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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交流開拓視野

有助孩子成長

本校自2011年度開始，每年都會安排全級五年級同學參加「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曾參與的主題包括：「西式建築」、「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廣州
的嶺南文化」、「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廣州的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等。許多
同學在出發前，會感到既緊張又興奮。同學們大都沒有試過離開父母到境外學習，難免有點緊張
；而他們有機會走出課室，與同學結伴同行，到外地進行實地考察，心裏其實有說不出的興奮。
令我們可喜的是，同學參加交流後，都認為自己的知識增長了，自理能力進步了，獨立處事的能
力也提升了。
除了安排同學參與內地交流，學校還會為同學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讓他們拓寬視野，邁向國際
。本年度學校嘗試開放校園，讓來自世界各地參與AFS國際文化交流的學生，以本校為基地，利
用英語遊戲與本校及聖公會小學學生進行交流。這種富趣味的交流活動，讓同學在輕鬆的環境下
學習英語，亦讓他們能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確實令他們獲益良多。
交流活動種類繁多，無論參與何種形式的交流，對孩子都有一定的好處。以下幾點，可供各位家
長參考：

考察名勝古蹟 欣賞美麗風光
讓孩子參與境外交流，令他們可以踏足當地，考察具特色的名勝古蹟。孩子在書本上獲得的知識
是寶貴的，但實地考察所獲取的經歷卻是令人終生難忘。只有親臨其境，孩子才能感受到那名勝
古蹟的雄偉壯麗，才能欣賞到那美麗的風光，正如荀子所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
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增加孩子見識 了解當地生活
孩子參與交流的過程中，能增廣見聞，對當地的歷史、文化及生活方式有初步的了解。同時，透
過與當地學生的接觸，可以認識更多朋友，擴闊社交圈子，更可以體會當地的學習方式，或與香
港的學習方式作比較，藉此提升孩子的思維能力。

鍛鍊孩子獨立 培養互助包容
香港的孩子較依賴父母或傭人的照顧，自理能力較弱。參與交流是一個鍛鍊孩子的好機會，孩子
沒有父母或傭人的幫助，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完成，如：穿衣、收拾床鋪等，自理能力自然能
提升。交流期間，孩子之間需要互相照顧，互相扶持，有助他們培養合作、互助、包容的態度。
參加交流活動能拓寬孩子的視野，十七世紀英
國學者托馬斯‧富勒(Thomas Fuller) 也曾說過
〝He that travels far knows much” (遠行者
見聞廣)。親身體驗交流，孩子會更珍惜自己擁
有的一切，有助他們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建立
遠大的理想。家長朋友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讓孩子參與饒富意義的交流活動，讓他們看
得更寬、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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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7)

百人浩浩蕩蕩同行 探索歷史文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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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年一度之「同根同心交流之旅」於14/12/2017及15/12/2017舉行，
參訪地點包括中山故居紀念館(翠亨村)、孫文紀念公園、辛亥革命紀念館、
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及銷煙池。此行主要的目的是讓五年級同學了解孫中山先
生、林則徐先生的生平事蹟，以及他們對國家的貢獻。透過參與交流活動，
同學除了增長課外知識，亦學會了照顧自己，包容及體諒別人，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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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Learn much! Play fun!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the 9th of December at S.K.H. Fung Kei Primary
School. This was a valuable learning event where over 40 foreign students from 11 countries shared
their culture with more than 600 students from S.K.H. primary schools. This fair allowed local students
glimpses of cultures from America, Argentina, Austria, Finland,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Russia,
Spain and Switzerland.

Group photo

Students love playing Musical Chairs.

Students are tasting the mouth-watering
chocolate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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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rom S.K.H. Primary Schools are getting
ready to join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hall.

On that day, our school was transformed into a carnival with various room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countries. During the visit, students celebrate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through trying out their food,
playing games and joining the folk dance. This wa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It helped students
explore themselves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differently people live around the world
differently.

Many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our school and share their lives with our students.

