立下午小學遷校
到現址。今期《觀官星秀》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文化育人」校本課程。

本年度學校以「文化育人」為主題，設計了一系列精彩有趣，又饒富意義的學習活動，讓
同學過一個充實而豐盛的學習年，引領同學學習、體會和追求個人、學校、家庭、社區、國家
和世界的成長和進步。    

「文化」包含了文字、語言、藝術、技能、科技、建築、習俗、飲食、衣著、交通、住屋
等等，是人類知識的累積和整全，可以豐富人的內涵，可以孕育人的修養。學校透過全新設計
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校本課程」，融合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國民教育、STEAM 教育、
電子學習、全方位學習、跨科閱讀及健康生活模式，有機結合，自然連繫，讓學生得到整全的
學習體驗，「做更好的我」、挑戰 Speed Cup、擔當「天氣小主播」、扮演「節氣先生」。學生率
先在 M+ 博物館體驗藝術探知和接受訪問，又到港島和昂坪體驗和設計電車及纜車，更親手設
計「觀秀號」國民教育主題列車展示規劃年曆，可見同學能夠兼收並蓄，內化學習，學以致用。

假以時日，「觀秀」孩子必能成為有豐富文化內涵修養、言之有物、行止有度、才德兼備的
賢才，為學校、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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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動觀塘」
• 「童尋夢想旅程」體驗活動
• 數碼機械工程師 (DMS)

「情繫中華」
• 經典名句育
賢才 2.0

「STE@M」新人類
• 德育成長—
地球是我家全校參與全校參與

多元施行策略多元施行策略
十種首要培養十種首要培養

的價值觀和態度的價值觀和態度

「我愛校園」
• 「Yes I Can! Speed Cups」 計劃
• 天氣小主播

《文化育人•育人為先》校本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程以「人」為本，以育「人」為先，發展學生的
文化素養，實現學生的文化本質，強化學生的文化認同感，透過知、情、意、行，引領學生深入學習。古有
《禮記 大學》名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課程共分六個文化層面，先由個人、學校，以致家庭、社區，
進而國家及世界，透過一系列課堂內外和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五育並舉，秉承校訓「格致正誠」，達致
正心誠意修養自身，格物致知探究學問，成為德才兼備的賢才，傳承優良的校風、建立和諧的家庭、發展進
步的社區、興治強大的國家、永續美好的世界。

早會/週會早會/週會

2022 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公布《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試行版 )，以「立德樹人重啟迪  創造空間育
全人」為持續更新的發展方向，建議學校加強價值觀教育。本校配合《小學教育課程指引》更新重點，透
過有機結合、自然連繫、課堂內外、全校參與的模式整合現有課程，以「文化育人  育人為先」為主題，
旨在加強價值觀教育，並豐富學生全方位學習經歷，讓學生得到整全的學習體驗，促進全人發展。

「家校同心」
• 家長齊來育賢才

「更好的我」
• 「做更好的我」課程
• 「六藝之星」校本獎勵計劃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文化育人 「文化育人  育人為先」育人為先」
校本德育課程統整校本德育課程統整

勤勞

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 尊重他人

同理心 責任感

守法 關愛 誠信 堅毅

個人篇

社區篇

世界篇

國家篇

學校篇

家庭篇

文化育人
育人為先

健康生活

生命教育

全方位學習

生涯規劃

早會 / 週會 / 成長課

服務與實踐

服務與實踐服務與實踐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課程理念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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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行檢視校服儀容，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
習慣，從而提升自我形象，建立自信。

早會一起檢視儀容 早會一起檢視儀容 

成長課-校服睇真D成長課-校服睇真D

用「五常法」管理（常組織、常整頓、常清潔、
常規範、常自律），在課室內設置「功課收集區」，
提升同學個人自理能力。

組長科長點功課組長科長點功課

開學首 5 天的班級經營活
動中，同學們了解到執書包的
重要性，並學習以口訣式的執
書包方法練習整理書包，為書
包減重之餘亦讓它更整潔。

書桌整潔學習佳書桌整潔學習佳

真正自理達人真正自理達人
「執書包3-4-2法」

5

行 動 篇

放入
4

觀塘官立小學 (秀明道)

1.預備家課冊，按上課
時間表把需要的課本
放在書桌上
(包括術科用品)

2.檢查家課表，把已
完成的功課放在桌
上，用功課袋裝好

3.如有通告需要交，
要放在功課袋內

4.把桌上的書本按科目
排列好，連功課袋
由大至小放在書包內

執書包3-4-2法 執書包3-4-2法 

書包整潔很重要書包整潔很重要

交齊功課五步曲

1. 八點回校收功課

2. 中英數常排疊好

3. 組長前去收功課

4. 科長點齊做紀錄

5. 返回座位齊閱讀

齊來練習執書包齊來練習執書包

做更好的我

交齊功課五步曲 交齊功課五步曲 

「做更好的我」自理訓練「做更好的我」自理訓練

儀容大檢閱 儀容大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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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誰疊得快

透過 Speed Cups 自我挑戰計劃，
訓練學生個人的執行能力、 提升個人成
功感和對班級的歸屬感，希望營造校園
積極主動的氛圍，並促進親子關係。   

週會自我挑戰活動

帶回家親子樂

小息快閃活動

Yes, I can! Speed Cups
自我挑戰計劃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44



