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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道新葉 2020年7月
第二十八期

本年度，學校繼續透過正規課程及課外活動，啟發學生對科學探究、工程機械及電腦編程的興趣及好奇心，豐
富學生對STEM的認知和認識；也積極引入新的學習元素，例如，增設無人機興趣小組、引入fischertechnik模組和積
木，並在低年級加入科學探究的課堂活動，擴闊學生對STEM的視野和體驗。

 校訊

STEM 學習樂繽紛

常 科識 電 科腦—科學探究

無人機 小小發明家

—編程學習

用震動讓水起舞 觀察快速的結晶

編寫程式及不斷改良

進行m B o t 測試

吹箭筒的秘密

學生定期參與校內培訓及練習

學生認真學習fischertechnik
模組和積木

運用micro:bit 完成任務
學生代表在《學與教博覽2019》展示

和介紹他們的模型設計部分組員獲選參加室內小型競速耐力賽

興 小趣 組
開 日放

透過小遊戲學習磁鐵的特性

1



境 外 學 習增 見聞

本校六位同學於二O一九年六月廿二至七月一日參加由區會舉辦的英國遊學團。同學們不單能夠在當地小學及語文

學習中心上課，更有機會參觀牛津及倫敦著名的景點，全方位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及風土人情。以下是他們的分享：

2018-2019 英國遊學團

陳雋傑：The food in 

England is much better 

than Hong Kong. After 

this ten-day study tour, 

I  can speak Engl ish 

quicker and smoother.

譚卓恩：People in England 

are very nice, friendly and 

enthusiasm. After this ten-

day study tour, my English 

speaking is more fluent. I 

learnt we can make more 

friends by being more polite 

and initiative.

麥睿謙：Teachers, students and 
people are friendly and disciplined. 
S t u n d e n t s  t h e r e  a r e  v e r y 
enthusiasm too. After this ten days 
tour,my English is better and l learn 
more about UK history.

羅祟熙：In this ten-days 
London study tour, I can 
learn a lot of speaking skills 
and I discovered that the 
local schools in England are 
fun and interesting.

黎泉夆：In this England study tour. 
My buddies and I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ll the times and we 
improved a lot! Besides, the 
schools, the sightseeing spots 
and everywhere we visited made 
us understand England’s culture 
better.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tour really broadened my horizons 
and it is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in my life!   

梁鈞婷：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buildings in UK that 
it was an eye-opening trip. I 
had a surprised birthday in 
this journey. I also learnt many 
British cultures. I hope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UK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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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本校於2019年12月17日舉辦了「澳門遊學團」，安排小五學生到澳門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以

及科技發展。是次行程參觀了大三巴、議事亭前地、東望洋燈塔、盧廉若公園及澳門科學館。學生在行程中表現投入，

在澳門科學館中更親身體驗了多項趣味科學遊戲。

小 五 澳 門 遊 學 團

大三巴

東望洋燈塔

體驗科學遊戲

盧廉若公園

品嚐當地葡國菜

科學館門前合照

3



小 一 跨 課程 學習

小 二 跨 學科

「上學去」是小一同學的第一個跨學科主題式學習活動，目的是透過校本課程設計讓

他們認識學校的環境，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愛護校園及尊敬各成員的態度。學習活

動包括校內參觀、訪問教職員、考察油麻地社區等。

在家長義工和老師陪同下，同學們圍繞油麻地走

一圈，認識區內不同的設施和地標。

透過安排同學們訪問老師、教學助理及工友，幫助他

們認識不同的教職員，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

上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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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欣 賞作

—動植物的生長

2B和2C同學都很驚訝啊！到底他們
正在看甚麼動物呢？

2A同學在觀察自己親手

栽種的植物。

小休時間，當然要品嚐小食！
溫室裏的植物真美麗！

4

上學期小二跨學科活動的主題是「動植物的生長」。本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童話故事續寫、以英文描寫

動物、製作寵物紙雕和栽種植物等，讓學生認識動植物的特點、生長過程和基本需要。透過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學

生能親身接觸大自然的動植物；通過實際的觀察，加深學生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同時亦能培養他們愛護動植物的態

度。當天，同學們都很用心去將動植物的特點用紙筆記下。他們除了喜歡觀察小動物的一舉一動，還很喜歡和同學們

在兒童遊樂場暢玩一番！



Hip hip hooray. Happy Birthday Grandma. We made this cake for you! We also ate it for you.