Our students enjoyed the fair very much. Let’s see what they thought about it.
I joined this intercultural fair to learn various

cultur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First, we played a
guessing game in the hall. We got some hints
and guessed what countries they were. It was
interesting.
Then, we went to the classroom. We played
Musical Chairs and learned different languages.
It was exciting.
On that day, I learned the languages of three
countries. I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activity.
5C Crystal Cheung

I gained a lot from this intercultural fair. We

went to different classrooms with different
country themes. I loved the traditional games.
We could also try the local food they made. The
exchange students told us that Russia is very
cold so they eat oatmeal ham to keep them
warm.
6D Kelly Yiu

I felt very delighted that I could join this intercultural

fair. Playing games was my favourite event. We
also ate some cookies with chocolate sauce. The
sauce was made in Italy. It was delicious!
5B Gigi Cheung

I loved the face painting! The exchange students

drew the Italian flag on my face. It was very beautiful. I also learnt a word ‘ciao’. It means ‘hello’.
5B Kelly Ye

Besides playing games, I ha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with the exchange students. I felt
that it helped me to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skills.
6C Matthew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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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課程加入STEM元素
增強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為培養學生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等能力，常識科課程加入STEM元素，在科學和科技範疇讓學
生就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培養不同層面、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以加強學生的競爭力。本年度為各級舉行以
下STEM活動，學生表現得非常投入。

1
1

一年級

認識自己：
奇妙的感覺
「聲聲相識」
通過STEM活動令學生發現盛載
物件的數量越多，便越響亮 (但需
考慮容器剩餘空間)；盛載物件及
容器的質料中，較重的物料及金
屬容器較響亮；搖動沙槌的力度
越大，也越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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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這是同學們的最後製成品
圖2.同學認真地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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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力的定律：「神奇動力車」
通過STEM活動令學生認識牛頓第三
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定律）：
學生發現電池越重，作用力越大，
車走得越快；膠板斜度越大，電池
從上而下滾得越快，作用力越大，
車走得越快；膠板斜面越長，施力
時間越長，車走得越遠。
圖3.我們多認真呢！
圖4.測試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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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5
7

力的定律：｢登山纜車」
通過STEM活動令學生認識作用力
與反作用力的定律：學生認識到
氣球噴出空氣，是施加了作用力
在外間的空氣上，外間的空氣好
像一幅牆一樣，形成反作用力使
氣球移動。同時，學生亦要衡量
繩纜與吸管的摩擦力如何影響裝
置前進的速度及距離。

6
8

圖5.纜車開行了！
圖6.這是我們的纜車
又圓又大！

四年級

水的世界：
潔淨的食水
製作「過濾器」
通過STEM活動令學生認識一個
良好的「過濾器」需考慮過濾物
料的種類、分量、倒入污水的位
置、過濾物料的放置次序、倒入
污水的速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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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這是我們的濾水器！
圖8.污水變清了！

五年級

9

電的探究：
｢閉合電路」
自製電動車
進行模式：
奉基微型格林披治大賽
通過STEM活動令學生探究自製
電動車的行車效果：改變車輪的
大小、馬達的轉速、改變齒輪比
例、改變車身的物料等因素。
圖9.捉鬼敢死隊?
圖10.加油！必勝！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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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專題研習 :「無敵大炮台」
通過STEM活動加強學生對｢槓桿
原理」的認識：研習中學生要探
究大炮台支點的位置(大炮台重臂
和力臂的長度)；投射角度(受支
點的高度、重臂和力臂的長度影
響)；拍動力點的力度；載物籃的
設計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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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的確是很大的炮台呀！
圖12.準備……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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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奉基開放夜

