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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也不同，學生又如何定義成功？有些人認為是考試得到一百分，有些則認為考獲全級第
一名，甚至升讀名校才算成功，事實並非如此。當社會普遍關注外在的成就，有時我們很容易忽略了內在平
安的喜樂。「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 4:23）孩子們要有健康快
樂的人生，先決條件就是他們有強健的身心靈，有美好的品格，有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在成長路上，就算
面對不同的挑戰，他們仍然盡力而為，展現所長。

基灣小學（愛蝶灣）一直重視學生的品格培育。近年亦舉辦多項活動，
致力培育品學兼優，積極進取，樂觀感恩的下一代。學校透過正向教
育工作坊、生命教育電影欣賞、正向舞台、感恩生日會、德育周會、
福音營等，讓孩子們學習「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另一方面，透過模範班比賽、V-STAR 品德之星獎勵計劃及意識省察
禱告等，幫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擁有自律自主的人生。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 39 號。 39 Oi Shun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852) 2915 4140 (852) 2539 0988

http://www.ccckeiwan.edu.hk school@ccckeiwan.edu.hk

培養培養成功的孩子成功的孩子 黃靜雯校長黃靜雯校長

暨

本校的校訓是「明道律己」，重視學生明白
聖經的真理，認識神的愛，做一個行為正直，
自立自覺，關心別人的孩子。真正的成功是
內心的富足，心中平安。一個人即使擁有能
力、金錢、名望和聲譽，但如果他的內心是
空虛的、痛苦的，那麼這些世俗的成功就是
失敗。正如經上所記：「遵守耶和華你神所
吩咐的，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
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這樣，
你無論作什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

（ 列 王 紀 上 2:3） 因 此， 每 天 早 上， 學 生 
都會禱告、唱詩歌及誦讀聖經金句，作為一
天學習生活的開始。學校除了重視學生在各
科學習的表現，老師也會透過聖經教導， 
讓孩子們明白人生智慧，培養健全的價值
觀，幫助他們成為神與人都喜愛的孩子，
達至真正的成功！

學校鼓勵學生服務他人，關
心社會。黃校長與親子賣旗
家庭合照。

氣質是最好的名牌！你看，基灣的畢業生
具備積極樂觀的氣質。

家校合作是孩子成長的關鍵，多謝基灣家
長一直支持基督教教育，讓孩子建立良好
的品格。

課程資訊

校訊

黃校長祝願基灣學生如「日出」，人生充滿希望！



由本學年度開始，本校繼續以「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為學校周年主題，透過設計不同探究式由本學年度開始，本校繼續以「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為學校周年主題，透過設計不同探究式
動手做的假期任務，讓學生從古代名人及聖經人物看「感恩珍惜、積極樂觀」。透過實踐、經動手做的假期任務，讓學生從古代名人及聖經人物看「感恩珍惜、積極樂觀」。透過實踐、經
歷和感受，認識一些活出「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表表者，把正面的價值觀牢牢記住，並扎歷和感受，認識一些活出「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表表者，把正面的價值觀牢牢記住，並扎
根在學生的成長中。根在學生的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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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把雅緻精巧又不簡單的
藝術品。

感恩、珍惜、關愛

感恩、珍惜、樂觀、同理心
於聖誕假期課業中，我們讓學生透過影片及文章認識不
同的聖經人物及事蹟，從中學習感恩珍惜的價值觀，並
透過多種方式實踐出來，包括文字記錄、設計四格漫畫
故事內容、以相片記錄或拍攝短片。最後更完成「感謝卡」，
以表達對尊敬的人的謝意。

暑期任務

聖誕假期任務

假期假期課業課業

創作美麗的紙扇圖畫創作美麗的紙扇圖畫

同學們著上古裝吟詩作對，同學們著上古裝吟詩作對，
唯妙唯肖，非常投入！唯妙唯肖，非常投入！

同學們用心地繪畫四格漫畫，記述
同學們用心地繪畫四格漫畫，記述自己實踐「感恩」行動的過程。
自己實踐「感恩」行動的過程。

以行動實踐「感恩」以行動實踐「感恩」

認識聖經人物後，同學寫下認識聖經人物後，同學寫下真摰的感想。真摰的感想。

以感謝卡表達對神及家人真
以感謝卡表達對神及家人真誠的感謝。誠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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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農曆新年假期任務時，我們讓學生認識團年飯
及盆菜，也讓學生了解家人團聚的重要意義。在
任務當中，讓學生為家人創作一道符合健康原則，
也具營養價值的團年飯菜式，以表達對家人的敬
愛、感恩之心。此外，學生透過善用利是錢，為
家人計劃本地一日遊的行程及預算，從而建立正
確的理財及消費觀。

於第一次評估後，我們讓同學以自拍短片形
式，透過自主學習閱讀資料，介紹一位表現
積極的中西歷史偉大人物，並推薦給全校同
學自己所喜愛的圖書。我們引導學生反思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積極的態度，期望學生
懂得樂觀地克服困難，實踐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

