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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時代變遷，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擴增實境（Aug-

mented Reality，簡稱AR）、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VR）的問世帶領電子時代跨前一大

步；科技新知也孕育了STEM 的教育趨勢，透過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啟迪莘莘學子與時

並進、教育的發展也換上了新衣，嶄露「貼地」

的本色，歸根究柢，科學之光為何？科學之用為

何？科學的精神，乃在求真、乃在理性、乃在探

索、乃在創造。

眼睛所看見的、耳朵所聽到的事物：就是所見所

聞，也是《見聞》特刊誕生的初心與呼喚。見聞

來自生活、來自經歷、來自體驗；見聞來自課程

的學習素材，學習素材映照了老師的教學使命和

理想；見聞來自群體生活的互動與磨合，互動與

磨合孕育了孩子的成長與反思；見聞來自體味中

國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精神的認識得點滴的累積

；見聞也來自認識異國風俗、異國風俗中學習不

同文化⋯⋯

耳聞目睹的經歷不囿於教室、實驗室內，學習扣

連上親歷其境，求真、探索、理性、創造，豈止

於科學科技與數學，人文文化的學習與感悟，正

好回應了成長的需要與呼喚。孩子們，窗外的世

界等待著你的來訪，見聞之門等待著你的開敞。

來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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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akhstan
Walk further, See better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 Raymond Lee Charitable Foundation for their 
generosity and also to Hong Kong Youth New Runway Programme for their invaluable 
assistance to carry out the study tour, offering a chance to our Kei Keep students to explore 
one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Kazakhstan. The eight-day study tour has broadened 
vis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those ten students. Through sharing with different speakers, we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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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earn, we taste!
Not only Astana’s flashy buildings did we see, students were able to 
see the Big Almaty Lake, part of the mountainous IIe-Alatau National 
Park. We indulged ourselves in a breathtaking scenery of nature’s 
beauty.
Elevated 32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was our visit to the breathtaking 
snowy mountains of Talgar Pass Ski Resort, Shymbulak Ski Resort and 
Medeu Ice Skating Rink. This fascinating view was home of the Winter 
Universiade 2017. Almaty’s natural diversity is a wonderful impression 
for all to see.
The culturally rich food as well cannot be forgotten. Kazakhstanians 
dine on decadent and richmeat dishes. During our tour, culinary serv-
ings ranged from Kazakh comfort food to a taste of International menus 
such as Indian and French favourites. We relished every bite.

Spectacular architectures
Astana became the capital of 
Kazakhstan in 1997. We visited most 
of its modern architectures like 
Hazrat Sultan Mosque and Baiterek 
Tower. They were futuristic structures 
which were remarkably distinguished 
landmarks of Astana. We lived in a 
hotel which was closely located to 
‘the cigarette lighter’ (Transport 
Tower); there were ‘two pyramids’ 
(Admission Department) reflecting 
one another in Nazarbayev Universi-
ty; ‘the golden lollipop’ (Baiterek 
Tower) was just away from ‘the circus 
mall’ (Khan Shatyr Shopping Centre) 
on walking distances; and ‘a giant 
sphere’ (Expo 2017) was represent-
ing the future energy and technology 
in Astana. Unique structures just 
made this capital awesome!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ever
Kei Heep indulged in an amazing exploration amids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y: Kazakh-
stan. The Raymond Lee Charitable Foundation and Hong Kong Youth New Runway Programme 
catapulted 10 of our brightest students into an 8 day learning journey. The student’s experience 
enlightened their view beyond the urban life. This remarkable study tour gave each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 strength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at builds social ties, economic empowerment, and 
new DREAMS.

Officers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lmaty warmly welcomed u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visit of the tour was the 
visit we went to ATF Bank and communicated 
with Tony Espina, the CEO of the bank. Before 
that, I was very nervous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meet a CEO. However, he was very nice. 
He not only shared his childhood stories and his 
experiences of being a CEO, but also answered 
our questions patiently.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his experiences.
It was the most amazing study tour I had ever 
joined. I would never forget it. Finally,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join this study 
tour.                            

It was extremely exciting and an honor for me to have 
such a fruitful study tour in Kazakhstan. Thanks to our 
principal, teachers and all the organizations’ support 
of this journey. During eight-day study trip, we visited 
different kinds of companies from China, which gave 
me a big impression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Kazakhstan. 
Besides, we went to the Big Almaty Lake. It was my 
first time I was so close to the snow-capped moun-
tains which was magnificently white and huge. The 
lake water was so crystal clear that it looked like a 
piece of jade, inlaid in the mountains.

