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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CCC KEI FAAT PRIMARY SCHOOL (YAU TONG)

校訊

管理與組織

電子學習創未來。」校
長

的
話

    踏入2017年，本校已訂立2016/2017、2017/2018、2018/2019年度三個
重要發展方向及關注事項。
第一個關注事項是「學校行政及教學電子化」
    學校透過WIFI900計劃，在各科推行電子學習，學生會學習以平板電腦
於上課時間上網，搜集資料及互動學習，以加強學生網上學習能力及引發學習

動機，培養自學的能力。另外學校行政方面也利用Campus  Apps加強與家長之溝通，
三年內全校家長透過電話下載之Campus  Apps，閱讀及回覆學校通告及資訊，查
閱學生返校時間，最終更可利用Campus  Apps及八達通咭為各項活動繳費。
另外學校更會利用紅外熱能探測器測量學生體溫，確保沒有帶病發燒的學
生回校上課，加強校園之防疫措施，盼望以上關注事項，能將學校行政
及教學電子化，學校工作與時並進，緊扣科技之發展。
第二個關注事項是「實踐健康校園」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之「並肩培育豐盛生命」及「學生支援健康網絡計劃」，希望透
過計劃關注教師及學生身心靈健康的發展，並提供相應課程及措施，讓師生靈命得到健康的成長。學生

利用電子網絡學習，學校會引導學生如何正確地使用電子網絡系統，並培養學生資訊素養。另一方面，學
校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或成長課中加入「感愛敢動」教材及「生命教育生活計劃」，以培養學生感受學校關愛之
餘，身體力行付諸行動，將關愛推己及人，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
第三個關注事項是「擴闊學生學習經歷」
學校在常識科、中文科、資訊科技科及校本資優教育等課程實踐STEM教育計劃，期間會購置相關教材，再利
用科技日、實驗課、智能機械車課程、「我是伽利略」計劃，培養學生探究、解難和創新的能力，配合現代教
育之新趨勢。而本年境外交流包括「韓國科技與傳統文化之旅」及「澳洲黃金海岸及開恩茲英語學習交流」活
動，藉以開拓學生眼界、讓學生了解外地傳統文化，提高個人識見與語文溝通能力。
    最後學校與佛山南庄中心小學締結姊妹校，並已進行了二次交流活動，包括我校六年級學生代表已往佛山
姊妹校觀課、進行水火箭活動及參與陶藝製作活動，而南庄中心小學同學到學校與我校五年級學生進行手牽手
式交流學習。學校期望透過兩校之交流活動，學生更了解中港兩地文化的差異，並彼此學習觀摩，擴闊學習經
歷。
    關注事項均以學生及學校得到更大發展造就為本，家長可透過學校計劃書得知詳細實施策略、施行日期及
預期成果，盼望以上計劃得到家長的支持。讓家校攜手，朝着學生得到更優質的教育，學校計 劃
順利實踐，造福學生，達到榮神益人的終極目標。

1 2月8日佛山南庄中心
小學師生訪校交流活動
後留影

「康健身心遵主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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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校友聚餐於10月28日假富金軒酒樓舉行，畢
業了的學生皆期待能在這晚與母校的校友老師相聚。

低年級老師合照

麥老師、柯副校長謝謝您們
教導我們

家教會活動 

新老師介紹

家長學生齊敬師
2016-2017 年度校友聚餐

在教師周會，學生們任司儀，
他們認真而稱職呢

家長教師會正、副主席代表家教會獻花給校長及副校長

高年級老師合照

一群熱心的籌委員努力細心使當晚各細節皆順利進行

麥小偉榮休了，祝她
身壯力健，主恩常偕

校友、校友會郭主席、
家教會陳主席喜相逢

6C班同學與關主任合照

家長們即使子女已畢業，但對學校的
活動皆鼎力支持。

一群6A班小伙子也和鄧老師拍照

一群已成長了校友也不忘
回校與副校長聚舊留影

中華基督教幼兒教育行政主管會訪校暨專業交流活動後與許校監留影

幼小交流

良師頌獻唱是百聽不厭，今年敬師活動由各級學生代表努力練習後，皆有出
色的表現，其他表現項目有舞蹈、獻唱、朗誦、手語演繹及話劇等。家長亦
用盡心思，購備潤喉糖、大梨送老師們，老師們皆吃在口中，甜在心頭，亦
將家長學生的敬師心意全部銘記於心。