第二次於六月份進行：主題為「堅
毅」，大部分同學能透過影片了解
偉大科學歷史人物生平事跡，學
習其堅毅的精神，並讓學生設計
STEM 紙扇。從學生作品中，我們
十分欣喜看到於生活中實踐所學。

感恩、珍惜、樂觀、同理心

積極、樂觀 堅毅

農曆新年假期任務

趣味功課 ( 一 ) 趣味功課 ( 二 )

同學們變身成理財達人，為家人用最便宜的方式計劃本地一日遊。同學們變身成理財達人，為家人用最便宜的方式計劃本地一日遊。

自拍影片介紹圖書自拍影片介紹圖書
一位展現積極態度的中西歷史偉大人物一位展現積極態度的中西歷史偉大人物

欣賞同學們的創意，製作出各式欣賞同學們的創意，製作出各式
各樣的紙扇，當中有些更可以變各樣的紙扇，當中有些更可以變
形呢！形呢！

設計有益佳餚，向家人傳心意設計有益佳餚，向家人傳心意

3



為啟發學生的好奇心，本校持續發展 STEM
教育，透過舉辦各類 STEM 活動及參與比賽，
讓學生明白 STEM 與生活日常息息相關。

每逢小息時間，同學們最喜愛到樓層空地體
驗 STEM 神奇玩意，包括利用電子顯微鏡
觀察蝴蝶蟲、豐年蝦、蚯蚓、玩手搖發電
陀螺及無線充電技術等，提升學生對 STEM
的興趣。

我們邀請全校同學設計一條關於 STEM 的有
趣問題，考一考大家，出題同學需另拍一段三
分鐘以內的解答短片。經老師們選出有趣提問
後，老師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平台分享短
片，讓全校同學一同思考和解答。

為增加學生對 STEM 科技科學的探究精神及創意能力，
提高對創新科技的認識及「動手玩 STEM」的機會，我
們與 17 位學生一起到大埔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參 與「STEM 體 驗 黃 昏
營 」， 讓 學 生 參 與 Halo 
AR 閃 避 球、 攻 防 箭 及
RoboMaster 智能教育機
器人大戰。學生們全情投
入，透過遊戲，體驗了很
多 STEM 高科技，離開時
更依依不捨得呢！

透過不同活動培養學生創意解難、設計概
念及動手做的能力，例如製作降落傘、組
裝筆筒、以編程控制無人機及、製作巡線
行駛小車及超聲波視障人仕輔助器，並給
視障人仕進行測試，發揮學生創意、解難
及反思的能力。同學們以編程控制無人機同學們以編程控制無人機

十分欣賞同學們積極學習，生動地自拍科學實驗影片。

同學正在製作巡線行駛小車

閃避球結合 STEM 的 AR 擴增
實境，同學們玩得非常投入！

RoboMaster 機械人激烈作戰中！

STEM小息樓層攤位活動

四、五年級STEM資優小組

奇趣STEM知多點 STEM黃昏營

1

2

4
3

活動活動及及比賽比賽

以電子顯微鏡觀察蝴蝶蟲、標本以電子顯微鏡觀察蝴蝶蟲、標本
的昆蟲的身體結構的昆蟲的身體結構

黃老師正在向同學們講解蚯蚓特性黃老師正在向同學們講解蚯蚓特性

同學們正在了解無線同學們正在了解無線
充電技術充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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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擴闊學生視野，特意安排
STEM 大使於十二月到資優教育
學苑參觀，並透過訪問向 STEM
專家黃博士學習。

智能水耕種植機由校友捐贈，對環境零污染，推動 STEM
環保。我們讓學生由種子開始，透過智能種植燈提供不同
光譜和強度，以及自動灌溉功能，讓學生們每天觀察生長
變化。只需經過大約個多月時間，便可收割蔬菜回家，學
生們均感到很大的滿足感。

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訪問資優教育學苑院長
黃金耀博士

智能水耕種植

6D 班陳奕朗與 5D 班尹以晴早前參加了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舉辦之「首屆香港青
少年航天創新大賽」，經過同學努力不懈地研究、測試和改良，終於研發出月球探

索車《奔月一號》，榮獲得一等獎，獲取資格參與在北京舉辦的全國賽！

5

7

6

黃博士向同學們介紹二百多年前出版
研究宇宙的書籍，需要載上手套才可
接觸，非常珍貴，同學們大開眼界！

資優學苑學生與我們分享創新意念

由種子開始由種子開始

把菜苗放入種植架上把菜苗放入種植架上

到了收成期，同學們帶回家享用。
當太陽落山後，智能種植燈便自動
開啟。

6D班陳奕朗與 5D班6D班陳奕朗與 5D班
尹以晴講解得獎感受。尹以晴講解得獎感受。

同學們向嘉賓介紹作品設計
理念。

獎品雖然豐富，但背後同學付出的努力更是難能可貴！以編程及多種電子零件以編程及多種電子零件
設計的《奔月一號》設計的《奔月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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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6B