 Live, Learn, Laugh 
- Inside and Outside Our English Class

Hip hip hooray. Happy Birthday Grandma. We made this cake for you! We also ate it for you.Hip hip hooray. Happy Birthday Grandma. We made this cake for you! We also ate it for you.

Sugar and spice and all things 
nice. Adding ingredients to our 

yummy cake.
A messy classroom means happy 

students.This class must be having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cutting, pasting, and 
creating.

Abrakadabra! P1 students fascinated 

by the STEAM experiments in Little 

Explorers.Maybe we should rename 
the class ‘Little Einsteins’.

Integrating IT and real-world skills with 

their process writing during a PLP-

RIW writing class. Application is the 
‘key’ to learning.

Using AR technology to literally bring their 

artwork to life. It’s so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use and apply what they learn in life.

English ambassadors bringing new life to the school literally. The students plant the seeds and repot the plant for our little school garden.

Safely nestled in the English Room so 
the rain and birds don’t kill our hard work.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see students of all 
ages taking an interest in the natural world 

and helping the seedlings grow strong.

All smiles full of pride after making their festive 

sandwich. Straight after the photo the smiling 
turned into chewing.

Exploring how rain is made using food 

colouring and shaving foam. Safe to say this 
wet their appetite. 

nice. Adding ingredients to our nice. Adding ingredients to our nice. Adding ingredients to our 
yummy cake.yummy cake.

When cooking turns into art. Students 
assembling their reindeer sandwich during 

Little Explorer’s Christmas class.

Creating clouds in a jar during another STEAM 
experiment. The students were mys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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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圖書館系統

今 年 更 換 了 圖 書 館 系 統

eLibraryPlus，新增了還書提示及過期

通知的功能，訊息會直接傳送至家長手

機，提醒同學依時還書。

綜合課期間，四至六年級同學運用這些圖書掌握閱讀

策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低年級同學在圖書館盡情地享受閱讀時間。

停課期間，老師提供不少閱讀資源，加上每月發放

的教育城電子圖書，讓同學可以透過瀏覽不同網站進行

閱讀，更可以用文字或聲音分享讀後感。學生可以繼續

以不同形式進行自學，這是真正的「閱讀停不了」。

「悅讀樂」擴展至
四至六年級

一至三年級也可以
「休閒閱讀樂」

「停課不停學
閱讀停不了」
「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學

瞳心粵語故事

安徒生會Hans Anderson Club

兒童文化館

齊來講故事 圖書分享 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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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宗教早會透過認識神的創造及舊約中部份聖經人物的經歷，引導孩子明白天父的慈愛與信實，並願意跟

從神，建立討神喜悅的生命。

宗教周以「我是主的羊」為題，使學生認識主耶穌就像牧羊人一樣照顧和愛護我們，耶穌愛我們，甚至為我們捨

棄生命。

秋 季 大 旅 行

獅獅獅獅獅獅獅獅獅子子子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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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團 契
今年團契以「天父Superkid」為

主題，透過聖經的教導，學習做一

個與人和睦的Superkid, 並明白天父

的愛。因為天父的愛，我們懂得愛

其他人。

本校基督少年軍為212分隊，分為幼級組(P1-3)及初級組(P4-

6)。在隔周的集隊中，隊員會恆常地進行靈修和步操，亦會學習不

同的技能。幼級組會學習簡單的運動、手工和小食製作等技能，而

初級組隊員則學習扎營、跳舞等技能。

今年1月3日是本校分隊一年一度的立願禮。立願禮是一個讓隊

員反省自己和向上帝立志的機會，並邀請家長見證隊員的成長。當

日，隊員在眾人面前高喊「我願意」，立志成為主耶穌的精兵。

盼望透過各種不同的活動、靈修和步操，讓隊員從小便建立正

面思想，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期望他們

能各展所長，互助互讓。

制 服 團 隊

立願禮上，隊員、家長們共聚一堂，十分熱鬧。 

 初級組的隊員在立願時顯得格外精神。

隊員們興奮地玩自己的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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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 字少 年 團