古有六藝 ( 禮、樂、射、御、書、數 )
培育人才，與本校 「學行並重 ‧ 全人發
展」的辦學理念如出一轍。本校透過課堂
內外不同課程及全方位學習活動，致力培
育學生均衡發展，發揮多元潛能，透過「六
藝之星」獎勵計劃，希望培養學生熱愛學
習，持守正面價值觀，實踐良好生活態度
和行為，將來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具香港
情懷、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節氣先生，你好！節氣先生，你好！ 早會為同學報導天氣早會為同學報導天氣 天氣小主播探究雲的種類天氣小主播探究雲的種類

天氣小主播

「六藝之星」獎勵計劃

天氣的變化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透過「天氣小主播」活動，加強學生自信
心，培養學生探究氣象變化對日常生活和環境的影響。「天氣小主播」於每星期為大
家報導該週天氣，並預告下週天氣。此外，「節氣先生」更為同學介紹中國「二十四
節氣」，讓同學了解古代氣象曆法與現今生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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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消
防隊伍

齊來築夢

火場救
救小豬

仔

齊來做個氣球師

手術精
英隊

小小消防員齊滅火

急救小
先鋒

11 月 3 日是校本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校本課程社區篇的體驗活動日。活

動以職業體驗作主題，初小認識社區為

我們服務的人，作生涯規劃之導入。高

小配合生涯規劃課程，讓學生認識自己

性格特質，從而從小「築夢」，為個人

的目標奮發，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Live Your Dream!

P.1-3
「文化育人—童尋夢想旅程」

服務侍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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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P.6 華服書簽設計優勝同學

P.5 職能測試遊戲 P.6 華服之美展覽

體驗活動日

P.4 真我個性

P.4 卵石代表你我他

P.5 職業萬花筒

P.6 民族服裝齊創作

校友麥雅端小姐(Chocolate Rain 創辦人) 為同學
分享她的廿載創作旅程，令活動日更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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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能啟發學生打破人們對藝術家角色和藝術創作的普遍觀念，並透
過持續提問，讓學生從欣賞藝術家及其納入 M+ 館藏的作品中有所領會，發現
藝術家作為積極學習者的基本態度和特質──保持好奇、堅持不懈和追求夢想。

本校一直與不同的社區機構緊

密連繫，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專業
的活動及培訓，引領學生全方位發
展。我校更成為 M+ 博物館的先導
學校，帶領學生參觀及體驗 M+ 博
物館的學習活動。

「飛」常活動「飛」常活動——
藝術文化展創意藝術文化展創意

是次活動能讓學生在遊歷博物館的過程中發掘

別具創意的觀賞方式，鼓勵他們以自己獨特的視覺
去感受和理解館內的所見所聞。活動在博物館的教
學人員帶領下，學生踏上自我探索的旅程，並透過
小組遊戲，與同學一起學習觀賞 M+ 藏品系列中的
藝術創作和設計產品，與其互動，藉此了解一所當
代博物館如何利用不同的視覺元素，反映多重角度
去訴說我們當下的生活。

[ 針孔影院工作坊 ]

來一起製作頭戴式的針

孔相機吧！學生能把玩獨一
無二的自製相機，藉此進行
觀察式練習，並以不尋常的
角度賞析周遭事物。

我在博物館看人看風景

本校作為 M+ 博物館的先導
學校，獲邀請師生們接受訪問，
向公眾人仕分享學校的藝術發展

及參與活動的體驗，藉以推動香
港藝術活動發展。

更多精彩片段

優質教師團隊 引領專業發展

從M+藏品學習像藝術家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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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 Avioid Obvious Architects 挑選同學
參與博物館「大變身」- 傾下‧畫下新外觀工作坊。    
是次工作坊是為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外觀設計收集社

區不同的想法，尋找能夠代表香港、科學和歷史的
元素。 Mr. Francesco Lietti 將使用收集到來的
想法創作一幅藝術畫演繹博物館的願景。作品將展
示在擴建後的博物館群外牆上。

是次活動將鼓勵學生發現人與

當代設計相遇的故事，內容涵蓋玩
具、家居用品和溝通工具等創新物
品的意念及製作巧思。學生將探索
設計師如何融匯 STEAM 教育之中
各範疇的知識，把不同日常物件轉
化為人性化和富有情感價值的用品。

本校同時獲 AaaM Architects 邀請參與「童理玩」
之社區遊樂大創想計劃。AaaM 由 2021 年初開始為康文
署轄下的兒童遊樂場策劃的社會參與活動，與公眾一起理
解小朋友成長的需要及構思新一代遊樂場的設計。工作坊
安排學生及家長一同認識、思考及共議社區遊樂場設計，
為康文署日後計劃兒童遊樂場改造提供設計基礎。

[ 泥土的考驗 ]

藝術家相信，限制能激發
靈感。學生將參與一場「輕黏
土挑戰」，藉着異想天開的遊
戲規則發展出各種具創意的

回應，集眾人之力一起嘗試
實現不可能的任務。

M+設計藏品精選：絕世好計

「童理玩」之社區遊樂大創想—觀塘區

博物館「大變身」—傾下‧畫下新外觀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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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育人×STEAM 文化育人×STEAM 

學生先透過參觀電車廠，認識歷史悠久的電車發展，了解當中運作及背後的文化價值，然後運用電車
運作的科學原理，動手組裝電車模型。活動把文化教育與 STEAM教育有機結合，啟發了學生對香港歷史及
科學科技的興趣。學生還親身乘搭電車來往中環至上環，了解香港如何從昔日的漁港發展成現今中外聞名
的城市，並希望將電車文化應用在未來東九龍集體運輸設計中。
此外，學生透過乘搭昂坪 360 纜車及製作纜車模型，體驗及學習有關纜車設計原理，為本校課外活動

