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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黃靜雯校長

今年學校為小四年級學生舉辦懇親晚會，當天老師以「家的味道」分享家庭樂事，講述家中的「酸、

甜、苦、辣」如何交織成美好的成長回憶，學生們又親手為父母炮製晚餐，以行動表達對父母的敬意，場面

令人感動。

我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發現家庭背景是否富裕，並不會與孩子成就有必然的關係。然而在溫情洋溢，充

滿人情味的家成長，孩子大多能學懂關心別人、尊重別人的美好品格。記得有一次，我和老師家訪，那裏小

路多，門牌又不順序，正當我們徬徨尋覓學生住處，就聽到一把可愛聲音從後發出，往後一看，一位面帶笑

容的學生向我們招手。原來那學生擔心我們迷路，一早就在門前等候，遠遠看到我們，便立即跑過來向我們

招手，然後拖著我們快樂地回家。

一步進家門，就見到學生的媽媽奉上熱茶，又連番多謝我們的來訪。家訪過程有講有笑，彼此分享教養

孩子的心得。居所面積不大，沒有美麗的裝潢，沒有先進的設備，但是那份人情味，那份真誠的交往，卻令

我印象難忘。

離開之際，看到村子長滿香蕉樹，令我想起年幼時母親背著我的情景。當時母親因工作關係，平日將我

交由外婆照顧，每到周末，她就由外婆家中接我回家。回家路上，兩旁種滿香蕉樹，因為我怕黑，每當我看

到地上樹影飄動，就十分懼怕，不敢前行，每次母親都背著我，一步步踏上幾百級的石級，送我回家。

今天，當我再次看到那些香蕉樹，彷彿就感受母親的體溫，嗅到家鄉植物的味道。就是那味道，給予我

安全感、信心、關懷，踏上人生的旅途。除了要報答父母養育之恩，亦求天父賜我力量，將這些美好的回憶

化成動力，將這份愛延續，使我能與老師們攜手陪伴學生前行，給予他們信心與勇氣，越過人生的挑戰，在

充滿愛與關懷中成長。

家的味道   伴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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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17-2018年度重點獎項紀錄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數學科
2017至18年度十三屆全港小
學數學比賽(東區)

全場冠軍
創意解難冠軍1名
急轉彎亞軍1名
銀獎1名
智多星季軍1名
優良獎狀1名

2017年春季「世界數學及解
難評估」

小四級別數學科
最佳表現獎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比賽

金獎1名
銀獎4名
銅獎3名

華夏盃 初賽：一等獎16名、
二等獎23名、三等獎11名
晉級賽：特等獎1名、
一等獎9名、二等獎14
名、三等獎11名
總決賽：一等獎3名、
二等獎11名、三等獎5名

2018春季「世界數學測試」 小學組：
數學：1優1良
解難：2優
雙優生1名
中學組：
數學：1優
解難：1良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AIMO﹞

初賽: 4 金 7 銀 3 銅
晉級賽： 1 金 1 銀 2 銅
決賽(P.1-2): 1銀2銅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COMO)

特等獎1名、二等獎2名、
三等獎1名

保良局2018香港小學數學精
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2名
數學競賽二等獎1名
總成績三等獎1名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精英邀
請賽

金獎2名

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
2018

嘉許狀3名
﹝進入總決賽﹞

數學8寶箱網上學習計劃-數
學科

全港傑出學生金獎2名

第四屆魔力橋
﹝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優異獎1名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中文
校際朗誦節 亞軍2名、季軍2名
全港小學師生寫照比賽 優異獎（中小組）1名
英文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17) – English Speech

 first prize

常識科
衛理中學STEM小學邀請賽
(mBot機械人)

