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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精神，本校於 2020
年 1月 6日至 2020年 1月 17日舉行跨學科
學習週。同學運用不同思維工具，提升高層次

思維。讓他們主動探究，主動學習，從而掌握

不同的研習技巧。本學年跨學科學習週的主題

是「寶覺文學樂滿 FUN」，各級以一本中文或
英文的名著為主題，配合各科的學習內容，完

成不同的學習任務。各級的學習主題如下 : 

一年級 Little Red Riding Hood

二年級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三年級 Sleeping Beauty

四年級 西遊記

五年級 三國演義

六年級 水滸傳

為唐三藏設計安全降落傘

向同學介紹水火箭（草船借箭）設計
原理

 準備運糧炮台拯救梁山泊好漢

 同學測試「Goldilocks」磁鐵車的速度

 「小紅帽」氣動車模型

 向同學介紹我們的「睡公主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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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任務

P.1
中文科：人物介紹指南
英文科 : Write a birthday card to Grandma.
常識科：製作氣球車
視藝科：學生小組協作創作小紅帽的場景

P.2
中文科 : 撮寫道歉信
英文科 : Write rule for Goldilocks. Role play the story.
常識科 : 製作磁力交通工具

P.3
中文科：閱讀工作紙及設定邀請卡。
英文科 : Write the new ending.
數學科：學生通過不同的關卡，完成不同的數學任務，拯救公主
常識科：製作睡公主恆溫睡房

P.4

中文科 : 故事續寫 /改篇話劇表演
英文科 : Describe characters with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adjectives.
數學科 : 製作棒形圖、完成西遊記相關的數學問題
常識科：製作平安降落傘
視藝科：西遊記木偶服裝設計

P.5

中文科：三國人物點將錄
英文科：Write a riddle about characters
數學科：利用收集回來的數據進行分析
常識科：製作水火箭並收集數據
視藝科：繪畫學生與自己相似的三國人物人像

P.6

中文科：製作廣播劇，讓學生了解及創作故事情節
英文科：Biography of the main characters
數學科：計算「運糧炮台」角度
常識科：製作「運糧炮台」
視藝科：以皮影戲演繹水滸傳

 測試水火箭威力

 英文演出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很多同學喜歡我們的設計

 測試「小紅帽
」氣動車效能

 演出西遊記

 測試運糧炮台

P.1

P.3 P.4

P.5

P.6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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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前經過了多個月密集式培訓，內容包括
自我管理、英語會話、領袖培訓、表演練習等。

在譚校長、周副校長和老師帶領下，懷著愉快

及緊張心情的 32名學生（四至六年級）在 1月
13日踏上馬來西亞生態文化之旅。旅程中，我
們堅守四大信念「安全」、「守時」、「觀察學

習」及「包容」，體驗這個富有大自然生態及多

元文化的國家。非常充實的四天行程，具特色的

景點固然吸引，探訪吉隆坡循人華小，並與當地

學生作互動交流，兩地學生獲益良多，促進彼

此友誼。另一方面，學生在老師安排下獨立製作蠟染畫及錫碟，同學經過動手做的過程，體驗出毅力、自信和創造的感覺，

讓同學上了一堂成長課。最後，旅程雖然在 1月 16日完結，但是學生的學習並沒有就此終結。從交流中學到的自律、勇於
面對困難、堅毅等特質，可以引領學生走得更高更遠。

一起製造錫碟 交流團前期訓練

美麗的粉紅清真寺

迷人的獨立廣場

馬六甲蝴蝶及爬行動物園

KL Forest ECO Park我們來啦 !

自己親手完成的蠟染畫，好滿足呀 !