6D

6C

2021–2022 年度2021–2022 年度

 第 52 屆畢業典禮 第 52 屆畢業典禮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要結束，不捨之情油然而生。驀然回首，六年間各
種珍貴的回憶，讓我難以忘懷。老師們每一句的金⽯良言，與同學們相處的一點一滴，我都會
銘記於心。展望將來，我會繼續抱着鍥而不捨的精神努力學習，將來貢獻社會。 6D 陳奕朗

有一種情感不能相守卻天長地久，有一種付出不計回報卻沒有盡頭，有一種堅持不
離不棄卻永不放手。老師們，感謝您們用心關愛我們每一個人。

6A 洪焯霖

我很榮幸可以在這裡度過六年的小學生活，很感謝所有
老師、同學、校工和書記的包容和照顧，令我慢慢改變
自己的壞脾氣，他們特別照顧我，幸好有他們，我才能
快快樂樂地在這間學校裡成長。

6C 崔顥翔

今年六年級畢業禮籌委會，由校方發通告招募六年級家長參加，成功
招募了 20 位家長義工作為籌委，本人亦有幸被委任為籌委會主席。

是次畢業禮的第一次籌備會議，早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召開，可惜
跟過去兩年一樣，受疫情影響，在籌備過程中都遇到很多不穩定和未
可預知的情況。但感恩的是一班熱心的籌委，大家上下一心，努力去
將困難一一克服，或許仍有不足之處，卻是為畢業禮盡了最大努力。

我們籌委分成四個小組，負責畢業袍事宜、製作畢業特刊、準備
師生的紀念品和籌劃典禮流程等。今年重點工作就是訂製全新畢
業袍，由於舊的畢業袍已使用多年，開始殘舊，所以，最後決定
以校徽「紅、白、藍」三色布帶做領口，加上學校校名英文縮寫的
刺繡，設計了一批全新的畢業袍，學生反應非常正面，希望往後
幾年的畢業同學都會喜歡這個新設計。

忙碌了大半年，再要衷心感謝六年級學生的努力練習和綵排，老
師們的頂力協助，以及很多不同年級的家長義工默默付出，才能
使今次畢業禮順利舉行，願是次畢業禮能帶給畢業班的家長和師
生一個美好的回憶。

畢業典禮籌委會主席

李碧玲女士
（6A 林倬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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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詩韻
1995 年畢業生

胡凱澄
2001 年畢業生

快將進入中學急促成長的階段，鼓勵同學發展和尋覓自己的夢想，不要質疑

自己的能力，因為凡事都有可能。冀望各位師弟妹不被眼前環境影響，積極

發掘熱情，祝福每位都能朝著夢想高飛。

第五波疫情令學校很多活動計劃都一改

再改，校友會為應屆小六學生而設的

《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亦不例外。但

感謝上帝的恩典，祂揀選了最美好的時

間讓我們舉行這個活動，就是 2022 年

7 月 11 日的上午十一時半，六年級學弟

學妹們剛剛完成評估四的時候。或許真

是因為釋放了考試重擔的緣故，學弟學

妹都非常投入今次活動，讓四樓禮堂充

滿熱鬧氣氛。

感激校友會各委員日以繼夜地為今次活

動作準備工夫，務求讓學弟學妹們有一

個難忘的體驗。另外要感謝於今次活動

擔任義工的校友們 — 除了要感謝他們

的辛勞之外，亦要感謝他們的一呼百應。

最後當然要多謝校方給予我們各方面的

支援。

盼望每一位應屆畢業生都能夠抱著正向

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未來的人生，活出

豐盛生命。

很感謝校友會的師兄師姐為我們預備可
這次的工作坊。透過這次活動，除了為
我作升中的心理準備外，亦提醒了我前
路未必平坦無障礙。或許當中有不同的
困難，我們總要靠著天父的恩手拖帶，
在壓力中依然能健康成長。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十分有趣，也
感受到校友們十分用心地準備這
次的活動，很謝謝你們。我覺得
三項鐵人最有趣，因為這樣能夠
練出團隊合作的精神，也能夠讓
我們更了解校詩的意義。

很多人說「3 歲定 80」，而小學階段塑造了我正向的思維。記得我小學時代的一次學
校旅行，正是很熱很渴很貧窮的時候，竟然有一位同學請我喝一杯冰凍的可樂，讓我
深深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愛。多謝基灣孕育出愛分享的學生。離開校園 25 年了，我也
希望可以回饋母校。感恩藉着偶然的機會，可以成為義工，見到每一位充滿活力的同
學，都令我有很多的回憶和感受。

很欣賞學校常用的一節聖經金句：「教養孩童，使他走該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偏離。」（箴言 22 章 6 節）多謝每一位老師的用心教導，希望各位同學仔繼續於世界
發光發熱。