季軍

體育科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聯合
陸運會

冠軍1名、季軍2名

港島東區陸運會 團體：優異2項
個人：亞軍1名、季軍2名

港島東區水運會 亞軍2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聯合
水運會

團體：團體季軍2項、接
力亞軍1項、接力季軍2項
個人：冠軍1名、亞軍2
名、季軍2名

全港中小學閃避球錦標賽 港島及九龍區小學男子組
季軍、混合組殿軍

音樂組
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級組合唱隊

香港及九龍區域高級組
小學合唱隊總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級組合唱隊

香港區域高級組
小學合唱隊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級組合唱隊

香港區域中級組
小學合唱隊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節
管弦樂隊小學組

香港學校音樂節管弦樂隊
小學組亞軍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弦樂團比賽

銀獎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弦樂團比賽

銀獎

香港校際音樂節 個人項目：
參賽人：126人
榮譽獎狀：8人
優良獎狀：94人
良好獎狀：24人

視藝組
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防止
店舖盜竊」海報設計比賽 - 
小學組

冠軍1名

獅子會smart city 填色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初小組優異獎2名

香港教育大學「恩典太美
麗」四格漫晝

高小組優異獎1名

2017-2018年度

2017-2018年度學校交流活動
2018年3月5日 新加坡Hougang Primary School師生訪校

2018年4月7至11日 到訪姊妹學校─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小學
2018年7月22日至8月6日 加拿大遊學之旅

學校主題：喜閱喜樂滿校園

2



學校發展事項

學生所獲派中學
獲派中學 人數 獲派中學 人數

英華女學校 1 聖保羅男女中學 2
皇仁書院 2 德望學校 1

香港華仁書院 2 聖保羅書院 4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10 華仁書院 (九龍) 1
張祝珊英文中學 9 瑪利曼中學 1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1 協恩中學 2
筲箕灣官立中學 5 聖馬可中學 20
中華基金中學 3 港島民生書院 5
香港真光中學 1 嘉諾撒書院 5

衛理中學 11 福建中學 1
顯理中學 2 金文泰中學 1

天主教鳴遠中學 1 羅氏基金中學 1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7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4

培僑中學 3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1
福建中學(小西灣) 1 漢華中學 2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2 嶺南中學 4
張振興伉儷書院 1 慈幼英文學校 1

文理書院 1

學生獲派首三志願及其他志願的人數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志願
97 (82%) 7 (6%) 9 (7%) 6 (5%)

2017-2018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狀況

2018-2019年度

學校主題：	知書達禮		榮神益人
	 創意思維		自主學習

2018-2019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 發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促進群性發展，營造融洽校園文化

◇ 以音樂為媒介，分享音樂，回饋社會，宣揚音樂教育信息

2018-2019年度學校交流活動

◇ 2018年9月19至20日 上海南橋小學訪校

◇ 2018年10月25日  四川校長考察團訪校

◇ 2019年5月2至3日 四川峨眉一小訪校交流

◇ 2019年6月28至29日 學藝嘉年華暨開放日

◇ 2019年8月5至15日 瑞典合唱音樂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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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操
杜靜雯老師

本學年全校同學新增了一項活動，就是基灣讚美操。甚麼是讚美操？讚美操創始於 2003年，目的是宣揚基
督福音，培養個人靈命，增強體能，提升身、心、靈健康。學校尤其關顧同學身心健康成長的需要，因此本學年
開始為同學安排每周一次的課前讚美操，讓同學透過聖詩優美的旋律，配合身體的擺動，一起口唱「身」和，來
讚美榮耀神。我們期望藉着「感恩．喜樂讚美操」，讓同學：

以神的話語來潔淨感動心靈；

以優美的音樂旋律來提升氣質；

以優雅的肢體運動來保持健康；

以口唱心和來讚美神；

以心靈誠實來仰望神；

以手足舞蹈來敬拜神。

基灣讚美操以聖詩《在祢寶座前》作為主題音樂，這是一首節奏輕快的樂曲，適合兒童敬拜。詩歌的內容正
如《聖經》（啟示錄19:1）所說：「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
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神愛我們，差遣祂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我們釘身十
字架上，賜下永生的盼望，完成救贖的恩典，我們當稱頌祂的名，將榮耀歸給祂。

《在祢寶座前》歌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救恩榮耀都歸於我們的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頌讚權能都歸於我們的神
直到永永遠遠

在祢寶座前 我獻上我的敬拜
我高舉雙手 揚聲敬拜
願救恩歸於寶座上的神
在祢寶座前 眾天使俯伏敬拜
讓萬國萬邦在天上說
願救恩歸於寶座上的神

馮敏儀主任

從本年開始，學校於早上進行讚美操，
讓學生們通過糅合了舞蹈及體操的讚美操保
持健康，並讚美上帝、傳揚福音，以提昇
身、心、靈的健康。

看見學生由最初跟着老師一步一步地跳
出來，到現在可以自己把讚美操完整地跳出
來，而且朝氣勃勃、充滿活力，實在讓人感
到高興。從部分家長口中得知，學生們更將
讚美操帶到家中，邊唱邊跳，將讚美上主的
信息傳揚出去。看見學生們體會到讚美操中
感恩和喜樂的信息，讓身心靈更健康，實在
令人感動。

