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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栽培子女成才，不少家長也熱衷參與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高
效記憶法、創意教學、兒童心理學等……自孩子出生，父母已從
多方面認識不少教育理論，在眾多的方法中，大家已找到高效能
的教育方法嗎？

相信大家對心理學「馬斯洛 - 需求層級理論」一點也不陌生，人類成長的五大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感、
群體生活、被重視、自我實現，而其中也可分為「保健因子」及「激勵因子」兩大類。當我們了解如何發揮「雙
因子的動力」，便更容易從日常生活中，培養身心靈健康的孩子。

（一）如何發揮「雙因子的動力」？

人之所以能健康成長，足夠的食物、充足睡眠、衞生的居住環境是必須的。在香港成長的兒童，大都不缺
乏生理基本的需要，起居飲食都有父母的照顧，社會也對低收入家庭有一定的援助。如果孩子在這方面已
得到基本的滿足，父母卻追求為他們提供更優質的享受，實質上對他們成長助益不大，反而令孩子崇尚物
質主義。另外，有些父母誤以為視覺或多感觀刺激，能讓子女快樂，甚至不規管他們玩樂的時間，以致子
女作息失衡，睡眠不足，影響學習的專注力。其實，當父母照顧孩子基本生理需要，同時也應教導孩子珍
惜所有，發展「雙因子的動力」，這便可以輕鬆培養乖巧的孩子。

就以每一餐飯為例，請不要看輕父母要求孩子吃光飯菜，再給予讚賞的舉動。這方法不但讓孩子獲得均衡
飲食，同時肯定他們珍惜食物的態度，便是結合「保健因子」（生理需求）及「激勵因子」（被重視），從而發
揮「雙因子的動力」，讓行為變成習慣，習慣變成品格，這是既簡單又高效的教育方法。

又以每天早睡早起為例，父母要求孩子九
時半前上床，睡前以禱告作感恩及交託，
已是很好的生活教育。這樣，一方面讓孩
子有足夠的睡眠時間（生理需求），另一方
面一家人透過禱告（群體生活，安全感），
以感恩的心看待發生的事，將個人或家庭
需要交託天父，學習顧己及人，心靈得以
洗滌（自我實現），壓力得以釋放，實在是
美好的靈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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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實現

Self-fulfi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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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lishment, respect,
attention, apreciation

Love, affection,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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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tability,
And freedom form harm

Need for air, water, food,
Housing and clothing

Esteem
被重視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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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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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ng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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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因子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馬斯洛 – 需求層級理論

Herzberg’s Theory

黃校長及同學佩戴自製的軍裝，以愉快的心情
迎向新學年的學習生活！

習慣成自然習慣成自然
「『雙』得益彰」的高效能教育「『雙』得益彰」的高效能教育

黃靜雯校長黃靜雯校長



（二）學習動機是成功的鑰匙

華人社會多偏向將教育視為向上流動的途徑，認為成功取決於努力而不是能力。不少孩
子的學習動機，是基於集體主義，除了為自己外，更是為了家人、老師及朋輩的觀感。
如果我們要避免孩子迷失在競爭氣氛中，不希望他們承受著沉重的考試壓力，父母可
多着重提升孩子的內在動機，強調學習過程而非表現目標，激發他們達到「理想自我」，
成為一位認真盡責的孩子，而非只是考試獲得高分數。

要培養孩子做一個認真盡責的人（自我實現），我們可由每天「先功課，後玩樂」的習慣
做起，讓孩子明白完成功課後，可以有玩樂的時間（生理需求，群體生活），若做事怠
慢不夠認真，與朋友玩耍的時間也會減少。又例如考試前，父母可以鼓勵孩子定下目標，
目標可以是每天安排一至兩小時認真溫習，並具體列出如何溫習，而並非只考慮達到什
麼分數。在過程中，父母讚許他們對學習的熱忱和努力，肯定他們是認真學習的好孩子

（自我實現）。這方法可以幫助孩子培養上進心及堅毅精神，也減少孩子只著眼考試分數，
避免他們過份看重成敗得失，讓孩子回歸求學的原意。

聖經箴言 22 章 6 節：「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我們深信
父母及師長，在年幼階段用心栽培孩子，讓他們建立健康的習慣與正確的價值觀，必然
是正確的方向，就如給予他們人生成功鑰匙，讓他們擁有強健的身心靈，經得起世俗文
化衝擊，無懼人生的挑戰，有充足的裝備追尋自己的夢想。

