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基提倡「越高分 悅
Go Fun」，不只期望學生在學
業上表現卓越，更要能超越分數，享

受學習的樂趣，持續發展良好的態度和技

能，包括九種共通能力的應用和十項價值觀的

體現，能快樂成長，盡情發揮潛能，愉悅地追求夢想。

 為能具體呈現全人發展的理念，我們以校名「Y T K H」闡釋學校在「學術」、「體藝」、「品
格」、「樂活」四方面對學生的期許和發展方向，包括 Y – Yes to the Future  T – Talent to 
Show  K – Kind to the World  H – Happy to Grow，配合有系統的正規課程及豐富多元的
增潤活動，在不同領域上栽培孩子，開闊他們的眼界，並鼓勵學生掌握和熟練 4A 學習原則
（Aim, Act, Adjust, Apply），幫助他們成為「愛己愛人 盡展潛能」的終生學習者。

 如果有人問：「這四個範疇中，哪一項最重要呢？」我會分享以下一則令我印象深刻的報導：有一位數學
家將數字 1-26 代入英文字母 A-Z，然後按這規律，將一些英文詞語中字母的數值相加，例如 A=1，B=2，
如此類推，得出了有趣的結果。他發現，KNOWLEDGE 這個字的綜合值 =96%，HARDWORK=98%，
ABILITY=78%，MONEY=72%......原來，知識、勤奮、能力、財富等等我們認為很重要的東西，在這個特別
的計算方法下，並未得到令人嚮往的滿分！後來，他終於發現有兩個字能符合期望的，就是 ‘ATTITUDE’和 
‘DISCIPLINE’！原來這兩個字的數值都正好是 100分啊！  

 是的，良好的態度和自律精神，能幫助我們學習得更快、進步更大。當我們願意謙虛求
問、謹慎求真、積極求進，把上帝所賜的各樣恩賜用得其所，神就會將所需要的供應加添，
讓我們得着滿足！

 最重要的，是數學家發現有一組字，數值竟剛好能超越 100 的，就是  ` LOVE OF GOD´！這組字的總
數值是 101% 啊！多奇妙呢！我們應當努力在「學術」、「體藝」、「品格」、「樂活」各方面成長，並切實追求
上帝，因祂是一切智慧和福氣的源頭，神的愛能幫助我們超越限制，發揮得更好！正如馬太福音 6:33 的教
導：「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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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學生抱持好奇心去追求知識，
不斷向前奮進，實在有賴專業的教師團

隊。本年度的學習目標是「愛己愛人，

進展潛能」，我們期望學生能⋯⋯

Yes to the Future（勤學求真）
 學校致力建立卓越的專業團隊，通過老師的專業知識和教學技巧，幫助學生獲得理想的學習果效。學生通過

不同的學習平台和活動，持續發展自學能力和態度，不斷對世界抱持好奇心，並能樂觀積極地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各位同學，老師期望你們能學懂愛自己，

認識、接納自己的強項。而且把握學習機會，

好好裝備自己，並藉參加活動和服務發掘自己

的長處，盡展潛能。

 為了讓學生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中，建構自主學習能力，並
提升學習興趣，本校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成立「多元智能自學

中心」。「自學中心」已於九月份啟用，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在

這個嶄新的設施中，體驗自主學習的樂趣。

多元智能自學中心

學生通過互動電子屏幕學習

學生努力編程，讓無人機起飛

學生用平板電腦進行數學科
的自學活動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自主學習，
享受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學生在多元智能自學中心進行各式各樣的
自學活動，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看誰的機械人最快完成解難任務吧！

2



閱讀King or Queen

  Since October last year, students have been playing 
English recess games to win prizes.  Students are given a 
game sheet that they must finish at recess and put into a 
box in the hallway.  After two weeks, Mr. Morgan counts 
all the responses and announces the class that has the 
highest participation rate in each level.
  These games such as crossword and word 
search puzzles are very popular in both lower and 
upper primary levels.  As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winning class can get a prize, they are 
motivated to help their classmates solve the riddles.  
Students are very excited to earn more points to 
win the challenge and always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one. 

