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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傑校長

蒙主恩澤，今年是聖公會基恩小學六十五周年校慶，讓我們一同為此獻上最真摰的感恩。

「感恩珍惜，傳承創新」是本年校慶主題，基恩小學多年來悉心培育下一代，使他們成為知恩感恩，
樂於服務他人的社會棟樑。

本學期開課至今，不論學校、家長及同學們，都面對着
前所未有的挑戰。幸好有天父保守帶領，教職員同工的通
力合作，以及家長的信任、支持和鼓勵，學校迎難而上，突
破了不少難關，讓學生能做到「停課不停學」。感恩上學期
大部份活動能順利舉行，例如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大旅行、
Project COOL 主題學習日、中華文化日、English Fun 
Day 等等。下學期因為香港疫情嚴峻的關係，所有學生活動
均需要延期或取消。求主賜我們有足夠的能力與智慧，為孩
子作出最好的安排。盼望本期校訊讓大家更加了解基恩小學
的點滴，感受我們同行互勉的精神。

感謝張桐路、張桐扉家長及去年畢業班同學的努力，完成壁畫，替操場換上新裝。

感謝參加了 「TEEN 才塗情班」
的同學，與導師合力在操場上繪出別
開生面的校慶親子徽號設計比賽冠軍
作品。

校園不同角落均張貼了金句，讓上帝的話語時刻提醒我們要學耶穌，親近上帝。禮堂窗戶張貼描繪耶
穌生平及所行神蹟的玻璃貼，讓學生了解耶穌的故事。

校長的話

六十五周年六十五周年  校園添新姿校園添新姿



為慶祝建校六十五周年的盛事，校方邀請家長及學生一同參與校慶徽號設計、標語設計及主題曲填詞比賽。

我們更邀請了李俊樂校友為校慶創作主題曲，讓一眾學生大展才能，為校慶譜上美妙的一曲，共同分享校慶的

喜悅。

為了讓學生更加了解基恩小學的歷史，本校在梯間牆壁增設歷史廊，

讓學生透過相片及文字簡介，洞悉基恩小學過去的一點一滴。

細數細數基恩基恩歷史歷史

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主題曲填詞比賽 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主題曲填詞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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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	 曾思睿	(3C)		陳念慈女士	( 家長 )

  基石固，六十五載桃李滿 

  恩典豐，承先啟後育賢才

亞軍 :	 劉縉熹	(3B)		劉盧玉霞女士	( 家長 )

  感恩六十五，珍惜神恩賜，傳承博愛心，開創新潛能。

季軍 :	 區梓朗	(5C)			區俊彥先生、莊芷欣女士 (家長 )

  基石六十五，恩澤薪火傳，小苗茁壯長，學成夢飛翔。

優異 :	 1.	黃曉安	(6A)		陳淑苓女士 (家長 )

  基恩六十五載沐主愛 不忘頌讚主恩育英才

　　　	2.	魯芓遜	(5C)		魯尚志先生	( 家長 )

  基恩栽學子，承傳主恩典，耕耘六五載，翱翔創未來。

	 	 3.	姚子晴	(2A)			張嘉莉女士 (家長 )

  師恩永不忘，校愛存於心，作育又英才，攜手六十五。

優異 :	 1.	馮薏蒓	(3C)				
	 	 黃婉儀女士	( 家長 )

												2.	陳俊霖	(4A)				
	 	 梁麗淇女士	( 家長 )

	 	 3.	林澄鋒	( 去屆畢業生 )			
	 	 蔡曉儀女士	( 家長 )

冠軍 :	 黃慧翹	(2A)				冠軍 :	 黃慧翹	(2A)				
	 	 趙潔茹女士	( 家長 )	 	 趙潔茹女士	( 家長 )

亞軍 :		 林誠熙	(3C)	 	亞軍 :		 林誠熙	(3C)	 	
	 	 吳少芬女士	( 家長 )	 	 吳少芬女士	( 家長 )

季軍 :	 徐安霖	(2A)		 	季軍 :	 徐安霖	(2A)		 	
	 	 文海桐女士	( 家長 )	 	 文海桐女士	( 家長 )

冠軍 :	 葉嵐		(1A)		葉綺玲女士	( 家長 )	 亞軍 :		陸思進		(1A)		黃惠珠女士	( 家長 )				
季軍 :	 吳熹儒		(5C)		Ms	Lydia	Ho	( 家長 )		 優異 :		梁青見		(6B)		梁森寶		(4B)			梁日銘先生 (家長 )

