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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雯校長
二零一八年四月，我能夠與師生一同到訪四川，在峨眉一小與基灣的友誼樹下拍

照，實在是珍貴難忘的回憶。

自從二零一一年本校與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小學締結，兩校每年都有互訪交流，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這次交流活動，以「電子體育教學分享」為主題，是兩校一項的突破。

過去兩校有很多音樂及學術方面的交流，彼此共同獲益，共同進步，而這次體育交流，

體現兩校都十分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

學生的身心健康是成長的關鍵，良好的運動習慣有助學生健康成長。這次的交流活

動，在體育教育中引入電子化的學習模式，亦令教學與時代接軌，開拓教學的新里程。

學校善用教育局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津貼，資助三十位學生 ( 體育校隊成員 ) 參與交流，

開拓他們的視野。兩校老師亦有進行協作教學，以電子足球及籃球為課題，交流教學心

得，促進專業發展。

當我看到老師在陽光下進行戶外教

學，不辭勞苦，真是敬業樂業；學生

們積極學習，汗流浹背仍堅持進行

練習，令我想起《論語》的一句：「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師生們從學習過程中找到快樂，

相信是這次旅程中珍貴的收穫！

川 I 教港 T 學交流之旅
2016-2018 特刊

川港交流新里程  愉快學習在其中

感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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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一小 訪2016-2017
科技創新 學習創意 未來創建

2016-2017 年度川港交流活動，題為「創新科技 ‧ 創意學習 ‧ 創建未來」，來自峨眉一小的

27 名孩子跟隨 10 名基灣交流大使體驗三天的學習生活，期間利用 iPad 進行不同的課堂活動及戶

外學習，親自感受香港的學習生活氛圍。 

科學與視覺藝術活動
兩地學生進行科學視藝創作活

動，由老師教授學生洗滌劑的化學

原理，再由兩地學生一起製作大理石紋畫紙。

水火箭活動
兩地學生進行水火箭活動，由

老師教授工序後，再由兩地學生分

組製作水火箭，以及進行水火箭設

計及飛行比賽。

音樂創作活動
兩地學生進行音樂創作活動，

利用 iPad 進行作曲、編曲和混音等學習活動，讓學生運用創意製作不同的音響效果。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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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參觀科學館

兩地學生參觀香港科學館，藉此提升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及認識。參觀期間，學生需利

用 iPad 拍攝指定的展品或遊覽點及上載其相片，鼓勵兩地孩子一起學習，互相合作完成

任務。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兩地學生利用 iPad

獨特的資訊傳播方式進

行 iTour 文化導賞，進

行 香 港 濕 地 公 園 漫 步

遊，並靈活地利用那裏

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

源進行 iPad 遊踪活動。

兩地學生能透過 iPad 展現的文字、圖片和動畫，認識本土保育文化。

戶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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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基灣 程2017-2018
電子四川 交流體育 之旅

本學年由我們基灣小學來到四川峨眉一小拜訪姊妹學校的師生。學習主題以「電子科技」和

「體育」為主軸，透過課堂和比賽互相學習，建立良好的關係，將兩地的友誼繼續傳承下去。

第一天

第二天

大家在機場整裝待發，準備到四川學習交流。

我們這趟旅程的目的
地是四川成都呢！

面譜帶領我們與小伙伴相見。

「攻頂」前在峨眉山大門合照留念。

山上的天氣十分寒冷，但是我們感到很開心！

我們成功「登頂」了!

大家入神地在欣賞表演呢！

到達四川、與小伙伴見面

勇闖峨眉金頂，沉醉民族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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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大家原來相識了七年，希望大家友誼永固。

「賣弄球技，和你寫進日記。」Smart Ball十分有趣，你猜我有多大的力度！

與一小學生享受着打籃球的樂趣！

內地的步行街很有特色！ 我們在欣賞宏偉的樂山大佛！

我們和熊貓一樣，很可愛呢！

相互學習，共融成長

遊歷名勝，擴闊視野 親親熊貓，常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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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學生：旅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有話學生 說

4B  盧柏賢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能和四川

峨眉一小的學生交流。我的結對
伙伴身材不高，他和我都是足球
隊隊員呢。和他相處是一次十分
難得的機會，所以我在那幾天都爭
取時間和他聊天，以免錯過機會。

4B 江曉晴

這 次 旅 程 讓 我 最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去 逛 錦 里 古

街。因為那裏不但熱鬧，還

有很多精美的禮品。我在那裏

買了很多「手信」給親人呢! 那裏

的「張飛牛肉」和「燈影牛肉」都非常吸

引，令我不得不買來和親朋戚友分享呢!