本年度學校推行「基灣．愛．正向小精兵」計劃，以基督教信仰為本，讓學生記錄在校
園及家庭的成長點滴，培養良好生活的習慣，將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正向元素融
入日常生活中，發揮「雙因子的動力」，培養身心靈健康的下一代。

一眾專家與校長及老師進行會議，商討「基灣．愛．正向小精兵」計劃內容，交流教育心得。

此計劃由一眾老師用心的策劃，亦誠蒙多位專家擔任顧問，包括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
為科學系黃成榮教授、中華基督教會基愛堂主任李慕蓮牧師、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
與發展中心主任岑樹基牧師、正向教育專家謝美兒博士、陳穎欣博士、陳燕雯女士、張
少玲女士等，他們提供專家意見，並協助教師培訓及家長教育工作。

期望透過全體教職員上下一心、專家團隊的支援、家長及同學的積極參與，實現「『雙』
得益彰」的高效教育，實踐「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的辦學願景，祝
福每一位基灣的孩子！



2019 – 2020 學年，因為疫情，2020 年二月至五月期間，
學校未能提供面授課堂和活動，大家都覺得可惜；但感謝
神的眷顧，在六月及七月初疫情緩和之際，師生可以重聚，
第五十屆畢業禮亦可以順利舉行。雖然大家帶著口罩，但
笑容不會因此被掩蓋，在掌聲和感恩的
心中，六年級的同學結束了小學的生活，
準備迎接新的學習生活。

第五十屆畢業禮第五十屆畢業禮
2019–2020年度第三學期活動回顧

帶著口罩進行的畢業禮真的很難忘。參與畢帶著口罩進行的畢業禮真的很難忘。參與畢
業禮，代表我們要離開母校，也要和小學的業禮，代表我們要離開母校，也要和小學的
同學分別。雖然傷感難免，但同時亦因為即同學分別。雖然傷感難免，但同時亦因為即
將來臨的新開始而感到興奮。將來臨的新開始而感到興奮。

畢業生高子翹畢業生高子翹

Although I am still feeling sad about Although I am still feeling sad about 
wearing a mask for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earing a mask for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 still think that it was lucky that we were I still think that it was lucky that we were 
able to have our graduation ceremony. This able to have our graduation ceremony. This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unforgettable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unforgettable 
and precious. It is an ending mark of our and precious. It is an ending mark of our 
enjoyable primary school life.enjoyable primary school life.

畢業生謝欣呈畢業生謝欣呈

感恩、感恩、實是感恩！
六年級開學後，家長及同學們最緊張的呈分試、
最盼望的畢業旅行、最期待的畢業禮……似是升
中前必經的階段。但在這個不平凡的 2019-2020
年，很多理所當然的，都變得不是必然！

先是由去年 11 月受到社會運動影響而停課、復課；
其後在今年初爆發新型肺炎疫情再停課。

身為畢業禮籌委會的一份子，我們都帶着一連串疑問，就
是面對着這麼多的變數，畢業典禮是否還能繼續進行？ 雖是這樣，但
在校方或畢籌裡從沒有任何聲音說取消！因為大家都期盼六年級同學
能擁有一個畢業典禮，在小學階段裡畫上一個句號。這是大家都抱着
的信念！ 所以畢業禮籌備工作繼續進行。

教育局宣佈可在 5 月 27 日至 6 月 15 日分階段復課，終於，實而不華、
簡單而隆重、每個畢業生都可上台授憑的畢業典禮在 7 月 5 日順利舉
行！雖然典禮只可以一個家長出席，而主角不就是六年級的畢業生嗎？
如聖經所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後記：7 月 4 日各班影畢業照，各人臉露喜悅、珍惜相聚。7 月 7 日
升中放榜。7 月 10 日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提早放暑假）