本校紅十字少年團JU 52的團員，包括四至六年級的學生，以保護生命和健康、熱心服務社群及實踐人道精神為

己任，於校園內宣揚紅十字精神。

透過進階式活動模式及服務，讓團員發揮「互助」的精神，認識急救、防火、健康與衛生及步操等知識。

本校繼續獲教育局撥款，與循道衛理中心合作，為四至六年級同

學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透過一系列的歷奇活動、輔助小組、生

活營及義工服務活動等，提升學生的效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以增

強他們抵抗逆境的能力。同時，本計劃亦會安排一些家長工作坊及親

子活動，讓家長一起參與，共同輔助孩子成長。

紅絲帶日 聖誕聯歡會 急救訓練

活動花絮

「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活動花絮

個人 成長 衝 天 飛

驕陽伴成長     

         逆風齊飛翔

輔助課程 強化小組

啟動禮

強化小組
小組活動

校內服務

校內服務

小組活動

戶外服務

戶外服務

營宿活動
強化小組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課 外 活 動 多 姿采

綜合課活動多姿采

興趣小組

對奕樂

體育康體活動 班際競技（閃避球）

數學遊戲鬥一番 《快樂方程式》講座

班際集體遊戲

本校與機構合辦興趣小組，增加了多項活動，以配合不同年級的需要。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學生能提升協

作及溝通能力。

日式和諧粉彩

 搖搖樂

 小手藝創作

非洲鼓

小結他 

趣味多國語言

 HipHop

香港遊踪

STEM工作坊 

趣味珠心算

排排舞

陶笛

扭汽球及小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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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學 藝 班
本校在課餘時間開辦了超過三十多項學藝班，供學生自由報名參加，讓他們有機會培養興趣，發展個人潛能。

本校於21/9/2019（六）舉行了學校開放日。當天以「主恩基道五十載」為主題，舉辦了各個學科知識的攤位遊

戲，另特設有中、英、數、視、音、電的體驗課，讓區內幼稚園學生體驗於小學上課的生活。當天本區學生及家長

踴躍出席，相信能讓他們對本校有更深的認識。

網球班 西洋畫班

奧數精英培訓班 朗誦培訓坊

網球班

劍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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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台上用牧童笛跟專業樂師一同演奏《樂韻播萬千》，很感動啊！

我的蒙娜麗莎微笑 自承式拱橋

「尋找達文西完
美人體」測試裝

置

《最後的晚餐》虛擬實境體驗 展覽導賞

6/12/2019  全校同學參加

了由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

組為我校舉行的到校音樂會

《樂韻播萬千》。

2020年1月
17日

奧海城商場

音 樂 科 活 動

3/10/2019  30
名小六學生

參加了由香港八
和會館在油

麻地戲院舉辦的
粵劇藝術及

品德情意教育工
作坊。

29/11/2019  小一至小三同

學到荃灣大會堂參加賽馬會

音樂密碼教育計劃學校專場

音樂會。

同學們被邀請上台學習粵劇演員的身段，即身體表演，
如：手勢、臺步、走位、關目和做手等。

同學們第一次參與在大會堂舉行的音樂會，好不緊張呢！

台下同學們一邊熱烈地回答問

題，一邊看樂師的現場演奏，

十分精彩。

「想．像達文西500週年紀念展」導賞活動

自承式拱橋

「尋找達文西完
美人體」測試裝

置

「想．像達文西」降落傘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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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
牧童笛 小結他