I felt quite nervous before going in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lmaty, 
but the administrative staff treated us like a family. 
The conference, which they shared informative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provided 
m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
Besides, my English improved because there were a 
lot of tourists who wer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we had 
a brief conversation during my trip. It was a giant step 
to reinforce my confidence to speak with foreigners in 
English.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study tour and took a lot 
of photos with my classmates to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my family. Thank you!

Tony Espina, the CEO of ATF Bank, was sharing his experiences to everyone. 

The tour guide from Nazarbayev University was introducing the university
model in English.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visit at a construction site, in Astana.

4A Wong Chin Yi

5A Lau Pok Wai

5B Wong Cheuk Nam



成果豐碩
每次收集衣物約400件、
義工約30多人，每次都有
超過200位黃大仙街坊（
以長者為主）到暖心街店
領取衣物，感受到備受關
懷和尊重。更有街坊希望
捐贈衣物或物資（如衣架
等）給我們，更鼓勵我們
日後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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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
社會服務團於2016年4

月20日首度舉辦「暖心街店」
，活動參考全球各地《The Street 

Store》活動模式：向校內員生募集舊
衣物。活動當天，學校大門變身成街坊衣

服試身場，衣褲鞋物林林種種，讓坊眾長者
自由選取。「暖心街店」至今已舉辦了五次
。每年舉辦兩次，時間多是農曆新年前及七
月初的星期六早上8時至11時。街店加入時
裝店的元素，讓街坊自由配襯、選擇；有別
其他由主辦單位派發衣物給街坊，學生在

旁協助，有需要時提供意見，增加彼
此的互動，讓街坊享受逛街選物

和自由拼湊的樂趣、感受一
份關心和尊重。

義工服務
愛心展關懷



共享的時代！

乃役於人的反思
透過暖心街店，學生明白到基層人士的需要和環保惜物的
重要。每次活動日都會有很多街坊前來領取衣物，學生發
現黃大仙區有很多的基層人士需要此活動的少許幫助，當
他們看到街坊滿心歡喜拿到自己合適的衣物，學生知道他
們的努力是值得的，因為街坊感受到學生對他們的關心和
尊重。這一切是推動社會服務團持續舉辦這活動的動力。

本校的
社會服務團於2016年4

月20日首度舉辦「暖心街店」
，活動參考全球各地《The Street 

Store》活動模式：向校內員生募集舊
衣物。活動當天，學校大門變身成街坊衣

服試身場，衣褲鞋物林林種種，讓坊眾長者
自由選取。「暖心街店」至今已舉辦了五次
。每年舉辦兩次，時間多是農曆新年前及七
月初的星期六早上8時至11時。街店加入時
裝店的元素，讓街坊自由配襯、選擇；有別
其他由主辦單位派發衣物給街坊，學生在

旁協助，有需要時提供意見，增加彼
此的互動，讓街坊享受逛街選物

和自由拼湊的樂趣、感受一
份關心和尊重。



Missing Maps Project

發電廠壁畫活動

本校和
一所美國的跨國科

技公司合作，讓超過40
位學生一起參加Missing 

Maps Project這項有意義的活
動，為無國界醫生首次在香港舉
行製作地圖活動作人道救援之用
。經過培訓後，最終學生完成繪

圖數目達到8086個，為無國
界醫生在偏遠地區進行人

道救援出一分力。

本校70多位學生於中電龍鼓灘發電廠參與百人繪畫，為繁榮
的城市建設中增添藝術創作，添上繽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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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的義工和本校師生合照校長致送紀念品給無國界醫生的代表



愛心捐髮行動

癌 症 化
療病人治療過程中，

常面臨噁心、嘔吐等諸多副
作用，更常須忍受掉髮之苦，

面臨外觀改變常讓病友下意識將自
己孤立、封閉起來。本校德育及公
民教育委員會發起捐髮活動，希望藉
由美麗假髮帶給病友滿滿自信。是
次活動收集到的頭髮會統一交給一

間假髮中心，運用機器製作成假
髮，免費提供假髮給有需要

的癌症病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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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心情有點緊張

