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課活動有助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包括品
德和態度的培養、技能的訓練、創意和解難能

力的培養。透過活動，學生更可學習與人溝
通和合作的技巧。

本校每逢星期五下午 1:00-2:00 進
行聯課活動，活動內容既多元化又富趣
味性，課程內容包括學術、藝術、體育、
興趣及服務等範疇，活動組別分為固定
組 ( 校隊 ) 及非固定組 ( 興趣班 )。

校隊隊員統一由老師按學生的表現挑選
入組；其他學生均可按興趣在整學年中報

讀三個興趣班，各興趣班為期六課節。

本年度，特增設「生活智慧課程」，邀請校
外團體到校為學生舉行以健康生活、認識中華文化

及珍惜地球資源為題的講座或話劇，課程共十課節，安排在每期興趣班完結後
分階段進行，期望新課程能為聯課活動加添更多色彩，讓學生從中得到更豐富的
生活體驗。

延伸課程組主任　李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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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樂 趣 多

龍獅藝組

辯論小組

香港廿一世紀教育藍圖強調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而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正是幫助
學生學會學習的基礎。「共通能力」是指幫助學生學會掌握知識、建構知識和應用所學知識解決新問題的能力，是學
生在日常學習、生活和面對將來的社會都必須具備的能力。

本校通過不同科目或學習領域的學習與教學，致力全面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期間，筆者深深體會到如希望學生
能愉快及有效地「學會學習」，培養學生與人溝通、協作的能力是首要的基礎；而同學透過互動、交流、反思的學習
過程，亦能從而建構出其他的共通能力，如批判性思維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研習能力等。

著名的心理學家維果斯基 (Vygotsky) 指出學生之間的合作能促進其成長，因為年齡相近的兒童在認知發展方面
相似，所以其在與人合作的團體行為會比個別的表現好，有助於提升學習的成效。本校著重在教學中促進學生之間的
互動，透過小組學習的模式，引導學生運用人際及小組學習技巧，進行交流、討論、反思，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

除了課堂上同儕互動的學習模式外，課室外互動的學習活動亦是不可或缺的。本年度四至六年級的歷奇活動便是
一個培養學生溝通及協作能力的學習平台。同學在參與富挑戰性的歷奇活動中，須與小組的成員協作，完成任務，達
成共同目標。同學在協作的過程中，可培養溝通、協商、領導、判斷、激勵別人、影響別人、欣賞別人及自我反思的
能力，從而提高批判性思維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同學在活動過程中不但可以建立與人合作所需的技能，亦能發揮
個人的潛能，提高自尊感及促進相互的關係。

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 (Piaget) 提出同儕互動關係有助於幼兒認知及社會發展，因為在互動中，幼兒才有機
會學習需要具備的社會技巧，進而順利進入團體生活。我們期望為孩子創設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培養他們群性協作的
能力；更希望學生能將協作的精神內化，將來轉移到社群關係中，終生受用。

學術組主任  盧文華

編者 的話 從「協作」中成長

小食製作組



一月三十日，晴空萬里。我校一百五十多名同學懷着

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齊集於有蓋操場，出席入營前的「誓師大會」，然後

出發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參加為期三日兩夜的畢業營。

是次活動主題為「提升獨立、自信及團隊精神，勇於表達，常懷感恩之心」。透過營地生活，同

學們獲得獨立及自我照顧的機會，又在各式各樣活動的啟發下，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他們的領導才能及自

信心亦提升了不少。

最令同學們難忘的活動莫過於一連串的歷奇活動及親手製作畢業紀念冊。歷奇活動除了要考驗同學們是否身手敏

捷外，還着重活動過程中同學間的溝通與信任。我們的北官好孩子都能抱着正面心態去支持及鼓勵組員，很快就找出了

最有效的方法，順利完成各項活動。「蒙眼生日線」、「快樂飛毯」和「解救密碼」等活動相信都為同學留下不少美好的

回憶吧 ! 節奏緊湊的歷奇活動過後，同學們馬上又投入另一合作模式─製作畢業紀念冊。因為團隊士氣高漲，同學們合作

起來分外得心應手， 五花八門的設計展現出同學們的無限創意。 完成的作品，有的插圖精美，有的文筆細膩，有的富立

體感，有的藏有活動機關，它們都帶出了一個共同訊息：情繫北官，友誼長存。

平日老師眼中的「小不點」，除了積極投入各項營地活動外，亦能好好照顧

自己及關懷別人，在老師指導後，他們把自己的營舍打掃得乾乾淨淨。燒水、

整理牀鋪、執拾衣物等工夫，一點也難不倒他們。老師們還獲邀到訪同學們

的「家」，享用他們所泡的花茶呢 ! 看來「小不點」真的長大了，還懂

得感謝身邊的人對自己的關懷和照顧。花茶味甘帶甜，香味縈迴，

點滴到心房，這次活動一定成為同學們日後的美好回憶呢 !