到達當地學校「吉隆坡循人華小」交流

看螢火蟲，好興奮呀 !
兩地同學認真互動交流

和蝴蝶零距離

留心聆聽娘惹博物館導賞的講解

恐怖的吊橋

漂亮的 DIY蠟染畫

國
教室
際

馬來西亞
生態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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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觀寶墨園，認識嶺南古建築風格
和園林藝術

學生乘坐高鐵出
發，心情興奮

學生參觀創新科技企業，認識內
地創新科技的發展，並了解珠海

地區的企業規模

學生參觀愛飛客航空科普基地，認識飛機的類型、結構和生產過程

  我們 2019
年 11 月 7 日
於元朗寶覺小

學集合，乘坐

旅遊巴士前往

香港高鐵站，

再轉乘高鐵往

廣州。

  到達了廣
州，先後參觀了寶墨園及沙灣古鎮，認識嶺南古建築風格、

園林藝術和生活文化，讓我們思考文物保護的重要性。

  第二天，我們由廣州乘旅遊巴士往珠海，參觀愛飛客
航空科普基地，認識飛機的類型、結構和生產過程。我們

接著參觀創新科技企業，認識內地創新科技的發展，並了

解珠海地區的企業規模。

  經過兩天充實的行程，我們由珠海乘旅遊巴士經港珠
澳大橋回香港。

廣州及珠海的歷史文化與科技探索之旅（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線）

「粵港澳大灣區城巿探索之旅」
學生內地交流計畫

參觀沙灣古鎮，認識具嶺南特色的建築和生
活文化，思考文物保護的重要性。

  2019年 11月 6日至 8
日，小六全體同學參加了在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舉行的

「小六教育營」，在小學生

涯完結前，與老師及同學一

起經歷難忘的三日兩夜。

到達目的地，六年級同學
先來個大合照

在教育營內學到的知識及態度，將應用於日後的學習及生活中

做足準備，跨越一個一個的挑戰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傳授
「學習」錦囊

同學們編織一條條美麗的手
繩，送給校長、老師、家長，

表達感謝之情

同學們在營地附近的可觀自然教育
中心暨天文館，使用全港最大的天
文望遠鏡欣賞及觀測天象

師生一起做早操，迎接新的一天
教育營內學習了不少團隊合作、
解決困難及互助互勉的精神

小六教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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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是語文的瑰寶，本校把中國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
《三國演義》及《水滸傳》融入校本課程 , 配合自編的校本教材，

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外，更能培養共通能力及創意呢！

六年級的同學閱讀了《水
滸傳》後，正在聚精會神

地共同

編寫廣播劇的劇本。

逢星期三的午息時段，中文科都會舉行「中文星期三」，各班都能輪流在同學面前表演，形式多元，有朗誦、繞口令和問答比賽等。

本校同學積極參加校外徵文比賽，本年 5A班陳可澄同
學獲愛、傳、城第二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優異獎。

四年級同學正在演出《西遊記》話劇，
看他們表演得多投入 !

  
  

  
  配合跨學科學習週，中文科以
「經典名著藏寶覺」為主題，編寫了具趣

味的校本課程，把經典文學、中華文化融

入語文學習活動中，例如有「三國演義問答

比賽」、「西遊記話劇表演」、「水滸傳

廣播劇」。此外，本年度設中文星期三，

各班學生於午息期間輪流表演。中文科

又與普通話科舉行了不同的攤位遊

戲，豐富同學的語文知識。

中文科

普通話科正進行「普出正詞」攤位遊戲，讓同學從粵普對譯遊戲中積累更多的詞彙。 5



English Friday
On Fridays, the morning assembly is conducted in English. 
Using a variety of interesting themes,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interact and share with students. During lunch 
recess, students play booth games which are run by English 
Ambassadors. They can also speak with teachers in English 
and get TICKETS to redeem for exciting prizes. They are 
very enthusiastic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activities.

Game Booths
A for Archery
B for Badminton, Basketball, Baseball and Bowling 
C for Cycling
We tried different sports and competed with our 
fellow schoolmates on English Day. We were all 
awarded a medal for our efforts.
We are the champions!

Po Kok Cinema
S t u d e n t s  w e r e 
awarded tickets for 
speaking English 
with teachers and 
were able to save 
them up to redeem 
a cinema ticket. 
The cinema ticket 
allowed them to 
enjoy a movie and 
snacks on Po Kok 
Cinema Day.