得獎歌詞的QR	CODE得獎歌詞的QR	CODE

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標語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標語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徽號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徽號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本年度致力推行結合 STEM 之海洋課程「COOL 課程」，讓學生透過科學探

究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海洋保育的意識。適逢本年度為本校六十五周年校慶，學

校邀請了一眾基恩家庭，在十一月十二日到海洋公園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親子大旅

行。

有別於一般學校旅行，學校安排了同學先參加由海洋公園提供的自然生態課堂，

讓他們透過有趣的活動認識不同生物的生態，學習如何保護環境，成為自然生態的守

護者。在參加豐富的學習課程後，家長和孩子或是參加各項刺激的機動遊戲丶欣賞精

彩的海洋劇場表演，又或是漫步樂園，欣賞優美的景致。

一個超過八百人參加的親子大旅行得以順利完成，除了天父上帝的保守帶領之

外，更有賴超過二百名家長義工與老師攜手合作。從大合照上看見的每一張笑臉，便

知道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大旅行的每一位參加者都樂而忘返呢！非常感謝天父上帝賜

予學生和家長，一個快樂又難忘的親子大旅行！

遊園花絮遊園花絮

家長義工大合照。家長義工大合照。

同學們與校長、老師、家長一起午膳。同學們與校長、老師、家長一起午膳。

各級參與不同的自然生態課堂。
各級參與不同的自然生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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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	 1.	黃曉安	(6A)		陳淑苓女士 (家長 )

  基恩六十五載沐主愛 不忘頌讚主恩育英才

　　　	2.	魯芓遜	(5C)		魯尚志先生	( 家長 )

  基恩栽學子，承傳主恩典，耕耘六五載，翱翔創未來。

	 	 3.	姚子晴	(2A)			張嘉莉女士 (家長 )

  師恩永不忘，校愛存於心，作育又英才，攜手六十五。

得獎歌詞的QR	CODE得獎歌詞的QR	CODE

65 周年校慶大旅行65 周年校慶大旅行
共聚海洋公園樂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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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導:傳媒報導:

本 年 度 的 O c e a n  主 題 活 動 定 名 為

「Project COOL」，「COOL」意思是

Conserve Our Ocean Life(保育我們的海

洋生態)。 今年的海洋講座，我們邀請了漁農

自然護理處的專家到校，講解有關保育海洋生態的重要性。他以香港的水域為例，將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與水域

健康作一個比較，讓學生更易了解海洋生態對物種棲息的重要。

而最令學生期待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主題學習日，學生可以化身海洋保育員，按照不同課題與挑戰，參與跟

海洋素養有關的課堂活動，完成一個又一個的目標，亦分級在禮堂進行主題活動，度過了兩天豐富的學習生活。

探索海洋	齊來保育

Project	COOL

2019-11-22

香港仔 Lion Rock Daily 
「學與教博覽」展前沿教科配套

2019-11-25

Oh!爸媽-【未來教學模式】

學與教博覽 多家學校倡設計思維：培養同理心
發掘學習動機動

2020-01-06

PCM eKids STEM -Unplugged 
超學科整合

2020-03-13大公報

教育佳-「八層高的浮遊生物?」

主題活動花絮

來測試一下我們編織的漁網 !來測試一下我們編織的漁網 !

我們化身小雨點開始大旅行 !我們化身小雨點開始大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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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圖書科
宗教科透過詩歌、卡通短片及聖經金句，帶

出天父美妙創造的奇功，讓學生學習去欣賞宇宙
萬物、向造物主獻上感恩讚美和思考如何愛護及
保育大自然，做個海洋好管家。本校圖書館亦預
備了與海洋不同範疇相關的圖書讓學生借閱，希
望藉此培養學生尋求知識的興趣。

桌遊
老師們特意為同學選購了

兩款與保育主題有關的桌遊，
分別是「地球救援」和「海洋
保衛大作戰」。前者旨在透過
遊戲讓孩子們認識地球暖化的
危機，而後者則提醒我們，過
度捕魚會衍生甚麼問題。相片
可見，同學們都樂在其中。

海洋電影課
本年度海洋電影課共設三組，分別為一年

級《海底奇兵》、二及三年級《森美海底歷險
記》、四年級《魔海奇緣》。藉着觀看有關海洋
的電影，透過提問及互動活動，讓學生更深入了
解海洋知識，並探索海洋與人類的共存關係。