何健齡老師、陳燕珍老師

歷奇活動

神奇的「飛毯」把我們帶到團結與快樂之地。

快樂飛毯

合作破解密碼，發揮合作精神。

解救密碼

製作紀念冊

我們通力合作，才能做出這樣的成果。    
大家覺得如何？

蒙眼生日線

不能說話，用手勢溝通找出各人的出生月份。

出發前，同學掩不住興奮的心情。    

「小不點」成長了 ─ 六年級畢業營

齊來做早操。

北官精神，服務他人。

群體生活

完成活動，一起清潔場地。



除了五年級有「歷奇學習日」外，本校於二月一日亦為四年級學生安排歷奇活動，目
的是以「歷險」為本的「輔導核心理念的四大要素」來提升學生的自律和自強的精神。當中
包括 :

1. 親身經歷

學生透過高度參與，包括身體、心靈、情感和精神上的參與，從而獲得一些實際的生
活體驗。此外，學生從遊戲中觀察及反省，與同儕間互相分享、回饋及進行總結，達致了解。

2. 人生險阻

學生在經歷既新鮮又富挑戰性的遊戲過程中，克服心理壓力或危機感。

3. 心理輔助

由導師引導同學嘗試一起克服困難，度過危機，達致共同成長的目標。

4. 導向征途

同學透過小組互助及成功克服困難的歷程，學習與人相處及溝通，幫助個人成長。而活動後的反省及討論可協助同學整理經驗，啟
發他們把所學到的轉化到真實生活裏；並透過反思而改變行為。

參與活動的四年級學生都非常喜歡這次歷奇活動，他們認為這些活動在形式上比較「活」、「有趣」、「富挑戰性」，活動亦由淺入深。
同學由進行低難度活動逐漸推展到挑戰高難度活動，信心逐漸提升，從而勇於接受挑戰，提高了解難的能力。

這次的歷奇活動提供機會讓同學互動交流，並挑戰自我，建立自信，是一次令人難忘的學習經歷。

蕭淑賢老師

小五歷奇學習日已於一月三十日順利完成，這次
活動的目的是提升同學的自信心、溝通能力、解難能
力和管理情緒的技巧。當天由校外機構的十二位導師
負責率領同學分別於操場及禮堂參與整天的歷奇活動。

當天的活動設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我
強化，透過學習提升自我技能和個人素質，作出有效
溝通並達成共識。第二階段︰自信表現，透過挑戰去
表現團隊精神，把自信融入生活中，並一同向着目標
前進。活動包括：集體傳球、團隊跳大繩、穿越蜘蛛
網及共建大橋。

同學須於小組中與其他組員合作及互相欣賞，完
成導師指示的各項歷奇任務，同學能藉此培養出勇於
嘗試及接受挑戰的生活態度，增強對自己的認同感，
肯定自我的存在價值，促進與他人的聯繫，建立在群
體中良好的歸屬感。

同學們走出課室學習，經歷了困難、失敗，最後
達致成功的愉快體驗，同時亦能享受學習過程所帶來
的樂趣。我們深信，這個活動既能激發同學的自信，
也能發揮他們的潛能。那天，大家都過了一個十分有
意義的學習日呢！

鍾崇欣老師

相互協作 挑戰自我～小四歷奇學習日

同學找出有效的方法完成同一目標。
合作「過河」～同學須發揮自己的長
處幫助組員，合作完成任務。 願望高飛活動～同學需要突破

自己，亦需要互相支持及鼓勵。

同學們一起建大橋，明白到「團

結就是力量」的道理。   

「穿越蜘蛛網」～同學們
正在建立互信關係。

齊合作 建自信～小五歷奇學習日

一起跳大繩，大家真有團隊默契，
合作性相當高啊！看着遙控車在共建的大橋上行走，

大家都顯得十分雀躍。

交通擠塞遊戲～參加者要在有
限的空間站立，可能需要作出
「犧牲」。

負責帶領活動的導師與鄧愛蓮校長、李燕珊主任、
鍾崇欣老師及蕭淑賢老師來張合照。



二月二十八日，雖然天
色不佳，但無損六年級同
學暢遊香港太空館的雅
興。

到達目的地後，同學
先參觀「天文　·太空科學」
的展覽。在展覽廳內，同學
們認識了太空科學發展及天
文科學知識，他們更有機會接
觸不同的器材和儀器，模擬太
空人在太空工作的情況﹗

