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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這孕育孩童成長的樂土，校長及教師就是園丁。

為了確保每一個孩童，無論貧、富、智、愚都能健康快樂

的成長，園丁必須將每棵小樹苗最根本而最重要的特

質發揮──對生命的熱愛。

現今的物質社會對孩童來說實在過於富豐，

衣食住行很容易得到滿足，所以較難培養出知

足、感恩的心，同時也容易養成自私、冷漠和貪

婪。因此，園丁唯有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以有

機耕種的方法，為孩童提供不同的「機遇」。當我

們看見社會缺乏關心，學校就為孩子們製造探訪老

人、賣旗、音樂表演籌款等機會，以喚起他們對弱勢

社群的關注；當我們發現孩子們不再明白「盤中飧」的艱

苦時，我們就在校園可以開發的地方讓孩子親自體驗種植、灌

溉成長、收割食用，經歷過整個過程後，孩子對食物不但多了一份

珍惜，更對大自然多了一份感恩之心；當我們看見孩子們不再熱愛藝術和運

動，只愛上網和吃喝時，我們刻意提供機會給他們學習音樂、體藝活動。使他們在學術競爭的大環境下，也可

在音樂、藝術、運動上找到自我，告訴他們世界上除了成績，還有其他事情能夠帶給他們樂趣和滿足。

學校的理念需要每一位園丁努力耕耘才能

實現。學校也得安排「機遇」讓一眾園丁重新得

力，使教育的熱誠生生不息。教師團契、退修

日、交流活動等，旨在讓教師親身經歷心靈的洗

滌；人際相處所帶來的快慰；接觸大自然所感

受到的驚嘆和安舒；聆聽音樂的愉悅等人生之

美…… 

擱筆之際，我又記起了我的童年，何嘗不

是因為爸媽的教導、老師們的幫扶和用心，使我

深受栽培，熱愛生命？這時我恍然明白，為何當

初我要選擇成為教師，到如今又擔任校長之職，

原來一切是為了耕墾那一代又一代永需灌溉的心

田。

校 的長 話
愛的教育  成長樂土 黃靜雯校長

校訊
2018年2月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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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年

2016-17年度主要學科發展特色

中文科
1.  優化校本課程，照顧學生多樣性，並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2.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增進學生閱讀的廣度和深度。

英文科

1. To implem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elements i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o as to develop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ies
2.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make use of English out of  
 textbook context

數學科
1. 優化校本解難課程﹝校本思維工作紙﹞
2. 加強「數」中，運算能力的訓練

2016-17年度訓輔範疇發展特色

●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意識，讓學生實踐自我管理--訂定自我管理目標(星級手冊) 

● 建立友愛、關顧、共融的文化-「愛心大使」服務計劃

● 促進師生關係，營造愉快及和諧校園-班窩文化

● 加強家校合作及推動家長教育工作-陽光電話及家訪

● 遊戲輔導-讓同學們能在遊戲中提升社交及溝通技巧

2016-17年度學校重點活動

學校主題
和諧共處‧自強不息

2017年5月4-6日
四川訪校，主題：

創新科技‧創意學習‧創建未來

2017年5月18日 籌款音樂會(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2017年6月30日 STEM DAY (科學與科技活動日)

2017年7月2至6日 日本音樂遊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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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017 年 回
2016-2017年重點獎項記錄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中文
校際朗誦節(粵語) 冠、亞、季軍各1人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入選學生1名

英文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16) – English Speech

2 students got the second prize
1 student got the third prize

數學
2016/17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小學﹞ 銀獎1名

2016至17年度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智多星冠軍1名、智多星殿軍1名、
銅獎1名、優異獎2名

聯校小學數理常識問答競賽 殿軍1名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2名、銀獎4名、銅獎6名

2017多元智能盃 金獎1名、一等獎1名、二等獎1名、三等獎2名

2017春季「世界數學測試」 小學組：
數學：6優6良，解難：4優3良
雙優生4名

中學組(越級挑戰)：
數學：1優，解難：1良

華夏盃 初賽：
一等獎14名、二等獎26名、 三等獎23名

晉級賽：
一等獎6名、二等獎18名、三等獎15名

總決賽：
一等獎1名、二等獎7名、三等獎7名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初賽:金獎3名、銀獎5名、銅獎6名
晉級賽：金獎1名、銀獎1名、銅獎5名
決賽: 金獎1名、銅獎1名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COMO) 二等獎3名、三等獎1名