Puppetry 
One of the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held this year was 
the English Puppetry 
Team led by Miss 
Nicole.

English

English Week – Po Kok Olympic
Football Demonstration
We were very proud to have an exchange with a famous local football team, 
Hong Kong Rangers on English Day.
The foreign football players demonstrated how to play football and taught our 
pupils some football techniques. 
We all had a lot fun!

Halloween Party
'Trick or tre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say to get a treat from others.
Students dressed up and had a fun Halloween Party.
There were witches and wizards, devils and angels and 
many other characters on campus.
A fun time was had b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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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數學科的學習目標是：提升學生學習
數學興趣、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及克服困難的精神；

提升他們的邏輯思維、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及

創造力；掌握基本概念和計算技巧、建立「數

字感」及「空間感」，以解決日常生活

中的問題。

SCOLAR
S C O L A R  E n g l i s h  A l l i a n c e 
presented two interactive English 
programmes, ‘Story Quest’ 
and ‘Bookworm’ to our school. 
Students develop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n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vocabulary and 
comprehension skills, as well a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They engaged in story-based 
games such as a treasure hunt 
and scene designing, building 
and constructing a story at the 
end. They all had fun!

劉逸如老師和黃兆瑜老師參與教育局「在數學課堂中運用電子學
習─公開課暨研討會」後，與同工分享軟件 classkick在周界教學

中的應用。

同學運用在數學科學到的知識，在跨學科週中應用出來。

本年度同學繼續參加各類型校外數學比賽，例如華夏盃
（香港區初賽），並獲得一等獎、二等獎佳績。

數學科

7



  本年度常識科的戶外參
觀活動可說是多姿多采，同

學們到不同的地點參觀。 
參觀活動除可增強學生的觀

察力外，更可喚起學生的好

奇心及激發學習興趣。     

常識科參觀活動
元朗公園（一年級）

洪福邨（二年級）

香港太空館（五年級）

嘉
道
理
農
場
（
三
年
級
）

香港歷史博物館（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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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本科透過視覺藝術陶冶學生性情，讓
學生懂得從美的角度欣賞事物。我們希望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幫助學生獲得藝術及美

感經驗，擴闊視野。

四至六年級學生在校內欣賞木偶示範及講座，認識中國木偶藝術。

三年級學生參加版畫工作坊

「感恩惜福」四格漫畫創作

2A陳慧穎4A江培琳 4A鍾欣怡5A梁樂悠

參加午間至叻小舞台表演

參加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之全港小學佛教歌唱比賽

音樂科

合唱團參加
由香港新民

獅子會主辦
之

「Citizens Concert 2019音樂會」

四年級學生為西遊記設計栩栩如生的木偶

管弦樂團參與寶覺演藝顯才華

  本校音樂科重點是培養學生
愛音樂和學習音樂的興趣，以及

懂得表達和創作自己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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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好書推介
  午息播放由老師錄製的好書介紹
短片，學生看得津津有味，經老師推

介後，學生對借閱相關書籍意慾甚濃。

大哥姊伴讀計劃
  由六年級哥哥姐姐用不同的演說
技巧向小一及小二學生講說及閱讀有

趣的故事，各同學都投入參與，大家

一起享受愉快的閱讀時光。

書展
  每年家長日都會在校內舉行大
型書展，同學可以在書展內享受閱讀

的樂趣及選購課外讀物。

閱讀主題週
  學生按每月不同的主題，閱讀各
類圖書。並配合學科活動，推廣相關

書籍，增添閱讀的趣味。

ZENBO 機械人講故事
  學生於午息時段聽 ZENBO機械
人講故事，反應熱烈。學生聽完故事

後可以借閱相關書籍。ZENBO成為
圖書館的「大紅人」呢！

圖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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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傑出體藝》