這次旅程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成功登上峨眉

山。因為當天早上我覺得有點疲倦，所以令我感

到有一點害怕。我們乘車到峨眉山，向山頂一望，

它非常高，讓我有挑戰自己的信心。我跟着隊伍小

心地上山，沿途有很多人，又有很多積雪，所以我們走

的每一步都很小心。到中段的時間，我們到了纜車站乘坐纜

車。站裏有很多人排隊，我們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上車。沿途

有很多美麗的風景，非常值得我們欣賞。我們離開後，便繼續登山

的旅程。我登上金頂前，到了一個很高的地方上看風景，從高看下

去真的很漂亮，所以我們拍照留念。登上金頂了，讓我莫名興奮。

登山過程雖然覺得很辛苦，曾經想放棄，但最後我能堅持到底，更

看到很多美麗的風景，所以這些努力是絕對值得付出的。

4C 鍾濠陽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登

上峨眉山的金頂。我們先要

乘坐巴士，然後步行上山頂，

沿途山勢陡峭，而且山上寒冷，

穿着羽絨，走路比較笨重，再加上背着背包，走

路都要特別小心。沿路也有小攤檔，有些賣峨眉

山仙猴的布玩偶，還有些賣熱騰騰的小食……由

於山勢很陡峭，我們要乘坐纜車上山往金頂去。

到達金頂後，到處鋪滿雪，像到了仙境一樣。我

們先影大合照，然後小組老師帶我和組員一起遊

覽，十分興奮。

4C 胡熙信
到 了 四 川 

峨眉山的山腰，
我和隊員們還感受
到暖氣，但上到山頂
後，我的手一觸到欄杆後立刻「收」
了手，因為那些扶手實在太冷了！到
了金頂後，我們看到的景象只有一座
金色的大佛和幾間寺廟。在下山的時
候，我們第三組組員跟大隊失散了，
最後得悉他們在車站等我們，才能放
下心頭大石。

4C 黃錦韜

4D 左雲舒

這次旅程，雖然每一

個景點都有其特別之處，

但令我感到最印象深刻、最

難忘的是參觀成都大熊貓繁殖

基地。在基地門口，老師叫我欣賞

一段短短的視頻，我便從中知道熊貓的繁育

過程，我有幸學到我國「國寶」的知識。入

口處已經十分吸引我，裏面更是引人注目，

可愛的熊貓配上寧靜溫馨的氣息，真是別有

一番滋味。即使那是我最後一天在四川，但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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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詠恩
這次交流活動，令我

最印象深刻的是甚麼? 是跟
同伴一起上課的時間。在那
裏的每一分一秒，我都十分珍
惜。吃飯時，我幫他們拿飯，他
們都會先叫我吃飯；下課後，他們又
會主動跟我談天、玩耍……他們熱情招待我，讓
我十分感動。如果有機會，我會多去一次四川，
跟他們互動學習。

五年級學生：旅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5A 霍靖男

我印象深刻的是可以去到四川和我

年紀相若的同學交朋友，進行交流活動。

自從我到了四川當地的小學，我才發覺原來

國內的同學上課是那麼專心認真，加上他們對

我的熱情招待，所以經過交流後，讓我對國內的學校改觀了。

另外，我又去了當地的旅遊景點參觀，令我對國內的歷史有更

多的認識。這一次的交流中，我最開心的是可以在當地吃地道

美食。總括來說，這次旅程真是令我難忘。

5B 梁姿

這 次 「 四 川 電
子體育交流之旅」讓
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峨
眉山一小。因為我可以了
解峨眉一小學生的校園生活，
我還學懂了一點地道方言呢！我發現峨眉
一小的學生每天都可以穿自己喜歡的衣服
並且戴上「紅領巾」上學去，跟我們完全
不一樣呢！此外，我也喜歡在民族餐廳用
膳，因為那裏的食物不但別具特色，而且
還會一面用餐，一面欣賞「變臉」和「歌
藝」的表演，真是讓我目不暇給。