18 -
1 9教育營

18 -
19學藝匯演

2019年6月4至6日的教育營主題是「復和者聯盟」，期望學生反思彼此之間的嫌隙，通過信仰重新建立關係。透

過三天的不同活動，包括主題分享、分組時間、自由活動及集體遊戲，學生之間彼此欣賞、互相包容及互相服侍，

建立更深厚的友誼。

本校於18-19年度試後活動安排了學藝匯演，表演項目包括：跆拳、牧童笛、小結他、中文舞台劇、中國

舞、聖經朗誦、手鐘、手鈴、英詩集誦和歌詠。藉此讓學生盡展才藝，發揮潛能，讓全校師生及家長觀賞學生

才藝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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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舞台劇

英詩集誦中國舞

手鐘

歌詠

歌詠

手鈴

中國舞 中國舞 中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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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創佳績

本校學生於本年度參加校際比賽，表現優異，盡顯才華。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粵語獨誦冠軍：5A譚嘉琪

                     (獲聖經公
會圖書獎)

粵語獨誦亞軍：3A何梓晴
、3C鍾詠詩、

                     4A潘曉琳
、5A魏樂盈、

                     6B林志輝
(兩個項目)

粵語獨誦季軍：3A鄧心茹
(兩個項目)、

                     4A潘曉琳

榮譽獎狀1張、優良獎狀37
張、良好獎狀20張 

跆拳道比賽
女童色帶組亞軍：4A李可兒
搏擊組冠軍：5C 許嘉煜

2019國慶盃圍棋賽、香港圍棋大賽2019、
第二屆楊士海盃全港學界圍棋大賽

B組冠軍：5A陳梓明

段位組亞軍：5A陳梓明

高小組第四名：5A陳梓明

第九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
小學四年級組優異獎：4A莫偉邦小學五年級組優異獎：5A陳梓明

傑志盃全港小學校際5人
足球比賽

爭先組冠軍：

4A李信恒、4A溫栢鴻、
5C李昱希、6A何培達、

6A吳衍霖、

6B 韓宗明、6C張曦傲、
6C洪國康、6A周啟爍燃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獎：5A王寶賢、6A劉馨祺

油尖旺區小狀元獎勵計劃

嘉許獎：4A黃芷彤、5A盧希
晴、6A曾冠豪

成績進步獎：6B 陳進祿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第九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

傑志盃全港小學校際5人
足球比賽

油尖旺區小狀元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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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4年級組速度賽季軍：4A李可兒
 

女子小學高級帶4年級組套拳賽亞軍：4A李可兒
 

女子小學初級帶4年級組速度賽亞軍：4A庾洛橦
 

女子小學初級帶4年級組正拳賽冠軍：4A庾洛橦
 

女子小學初級帶3年級組正拳賽亞軍：3C吳心柔
 

男子小學高級帶5年級組速度賽季軍：5C馬頌然
、亞軍：5A梁鍇源 

男子小學高級帶5年級組套拳賽亞軍：5C馬頌然
 

男子小學高級帶4年級組速度賽季軍：4C余宇浚
 

男子小學高級帶4年級組套拳賽冠軍：4C余宇浚
 

男子小學高級帶3年級組速度賽冠軍：3C馬頌庭
 

男子小學高級帶3年級組套拳賽冠軍：3C馬頌庭

男子小學初級帶3年級組速度賽冠軍：3A柏智堯
 

男子小學初級帶3年級組正拳賽冠軍：3A柏智堯
、3A陳正智、季軍：3C梁梓灃 

男子小學初級帶2年級組速度賽冠軍：2B梁鍇樂
、2B李諾謙、

                                         季軍：2C衛俊熹
、2C鍾知為 

男子小學初級帶2年級組正拳賽季軍：2B梁鍇樂
、2B李諾謙、2C鍾知為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200米第八名：6B韓宗明 
男子甲組400米第五名：6A周啟爍然

18-19小作家培訓
計劃

畢業証書：6A鄒靖
軒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4A李信恒、4A溫栢鴻、5B Thaiba Neon Man、
5C李昱希、5C鄒岸康、

5C龍子楓、6A陳雋傑、6A何培達、6A周啟爍燃
、6A吳衍霖、

6B韓宗明、6B鄧振昇、6C張曦傲、6C洪國康、
6C陳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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