第 50 屆畢業生方銘言家長梁麗怡

2019-2020 年鑑於新型肺炎疫情的影
響下，停課五個多月，復課個多

月後又是提早放暑假，很多學
校基於安全理由都取消了畢業
禮，相信畢業禮落空，絕對
是小六畢業生的遺憾，慶幸
的是我們學校仍為畢業生如期

舉行一場畢業禮。

這一年，整個小學的學習生涯可說
是匆匆完結，感謝學校在疫情較為緩和時，仍
為畢業生如期舉辦一場簡單而難忘的畢業禮，
雖然大家都戴上口罩，看不見面上的表情，但
從眉梢間彷彿看到口罩後燦爛的笑容，對於家
長和畢業生而言，是珍而重之的，往後回想起
來，一定是特別而珍貴的回憶。

回想著 ...... 第 50 屆畢業生的畢業禮隨著一曲
校歌「日出」、校監授憑、畢業生感言和一曲「動
力信望愛」而匆匆畫上句號，深深感受到畢業
生成長了，正踏出人生的下一個「中學」階段。

第 50 屆畢業生余穎軒家長黃渝淇

學生感想：學生感想：

家長的話：家長的話：



「基灣 「基灣   愛 愛   正向小精兵」正向小精兵」
「基灣 「基灣  愛  愛  愛正向小精兵」不是一個只服務學生的計劃， 愛正向小精兵」不是一個只服務學生的計劃，
我們期望透過計畫，全體師生以及家長都能一同成長。我們期望透過計畫，全體師生以及家長都能一同成長。

學校層面：
• 攜手見證基督大愛，團結學校、

堂會及家長，並肩培育豐盛生命；

• 將校訓「明道律己」實踐於校園及
家庭生活，並透過與課程的扣連，
把核心價值觀紮根於學生。

家長層面：
• 透過計劃建立正向的親子關係；

• 於家庭生活中鞏固學生成長型思
維。

學生層面：
• 透過計劃建立自主及終身學習的

成長型思維模式；

• 建立良好習慣，保持健康身心狀
態，內化核心價值觀，提升品格。

老師層面：
• 培養成長型思維，建立成長型思

維團隊，於教學工作中體現辦學
團體願景，培養學生豐盛生命；

• 提升老師正向回饋學生行為的力
度，加強連繫堂會及家長的合作，
扶助學生建立核心價值觀。

計劃理念

計劃分兩部分 —「V-star 好習慣」及「VASE」。我們期望透過計劃，建立學生
健康習慣，以培養學生核心狀態及價值觀，從而改善學生於品德、學業及體藝
上的表現，建立豐盛人生。

透過「V-star 好習慣」，學校期望幫助學生建立身心健康自律好習慣，當中着
重反思，讓學生擁有健康的核心狀態，同時建立正面價值觀（感恩、珍惜、積
極、樂觀）。另外，透過「VASE」，學校期望能夠正面鼓勵學生於品德 (V-star)、
體藝 (A-star) 及學業 (S-star) 上全面發展，體現學校正向的核心元素（Love, 
Achievement, Meaning, Being）。學生於品行、學業及體藝上得到均衡發展，
正向增長，學生便能成為永恆之星。

祈禱是計劃的靈魂，我們期望學生建立祈禱的好習慣，當中學會安靜自己，
思考感恩及需要交托上帝的事情。

學校相信當學生建立如此全面及健康的發展，加上信仰作支撐，學生將成
為上帝合用的器皿，在社會上作鹽作光，見證基督大愛。

專業團隊

感恩計劃由初步構思到理念建立，到把理念呈現出來，我們都遇上很多不
同範疇的專家及一個愛學生的老師團隊。

共建理念
由我們有了初步構思後， 我們向計劃顧問分享我們的設計，確認計劃方向
與理念是否配合。 會議當日，李慕蓮牧師和岑樹基牧師分享了宗教及靈命
上的看法； 謝美兒博士和陳穎欣博士 則從教育心理學與我們分享怎樣把理

計劃
目標

「基灣•愛•正向小精兵」的誕生是
去年推行學校主題「感恩珍惜 積極
樂觀」的延續。面對疫情，令我們反
思培養小朋友正面態度的重要性。透
過不同的網上活動，我們與同學分享