5C 郭天藍
這次交流活動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到四

川的峨眉一小和峨眉三小參觀。在峨眉一小

中，我們基灣的同學可以跟自己的小伙伴在早

上唱峨眉一小的校歌，看峨眉一小同學們表演和最

重要的是聽峨眉一小的校長所講的金石良言；之後，我們 就

開始在峨眉一小體驗他們上學的情況。放學後，我們就開始競技

活動︰首先，我們進行電子足球活動，然後就是上籃球班，最後

便是最刺激和萬眾期待的競技活動。

翌日，我們便去峨眉三小體驗他們是怎樣接受各種運動的訓

練，讓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毅力，我應該向他們多多學習。

這一次交流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我感到十分幸運，因為我

可以參加這次的交流活動，令我樂在其中。

5C 温健朗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能在競技比賽中和峨眉一小的學生較量，我們也能在各競技比賽前有一起學習的機會，能增加對運動的認識，學習不同運動。在競技比賽時，我們對峨眉一小，比賽過程非常激烈，我們非常興奮。此外，我們到熊貓館時，看到不同大小和種類的熊貓，我拍了很多照片，感到很滿意。在禮品店，我和朋友買了熊貓玩具，感到非常開心。

5D 張澤盈
這是我第一次和同學、老師一起旅

行，十分難忘。我們去了峨眉山，那裏有

積雪，這可是我第一次看雪、見雪呢！那

裏的風景很美。我們上了金頂，那裏居然有

海拔3079米呢！我們還去了峨眉一小。那裏的操

場非常大，我們還和當地的學生一起做了早操。那裏也有遊

樂場，可供學生們小息時遊樂。那裏有很多美食，我們有一

天晚上吃了麻辣火鍋，真是超級無敵好吃！我們還看了名人

寫書法，看了四川的小學那厲害的功夫、太極拳……其中還

有很多同學獲了獎呢！我們還玩了「電子足球」，能測試到

我們踢出來的球速是多少，而我的球速是一小時68公里，

是不是很厲害呢?我希望來年能再來探望四川的學生，因他

們都很熱情呢！

5D 林睿哲

今次四川交流活
動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是參觀峨眉一小。

第一天，我們從成
都機場坐了三小時的旅遊車
前往峨眉一小，但因為交通擠塞，所以我們晚了到達目的地。峨眉一小的同學不但沒有因我們遲到而離開學校，還耐心等候我們來到。當我剛剛認識我的拍檔時，他對我非常有禮貌。他還與我切磋球技，教導我怎樣在足球上進步。最後，我們兩所學校舉行了一次足球比賽，真難忘！

7



5D 蘇俊堯

這次「四川電

子體育交流之旅」，

我 不 但 增 廣 了 見 聞 ，

而且獲益良多。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

的是到峨眉一小交流。那天，當地老

師找來一個五年級的男同學做我的夥

伴，我要一整天都和他結伴同行，並

要一起上課。他就讀的班別人數約有

70人，差不多是我們五丁班的兩倍，

這讓我感到十分驚訝!那天的校園生

活，當地學生吃午飯的流程令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吃午飯的時候

是沒有老師看管的，而且他們非常安

靜地吃飯，從排隊領飯到收拾餐具，

他們都十分自律，這讓我感到萬分讚

歎。我真的要好好學習他們這種自律

守規的行為呢!

5D 黃思源
在 這 次 四 川

交流之旅，令我最
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
天 - 到熊貓基地看熊貓。熊
貓們真的很可愛，胖乎乎的。
不過我被卡通騙了，牠們的膚
色並不是黑白色的，而是黑黃
色的! 雖然他們真的有點骯髒，
但真的很可愛! 途中，劉老師看
到有一隻熊貓的名字，就馬上
叫我過去看看，原來熊貓名字
叫思緣，跟我的名字差不多，
我還拍了一張照片作留念呢!

5D 甄可風
這次「四川電

子體育交流之旅」，
令 我 獲 益 良 多 。 在 出
發前，我感到很興奮，因
為那是我第一次跟學校到別的地方交
流。令我最興奮的，就是和峨眉一小
的同學進行競技比賽。雖然我們每個
人都汗流浹背，但仍然感受到當中的
樂趣。而最難忘的，就當然是登峨眉
山吧！我們穿過狹窄的小路，爬過陡
峭的斜坡，一步步吃力地拾級而上，
我累得氣喘吁吁。可是，當我們站在
山頂遠眺山下的景物，我就被眼前的
景物吸引住，一下子忘掉了所有的疲
勞。這次四川之行，除了讓我學到知
識外，還讓我明白：出色的人就是堅
忍，迎難而上！

六年級學生：旅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6A 許鎐
在4月6日至4月10日四川之旅