Students put the game 
sheet into a box

Let’s play the game!

  This academic year, we are once again launching 
the Raz-Kids reading scheme. Students are able to 
access e-books at their reading level to help improve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on. Participation has been high 
so far, with thousands of books read and thousands of 
quizzes taken.  Each month, we award the outstanding 
reader in each level.  The student who reads the most 
books receives a certificate from the school.
  Moreover, students are able to move up and 
unlock more difficult books.  When students finish listening, reading and 
completing every quiz of each book at their level, they can progress to the 
next reading level.  We hope that we see a leap in reading ability among our 
students.  The more you read, the more you can learn ! 

We receive certificates!

English Passport

Raz-Kids Challenge

閱讀King和閱讀Queen

校長為閱讀Queen加冕！

閱讀King坐上了皇者寶座 閱讀Queen坐上了皇者寶座

校長恭喜6E班
吳梓灝獲得
閱謓King
殊榮！

 為使學生持續發展他們的自學能力，圖書組推行 「閱讀 King or 
Queen」活動，鼓勵學生在假期裏多閱讀，以提升他們閱讀的興趣及能力。

 學生在此活動中，由「平民」身分開始，待閱讀指定數目
的圖書後，獲取「王者能量」，進升至「侍衛」、「騎士」、「伯

爵」等級別。最後獲得最多「王者能量」的學生便成為「閱

讀國王」Reading King或「閱
讀女王」Reading Queen。

 你們看，勇於
接受挑戰的閱讀

King 和 閱 讀 
Queen 拿着權
杖，笑得多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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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to Show（盡展潛能）
 學生的天賦乃無窮無盡，因此，學校致力通過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讓他們發揮潛能，拓闊視野。

 學校參與了康樂文化事務署及「偶友街作」劇團合辦的小木偶
「愛」歷險戲偶實踐計劃，活動包括校內導賞演出及於多元智能

課進行的「小木偶劇場」。導師以互動及有趣的教學模式，教授學

生不同的戲偶操控和製作木偶的技巧。而且，學生更有機會參與

集體創作和編寫劇本，以及於校內進行演出呢！這個計劃有助學

生利用木偶發揮創意，引發他們對「歷險和未知」的想法，並從

表演中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團隊合作精神。

 另外，Rolling Books及SENsitive Clowns到
校進行「遙遠星球的孩子」小丑故事劇場表

演，讓學生學會欣賞他人，也要欣賞自己。

學生們認真地創作

小丑先生和小王子與我們合照

表演劇場十分精彩

「影子偶」工作坊

「開口偶」工作坊

小木偶「愛」歷險戲偶實踐計劃及
「遙遠星球的孩子」小丑故事劇場

學生參與影子木偶互動表演

動動手，製作屬於自己
獨一無二的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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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是全校運動日，
當日透過不同的體育運動，培養

學生積極健康的生活模式。今年度

的活動非常豐富，包括軟棒球、柔

力球、旋風球、軟式曲棍球、圓網

球、瑜伽、劍球、體適能測試等。

當天，學生們都積極學習各種運

動，體驗運動的樂趣。

圓網球 家長們替我們做捲腹測試

我們在課室內學習瑜伽

學生們認真地學習旋風球

全校運動日

軟式曲棍球

我們初次接觸柔力球，真不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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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六年級學生對區
內、區外中學的認識，學校

