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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近年積極推行「正向教育」，目的是加強學生的自我形象，更有自信心面對人生的挑戰。華人社會普遍重

視子女的學業成績，研究發現，成年人對孩子所說的話會直接影響大腦的發育，影響孩子日後所表現的語言技巧及

學業成就。

例如父母或師長如果經常使用正向語言（如肯定句、鼓勵句，「做得好」、「謝謝」等）或負向語言（如否定

句、禁止句，「不可以」、「停下來」等），也會造成孩子學習發展上的差異。正向語言給予的是關愛與支持、負

向語言可能帶來羞辱及不安，但要養成使用正向語言的習慣不容易，需要我們持續的練習。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從小能學習運用正向語言，不但有助與人相處，亦可加強自信心。因為我們所講的每一句

話，我們的耳朵也是在接收。因此正向語言不單對別人有正面影響，同時也是在調整我們的思維模式，學習以正面

的角度看事情。

學校除了著重學科知識的傳授，更著重是孩子品格的培育。感謝基灣（愛蝶灣）的老師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並加入正向教育及價值教育的元素，例如正向小精兵計劃、歷史生態遊、英語音樂劇、電影教育、周會主題分享、

德育講座等，為學生帶來豐富的學習經歷。家長們亦支持學校的辦學理念，更積極參與家校茶敍、家長講座、讀書

會、祈禱會及各類親子活動等，與子女同行，一起成長。

隨著時代變遷，學校課程亦會與時並進，引入不同資源，發展多元化課程。雖然資訊時代改變了老師教學模

式，但教育的本意是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有終身學習態度。踏入2022年，學校會繼續以「並肩培育豐盛生命‧

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為辦學宗旨，培育具有仁愛之心，積極樂觀，充滿學習熱誠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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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生命教育工作坊
2020年度下學期活動回顧
小六正向生命教育活動

2021年的仲夏，校友會再一次與母校合作舉辦小六正向生命教育

活動。充足的準備工作也不及天有不測之風雲，活動當天湊巧遇上黑色

暴雨，被迫延期。天氣雖然不似預期，但卻說明了人生根本是無常，正

好道出是次活動的目的。我們希望藉著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師弟妹們明

白挫折和困難是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同學們完成小學的課程，很

快便成為中學生，身體、身份、角色也在急速轉變和成長，而我們懷著

積極的心和堅定的信念，定能跨越種種的難關，擁有光明的人生。

播下信念的種子
工作坊糅合了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亦加插了靜觀體驗的元素，而在活動設計之中亦得到基愛堂教會的支

持，加入了聖經的教導，使今次活動更加豐富和獨特。透過一連串的遊戲，我們希望讓學生覺察到自己用怎樣的角度

去看生命，而這些角度往往是來自成長的經歷和能力。當我們認清自己的思考模式，也讓我們瞭解到自己的視角。當

我們以一個消極的角度去看世界，這世界自然是混濁一片；但當我們以光明的心去生活，我們定能遇見光明，這一切

也在乎選擇。在面對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我們難免會經歷痛苦、難過、緊張和害怕等情緒，但只要我們相信自己的能

力，認清人生的目標，堅定地活出生命，難關一定會跨過，並且成為美好人生的一部份。

跨代．傳承
這年的生命教育活動最特別之處，是有緣邀請到不同年代畢業的校友回來帶

領活動，當中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初出茅廬的年青人、也有專業人士和已為人

父母的校友，各人特意在忙碌的生活中，抽空出席活動前的籌備工作坊，以便更

有效地帶領活動，成為一班非常堅實的校友團隊！而我們這支跨世代、跨界別、

跨學科的團隊正好帶給師弟妹們特別的見證，讓他們知道基灣的校友們在社會上

不同的崗位上發揮所長，傳承著基灣的精神，讓小燭光，燃亮他人。

讓主的恩光．繼續帶領
感恩在主的帶領下，我們在疫情的限制和突如其來的天氣

因素之中，也順利完成了這次生命教育的大型工作坊。祝福我
們的師弟妹，在中學的生活愉快，遇上有趣的人和事，體驗更
豐盛的人生旅程。更重要的是，歡迎他們加入基灣校友的大家
庭，為這香港和這世界，作光作鹽，創造更多美好的事情。

感恩、惜緣。

Let our light Shine.