音樂
2016青年音樂匯演 弦樂團(小學組) - 金獎 (高弦)

管樂團(小學高級組) - 銀獎 (高管) 
交響樂團(小學A組) – 金獎(管弦) 

體育
區會陸運會 季軍2名、殿軍1名

港島東區陸運會 團體：男子乙組團體優異
個人：亞軍1名、季軍2名

區會水運會 團體：
男高團體第3名、女初團體第3名、女高團體第4名、
男高接力第3名、女初接力第4名
個人：
冠軍2名、亞軍2名、季軍1名、殿軍3名

東區水運會 季軍1名、殿軍1名

全港小學閃避球錦標賽 港島區小學混合組冠軍

全港小學閃避球精英賽 小學混合組季軍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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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017 2018年 學校 展發 事項

2017-2018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2017年度學校重點事項

♦ 2018年3月5日-新加坡師生交流(Hougang Primary School)

♦ 2018年4月6-10日-四川電子體育交流之旅

♦ 2018年6月16日-區會學校聯校音樂日營

♦ 2018年6月15、19日-閱讀共享日

♦ 2018年7月5日-STEM DAY (科學與科技活動日)

♦ 2018年7月14日-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東區聯校才藝匯演

♦ 2018年暑假-加拿大﹝溫哥華﹞暑期遊學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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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主題
喜閱喜樂滿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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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恩典，帶領基愛堂在基灣校園內建立堂址，這

些年來堂校合作無間，以基督的愛及聖經的教導去栽培學生的

成長，實踐中華基督教會區會的辦學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

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一直以來，基愛堂都在學校的宗教事工上擔當着重要的角

色，加上區會推動「校牧事工計劃」，促使堂校合作關係變得

更緊密，教會給予的支援成為我們最大的後盾，好讓各項工作

得以順利開展，彼此支持，一起同行。在學生層面方面，除了

由基督徒老師教授聖經科外，李慕蓮牧師及何敬賢宣教師也參

與教授綜合科單元，以聖經的真理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陶

造他們的品格，照顧他們靈育方面的成長和需要。這幾年學校

亦舉行讀經講座，教導學生如何理解聖經，養成讀經的習慣。

此外，小學生團契由教會一群充滿愛心的弟兄姊妹擔當導師，

藉着每週聚會帶領學生進行不同的活動，包括聖經學習、詩歌

敬拜、遊戲手工、背誦金句等，在信仰上栽培學生，當中有學

生畢業後仍繼續參與中學生團契，建立教會生活，令人鼓舞。

每年學校藉着不同的活動，如聖誕音樂會、佈道會、宗教電

影欣賞、福音營、老人院探訪等，讓福音的種子撒落在學生

心中，更讓他們學習實踐基督的大愛。

教會同時關顧老師的需要，定期舉行教師團

契，教師團契是老師分享相交的平台，讓老師在忙碌

的工作中得到造就，心靈得到更新，彼此勉勵。團

契內容豐富，包括專題講座、電影欣賞、個人見證、

讀經祈禱等，成為老師得力的泉源。至於家長層面方

面，輔導組與教會定期舉行家長講座，分享管教子女

心得，更因此讓家長有機會認識福音，參與教會聚會。

盼望在往後的日子裏，在神所賜豐盛的恩典下，堂校

合作將發揮更大的效用，在社區中作盬作光，作美好的見

證。

堂宗 活教 動( 合校 作)
杜靜雯老師

小學生團契

宣教師參與教授

綜合科-聖靈果子

讀經講座

福音營

教師團契

宗教活動

佈道會

金句書籤設計比賽

探訪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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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協助學生揀選心儀的中學，及準備中學面試，學校通過不同的輔導活讓他們裝備自己。

學校每年會舉辦三次家長會，分別從面試技巧、學位分配辦法──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分配學位三方

面作分享，講解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邀請中學校長及畢業生分享心得及經驗，家長反應正面。另外，為