Ipad 課堂
學 生 透 過 W W F  F r e e  R i v e r s  ( A R ) 

Marine Life Words、Dolphin 等應用程式學
習有關保育海洋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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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教學
使用愉快學習出版社的

《我去看看，好嗎?》為小
三同學進行童書教學。老師
以提問、圖像，加上戲劇教
學的元素讓學生透過閱讀主
角怕黑的故事，培養好學、
勇敢的態度。

同學們透過英語學習有關海洋知識。

視藝活動

小一 八爪魚小一 八爪魚 小二 海洋裏的魚小二 海洋裏的魚 小三 海底世界小三 海底世界

小四 魚兒的新衣小四 魚兒的新衣 小五 海洋生物小五 海洋生物
小六 青花瓷碟小六 青花瓷碟

STEMLesson

P1 Water CycleP1 Water Cycle
小一學生透過手工認識水的循環小一學生透過手工認識水的循環

P2 Layers of the Ocean -  P2 Layers of the Ocean -  

Water Density ActivityWater Density Activity
小二學生透過做實驗學習水的密度小二學生透過做實驗學習水的密度

P3 Scrapbooking ArtworkP3 Scrapbooking Artwork
小三學生運用報紙製作拼貼畫小三學生運用報紙製作拼貼畫

P5 Artificial ReefP5 Artificial Reef
小五學生學習為海洋生物設計人工湖嶕小五學生學習為海洋生物設計人工湖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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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考察 活力洋溢
今年學校將戶外考察的年級，由上年的三級，擴展至全校均可

以參加。二年級學生到淺水灣參觀，用五感與海洋連接，帶出保護
海洋的價值觀；三年級學生則以海上安全為學習目標，到愉景灣了
解從事海上交通的安全意識；四年級到水資源教育中心學習水的循
環。高年級雖然參觀地點不變，但經過去年的經驗，參觀內容更顯
深度，相信參觀的同學定必獲益不少。

本校今年參加了香港大學學校支援計劃，與港大合作發展校本常識科課程，滲入 STEM 元素於常本校今年參加了香港大學學校支援計劃，與港大合作發展校本常識科課程，滲入 STEM 元素於常
識科課程。小四學生運用老師提供的基本材料，如綠豆、濾棉、砂和活性碳等，和學生自選的一識科課程。小四學生運用老師提供的基本材料，如綠豆、濾棉、砂和活性碳等，和學生自選的一
種材料來製作濾水器，然後運用 SAM LABS 設計檢測污水器，再就自製濾水器進行測試，看看污種材料來製作濾水器，然後運用 SAM LABS 設計檢測污水器，再就自製濾水器進行測試，看看污
濁程度。從而明白到香港污水系統應如何運作，才能減低對海洋的污染。濁程度。從而明白到香港污水系統應如何運作，才能減低對海洋的污染。

小五學生由世界自然基金會小五學生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導師帶領進行微塑膠實(WWF) 導師帶領進行微塑膠實
驗。講者先講述微塑膠對環境驗。講者先講述微塑膠對環境
的禍害，然後帶領學生利用不的禍害，然後帶領學生利用不
同的儀器，包括顯微鏡等進行同的儀器，包括顯微鏡等進行
實驗，找出不同護膚品含微塑實驗，找出不同護膚品含微塑
膠的份量。學生明白到選用不膠的份量。學生明白到選用不
同的產品時，應留意成份會否同的產品時，應留意成份會否
對環境構成影響。對環境構成影響。

一年級同學透過實驗一年級同學透過實驗
了解水的浮力。了解水的浮力。

二年級同學二年級同學
設計泥膠船，設計泥膠船，
認識如何增認識如何增
加浮力。加浮力。

三年級同學製作浮沉子，三年級同學製作浮沉子，

學習影響浮沉的原理。學習影響浮沉的原理。

STEM



中文科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一日舉行中華文化日，增加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

