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am Miss  Leung 
Kwai Ying.  I am glad to 
be one of the members 
of  S.K.H.  Yautong Kei 
Hin Primary School. This 

academic year,  I am the 
class teacher of Class 4E. I 

am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the students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I am the 
English teacher of Class 4A as well. Besides, I am 
the Visual Art teacher of Class 3A and Class 3D.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It makes 
me relaxed.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with my 
family. I like buying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I like 
eating very much.

Leung Kwai Ying

校長的話

    我是利玉鏵老
師，任教體育科及
數學科。我的興趣
是打籃球、游泳、潛
水和旅遊。我相信每

一位孩子與生俱來便被賜
予不同的個性和能力，並認為他們是獨
特和珍貴。願孩子能依自己的特質去發
揮潛能，活出健康快樂的人生！

利玉鏵老師

林灝堯老師

    我是林灝堯老
師，剛從香港大學
畢業，今年是我第
一年在聖公會油塘基
顯小學任教。我負責
教授三、四年級中文及
普通話科，四年級常識科以及 二 、
三年級電腦科。另外，我也是家長教師
會的教師執委，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是蔡梅茵
老 師 ， 任 教 中
文、常識、視藝
及普通話科。我
十分喜愛閱讀，歡
迎學生們與我分享

他們喜歡的圖書，一起
享受閱讀的樂趣。我十分高興可以加
入油塘基顯這個大家庭，期盼可以與
這裏的孩子一同成長。

蔡梅茵老師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校
S.K.H.Yautong Kei Hin Primary School

    我是4B班的班
主任陳毅釗老師，
任教中文、常識
和普通話，感謝天
父帶我到油基這個
家。我的興趣是打羽
毛球，有機會的話，真想
和學生們切磋一下，分享心得和打球
的樂趣。

陳毅釗老師
    我是陳雋文老
師，任教數學、常
識及音樂科。很高
興今年能加入油塘
基顯這個大家庭。每
次看見學生們精靈的
眼晴及活潑的笑容，使我
感到非常滿足。希望學生們除了在學
業上有所成就，也能擁有一個快樂的
校園生活^^！

陳雋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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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父的帶領與保守，自我調任至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服務已接近大半年。過去在
同工的關顧及努力下，學校各項的工作皆順利推行。細想九月初到任油基，一切都是陌生
的，新的工作環境，新的工作伙伴，家長和學生都是初次認識的，每事的開始對我來說充
滿新鮮感和挑戰。感恩，大家對我友善相待，讓我在恩典與祝福下服侍孩子，使他們均衡
成長，走當行的道。

  現今的世界複雜多變，孩子活在這急速轉動的巨輪下，定力稍遜都會站立不穩，被千
變的誘惑弄得頭暈轉向。究竟甚麼該學，甚麼不應追隨？孩子們的困擾不正是大人們的憂
慮？但願我能與家長及老師們積極按着聖經的教導與提醒，以無比的愛心，恒久的忍耐，
凡事包容及盼望，盡力教養孩童，幫助他們踏實的成長。

  親愛的孩子，希望你們在油塘基顯因着上帝愛你們的關係，常存感恩的心，用自己的好言行，在日常生活
中，彰顯自己的生命。

  各位家長，多謝你們對本校的信任與支持，冀盼我們堅守崗位，在面對困難時大家並肩攜手合作，衝破障
礙，讓孩子們健康平安的發展，成為一個愛己愛人和愛神的有為青年。

油基新成員



    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於10月12及13
日舉行，透過活動讓學生有欣賞大自然的

機會，從中培養保護環境的意識。另一方

面，是次旅行配合了學校本年度的主題「服

事」，期望學生以感恩的心享受神的創造，

多謝身旁照顧自己的人，並珍惜大自然的資

源，實踐綠色生活，因此呼籲學生帶備手

帕，自備健康午餐及環保餐具，以享受「綠

色旅行」。

    此外，一年級親子旅行還舉辦了親子攝
影比賽，拍攝學生服事家長的溫馨鏡頭呢！

一、二年級旅行地點 三、四年級旅行地點 五、六年級旅行地點

烏溪沙青年新村 保良局羅傑承北潭涌度假營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為了使學生有更多接觸福音的機會，每年

學校都會與基督顯光堂合辦不同的活動，例如

節期崇拜、校慶感恩崇拜、福音週、學生團契

等。透過牧師的講道、基督顯光堂同工的詩歌

及見證分享，相信學生們一定獲益良多。

秋季旅行
學校活動

多姿采

靈命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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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多姿采 全方位活動周