「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的重要，鼓勵
他們於生活中實踐。這
個學年，我們以去年的
經驗為基礎，推出「基
灣•愛•正向小精兵」，
期望同學活得豐盛。



詩歌分享 
學生的靈命成長於計劃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除教導學生祈禱外，我們亦希望透過詩歌分享讓學生更能感受基督大愛。
詩歌以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為主題，讓學生在基督內建立這些正向價值觀。

計劃初期的詩歌分享由老師負責，其後我們希望邀請學生參與分享，讓他們進一步感受詩歌帶來的平安。

家長教育 
我們相信要讓小朋友健康成長，家長的參與是最重要的，所以計劃亦強調家校合作。除了在不同的
家長會中分享計劃理念，及如何實踐外，我們亦感恩邀請到計劃顧問之一的岑樹基牧師於 部份級
別的家後茶敘與家長分享從宗教看計劃， 而另一顧問陳穎欣博士則於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當天與 
家長分享如何在家配合計劃鼓勵小朋友培養好行為。  

我們更將舉辦讀書會，與家長共讀《小事物中的大力量》一書。透過讀書會，一同探討如何從書中
內容到生活實踐，配合計畫協助孩子享有豐盛生命。

老師把對計劃期望及理念分享寫在
顏色紙上，並互相交流分享。

未來的日子，老師團隊會繼續學習，探
索更多方法完善計劃。

老師們 投入參與 NLP 課程，探
討如何發揮學生潛能。

教師發展
謝美兒博士為我們舉辦了一連五課的 NLP（身心
語言程式學）， 當中包括了解學生行為背後動機，
以及如何了解學生內在狀況。有助老師們如何於
日常教學中配合計劃，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發揮
學生不同潛能。

分享了計劃目標、理念及教師團隊後，就讓我們
了解計劃推行的過程及實況。

念化作一些具體的活動； 陳燕雯女士和張少玲女士 則分享了其他國家
類似的經驗。不同界別的顧問除了讓我們對計劃推行加強信心外，亦令
計劃設計得更全面豐富。

有了計劃藍圖後，為了讓計劃推展順利，在計劃開展前，我們亦舉行
了全體老師集思會。透過集思會，我們了解老師期望，共同建立理念。
相信在同一理念下，老師團隊更能透過計劃令學生得到最大的得著。

計劃花絮

啟動禮
9 月 2 日，我們透過 Zoom 進行了計劃的啟動禮。當天我們介紹了計劃的理念及
內容， 也於網上邀請同學承諾做到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及邀請他們嘗試於不同範
疇盡力做好自己。 當天同學穿上於暑期製作的上帝軍裝， 寓意與基督同行，承
諾成為正向小精兵。當天同學們於鏡頭前精神奕奕，雖然未能面對面分享，但老
師也能在螢幕上感到同學的積極。 

啟動禮後，我們亦進行口號創作活動。學生登入所屬班別的網上會議，與班主任
一同創作有關「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的班口號。

同學創作的口號用作所屬班別 Google 
Classroom 的橫額。

老師製作短片，示範如何建立好
習慣。

綜合課及成長課 
除製作小冊子讓同學記錄自己的好習慣外，
我們亦透過綜合課及成長課協助學生建立好
習慣。 老師於綜合課及成長課注入好習慣的
元素，配合學生不同年齡的需要，教授學生
建立好習慣的小秘訣， 分享不同習慣為我們
帶來的好處。

好習慣建立
另外，為了讓學生明白好習慣背後的理念及了解實踐的小錦囊，老師製作了不
同的影片讓學生對好習慣有更全面的理解。



社際活動
一至六年級的同學們分成四社，進行不同類型的
跨級綜合活動，既能享受活動樂趣，亦能為自己
的社得分！

本年度主題「不一樣」的開始。到了九月，我們對「不一樣」開始習以為常。

「不一樣」的只是形式，心態和心情卻不變：對新學年的期待和興奮、
對自己的新期望和目標、對學習的渴慕和追求。

開學崇拜及升旗禮

創校五十周年生日會
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是學校五十歲生日的大日
子！我們以不一樣的方式來為學校慶祝，見證著
這五十年的成長，為著下一個五十年繼續努力！