在天象廳裏，同學們觀賞了一套名為「勇闖太
空」的電影。望著半球形銀幕，同學們了解到人類探索太空的歷史。對影
片的立體效果，大家都驚嘆不已﹗

經過這次參觀，同學們對太空及天文的認識都加深了不少。

孔維亮老師

漫遊太空

大家都對太空衣深感興趣。

愉快遊公園　你我增見識

師生齊齊學，香港歷史知多啲 !

香港歷史齊探索

為了配合本校本年度關注事項—「推展德
育及公民教育」中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部分，
本校在二月十九日的教師專業發展日安排全體
教師參與「沙頭角歷史生態探索」活動。當天
我們有幸邀請到歷史文化專家梁炳華博士到校
主持講座，介紹沙頭角的歷史、文物及古蹟。
其後，我們在梁博士的帶領下實地考察景點，
參觀古村、客家建築、祠堂、日軍陣地遺址及
華界景色。一天的學習歷程，令我們對香港的
地理、歷史及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

副校長  李燕萍

十二月十五日，本校公益
少年團參加一年一度「環保為
公益運動」之「慈善清潔 / 遠
足活動」，為公益金籌募善款。
而本校全體師生在二月份一同
參與的「愛心滿校園  義賣康
乃馨」籌款活動更為公益金籌
得善款總值港幣 $63,851，在
此感謝各位慷慨解囊。 

對外聯繫組主任  曾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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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正操作「迴轉儀」。

開開心心手牽手，看看樹幹多粗壯！

「小小兵馬俑」真可愛！

實地考察樂趣多！

沙頭角歷史生態探索

鄧校長及公益少年團團
員代表本校接受嘉許狀。

齊獻一分力  愛心助公益

警隊今昔  齊來認識
一月三十日，老師帶領二年級同學到警察博物

館作教育性參觀。博物館分為五個展覽廳，包括：歷
史展覽廳、三合會及毒品展覽廳、「警隊今昔」展覽
廳、專題展覽廳及舊式海洛英製毒工場。博物館內的
展品超過 700 件，同學能夠透過這些展品加深認識警
隊的歷史及演變，同時亦更了解現時及以往香港的毒

品問題，讓同學認
識毒品的禍害。
經過這次的教
育性參觀，同
學能夠從另一
個角度認識警
隊，不但大開
眼界，而且獲
益良多！

何詠欣老師

大家在博物館前來張合照吧！

同學們欣賞溫室植物。

梁博士的講解生動而精闢。

三月十三日，本校一年級同學在老師及家長的帶領下，
前往香港動植物公園遊覽。同學先觀賞溫室內的蘭花、蕨類植
物和攀緣植物，然後沿路欣賞左右兩旁的動物。首入眼簾的美
洲紅鸛鮮艷奪目，同學表現得十分雀躍。觀賞期間，透過獸籠
旁邊的教育標籤說明，使同學更了解公園內不同動物的特性。
隨後，同學還見識了獅狨猴、婆羅洲猩猩及盾臂龜等。透過是
次教育性參觀，相信同學們對動植物的認識一定加深了不少。

甘鈞汛老師

十一月十九日，本校四
年級學生放下課本，走出
課室，在尖沙咀香港歷史
博物館上了特別的一課。

當天，同學們參觀了
館內的常設展覽「香港故
事」。展覽共有八個展區，
栩栩如生地介紹香港的自然
生態、民間風俗及歷史發展。
導賞員一邊向學生介紹「香港故事」的精彩之處，一邊帶領他
們走進一條仿古街道，看看古色古香的茶莊、裁縫店、當押店、
雜貨店……最後，他們更能登上一輛古老的雙層電車，認識戰
前香港的生活面貌。這次親身的體驗比課本的文字和圖片介紹
更生動有趣。此外，展覽亦介紹了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革
命事蹟、香港及華南地區的生活習俗、鴉片戰爭和香港的割讓
等。

同學們藉着參觀館內的展品，從活動中學習，相信他們對
香港歷史的興趣提高了不少呢！

林育峰老師

我們的課室變了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