這次是我首次做校友會的義工，感到榮幸
能夠參與是次小六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
感謝委員的悉心策劃，加上小六生的積極
參與，令是次活動大成功。在此祝願各位
小六學生於未來路上前程似錦，一帆風順，
同時要準備為自己的未來作打算！

我很高興能以校友義工的身份再次重返母校，
感謝校友會的邀請及不遺餘力地籌辦活動。看
到一眾師弟師妹積極投入活動，亦聽到他們真
誠地分享對未來的憧憬及憂慮，向我們打開心
窗，實在難能可貴。願一眾師弟妹前程似錦，
繼續正向愉快地學習。

黃筠詠
第十屆校友會副主席

黃頌恩（6D）

李梓暠（6C）

董曉蔚
2015 年畢業生

李可怡
2016 年畢業生

李民康
1997 年畢業生

活動主持人

於 2022 年 7 月 11 日舉行的《小六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圓滿結

束，是次活動由二十多位歷代校友帶領本年小六生參與，除了讓

師弟妹於考試後有放鬆休息的時間，他們亦從中體會人生不同階

段，發掘成長的自己，並寄望中學生活。

主題活動「模擬人生」分兩部份：「小學時期」以遊戲讓他們回憶

小學生涯；「中學時期」自由度大增，要先學習管理時間，摸索自

己路向。最後，同學亦將夢想和對母校祝福的話寫在紙飛機上，

象徵每位都要像紙飛機一樣展翅飛翔。

正向生命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教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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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福音畢業營 —小六福音畢業營 —「活出愛」「活出愛」
感謝神，今年的畢業營順利舉行，今年營會主
題是「活出愛」，讓學生從向人付出的愛，更
多認識天父犧牲的愛。在全校老師齊心努力
下，學生一片歡呼歌聲中，打開了畢業營的
序幕。學生透過體驗式的活動對生命不同階
段有更深入的認知，從而醒覺自己每一個正
確的選擇會為人生帶來重大的後果和祝福。

在最後一天的福音信息中，在天父的
帶領下，共 75 位學生決志信主。相信
透過每位在場的老師的參與及付出，上
帝的愛充滿了基灣，成為福音美好的見
證。

願主的喜樂與平安常充滿基灣校園。

馬偉晞宣教師

I’m really thankful that the school and Kei Oi Church organized these 
extraordinary activities even though we couldn’t have our graduation camp 
as usual due to the pandemic.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chool still gives us the 
best no matter what circumstances we are facing. That 
really made me find out how lucky I am. Through the 
activities, I noticed that teamwork, planning and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together with the words 
of God, are the keys to victory! I also want to 
make us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for helping me throughout my journey. I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i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6A Joshua Lo

各位畢業同學：

你們是基灣培育出來，有「Q 嘜」品質保證，並且上主對你們說：「你不要害怕…因為
我是你的上主。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

你。」（賽四十一 9-10），因此，請大踏步歡欣喜樂地邁進中學階段！
感恩你們在畢業營中個個表現出色，滿有從上帝而來的智慧，不

論在「生命之旅」或「人生交叉點」環節中皆能慎思明辨，認識
真理，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更有 70 多位同學接受了永生的
禮物！最後，老師期盼你們能夠靠主有個好開始，就像 Jerry 
師兄一般，勇敢地為主作見證，榮神益人，得豐盛的生命，
母校以你們為榮 ! 

盧燕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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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兩天的福音營，我透過當中的各類活動，深深明白了其主題 — 活出愛。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便是生命之旅，這個活動看似簡單，要通過玩遊戲來賺取
金錢，實際上是要在世界末日之前找到真正的「天堂」。在遊戲開始之前，老師發
給我們每人一張「天堂入場券」，只能用這張券才能進入天堂，不過有些同學因為
想要多玩遊戲而將這張券賣掉換錢，後來只能用更多的錢來進入「假天堂」。這個
活動告訴我們，進入天堂需要的不是錢，而是信主的心，這就足夠了。

除了有趣的活動外，當中的詩歌也十分打動我，尤其是《不止息的愛》中的一句歌詞：「我
不會改變，從今到永遠」，讓我領悟到主耶穌對我們的愛是永不改變，永不停息，時時刻刻
都待在我們身邊，激勵我們做好每件事，愛主，侍奉主。

我覺得這次的福音營充滿意義，不僅教會我們很多一生受用的道理，還令不少同學找到自
我，從此信奉主，參加團契，加入基督的大家庭，領悟真正的愛的真諦。

6D 劉子菲

經過一連兩個半天的小六福音營，讓我學會了很
多東西，通過「生命之旅」和「人生交叉點」，我
學會了不要只是口上說信主，心裡也要真心、真
意地相信主，才能進入真天堂 。通過這次的福
音營讓我和同學多了相處、玩樂的時間，感謝學
校為我們一班小六學生準備了一個能讓我們好好
認識主的時間，謝謝你！

