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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基精神育英才 閃耀發光放異彩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自2005年開校，迄今已踏入十五周年。承蒙上帝的恩典，學校於1月6日舉辦
「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舞臨大會」，提供舞台讓學生以舞會友、綻放光彩，同賀校慶，見證十五年
以來所締造的豐碩成果。
是次感恩崇拜邀請聖公會東九龍教區郭志丕主教主禮，黃家博牧師擔任司禱、楊樂詩校監、小學監
理委員會謝振強總幹事、前任校監李品初先生及歐陽兆基牧師、前任校長李少鶴校長與關秀雲校長、及
多位校董、友校校長、嘉賓、家長及師生一同參與隆重且別具意義的感恩崇拜。郭志丕主教在講道中為
學校成立十五載而感謝上帝，感恩學校不單有又美又大、具設施完備的校園環境，更重要的是學校為學生創設不同的平台和機會，
讓學生透過多元化的實踐，不斷嘗試和自我挑戰，發揮潛能，邁向成功。
學校適逢慶祝十五周年，家長及學生們創作了發光發亮的「校慶徽號」、又有提醒大家盡己所能、發放
異彩的「標語」，並運用舊曲填上新詞的「感恩十五載」。此外，為要把學校的歷史、校園建設、以「最出
色」、「最感人」、「最強大」、「最重要」等片段記下來，老師們用心製作十五輯短片，作為學校發展的見
證。校慶當天，除了感恩崇拜和充滿活力的舞「臨」大會外，更有充滿歡笑聲
的攤位遊戲和學生視藝作品展，學生們在校慶當天樂也融融，喜氣洋洋！

郭志丕主教

油塘基顯的學生
是一群會感恩、充滿
活力、愉快的孩子，
相信油塘基顯盛載着
上帝的祝福，會繼續
閃耀發光邁向未來。

郭主教和楊校監與嘉賓合影
校慶感恩崇拜暨舞臨大會全體大合照

舞動全場

詩班帶領襄禮團進場

校慶攤位遊戲

狄易達先生一聲號令就

王校長與負責招待的學生大使合照

校慶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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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不平凡

感恩 珍 惜

看似平凡的環保紙櫈，結合一起時，可以拼砌出不同
深度、廣度、高度的畫面，只要懂得欣賞天父賜予自己的
才能，專心學習，樂意放下，我們必會越來越獲人識賞。

「感謝神，因衪有說不盡的恩賜！（哥林多後書
9:15）在油塘基顯小學任教十五載，實在心存感激，感激
天父給予我育人這個神聖工作，感恩天父賜我無盡恩賜，
令我更能「活出愛」來！

感謝天父為油基師生鋪設這麼大的平台，讓我們有無
限大的發展空間！
王彩娣校長

訓育組 梁肇豪主任
油塘基顯就像一個大家庭，每天學生回到這個「家」一
起學習，一同生活。透過學校的宗教和德育活動，學生們除
了思想、品行和知識不斷進步，視野也擴闊不少；感激每位
學生都是乖巧伶俐，盼望學生們珍惜所擁有，努力學習之
餘，更懂得與身邊的人分享這份大家庭的愛！

資訊科技組 文志豪主任

Gratitude plays a vital part in enhancing
our emotion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We should take the time to reﬂect upon
the things we are grateful for on a daily
basis.

伍泳琪老師
感恩，就是要欣賞這個世界；
感恩，就是要學會謙虛本份；
感恩，就是要學會愛神愛人。

廖富德老師
感恩之心，就是對世間所有人、
所有事物，給予自己的幫助表示感
激，銘記在心；感恩之心，就是我們
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陽光雨露。

馮志遠老師
凡事感恩，你會發現處處都是友
善的笑容和滿滿的祝福。

鄭麗燕老師
常懷一種感恩之念，它會讓我們
的生活充滿溫暖的光。

鄧韋琪老師
感恩，是快樂的來源。
我感恩能與油基學生，
分享快樂，分擔憂愁。

陳麗雯老師
懂得「感恩」，才是快樂的泉源。當你
懂得感激、對外在事物充滿感恩，你就不會
被困難打倒，而將它視為人生的挑戰。

梁民希老師
多留意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便能發現滿
滿的恩典與祝福。

陳孟琪老師

感恩，是一種態度。
感恩，是一種感染力。
感恩，能發現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

黃奕雯老師
面對生命中的高低順逆，順景
常存感恩，逆境中存盼望。

王芷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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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學校社工 鄭俊傑先生