1995年校友 孫皓茵 Angie Sun 
(MSocSc (Geron), PGDipPsy, BA (psy), Cert. Therapeutic 

Play. Cert. Family Therapy.
活動設計及主持．現職大學心理學講師

「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 2021」得以圓滿進行，除了有賴
勞苦功高的主持人Angie、校方的支持、委員們的努力及六年級
學弟學妹們的積極參與外，亦感恩有十數位橫跨四個年代（由
1980年代至2010年代）的校友擔任活動義工。能夠見證著校友
跟學弟學妹們衝破年齡界限，打成一片，實在感到欣慰。

學弟學妹們升中之後，會面對新的挑戰，盼望他們從今次
工作坊所獲得的，會幫助到他們。

校友會副主席 黃筠詠

我認為這次生命教育非常有意義，因為
一個正向人生價值觀對學生來說非常重要，
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不同的困
難，通過遊戲，希望同學們在未來的日子，
不要只記着不如意的事情，要記住值得記住
的事情。這次活動亦令我回想了自己在基灣
六年的生活。

作為小組導師的我，經過這一次活動後，我亦都
有所得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就是環繞學校，在環繞途
中，令我回想起自己以往在基灣的日子，特別是聽到鐘聲的那
一刻，我彷彿回到了小學時期，所以這次活動令我非常感觸。

2020年校友謝浚仁

還是那條熟悉的樓梯，不過不再是千辛萬苦走上七樓交功
課了，而是到信望愛堂參加生命教育活動的義工簡介會。剛走
進去那刻，即使空間寬敞，但仍不失當年班房熱鬧的氣氛，因
為大部分義工皆是同屆好友，自然在開始前談天說地互相鬧嘴
了。之後在校友會委員們介紹活動流程後便進入了試玩遊戲的
環節，期間準備氣球的時候，爆破聲此起彼落，大家都玩得不
亦樂乎。

活動當天恰巧遇上停課，雖有點失落，但活動的主題不
正是要積極面對生活的起落嗎？那次延後也算是為大家備備課
吧！幾日後活動順利舉行，活動過程中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專
注努力完成每個任務，遇上失敗時非但沒有氣餒，反而不斷要
求再作嘗試，這份堅毅的精神，使我在忙碌時也仍充滿動力！
最後在總結時，大家需在樹葉上寫上感受，也許因為我那組有
較多女同學，大家畫出了五彩繽紛的葉子，有一位男同學不用
彩色筆，向他查問，他說：「文字才具渲染力，才是重點嘛，
顏色只是使其變得更美麗卻沒太多意思。」這句話給了我一記
棒喝，看來這位同學在活動外還領領悟到人生的意義。的確在
平日許多美麗的包裝內，收藏的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當我們
看破外表後，內裏的訊息才最為重要，值得我們再三細閱。