舉辦單位 / 機構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 所獲獎項

新家園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非華語高級組
6A碧希莎 優異獎

新家園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高級組
6A鄭雅菁 銀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朗誦節—中文獨誦
1B陸晞宜 3A范名蕙 3A呂沛遙
6A鄧紫馨 6A吳樂晴 良好獎狀

第 71屆朗誦節—英文獨誦

2A林 靖 2A林穎東 3B 麥倩麟
3B Gurung Rihanna 4A 文子欣  
4A 江培琳 5A 張加茂 6A 汪亦心 
6B 黃子鳳

優良獎狀

6C Allaine Orcino Gomez 良好獎狀

第 71屆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1B 林承熹 2A阮進霖 2A司徒沛軒 
4A 廖振延 4A鄭雅珊 5A李悠靜
5A 陳嘉俊 6A林樂馨 6A鄭雅菁

優良獎狀

3A廖若曦 5C李金霆 良好獎狀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徴文比賽 5A 陳可澄 優異獎

舉辦單位 / 機構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 所獲獎項

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 元朗區小學非撞式欖球比賽

5A鄧嘉豪 5A雷德裕 5A何佳運 
5A張加茂 5B麥子東 5B韋永科 
5C張景雄 5C盧建宗

男子高級組碟賽亞軍

5A梁樂悠 5A蔣穎娟 5A李洛瑤 
5A周芷悅 5A汪 寧 5A陳宛苹 
5A李悠靜 5A黃雅瑩

女子高級組盾賽冠軍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9/2020 6A黃冉 元朗區文藝之星
嘉許狀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6A鄭雅菁 6A鄒苡楠 校園藝術大使

完美標準舞中心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PASO 4A陳依婷 優異獎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SAMBA 4A陳依婷 優異獎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CHA CHA CHA 4A陳依婷 優異獎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RUMBA 4A陳依婷 優異獎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JIVE 4A陳依婷 季軍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CHA CHA CHA 6C羅如伶 亞軍

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JIVE 6C羅如伶 冠軍

岑伯龍舞蹈學校

第七屆暑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JIVE 4A陳依婷 季軍

第七屆暑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RUMBA 4A陳依婷 亞軍

第七屆暑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CHA CHA 4A陳依婷 亞軍

元朗寶覺小學
2019-2020 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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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單位 / 機構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 所獲獎項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A林樂韾 優秀學生獎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傑出學生嘉許計劃 6A 吳樂晴 嘉許狀

《其它成就》

舉辦單位 / 機構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 所獲獎項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公益社中學

科學探索比賽（初賽）
5A陳宛苹 5A蔣穎娟 5A陳可澄 5C張景雄
5B吳偉騏 5C黃泳慈 5C盧健宗 5C胡盧詩 三等獎

亞洲機械人聯盟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VEX IQ 蔡章閣盃 5C張景雄 5C胡盧詩 5C盧健宗 5C徐保軒 銅獎

《科技貢獻》

家長展示同學的成果，從小事中領略大意義 看﹗我們的
幼曲茁壯成

長了

家長代表向學生講解活動的意義及活動流程

每天觀察幼苗的生長，悉心照料

職務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顧問 — 譚慧萍校長

主席 鄧啟昌先生 —

副主席 鄭香山女士 周永雄副校長

秘書 吳瑩女士 梁嘉儀主任

司庫 李雪霞女士 高凱珊主任

康樂 張芷螢女士 周麗敏主任

聯絡 陳敏女士 張嘉玲主任

總務 鄧雅芝女士 區昌榮主任

候補委員 劉鳳連女士 —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家長教師會 環保活動：種豆苗

舉辦單位 / 機構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 所獲獎項

岑伯龍舞蹈學校

第七屆暑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PASO 4A陳依婷 冠軍

第七屆暑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三項 C+R+J 6A黃冉 季軍

第七屆暑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雙項 C+R 6A黃冉 冠軍

曼姿舞蹈學校
第 18屆姿彩盃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雙項、三項及五項拉丁舞

6A黃冉 全獲冠軍

《傑出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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