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

新學年 新開始 新挑戰新學年 新開始 新挑戰



暑期課業分享
救恩的頭盔和真理的腰帶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主題和 V-Star 計劃，同學們於暑假期間，和
家人一同設計和製作了救恩的頭盔和真理的腰帶，透過活動，了
解上帝的話。

早會及周會
網上學習，除了學科知識外，亦不忘靈性和德育的培養。每天
上課前，同學們一同為著一天的開始來祈禱；每星期的早會和
周會都提示大家不同範疇的品格發展。

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



本校 STEM 團隊獲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於 11 月 13 日到九
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分享，以善用創意科技教材，啟發融合
學生潛能為主題，與全校５７老師分享及交流ＳＴＥＭ教
育。當天由黃耀坤老師分享，內容以理論與實踐並重，讓
在場老師透過「動手」和「動腦」體會魔術螺絲、摺紙飛機及
電動飛機的特點。當老師在過程中遇到問題時，其他已完
成的老師會主動協助，藉以加強老師在設計ＳＴＥＭ教學
活動和跨學習領域讓學生能夠互相協作的能力。

同時更以日常生活裏隨手可得的物料，動手製作精美、有
趣的玩具，以展現「廢物再造」的能力。於互聯網中找出價
廉的實驗材料，老師在安全的環境下操作，明白除了觀看
實驗成功的影片，最重要讓學生能親歷其境做試驗，令印
象更深刻及增強好奇心，有效地達到學習目標。

現今能源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學校必須裝備所有學生解決
日常環保需要及未來人類問題的能力和動機。當中，基灣
同學郭澄朗與何駿謙更即場示範以 microbit 編程的「追光太
陽能發電板」和「智能飲水機」，及介紹其ＳＴＥＭ設計原理。

在場老師們也興之
所至測試，試玩後，
老師都對之嘖嘖稱
奇， 並 表 示 想 不 到
Ｓ Ｔ Ｅ Ｍ 課 題， 竟
是 如 此 有 趣 味 及 實
用。老師們都稱理論
與 實 踐 是 相 輔 相 成
的方法去進行ＳＴＥ
Ｍ教育。

基灣（愛蝶灣）ＳＴＥＭ 團隊參與
「樂齡科技展覽」
此外，本校ＳＴＥＭ團隊於 11 月 22 日到會議展覽中心參
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的「樂齡
科技展覽」，負責攤位分享的鄭昕悅同學，透過設計及介紹
作品，提升應用科技及表達的能力。這個展覽的目的是推
動科技的應用及以創新的方式，以提升長者及殘疾人士在
社區和院舍的生活質素。

昕悅分享的作品是與基灣同學郭澄朗及何駿謙合作研發的
「快康復智能藥箱」和自己研發的「智能消毒噴霧器」。其中
「快康復智能藥箱」主要功能除了提醒長者服藥，更重要的
是給與長者不同的關愛，例如提供輕鬆的音樂和有趣的笑
話，讓長者得到樂觀的感覺和親切的關心。不同的參觀人
士皆對作品感到興趣，當中有一位婆
婆更向昕悅表達十分欣賞作品，希望
可以在市面上推出，讓長者可以得到
更大幫助。

基灣（愛蝶灣）STEM 團隊獲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基灣（愛蝶灣）STEM 團隊獲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

推廣創意科技教材推廣創意科技教材

詩歌分享會
音樂對心身靈的發展非常重要，在老師和同學們一同分享詩歌
的過程中，上帝的話透過音樂，傳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十一月下旬，迎來了本學年第二次停止面授課堂，一切重歸網上。
雖然未能實體見面，但無阻堂校、師生合作無間，在有限的時間
和接觸下，完成了網上聖誕崇拜和音樂會，在有限的條件下展示
無限可能！

聖誕崇拜

三棵樹的故事
同學們今年雖然不能在學
校舉行慶祝聖誕節，但也
要存感恩的心。

大家還記得三棵樹的故事嗎？還記得這三棵樹的
願望嗎？

原本他們想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珠寶盒、世界上
最堅固的大船和世界上最高的樹，但當他們被砍
下來，成為用來餵食動物的盒子、又小又弱的漁
船和製成十架的木樑時，他們有多麼的失望喔！