於 11 月份舉行四次「校本
中學巡禮」，邀請十六所中學

的校長和老師到校進行學校

簡介。學生透過參加「校本

中學巡禮」，增加對中學的課

程編排、活動安排及收生要

求的瞭解，儘早為升中做好

預備，發揮自己的潛能。

學生認真記錄講座的要點，
為升中作最好的準備

校本中學巡禮

聖言中學校長與我們合照

寧波第二中學校長和老師與我們合照

校長感謝堅樂中學到校介紹

聖潔靈女子中學副校長和老師與我們合照

五邑司徒浩中學校長與我們合照

學生認真地記下升中要點

寧波第二中學到校為我們介紹

學生專心聆聽中學校長的分享

 本校在上學期邀請了劇
團「7A 班戲劇組」到校演
出《廉頗藺相如列傳》話劇，

讓學生寓學習於娛樂。演員

生動有趣的演繹方式，使學

生認識了「完璧歸趙」和「澠

池之會」的故事，以及理解

文言文中的字詞。

 是次話劇欣賞不但提升
了學生對學習中華文學文化

作品的興趣，更引發了他們

的自學能力，於課後借閱相

關的圖書進行延伸學習呢！

「廉頗藺相如列傳」劇場

學生都非常喜歡是次劇場

演員穿上古裝，扮相維妙維肖 演員聲情並茂，動作有趣，
同學更投入其中

表演以互動教育
劇場形式進行，
學生既是觀眾又
是演員，是難得
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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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to the World（愛己愛人）

 學生接觸資訊科技日增，為免墮入網絡的陷阱，在 10
月 27 日，學校邀請了香港遊樂場協會的社工到校分享有關
網絡安全的訊息，讓學生建立健康上網和尊重別人的態度。

「逃出『網』陣」講座

 「發揮非以役人、乃
役於人的精神」是領袖生

的誓詞，亦是領袖生的服

務宗旨。宣誓後，領袖生

在校長、老師及同學的見

證下，承諾謹守崗位，盡

心盡力。期望領袖生能在

服務中學會待人接物和解

難能力，做到助人自助及

愛己及人。

 每一年，領袖生會透過不同
形式的活動進行培訓。他們在

暑假參與見習領袖生訓練日

營，當中部分領袖生更在聖

誕節假期期間參加精英領袖

生日營。他們都認真投入訓

練，充分發揮所長。除自信心

及解難能力獲得提升外，更認

識到作為領袖生應具備

的素質，為日後成為隊

伍中領袖作好準備。

 訓育組在 11
月 3日邀請了東九
龍交通部道路安全

組警長到校為三年

級學生講解道路安

全的信息。

 在 11 月 10 日，觀塘警
區學校聯絡主任到校分別為

四、五年級舉行「慎言慎行」

講座，讓他們認識欺凌行為

的定義及影響，學習處理面

對欺凌問題的技巧及方法，

實行「愛己及人」的精神。

領袖生培訓

校長為領袖生進行監誓

領袖生隊長帶領各隊員
宣誓，為學校盡心服務

領袖生挑戰「明日環」成功！

隊員奮勇一跳，為團隊
躍出第一步

領袖生宣誓

學生學習反欺凌的信息

 本年度學校參與了教育局舉辦的「學生大使—積極

人生」計劃，老師甄選四、五年級學生成為學生大使進行

培訓，以助其建立積極人生觀、關懷及愛惜生命的精神，

從而強化抗逆力。

交通道路安全講座 「慎言慎行」講座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

 為了培養全人教育，學生除了認識課本知識外，也同時學習做「人」的重要。學校持續籌劃各項培育及
正向活動，讓學生在充滿「愛」、「關懷」和「尊重」的學習環境下，建立推己及人的精神，使之成為「敬愛神、

正愛己、誠愛人」的人。

精英領袖游繩而下，無所畏懼

學生大使歡迎同學回校，建立正向校園生活

警長講解道路安全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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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有 18 位 Captain Green( 環保大使 ) 為學校環境
保護活動出一分力。平日他們在課室內推動減塑、節能，實