識及讓同學體驗一些中國農曆新年傳統習俗。當天一大早，家長義工們便不辭勞

苦地為全校同學親手製作湯丸，讓同學能在這天品嚐到最新鮮的「愛心湯丸」。

學生透過剪紙活動、摺紙活動、話劇欣賞、攤位遊戲、舞獅、寫揮春等一系列活動，

親身感受到濃厚的春節氣氛，更有不少學生、老師及家長到民族服飾區拍照留念。

當天，全體師生歡度了一個既愉快又充實的中華文化日。

中華文化日中華文化日

88

感謝一眾家長義工的幫忙。感謝一眾家長義工的幫忙。

體體 多多驗驗 元元化化

試一試家長精心炮製的柑桔湯丸試一試家長精心炮製的柑桔湯丸！！

一起來寫揮春吧！一起來寫揮春吧！ 利是封搖身一變，就成了金魚。利是封搖身一變，就成了金魚。

看！神氣的「小皇帝」登場了！看！神氣的「小皇帝」登場了！

精彩的話劇令我們拍案叫絕呢！精彩的話劇令我們拍案叫絕呢！
同學們興高采烈地同學們興高采烈地
參與攤位遊戲。參與攤位遊戲。

愈學愈有趣愈學愈有趣



本校為小三及小四學生開設閱讀時光，舉行了多場作家講座，曾邀請蔓玲姐姐、耿啟文、車厘子姐姐等著名

作家到校，以輕鬆的手法，在歡愉的氣氛下為學生講故事。期間，更滲入品德素養教育，以啟發同學們明辨性思

考能力。

閱讀時光︰作家到校講座閱讀時光︰作家到校講座

99

《外星娜娜大冒險》︰逃出食物陷阱作者車厘子姐姐。《外星娜娜大冒險》︰逃出食物陷阱作者車厘子姐姐。

《童話夢工場》系列作者耿啟文 及 《童話夢工場之成語寫作本》系列作者蔓玲姐姐。《童話夢工場》系列作者耿啟文 及 《童話夢工場之成語寫作本》系列作者蔓玲姐姐。

你聽鑼鼓響一遍，聲聲送舊年！你聽鑼鼓響一遍，聲聲送舊年！

送你一張獨一無二的新年賀卡 !
送你一張獨一無二的新年賀卡 !

學生跟老師一起學生跟老師一起
製作湯丸。製作湯丸。

愈學愈有趣愈學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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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動，營造學習英語氛圍。同學們化身城市中的小市民，到各展區盡情玩樂。為慶祝本市 ( 本校 )

成立 65 周年，市長 ( 校長 ) 決定向每位市民 ( 學生 ) 派發 80 元，要好好運用金錢在市內觀光購物呀！

English Fun Day: Kei Yan CityEnglish Fun Day: Kei Yan City

請問大家在市鎮博物館有沒有新發現呢？請問大家在市鎮博物館有沒有新發現呢？
同學用心地撰寫明信片寄給至愛親朋。同學用心地撰寫明信片寄給至愛親朋。

同學正在時裝店細心挑選同學正在時裝店細心挑選
合適的衣物。合適的衣物。  「試穿」、拍照，然後繪畫在 「試穿」、拍照，然後繪畫在

小冊子上留為紀念。小冊子上留為紀念。

「記得多做運動，晚上早
「記得多做運動，晚上早

些休息…」一位市民細心
些休息…」一位市民細心

聆聽醫生的忠告。聆聽醫生的忠告。

超級市場內的食物琳瑯滿目，要揀選合適食物，超級市場內的食物琳瑯滿目，要揀選合適食物，
又要符合經濟原則，真不容易呢！又要符合經濟原則，真不容易呢！

影片“Room on the Broom”快將播映，同學們都耐心排隊，準備進場。影片“Room on the Broom”快將播映，同學們都耐心排隊，準備進場。

健身學院導師提提大家：健身學院導師提提大家：
多做運動身體好！多做運動身體好！ 操場上有各式各樣攤位遊戲，同學們

操場上有各式各樣攤位遊戲，同學們

既可練習英語，也可大展身手。
既可練習英語，也可大展身手。

感謝天父賜給我們一天豐富
感謝天父賜給我們一天豐富充實的英語學習日。
充實的英語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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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學生在山頂廣場用英語