教育營、運動會及乘風航

    為積極推動生命教育、擴闊學生課本以外的知識和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

學校於12月14-16日舉辦「全方位活動周」。活動周期間，學生被安排參與不同

性質活動，例如：巧固球、踢鍵、閃避球、棒球、跳繩、寫書法、數學遊踪及

各類的講座等，以增加學生的生活體驗，並引導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讓他們從不同的活動

中探索與學習，培養自主學習、解難及思維能力，

本校特別為學生舉行運動會、教育營（六年級）及

乘風航（五及六年級）。學生透過這些活動，從實

踐中學習，讓他們獲取生活經歷和延伸課堂學習，

以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乘風航
六年級教育營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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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如此美麗的景色，家長和學生們都很興奮。

我們到了充滿江南水鄉氣息的西塘古鎮遊覽。

我們和星瀾小學的學生們愉快地交流學習的心得。

你看！星瀾小學的老師耐心地指導我
們練習書法。

我們到弼王星記扇業有限公司參觀，製扇師傅的
手藝令我們眼界大開。

這是我親手做的扇啊！美麗嗎？

在這次交流之旅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乘坐小船到了西

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觀魚遊覽。那兒空

氣清新，環境優美。最特別之處是小徑上

有一塊石碑寫着「花港觀魚」。那個「魚」

字是清朝康熙皇帝御筆所題，原本的「魚」

字四點應該是代表火，但康熙悲憫魚當在水

中游，不該在火上烤，於是就落筆改為代

表水的三點，象徵「如魚得水」。最

後，我們在牡丹亭拍照後，便依依

不捨地離去。那天真令我難

忘啊！

5A 陳心悅

「欣賞古今面貌

   認識歷史文化」杭州之旅
  本校四十名小五學生在12月12日至16日參加「赤子情  中國心  薪火相
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劃，到上海的西塘古鎮、清河坊、

中國京杭大運河博物館、岳王廟、中國絲綢博物館、白堤、斷橋、宋城及西湖

參觀及遊覽，認識及體驗中國的傳統文代。最後他們還探訪星瀾小學，與該校

師生有良好的交流。

學生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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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州科技館內，學生們探討科技發展對環境的影響。

  為使學生認識更多有關自然生態及環境保育的知
識，並加深他們對祖國的歷史、經濟、文化和地理等方面

的認識，本校分別於4月15，16日及6月17，18日參與由
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   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
劃」，前往廣東省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交流。

　　兩次交流團分別有40位四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參與，
師生們先後到了大鵬古城、惠州西湖、惠東港口海龜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和惠州科技館等地參觀，探討設立自然保護

區對當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並比較粵港兩地所面對的水

質問題及所採取的措施，從而了解科技發展對節約能源和

保護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在短短的兩天行程中，學生不但

增廣見聞，而且對環保的認識更加深了不少。

大家藉參觀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了解
自然保育與愛護物種的重要性。

惠州環保交流之旅

學生們一起探討文物保育對當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

    今天，我參觀了惠州西湖和惠州科技館，認
識了惠州西湖的引清工程的保育工作，亦學會了

科技的確為人類帶來無限的方便。但如果不正確

地使用科技產品，不但不會為我們帶來好處，反

而會帶來壞處，例如長期使用電子產品使眼睛受

損等。我希望下次也能參加交流活動。

4C  李思澄學生心聲

4E  李樂弦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在惠州科技館中，我學會如何節省能源及
保護環境。而在惠州西湖中，我學會蘇東坡的事跡，原來蘇東坡被

貶到惠州時，因喜愛吃荔枝，所以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

嶺南人」，意思是如果每天吃三百顆荔枝，我願意永遠都作嶺南的

人。奸官聽到便告訴皇上。皇上氣憤地說：「你不回來做官，我就

不給你吃荔枝！」最後，蘇東坡又再被貶到海南島了。

大家一起在惠州西湖認識引清工程的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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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Fun 

Fun 

  每年農曆新年前夕，本校都會舉辦「文化
日」活動，讓學生能寓學習於娛樂，在輕鬆愉快

的學習環境中了解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民族的美

德。在2月3日，不少師生都穿起傳統中國服回
校，校園洋溢着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當天的活