「古早童玩仲夏夜」
橡筋槍、釣瓶子、滾鐵環、玩「抓子」、翻花繩、挑棍棒、踢西瓜波……這些懷舊玩意，你玩過多少？
2017年9月8日的晚上，清風徐來，超過1700位家長和小朋友參與以懷舊玩意來設計的攤位遊戲。這些
玩意雖然簡單，但趣味盎然。在場的家長大顯身手，把童年時的玩意玩得出神入化，子女們看了都歡呼
喝采。
在禮堂裏，翁少珊校長和梁愛貞副校長為三百多位家長簡介聖公會及本校的辦學理念，以及小一入學的
機制，讓家長瞭解申請入學的情況。
「古早童玩仲夏夜」在晚上九時許結束，家長和小朋友都盡興而回。我們期望在2018年舉行的開放日再
跟大家見面。

瞄準……

懷舊玩意帶來親子的時光。

滾鐵環—只要保持平衡，就可跑得很遠!

唔……這個燈謎的謎底是……

懷舊的玩意其實暗藏不少科學原理。

機靈小釣手，巧勁不用蠻。

1、2、3到你。

禮堂內，家長細心聆聽翁少珊校長簡介奉基的理念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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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童玩仲夏夜」網頁

」
辯
到大電視
「

中文辯論隊的同學連續兩年參與ViuTv《快樂童盟》主辦之「《辯論公
堂》小學辯論比賽」，在電視平台與友校同學互相切蹉。比賽以輕鬆有
趣的手法讓同學表達對議題的看法，考驗同學的合作性和組織能力。本
校同學連續兩年獲取「演繹風格獎」，足證同學演說時辭鋒銳利、具有
風度、富感染力。而有趣的辯題，例如「相比現代，兒童在古代讀書更
快樂」、「拿破崙能勝任童軍教練」等，不但啟發思考，還讓同學明白
到辯題俯拾皆是。各位同學，不妨抱持着好奇心，多作發問，換一種有
趣的方法訓練思考，與人溝通吧！
我們要進入錄影廠了。

獎

同學榮獲「第二屆《辯論公堂》
小學辯論比賽」「演繹風格獎」。

滿有信心。

比賽開始了 !

辯論是一種對團隊的考驗，看！我們多合拍。

我們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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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基劍擊校隊
本年度奉基劍擊校隊在「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獲得
美滿的成績！
自2015-16年度開始，這項學界劍擊盛事已由過去的分
區比賽形式(九龍區、香港區及新界區)，合併為全港性
賽事。雖然競爭更為激烈，但本校一直迎難而上，創出
佳績，今年更突破性獲得四個組別的團體獎項，包括﹕
團體冠軍、團體亞軍、團體季軍及團體優異。期望奉基
小劍手們繼續努力，邁向滿貫！
過去三年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獎項小統計：
2015-16年度
男 子 乙 組 花 劍 團 體 殿 軍 ：5B麥朗圖、5D談學謙、
4A陳燦豪、5C鲁思聰
男子乙組花劍個人賽季軍：5B麥朗圖
2016-17年度
男 子 甲 組 花 劍 團 體 優 異 ：6B麥朗圖、6C鲁思聰、
6D談學謙
男子甲組花劍個人賽第八名：6B麥朗圖
男 子 丙 組 花 劍 團 體 優 異 ：2D許皓竣、4D許皓然、
4D翁藝峻
女 子 甲 組 花 劍 團 體 優 異 ：6D黃渝娟、6D黃渝旆
2017-18年度
男 子 乙 組 花 劍 團 體 冠 軍 ：5C許皓然、5A翁藝峻、5D黃博文
男子乙組花劍個人賽季軍：5C許皓然
男 子 丙 組 花 劍 團 體 季 軍 ：3B許皓竣、4B徐立仁、4D陳業軒
男子丙組花劍個人賽季軍：3B許皓竣
女 子 丙 組 花 劍 團 體 亞 軍 ：4B麥朗晴、4A李梓丹、2A陳殷希
女子丙組花劍個人賽第五名：4B麥朗晴
女 子 甲 組 花 劍 團 體 優 異 ：6A余藹霖、1B李慧婷