訪問外國遊客，了解他們對香港

旅遊的意見。要用英語跟外國人

做訪問真不容易，事前要有充分

準備，現場亦要勇敢地邀請遊客

作答，同學們都樂此不疲，非常

興奮呢！

山頂訪問山頂訪問

今次誠邀 Dovetales 為我們上演《約瑟

的彩衣》，並邀請同學擔任司儀及扮演其中角

色，看他們多投入！

英文話劇表演英文話劇表演



停課不停學
踏入下學期開始，整個教育界便要面

臨近年最大的停課考驗。由第一天收到停

課消息開始，學校即時啟動應變會議，同

時展開教師專業培訓。學校在停課期間仍

會開放校舍，並安排老師與職工當值，以

便支援有需要回校的學生和解答家長的查

詢。

在考慮到學生、家長及老師的所有情

況後，我們以上載拍攝課堂影片為主要教

學方式，讓學生做到停課不停學。

我們會於每星期上載「課業一覽表」，讓家長可

以有系統地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每一星期上載共 6

次「新知識」，教材與下學期進度緊扣。之後，再以

Google　form 設計簡短精要的練習，以供學生總結

所學，所得出的報告可成為老師持續上載教材的參考

資料，更能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

同時，為提升學習動機及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我們特別設計了不同的網上自學材料及網上活動

供學生自由參與，例如：故事封面設計比賽、童詩創作比賽、防疫海報設計活動、Comic Strip、

Design board game 、30 秒體能大挑戰等等，都是一些富趣味又有啟發性的活動。此外，我們亦舉

辦了「來！考考你」問答比賽，作為階段性小結，讓我們更了解學生學習進度，為復課作好準備。

老們們透過 ZOOM 進行會議，傾談網上教學安排。老們們透過 ZOOM 進行會議，傾談網上教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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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停課的持續，為能更顧及家庭需要及學習環境，我們不斷作出合適的安排。派發簿冊讓學生做

練習、拍攝「親親孩子你好嗎？」影片為孩子打氣、透過 Sunshine Zoom 讓班主任面見孩子、製作「基

恩常存信望愛」生命教育短片，照顧孩子心靈上的需要、上載由校牧及校長領導的「每天禱文及詩歌分

享」、外籍老師與學生一對一傾談的「Knowing you, knowing me」活動，以及為小五小六升中而

安排的「看 ZOOM 問功課」等，都是貫注著基恩仝人的心血之作呢！

執筆時疫症下停課並未完結，相信現在回望種種，我們均感恩在天父的護佑下，得的總比失的更多！

最後期望疫情盡快過去，讓孩子回到校園繼續學習。

小六學生透過 ZOOM 學習，為升中作好準備。小六學生透過 ZOOM 學習，為升中作好準備。

隨功課附上抗疫包隨功課附上抗疫包

學校每天會將要派的簿冊放在大堂，
學校每天會將要派的簿冊放在大堂，

由職員為家長取回。由職員為家長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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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偉牧師

感恩是我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素質。中國傳統思想提倡飲水思源、知恩圖報，而基督宗教亦十分着重培育人

這種感激的心懷，更把其擴展到對上帝恩情的感謝。聖經提到我們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 5：17-18）因此，

感恩與我們的幸福感、敬虔生活，以至人生觀，關係密不可分，也是上帝在我們每

一個人身上的旨意。

本年是基恩小學六十五周年校慶之喜，讓我們都能夠常懷這份感恩之心，感謝

學校師長多年以來的栽培。他們不但孜孜不倦地教授同學有益的知識，更藉著從天

父而來的愛，悉心培育同學的身、心、靈，讓同學得到健康的全人發展。

然而，感恩並非只是純粹的認知或情感表達，而是必須包含立志和實踐的部份，

正如聖經教導我們：「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各書 2：

26）所以，希望同學能知恩、惜恩、感恩，繼續努力學習各種有益的知識、培養正

面的生命質素，並身體力行，活出喜樂的人生，回報學校師長及天父上帝的恩情。

不可叫人少看你不可叫人少看你年年輕輕
牧師的話牧師的話

為配合 65 周年校慶，本年度宗教組重點提升校內宗教氛圍。當中包括硬件的配置，例如：玻璃窗貼、

操場壁畫等。而軟件方面，我們仍然保留了周會福音活動、兩次的將臨期燃點燭環活動及聖誕祟拜活動，

當中新增了詩班獻詩環節，為的就是要獻上更美的祭，呈獻給主。

本年度開設了高年級的查

經小組活動，反應熱烈，同學

們都樂於參與其中。最後，為

增強侍從隊的使命感，今年特

別增設了侍從隊立願禮，由校

牧梁智偉牧師親自主領，好讓

一眾侍從隊隊員在眾人面前立

願之餘，亦可把侍從隊這崗位

視為一種榮譽。

1414
牧師為同學戴上十字架牧師為同學戴上十字架侍從隊合照侍從隊合照

查經小組活動查經小組活動

侍從隊侍從隊

小組及查 侍經 從隊

立願禮立願禮
領禱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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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邀請到校牧梁智偉牧師為我們準備兩次的將臨期燃點燭環活動及