期間，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峨眉一小
與小伙伴們一起上課的時光。在上課期
間，除了我的小伙伴，其他同學都十分熱情
地和我們打招呼，也十分樂意幫助我。有一次我在操場
跌倒了，那裏的同學着急地扶我起來，說：「你沒有事
吧？」然後扶我去醫療室。雖然我們只相識了五天，但
我們的友誼彷彿已經有了五年。希望可以再一次到四川
交流。

6A 李澤昊
這次四川之旅，我過得很充實、滿足。
第一天，我在一小和伙伴相識，他們熱

情地招待我，令我覺得很溫暖，雖只相處了15
分鐘，分開時，他擁抱着我呢。

第三天，我和他們有一天的交流時間。一上課，他就送
了我一份「大禮」 - 數學卷，我心想：「五年級的我不能不
會吧！」大家做完了，老師請我出來說題，我可用了六年級
的方法講解題目，雖沒人聽懂，但課室十分熱鬧呢！

這幾天，使我十分難忘，至今仍歷歷在目呢！

6A 譚信欣
這次旅程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能夠到

四川的小學進行學習與體育交流，使我獲益良

多。他們的學校原來是非常寬敞的，差不多是我們

學校的兩倍。他們的學生很有禮貌，對我們很友善。他們的數學比

我們困難，當他們的老師給我作業簿時，我完全看不明白。我們後

來進行競技比賽，非常高興。我們先分成兩隊，一隊踢足球，一隊

打籃球，然後再互換進行活動。那天，我們真是玩得很開心。

6C 張凱晴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能與四川峨眉一

小的同學一起參與競技比賽。這個比賽是
非常難得，因為只有一次。我與他們都期待這個比賽，我們更與他們一起合力比賽，大家都玩得十分投入。在比賽中，大家都互相幫助。即使遇到困難，大家都互相扶持。這個比賽中，我認識了不同的朋友，有籃球隊隊長、籃球員等。我最深刻的比賽是足球比賽。因為我可以與他們一起體驗電子足球的樂趣。雖然我們那一組並沒有取得勝利，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我希望可以再一次與他們比賽，雖然現身處於香港，但仍很想他們啊! 

6B 黃敬琛
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可以和峨眉一小的同
學交流，而且可以得到他
們的電話號碼和他們聊天，
增進友誼。此外，可以登上金頂
和看見可愛的猴子，這也讓我感到難忘呢。

6C 林柏浠

通過這一次的體育交流之旅，帶給了我

在小學生活中的一個美麗回憶。這次交流讓我

可以和內地的學生相處，體驗他們的校園生活，

加深了我對四川的認識。每當我遇到困難時，老

師、同學和剛從峨眉一小認識的新朋友，他們都會走過來幫助

我，我真的十分感謝他們。另外，我參觀了不少四川的特色景

點，如峨眉山和熊貓館，感到很充實。

這次交流讓我知道了四川的文化特色，增加了我對四川

的認識，還讓我的普通話有所提升。我希望學校可以舉辦更多

的交流活動，讓我們和其他地方的學生有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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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莫俊傑
在這次四川交流活動

中，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四

川的熊貓基地。我以為只會看到熊貓，結

果，我在一棟建築物上見到一隻孔雀，而

當時牠正在開屏，這次我終於能親眼目睹

整個開屏過程，令我大開眼界。另外，進

入峨眉一小的校門時，我覺得學校的面積

是我校的兩倍，十分寬敞。他們熱情地招

待我們，還跟我們進行了體育競技，雖然

這只是一場比賽，但過程讓我獲益良多。

6C 譚明玉
我印象深刻的便

是逛錦里街和到四川姊
妹學校作交流。我在錦
里街時買了紀念品，但要在
擠逼的人群中走動，卻是有點困
難。我們最後要拖著前面同學的
背包前行呢! 在峨眉三小和四川的
同學上課交流和比賽，不但讓我
認識到四川的教學特色，也讓我
對體育產生更大興趣，在過程中
也結交了很多朋友，真開心呢!

6C楊旻津
我最印象深

刻是可以進一步
提升體育各方面的
技能，而在那幾天的
小學參觀中，我可以跟一
小的同學互相交流，切磋球
技。在酒店中，我跟伙伴分享
自己的經歷，有說有笑，十分
有趣。我也可以學習怎樣獨立
生活，不用依靠父母。

6C葉松軒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峨眉一

小上課，令我非常難忘。當旅遊
巴到達學校大門，我感到莫名其妙
的興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國內小
學呀!我一下車就見到我的小伙伴，令我
十分開心。隨後，我和小伙伴一起上了中文課、
英文課和數學課。上課後，就是吃午飯了，在沒
有老師看管下，課室頓時變得熱鬧。之後就是我
最期待的體育課，看到來自四川的同學玩得非常
開心，我也不禁笑了出來，在短短兩小時內，我
們分別進行了足球和籃球比賽，非常激烈，我更
在跑步比賽中拿到亞軍呢!回想起這些情景，腦海
不禁浮起小伙伴的笑臉呢!