上海劍擊集訓之行
本校劍擊校隊其中七名成員，經教練
挑選下，隨劍會遠赴上海參與為期4
天的集訓。學員經過密集式的訓練及
與當地劍手切磋交流，無論在體能、
技術及經驗方面均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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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會浮在水面的可樂嗎?當竹籤穿過氣球時又會
發生甚麼事呢?
為了提昇同學對科學的興趣及配合全球推行STEM教
育的趨勢，本校在午息時段增設「街頭科學家」環
節，透過小實驗「刺不破氣球」、「可樂浮定沉」
等小實驗，進行科學探究，認識日常生活中的科學
原理，讓學生明白到知識可應用於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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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為使同學認識環境與個人的關係，明白愛護大自然、
珍惜資源的重要，本校透過多元化的環保活動，讓同
學親身體驗，從而培育同學對環境的一份「情」，讓
奉基的孩子成為一個切實履行愛護環境的好公民。

「一人一花」栽種活動
黃時鐘花
小一同學親手栽種植物、定期觀察、量度及記
錄，從而培養欣賞植物，愛護大自然的態度。

排排坐，度度高。

花兒和我一起長大了!
小花苗!快長高吧!

細心數數有多少片葉子。

認真量一量。
看誰的花長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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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有機種植

大芥菜義賣

有機耕種園圃栽種不同時令的蔬菜，讓同學對農作物生長
增加認識。農作物成長後，以義賣方式讓同學有機會品嚐
新鮮的食材。

我樂意參加義賣。

芥菜一定很鮮甜呢！

我要一棵大芥菜，謝謝!

大家多滿足!

「舊物新裳
Fashion Show」

芥菜大得可以遮住我的臉。
參加義賣真開心!

在聖誕聯歡會上舉行了「舊物新裳Fashion Show」，讓同學透過製作及欣賞各班的「環保服飾｣，反
思如何物盡其用、減少廢物等環保理念。

我很漂亮吧！

A4紙的包裝紙造的！
我是經過長期專業訓練的！

香港特色

紅白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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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公 會 奉 基 小 學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上學期主要獎項

學術

Cambridge English:Key(KET)

Cambridge English:Young Learners
Exam(YLE)

Distinction:3 students，Merit:4 students
Starters:15 shields:2 students，14 shields:5 students，
13 shields:5 students，12 shields:6 students
Movers:15 shields:7 students，14 shields:4 students，
13 shields:6 students，12 shields:3 students
Flyers:15 shields:1 students，14 shields:7 students，
13 shields:7 students，12 shields:1 students

Trinity college London Graded Examinations in Distinction:6 students，Merit:5 students
Spoken English(Grade2)
Overall Score Level 3: 3 students
2017 ETS TOFEL Junior
Overall Score Level 2: 3 students
PTE Firstwords: Distinction:11students，Merit:3 students
PTE Springboard: Distinction:9students，Merit:8 students
Pearson Tests of English(PTE)
PTE Quickmarch: Distinction:7students，Merit:5students
PTE Breakthrough: Distinction:2students
李國寶中學小學聯校英文朗誦比賽
1 人冠軍、2 人榮譽、2 人優良、2 人良好
解難分析科: 2 人優等、7 人良好
2017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科: 9 人優等、8 人良好
美國國家數學競賽 2017(AMO)
2 人銀獎、3 人銅獎
泰國國家數學競賽 2017(TIMO)
3 人銀獎、6 人銅獎、2 人優異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8 人一等獎、18 人二等獎、29 人三等獎
台灣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 ─ 華夏盃
二等獎：2D 黃修喆
台灣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 ─ 亞太盃
優異獎：2D 黃修喆
「閱」聞「閱」趣寫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3D 林嘉欣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16-17
優異獎：6C 鄭裕桐
「兩代情」徵文比賽
電影欣賞會暨徵文比賽
小學組季軍：6D 姚恩琪
第七屆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4 人小學團體優異金獎
2018 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3 人銀獎、4 人銅獎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高小組銀獎