2015年校友 譚皓謙2



第51屆畢業禮暨惜別會家長心聲

不知不覺那麼快，我兩

個小朋友（漪澄和澄朗）先

後都已畢業了！我在基灣8

年的開心日子亦都要一起畢

業了！真的不捨得離開這個

溫暖的大家庭。回想起兩年

前女兒畢業禮的情況，就像

在昨天發生似的。今年輪到小兒畢業了，但感覺竟截然不

同，心情非常忐忑，像有千言萬語，說不盡……感恩我的

孩兒能在基灣長大，使他們知書識禮、品學兼優。就讓我

藉此機會感謝校長的帶領，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和栽培，

感謝校工姨姨背後的付出，願神賜福給你們。祝願大家身

體健康、福杯滿溢！

第51屆畢業生郭澄朗家長郭梁麗華

光 陰 荏 苒 ， 轉 瞬 便 是

六年，大兒子剛知道自己入

讀我小學的母校時，他既興

奮又期待的樣子，仍歷歷在

目。那時懵懵懂懂的小孩，

現已是一位能照顧妹妹，謹

言慎行的大哥哥。

這六年，我和孩子一同經歷了不少變更與起伏，尤其

在呈分時期面對疫情的突襲，更是給老師、同學及家長嚴

峻的考驗！我們都是一邊摸索、一邊學習、相互磨合。

幸好，大家都能積極面對，迎難而上，畢業生們更在

中一派位得到了意料之外的佳績。

我既是校友也是畢業生家長，衷心感謝校方的支持，

也祝願畢業生們有美好的前程。

第51屆畢業生葉鵀家長梁凱茵

因為基灣（愛蝶灣），所以幸福 

六年前方金獲貴校眷顧而進入基灣大家庭，夢想成真。

六年後，方金以優異成績被心儀中學取錄，目標達成。

學校一向以學業和音樂並重，培養孩子多方面興趣和

技能。與同齡人相比，基灣（愛蝶灣）的學生無論從氣質

和學業方面都與眾不同，技高一籌。這有賴於校長、老師

和工作人員默默耕耘，為孩子健康成長創造了獨特氛圍和

淳樸校風。老師的孜孜教導使方金的學習天分得以發揮，

音樂的訓練使他學會注重細節和具有耐心，擔任學校管樂

隊隊長鍛鍊了方金的團隊合作精神和體諒他人的品質。

孩子畢業了，方金充滿自信，即將開始新的人生旅

程。他寶貴的童年幸運地與基灣（愛蝶灣）結合在一起，

形成不可磨滅的記憶。無論何時，這美妙而快樂的六年都

是孩子美好的回憶，並對他一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作為家長，孩子是我們最重

要的希望和寄託。衷心感謝，祝

願學校桃李滿園，為香港為世界

培育更多人才。

感恩遇見，感恩付出。因為

基灣（愛蝶灣），所以幸福。

第51屆畢業生方金家長陳芳

2020~2021是一個充滿探

索、驚喜、期待、感恩的……

在疫情的影響下，孩子們上

課的時間、模式都和以往不同，

開始了半日面授上課，而作為畢

業生家長的我們心裡也十分忐忑：如學子們的適應力、課

程進度、將要面對的呈分試、中學報考，等等……但非常

感恩在學校校長，各位主任，老師，校工的不辭辛勞，不

斷嘗試，不斷努力下一切都有條不紊的進行； 特別是一場

簡單而隆重的畢業禮如期舉行，為每個畢業生的小學生涯

劃上一個完美句號，也為下一段新的旅程揭開序幕。

雖然口罩遮掩了孩子們的笑臉，但眼中、心中的笑意

是阻隔不了的，感恩有你們，也感恩天父的恩典夠用。

第51屆畢業生黎梓韜家長黎琳婧

3



數學遊蹤
數學科舉行了「數學遊蹤」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學習的框

框，應用數學知識，領略數學的樂趣。

活動當日全級五年級學生先到禮堂，按4人一組集合，進行團隊

建立的小遊戲，透過解難活動，藉此建立團隊默契。再利用遊蹤軟件

輸入答案，在限時內在校園15個不同的場地遊走，參與由老師精心

設計的關卡活動，每個關卡都糅合協作解難及不同數學學習內容的實

作活動，在增加學生數學知識及量感的同時，提高學生的溝通技巧和

解難能力。完成遊蹤活動後，再進行回顧及檢討，檢視答案；同時透

過提問，讓學生檢討在活動中於數學或個人成長上的收穫。

數學遊蹤得以順利舉行，全賴學生主動積極參與、家長義工全

力支持以及老師用心設計，期望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有所成長。 

同學們互相討論，

拼砌出「T字之迷」

同學們估算手掌的總長度

同學們利用不同的容器，估計一個沒有刻度的容器容量。

同學們利用竹枝及泥膠製作立體圖形

同學們同心合力，找出100以內的質數

同學們能否在郭副校身上獲得小點子呢

同學們在限時內，完成扭計骰的其中一面，

將可獲得直尺，計算扭計骰的體積。

同學們運用地圖，
找出指定地點在學
校的哪個方向

同學們抽出方向題目，分工合作，尋找方向

學生主動積極，投入參與。家長義工全力支持。老師用心設計。數學遊蹤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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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去旅行」是2020-21學年學校旅行的創新版本，目的是在防

疫措施下，仍然能讓學生透過他們的眼睛，和老師一起遊歷香港，享受

一次視覺上的旅行。

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赤柱。赤柱位於港島區，是一個極具中西文化

交融的地方，假日更吸引了很多遊人前來享受這裏寫意的環境。

出發了，我們的起點在赤柱廣場，然後來到旁邊的美利樓和卜公碼

頭，了解「同昌大押」石柱從油麻地搬遷過來的歷史。接著沿着餐廳林

立的海濱長廊，走到舊赤柱警署和郵局，再來到赤柱監獄和博物館。之

後來到聖士提反海灘，感受了清涼的海水和溫暖的陽光，緊接遊逛了一

會八間屋和赤柱大街，為同學們買了一些紀念品，最後回到赤柱廣場，

結束行程。

為了讓學生除了能透過眼睛遊赤柱外，學校亦在暑期任務中鼓勵同

學與家人同遊赤柱，親身感受別具特色的假日勝地。

本學年的全方位學習日已於六月舉行，配合學校年度主題：「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是