6D 陳智軒

這次四川之旅，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四

川峨眉一小認識了一位新朋友，他是一個富有的

人，但是他不會跟別人炫耀自己十分富有，而是謙虛

的跟別人交談，他對人十分好，所以他班上的同學都很樂意

跟他做朋友。他十分熱愛打籃球，他也是峨眉一小的籃球隊

的副隊長，所以一小息，我就會跟他一起去籃球場打籃球，

他還讓我認識到峨眉一小的籃球隊隊長，我還可以上峨眉一

小的體育課，又可以與峨眉一小的小學生進行籃球、足球和

跑步比賽，互相切磋。當我們要分離的時候，我們都依依不

捨，我們都幾乎哭了出來。

6D何睿琪
在這次四川交流活動中，最印象深刻的是能到訪我校的四川姊妹學校—峨眉一小，並和那兒的學生一起上學，好好體驗一下中國內地學校的上學天。那天，我們剛抵達，峨眉一小的學生已經排成一列列，臉上掛着燦爛的笑容，熱情地歡迎我們。他們還帶我們在校園裏「探索」，熱情地為我們介紹。上課時，他們都挺直了腰，專心地聽老師在台上講課。下午的競技比賽中，他們無論是打球還是跑步，都表現得格外拼命，勇往直前。我很讚歎和佩服峨眉一小那種凡事認真做，盡力而為的精神，他們的熱情也令我嘖嘖稱讚，令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的處事態度十分值得我們學習，是我們的榜樣。峨眉一小老師和學生們的認真，他們的熱情，他們的拼命，勇往直前，都使我雀躍。這次的旅程我必定會永誌不忘！

6D 吳綺澄

我最印象深刻

的是和四川的同學

的交流活動，雖然我

們只是相處了一段短時

間，但是我們興趣相同，話題數之

不盡，相處得十分愉快。臨別時，

我們還交換了聯絡方法，現在仍偶

爾會在網上一起聊天。我藉着這次

的交流活動認識了幾位新朋友，希

望我有機會再次參加。

6D 柯俊彥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四川之旅認識的伙伴 - 羅貫

東。他是一個熱情、健談的人，他使我在旅程中獲得
快樂，從他身上，更令我學到了自信。在峨眉一小的課室
中，沒有我熟悉的同學、更沒有我的老師，使我不由得心慌，更有
不少好奇眼光在打量我，就是他消除了我的不安，更帶給我一群新
朋友。他和我更是志同道合，我們都喜愛運動，我永遠都會記得和
好友一起揮手汗水的時刻，他在球場上和我默契十足，就像合作多
時的隊友一樣，這是我從未試過的。他就是我在四川交流團中最印
象深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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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淑貞老師
今次是我第二次參加四川交流之旅，上次的

主題是音樂，師生人數接近一百；今次的主題是電
子體育，人數只有37，但峨眉一小的師生同樣熱
烈地接待我們。

未到峨眉一小進行課堂活動前，我們先去遊覽峨眉山，由於前一晚下了
一場大雪，所以樹上地面都鋪滿了雪，景色非常美麗，同學們都很興奮，不
過走路時就要「步步為營」，因為雪開始溶化，地下很濕滑。記得上次去到
金頂時很大霧，看不清四周景色，今次天公造美，登金頂時天空放晴，大家
拍了不少照片，也欣賞到宏偉的建築。

除了上峨眉山，我們還乘船遊覽樂山大佛，很久以前我已經很想到這
個著名景點旅遊，今次終可一償所願。乘船遊覽可一睹大佛的全貌，位於岷
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匯之處的大佛整體開山而建，十分壯觀，令人歎
為觀止。

課堂活動除了同學們和峨眉一小的伙伴有交流外，我們和峨眉一小的
老師也有交流和分享，讓我增加了對國內教育現況的認識。從同學們的日記
中，知道他們在這次交流活動中除認識和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外，還擴濶了他
們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和峨眉一小的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確實，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陳敏珊副主任
自2011年我校與峨眉一小締結成姊妹學