精英隊「小小建築師」及「數碼機械工程師」建立探索的橋樑。

昂坪360 纜車活動 昂坪360纜車乘搭體驗昂坪360纜車乘搭體驗

電車活動

過去、現在與未來過去、現在與未來

參觀電車廠參觀電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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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模型製作 (STEAM 活動)電車模型製作 (STEAM 活動)

昂坪360纜車模型製作 昂坪360纜車模型製作 
(STEAM 活動)(STEAM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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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各樓層設置「中華文化廊」，以加

强學校中華文化環境氛圍。通過文化廊不同

的主題，加深學生對祖國文化的認識，主題包

括：國旗及國徽的認識，中國珍稀動物、美麗

的詩歌、具有象徵意義的植物、風景名勝、中

國偉人及中華經典名句及篇章，培養學生的民

族自豪威，增加國民身份認同。

十月
國慶節

十二月
國家憲法日

四月
《基本法》頒布紀念日及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觀
秀
號

旗幟飄揚愛 國 心旗幟飄揚愛 國 心

活動包括親子標語創作比賽及親子

書籤設計比賽。(優秀作品詳見 P.25)

(一)「向祖國致敬」(一)「向祖國致敬」

活動有壁報板介紹、網上學習平台瀏覽素材、觀看
短片及網上問答比賽，增加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學生用心地閱讀國慶節展板的資訊 學生用心地閱讀國慶節展板的資訊 

(二)「祖國知多D」(二)「祖國知多D」

佈置校舍迎國慶佈置校舍迎國慶

為了培養學生愛國情懷，增加他們國民身份認同，本校國慶節活動分為

三大主題 : 「向祖國致敬」、「祖國知多 D」及「向祖國送上祝福」。 

早會上向全校師生宣傳國慶節活動，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早會上向全校師生宣傳國慶節活動，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喜迎國慶活動

齊齊參加網上問答比賽齊齊參加網上問答比賽

環境佈置

校本國民教育
活動規劃年曆

先聽講解，後動手動腦一起佈置先聽講解，後動手動腦一起佈置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1212



作為官小一份子，本校聯同其他官立小學，為一至三年級同學安排了「心繫家國」一「國家教育展覽：

遊走展覽與科技探索知識」AR 活動，讓初小學生通過傳統的展板展示配合創新的 AR 擴增實境活動，透過不

一樣的學習模式，以深入淺出及輕鬆手法向他們介紹國家在文化、藝術、天文及地理的發展及成就，從多角

度增加對國家的認識，從而提升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五月
勞動節及
五四青年節

六月
《香港國安法》頒布三周年、中國共產黨建黨102周年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周年紀念日

旗幟飄揚愛 國 心旗幟飄揚愛 國 心

祝願祖國繁榮昌盛，請看以下片段。

(三)「向祖國送上祝福」(三)「向祖國送上祝福」

喜迎國慶活動短片喜迎國慶活動短片

官小聯校活動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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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隊員校內訓練 升旗隊隊員校內訓練 

升旗禮

為了提升學生的國家觀念及對國民身份

的認同，本校每星期於早會進行一次升旗

禮，而在特定日子舉行升旗儀式後，更有老

師主持旗下講話。旗下講話以國情、國家成

就發展或中華文化等作主題，增加學生對祖

國的認識，全學年共有十一次。

國旗下講話：中國航天夢國旗下講話：中國航天夢

袁校長陪同升旗隊隊員出外學習袁校長陪同升旗隊隊員出外學習

早會升旗禮 早會升旗禮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1414



「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
《國家相冊》活動短片《國家相冊》活動短片

「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國家相冊》

最難忘圖片選舉最難忘圖片選舉

為提升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本

校已於十月五日 ( 三 ) 及十月六日 ( 四 ) 安排學生到本校禮堂參觀「光

影記憶 百年風華」—《國家相冊》大型圖片典藏展覽。與此同時，本

校更邀請家長蒞臨出席是次展覽，一同欣賞這些珍貴的歷史圖片。

導賞員向同學講解圖片內容 導賞員向同學講解圖片內容 

家長蒞臨參觀家長蒞臨參觀

家長讚賞學生大使講解清楚家長讚賞學生大使講解清楚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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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學生升讀小學是他們成長過程

中必經階段，當中幼小銜接及如何適應小
學學習生活尤為重要。學校每年會安排在
八月下旬及九月開學初期進行小一新生家

長簡介會、幼小適應活動及銜接課程，希
望孩子能有效學習之餘，更能保持身心情
意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袁校長向各新生家長簡介學校發展計劃袁校長向各新生家長簡介學校發展計劃
各課程主任介紹學校小一課程特色各課程主任介紹學校小一課程特色

除適應活動以外，為小一新生設計
的課外活動「自理達人」讓小一同學以
「做更好的我」為目標，學習成為一個
獨立、能自理的小學生。

執拾書包無難度執拾書包無難度

扣鈕拉鏈齊做好扣鈕拉鏈齊做好 做個整齊好寶寶做個整齊好寶寶

整理書桌我做到整理書桌我做到

小一新生適應活動

「自理達人」活動

小一愉快學習巡禮小一愉快學習巡禮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1616



九月校本銜接課程會透過有趣生動的互動小遊戲和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建立
小一學生以下各種生活適應能力，讓他們能夠順利適應小一校園學習生活。