    大家好﹗我是容倩屏老
師，非常高興我能加入基法
小學（油塘）這個可愛的大家
庭，今年我是3B班的班主任，主
要任教中文和普通話。
    我喜歡學習，喜歡閱讀。小時候我曾讀過
這樣的一句話：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語而
無味。這使我知道讀書的重要性，所以我平時
會閱讀各類的書刊，學習不同的知識。另外，
我也喜歡在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外出遊玩，讓自
己放鬆心情，親身感受各地的風土人情。
    踏入第十一年的教學，我覺得十分感
恩。我十分感謝這裏的同工對我關顧、幫助
和提點，也感謝家長的支持和信賴，更多謝
同學們的友善和尊重，使我能更好地適應這
個新環境。
    最後，我希望和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愉快
地上學，一起健康地成長。

    大家好！我是卜辭老
師，很榮幸在新的學年加
入了基法小學（油塘）這
個優秀的團隊，繼續我的教

育之旅。我的母語是普通話，
現在主要任教中文、普通話及音樂科。
    我來自北方一個寒冷的城市，獨自
在南方這座繁華的都市求學、工作。我
的母親是一位講師，而我自己在選擇了
成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後，對教育這一行
業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學高為師，身正
為范。學校無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師
無小節，處處是榜樣。在過去的幾個月
中，我結識了很多熱愛學習、熱愛校園
生活的同學。他們活潑可愛，善良天
真。希望在接下來的學校生活裏，可以
和每一個熱愛學習、熱愛校園生活的同
學一起共同學習、共同成長。

    大家好，我是莊世傑老師，今年正
式加入基法(油塘)這個大家庭，主要任教
數學、常識及體育科。常言道教師的工
作是以生命影響生命，故在過去的教學
生涯當中，自己都不敢怠慢，希望以自
身的成長經歷與同學分享。我自小出身
於一個低下階層家庭，家庭環境頗為複
雜。今天能有幸成為老師，很大程度是
上天憐憫，成長期間身邊得到一班良師
益友的扶持。因此，在未來的日子，我
亦希望將自己的認知與學
生傾囊相授，期望能令
每位學生擁有康健的
人生，無負校長、各
位老師、家長及同學
的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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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十一月二日舉行了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發展日。為
配合本年度開始全面推行電子
教學，是次教師發展日便以此
為主題，讓教師學習應用平板
電腦和書商提供的電子課本。
  學校在本年初已向教育局
申請「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

建設」津貼，暑假時已完成在學校所有課室和特別室鋪設無
線網絡；同時學校亦運用津貼，購入數十台平板電腦，供學
生課堂學習之用。在教師發展日當天，學校邀請了蘋果公司
教育部員工蒞臨主講，介紹平板電腦在教學上的基本用法，
讓教師了解如何善用平板電腦的特點去設計互動教學內容，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教學效能，為下學期開始推行的電
子教學，作好充份的準備。
  為了加強電子學習的內容，校方本年特別與英文、數學
和常識科書商合作，讓學校免費試用電子課本的各項內容，
而學生亦可在家中免費下載上述三科的電子課本，試用相關
的互動內容。在教師發展日的下午時段，學校便邀請了培生
香港的支援人員蒞臨，簡介英文、數學和常識電子課本的應
用方法。講員除了向全體教師解釋電子課本整體的運作方式
和原理之外，更針對各科內容重點，提供了一些互動教學建
議，示範如何利用電子課本加強課堂中師生與生生的互動，
為教師提供了許多實用的點子。
  其實要推行優質的教育，並不僅僅在於增加硬件和學習
軟件等設備，最重要的是在於教師能靈活運用各項設備，再
憑着專業知識設計出針對本校學生特質的教學內容，才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教學效能。學校會繼續為教師提供各項
相關的培訓，讓教師與時並進。