6B 譚芷嫣

本年度小六福音營已圓滿結

束，通過遊戲、見證分享及

福音信息，讓同學更深入認

識信仰。感恩主，不少同學

在營會中決志信主，願福音

的種子在同學心內茁壯成

長。
何婉貞老師

對於這次生命之旅的活動，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
不同老師提醒下，與隊友一起思考及破解問題。我
的隊友是尤成智及陳奕朗。這次的活動十分刺激，
在這次的活動之前，看見通告上寫着畢業營將在校
園裏進行，我心想：這次的活動肯定會很無聊。但
後來，我卻改變了我的想法。因為活動中有很多遊
戲及問題可以讓我們思考，更讓我們明白了神的真
理。

在尋找真天堂的過程中，我們有過驚慌失措、緊張、
興奮等等的心情。當我們得到老師們的提醒後，我
們就相當興奮；在遇到小偷的時候，我們更是一邊
尖叫一邊跑，生怕被「打劫」！但在找到真天堂的時
候，我們才醒唔到其實金錢並不是如此重要。要到
天堂，靠的並不是錢，靠的是信主的心！

在這個活動中，有幸得到鄭老師、關 sir 的提醒，我
們才得以找到真天堂，並勝出，實在使我十分開心！
雖然我即將要升上中學，但希望以後都會再有這樣
的活動。這次的活動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6C 鄭兆淞

為了讓同學明白神救恩的豐盛，感受神的大愛，學
校特別在校內舉行了兩個半天的福音畢業日營。本
年度畢業營的主題是“活出愛”，活動內容豐富，
在老師及基愛堂的導師帶領下，同學們表現得積極
投入，為師生留下難忘的回憶，希望同學都能活在
基督的愛中，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愛。

戴秋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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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否想過在老師和同學的祝福歌聲下慶祝生日
呢 ? 本年度學校共舉行了四次感恩生日會，除了為
全校同學慶祝生日外，同學亦可從中學習感謝身邊
的人。

生日會當天，生日同學不但可以穿著便服回校，並可戴上由學校為他們預備的生日皇冠，與 
同學齊唱生日歌，接受大家的生日祝福。此外，學校還為同學預備了一份別具意義的生日 

禮物，就是印有學生名字的蝴蝶形鎖匙扣，並可與校長及主任來個生日大合照呢 ! 

詩歌分享會詩歌分享會

感恩生日會感恩生日會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宗教組於 4 月 28 日舉行了翁慧韻女士作品集分享會，會上與學生分享
多首翁慧韻女士的作品，同時邀請學生投票選「我最喜愛的詩歌」，報名
參與詩歌分享會。及後，於 6 月 30 日進行了詩歌分享會，會上學生演唱
了三首詩歌並以鋼琴伴奏，詩歌分別是《橋》、《有隻蟻》及《動力信望愛》，
個別學生也就着他們所喜愛的詩歌作出分享，盼望學生在未來的日子能
繼續發揮他們的才幹和恩賜，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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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裝備基灣 ( 愛蝶灣 ) 小羊面對社會種種挑戰，學校於去年起推行「基灣•愛•正向小精兵」計畫，期望透過
計畫，凝聚各持分者及科組，致力培養學生「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價值觀，從而讓學生擁有「仁愛 (Love)、
成就感 (Achievement)、意義 (Meaning) 及投入感 (Being)」的核心狀態，配合校情，裝備學生披上屬靈的軍裝，
行出主道，榮神益人，在社會上作鹽作光。

「基灣‧愛‧正向小精兵」「基灣‧愛‧正向小精兵」動向動向

學校深信良好且健康的生活習慣能為了讓同學更掌
握 V-star 內的十個好習慣，我們邀請了老師及同學於
V-star 小冊子中分享他們建立好習慣的心得。另外，
為了鼓勵同學多感恩，班主任會於班級經營時段邀請
同學分享他們 V-star 內的感恩手記，及把他們感恩的
事於課室內的感恩牧場顯示。

同學們把感恩的事分享在小冊子內

同學們憑自己努力
的成果換取扭蛋及
夾公仔的機會

老師和同學分享健康好習慣的心得

另外，學校為同學預備了不同形式的鼓勵，肯定同學的努力。同學可按 V-star, A-star,S-star 的要求，憑取得
的相關貼紙數目，於導修時段進行扭蛋或夾公仔，一同 慶祝過去積極努力的成果。

期望同學繼續保持健康習慣，抱著
「感恩珍惜 積極樂極」的態度面對生
活上大小事情，成為「基灣•愛•
正向小精兵」。

小助手們協助同學換取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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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流星、生命有價」是本年學校發展的其中一個項目，我們以生命教育為議題，電影為媒介，
正向教育為內容，以實踐及分享活動為形式，有系統地以電影素材作省思，讓學生能從電影欣賞中，
懂得探索生命的意義，培養理想的情操，建立有意義的人生價值，感悟「生命有價」；從而培養學
生的正向心態，推動個人的正向發展；以及培育學生正面積極的生命素質，確立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回顧一年，學校舉辦了不同類型的電影欣賞活動，包括：9 月
至 12 份到電影院欣賞《媽媽的神奇小子》、《麥兜噹噹伴我心》
及在校內欣賞上年度本校製作的音樂劇《In HIS eyes》和 12
月份的宗教組為我們分享的福音電影《ALL I want Christmas 
is you》，學校透過電影欣賞，讓同學分享自己的感受，欣賞
電影之餘，更學會了不同的正向價值觀。