我們的成長：
源自父母的養育之恩，
源自師長的教誨之恩，
源自朋友的關愛之恩，
感恩有您伴我成長！

黃樹球老師
我們所擁有的都不是必然，要好
好珍惜和感謝現在的人和事，每一天
全力以赴，就是對感恩的報答。

李珮雯老師
幸福的是那些施予而又不記著的人；
有福的是那些受恩而又不忘記的人。
盼望學生能成為知福惜福的人。

黃寶欣老師
期望油塘基顯的各位成員能夠在學習中，
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廖偉峰老師

「 營 」 聚 觀塘

‧

全校 起 「 動 」 計 劃

你有「營」，我又有「營」，承蒙衛生署及觀塘區議會贊助，學校參加了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舉辦的「營」聚觀
塘．全校起「動」計劃，以增添校園有「營」氛圍，並藉此協助家校共同實踐健康飲食及活力生活。

「 少鹽少糖

我 有 S ay 」 講 座
透過大型互動
營養講座，教導學
生以紅、黃、綠燈
作區分食物的健康
程度及作出較健康
選擇，以及教導運
動的益處。

我們已掌握少鹽少糖的

知識

尋 寶 家 活 動 講 座 「 少鹽少糖 C
」
動
營
「

為家長及教師而設的有營烹飪工作坊，
以無火煮食示範營造健康在家的飲食環境，
教授健康烹調方法及利用天然香料減少油、
鹽及糖份的使用，家長投入參與，並向營養
師查詢了多個有關飲食的迷思。

香蕉片和薯片，你猜哪項食物較高
脂呢？由營養師專業指導教師及小食部
同工有關優化校園飲食之健康政策，以
及培訓相關營養技巧（如閱讀包裝食品
營養標籤），分享海外學校活動模式資
料，共同為學生提供健康的小吃。

由於香蕉果乾加了椰子油，因此比薯片更高脂

家長們一同設計健康飲食食譜

愛心 大使
「愛心大使」哥哥姐姐於9月中至10月底，到一年級的課室
協助小朋友抄寫家課，陪他們玩遊戲，和他們談天，藉此希望舒
緩他們剛進入小學的緊張心情！「愛心大使」也從中學會了承擔
責任，並體會服務他人的快樂！

我們一起玩遊戲

ook 得 起 」 工 作 坊

為著家人的健康，家長們努力學習

釋放 正 能 量
考試前，學生踴躍參與「釋放正能量」活動。
透過有趣的伸展操，讓他們舒展身心，十個簡單的
動作配合口號，建立正向積極思維，以樂觀心態迎
接每一天的成長挑戰。

有大哥哥教我做功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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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課程先導計劃
80多位六年級
的學生參加由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主辦共
16小時的急救課程，
學習基本的急救知識
和技巧，加強求生能
力及急救方法。經過
考核後，學生均獲頒
發「基本急救證書課
程」證書。

最重要是有一顆關懷別人的心

我們學習包紮的技巧

五年級「生涯財智策劃家」
香港青年協會為學校舉辦「生涯規劃和理財」桌上遊戲活動，教導學生訂立人生與財務目標，提升財商
(FQ)及生涯規劃意識。遊戲結束後，學生獲得了「富貴迫人」、「中堅份子」、「豐盛人生」、「財務自
由」及「專業人士」等肯定，以證明他們能掌握到相關的技巧。

不要做大花筒，要養成儲蓄習慣

我們要好好計劃人生

教育局「 商校合作計劃 」
－六年級「 E$ 學生理財童學會 」 講座
由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
育中心主辦，恒生銀行贊助
「E$學生理財童學會」講座於
9月25日舉行。當日講者透過
生動有趣的互動模式與學生討
論日常遇到的理財問題，例如
借錢、課金等，以改善學生的
理財價值觀、認知與技巧，及
認識金錢與社交的關係。

理財要謹慎，美好

人生我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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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積極發表意見