次活動邀請了「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的同工到校進行「傷健共融」工作坊。 

是次工作坊形式有別於過往，以網上實時及實體的形式進行，內容多元化，有影片分享，

與殘疾人士對話，以及體驗活動。通過影片分享及與殘疾人士對話，讓同學們認識不同殘疾人

士的能力，了解他們在生活上的限制及需要。此外，同學們亦有機會親身學習使用輪椅，和裝

上限制下肢活動的器材，體驗殘疾人士的不便。

這次學習活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結束，同學們不但增加對殘疾人士的了解，還從分享者

身上學會自強不息，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獲益良多。

眼睛去旅行

全方位活動 –「傷健共融」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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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主帶領，學

校於11月19日於奧海

城The Sky戲院舉行英

語音樂劇In HIS Eyes

公映及價值教育經驗

分享。

為慶祝學校50周

年校慶，師生聯同校

友一同創作音樂劇In 

HIS Eyes。音樂劇以《你很特別》一書為藍本，劇本由

本校數位英文老師及Teacher Chris合力編寫。故事講

述一位熱愛音樂的小男孩生活在一個愛互相批評，互相

比較的村落。男孩厭倦被批評的生活，失去自信，決意

逃離村落。路上他走進了另一條村落，改變小男孩的想

法。最後，小男孩在朋友的陪伴下尋找生命的意義及自

身的價值。我們期望透過音樂劇把祝福帶給每一位觀

眾，讓他們知道神看每個人都是獨特，都是珍貴的。

音樂劇原定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公演，受

疫情影響，最後學校決定把信望愛堂化身成影場，改為

以電影拍攝形式進行。同學表現出色，劇中信息鮮明，

學校除將音樂劇作暑期任務內容外，亦於9月時讓全校

同學一同欣賞，並就當中信息作討論，幫助建立正向價

值觀。

其後，為與學界分享正向信息，學校於11月19日於

奧海城the sky戲院舉行英語音樂劇In HIS Eyes公映及價

值教育經驗分享。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JP、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校監

黃成榮教授出席參與。同場亦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及友校

校長出席，場面熱鬧。當天楊潤雄局長對音樂劇及學校

近年價值觀教育發展表示讚賞，當天到場嘉賓對學生表

現亦讚嘆不絕，肯定老師們於推行價值教育所付出的努

力，讓我們更有信心繼續優化活動計劃，同心證主愛。

英語音樂劇In HIS Eyes公映暨
價值教育經驗分享會

了解更多有關音樂劇資訊，

可瀏覽音樂劇專頁：

當天很多友好學校校長也到場支持呢！

英語音樂劇In HIS Eyes公映傳媒報道

2021年度上學期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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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訪問前校長，劉惠明校長

同學訪問楊潤雄局長

當天黃校長、戴副校長及謝主任與學界分享本校價值教育推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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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動承諾啟動禮