了讓學生及家長能夠掌握各中學的資訊，本學年學校於內聯網增設「升中情報站」，把收到的中學資訊及

簡介會資料上載，以供學生及家長參閱。

除此之外，2017-18學年學校為同學設計了

「並肩喜樂升中路」，讓學生及家長於學年開首

一同商討心儀中學，計劃如何裝備自己，最後，

家長和老師會給學生寫一些鼓勵說話，以示支

持。

面試方面，學校每年均與家教會協作舉辦升

中模擬面試，外籍老師亦會舉辦面試工作坊，進

一步提升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學校亦會提供一

些參考面試題目，讓學生多了解不同中學的要求

及面試形式，以作好準備。

中升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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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79%) 14 (12%) 3 (2%) 9 (7%)

學生獲派首三志願及其他志願的人數
獲派中學 人數 獲派中學 人數

英皇書院 3 喇沙書院 1

皇仁書院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3

聖保羅書院 3 拔萃男書院 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6 瑪利曼中學 1

張祝珊英文中學 7 協恩中學 2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4 聖士提反書院 1

聖馬可中學 18 港島民生書院 10

香港真光中學 2 筲箕灣官立中學 3

中華基金中學 3 嘉諾撒書院 6

顯理中學 11 羅氏基金中學 1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5 聖安當女書院 1

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1 衛理中學 7

培僑中學 1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7

胡振中中學 1 嶺南中學 1

福建中學(小西灣) 2 漢華中學 2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1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4

2016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獎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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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輔導活動

畢業生蔡維澤同學分享
升中選校心路歷程
(蔡同學於本屆DSE考獲
7科5**成績)

六年級家長日

升中模擬面試

學生個別約見外籍老師進行面試練習

英華女學校關翰章
校長分享升中面試
心得

升中摸擬面試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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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小小音樂會

校友同樂日 基灣小導遊

視藝科書展

創科博覽2017

十月

香港藝術節講座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回收月餅盒

學校旅行

校學 活動

社際陸運會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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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音樂會

創科博覽2017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十一月

數學問答比賽

校園敢動行

數學雙週活動
Rummikub 同樂日

十二月 低年級詩班立法會詩歌獻唱

各班祝誕

全方位學習日

男女童軍宿營

賽馬會藝術館出動

聖誕音樂會

巡活動 禮

六年級學生探訪安老院

週六興趣小組

2018 年度 期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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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基灣音樂組參與由「兒童發展配對基金」所舉辦的「聖誕頌歌節」籌款活動，讓同學以音

樂顯愛心，並傳揚關愛基層的信息。活動於12月16及19日分別在尖沙咀1881 及太古坊舉行，參與表演同學

來自高管、高弦、高詩及低詩，總人數多達100人，同學演出投入，吸引眾多途人及家長駐足觀看。

「聖誕頌歌節及學校便服日籌款」活動共籌得$134,172.68，謝謝各位家長慷慨解囊！

-

頌 節歌

2017 年2018 度模範班 劃
本學年新增模範班計劃，目的是希望以正面鼓勵的方式加強對學生自律的培養，體現校訓「明道律己」

的精神，並讓學生的自律行為或進步能得到認同及嘉許。

根據每月學生在紀律(包括集隊、上落樓梯、轉堂、早讀)、課室整潔、帶圖書

及量體溫的表現，由校長、副校長、主任、訓導老師及當值老師評分。每級獲最高

分數之班別為模範班，能獲頒「模範班」錦旗，訓導老師亦會於集會時表揚模範班

的班別。

計

九月模範班
1C，2A，3D，4D，5C，6D

十月模範班 
1D，2D，3C，4B，5A，6D

十一、十二月模範班 
1C，2D，3C，4D，5A，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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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主席 話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大家好，我是 Angus，第七屆 校友會主席。作為一位校友、校董、家長， 