做了善事，還換了新形象，真是值得



DAY 1
早上於香港國際機場乘

直航機飛上海→抵達後→

乘磁浮列車→新天地石庫

門→外灘→晚餐後返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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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杭州

本校為獎勵獲得「品學兼優獎」、「成績進步最高
獎」、「品德飛躍進步獎」、「課外活動卓越表現
成就獎」、「黃仰之老師年度最佳運動員獎」及於
中國歷史科考獲優異成績的學生，特設「境外考察
獎勵計劃」，讓獲得上述獎項的學生可免費參加由
學校資助舉辦的考察團前往上海、杭州考察，使學
生能擴闊視野、增廣見聞，並可提升學生對中國歷
史及中華文化的興趣和認識，讓他們能欣賞中華文
化的博大精深，弘揚中華民族追求至善、返璞歸真
的精神，承傳中華民族的卓越精神與文明。

擴闊文化視野
考察 

DAY 2
上海→田子坊→七寶古鎮

→車赴紹興→午餐→東湖風

景區→沈園→魯迅故居→倉

橋直街八字橋→晚餐→入

住酒店。

DAY 3
紹興→桐鄉→緣緣堂及豐

子愷紀念館→午餐→烏鎮

東栅景區遊覽→車赴杭州

→晚餐→入住酒店。



DAY 4
杭州→蘇東坡紀念館→蘇堤

→花港觀魚公園→船遊西湖(遠

眺三潭印月)→曲院風荷公園→午

餐→京杭大運河博物館→晚餐

→清河坊古街、南宋禦街→

入住酒店。

4A 周心如
杭州，自古就是製扇名城，素有

「杭州雅扇」之說，尤其南宋遷都
杭州後，製扇技藝更加發揚光大，故
扇子與絲綢、茶葉齊名，被認定為「

杭產三絕」。是次考察之旅，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能有機會拜訪杭州王星記
創意產業園，從中認識製骨、糊面
、摺面、上色、砂磨、整形等八
十多項製扇工序，且能有機會

親手繪畫扇子，一展藝
術才華！

境外考察獎勵計劃
一起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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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遊覽西湖岳王廟
02 參觀大運河博物館
03 學生參加畫扇工作坊
04 參觀王星記扇廠
05 遊覽曲院風荷公園



DAY 5
杭州→岳王廟→午餐→杭

州王星記創意産業園(繪畫

扇子DIY體驗)→前往杭州

國際機場→香港。
1A 莊綺琪

上海杭州考察之旅，讓我見識很多
、學習很多、成長很多。在這次旅程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到訪魯迅故居。魯
迅本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是中國近代文

學史上的開山巨匠。他的作品題材廣泛，風格
鮮明獨特，且體裁涉及小說、雜文、散文和詩
歌等。而我最喜愛他的小說作品，例如：《孔
乙己》、《阿Q正傳》、《祝福》等。到訪魯
迅故居期間，我心中不禁泛起「朝聖」的感
覺，立志他朝也要成爲文壇巨人，為後世

留下影響深遠的巨著。

境外考察獎勵計劃

01

02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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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營

這次，已是第二次參加領袖訓練營，最難忘
是水上活動，大家拿起槳，學習划獨木舟。
這個我懂，難不倒我的。可是，要組員把獨
木舟用繩索串連起來，使我們女生大歎力不
如人。終於，大家先後完成任務，來到海面
的中心點，一起高唱基協校歌：「艱辛創業
，建我基協，屹立獅子山下……」此情此境，
真的別有一番滋味。這些挑戰和磨鍊，讓我
闖過一關又一關，也增加了自己的信心和勇
氣，日後面對困難也不會輕易放棄、畏縮逃
避。

5B 鄭巧欣

基協著重建立學生，學
生領袖培訓小組每年舉
行學生領袖訓練營，一
行七十多人在營地裡經
歷不同的領袖培訓及團
隊建立活動，包括營地
追蹤、獨木舟競賽及木
筏挑戰等，藉活動讓學
生挑戰自己、彼此扶持
、團隊合作及建立領袖
的特質，並且反思作為
學生領袖的責任。



中一教育營

中二生命成長營
16

今天，來到香港浸會園的第二天。
我特別喜歡「信任行」遊戲，晚上玩集體遊戲，特別
刺激，每個同學配上眼罩，雙手搭著前面同學的肩膀
前進，只有第一位同學不用做「失明人士」，帶領著
我們步步驚心向前行，遊戲充滿神秘感，還聽到女同
學不斷的尖叫。透過這些活動，讓我學會彼此信任、
同心協力可衝破障礙，達成目標。