聖誕節崇拜。一方面好讓同學們透過教會的禮儀感受教會對主耶穌基督降生

的重視，另一方面把焦點落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好讓同學們認識到主耶穌

基督降生的真正意義。今年，我們更特意邀請了剛成立的詩班為我們獻詩 –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整體氣氛非常好。

活動及節 崇期 拜

哈利路亞，感謝神！首次舉辦的 Box of Hope 聖誕捐贈活動，反應非常熱烈，共收到 236 個「希望

之盒」，全賴各位家長、學生及老師積極參與和捐贈，英語大使協助點收及向同學解釋活動詳情。

Box of Hope 活動能承傳去年的校本主題，延續至今年，帶著感恩的心把希望送出，使受惠的小孩得

著盼望和喜樂。

聖誕崇拜活動聖誕崇拜活動

詩班獻詩詩班獻詩

將臨期燃點燭環活動將臨期燃點燭環活動

Box of HopeBox of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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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Room 啟用STEM Room 啟用

本校將電腦室改建成 STEM Room，更能符合現今資訊科技教學發展，讓學生學得更有效能。

機關王校隊訓練機關王校隊訓練

體育科校隊體育科校隊

現代舞校隊現代舞校隊 太極劍校隊太極劍校隊

田徑校隊田徑校隊 足球校隊足球校隊 泳隊泳隊

全人發展	潛能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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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操比賽太極操比賽 音樂科校隊音樂科校隊

小一、小二音樂會小一、小二音樂會

一月二十日，一、二年級的同學於學校禮堂，欣賞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處 ( 音樂事務處導師管樂小組 ) 舉辦的「樂韻播萬千」音樂會，是次音樂會

的主題是介紹銅管樂樂器。同學們都十分投入，且踴躍作答。

視藝科活動視藝科活動

藝術廊

本年度視藝科老師將學生

的佳作展示在梯間，為校園增

添藝術氣息 !

音樂科興趣班音樂科興趣班

樹木大變身工作坊

 藝術小組在工作坊中認

識木頭的可塑性，從而化為小

小設計師，真期待看到他們的

精心傑作呢 !

書畫班校隊

  敲擊樂隊  敲擊樂隊

詩班詩班

小提琴班小提琴班長笛班長笛班

非洲鼓班非洲鼓班

戲曲班戲曲班



本校以不同

的獎勵計劃激勵

同學，讓同學們

在不同範疇都做

到最好。

親子賣旗活動親子賣旗活動

2019 年 11 月 2 日， 本 校 約 有

三十多名 4 至 6 年級同學及家長參與

由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舉辦的賣旗活

動，為慈善出一分力。

基恩欣賞你！基恩欣賞你！

踢走懶音工作坊踢走懶音工作坊

為提升同學們對粵語正確發音的觸覺及敏感度，學生支援組

特意請來啟言堂的伍姑娘為三、四年級的同學們舉辦了一個名為

「踢走懶音工作坊」的學生講座。伍姑娘除了提醒我們正確發音

的重要性外，還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別人說話不清

或有懶音就取笑別人。在講座中，同學們都表現

積極，上了寶貴的一課。

校本輔導活動校本輔導活動

以愛同行以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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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人生

增設大息投籃活動——在 15 秒內得增設大息投籃活動——在 15 秒內得
分最高的首 5 位小一至小四同學，分最高的首 5 位小一至小四同學，
即可榮登龍虎榜。即可榮登龍虎榜。

基恩嘉許站——集齊印章，便可換基恩嘉許站——集齊印章，便可換
領銀幣，可獲得扭蛋機會一次。領銀幣，可獲得扭蛋機會一次。

校長欣賞大獎——做到每月成長鑰匙校長欣賞大獎——做到每月成長鑰匙
的三個要求，再由老師推薦，即可獲的三個要求，再由老師推薦，即可獲
得證書及夾公仔機會一次。得證書及夾公仔機會一次。

小四成長的天空—啟動禮小四成長的天空—啟動禮

家長、老師出席啟動禮，支持及鼓勵同學參與活動。家長、老師出席啟動禮，支持及鼓勵同學參與活動。

小五成長的天空—小組時段小五成長的天空—小組時段

小五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小五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小五成長的天空—烹飪活動小五成長的天空—烹飪活動