課程上，學校亦在成展課引入，並請了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 
中心陳穗小姐及其他專家，為學校挑選了 3 套電影《反斗 
奇兵 2》、《大英雄聯盟》及《小孩不笨》作配合：1、2 年級
所學習的正向美德為勇氣、堅毅；3、4 年級所學習的正向美
德為仁愛、公義；5、6 年級所學習的正向美德為樂觀、感恩。

此外，我們亦成立了「電影欣賞大使」，大使們挑選了一些正
向故事片段，在導修時間向一至四年級的同學分享，互相交流，
附上他們的感言。

而家長支援方面，除了在一、二年級的家校茶敘中，以《功
夫熊貓 3》為示範，向家長介紹「見聞思達啟」教學法，原定
三月亦舉辦一個家長工作坊為「電影與學生品格培養親子功作
坊」，因特別假期而作延期舉行。

「光影流星、生命有價」差不多已推行了一年，雖然遇上
疫情，但不同的活動都能轉換了形式舉行，感謝各位老師
的協助及同學們參與，以及家長的支持。無論你是分享的
同學，還是觀賞的同學，希望大家都可以藉著不同的影片
故事，學會了不同的正面價值觀，啟發了你們的同理心， 
多以不同的角度思考和理解。當你下一次再欣賞電影時，
嘗試去發掘電影中所帶給我們的正向價值，別當電影只是
一個娛樂的媒體啊 !

郭副校長

你有否想過觀賞歷史人物、卡通人物或者名人故事的電影，
除了認識他們的事跡外，還可以從中得到啟發，建立感恩珍
惜、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呢 ? 在四至五月份的導修時段內，一
班小三至小四的的電影大使，透過入班的電影欣賞，與同學
分享電影當中的正向信息。我很開心能夠成為其中三位大使
的導師，由培訓、預備和分享，短短兩星期，看見他們的用
心學習當中的技巧和製作簡報 (powerpoint)。此外，每一次
完成分享後，我們都會進行檢討，他們都能互動交流、虛心
接受意見，互相欣賞，從中我看到了他們的成長。

高姑娘

「光影流星、生命有價」「光影流星、生命有價」「光影流星、生命有價」「光影流星、生命有價」

12



本年度學校聯同香港東區扶輪社，成
立 了 雋 雅 服 務 團（Junioract Club 
of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社團旨在培養學生之
領導才能及透過服務社區，關懷社會上
有需要的人士。內閣成員由十位領袖生
組成，各司其職，擔任不同崗位，並在
顧問老師的協助下，通過定期舉行不同
之會議，共同籌備、策劃、組織義務工
作，推動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六月四日（星期六），雋雅服務團聯合生命小戰士兒童病患
者，以網上視像形式，舉行了「生命手牽手」活動。活動當
天先由司儀簡介活動流程，然後透過一連串的小遊戲，藉此
加深彼此互相認識及建立團隊合作精神。接著再進行音樂 
表演，包括有管樂如小號、雙簧管的獨奏及弦樂四重奏、 
木管鋼琴合奏等。最後進行分組討論環節，由組長帶領小組成 
員深入交流、分享活動的得著。內閣成員亦預備了心意卡、
紀念品及豐富禮物，為生命小戰士
送上祝福及鼓勵。

「生命手牽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全賴同學們的用心策劃、積極投入。
希望透過是次活動讓同學體會到「施必受更有福」的道理，日後能
繼續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這次參與光影留聲生命有價的活動，
令我學會了怎樣像老師一樣向同學講
解電影，雖然我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但我相信我下次能做得更好的！

4C 李梓賢

出任電影欣賞大使使我獲益良多。我學會
了分享電影的技巧，與其他電影大使分工
合作、了解到互相幫忙的重要性，也掌握
了在眾多同學們面前演說的技巧，我也學
到了電影主角堅毅不屈的精神，時刻提醒
自己要向他們學習。

4D 簡鈺錚

我十分喜歡這個項目，因為它不但
可以提高我的表達能力，還增加了
我的膽量。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活
動，我希望下次可以有更多的同學
一分參與這個活動。

4C 許子晴
今次的活動中我分享了鄭成
功的英勇事蹟，我覺得他很
勇敢，很開心今次有這個機
會給我們向同學們分享，希
望來年可以繼續參與。

5B 陳俊瑋

我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我在選影片時，我學會了不
同的歷史人物的故事，也學
會了簡報的製作技巧。我感
恩在這裏學會不同的東西。