假期課業（暑期）
–拿着紙扇說故事

今年開學，同學帶著暑期任務的學習成果，精

神抖擻地參與「我的行動承諾」啟動禮。承接之前的

恐龍和屬靈的軍裝，今年同學帶著暑假期間完成的紙

扇，與校長、老師和同學一同分享成果，立志成為

「基灣‧愛‧正向小精兵」，做到「感恩珍惜‧積極

樂觀」。這學年，學校讓同學從歷史人物看「感恩珍

惜‧積極樂觀」。啟動禮上，校長跟我們分享故事，

同學們台型十足地拿着紙扇說故事，更少不了老師與

同學玩遊戲；當然還有祈禱，求神加力。最後，同學

們拿起紙扇，齊心大叫口號，許下承諾。場面十分感

動，重温影片也能感受到同學的真誠和決心。期望新

一學年，基灣（愛蝶灣）的小羊繼續擁抱挑戰，成為

「基灣‧愛‧正向小精兵」。

由暑假開始，以著名中國歷史人物及聖經人物的優良品格和

事蹟為主軸，貫穿全年價值教育主題。於暑假任務中，學生需要

完成紙扇的圖畫創作，然後代入唐代詩人孟郊，自拍朗讀《遊子

吟》的短片。通過回憶臨行前縫衣的場景，歌頌母愛的偉大與無

私，表達了詩人對母愛的感恩之心，以及對母親深深的愛與尊敬

之情，期望學生在情感上培育感恩與珍惜。此外，學生透過認識

紙扇的構造，雖然由竹和紙簡單地組合，了解蘊含當中優良的中

國傳統藝術文化，它既是日用品，也是一件雅緻精巧又不簡單的

藝術品。

8



文化生態體驗日
《點滴來不易，飲水當思源》，當我們了解食水供應的歷

史，就會明白現在每天能夠享用源源不絕、穩定和安全的食水

實在得來不易。本年度學校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本地文化生

態體驗日」，透過本地文化深度遊，遊歷大潭水務文物徑，認

識香港的供水歷史及水務建築，讓學生明白飲水思源，珍惜用

水，從而學會感恩珍惜的正向價值觀。

體驗活動分六日進行，每日安排兩班高年級夥拍兩班低年

級，更預先為他們分成不同小組，使他們學習知識之外，亦培

育他們與人合作和溝通，更能在過程中互相照顧，發揮小伙伴

精神。整個活動時段都陽光普照，秋高氣爽，學生不但能欣賞

到大自然風光，更能感受到天父神奇的創造，在旅途中，更有

一些隊伍看到野豬，更與牠們同行一小段路，這些經歷，令學

生更能體驗到大自然、動物和人類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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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記得上學年運動會以甚麼形式進行嗎？相信記憶力

非凡的各位還記得上年的運動會以創新的網上形式進行。由於

政府防疫措施持續的關係，本學年的運動會仍未能在校外的運

動場舉行，有見及此，老師為了讓同學經歷運動會，感受競賽

氣氛，學習尊重、投入、積極、永不放棄等運動精神，便把運

動會移師回學校進行。

今屆運動會除了田徑比賽外，還安排了花式跳繩和空手道

搏擊體驗活動，務求令同學能接觸不同類型的運動項目。

田徑比賽方面，老師預先把學校劃分成數個比賽場區：在

籃球場舉行的來回跑，以及在操場的跳高及跳遠。雖然今年運

動會沒有60米、100米、或是社際接力賽，可是參加了來回跑

的同學，每位健兒都盡力向前跑，奮力向前衝，在賽場上揮灑

汗水，朝着終點衝線；而觀眾的打氣加油聲，更為健兒們增添

了一份力量。在跳遠賽場上，同學們由助跑到起跳，由騰空到

擺手，都散發着對自己優秀表現的渴求，每當刷新紀錄時，在

場觀眾都不期然鼓掌祝賀，投入其中。跳高的同學更是不斷挑

戰自我，愈跳愈高，那種堅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欣賞。

這次我們有幸邀請到空手道搏擊前奧運港隊代表陳巧恩

小姐到校分享。她不單簡而精地向同學們介紹了這奧運項目，

更讓同學有機會親身到台前體驗一番。至於花式跳繩的精彩表

演，更是贏盡同學們的掌聲和歡呼聲，最後的社際跳繩比賽更

是令同學們玩得樂而忘返。

今年的運動會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獲得獎牌的同學固然

高興，其他同學也玩得盡興。

學校運動會
空手道

花式跳繩

跳遠

來回跑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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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造校園關愛文化，感恩珍惜身邊的人和事，

本年度學校定期為學生舉行「基灣（愛蝶灣）感恩生

日會」。透過生日會，不但讓師生彼此祝福，並培養

學生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擁有的一切；抱持積極樂觀

的人生態度，勇敢面對生活和成

長的機遇和挑戰。生日會當天，

除了由生日的同學分享感恩事項

外 ， 全 校 同 學 亦 會 一 起 唱 生 日

歌，而生日的同學也會收到一份

別具意義的生日禮物。

「我是你的好朋友，永共享我喜與憂，手牽手，

一起走，友誼永長久……」小一學生來到新的環境學

習，難免感到陌生。我們相信如果有人相伴，他們會

更能適應新環境，迎接挑戰，因此，本年度學校推行

了「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小四學生與小一的學生進

行配對，透過「校園遊踪」活動、齊玩導修活動和結

伴同遊大潭水務文物徑，讓小一學生認識學校、投入

校園生活。在活動中，看見大家的笑臉，也看見大家

的成長，相信彼此已經成為對方的好朋友。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感恩生日會

導修活動齊齊玩
（英語活動）

齊來交換心意卡

導修活動齊齊玩（呼拉圈）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啟動了

大哥哥與小學弟

手拖手，結伴同遊

大潭水塘水務文物徑
手牽手，心連心

大姐姐與小學妹

找答案識校園 遊走校園
開心同遊大潭水務文物徑

分級拍照

同唱生日歌

生日同學同聚首

齊玩生日遊戲

送給同學的生日禮物

生日同學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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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日了！小一學生加入基灣（愛蝶灣）大家庭