踐綠色生活，身體

力行支持珍惜地球

資源。另外，本年

度學校與「齊惜福」

合作舉辦種植工作

坊，在校園小耕地

種植芥蘭和羅馬生

菜，他們學習把廚

餘發酵製成環保肥

料，實行自給自足

的精神。

 在 11 月 26 日，本校的《基本法》學生校園大
使參加了教育局所舉辦的香港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

旅。這次活動讓學生認識到國家透過大熊貓的「就地」

保育，設立保護區，增加大熊貓的數量，由「瀕危」

下調為「易危」級別。

 學生在園區內看到那些可愛的動物，真不希望失
去牠們，所以下定決心要努力實踐環保生

活，做地球的小管家。

Captain Green把廚餘放入廚餘機製造肥料

學生們專心聽農夫先生的講解

所種的芥蘭終於可以收成了

種籽放進已施肥的泥土中

人類不斷耗用森林資源，令小熊貓
失去棲息地，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
這種瀕危絕種的小動物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戶外考察活動－
香港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大熊貓：「你們想和
我一起吃竹葉嗎？」

環保活動

我們要多關愛身邊的人，彼此相愛

 本年度全校學生一同參與「關愛小
天使」活動，讓學生們在充滿「愛」的

環境，以行動去關愛身邊的人，藉此培

養他們推己及人和愛與關懷的精神。

我們在「冰極天地」觀看企鵝
及其他海洋生物

「關愛小天使」活動

在陽光的照耀下，我們的
農作物茁壯成長我們在製作果皮酵素

我們種的蔬菜終於可以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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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迎接聖誕節的到來，
學校進行了「佈置聖誕樹活

動」。一、二年級學生在禮

堂內投入地參與活動，在歡

樂的氣氛下一同頌唱詩歌和

認識耶穌基督為我們降生的

大喜訊息。每位學生臉上都

洋溢着喜樂的笑容！

學生同唱聖誕詩歌，迎接聖誕節的到來家長代表和我們一同佈置聖誕樹

校慶日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本校於 1 月 6 日是學校校慶的
大日子。當天和煦的陽光照耀着學校，校舍四周的植物生

機盎然，彷彿也為學校慶祝生辰。

 校慶當天，全校師生於禮堂進行了簡單而莊嚴的校慶
感恩崇拜。我們藉此將讚美歸予上主，感謝主帶領着油塘基

顯小學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典禮以優美的詩篇揭開

序幕，接着由車牧師講道，提醒學生要好好愛護學校，並要心懷

感恩。最後，在悠揚的歌聲

下，為崇拜畫下了完美的句號。

 感謝主親自建立油塘基顯
小學，並看顧保守這裏的每一

位學生，讓他們在主愛裏成

長。願一切榮耀歸與我們在天

上的父！

 學校是讓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的大家庭，希望藉着節日的崇拜
及分享，讓學生在充滿「感恩」、「愛」及「喜樂」的環境下成長，

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和良好的品格，做個榮神益人的好孩子。

Happy to Grow（喜樂人生）

我們為聖誕樹添上色彩
我們與聖誕樹合影

學生們正在參與校庱日崇拜

老師和學生到台上
佈置聖誕樹

佈置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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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是分享愛的節日，教區福
音使團 E-mission 到校跟學生分享
耶穌為我們降生的大喜訊息。使團們

帶領學生頌唱詩歌，一起感受歌詞，

認識耶穌是聖誕節的主角。願我們仿

傚主耶穌，時刻跟身邊的人士分享愛

和喜樂。

使團們帶領學生在歡欣的
氣氛下投入地頌唱詩歌

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福音使團分享會

低年級歌詠組頌唱聖誕歌曲

聖誕音樂會
 在低年級歌詠組及熱愛音樂的學生的帶領下，讓大

家一同走進聖誕音樂世界，慶賀耶穌的降生。

 當天，學生以鋼琴和木片琴為低年級歌詠組伴奏，
更有 Beatbox 演出。觀眾反應熱烈，沉醉於同學的演
出，並滿心期待下一次的音樂會呢！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節日，是基督徒慶祝耶穌基督
降生的日子。在 12 月 17 日，學生在學校參與崇拜，
一同敬拜上帝。車品豪牧師教導我們，耶穌是我們的好