劉國恩老師

讚美操活動目的是鍛鍊學
生的體魄，同時也透過舞蹈來表
達對上帝的讚美。學生經過短
時間的適應，已經能掌握各種動
作，跳起來更是充滿活力呢！

希望藉着讚美操的活動，
能培養學生做運動的習慣，提昇
他們的團隊意識，並能跳出健康
的身心靈。

陳興華老師
帶領同學進行讚美操已有數月時間，同學們在熟悉的旋律中，整齊地完成讚美操，讓同學驅走前一天的疲憊，迎接新一天的學習；同學們在舞步中顯得活力十足，低年級同學更會高唱「哈利路亞」，使校園裏充滿喜樂。

《在祢寶座前》收錄於
《認識祢真好──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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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活動
謝寶恩主任

基灣的社際活動已踏入第九年，學校希望透過社際活動能豐富學生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在不同的活動
給予學生挑戰，從而訓練他們的解難能力，並培養學生的溝通、組織及領導能力。將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平均
地分入「信、望、愛、善」四社，使學生在同儕之間互相幫助、互相合作，建立跨級關愛文化及團體精神。
參與社際競賽讓學生學會互相尊重，明白活動的過程比起結果更為重要，培養「勝不驕，敗不餒」的態度。

活動目的

社長負責帶領各社同學參與各項社際活動，又發揮其領導能
力。社長按社員不同的專長，帶領社員參與全年各項社際比賽。社
長亦負責在活動中團結社員，帶動社員的士氣，使社員在活動中發
揮團結互助的精神。

社長職責

2017至2018年度社際活動及比賽包括陸運會、才藝比賽、學業成績、學科活動(中文、數學、常識、普通
話等)，同學們都積極參與、盡展所能。而信、望、愛、善四社均各有特色、各具專長：愛社在社際陸運會及才
藝比賽奪冠，善社在學業成績表現最出色，望社則在學科活動中表現最突出，最終社際總冠軍由在各項活動表
現皆不錯的信社奪得。

2017-2018活動回顧及成績總結

大型活動：社際競技日、社際歌唱比賽、數學遊踪──社際數智大比拼、社際學科成績比賽

午息活動：社際球類比賽、護蛋比賽

2018-19年度活動

除社長繼續擔任帶領的工作外，希望各社社員也能在活動中多參與、多投入，讓他們一起參與做決定、共
同承擔、彼此幫助；而在各級同學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高年級同學學會照顧低年級同學，彼此支持和鼓勵，體
現關愛校園文化。

展望

信、望、愛、善四社各有特色、各具專長 2017-2018年度社際總冠軍──信社

2018-2019年度社長：

招卓謙(善社)、張澤盈(愛社)、甄可風(望社)、黃鼎賢(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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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莊曉虹老師

要衝出香港，走訪異地，一定要乘坐飛機嗎？可有想過一張小小的書籤，就能乘載同學到世界的另一端，
結交外國的朋友，認識當地的文化和藝術呢？

本年度學校圖書館和視藝科一同參加了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IASL) 的國際書籤
交換計劃，三年級和五年級的同學與斯洛文尼亞、匈牙利、克羅地亞及葡萄牙四個
國家，共六所學校進行書籤交換活動。別小看這些書籤小小的，同學們用文字、圖
畫、手工設計獨一無二的書籤，有的同學用英語介紹自己，有的介紹心愛的圖書，
有的畫上香港美麗的維港景色、獨特的電車……全部書籤都別出心裁，非常精美。 

書籤讓我們擴闊了視野，其中一所克羅地亞的學校運用了當地著名抽像畫家
Julije Knifer的風格繪製書籤。Julije Knifer的核心主題是對曲折的探索，書籤以曲
折的圖案繪成，既漂亮又富有特色。