教師發展日 佛山襌城之旅

衝出香港、漫遊大堡礁英語學習之旅

學與教
  為擴闊學生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提升學
生的溝通能力，本校與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及中
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本年度再次合辦「聯校傑出學生選
舉  佛山襌城之旅」(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
  本校共有13名學生參加，由陳劍蘭副校長及伍啟和主任帶
隊。除遊覽南海黃飛鴻館、國藝電影城及順德蓬簡水鄉等名勝
外, 更於締結學校南庄中心小學內進行港佛水火箭大賽。
  水火箭大賽由三間港校共39名學生，與佛山禪城南庄中心
小學、石灣第一小學及張槎中心小學學生分為13組，每組有各
校代表1人，一同製作水火箭, 
競逐港佛水火箭大賽冠、亞、
季軍。
  除了增強科學探究知識
與技能 ,  透過與其他學校交
流，學生亦認識與人相處，
分析資料及滙報所學, 實是一
次寶貴的學習經歷。

  為了擴闊同學們的視野，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於去年六月舉辦了海外學習之
旅，讓學生有機會親臨大堡礁，認識澳洲文化及保育知識，並與當地的學生彼此交流，提升英
語水平。
  2016年6月14日，梁淑儀校長、李媛璇老師和四位來自兩間區會學校的領隊老師，帶領本
校九位同學及其他六間區會學校，共六十個學生出發往澳洲開恩茲（Cairns）。十天的學習之
旅，行程非常豐富。同學們不但能一睹世界遺產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還能參觀海
龜島（Fitzroy Island）上的海龜保育中心。他們於庫蘭達（Kuranda）體驗澳洲土著文化，
親親樹熊和袋鼠，走進熱帶雨林，乘坐空中纜車穿梭雨林樹冠。其他行程還包括參觀農莊、土

著博物館、鱷魚公園和植物公園。除了大自然景點外，同學們還參觀了公立圖書館和開恩茲藝術中心，認識了不少當地的藝
術文化。
  同學們於當地的英語學校上了四個上午的課堂，課堂的內容環繞澳洲的大自然、土著文化和保育知識，讓學生於課堂內
對澳洲有更深的認識。同學們更有機會到訪一間學校，分組參與他們的課堂，和當地的小朋友一起上課、踢球和吃午餐，彼
此交流。
  經過十天的學習之旅，同學們都各有感受和得
著；有些很喜歡澳洲的大自然環境，有些覺得和當
地的學生交流很難忘，有些認為當地的英語課和語
境對提升他們的英語水平有很大的幫助。總括而
言，同學們都擁有一個衝出香港、漫遊大堡礁的難
忘之旅。

南庄中心小學張校長與兩校師生合照

參觀黃飛鴻館

儲足能
量，飛
得更高
更遠

要發射啦

金牌得主

各組等待發射水火箭

參觀學校，與當地學生一同上課

於海龜保育中心前拍照留念 在土著博物館內與土著合照 於玻璃船內欣賞海底珊瑚 3



一至三年級科技日

參觀「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6」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6」
主題為「智慧生活‧創新香

港」，大會透過展覽、創意工

作坊、研討會、科學比賽、導

賞團、綜合表演及互動體感遊

戲等多項精彩活動，讓市民親

身體驗創新科技對生活所帶來

的方便與樂趣。

一年級  參觀九龍公園 四年級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大家都小心翼翼栽種。

我也試試收成
的喜悅。

大自然的力量
真奇妙！

同學們留心聆聽導賞員教授
種植知識。

我們都會用心培植小幼苗呀！ 我們都有潛質做當家花旦吧！
叮！叮！叮！

一起乘電車看風景去。

一起體驗香港的歷史
和文化。

我們都想試試這些很有懷舊
味道的文具。

要好好記錄
這些珍貴的
歷史事跡。

原來昔日的兒時玩具也很好玩。

上一代的家居佈置很不同呢！

同學們在探究紙張的無限可能。
原來利用磁力的科學原理也可製作新奇玩意！ 從小起大樓，小小建築師就是這樣煉成的。

同學們參觀香港科學園內的綠色建設，並了解未來家居的設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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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小一特工

我們為了慶祝國慶，全校師生齊集操場參與升旗禮，我們就在這莊嚴肅穆
的氣氛下由升旗隊進行升旗儀式。

升旗禮

家長們有機會接觸子女們的科任老師，是一個家校合作教育下一代的好機會。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新任的鄧穎頤宣教師與
家長來一個見面禮。