慎言守規講座
學期初，訓育組老師教導學生使用交通工
具的禮儀和規矩，學生無論在校內或在校外都
要成為一個有禮守規的人。另外，他們亦在三
至六年級分級進行了慎言守規的講座，讓學生
認識欺凌行為的定義及影響，並學習處理有關
問題的技巧及方法。

四至五年級精英領袖生訓練營
為了提升領袖生的領導及解難能力， 60位四、五年級的領袖生於12月23至24日到元
朗八鄉參加兩日一夜宿營活動。在活動中，他們參加不同類型的團體訓練活動，例如：
「珠」行萬里、築高樓等，學習團結的重要性。此外，他們亦進行黑夜定向活動，訓練膽
量的同時，也增強應對難題的能力。領袖生們在是次活動中體會到「團結就有力量和發揮
智慧」的道理。

我們多威風，多勇敢！

否發現目標呢？

拿電筒照照四周，不知道會

我們排除萬難，到達終點啦！

六年級領袖生訓練宿營
在12月21至22日，本校舉行了六年級領袖生留校宿營訓練活動。
在短短的兩日一夜裡，75位領袖生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包括：情境訓
練、步操及歷奇活動等，學習不同的領袖元素和溝通技巧，強化團隊合
作精神和領導才能。
一起大步大步走， 看誰走得

最快！

分組設計團隊口號

與校長一起享用新鮮美味的早餐

「前哨戰」活動講

求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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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活動

將臨期──燃點燭環上的蠟燭
在將臨期內的四個星期及聖誕前的崇拜中，學校舉行了燭光
禮，順次序燃點燭環上的蠟燭，以象徵著世界之光──耶穌基督的
降臨逐漸接近。

佈置聖誕樹
為迎接聖誕節，學生和老師們在12月4日一起裝飾聖
誕樹，除了有學生代表上台將飾物掛到聖誕樹上，全校
老師、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基督顯光堂代表也一同參
加，氣氛十分熱鬧。

圈上的四支蠟燭，除了將臨期第三星期燃點粉紅色蠟燭外，第
一、第二及第四星期燃點的均是紫色的蠟燭。紫色代表尊貴，也代表
悔罪、儆醒和等待；而粉紅色
代表喜樂，因為將臨期第三主
日是喜樂主日，表示我們應當
喜樂地等待。正中的白色蠟燭
則在聖誕崇拜時燃點，作為將
臨燭光禮的高峰。
點燭環上第一支
學生代表正在燃
之燭
蠟燭—「盼望」

燭光禮象徵了基督的真
光「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
安的路上。」（路1:79）使
我們藉著祂的降生得以分享

家長代表一同裝飾聖誕樹

校園報佳音

永恒的生命。
學生代表正在燃點燭環上第
四支蠟燭—「平安」之燭

低年級歌詠組學生在12月16及
18日早上，在校園內報佳音，將耶
穌基督誕生的大喜訊息帶給學生和
家長，亦將聖誕節的歡樂氣氛傳遍
校園。

Easy Easy好小事
本年度學生繼續參與「Easy Easy好小
事」活動，在11月份記錄了日常生活中幫助
別人的好事情，積極效法主耶穌，實踐「活
出愛」的精神。

聖誕崇拜
在12月20日，學校舉行了聖誕崇拜，當日歐陽兆基牧師擔任主禮
和講道，他向學生講述聖誕節的由來和意義，讓學生明白神的計劃和
衪對我們的愛，哈利路亞！

崇拜中聆聽聖經的話

「Easy Easy好小事」好事日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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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代表 在聖 誕崇 拜中 燃點
將臨環上最後一支蠟燭

聯合醫院報佳音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10-11）
福音事工組和音樂組老師在12月20日帶領40名學生到聯合醫院報佳音，把耶穌降生的大好訊息告訴在醫院的病人
和家屬，讓他們在
心靈上得著安慰，
在生命中得著平安
與盼望。此外，我
們亦希望觀眾能享
受到音樂所帶來的
樂趣和歡愉，共度
歡樂的節日。

製作新春祝福魚串
本校獲基督教聯合醫院院牧部的邀
請，為病房和部門製作新春祝福魚串，讓
他們在新春期間作佈置，令病友在節日中
也能感受到喜慶的氣氛。本校一向推動關
愛文化，營造「活出愛」的氛圍，故此學
生踴躍參與，最後我們收集到的魚串，數
目遠遠超過目標呢！