校，4臨峨眉，每一次回到峨眉一小，總感到既
親切又激動。很高興能參與2018年4月舉行的
「四川電子體育交流之旅」，不但能再一次見
證兩校師生的交流，今次還加入體育的元素，
讓學生體驗不一樣的校園生活。

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兩校學生一同上課，
感受當地文化，體會當地學生的積極友愛，更藉着體育活動為媒介，
為學生的友誼加上潤滑劑，就連平日文靜的學生也活潑起來，一同參
與不同的體育活動，在運動場上雀躍地奔馳，深深感到學生對運動的
熱愛。在遊學期間，讓學生學會獨立，提升對人處事的自信心，帶來
一生受用的經歷。

然而，這樣的學習機會並不是唾手可得，背後靠着學校的支持、
老師的付出、家長的信任和學生的積極參與，遊學團才能如此美滿難
忘。希望學生能把這旅程所體會的，在成長旅途上繼續應用出來。期
望再有機會「讓世界成為我們的課室」，見證學生的進步，與學生一
起成長。

有話老師 說

劉國恩副主任
歷時五日四夜的「四川電子體育交流之旅」

已經圓滿結束。這次交流是基灣首次以「體育」
為主軸所舉行，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課外體
驗。

在整個交流中，參加的體育組學生秉承着
「堅毅」和「求學」的精神，不單全情投入不同
的活動，更積極與當地學生交流，建立友誼。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攻頂」大行動，當天
峨眉山天氣寒冷，道路結冰，寸步難行。縱使學生有

纜車接送，但他們還是需要走一段路才能到達金頂。在這種步履
如冰的環境下，同學們沒有抱怨，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扶持，最
後全員成功完成目標。

雖然只是短短數天在外交流，但是學生們已有深刻的得著，
這些得著相信會成為他們美好的回憶，給予他們面對困難的勇氣
和信心。更重要的，是那一顆堅毅不屈的心會伴隨著他們成長。

關海泓老師
這次四川交流活動，我最享受

的事情是與學生一起過着「非常」
生活。何謂「非常」生活呢？「平
常」在學校裡，老師和學生都因為
不同的事務而忙得喘不過氣來，故若
要深入傾談關於學習以外的事情，機會實在不多。然而，
在這趟四川之旅，我們放下一切「包袱」，閒談生活瑣碎
事，分享了彼此的興趣和理想。

另外，我們更一起體驗了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這使我
了解到學生的生活習慣，從而教導他們一些生活的技能。
至於學生方面，他們與老師一起生活，除了能學習到老師
一些待人處事的方式和態度外，更能從彼此分享中增加對
老師的認識，師生之間亦慢慢地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的情
誼。

簡言之，這個具生活化的「教育」，不但為師生提供
了一個「非常」的教學經歷，更為師生提供一個建立情誼
的好機會，我相信這對學生的個人成長和學習心態都甚有
好處。最後，很感恩能夠參與這次的活動，我在這次旅程
是樂在其中的。

陳興華老師
這次「四川電子體育之旅」，對於老師和學生們都是一次重要的成長經歷。

各校隊成員透過交流活動，見識國內小學生的運動水平，也體驗他們日常的訓練模式，相信對他們日後練習具重
要的啟發作用。老師在兩校友賽中也看出同學們的拚勁和鬥心，主動爭取表現。難能可貴的是學生能拋開勝負，享受
競技的樂趣，投入比賽和虛心學習，欣賞別人比自己優勝之處。

各年級學生在活動中互相合作，六年級同學展示出領袖風采，鼓勵學弟學妹，使整個旅程氣氛融洽；五年級和四
年級同學也表現積極主動，做事有責任感，老師在旅程中亦不需操心，甚感安慰。

此次能與各基灣健兒攜手登峨眉金頂，遊覽樂山大佛實是難得。除平日訓練外，師生較少有這些機會能長時期相處，這次旅程的美好回憶
令人回味，也讓大家彼此了解，多作溝通加深認識，師生關係更為緊密。

戴家莉主任
很開心有機會跟基灣(愛蝶灣)的小可愛再次探訪我們身在遠方的老朋友 —峨眉山市第一小學。

基灣小學(愛蝶灣)自2011與峨眉山市第一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每年都有不同形式的互訪。來到今年，已是第4次跟小可愛們到四
川探訪，但當中的新鮮事、興奮和感動一點也不比以往少。