已經100日，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大日子，有見及此，

今年的「基灣小導遊」除了有講座、駐校社工分享和

親子體驗校園生活外，還會為小一學生慶祝升小一100

日，派發紅雞蛋和安排學生表演，讓家長見證孩子的

成長。活動當天，氣氛熱鬧，家長及學生都投入活

動，大家都過了一個開心的下午。

剛過去的11月，學校舉行了一至三年級的家校茶敘，以促進家

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過去受疫情影響，茶敘需以網上形式進行，感恩本學年我們可

以實體形式進行。茶敘提供一溝通平台，讓家長及老師分別了解學生

於學校及家中情況。家校茶敘中，副校長介紹學校重點發展項目，讓

家長了解學校重點計劃，明白當中理念，促進家校合作。另外，學校

亦安排生命教育電影體驗，使家長以第一身感受學生於學校所學，從

活動中體驗學校計劃。

最後，家長於茶敘中亦有機會與班主任或科任老師交流，了解

子女學習情況，交流心得，並肩同行。

「 基灣小導遊」親子活動
暨「 執行功能」講座

小一至小三家校茶敘

一年後送給孩子的一封
信，送給孩子滿滿的愛
和鼓勵

家長講座

導修活動體驗（親子飛鏢比賽）

導修活動體驗（同玩高爾夫球）

導修活動體驗（攀石體驗）

導修活動體驗（親子反應燈比賽）

導修活動體驗（齊玩足球機）

送贈紅雞蛋，慶祝加入基灣（愛蝶灣）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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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修活動

English Week - Thanksgiving 

每逢星期二、三的導修時間，同學們可享受不同的校園STEM及體

藝活動，輕鬆愉快地學習欣賞、分享、溝通及合作等共通能力，展現所

長，接受挑戰。

導修活動包括：ENGLISH FUN GAMES、攀石、電子反應燈活動、跳

繩、單車、轉呼拉圈、射籃球、無人機過三關、足球機、電子飛鏢及高

爾夫球等。

Having a grateful heart is a crucial ingredi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attitude. That’s why we 
see Thanksgiving in November as an opportunity to allow our students to show their thankful heart to people 
around them. Each class has a unique thankful quote and a thankful tree full of kind and grateful words.  
Students also show their gratefulness through different hand signs and gestures. Let the grateful heart 
blos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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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芭蕾實踐計劃

何者魯迅

本年度參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芭蕾舞團合辦的《愛麗絲夢遊仙

境》創意芭蕾實踐計劃。全年計劃包括二十節芭蕾舞訓練、戲服製作工作坊

及校內演出。藉此活動讓同學發揮潛能，加深學生對芭蕾舞認識。

學校參與由國史教育中心主辦，優質教

育基金贊助之「《何者魯迅》學校巡迴演出

及推廣活動」。

本 校 十 分 榮 幸 能 入 選 為 是 次 活 動 的 十

間參與學校之一。國史教育中心安排劇團於

2021年11月25日到校演出，讓同學們透過戲

劇認識魯迅先生的生平及經歷。透過一系列

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國史、國學、國

情」的感知，領悟「香港心、中國情、世界

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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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崇拜