從成為世界之最的願望，到變成世上卑微的東西，
他們內心的失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不知道的
是，神早已為他們作最好的安排，神的愛改變了
一切 — 祂使第一顆樹變得美麗；祂使第二顆樹
變得強壯；而每一次當人們想到第三棵樹時，他
們就會想到神。那可是比當世界上最高的樹還要
好的事！

這故事在告訴我們，當事情發展不似你所祈求所
想望時，永遠記得神在你身上有著計劃。如果你
信賴祂，祂就要將美好的禮物賜下給你。每一棵
樹都得到他們所期望的，但並非按照他們所想像
的方式。

各位同學，你心中有沒有夢想 ? 我鼓勵大家都可
以為自己祈禱，天父必會幫助你夢想成真。

我們永遠不明白神在我
們身上的計劃，但我們
知道祂的方式不同於我
們的方式，並且祂的方
式永遠是最善最美的。

李慕蓮牧師李慕蓮牧師

未能見面        更近



感謝各位同學參與演出，並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完成錄
影，演出投入認真，感情豐富，老師十分欣賞。願將
榮耀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

杜靜雯老師

感謝各位同學的幫助，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項持別
任務真了不起。老師看到你們錄製的影片，感受到你們
的認真，十分感動，在此亦感謝協助拍攝的家長們，祝
你們身體健康，主恩常偕。

何婉貞老師

感謝各位同學接受老師的邀請，踴躍參與聖景小組，在短時間內以專業和認真的態度完成拍
攝，老師非常欣賞大家，希望這次「不一樣」的聖景能把福音傳開。以馬內利。

李上盈老師

我知道今年能有演出聖景的機會後，感到十分高興。謝
謝幕後為我們製作劇本及影片的老師們，這是一個難忘
的經驗。祝大家聖誕快樂！

5C 張孜翹

多謝老師的安排，我很榮幸能夠再次參與聖景演出，令
我可以知道老師們及同學們作出的努力，可以帶給學校
有一個別開生面的聖誕崇拜音樂會，多謝大家。

3C 梁梓妤

當老師找我演出的時候，我感到十分興奮，更知道在疫
情下，這次的表演方式跟以往的不同，所以覺得十分難
忘，希望能將福音傳給同學們，祝疫情快過。

4C 任兆天

非常感謝老師給我這個演出機會，我覺得很榮幸，在疫
情下大家齊心完成錄製，多謝老師們的後期製作，這次
能和大家合作，我感到好開心，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特
別的聖景演出，祝大家聖誕快樂，身體健康！

5D 崔顥翔

感謝老師給我這個演出機會，我覺得十分榮幸十分
開心！能夠參加聖景活動，讓我能體驗到做演員的
滋味，原來做一個小小角色的對話，都要準備和練
習多次，才能做出一個好效果！現在感受到電視上
的演員以及台上演講的老師們要花很多心思準備，
我們才能看到影片 ! 祝大家聖誕快樂，身體健康！

5B 曹欣亭

我很榮幸可以參加聖景演出，雖然我的角色只有一
句對白，但我也因為可以參與演出而覺得很開心。
老師們將各同學的對白剪輯成精彩的話劇，感謝老
師們的努力。

5C 伍泳希



基灣多年來著重以音樂培養學生品格。在疫情下，音樂
活動首當其衝，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考試、音樂會、
甚至樂器班也要取消，要像平日聚首一堂演奏音樂亦變
得非常困難。學校多年來培養了許多熱愛音樂的學生，
難道疫情下學生只能擱置音樂學習？

新冠肺炎來襲，凡事都要在網上進行，而樂隊排練也
不例外。網上的排練讓我們喪失了一起演奏樂曲的機
會，只剩下一塊塊冷冰冰的隔膜。我在這不如意的時
段學會了要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事物，也明白到一切並
不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老師們再一次將不可能演變
成可能。經過辛勞的後期制作，一段一段的獨奏合為
一體，又一次成功地舉辦了一場與別不同的聖誕音樂
會，為我們添加一番節日的喜慶。

6D 吳銘沁6D 吳銘沁

Under the pandemic, we can’t learn and play 
beautiful music together in the choirs, the bands, 
the symphonic orchestra and the Christmas Concert. 
Surprisingly, our classmates and I pay even more 
attention in clas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enjoy 
every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play and learn music 
so much. On the other hand, I need to thank all the 
music teachers who have helped and supported 
us behind the scenes wholeheartedly. I deeply 
understand that if you have a passion to learn music, 
the music must go on in your life.