朋友，大家可以在

祈禱中經歷上帝的

真實和慈愛。願每

個學生視耶穌為好

朋友，跟祂建立親

密的關係，做個榮

神益人的好孩子。

聖誕節崇拜

來聽聽
Beatbox吧！

聖誕音樂會即將開始

學生正在參與聖誕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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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段考試的前
一週，輔導組透過「釋

放正能量」活動，教學

生做一些簡易的伸展動

作、鬆弛練習。目的是

融滙正向的訊息，希望

學生在考試前，掌握一

些自助減壓的方法。

釋放正能量

家校聊天室
 為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

通，本年度繼續推行各年級的「家校聊

天室」，藉此讓家長互相分享孩子的成

長需要及交流心得，共同為孩子身心靈

健康作出努力。

基督顯光堂介紹
 基督顯光堂於 2010 年成立，在油
塘區肩負牧養及傳福音的使命。

 每逢星期日會進行主日崇拜。同一
時間會有兒童主日學，導師會教導聖經

知識，跟小朋友玩遊戲和做手工等。

 除此之外，基督顯光堂還會在星期
六有學生團契，適合中學生參加；此

外，還舉辦家長團契和家長興趣班，家

長可以透過活動互相鼓勵和分享信仰。

 除了恆常的聚會外，基督顯光堂也
會為油塘基顯的學生舉行不定期的活

動，例如暑期聖經班、復活節日營等，

讓學生們學習聖經知識和認識福音。 

歡迎家長和學生參加！

我們一起做伸展動怍，放鬆心情 學生在操場參與釋放正能量活動

鼓勵學生動起來，一同釋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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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家長執委 教師執委

顧 問 --- 蘇詠思校長

主 席 何淑嫻女士 ---

副主席 曾寶盈女士 劉可欣副校長

秘 書 --- 袁小燕主任

司 庫 洪佩寶女士 陳燕萍主任

活動、

總務及聯絡

李淑儀女士 邱秋茹女士 郭頴怡女士
曾寶盈女士 鄭芷苓女士 歐麗斯女士

袁詠琪姑娘 李珮雯老師 陳芷筠老師
萬啟賢老師 陳彥琼老師

 本校家長教師會旨在加強家校合作，幫助學生茁壯成長。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11 月 12 日以線上形式
順利舉行，當天經互選形式選出家長執委，各執委職位安排如下：

家長教師會

 學校一直積極推動
家長親職教育，幫助家

長以正確及有效的方法

培育子女，促進良好的

親子關係。本年度「家

長學堂」推出一系列課

堂供家長選擇參與。凡

出席講座達指定次數的

家長，將獲發 2021 年
度「家長親職教育證書」。

家長親職教育講座

上學期親職教育講座如下：

 為幫助家長了解孩子的情意需要，包括
人際社交、自我形象、情緒管理等，本校邀

請教育心理學家沈李以慧博士於 10月 30日
早上進行網上直播。沈李博士運用電影的角

色和情節，向家長講解正確的聆聽和溝通方

法，引導孩子反思，增進親子關係。

教育心理學家沈李以慧博士到校舉行家長講座

「成為自己孩子
的心理學家」
家長工作坊

感謝家長參加校董選舉
並一同見證投票結果

衷心感謝家長義工在全校運動日的協助

日期 專題講座

1
2021 年 10月

孩子的情緒調控

2 成為自己孩子的心理學家

3 2021 年 11月 認識「網絡文化」

4 2021 年 12月 「天若有晴」正向管教

5
2022 年 1月

生命教育：「看一場好戲」

6
理財天地：如何培養子女

正確理財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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