本校於 9 月 16 日舉行「小一愉快學習巡禮」，讓幼稚園家長對本校
有更多認識，活動內容包括學校簡介及校園參觀，報名家長踴躍，人數
接近 300人。
在簡介會上，袁校長以「文化育人」為題，從德育、公民及國民教

育、STEAM 教育、從閱讀中學習、資優教育、小一銜接、全方位學習
等方面介紹本校的整體課程規劃及教學特色。本校亦運用結合課堂面授
與網上學習的混合學習，加上多元化活動，並透過學業、品行、才藝及
服務等方面啟發學生潛能，讓學生能在優良的學習環境保持身心健康，
愉快地茁壯成長。
此外，小一課程統籌主任向家長簡介本校小一銜接課程，包括八月

份「小一適應活動」及九月份「銜接課程」，好讓學生能盡快融入小一
生活。除此以外，透過簡介會，家長對本校的小一課程、評估模式、功
課安排等都有較深的了解。

九月各科本銜接課程

2223小一愉快學習巡禮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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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年級閱讀課由中、英文
科任老師配合學習單元編定教學進

度，透過閱讀課利用實體或電子圖
書資源，教授與課題單元主題或體
裁有關的閱讀材料作鞏固及學習閱

讀策略技巧。此外，老師亦會推
介課外讀物及教育網站，讓學
生多閱讀，從而增潤所學，提
升「從閱讀中學習」的成效。

從「學會閱讀」到「從閱讀中學習」是學生閱讀能力發
展的不同階段。學生需要掌握「從閱讀中學習」的技巧，增
強他們的學習能力，以達致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本年度學
校加強「從閱讀中學習」，讓學生能夠培養閱讀習慣，提升溝
通及發展所需的基本語文能力；透過各項閱讀活動，幫助學
生擴闊視野，提升閱讀的興趣，培養思維能力及正確價值觀。

學校有系統為學生安排閱讀時段，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從多讀、歡喜
讀，發展到「從閱讀中學習」的能力。
班主任老師營造班中閱讀氣氛，透

過分享讓同學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
締造美好閱讀經驗。

透過欣賞音樂劇《語文特工隊 - 毛筆奇俠》，結合級
本延伸寫作材料、互動劇場、問答遊戲等多元化的寫作活

動，讓學生享受寫作的樂趣。

校本閱讀推廣活動

一至三年級級本閱讀及寫作活動-語文特工隊一至三年級級本閱讀及寫作活動-語文特工隊——毛筆奇俠毛筆奇俠

中、英早讀課中、英早讀課

喜閱全方位喜閱全方位

中、英文閱讀課中、英文閱讀課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1818



為了讓同學有一個更好的閱讀環境，
本校圖書館進行了大翻新！現在圖書館環
境更明亮、更舒適，給大家耳目一新的印
象。當中的文昌塔更是由同學們在建築師
帶領下設計的，承傳 DMS 的概念，由學生
設計、製作及與他人共享成果！希望同學
欣賞嶄新的圖書館，一起來探索這個知識
的寶庫！

書架經過設計後可以放置更多的書架經過設計後可以放置更多的
書籍，有更多空間可以添置館藏。書籍，有更多空間可以添置館藏。

預留更多空間供學生閱讀及進行學習。預留更多空間供學生閱讀及進行學習。

更先進的設備令圖書館的更先進的設備令圖書館的
館務處理得更有效率。館務處理得更有效率。

校長、老師和圖書館領袖生等待各位同學們來圖書館啊！校長、老師和圖書館領袖生等待各位同學們來圖書館啊！

圖書館開放

網上電子閱讀平台

本學年學校繼續參加由香港閱讀城舉辦的「e 悅讀學
校計劃」，該電子學習平台提供三百多本電子書讓學生下
載閱讀，學生亦可自行參加該計劃的閱讀挑戰計劃。另外
學習平台亦提供各類圖書資訊，推介優質讀物，更有數千
本圖書提供內容試閱，培養學生「愛閱讀」的良好習慣，
鼓勵自主閱讀。

電子學習平台-香港閱讀城電子學習平台-香港閱讀城

23

《我的家在中國》
• 共分六個系列，每系列八冊

• 選取中國歷史、文化、自然、
民族、科技、社會等多方面內
容，展現中國特色文化

• 全面的國情知識有助了解中國，
增強愛國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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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 星期五 ) 下午舉行了本年度
「一至六年級家長座談會」，共四百多位家長到校參與活動，加強
了家校聯繫，老師與家長藉此互相交流培育孩子的經驗。當天畢業
生代表亦回母校與校長分享中學校園生活，本校很高興邀請到觀塘
官立中學代表到校主講升中講座，增加了六年級家長對升中的認識。

五、六年級家長於禮堂參與座談會五、六年級家長於禮堂參與座談會 一至四年級家長於課室觀看座談會的直播一至四年級家長於課室觀看座談會的直播

校長介紹Speed Cup 自我挑戰計劃校長介紹Speed Cup 自我挑戰計劃

畢業生回母校分享中學校園生活畢業生回母校分享中學校園生活 觀塘官立中學副校長及老師為六年級家長觀塘官立中學副校長及老師為六年級家長
主講升中講座主講升中講座

老師與家長互相交流培育孩子的經驗，並老師與家長互相交流培育孩子的經驗，並
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學生的校園學習生活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學生的校園學習生活