聖誕音樂會

聖景小組感言

在聖誕崇拜中，同學透過觀看

聖景的演出，了解耶穌降生的事跡

和聖誕的真正意義。基愛堂的李慕

蓮牧師和馬偉晞宣教師的證道讓家

長和同學都得到從上帝而來的愛的

禮物。

今次是我在小學第一次參加聖景活動，體

會到聖誕節真正的意義，我很開心能夠參與其

中，也感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為這次聖景作出的

努力，今天演出很順利，我開心了一整天呢！

4D 簡臻

今年是第一次以全新的劇本演

出，老師和同學們花了不少心思進

行錄音和排練。我很欣賞同學積極

投入參與每一次練習。感謝天父讓

聖景可以順利演出，演員和詩班員

之間能彼此配搭，一同榮耀主名，

見證主愛。

李上盈老師

感謝天父，雖然排練的時間不

多，但同學都很盡心盡力去做，讓

這次演出得以順利完成。

何婉貞老師

感 謝 各 位 同 學 踴 躍 參 與 和 幫 忙 ，

老師欣賞你們每次表演都十分認真和投

入，願榮耀歸與我們的神！

林于琳老師

今次是我第二次參加聖景表演，也

是最後一次，很不捨得。今次我能夠參

與聖景的實體演出，真是很感恩。謝謝

老師們的努力，幫我們綵排、錄對白和

整理服飾，能夠讓今次演出順利，也讓

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6C 伍泳希

聖誕音樂會是基灣（愛蝶灣）多年來的傳

統，就算去年疫情改上網課，都不減音樂組同學

的熱情，以各自錄影的方式製作音樂會；今年，

疫情緩和，復辦實體音樂會，音樂組所有同學都

既興奮又期待，除了可以和同學再聚首一堂演

出，更重要的是以音樂讚頌耶穌基督的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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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戴秋霞老師，今年剛加入基灣的大家庭。很感謝天父讓我

來到基灣小學（愛蝶灣）任教。我主要任教的科目是中文及普通話。我喜歡閱讀，尤

其是偵探小說，因為故事往往峰迴路轉，引人入勝，未到結局也不知道誰是真兇；我

也愛看歷史故事，因為從中能汲取前人的經驗，借古鑑今，警惕自己。同學們，你又

喜歡看甚麼類型的書籍呢？小息時，大家不妨與我分享分享。

從小我便夢想成為一位老師，這是因為我在小時候遇到一位對我循循善誘的好

老師，她就是我小學六年級的班主任。還記得兒時的我是個性格內向、膽小的女孩，

但班主任竟然推薦我當風紀，這讓我感到既驚訝又擔憂。後來班主任鼓勵我要勇於嘗

試，突破自己。她對我說的一句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也成為我的座右銘。

同學們，在人生中我們總會遇到不少挑戰，但願大家都懷着積極樂觀的態度，我

相信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我們將離成功又近一步。我們彼此在神的愛中互勉。

大家好，我是賴英偉老師，感謝天父的帶領，讓我加入基灣（愛蝶灣）這個大

家庭。今年我是4C班的班主任，主要任教數學、聖經及綜合。我最大的興趣是做

運動，因為做運動除了讓我舒展筋骨外，還讓我能夠放鬆心情，讓我樂觀面對每一

天。開學已經有數個月了，欣賞同學們積極學習，勇於面對不同的挑戰，見證着你

們的進步及成長，真的為你們感恩！最後，希望大家能懷着樂觀的心，享受每一天

的校園生活，享受學習的樂趣。

大家好！我是林于琳老師，很開心能加入基灣小學（愛蝶灣）這個大家庭。今年我任

教的科目是中文、常識和聖經課。在這裏我感受到濃厚的學習氣氛，欣賞學生們都是積極學

習、熱愛發問、喜歡探索新事物。

我平時喜歡行山，不但能鍛鍊身體，還可以欣賞神所創造的大自然。我也喜歡閲讀，你

們猜猜我喜歡看甚麼書籍？那就是聖經了，聖經是神的話，當中充滿了神的愛和智慧，也成

了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引導我的人生。

期望有更多機會與你們分享我的所見所聞。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121章1

至2節

Hi everyone! 

My name is Teacher Connor and I am one of the new NETs here at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I have met and spoken with many of you already but for those who haven’t 
met me yet, here i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me. 

One thing you must know about me is that I love talking to students and finding 
out more about their lives! I am very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so if you see me 
around school, come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e. In my free time, I enjoy 
playing different sports, playing chess and trying different restaurants around Hong 
Kong. Whether you have similar or different hobbies, come and tell me! 

In class, I try to make learning as fun as possible so we can enjoy ourselves 
as well as improving your English. Improving your English can be fun. If you’re in 
my classes this year,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fun with all of you and helping you to 
become fantastic English speakers.

I look forward to speaking with all of you soon.

新老師介紹
戴秋霞老師

賴英偉老師

林于琳老師

Teacher Connor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