2016-2017 年度分級家長會

趁此良機，校長以簡單
而隆重的方式委任家長
義工們為學校多項工作
出謀獻策。

為了讓小一同學盡快適應校園生活，由四年級同學組成的「小一特工」
在小息和午間活動時與一年級同核對手冊及協助他們解決在學習上遇到
的難題，希望他們能盡快投入小學校園生活。

早讀家長組與邱老師
及校長合照並為建立
孩子養成閱讀習慣出
一分力。

敬師活動

校風與學生支援

同學們為了表達感謝老師的關懷及悉心的教導，在敬師週會中花盡心思
表演，連家長也一起表示他們的心意，如朗誦、演講、話劇和跳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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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同學都有屬於自己班的「全家福」，真讓人感受到無比的溫暖！

同學們在細心聆聽老師
的指示，學習如何使用
飲水機。

同學們在乖乖地進行排
隊訓練呢！

校本輔導計劃
班窩精神

小一適應銜接活動 全校清潔日

全校生日會

  學校為鼓勵同
學清潔校園，特意

舉行全校清潔日，

好讓同學學會保持

地方清潔。

窗框也要乾淨呢！

同學們很落力地清潔課室

  談起生日會，你第一
樣想起的是甚麼？生日大

蛋糕？禮物？今年，學校

為「壽星仔」和「壽星

女」預備了一杯杯由家長

義工親自製造的生日「爆

谷」，同學們吃在口裡，

甜在心裏呢！

  為了使小一學生能盡快適應校
園生活，學校在暑假期間安排了一

連串小一適應銜接活動，希望透過

參觀校舍、集體遊戲和日常的校園

生活訓練等，讓他們能對小學生活

有初步的認識。

「壽星仔」和「壽星女」從老師
手上收到生日卡和「爆谷後」，
都非常興奮呢！

課室里都洋溢著快樂的派對氣氛。

滿滿的「爆谷」盛載住無限愛意和祝福。

同學們透過玩遊戲來互相
認識，很快已經熟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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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課簡介

學校旅行

聖誕綜合晚會

學生表現

  每逢星期五的多元智能課，為同學提
供不同種類的活動，讓他們度過一個歡樂

的下午。

  本年度的學校旅行於十一月一日舉
行，各同學都盡興而歸。

  聖誕綜合晚會於12月20日順利進行，
同學均有出色的表現。

「魔力橋」是一副既有挑戰性，又考腦力的數字遊戲。
數學「魔力橋」

拼拼豆豆

捲捲彩虹風
同學用心製作小手工。

同學利用七彩的紙條
創作漂亮的作品。

趣味手鈴組

「我們合作利用手鈴演奏樂曲，很有趣呢！」

mBot機械人

同學利用IPAD控制機械車，很富挑戰性呢！

我們的午餐很豐富呢！

和同學們一同
玩集體遊戲真
快樂！

三、四年級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六年級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射入龍門呀！」

「我的身手
多敏捷！」

「呀！走得快，
好世界！」

同學們細心聆聽借用具

的細則。
女同學較喜歡做小勞作。

一、二年級
（荔枝角公園）

管樂團
節奏樂

教師大合唱

低級組中國舞

高級組中國舞
英文集誦

高年級歌詠 福音話劇

低年級歌詠

英文民歌 7



〔十一月十八日

於九龍灣運動場

舉行〕

  一五一六年度期
考後，各科組為同學

們預備各式各樣的活

動，讓他們鬆一鬆！

「噢！原來是這樣做的！」

蘇穎棋獲女甲一百米殿軍 張家豪獲男甲
擲壘球殿軍

服務生來一張大合照吧！
「看我表演啦！」

「你想換哪份禮物？」

區會運動會

試後活動回顧

〔十二月九日

於將軍澳運動

場舉行〕

九東運動會

科技日 數學日

「哈！我們完成了！」

各同學分組製作風車

英語日

「到我未呀？」

同學們認真地解答問題。

服務生指導同學解答難題。

「跳高？沒有
難度！」

團隊得獎合照

校長代表九東運動會頒
感謝狀予本校老師

朱啟浩奪男乙跳高季軍

88 編輯委員 顧問：梁淑儀校長、其他委員：王孟婷、蔡小茵、王曦、李珮華、邱瑞芬、梁美紅、卜辭、藍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