動包羅萬有，如粵劇折子戲表演、粵劇面譜介

紹、中國雜耍、猜燈謎、賀年掛飾製作、舞獅等

等，學生透過充滿趣味及教育意義的攤位，對中

國文化傳統和歷史有更深的認識。

校長與家長義工一起合照，一片喜氣洋洋。

終於輪到我們粉墨登場了，扮相維俏維妙。 大家同來舞獅，感受新年的熱鬧氣氛。

你也一起來猜燈謎吧！

學生們穿上粵劇戲服，認識中國文化的精粹。

中國文化體驗

學生們齊齊寫書法，體驗當中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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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家
畢華流正為學生講解中文創作的技巧。

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聆聽畢華流的講解。

學生們踴躍發問，期望從畢華流身上學習寫作的技巧。

學生們爭相請畢華流簽名和拍照留念。

全體一起拍照，留下難忘的回憶。

  為培養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及提升他們的創意能力，在2月1
日，我們拜訪了作家畢華流（吳漢源老師）。當天下午，作家畢

華流與小五及小六共十七位學生歡聚了一小時。畢華流透過互動

的提問和個人成長的經歷，分享了他拓闊思維的竅門和極具趣味

的創意寫作的方法。在訪談中，學生提出了很多問題，畢華流以

輕鬆幽默的方式回應，氣氛十分熱鬧，學生們亦獲益良多。

畢華流有約

  隨着STEM教育的發展新趨勢，學校亦
十分重視科學、科技、數學課程和學習活

動。在3月5日，本校的機械人製作隊參加
了「第四屆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

會」比賽。經過一輪緊張激烈的比賽後，本

校獲得了短跑項目的殿軍。學生能夠在學習

科學知識的同時，亦能獲得獎項，實在使人

感到欣喜。我們期望往後能舉辦更多與科學

有關的活動，培養學生對工程、電腦編程的

興趣，從而啟發和培育他們的科研潛力。

終於取得了殿軍，教師和學生們都十分喜悅。

學生們正用心地研究籃球機和機械車的製作方法。

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製作機械人，
希望爭取好表現。

機械人活動
科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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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變易理論教學實踐

優質教學

  為配合學校發展的關注事項，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本年度繼續聘請了兩位資深的教育工作者   盧敏玲教授和
勞傅燕華博士到校，與任教四年級的中文科老師一起進行課堂設計、觀課和進行評課會議。在10月下旬開始，四年
級中文科老師進行了一次教學研究，在11月17日那天，劉可欣主任親自進行了「動物行為描寫」教學觀摩課。當天，
我們亦邀請了盧教授和勞博士一起觀課和評課。在評課會議上，她們跟全體老師互動交流，讓眾與會者獲益匪淺。

盧教授和勞博士正在與學生們進行前測和後測。

教師和學生們都投入於課堂中。 學生們積極回答問題，發表意見。

  學習是無止境的，本校秉持「終生學習」的理念，教師也積極進修。我們分別在2015年11月3日和2016年3月15日
邀請了教育專家理盧幼慈教授及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葉祖賢校長到校與教師分享教學的理念。在兩個講座上，他們都

言簡意賅地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論點，使教師們深深地領悟到優質課堂的要訣。

葉祖賢校長與教師分享「一堂好課」的理念。

教師專業發展

理盧幼慈教授與本校教師透過活動，一起實踐教導學生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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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大使及家教會委員接受委任狀。

家校攜手育幼苗
  為了讓學生們有一個最適切的學習及成長環境，家長和學校的緊密合作是很重要的。每年，我們都會透過家長
教師會舉行不同的活動，如家長教師會周年活動、家長講座、故事爸媽、家教會旅行等，加強彼此的聯繫和溝通。

我們亦感謝家長義工的幫助，讓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我們期望學生在家校的關愛下，得以健康地成長。

舞蹈組的學生們落力地跳舞，展現最優美的舞姿。

小一學生們一臉認真和用心地表演。

家教會周年大會

家長校董選舉

家教會大旅行

故事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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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驕傲
球類項目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2016簡易運動大賽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冠軍 5A 張杏妍
男子乙組  冠軍 2E 劉靖陽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第二十屆麥綺華校長盃羽毛球大賽

公開組女子單打 冠軍 5A 張杏妍

2016仁愛堂羽毛球大賽 少年組 女子單打 冠軍 5A 張杏妍
大埔區分齡羽毛球比賽2015 女子青少年組（10歲以下）單打冠軍 5A 張杏妍

2015-2016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分區挑戰日 B組團體  冠軍 6A 湯凱祈

2015-2016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
女單  冠軍 5A 張杏妍
男雙  冠軍 6A 陳俊言  6F 蕭朗然