我們的書籤經郵差，送到了匈牙利的同學手
上了。匈牙利的學校把活動的照片上載了互聯網，
如有興趣可到以下網址查看：http://moriczos.hu/
konyvtar/ 或 掃瞄QR code。

活動情報
國際交換書籤計劃

悄悄告訴你……除了同學們互相交換書籤，老師們也互相交流，我們互相
介紹自己的學校和城市的特色。莊老師送給他們基灣的刊物和到「女人街」買了
印有香港景色的磁片，而外國的學校也寄來了名信片、圖書、手工藝品等呢﹗

葡萄牙的同學收到了我們的書籤

基灣同學收到了匈牙利的書籤
斯洛文尼亞的老師正向他的
學生介紹我們的學校

匈牙利的同學收到了我們的書籤

同學們用心地設計、上色，
期望外國的小朋友收到自己
的書籤時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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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與好友」閱讀嘉年華

12月10日的天氣雖冷，但當日校園內卻是一片熱鬧的氣氛。因為那天海洋公園的威威司令、
熊貓包包和小紅熊來到了基灣小學(愛蝶灣)，為我們的同學和幼稚園生進行了一場閱讀嘉年華，
透過有趣的故事和玩遊戲，與同學一起探索大自然與保育議題，並培養對閱讀的興趣。

當日參與活動的人數達一千多人，除了本校學生外，我們還邀請了啟思幼稚園(杏花邨) 、宣
道會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明我幼稚園及欣苗幼稚園的小朋友一同參與。

閱讀嘉年華共分三個部分：

(一) 故事欣賞： 海洋公園的保育大使為我們講了有趣的環保故事，還教導我們回收塑膠瓶時，要先洗淨， 
  然後拿掉瓶蓋和包裝膠紙，才可放入回收箱。

(二) 與威威和好友進行互動： 威威、包包和小紅熊伴隨精彩的歌舞進場，禮堂內充滿笑聲，同學都看得非常 
   投入。威威還向觀眾提問，台下一隻隻小手舉得高高的，期望威威能選中自己。

(三) 環保攤位遊戲： 信望愛堂共有11個攤位，分別由海洋公園、家長義工和五年級同學主持。攤位遊戲全都以 
  環保為主題，有海洋垃圾龍虎榜、動物多樣性、環保生活物品等，同學透過遊戲，在愉快 
  的氣氛下學習環保知識。不說不知，原來海洋垃圾龍虎榜排第一名的是煙頭呀﹗學生每完 
  成一個攤位，都能得到一張海洋公園吉祥物的貼紙。

大家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下，體驗了一個既充實又有意義的閱讀嘉年華。
活動之後，每位參與的同學均獲得圖書一本，延續閱讀，延續環保的信息。

雖然活動結束了，但環保的生活現在就要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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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假期
戴家莉主任

為了配合學校三年關注事項中「發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讓學生按自己興趣決定自己的學習，以及
發展多元化課業，引發學習動機，本校於17-18年度暑假開始，每逢長假期為學生設計一開放式並具趣味的假期
任務，激發他們創意，讓他們多觀察身邊的一事一物，把學習和生活結合起來。

學校期望透過這些簡單有趣並富有意義的家課，能夠為學生釋放空間，讓學生於假期時按自己興趣進行自
主學習。另外，透過彈性的課業設計，讓學生就主題發揮創意，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培養主動探索的精神。而
學生能按自己專長選擇採用不同形式、具創意的方式展示學習成果，展示形式包括紙筆文字報告、電子簡報、影
片、海報、小書等，藉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經過暑假、聖誕及新年假期及剛過去的農曆新年假，從學生的表現，我們知道大部
分的學生都能夠善用假期，按自己興趣探索新事物，同時亦謝謝家長配合及支援小朋友
學習，抓緊機會製造親子時間，與小朋友一同經歷學習，見證他們成長。暑期任務：知書達禮

聖誕及新年任務：榮神益人

農曆新年任務：自主學習
各假期任務主題

暑期任務：知書達禮

《我的自主暑假》分三部分:包括「溫故知新」、「基灣愛‧禮」及「小眼睛‧大發現」。通過「溫故知
新」，讓學生把握暑假的時間好好閱讀，鞏固所學，為新學年作準備。「基灣愛‧禮」方面，每級就日常生活不
同範疇實踐禮，如學習稱謂、日常與人相處的禮貌、在衣食住行各範疇上如何體現禮等，讓學生成為守禮的孩
子。而「小眼睛‧大發現」，則是希望同學能多觀察身邊的事物，多發問，並按自己的興趣進行研習，讓學生體
驗發掘知識的樂趣，同時培養學生研習的能力。