我同小兒3C趙衍丞一同見證學校發展的各項大小改變。

首先，我要向歷屆校友會主席及第七屆校友會委員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在校

友會作出貢獻，群策群力，作為校友會日後發展的基石。

漢代王符說：“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

就是說，大鵬沖天飛翔，不是靠一根羽毛的輕盈；駿馬急速奔跑，不是靠一隻腳的力量。正如管理一個校

友會，有大大小小工作計劃，會務若要順利及成功，單靠個人力量不成的，會務若要順利及成功，必需依靠團

隊的力量去完成，正所謂團結就是力量！

我作為一個土木工程師，工作上十分 繁忙，我亦希望參與小兒學校活動及支持學校長遠發展。根據我

以往8年在“港島青年獅子會”及“港澳青年獅子會303區”義務工作的經驗，令我明白到「以生命・影響

生命」的重要性。因此，我及校友會一直 積極協助學校舉辦活動， 希望同學們在畢業後「以生命・影響生

命」， 因應自己的能力「承傳」，回饋母校。

最後，藉此機會祝願學校及各校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身體健康！

的
「承傳 Legacy」

基灣小學（愛蝶灣）第七屆校友會會期已完結，感謝校方、各界學長及學弟妹的支持，會務及活動得以順利

完成。

校友日及校友聚餐已於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順利舉行，當天有不同的球類比賽、卡啦

OK、Board Games，並設有盆菜宴，已退休的楊宜興老師亦應邀出席當天的聚會，多屆師生聚

首一堂，暢談舊日的校園趣事，場面溫馨，無論舊雨新知，話題滔滔不絕。2017年的聚會，我們

增設了不少適合孩子參與的遊戲及攤位，大力鼓勵校友帶同子女回校，一同參與活動，更邀請已

退休的劉惠明校長、容副校長出席，場面熱鬧。

除了凝聚校友外，我們亦很重視學校的發展。2017年的籌款音樂會，校友會協助招待到

場的嘉賓及參與演出。校友會更增設「體藝獎學金」，每學年發放二千元予二十名學生（每位

$100），鼓勵學弟妹在音樂、視藝

及體育等方面發揮潛能，力求進步。

校友會活動 告報

十一、十二月模範班 
1C，2D，3C，4D，5A，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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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依珞老師
「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下）。

上帝帶領我來到基灣教導祂的小羊。不擅說堂皇謝辭的我，心裡除了感恩，還
是感恩。感恩自己「念天地之悠悠」，卻不至「獨愴然而涕下」，皆因沿途有
天父的恩手帶領，還有基灣這個大家庭的溫暖，對我來說實在無比榮幸。

在這裡我深深體會到跟孩子們相處的樂趣！莘莘學子各有不同背景，性格
各異，全都是天父所愛的兒女！他們會在校園跟我打招呼，開心微笑，報告近
況，或是訴說心事等。關係就是如此自然貼心！有時把那一言半語細意回味，足以教我甘之如
飴,樂上半天！基灣的孩子是老師心中的小天使！

盼望基灣每一位學生在天父的愛中成長，在天父的庇蔭下綻放美麗人生。亦深願我在未來
的日子能承傳基督的精神，繼續為主發光，竭盡所能，為主得人如得魚。

高嘉悅老師
大家好！我是高嘉悅老師，很榮幸能夠加入基灣（愛蝶灣）這個大家庭。
從小有幸一直在老師關愛的氛圍中成長，當時我立志成為一個好老師。每

一個小朋友都擁有其獨特潛力，在不同的領域中各展所長。每次看見小朋友們
天真爛漫的笑容總會感到快樂無比。我深信教學並不是教書，更為重要的是教
人。我十分享受和小朋友相處的時光，以愛及鼓勵關懷每一個可愛的學生，你
們都在我心目中都擁有一定的位置！

是如斯難能可貴的緣份才能與大家相遇，感恩學校給予機會讓我在貴校擔
任中文及普通話科老師。在這數個月間，衷心感謝大家的包容與鼓勵，讓我在
這個充滿愛的地方適應全新的工作。

我會在未來的日子裏繼續努力進步，教學相長，成為一個更關愛學生傳道
授業解惑的好老師！

鄺寧珈老師
基灣的小朋友你們好！我是鄺寧珈老師。以前我曾在這

間學校工作，兩年後的今天以老師的身份回歸大家的當中，

一切於我都是很新鮮，很興奮。

在這裡短短數月的教學，認識了很多又可愛又聰明伶俐

又乖巧的基灣學生，見回很多熟悉的面孔，學習到更多的教

學技巧，而且同事間的互相支持都使我更容易融入學校的生

活。

喜愛音樂的我，能夠在一間有濃厚音樂氣氛的學校作音樂老師真是求之不得。希望小學生們

能將音樂成為別人的祝福，正所謂「一切好的音樂都是為了撥動心弦」—蒙泰威爾第。最後，我

會繼續與學生們一起成長，彼此互相勉勵。感謝主！

新 師老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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