家長教師會在 10 月 20 日 ( 星期四 ) 及 10 月 21 日
( 星期五 ) 進行 2022-2024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
員選舉投票，10 月 21 日 ( 星期五 ) 下午進行點票，順
利選出 2位家長代表。

2022-2024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家校同心家校同心
一至六年級家長座談會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2020



大家好，十分榮幸今年能夠作為家長教師會的理事，大家的支持和鼓勵都

成為我繼續參選的動力。
作為在職媽媽的我十分重視孩子成長過程的一切，所以一直都積極參與學

校的所有活動，希望可以從中更加了解學校和小朋友的校園生活。
在今年疫情緩和的情況下，學校重新舉行義工活動，讓家長可以到學校幫

忙裝飾校園、包裝圖書等等。家長們都十分踴躍參加學校的義工活動，令人十

分振奮。義工活動令我們有很多得着，除了可以和其他家長互相認識，分享育

兒心得外，更讓家長們可以學習與其他人分工合作，多與其他人接觸和相處。
希望疫情持續減退，學校可以提供更多多元化的活動給大家參與，讓學生

可以有正常的校園生活。
祝大家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

林曉玲女士 ( 家長教師會理事 )

大家好，本人很高興及榮幸成為過去一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回想

當初參選時，小朋友剛入小一，自己有十年的行政工作經驗，希望藉此機會給

予學校更多意見，也可以更加瞭解學校運作。
在過去的兩年，我共參與了六次學校管理委員會會議。會議上，我清楚明

白到校長、老師們對教育的用心，常常會設計出一些校本課程，給予同學們去

學習，整個團隊秉着學行並重的精神，一直努力營造一個充滿關愛的校園。
另外，我也獲邀擔任全方位學習日及畢業典禮的嘉賓，感受至深。特別在

畢業典禮上，看見一班莘莘學子走過了六年寶貴的小學生涯，在告別校園的一

刻，唱起了一首首離別的歌曲，我也被感動了！
    最後，我祝願新一屆的學校管理委員會能繼續順利運作，能使學校各方面

的發展更進一步，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本人能再有機會參與其中。
何綺玲女士 (2020-2022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 )

家長心聲

看着孩子成長，時間過得特別快，大女兒已踏入小四，在觀秀的第四個年

頭，小女兒也順利來到觀秀讀小一。
過去幾年，家長們，當然我也一樣，與孩子們經歷了一段不尋常的日子，

大家都擔心著孩子的成長日常、常規課程、課外活動、德育和朋輩間的生活，
在這不安的時期，幸運的是，當年決定讓女兒入讀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觀秀是一間很有心的學校，校長、老師、社工姑娘、教學助理和職工們的

行動力和決策力，讓我感到很有信心、可靠及踏實。
在大女兒小一時，為了讓孩子感到父母跟他們同行，我也毅然膽粗粗的參

選了家教會，也因此成為了委員。直到現在，在參與每次會議和家長活動中，
我更了解學校對孩子們的關愛與全面的規劃，學校舉辦不同的學術德育活動、
引入不同的教材、提升在校在家的教學接軌方向，使同學們在疫情下，停課又

開課的紛擾下，得到平安喜樂的學習和心理上的成長。
吳凱恩女士 ( 家長教師會理事 )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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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驕傲為你驕傲

本校藝術體操校隊在青興計劃 Happy 
Talent's「Teen 才大比拼 2022」勇奪全場金獎
及全場至 LIKE大獎。

學生名單：
4A潘姮如 5C林沛儀 6B朱珮嘉
6B郭蘊睿 6D沈穎琪 6D胡恩瑜

(2021-22年度畢業生)
6B陳鈺樺 6B劉梓澄 6C章昭兒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 2021-
2022「華萃薪傳⸺第二屆全港小

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以
增進學生對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的認識，並提高學習興趣。是次
活動各學校及學生反應踴躍，近
35,000 位高小學生報名參加。

Happy Talent’s Teen 才大比拼

華萃薪傳問答比賽 本校榮獲全港小學組(觀塘區第一名)本校榮獲全港小學組(觀塘區第一名)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2222



本校丁俊霖同學於秀茂坪區少年警訊舉辦的劍擊新星

賽中勇奪亞軍。

2021-2022年度劍擊比賽

本校已參與「動感校園」計劃，透過推廣富趣味性的
體育活動，為校園注入活力及正能量。老師定期安排學生
進行健康活力操「我勁優秀」，鼓勵學生多做運動，讓學
生透過參與運動，改善整體身體質素，培養孩子們的堅毅
精神。

本校藝術體操隊連同低年級同學早前代表學校參加 
「童‧起動‧同‧堅毅」聯校活動⸺「舞動校園」，到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參與健康活力操比賽，並獲得
「最佳演繹獎」。

我勁優秀健康活力操比賽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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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官
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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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比賽日期：2022 年 10月 22日 (星期六 ) (8:45a.m. – 12:30p.m.)