6D 何駿謙 6D 何駿謙 

為培養學生持續學習及做事堅毅的態度，三月時學校將樂器
課堂轉移到網上舉行；九月時開展網上實時樂隊詩班排練；
十二月舉行首場虛擬聖誕音樂會，讓各隊（包括管弦、高管、
高弦、初弦、初管、高詩、低詩）成員能在網上再次一同演奏、
唱歌。這一切都來得不易，慶幸基灣有一羣對音樂充滿熱誠
的導師及一眾支持學校的家長，才能讓基灣一班熱愛音樂的
學生能繼續演奏音樂。

聖誕音樂會聖誕音樂會

雖然大家不能一起合奏，只能在 Zoom 逐一演奏給指揮和
老師，但大家都能專心進行排練。而且當我們要逐一演奏
時，指揮和老師更能仔細地找出我們演奏錯誤的地方，從
而令大家演奏得更好，當我們能夠回校一起合奏時，就能
演奏出扣人心弦的樂曲來呢！

5D 陳奕朗5D 陳奕朗



學術
2019/20 菁英計劃 語文水平 
優異獎狀：蔡悅晴  甄朗晴 
全港小學 STEM 家居環保裝置設計比賽 2019 
亞軍：鄒錫稜、何駿謙、郭澄朗、劉詠謠、李立言
校際朗誦節
 英語朗誦（五年級）小組賽第二名：羅睿祈
英語朗誦（一年級）小組賽第三名：楊子進
英語朗誦（四年級）小組賽第三名：周致愷
粵語朗誦（六年級）小組賽第二名：秦曦彤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進步生：朱博壕、梁曉恩、高柏翹、潘澤林、梁曉琳
模範生：黃曉航、任兆恩、鄭昕悅、徐芷琳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汪彼得牧師獎學金：陳進世
模範生：陳進世、鄭昕悅、何駿謙、徐芷琳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2019/20 Scratch x
數碼公民親子挑戰賽 / 香港青年協會
銅獎、Scratch 編程獎：鄭昕悅

音樂
2019 青年音樂匯演
交響樂團（小學組）– 金獎：
楊若彤、陳霈源、陳祉煜、霍伊藍、黃逸滔、陳奕朗、高柏翹、林海頌、
吳浚希、蕭澤森、徐子諾、潘澤林、陳沛晴、林知樂、蔡伽蕎、鍾巽怡、
劉芓樂、沈恩就、陳憶慈、巢茵晴、鄭昕悅、張梓樑、丘 悅、熊汝達、
陳遠豪、韓卓翹、王卓楠、高文軒、洪揚正、區殷祈、張孜妍、郭澄朗、
黃柏傑、黃錦韜、張靖柔、高子翹、葉柏希、蔡鍵迪、樊可程、吳予望、
鄒錫稜、李蘊琦、朱廷謙、楊凱晴、張芯瑜、李愷禮、余穎軒、何駿謙、
謝卓軒、趙朗睿、方 金、連曉雯、李嘉明、鍾濠陽、方銘言、李競唐、
左雲舒、陳啟豐、許知行、徐裕豐、黃詠芯、黃希晴、秦曦彤、陳尚禮、
許澄顥、徐子悠、謝欣呈、高鋆灝、郭子行、蔡鍵朗、梁曉琳、羅睿祈

管樂團（小學組）– 金獎 ：
黎曦暉、曾諾恩、李穎悠、張孜妍、梁晉喬、羅翊喬、洪焯霖、徐子諾、
梁禮軒、黃日朗、陳沛晴、方 金、張凱盈、陳啟豐、李梓暠、鄭兆淞、
鍾名傑、洪揚正、林知樂、何駿謙、朱廷謙、陳尚禮、王 蓁、林俊廷、
譚國駿、高柏翹、蔡伽蕎、羅睿祈、梁曉琳、韓卓翹、區殷祈、趙博丞、
劉芓樂、吳其澤、趙安兒、連曉雯、盧樞庭、葉柏希、任多加、吳詩蔚、
胡御霖、陳霈源、蘇俊皓、鍾巽怡、謝卓軒、林冠邦、余振軒、李心盈、
陸泳言、陳正行、葉 鵀