一同製作祝福魚串

聖公會基督顯光堂
聖公會基督顯光堂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轄下的一個傳道
區，在學校一樓小聖堂恆常舉行學生和家長的團契及星期天舉
行的主日崇拜，此外亦為學生舉辦福音日營、暑假聖經班及佈
道會等福音活動，是我們親密的合作伙伴。凡有興趣參與聚會
的家長及學生，可聯絡雷家燕老師。

識聖經真理

學生參加基督顯光堂兒童主日學，認

基督顯光堂聚會時間表
活動

日期

時間

聖餐崇拜

第二主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早禱崇拜

第一、三、四、五主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成年小組
兒童主日學

逢主日

地點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AK團契（學生團契）

逢星期六

下午一時三十分

家長結他班

逢星期四

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十五分

路得團契（家長團契）

逢星期四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二時三十分

一樓小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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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 運動 日
全校運動日於12月6日順利進行。當天有很多運動項目
體驗，包括旱地冰球、健球、拉丁舞、詠春、太極等，學
生透過認識及學習不同種類的運動項目，除了可以擴闊視
野外，也能培養他們的
體育精神，在班際及級
際比賽中，學習體會公
平競爭的重要性。
體驗健球的樂趣

學習耍太極

旱地冰球比賽很刺激啊！

歷奇活動

遊戲競技比賽

動 園 計
妙
劃
奧
運
本校參加了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奧夢成真」計劃轄下的
【「奧」妙運動園計劃】，藉此加強學生在體育運動上的發展及培養多做運動的習
慣。計劃內容多元化，一班香港退役運動員為學生安排體驗課，包括踏單車、滑板、
踢毽及跳高等項目，豐富學
習經驗；此外，學生透過體
適能測試，紀錄個人專屬的
體適能圖表，以了解自己的
體能狀況，發掘適合可發展
的專項運動。
他們第一次學習踢毽子呢！

黃金寶先生與學生們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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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練的指導下，學生成功挑戰高難度

我們勇於嘗試踩滑板

中華 文 化日
今年的文化日真是多姿多
采，我們有課堂學習活動，也安
排了中華文化藝術欣賞，有由香
港話劇團及康文署舉辦的「紫城
伯伯做皇帝」故事劇場，讓學生
認識歷史，以及飛鵬木偶團演出
的提線木偶劇「土地公收妖」，
操作提線木偶的師傅技藝高超，
木偶展現出活靈活現的動作，令
人讚嘆不已，讓大家更深認識中
國歷史及文化。同時，當日也有
不同的攤位遊戲，最開心的是大
家一起拍照，也有家長義工與我
們同樂，當天喜慶洋洋，大人和
小孩都笑不攏嘴。

多謝「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的老友記
變身成小丑，教我們中國雜耍，活力十足

我們製作新春魚串送給大家！

課堂學習
年級
一
二
三

課題
串串祝福工作坊
（綠領行動：製作利是封掛飾）
中國民間藝術－剪紙
我的名字，我們的姓氏

年級
四
五
六

課題
中華文化經典
（香港教育大學設計及帶領的互動課程）
古代中國人的生活
中華文明
趁著新春，互相祝賀，喜慶洋洋！

「 啟 德 豐 盛之 旅 ：
一
生
命
教
育
交
流
團
」
台灣
學習
12月3至6日，王校長與劉可欣主任、劉佩儀主任及潘
嘉齡主任參加了「啟德豐盛之旅：台灣生命教育學習交流
團」。這次交流團活動內容極為豐富，包括陳建榮老師分
享了透過電影融入生命教育；彭川耘老師介紹了不同的生
命教育桌遊，從中反思生命中最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到新
北市私立聖心國民小學觀課，了解「心靈有約」課程的規
劃和實踐情況等。四天交流行程緊湊，不同學者的分享都
帶出了共同的理念，就是：協助學生探索生命的意義，建
立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陶鑄健康的心靈，懂得珍惜生
命。我們期待藉這次交流能掌握更多有效策略幫助學生思
索如何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

人 一 花

本年度700多位學生參加康文署舉辦之
「一人一花計劃」活動，把洋鳳仙花苗帶回
家種植。經過兩個月的悉心栽種，學生們種
出紅色、粉紅色、橙色等色彩繽紛的洋鳳
仙。展示期間，Captain Green每天澆水，
讓大家欣賞到最艷麗的洋鳳仙！