獲獎同學合照-6B陳品嘉-陳梓淇-黃可渝-郭蘊睿獲獎同學合照-6B陳品嘉-陳梓淇-黃可渝-郭蘊睿

中文科網上閱讀龍虎榜

參賽名單

年級 班別 學號 姓名 獎項名稱

P.6 B 2 陳品嘉 銅獎

P.6 B 3 陳梓淇 銅獎

P.6 B 11 黃可渝 銅獎

P.6 B 14 郭蘊睿 銅獎

「快樂閱讀花園」讓學生透過與同學比較 讀相同主題或文類作品
的閱讀量，推動他們主動閱讀，同時亦提高欣賞作品的能力。閱讀花
園中，大部分單元與教科書互相配合，能作為課文的延伸閱讀。網站
每年 9 月初至翌年 6 月底開放，每週各提供 5 篇文章讓學生自由選
讀。本校為鼓勵學生多閱讀，每級成績最高 10名的學生將獲頒發獎狀
乙張，以示嘉許。以下是本年度 9-10月的得獎名單：

本校參與由教育出版社舉辦的常識科問答龍虎

榜。學生每隔兩周便可挑戰 10 題常識課外題，並於
指定時間內完成，答對題目，便可獲得分數。截至 11
月，學生最多進行了 6 次挑戰，以累積分數排名，以
下學生在全港各級總排行名列十優之內，值得鼓勵。

常識科問答龍虎榜
班別 姓名

2A 李睿晞

5C 區家偉

5B 李睿珩

第十屆小學數學棋盤比賽 暨 
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邀請賽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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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書簽設計及標語創作比賽
 為了培養學生愛國情懷，增加他們國民身份認同，本校國慶節活動其中一個主題 : 向祖國致敬。
 「向祖國致敬」活動包括親子標語創作比賽及親子書籤設計比賽，以「心繫家國，喜迎國慶」為題，設計
標語及書籤。學校還邀請學生和家長一起演繹得獎作品，拍成短片，通過校園電視台讓全校學生欣賞，家校合
作，表達愛國情懷。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獲獎作品親子標語創作比賽獲獎作品

高級組冠軍高級組冠軍 6A 羅卓楠 6A 羅卓楠 高級組亞軍高級組亞軍 6A 石圓圓 6A 石圓圓 高級組季軍高級組季軍 6B 鄭梓曦 6B 鄭梓曦 中級組冠軍中級組冠軍 4A 蔡一鳴 4A 蔡一鳴

中級組亞軍中級組亞軍 3B 黃泓澔 3B 黃泓澔 中級組季軍中級組季軍 3D 黃駿逸 3D 黃駿逸 低級組冠軍低級組冠軍 2B 馮淽鈃 2B 馮淽鈃 低級組亞軍低級組亞軍 2E 吳詩妍 2E 吳詩妍 低級組季軍低級組季軍 2A 劉雅晴 2A 劉雅晴

親子書籤設計比賽獲獎名單親子書籤設計比賽獲獎名單 高級組冠軍 5A 黃 喆
高級組亞軍 5B 馬思慧
高級組季軍 6A 羅卓楠
中級組冠軍 4A 黃子洋
中級組亞軍 3B 陳梓鍵
中級組季軍 4A 羅綽瑩
低級組冠軍 2A 劉雅晴
低級組亞軍 2A 馮佑朗
低級組季軍 1E 謝恩彤

高級組冠軍高級組冠軍 5A 黃 喆 5A 黃 喆 中級組冠軍中級組冠軍 4A 黃子洋 4A 黃子洋 低級組冠軍低級組冠軍 2A 劉雅晴 2A 劉雅晴 各組冠軍作品製作成書籤實物，送給同學。各組冠軍作品製作成書籤實物，送給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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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夢想成長與夢想

在畢業典禮中，學校邀請了兩名傑出校友回校分享，勉勵一眾師弟妹秉承我校優良
傳統，積極奮發，尋夢展翅，成就未來。

感謝母校悉心栽培感謝母校悉心栽培
梁鈺嵐校友梁鈺嵐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薪火相傳，並肩同行薪火相傳，並肩同行

梁澤添校友梁澤添校友
美國哈佛大學美國哈佛大學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2021-2022年度畢業典禮

同根同心 薪火相傳 心繫母校 載夢飛翔同根同心 薪火相傳 心繫母校 載夢飛翔

觀官星秀 薪火相
傳 有愛有暖就有光芒 觀官星秀 薪火相
傳 有愛有暖就有光芒 Love and ShineLove and Shine

　感謝母校  回饋母校  薪火相傳　感謝母校  回饋母校  薪火相傳

畢業典禮於 2022年 7月 21日上午
於本校禮堂舉行。在疫情持續下，我校在
嚴謹的防疫及社交距離限制的措施下，成
功為本屆畢業生舉辦了溫馨的畢業禮。本
屆畢業禮以「Love and Shine」為主題，
順利舉行全賴本校師生、校友們萬眾一
心、無私付出、排除萬難，為本屆畢業生
在小學的旅程上劃上完美句號。

雖然疫情肆虐，但是無阻一眾同學對學校的「愛」，在畢業典禮中，五、六年級的師生們
籌備「薪火相傳」節目，期望能將學兄學姊「格致正誠　自強不息」的優良傳統傳承下去，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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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戴婉瀅 ( 景嶺書院 )
前兩年受到疫情的影響，不少