雖然每次探訪的形式及主題均有不同，但兩地學生和老師的交流是我們一直堅持的。今年參與交流的是活潑精靈的運動健兒，而交
流活動內容當然是體育，特別的是我們注入了電子的元素。看着他們在運動場上拼命地奔跑、他們看到當地一片真草球場的驚喜眼神、
與當地小伙伴在球技上的交流切磋、他們拿着平板電腦參與足球訓練時渴慕學習的眼神，以及他們要說再見那刻不捨的真摯……我看到
了他們對運動的熱愛，也看到了他們對生命的熱情。

除了交流活動外，今年小可愛們更挑戰了自己的體能攻上峨眉山頂。我們感受了神創造天地的奇妙，每次都是4月探訪峨眉，今次
卻第一次看到了峨眉山上的積雪。除了被眼前的美景所感動，更被小可愛克服了冰路上登山困難的毅力感動得有點激動。看到小可愛毫
無怨言的登山，當中互相守望、鼓勵。誰說香港的小孩就是港孩？

他們隨着他們流的汗水與淚水成長了。願他們記着在這次運動場上流過的汗水，在一小建立那單純的友誼，在峨眉山看過大自然的
浩瀚，在旅程中共享的歡笑。這些都是日後甘甜的回憶，成長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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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盧柏賢媽媽
這次四川之行，是小兒盧柏賢第一次跟校出

國交流，一連五天的行程既充實又好玩。
由於他們有去峨眉山的行程，氣溫是大約三至四

度。我也沒有到過，所以心裡也擔心柏賢的禦寒衣物不足，因他只有一件單薄的羽絨。臨行前只叮囑他要多穿衣服，盡量保暖。
多謝隨團老師的安排，不時在「臉書」直播和每天上載相片，令家長們也可緊貼他們日程：天氣晴朗嗎？有落雪嗎？跟峨眉山小學交流怎樣？膳食好嗎？從這些資訊，已知他們玩得很高興和安全。
柏賢在登峨眉山時保暖不足，老師借了她的冷外套給他，好讓他穿在羽絨之上。老師還借了鞋套給他，免得他因梯級濕滑而跌倒。這份無私的愛令我非常感動。多謝！
柏賢完成這次的交流，他也很享受。他慶幸自己沒有再「大頭蝦」，遺失小財物，如：手錶，外套等。因以前的他由於沒有「手尾」，故經常遺失物品。之前他有考慮過不參加四川之行，因他擔心又再次遺留物品。幸好沒有退出，要不然損失了這次經驗。現在，他自信心增強了。

縱然柏賢不是每天報平安，原來他去超市買東西時也掛念家人，每人也有一份手信。公公有峨眉酥，婆婆有餅，爸爸有牛肉，哥哥有杯麵……買甚麼給媽媽也不緊要，媽媽的心已甜了！
這短短數天，真是給他體驗很多，他學會更能自理，不倚賴家人，思想行為上也認真多了！多謝學校給予柏賢這次寶貴的體驗！希望日後再有機會到訪四川。

4C黃錦韜媽媽
這次「四川電子體育之旅」為小孩帶

來一次豐富及愉快的旅程。小孩在這次旅程
中不僅能夠與內地學生有體育課及比賽的切
磋，還與他們一起上課及交流。另外，他們更
有機會參觀四川的名勝、看變臉表演、參觀熊貓
基地等等。錦韜回來都有與我們分享旅途中的種種瑣
事，最深刻的要是登峨眉山的經歷——長長的路程，又濕又冷的
天氣對小孩來說是毅力及體力的考驗。然而，順利登上金頂令他
們有很大的成功感。家長們很欣賞陳老師的現場報導，令我們仿
如置身其中，十分雀躍。此外，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幅相片是
關老師在往金頂途中站在濕滑且結了冰的梯邊護着小孩，讓他們
一步、一步的走過……他無微不至的照顧真的令人欣賞。這次四
川之旅實在令錦韜有很多美好的回憶。總括來說，小孩無論在個
人成長、體育及文化交流的領域上都有很大的得著，帶給他們一
次寳貴及難忘的經歷。在此，感謝校長、老師們用了很多心思、
時間及精神籌劃這次旅程。希望學校日後會繼續籌辦更多這類型
的交流活動，讓小孩子再有出外學習及遊歷的機會。