衷心感謝參加一人一花計劃的學生和家長

陳建榮老師分享把電影融入生命教育

校長頒發感謝禮物予新北市私立聖心國民小
學校長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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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10月19至22日，44位師生參加了
「同根同心：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是次行程內容十分豐富，學生們透過參觀
不同景點，包括：古城牆、博物院、中山
陵、南京總統府和當地學校等，認識南京
歷史，瞭解中國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
物，欣賞中國傳統文化。

體驗毛筆書法，團員有板有眼練習有功
參觀中山陵，認識孫中山先生

與當地學生交流

古城牆留影

古老的蒸汽火車頭

新 加 坡 英 語 科技考察團

Our tour guide, Uncle Benny, told
lot about the air force.

us a

On 19th October, 30 P.6 students set off early in the morning for
a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During the four-day tour, the students
communicated with teachers, tour guides, fellow students and
everyone in English. By visiting different spots, they go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history, cultur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They saw the landmark of the country,
the Merlion Statue, in Merlion Park and paid a visit to several
museums including the Air Force Museum and the Science
Centre. They also visited Kampong Glam (the Malayan Village),
Little India and China Town to experience the multi-cultural feature of the country. Most
of the students found i-Fly the most impressive. At i-Fly, each student experienced true
free-fall conditions and enjoyed two skydives in the wind tunnel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killed instructors. On the last day, they visited NEWater Visitor Centre. It is
an educational hub that promotes water sustainability in Singapore and shares how
NEWater is produced. The study tour was a valuable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these graduating students.

.

We learnt how NEWater is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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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I can ﬂy!

Why do I turn into pasta in Science Centre？

秋季 旅行
10月21及22日是學校秋季旅行日。學校為照顧一年級
學生的適應，安排以親子形式，讓小一學生和家長也能一起
經歷是次旅行。當日學生既能夠親近大自然，又寓郊遊於學
習，全校師生共渡了既愉快又難忘的一天。

童閱 會 （閱 讀活 動 ）
由10月份開始，
學校推行「童閱會」活
動，逢星期一及星期
三，故事家長義工及
中、英文科老師會與學
生一起閱讀繪本，從而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
能力。

參觀深圳華為

5G 實驗室

在10月18日，廖偉峰老師和友校老師們在中國移動電訊公司的引領下一同參
觀位於深圳的華為公司。華為公司佔地面積十分大，設有專屬的大學中心培訓員
工和保安嚴密的研發中心，也有透過高科技深入淺出介紹公司產品。一眾老師們
認識到全球最頂尖的5G技術及其應用，該天的交流活動令所有參與者大開眼界！

3D立體投影展示5G技術的應用

5G智能城市已在運作中：深圳已全面利用5G技術高效管理城市

深入認識5G技術

專業導賞，老師們

快將推出的智能5G

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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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 合作
家教會 周年大會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10月19日舉行，當天
更邀請了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服務總監譚芷筠
姑娘到校主講「你想孩子成為正向的人嗎？」，
家長們反應積極，大家獲益良多。

王校長和家教會代表致送紀念品予譚姑娘

譚姑娘正與家長分享經驗

家校 聊天室
為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本年度持續
推行「家校聊天室」，家長們就孩子的成長需要互相分
享及交流，共同培育孩子身心靈健康。

家校聊天室

家長 小組及
親職教育 講座

家長學習舒展運動

家長講座

為幫助家長以正面而有效的方式培
育子女，促進親子關係，學校持續推動
親職教育，舉辦一系列的講座及活動。
驗活動

家長積極參與討論及體

親子 賣旗

家長 義工
學校衷心多謝家長義工協助及支援各項活動，讓家校能緊密合
作，增加小朋友對學校的歸屬感。上學期家長參與協助活動包括：小
一午膳、故事爸媽、伴讀、協助帶隊參觀、全校運動日、文化日、校
慶日等，他們熱心參與實踐，家校攜手，幫助孩子健康成長。

家教會於11月2日舉行親
子賣旗活動，家長及學生們積
極參與，一起發揮服務他人的
精神。

午膳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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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

動

我們一起來支持賣旗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