聖誕及新年任務：榮神益人

讓學生能趁着聖誕及新年假期，按自己興趣完成其中最少一個小任務，以明白聖誕節的意義，也學習把愛傳
出去。

學生作品

農曆新年任務：自主學習

學生可以為自己訂定學習目標，想想用甚麼策略，
並且定期檢討。當中，閱讀是自主學習很重要的一部
分，故學習內容包括了閱讀任務，讓學生能夠多了解自
己感興趣的知識，成為學習的主人翁。

 2B 黃恩庭
4D 王雅由

6B 梁姿

功課

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2C任兆天
 2C楊若彤

 3D林海頌

1D文晞欣  3C黃逸滔 3D陳奕朗8



基灣之聲合
Keiwanian Singers與高詩同學在暑假期間舉行了一次合唱交流音樂會。

唱團

Keiwanian Singers都是基灣人，基灣之聲，就是基灣人的心靈歌聲，追求用靈歌唱，用悟性歌唱，經
歷、享受天父恩賜的音樂歷程，追求卓越，榮耀上帝。

一羣曾經多次代表基灣出國參與合唱比賽、交流的畢業生組成
Keiwanian Singers 基灣之聲合唱團，多年來積極參加在香港舉行的合唱
比賽，表現出色。2017年更在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大賽獲得：青少年合
唱 - 男女混聲(二十九歲以下) 組別冠軍、最佳伴奏合唱、最佳演繹、美
樂牽觀眾大獎四項大獎。2018暑假更衝出香港，Keiwanian Singers參
加在台北舉行的國際合唱大賽。成年人要調撥時間出席兩個多月密集的排
練，真要用排除萬難去描述，他們那投入、堅持的態度，令人感動。

藉著音樂學習、樂隊詩班訓練，培養孩子面對順境、逆境的能力，是基灣音樂教育的主要目的。DO 
YOUR BEST WITH NO REGRETS是基灣人的格言。 團結合作，全力以赴，勝不驕，敗不餒，是基灣人
的精神。基灣人成長的過程留下眾多美好的回憶，對基灣有深厚的感情，期盼基灣音樂教育的遠像可以一直
承傳下去。為此Keiwanian Singers與高詩同學舉行了第一次合唱交流音樂會，盼望基灣音樂教育繼續培養孩
子，成就豐盛的生命。

 蕭燕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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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巡禮 九月

上海南橋小學來訪
小一開學日

小小音樂會

風紀宣誓

十一月

十月
五年級同學參觀羅屋

升中家長講座

升中模擬面試

全校旅行

基灣小導遊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貧富宴
模範班頒獎

舞台效果導賞之旅

十二月

一至三年級班際競技活動日
宗教週活動

祝誕日

聖誕音樂會
親子報佳音

一月

探訪老人院做個小小考古學家

高弦音樂節金獎慶功
一至三年級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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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小一適應對兒童成長影響深遠，輔導組特為小一家長舉辦家校
茶敘，主題「輕鬆快樂過小一」。校長、副校長、主任及班主任親
身與家長會面，輕鬆進行早餐茶敘，交流心得，促進家校合作。

為進一步加強學校與
家長的聯繫，以及讓家長更
能了解小朋友在校之學習情
況，學校舉行「小二家校茶
敘暨課堂參觀活動」。

為進一步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同時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能力，促進親子關係，輔導組特為小四家長
及學生舉辦家校茶敘，主題為「家的味道」，活動包括日營及親子晚會，當晚亦邀得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
仰與發展中心主任岑樹基牧師與家長分享。

小一家校茶敘

小二家校茶敘暨課堂參觀活動

小四家校茶敘之「家的味道」日營暨懇親晚會活動

區會百週年感恩聯合聖餐崇拜

「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一百週年
感恩崇拜聖餐」於2018年9月29
日(星期六)下午香港亞洲博覽會舉
行。當日黃校長帶領各位老師、學
生、家長代表、校友會成員──主
席趙啟明、秘書黃穎君、總務孔詩
韻一起參加是次崇拜。除了本校
外，參加者還來自區會全港各堂會
學校、社福機構等，坐滿博覽
館的4個場館。大會表示，是
次感恩崇拜有近萬人參加。