1C 陳滿華

齊來疊層架，準備發水砲

校長與校牧跟中二級學生及班主任合照留念

三日兩夜的宿營為中一學生帶來新的體驗，透過遊戲活動、小組合作、歷奇
遊蹤、班際比賽等，讓中一級學生增進同儕間的認識和了解，同時提升個人
的自信心及抗逆力，有助學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投入中學的校園生活。



成長4

中一教育營

中二生命成長營
以信仰和福音作為成長營的主要元素，以群體生活、集體活動、夜行挑
戰等帶出靈命培育的訊息、反思個人的生活與成長、提升學生的品格，
鞏固抗逆自強的人生態度，迎接學習上和成長中遇到的挑戰和困難。

三日兩夜的宿營為中一學生帶來新的體驗，透過遊戲活動、小組合作、歷奇
遊蹤、班際比賽等，讓中一級學生增進同儕間的認識和了解，同時提升個人
的自信心及抗逆力，有助學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投入中學的校園生活。



踏足神州大地
造訪增城交流

18

兩校學生齊上語文課堂，大家都精神抖擻



教育局「姊妹學校計劃」為本校和廣州增城中學提供了專業交流及合作平台，讓本校
學生可以走進内地校園交流，親身體驗當地學習生活、文化風俗。此外，透過
是次交流活動，本校學生對內地教育、歷史、文化等增加了解，並能增進
兩地學生友誼。學生在交流活動中相互學習，體驗文化差異的共融，
學習待人接物的禮遇和包容。另一方面，本校教師藉着觀課、評
課等不同教學課研活動，與姊妹學校同工交流
研討，就課程實踐和教學方法分享經驗和心
得，切磋砥礪，令教學日新又新，兩地師
生受惠。

基協學生獻唱一曲，作藝術交流兩校學生齊上語文課堂，大家都精神抖擻



4B
梁永達

增城中學交流活動讓我們學會自理、承擔責任及

互助，明白團結合作重要。此外，與內地學生相

處期間，我從他們身上看到堅毅，從而令我重新

審視自己的學習和處事態度，得益不淺。最後，

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或許在這次交流

活動後，大家未必能有機會重聚，但我深信在彼

此心中已經留下美好回憶，這些回憶均見證着我

的成長。

增城中學學生不單學業出色，在音樂、體育及美

術等範疇更是多才多藝，真開心能有機會與他們

交流，讓我體會到內地學習模式和多元智能發展

。常言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這次

交流活動中，我能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真諦。可

惜的是，這次學習旅程只有三天，實在未能讓我

完全了解增城區的風土人情，寄盼來年能有機會

再次參與類似交流活動，增廣見聞。

4B
董靖瑤



在三天的交流活動中，我感受到增城中學學生的

好客熱情。他們帶我們品嚐當地特色小吃、參觀

校園各項設施。是次交流活動，實在令我畢生難

忘！我除了能深入認識中國國情和內地學生學習

生活外，我還結識了不少新朋友，我們甚至一起

玩「真心話大冒險」遊戲，彼此分享秘密，互訴

心中情。這些片段，如今歷歷在目。我希望來年

能有機會繼續參與類似的交流活動。

行程最後一天，我們還與姊妹學校進
行了一場籃球友誼賽，結果以一分險
勝對手。

4B
洪昊澤

早操跑步，輕鬆舒暢



尋      找      香      港      故      事

粉嶺龍躍頭文物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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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地區，數百年間演變為今日的五圍六村。文
物徑保留了中式建築古蹟，保存不少典型的中式
傳統建築，學生可實地考察祠堂的環境佈局、認
識新界早期居民的鄉村文化及生活，而且附近一
帶景色優美，環境古樸，讓人發思古雅興。

龍躍頭文物徑位於粉嶺聯和墟東北面，龍
躍頭鄧族原籍江西吉水，與宋朝皇室淵源
頗深。南宋初年，宋室皇姬南逃，後嫁予
錦田鄧氏族人鄧惟汲，其長子後人於元朝
末年遷居龍躍頭。此後子孫繁衍，並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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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公園遊
聞名遐邇的九龍寨城公園，跟基協一樣，座落東頭村道，乘毗鄰之便，只是五分鐘
的步程，便可一窺中國園林藝術的風貌，參觀「南門懷古」景區、昔日三進四廂的
衙門、觀賞寨城的歷史圖片等。置身以江南園林規格建造，分為春、夏、秋、冬四
季景緻共八個不同的景區，上一課文化藝術的現場課，一樂也。