活動都被迫取消。可幸升中後疫情
穩定下來，學校舉行了陸運會和水
運會！令我加快投入中學的生活，
和同學更加熟絡起來。

小學和中學的學習模式大不
相同，開始時我覺得甚為吃力，由原本的四個主要
科目變成十二個，功課難度也提升了不少，令我難
以適應。幸好得到小學老師的教導和中學老師的協
助，我逐漸適應下來。小學老師教導我們要主動發
問、積極預習、摘下老師所說的重點……這樣才不
會忘記重要的事情。我感覺到小學和中學老師有不
一樣的照顧，小學老師提點我們每件事情應該要怎
樣做，令我們做得更好；中學老師則要我們學懂自
立自律，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為自己去解難。各位
師弟師妹，大家一起努力吧！

6A 湯文昭 ( 聖言中學 )
當我第一天踏進中學時，看見很多新

設施，看見很多不同的科目。一開始，我
還在思考怎樣處理這些「陌生人」。在老
師一番解釋和教導下，我漸漸明白箇中道
理，也許這是在小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吧！在中學，有很多新的特別室，例如：實驗室和健身室。
上科學課時，我們可以到實驗室嘗試做實驗，十分有趣。在
中學，我認識了很多同學和老師，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感
覺自己很快已加入了這個大家庭呢！學習方面，我每天放學
後都會抄寫筆記，抄寫筆記能鞏固學習過的知識，還能在測
驗考試時協助自己更有效率溫習。另外我覺得自律是很重
要，它能使我依時完成功課和不用父母操心。

我十分感謝小學的老師們，您們一直循循善誘，培養我
養成自律的習慣，還讓我們奠定良好的基礎，使我在中學
能學以致用。希望各位師弟師妹要努力學習，考上心儀的中
學，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6A 莊塏鈴 ( 藍田聖保祿中學 )
我是 2022 年的畢業生——莊塏鈴，現就讀於藍田聖保祿中學。剛升上中學的時候，十分擔心，擔心

老師對同學友善嗎？擔心自己可不可以應付中學的功課？過了兩個月的中學生活後，我發覺中學沒有想
像中那麼可怕，而我也認識了許多新朋友。

我在中學經歷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次上電腦課，老師說完成課堂作業後，可以休息或自己
做作業，所有同學不約而同在玩同一個遊戲，大家有傾有講，此刻我感受到升中的樂趣。

還記得六年前升上小一時，對四周的環境感到陌生和緊張，幸好得到班主任帶我們認識學校，悉心教導我們。老師們
教我許多寶貴的知識，沒有老師們的耐心教導，我就不會升讀這一所心儀的中學，在此感激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

各位學弟學妹，你們要用心學習，但也要好好休息。學習時學習，遊戲時遊戲，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雖然五、六年
級的學弟妹正面對小學中最重要的考試，但正如曼德拉所說：「事情總是看起來非常艱難，直至你最終將它們完成」，所以
不要太擔心，只要盡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吧！

6B 鄭芷怡 ( 德望中學 )
大家好！很榮幸能與大家有一個小小的分享。我踏進中一的日子已經接近三個月了，不知小六的

師弟師妹是否在課堂仍專心聆聽呢？還是在音樂課唱着悠揚的歌聲呢？或是在體育課撒下淋灕的汗水
呢？原來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影子已經遍佈學校每一個角落，我還記得小一的老師對我說的那一句話：
「學校，是我們第二個家。」

這六年，相信大家和我一樣獲益良多。
對於自己，你們的面容，或許從當初青澀的模樣，變成了現在成熟的自己；在幼稚的行為，加上成熟的想法。通過了

這六年，相信大家對自己有了更大的了解。
對於同學，你們由開始的泛泛之交，隨着時間慢慢變成知心好友。或許你們之間會有意見不合，有爭論不休的經歷，

最終你們總會和好如初，一起笑，一起胡鬧，彼此成為小學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難忘回憶。
對於老師，相信大家可能曾經會因為堆積如山的作業或老師的訓話感到不知所措，但我們都應該感謝老師的耐心指

導，如果沒有老師的訓話，大家可能在學習上會鬆懈，正因為老師們的悉心教導，才會成就今天散發光芒的我們。
對於未來，你們可能會感到焦慮，為將來的中學前路感到害怕；你們可能會感到孤單，擔心未來的人際關係。但請懷

着感恩的心態面對你的未來，在你們即將面對的中學生活，你們將會遇到耐心教導你的老師，也會遇到值得你深交的朋友。
時間就像沙子，握在我們的手心上。這六年我過得很充實、快樂，但留不住沙粒，也留不住時間，沙粒總會在手指的

縫隙悄悄溜走，就如時間一去不復返。因此大家要把握當下，好好善用剩餘的時間預備中學的來臨，不留遺憾。

畢業生心聲

觀官星秀 薪火相
傳 有愛有暖就有光芒 觀官星秀 薪火相
傳 有愛有暖就有光芒 Love and ShineLove and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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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吳澄楷 ( 順利天主教中學 )
入讀中學後，我順

利地結交了許多跟我志
同道合的朋友，我很快
便適應了學校的生活步
伐，我過得很愉快。在
學習上，中學和小學的
學科有很大的差異，要學習的科目出比小學
還要多，老師的教學方法多給我們有思考的
空間，授課用語全是英語為主。至於課外活
動是多樣化，這個學期，我加入了學校的排
球隊和合唱團。這兩項活動，我在小學是沒
有嘗試過，我真想多體驗不同類型的活動，
發掘自己的潛能，多結交新朋友。我希望學
弟妹升中後可參與不同種類的課外活動，擴
闊學習視野，獲取不同的知識。參與活動之
餘，也要兼顧學業呀！