3D 馮思睿

我很感恩能夠參與學校安排這次「電影分享大
使」的特別任務，令我可以用自己的感受作出
分享，用自己的理解作出引導，提升了我的
自信心，亦可以增加我和不同年級的同學們
交流和互動學習的機會，上了寶貴的一課。

4D 梁梓妤

成為了電影大使後，我就經歷了很多
的第一次。例如選擇想分享的電影，
預備簡報和講稿，還要到不同的課室
跟同學帶著問題去看電影。初時我很
緊張，幸好有老師們從旁協助，令整
個電影欣賞會得以順利完成！期待再
有機會跟大家一起帶著問題看電影。

3D 黃予恩

我很感恩有機會參加「電影欣賞大使」，
讓我認識到很多中國歷史人物，他們的
生平事蹟更讓我學習到做事要認真，遇
到困難時不要退縮，要有堅毅的精神去
克服和面對。此外，當我與同學分享的
時候，更讓我感到自己好像當上「小老師」
一樣，感覺很開心呢！

3D 張倬霖

在這次活動中，陳老師和高姑
娘教會了我和我的夥伴用不同
的工具製作簡報與其他同學分
享，我非常感謝他們。我覺得
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3D 陳政浩

香港東區扶輪社雋雅服務團香港東區扶輪社雋雅服務團

電影大使電影大使感言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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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2021-2022 年度

校外比賽得獎名單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或成績 參與學生

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月球探索創新賽 /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一等獎 6D 陳奕朗、5D 尹以晴

STEM 設計大賽
環保燈籠 /Codesmine STEM Learning Centre

冠軍 6D 周致愷、5D 許綽麟、任雅俊、尹以晴、任兆恩

點滴是清泉 
STEM A.I. 濾水器設計比賽 / 中華菁英扶輪社及香港優質教育促進協會

亞軍 6D 周致愷、黎穎欣

最具淨水環保概念
學校獎

6D 周致愷、黎穎欣、5C 陳日騫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小學組）/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優秀 STEM 學校

優異獎
基灣小學（愛蝶灣）

綠得開心學校 / 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三星級 基灣小學（愛蝶灣）

2022 無人機挑戰賽 /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優異獎 6D 陳奕朗、5D 尹以晴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
生生不息 /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2021

優異獎 6B 徐心瑤、5C 陳日騫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
重生 /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2021

優異獎 5C 林衍造、蘇雋言、5D 蘇雋行

STEM 設計大賽
食蚊魚的探究 /Codesmine STEM Learning Centre 

優異獎 6B 徐心瑤

STEM 設計大賽
智能長者輔助器 /Codesmine STEM Learning Centre

優異獎 5C 陳日騫

2022 STEM 數理科技振中盃 / 明愛胡振中中學及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協會 三等獎 5C 陳日騫、蘇雋言、5D 蘇雋行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21-2022) 個人賽金獎 6D 莫仲熙

2021-2022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東區 )

數學急轉彎冠軍

6D 莫仲熙、吳浚希、黎穎欣解難智多星冠軍

全場冠軍

華夏杯

一等獎 6D 陳奕朗、張梓耀

二等獎
2C 鄭昕希、2D 高鈺軒、彭琛然、3D 翁靖鋋、關力銅、
4C 樊禮夏、李梓賢、4D 陳彥彤

三等獎
1B 文熙朗、1D 余芍霖、3D 馮思睿、林綱弘、張倬霖、
4D 文晞欣、5B 陳俊瑋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金獎 6D 張梓耀

銀獎 2D 高鈺軒、彭琛然、3D 翁靖鋋、關力銅、4C 樊禮夏

銅獎 4C 李梓賢、4D 文晞欣、5C 李耀強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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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音樂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或成績 參與學生

學校朗誦節 – 英文獨誦

冠軍 1A 張海嵐

亞軍 6D 陳奕朗

季軍 2C 鄭昕希、4D 文晞欣

學校朗誦節 –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3C 楊子進

季軍 1D 李天嵐

學校朗誦節 –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2C 鄭昕希、6D 吳浚希

季軍 4D 蔡浠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第十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初小組（第二組）亞軍 1A 蔡昊昀

高小組（第二組）亞軍 6C 崔顥翔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小學校長會科幻畫比賽 冠軍 5C 黃心悅、5D 蘇俊皓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三扶教育主辦第一屆中文朗誦比賽

金獎 1D 梁曉琪、3D 曾偉宸、姚力文、4D 李洛希、文晞欣

銀獎
1A 蔡昊昀、1B 文熙朗、1C 陳曦立、1D 施朗、
3D 林綱弘、5C 梁曉恩、5D 林欣穎

銅獎 5A 王圖晉、5B 陳曦彤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三扶教育主辦第一屆頒獎禮 傑出學生 6D 吳浚希、區梓曼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或成績 參與學生