衙門內的互動展覽館，重現寨城昔日面貌



文
化
探
索

文化考察 ——菜園村
走訪菜園村，參觀村內農地及認識如何耕作
開墾農地，對有機耕作和生態環保技術增加
了解，學生以工作坊模式參與農耕活動，體
驗晉代田園詩人陶淵明昔日《歸園田居》中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裡慌穢，
帶月荷鋤歸」的風味，農耕之樂，宜古宜
今；親親大自然，深化環保惜物的省思。

學生觀賞寨城模型，邊看邊查考資料



五天的台灣升學考察之旅，令我增廣見聞，且讓我認識台灣大
學學習模式，以及在台灣生活的出路。首先，最令我留下印象
的是數不盡的台灣美景，以及民衆的素養，大部分的台灣人都
是樂於助人的，而且十分健談。其次，我認爲在台灣升學

不用擔心溝通問題。總而言之，經過是次升學考察
之旅，我學會了反思現時學習的不足，

我會重新規劃前路，創造
光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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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大學校舍，體驗一下課堂，感受大學校園生活的姿彩

5A 陳斗



台灣2

台灣升學考察
規劃多元前路

為 了
讓本校學生

了解個人興趣及
能力，掌握不同升學

及就業資訊，升學就業輔導
組老師致力協助學生探索自我、

制定目標、了解升學及就業的資訊，
計劃未來，邁向理想。同時為了讓學生能認

識本港以外的多元升學途徑，拓闊學生視野，尋

五天的台灣升學考察之旅，令我增廣見聞，且讓我認識台灣大
學學習模式，以及在台灣生活的出路。首先，最令我留下印象
的是數不盡的台灣美景，以及民衆的素養，大部分的台灣人都
是樂於助人的，而且十分健談。其次，我認爲在台灣升學

不用擔心溝通問題。總而言之，經過是次升學考察
之旅，我學會了反思現時學習的不足，

我會重新規劃前路，創造
光明未來。

在這次台灣升學考察團中，我們有交流的時候，也有放鬆的時候。想當
初，老師曾嚴格對我們說：是次交流團目的以學習為主。同學聽後都頗

爲緊張，其實，老師只是希望我們能抱着認真的心態了解更多台灣
升學的資訊。所以我覺得非常榮幸有機會參加是次交流團。

環看香港現今大學學位供不應求，是次考察經驗讓我明
白不一定要在香港升學，也可以考慮到其他地方
升學。我認爲台灣是一個與香港生活相對接近的
地方，而且他們的大學資歷在香港也普遍受到多
間機構認可。此外，台灣升學費用亦比歐美國

家升學費用更爲經濟。總括而言，是次台灣
升學考察團，讓我明白要好好規劃自

己的前途。

5B 沈嘉銘

求最適合的發展方向，舉辦了「台灣升學考察團」，透過實地考
察體驗，引導學生綜合個人的性格、興趣、能力、職志，結合了
大學學科和職業等資訊，規劃未來的生涯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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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協校友會積極支援學生的個人生涯規劃，統籌「職
業博覽」活動，透過聯繫在各行業有卓越成就的資深
校友嘉賓，回歸母校與學生作真摯的分享和交流，讓
學生能夠深入認識多個受年輕人歡迎的行業，了解有
關行業的入職條件、工作性質、僱主期望、專業精神
及前景等。

專為高中學生籌辦的「職業博覽講座」

不同行業的「行內人」分享工作的
苦與樂，機會難逢，學生專注聽講



校 友 支 援 顯 承 傳

校友即場示範面試時以英語對答交
談，學生戰戰兢兢，大膽嘗試

施得理校長大學獎助學金得獎學生面試實況

為鼓勵基協學生升讀大學，校友會成立「施得理校
長大學獎助學金」，為升讀大學的基協學生每年提
供5,000元至10,000元資助。獎助學金成立至今共
批出超過735,000元資助有需要的學生，獲資助的
學生均承諾在完成學業後回饋母校，協助其他有需
要之師弟妹，承傳使命，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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