其他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英文普通話朗誦比賽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小五六組普通話集誦
2017 九龍城區青年活動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分享」校園計劃
Viu TV 主辦 ─《快樂同盟》主辦
第二屆《辯論公堂》小學辯論比賽
「抗流感戰隊」填色比賽 2017
「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7
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科技體育運動會鐵人賽」填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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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冠軍、1 項亞軍、7 項季軍、119 項優良、66 項良好
冠軍
團體獎銅獎(季軍)、6 人優秀表現獎、404 人獲嘉許狀
喜閱之星：5C 岑穎晞
演繹風格獎
優異獎：6D 姚恩琪
2 人高小組優異
4 人優異
冠軍：6D 姚恩琪

香港學校音樂節教堂音樂外文歌曲合唱隊 高級組：良好獎
小學組冠軍：1A 鄭偉諾
第二十九屆閱讀嘉年華攝影比賽
小學組優異：1B 黃樂琛

體育
Fencing : 3rdTFF-AIR FORCE MINIME
2017(Thailand)

深水埗區劍撃比賽
萬國廣佛精英賽
兩岸四地分齡劍擊錦標賽

奉基劍擊邀請賽 2018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飛達新苗田徑錦標賽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九龍城區分齡田徑比賽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3rd place girls Foil U10
8th place girls Foil U12
5th place girls Foil U14：4B 麥朗晴
3rd place boys Foil U10：3B 許皓峻
女子花劍 10 歲以下組第 5 名：4B 麥朗晴
男子花劍 10 歲以下組季軍：5B 翁藝峻
女子花劍 14 歲以下組第 6 名：6A 余藹霖
U8 男子花劍冠軍：3B 許皓峻
U10 男子花劍第六名：5C 許皓然
U10 組男子花劍季軍：5C 許皓然
U10 組女子花劍第八名：4B 麥朗晴
公開組：
男子乙組花劍季軍：5C 許皓然
男子丙組花劍季軍：4B 徐立仁
女子丙組花劍季軍：2A 陳殷希
單項：1 項冠軍、3 項亞軍、1 項季軍、1 項殿軍、
3 項優異
接力：1 項亞軍、1 項優異
團體：男乙季軍、男甲優異、女乙優異
單項：2 項冠軍、2 項亞軍、1 項季軍
接力：1 項冠軍、2 項亞軍
單項：1 項季軍、4 項殿軍
單項：3 項亞、2 項季軍、2 項殿軍
接力：1 項冠軍、1 項亞軍、1 項季軍、1 項殿軍
2 項冠軍、1 項亞軍、2 項季軍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接力冠軍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聖公會基樂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女子組季軍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亞軍
單項：1 項季軍、1 項殿軍、4 項優異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 女丙優異、男甲優異
單項：2 項冠軍、3 項亞軍、3 項殿軍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接力：1 項殿軍
主風小學水運會邀請賽
男子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單項：1 項冠軍、2 項亞軍、5 項季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團體：男高季軍、女高季軍、女初殿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甲優異獎
男子優異獎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優異獎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忠愛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金盃賽季軍
走籃比賽冠軍：5A 洪毓熙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小學籃球邀請賽
走籃比賽亞軍、射罰球比賽亞軍：6A 吳家浩
射罰球比賽殿軍、最佳球員：6A 葉澤豪
2017 水陸兩項鐵人賽-比賽 2
女子 2008 年組亞軍：4A 黃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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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周年大會
家長教師會每年都會舉行一次周年大會，選出
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作為家長與學校的橋
樑。大會當日同時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服務
獎、親子攝影比賽等獎項，更有學生表演，包
括樂器演奏、親子合唱及一年級合唱表演，可
見家長與學生對學校的活動均投入參與。
本屆家長教師委員

學生表演跆拳道

一年級學生合唱表演

家長義工
奉基小學的家長義工隊在促進家
校合作擔當重要角色，本年度參
與家長義工的人數多達185位。
學校每年都會為家長義工舉辦簡
介會，讓新舊家長義工都能了解
家長義工隊的服務範圍，增加家
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家長義工簡介會

家教會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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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親子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