小六成長的天空—烹飪活動小六成長的天空—烹飪活動
小六成長的天空—小組時段小六成長的天空—小組時段 小一自理小組小一自理小組

小二自理小組小二自理小組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學校提供不同類型的講座予家長討論及學習學校提供不同類型的講座予家長討論及學習
管教學生的技巧。管教學生的技巧。

小二同學學習整理書包、餐桌禮儀，提升生活自理意識。小二同學學習整理書包、餐桌禮儀，提升生活自理意識。

小一同學透過學習綁鞋帶、穿衣小一同學透過學習綁鞋帶、穿衣
等技巧，提高自我照顧的能力。等技巧，提高自我照顧的能力。

學生經歷兩年的合作，增添了默契，學生經歷兩年的合作，增添了默契，
能夠為大家互相打氣及支持。能夠為大家互相打氣及支持。自己烹調的食物，當然特別美味啦！自己烹調的食物，當然特別美味啦！

學生們探訪獨居長者們，盡顯愛心。學生們探訪獨居長者們，盡顯愛心。 由購買、處理食材，到烹調，都讓學生學習到如何溝通及合作。由購買、處理食材，到烹調，都讓學生學習到如何溝通及合作。

同學一同戴上自製眼鏡，提示自己同學一同戴上自製眼鏡，提示自己
以正面去面對生命。以正面去面對生命。



家家長長教教 會會師師
家長教師會已踏入第二十屆，

並於2019年10月舉行會員大會，

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當晚大會

為家長安排了兩個講座，包括

由中文科主任與家長分享中文

科學習及應試策略，另一個是

由楊英偉先生主持的正向親子

講座。當天中西區家教會聯會會

長丁柏希先生及聯會嘉賓也有出

席，楊英偉先生演講風趣幽默，更

經常與家長互動，場面非常熱鬧。

會會員員 會會大大

敬敬師師日日

樂也融融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1919聖誕崇拜當天，家長代表為老師們送上敬意。聖誕崇拜當天，家長代表為老師們送上敬意。

楊英偉先生主持的「正向親子講座」。楊英偉先生主持的「正向親子講座」。

「中文科溫習策略」講座，「中文科溫習策略」講座，
由孔雪瑩老師及謝詠琪老師由孔雪瑩老師及謝詠琪老師
向家長們分享學習心得。向家長們分享學習心得。

家教會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委員。家教會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委員。



你的成就你的成就				我的驕傲我的驕傲

2020

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季軍 3A 李宏澤

Australian	Open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2019

Nippers Boy 10th place 2B 黎樂琛

Nippers Girl 4th place 2C 曾曦之

Nippers Girl Champion 1st place 4C 梁心榆

Checker	inline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
速度單線滾軸溜冰公開賽

Race:elementary girls group 2 125M position:6 2A 黃慧翹

Race:elementary girls group 2 250M position:7

第7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團體優異獎 男乙 5A 曾珞 5B 吳曜宏 5C 徐皓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詩詞獨誦

冠軍 2A 黃慧翹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男甲比賽

男甲殿軍 6B 江君白 6C 李宏峻 5B 潘啟晞 5B 陳贊宇 
5B 陳文謙

傑出運動員 6B 江君白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男乙比賽

男乙優異 3A 李宏澤 4C 陳柏睿 4C 江君皓 5A 游肇熙 
5C 張峻耀

聖類斯中學乒乓球友誼邀請賽

亞軍 4C 陳柏睿 4C 江君皓 5A 游肇熙 5C 張峻耀 
6B 江君白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豎琴組金獎 3A 陳凱澄

2020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團體基礎長拳冠軍 4A 林靖攸 4B 李卓嵐 4B 黃兆楠 4B 陳心弦 
5A 梁鎧潼 5C 陳見旭 5C 吳宥聰 6B 陳俊安

個人基礎長拳冠軍 4A 林靖攸

個人五步拳冠軍 5C 吳宥聰

個人初級劍術冠軍 6B 陳俊安

交通安全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 5C 魯芓遜

第二十三屆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C 黃澄峰 6B 陳心意

銅獎 6B 麥業勤 6A 溫昊正 6B 陳延匯

「我們愛．	孩子樂」封面設計比賽

初小組 亞軍 2A 黃慧翹

初小組 季軍 3C 張以汐

高小組 冠軍 5C 林衍榛

高小組 亞軍 4A 黃讚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