體育
東區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60 米 冠軍：陳祉煜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傅 琮 翔、 吳 耀 輝、 陳 祉 煜、 楊 其 諺、 葉 澔 謙、 

葉燾齊、蘇俊皓
男子丙組接力 季軍： 陳祉煜、楊其諺、葉澔謙、葉燾齊、蘇俊皓
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 徐芷琳、任多加、鄭昕悅、陳沛晴、鍾巽怡、 

高子喬、梁紫媛、吳銘沁

東區水運會
傑出運動員：田 蕊
女子丙組 4X50 接力 冠軍： 田 蕊、區梓曼、鄧諾欣、尹以晴、陳靖嵐
女子丙組背泳 50 米 冠軍：田 蕊
女子丙組自由泳 50 米 冠軍：田 蕊
女子丙組自由泳 50 米 亞軍：區梓曼
男子丙級組蛙式 50 米 季軍：區栢桐

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亞軍：陳諾彤、蕭澤森、王靖皓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水運會
男子高級組蛙式 50 米 冠軍：區栢桐
女子初級組背泳 50 米 冠軍：田蕊
女子初級組團體 亞軍：田蕊 區梓曼 鄧諾欣 尹以晴
女子初級組 4x50 米接力 季軍：田蕊 區梓曼 鄧諾欣 尹以晴
女子高級組背泳 50 米 殿軍：陳靖嵐

藝術
第六屆《自律守規、熱心服務、細味人生四格漫畫比賽》優異獎：李蘊琦
2019-2020 年度區會小學聯校畢業特刊封面設計比賽 優異獎：蘇映晴

Hello!  I am Teacher Victor, 
the new NET! I grew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of a small city in 
Tennessee.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since 2012, when I moved to 
Beijing to teach young students.  
I have taught in America, China, 
Thailand, and now- Hong Kong.  
I have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languages and travell ing, but 
I never dreamed I would one 
day be l iv ing and working in 
Asia- so study hard and follow 
your dreams!  I am happy to be 
working here and look forward to 
our classes together.  My favourite 
pastimes are hiking, running, and 
reading any books I can get my 
hands on.  

大家好！我是李上盈老師，
很感恩神帶領我加入基灣

這個大家庭。我是 1A 班的班
主任，並任教數學、常識、聖
經和視藝科。在空餘時間，我
喜歡行山、潛水和觀察大自然。
你知道嗎？其實香港也有美麗
的珊瑚，有時候我也會到西貢
海下灣浮潛，探望這些可愛的
海底朋友。希望有機會可以在
課堂上與同學們分享大自然的
美好！開學至今與大家相處了
幾個月的時間，我很欣賞基灣
同學們好學好問，積極參與課
堂活動和待人有禮的表現。盼
望在未來的日子能與大家一起
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2019-2020 年度2019-2020 年度

得獎項目得獎項目

新老師介紹

Hello everyone! I am Mr. Ross Ho and 

I am grateful to be able to join the 

talented teaching team at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in my first year 

of teaching. This year I am teaching English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asses. 

I was born in Canada and have spent most of my life there. I 

returned to Hong Kong to pursue a career in education with an 

interest in teaching English. Learn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like 

English, needs hard work and regular practice. From my experience 

in learning other languages I found that regular use determines 

whether the language can be successfully used. With the growing 

use of online resources, watching videos or reading books in 

English are some easy way to practise the key language skills. I am 

sure you will find something you will like.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spending time outdoors going on hikes. I 

am always fascinated by natural beauty that can only be observed 

while on foot. Aside from outdoor activities, I am also very interested 

in tinkering with computers and keeping up to date with new 

technologies.

The students at Kei Wan has left a strong impression on me because 

of not only their diligence in learning but also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his attitude is motivation for me to dedicate myself to teaching 

students both knowledge and guiding student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learning. I look forward to walking this journey with each of 

you and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