有話家長 說

5C 溫健朗媽媽
我永遠不會忘記2018年4月6至10日這五天

的日子，這是我兒子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離開

我的懷抱、我的庇護，獨立自主地生活的日子。時

間雖短，但種種感受卻令我難忘。

出發前，我感到兒子開始着緊一件事情，願意聆聽老師的意

見，然後去計劃行程，收拾行裝，完完全全自發地處理一切事務，不

需要我「三催四請」，也戒掉粗心大意，這轉變實在令我驚喜。

出發後，他貫切「獨立」的表現──不致電回家，不上網報告

行蹤。反而我這位母親好像回到少年十五二十時，等男朋友仔電話的

心情一樣，日盼夜盼，只盼聽一聽他的聲音，見一見他的模樣。還幸

依靠同學媽媽及老師們的幫助，才能找到他的身影，慰藉一下「單

思」之苦。

總體來說，完成交流活動後的他變得成熟了、獨立了。我真心

感謝學校給予機會，老師們沿途悉心照顧，再加上四川小學的熱情招

待，令他明白建立友誼的可貴，真是他人生路上寳貴的一課。

5D 蘇俊堯媽媽
記得你在機場出發前的一刻仍愁眉深鎖地嚷着：「媽媽，這是我第一次離家五天，我很擔心呢！」想不到四月十日的晚上，你在歸家途中卻喋喋不休地和我分享交流中的點點滴滴，更誓言日後必定要再參加學校舉辦的交流團。

雖然兒子只是離家短短五天，但這次的四川電子體育交流團真的讓他獲益良多，整個人也成長了不少。我非常感謝學校為兒子提供寶貴的機會，使他從面試到旅程完畢，跨越一個又一個的考驗，漸漸建立自信，提升自理能力和學習團隊精神，這正是我鼓勵兒子參加這次交流團的原因。除了參觀峨眉山、樂山大佛和熊貓基地外，兒子最難忘的就是在峨眉一小過了一整天的校園生活。他深深體會到中港兩地學習文化的差異，而令他最驚訝的便是內地學生在安排午膳時，自律守規的表現，他認為這點是非常值得他反思和學習的。
此外，我更要感謝校長和各帶隊老師在交流中對學生們的悉心照顧，你們在面書的直播，不但讓父母親們猶如身處四川現場，更慰藉了我們思念之苦。作為家長，我很明白學校每年舉辦的境外交流，從籌辦到帶隊出發，老師們都付出了不少精神和時間，藉着交流活動帶領學生衝出香港，擴闊他們的學習經歷。期望學校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為學生舉辦不同主題的交流團，使基灣(愛蝶灣)的學生與世界各地接軌，開拓他們的視野。

6D陳智軒媽媽
非常感謝學校組織「四川電子體育交流之旅」！這次的旅程對智軒來說是個很難得的體驗，不僅有機會飽覽祖國的壯麗山河，更對國內學校有了很大的改觀。

交流之旅安排的景點有樂山大佛、探訪國寶熊貓、峨眉天下秀、考驗體力毅力的峨眉登頂，看到了猴子，還幸運地看到峨眉山的雪景。旅程中有機會與峨眉山一小交流，在智軒的印象中會覺得內地比較落後，學習內容比較淺。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語文和數學課後，他有好大改觀，學習內容與香港的不相上下，更盛讚學生的學習態度好，對老師有禮貌，上課投入，校舍又大又美觀，更有機會一起到操場打籃球、踢足球，同學之間很友善，切磋球技之餘更贏得友誼，打成平手，還互換禮物留念。
最後再次感謝跟團老師們的體貼照顧，充當攝影師，替同學們拍了不少相片，還即時上載到Facebook，甚至現場直擊報導，讓家長身臨其境安心「同遊」。

6A 譚信欣媽媽

感恩信欣能夠參與這個充滿活力的「四川體

育交流之旅」。平時女兒最喜歡上體育堂了，能

夠連續數天和一班同學有行山、田徑、球類、跳

舞等活動已經很開心，這次還可以認識四川的學

生們，得到他們的熱情款待、參觀享用他們美麗的

校園、體驗不同文化真的是難能可貴。

這次行程安排很豐富，既可遊覽著名景點樂山大佛、品嚐當地

特色美食如火鍋、又欣賞精采的變臉表演、最令女兒感到興奮的，

是可以看到胖乎乎、可愛趣緻的熊猫。

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細心安排、事前的温馨提示、旅程上的悉心

照料、還拍下了大量的照片，甚至在臉書上直播，讓家長們可即時

看到孩子們喜悅雀躍的笑臉。欣賞老師們也一樣活力充沛，跟小朋

友一起玩跳躍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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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快樂 憶
們譜讓我 的一寫新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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