祝福各位學弟妹順利升讀心儀的中學，
「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努力堅持下去，
他日開花結果。

6C 倪珈熙 ( 寧波公學 )
大家好！我是 2022 年的畢業生──倪珈熙，現就讀寧波公學的中一學生。
升上中學後，學校的活動比小學還要多，例如：排球隊、乒乓球隊、足球隊……雖然中學的生活不

像小學生活那麽輕鬆，但作爲人生的第二道起跑線，為我們帶來不同的挑戰。
我在中學生活裏，認識了新老師、新同學、新環境、新的學科知識……學習壓力比小學還要大，比

小學還要辛苦，但是學習的知識層面就更廣闊、更有趣味，中學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啊！
在此，我非常感謝小學老師們對我悉心的教導和栽培，您們豐富了我的知識，讓我能茁壯成長，面對中學的新挑戰。
最後，我期望學弟、學妹要努力學習，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要收穫，我們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時間去學習，

要獲取更多的知識，我們就要定立目標，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奮鬥和實現。
最後祝願母校「校運昌隆，桃李滿天下。」

6D 鄒嘉儀 ( 聖安當女書院 )
我是鄒嘉儀，畢業於 2022 年，現就讀聖安

當女書院。
離開小學，邁進中學的校園已有數月了，

在這裏我認識了許多新同學和新老師，親身體
驗了中學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我感受到很愉
悅，雖然中學的學習不像小學那麼輕鬆，但作為人生中第二條起
跑線，必定有不一樣的經歷和感受的。

我的學習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它帶給我無窮的樂趣。有和藹
可親的老師啟迪我們的思維，課堂的學習氣氛充滿生動活潑，學
習的科目雖然比小學多，學習的難度也富挑戰，確實有點吃不
消。每當我想起小學老師的教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我便充滿了力量，為自己訂立一份完整的學習計劃，迎接挑戰。

6E 鄭仲豪 ( 高雷中學 )
不經不覺我已升上高

雷中學有兩個多月了。中
學的生活是多元化的，我
參加了越野長跑組和戲劇
組。作為越野長跑組員，
我需要參加長跑訓練，往山上跑，雖然訓練
是辛苦，但是我跑得挺開心的。戲劇組讓我
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其他同學一同演戲，真
的是一個新嘗試。我希望日後成為一位醫護
人員，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感謝小學老師
的悉心栽培，讓我在温暖的環境中茁壯成
長，老師的教導，我會銘記於心。

6B 林沛孜 ( 聖潔靈女子中學 )
師弟、師妹們大家好。這次想跟大家分享升中

後的生活和開心難忘的事。你可能會覺得中學生活
比起小學忙碌很多，我先給你一顆「定心丸」。大
家請放心，雖然在中學有很多新科目要學習，也有
頗多的小測，只要你學會好好控制時間，有周詳的
學習計劃，那就不覺得很辛苦。其實，在小學升到中學最大不同的地
方，就是科目多了，例如：科學、家政、地理、設計等……不但科目
多了，還有多不勝數的課外活動讓我們去揀選。因為我比較擅長羽毛
球這項運動，還加入了羽毛球隊。

你們會否擔心中學的老師和同學與小學是截然不同呢？其實中學
的老師也有不同的性格，有些比較嚴肅，有些較自由一些……每位老
師都有不同的教學模式，所以與小學的老師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要
依照老師的要求，謹慎做事，便可以得到老師的讚賞。

在中學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我生日那天。老師和全班同學一起
為我唱生日歌，他們還為我送上祝福。很高興能認識一班充滿愛心、
善良又團結的新同學。

在此，我要感謝小學老師的諄諄教誨，您們讓我考上一所心儀的
中學，我對知識的認知也擴闊了。感謝您們的耐心教導，我一定會
銘記心中。最後送師弟師妹們一句話：「前路浩浩蕩蕩，萬物皆可期
待。」大家要勇敢面對，去衝破，去吶喊，永遠不要停止。加油！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
 觀官
星秀2828



第一屆校友會成立典禮

校友會會徽設計比賽獎項

2022 年 11 月 5 日是本校校友重聚日暨第一屆會員大會，老師與畢業校友歡
聚一堂，不同年份的校友出席典禮，充滿熱鬧歡樂氣氛。本校原名觀塘官立小學

( 下午校 ) 創辦於 1959 年，當天凝聚一眾校友，出席嘉賓包括第一屆畢業生，十
分難得。典禮中頒發了校友會會徽設計比賽獎項。最後主席鄭榮棟先生宣讀並帶

領通過會章後，由袁藹儀校長宣佈校友會正式成立。

第一屆畢業校友

校友會成立影片

鄺泳芝 (2C)

亞軍 亞軍季軍 季軍冠軍 冠軍

蔡文茵趙慧怡叶雅晴

學生組得獎作品 校友組得獎作品

吳澄楷 (6B)21-22 劉雅晴 (2A)

校友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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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度

第一期

國民教育課程規劃

跨課程閱讀

文化育人 X STEAM

校本德育課程統整

文化育人 育人為先文化育人 育人為先

地址	 九龍觀塘秀茂坪
	 秀明道 130 號	
電話	 2709 2220	
傳真	 2709 2660 
網址	 www.ktgps-smr.edu.hk

Address 130 Sau Ming Road, Sau Mau Ping, 
 Kwun Tong, Kowloon
Telephone 2709 2220
Fax 2709 2660
Website www.ktgps-smr.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