2015中銀香港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十歲組女子單打  冠軍 5A 張杏妍
2015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十歲組女子單打  冠軍 5A 張杏妍
觀塘區分齡羽毛球比賽2015 女子青少年FI組單打  冠軍 5A 張杏妍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5A 張杏妍

游泳比賽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觀塘游泳會第三十九週年水運會
男子C2兒童組  25米背泳  冠軍 3F 鍾凱竣
男子C2兒童組  25米蝶泳  冠軍 3F 鍾凱竣
男子C2兒童組  25米自由泳  冠軍 3F 鍾凱竣

大力游泳會2015/16學年 
小精英水運會第一回合

男子10-11歲組  25米蛙泳  冠軍 6E 吳峻賢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2015 男子青少年丁組  100米蝶泳  冠軍 3A 陳子樂
香港建青會及保健冬泳會聯合主辦 
第十屆國慶團結盃游泳比賽

7-8歲女子組  25米浮板  冠軍 2D 謝鎧晴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日比賽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名單

跳繩
男子初級組 冠軍 2B 黃子瑜，2E 胡瑋宸，2F 李振希
女子初級組 冠軍 2E 陳曉柔，2E 黃梓君，2E 黃芷筠
男子高級組 冠軍 3A 黃皓嘉，3D許柏佑，3D 阮曉儒
團體獎項 女子初級組 冠軍

舞蹈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七屆舞動香江大賽 幼童組健美體操  冠軍 1E 伍柏言

第52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高年級組群舞甲級獎 高年級組
中國舞低年級組群舞甲級獎 低年級組

中文科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亞太區藝術家協會朗誦才藝比賽（中文寫作） 小五至小六組  冠軍 5A 馬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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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2015多元智能盃數學比賽 小三組  總冠軍 4A 余信言
第十一屆IMC 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 金獎 4A 余信言

World Class Tests 2015 of Mathematics (Primary) Distinction 4A 余信言

各項體育運動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跳繩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6

10歲女子組  45秒個人花式  冠軍 4C 李樂兒
12歲女子組  30秒單車步速度跳  冠軍 6C 游梓棋
12歲女子組  45秒個人花式  冠軍 6C 游梓棋
13歲女子組  30秒前繩交叉跳  冠軍 6D 李宛君
12歲女子組  30秒前繩交叉跳  冠軍 6A 張洛茵
9歲男子組  30秒前繩交叉跳  冠軍 3A 黃皓嘉
9歲女子組  30秒二重速度跳  冠軍 3E 胡柏詠

9歲女子組  全場總冠軍 3E 胡柏詠

跆拳

全港跆拳道忠武館第一屆忠武盃 兒童組個人套拳 冠軍 1E 陳卓機
大埔體育會2015-2016年度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男子兒童(11-12歲)組  重量級  冠軍 6F 吳恩浩

2015萬國廣佛U16夏季聯賽．荔灣站 U8女子花劍組  團體第一名 3C 梁靖喬

其他獎項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1F 周樂晴
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2A 連紹祈
女子英文詩歌獨誦 冠軍 1A 馮若渝

中國音樂學院考級委員會（廣東考區） 
第十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中童組 鋼琴獨奏  一等獎 6E 何煒賢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第一名 2D黃婧翹
第六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高級組 冠軍 5F 林智鋒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5-2016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F 蕭朗然

因篇幅有限，獲獎名單未能盡錄。如欲得悉各獎項名單，可瀏覽本校網址。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015-2016

全級傑出

學生獎

2015-16

全級全年

品學兼優獎

首名獎

1C 盧梓欣  2F 葉昭彤  

3F 張滿韾  4B 駱詠恩  

5F 曾  悉  6F 譚以琳

1A 馮若渝  2B 李君悅

3E 簡欣彤  4B 駱詠恩

5A 童晞堯  6E 劉家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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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中銜接活動

學生們很專心地聆聽故事。

學生愉快地參與攤位遊戲。

王校長為藍田靈糧幼稚
園主持家長講座。

本校到幼稚園設置攤位。
參與觀塘區學校展覽。

學生投入課堂，認真學習。

幼小聯繫

幼稚園參觀日

  為使幼稚園學生將來易於適應小學生活，本
校舉行了一系列的幼小聯繫活動，讓幼稚園家長

及學生早日認識小學生活，為學習作好準備，幫

助他們升上小一後更快投入新的校園生活。

中小聯繫   升中選校是六年級學生及家長面對的重要大事。為了讓學生更了解中學的校園
生活，本校參與了中學的課堂體驗活動，加深學生了解中學的上課模式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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