學校音樂節

2022 台北國際合唱大賽 － 少兒組 金獎

6D 曹欣亭、6A 盧熙淳、6A 張峻領、5D 鄧諾欣、5A 王子桓、
4D 張竣翔、4D 林卓鞍、4D 蔣宥延、6C 崔顥翔、4D 謝漢熙、
6D 劉子菲、6C 黃清怡、6C 蕭澤森、4D 陳智天、4D 蔡唯哲、
6D 洪揚正、6D 陳奕朗、6C 劉詠欣、5D 梁安睿、4D 黃世軒、
5D 梁舜賢、4D 譚均偉、6D 尤成智、6D 吳浚希、6D 鄺栢言、
6C 吳耀輝、6A 張恩澄、5D 尹以晴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弦樂小組 金獎

3C 林爾喬、4D 郭子行、顏梓芮、李洛希、張竣翔、
5A 楊若彤、5C 彭梓軒、6C 霍伊藍、麥愷峻、陳祉煜、
蕭澤森、6D 陳奕朗、周致愷、何熙琳、古穎詩、
郭佑銘、鄺栢言、黎穎欣、林海頌、曹欣亭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西洋敲擊樂小組 金獎

3D 林純匡、黃予恩、4B 馬凱晴、4C 盧卓恩、
4D 張靖男、凌樂琛、譚均煒、王樂晞、黃世軒、
5D 許綽麟、黃學森、任兆恩、6B 羅啓銳、6C 陳尚賢、
鄭熙妍、崔顥翔、吳愷浵、6D 周政亨、吳浚希、黃頌恩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弦樂四重奏 銀獎 4D 郭子行、6C 陳祉煜、蕭澤森、6D 陳奕朗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13 歲或以下 冠軍 6A 盧熙淳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7 至 8 歲 冠軍 2C 鄧澤芳

小提琴獨奏 － 一級 冠軍 2C 王璟程

小提琴獨奏 － 三級 冠軍 4D 李洛希

中提琴獨奏 － 初級組 亞軍 6C 蕭澤森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中級組 亞軍 6D 何熙琳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13 歲或以下 亞軍 6C 蕭澤森

結他獨奏 － 初級組 亞軍 6C 吳凱彤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 小學 － 初級組 亞軍 4D 鄭家謙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 小學 － 初級組 亞軍 3D 曾以諾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季軍 6A 傅琮翔

小提琴獨奏 － 四級 季軍 6C 蕭澤森

長笛獨奏 － 小學 － 初級組 季軍 4D 謝鎧婷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10 歲或以下 季軍 5C 任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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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獲派中學 :

獲派中學 人數 獲派中學 人數
皇仁書院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2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8 協恩中學 1
英皇書院 4 英華書院 1

聖保羅書院 3 香港華仁書院 2
張祝珊英文中學 4 喇沙書院 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3 港島民生書院 4
聖保祿中學 1 港大同學會書院 2
聖馬可中學 11 香港真光中學 1
聖保祿學校 2 聖若瑟書院 3

賽馬會體藝中學 1 中華基金中學 4
金文泰中學 2 筲箕灣官立中學 1
嘉諾撒書院 2 衛理中學 7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5 顯理中學 1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2 培僑中學 1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1 福建中學（小西灣） 6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 慈幼英文學校 3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1 聖貞德中學 1
文理書院（香港） 2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1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1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或成績 參與學生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第四屆聯校科幻畫比賽 2021 冠軍 5C 黃心悅、6D 蘇俊皓

佛教黃鳳翎中學主辨第八屆細味人生—
堅毅誠信、自律守規活動 漫畫填色比賽 2022

優異獎 5D 張芯瑈、6C 伍靜禧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3C 譚睎藍、4C 柯琇婷、4D 蔡浠慈、林卓鞍、李竑樂、
李日希、文晞欣、顏梓芮、張竣翔、5D 尹以晴、5D 黃學森、
6A 洪焯霖、6C 崔顥翔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4D 李竑樂、文晞欣、顏梓芮、張竣翔、5D 尹以晴、6C 崔顥翔

藝術

體育

2021-222021-22 年年中學學位分配狀況中學學位分配狀況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或成績 參與學生

中銀青少年發展計劃港九小學分區劍擊比賽 港島東區 男子甲組花劍 季軍 5A 羅普見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男子 A 組 60 米 冠軍 6C 陳祉煜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男子 A 組 100 米 季軍 6C 陳祉煜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女子 A 組跳高 冠軍 6C 羅曉霖

田徑總會青少年錦標賽男子 U12 60 米 冠軍 6C 陳祉煜

田徑總會青少年錦標賽男子 U12 100 米 冠軍 6C 陳祉煜

田徑總會青少年錦標賽男子 U12 跳遠 冠軍 6C 陳祉煜

2022 全港閃避球回歸盃錦標賽 殿軍
6A 張祖澤、6A 傅琮翔、6A 王逸昇、6A 林子洋、6A 張恩澄、
6B 林逸晟、6B 劉寶棋、6C 余子謙、6D 葉燾齊

學生獲派頭三志願及
其他志願的人數 :

第一志願

95 (95%)

第二志願

2 (2%)

第三志願

0 (0%)

其他志願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