2019校友日

本校友計劃於2019年12月(星期六)舉行校
友重聚日及校友會會員大會。當晚將舉行校友
會第9屆委員會選舉。本會成功與否，實有賴校
友們的熱心支持，敬請各位繼續積極參與本會
的活動，以發揮我們的團結精神。

校友日

本校友會於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舉行
校友重聚日，並於當日發佈了五十週年校慶資
訊。當天上午，我們重訪「舊基灣」校舍及在校
舍內進行聚餐，下午的活動在「愛蝶灣基灣」校
舍舉行，包括攤位遊戲、烹飪、才藝表演及球類
競賽等活動。是次校友日活動成功有賴校方、基
愛堂、基灣小學及家長教師會支持，校友會十分
感謝! 上午「重遊舊基灣」，校友會十分榮幸邀
請到15位退休校長、老師及職員參與及指導，包
括基灣愛蝶灣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家長校友及
子女， 參與人數共119人。

下午「校友日嘉年華」，校友會十分榮幸
邀請到基愛堂、家長教師會合作協辦攤位，基愛
堂會及義工、校友會委會及校友義工、才藝表演
同學、學生及校友，共超過329人。    

家校茶敘

加入校友會

各位舊生可透過以下QR Code下載入會表格， 
填妥後電郵至alumni@ccckeiwan.edu.hk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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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振雄老師

新老師介紹

大家好！我是翁振雄老師！自我介紹之前變個魔術給大家看。首先，在

1至7中，想定一個數字。然後看看下面A、B、C三組中，哪些組別出現了

你心中想的數？[A: 1,3,5,7]、[B: 2,3,6,7]、[C: 4,5,6,7]。媽哩媽哩空！

我已知道你心想的數字！不信？試把出現了你心中想的數字的那些組別的

第一個數加起來吧！看到這裡，大家應猜到我教什麼科！

可能同學們會想問翁Sir的興趣是什麼呢？翁Sir的興趣非常廣泛，平時

最喜歡計劃一下有什麼功課給大家做。此外，我喜歡聽歌，但我不懂唱歌。我

喜歡玩樂器，但我玩得很爛。我喜歡跑步，但又跑得很慢，雖然以上的興趣我不是

最厲害，但都是我愛做的事。同學們，如果你和翁sir一樣，有自己的興趣、自己愛做的事，縱使不及

他人厲害，都可以勇於嘗試，給自己多點信心，你會做得到！翁Sir來年的目標就是盡快記得每一位校

園裡的你們、你們和你們！多謝大家！

 馮嘉瑩老師

大家好！我是馮嘉瑩老師，亦是大家的師姐，因為我都是基灣的畢業生。

我曾於這學校作實習生，而今年是我第六年的教學，十分高興能夠回來執

教，把所學到的回饋母校。

在回來教學的短短數月，感受到同學們的活潑好動，我亦欣賞同學

們對待音樂的態度，每次看見你們努力不懈練習的樣子，不禁令我想起

小時候的我是多麼的期待能代表學校踏上舞台演奏。

我打從心底地感恩可以由小一開始開展了這條充滿色彩的音樂路，由

最初的詩班到加入學校不同的樂隊，到中學甚至大學亦離不開「音樂」這兩

個字，所以在此我希望各位同學能保持對音樂那份熱誠的心，把基灣的音樂傳揚

出去，與他人分享音樂的喜悅。

 蔡朗軒老師

能夠加入基灣這個大家庭是我的榮幸。在短短數月內，我深深感受到學

校的溫暖，學生天真爛漫的笑容、同事誠懇真切的關心、師生間趣味盎然

的互動，總令我暖入心扉。讓我格外鼓舞的是學校的音樂氣氛，每次看見

學生認真排練、享受演奏音樂的神態，都使我精神抖擻。學習音樂的道路

從來不易走，需花費無數的時間和心血，但正因如此，我們透過音樂培養

孩子堅毅不屈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潛移默化，一生受用。願我們同心努力，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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