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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雯校長黃靜雯校長

香港教育重視以學生為本，全港學校必須按照教育局要求，每三年

為辦學質素作全面的檢視，擬定新的三年發展策略及關注事項，與時並

進，幫助學生心智健康成長。學校在過去三年，透過全體教師的通力合

作，在「自主學習」及「正向教育」方面，為學生提供更多課堂參與，

以及課外學習的機會。而透過「基灣‧愛‧正向小精兵計劃」，培養學

生良好習慣及品格，幫助學生擁有「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人生

態度。早前教育局派出十位教育專家到訪學校，了解計劃推行情況，訪

問本校老師、家長、學生，審閱計劃的資料及進行觀課。經過評審，在芸芸學校中，本校獲得教育局頒

發的「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傑出獎」最高殊榮，表揚學校在用心設計及推行品德教育課程，達到優

異表現，實在令人鼓舞！

2022/23至2024/25學年，學校將以「培養師生僕人領袖素質，建構正向校園文化；了解學生獨特之
處，實踐普及資優教育」為關注事項。承接上一個三年發展周期，繼續深化靈命教育及生命教育，讓學

生認識及實踐僕人領袖，成為善於聆聽、甘於服侍、懂得尊重和勇於承擔的領袖。同時亦會強化學科及

課外活動的資優教育策略，善用不同途徑，讓學生能展現亮點，肯定自我。

本人執筆之際，正值聖誕佳節，主耶穌降世為人，始於馬槽，終於十架，正是僕人領袖的典範。耶

穌曾說：「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做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

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

贖價。」（馬可福音10章
44-45節）耶穌指出「為首」
這領袖的位置，不在乎排於

首位，而是在於服侍，作

眾人的用人。所以，我們除

了培育基灣學生有好學上進

之心，亦重視他們的品格情

操，要有服侍羣體的心志。

這樣，日後必能為主所用，

造福人群，促進人類社會的

美好，這也是教育的本質。

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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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校訊
2023年2023年
1月1月

正正向向生生命命證證主主愛  卓愛  卓越越領領袖袖創創未未來來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教育事工部主席岑國欣教授（右二）、評審委員會主席徐葉慧蓮女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教育事工部主席岑國欣教授（右二）、評審委員會主席徐葉慧蓮女士

（右三），在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的頒獎典禮，與黃校長（右四）及老師合照。
（右三），在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的頒獎典禮，與黃校長（右四）及老師合照。

在世界微笑日，黃校長與學生合照。在世界微笑日，黃校長與學生合照。



新三年計畫：新三年計畫：
關注事項及活動巡禮關注事項及活動巡禮

學校於過去三個學年，以「推動正向教育，深化自主學習，提升教學效能」為關注事項。三年計畫成果理想，

學校成立正向教育發展小組，透過「基灣 愛 正向小精兵」計畫，成功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配合不同社際活動

及制服團隊優化，學生合作及領導能力亦有所提升。另外，透過不同共同備課及觀課活動，設計不同教學活動及

給予學生正面回饋，成功建立學生成長型思維。另外，學校亦著力優化不同課業中的學生自評及互評，強化教師

就學生各類評估之回饋，幫助學生掌握學習，以提升成就感。同時，學校透過建立人才庫及不同活動，幫助了解

學生才能及專長，幫助學生展現亮點。

承接過去三年成功經驗，學校以「培養師生僕人領袖素質，建構正向校園文化；了解學生獨特之處，實踐普

及資優教育」為新一週期三年計畫的關注事項，期望能夠培養出善於聆聽、甘於服侍、懂得尊重和勇於承擔的領

袖；照顧不同學生需要，實踐普及資優教育，提升學生學習表現，讓不同學生展現亮點。

教師發展教師發展
為加深老師對僕人領袖的了解，學校將舉辦不同講座及工作坊，讓老師進一步了解僕人領袖素質，及實踐方

法。透過不同會議，校長、副校長及主任以「僕人領袖」為主題輪流作分享。另外，學校亦邀請專家到校分享，

裝備老師成為僕人領袖。未來日子，學校亦會邀請不同專家到校舉辦工作坊，讓老師認識僕人領袖及如何就學生

獨特性，照顧學生多樣性。

余煊博士到校，為全體老師分享僕人領袖理念，講題為：「僕人領袖在學校的實踐」。 余煊博士到校，為全體老師分享僕人領袖理念，講題為：「僕人領袖在學校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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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領袖僕人領袖
除老師透過不同工作坊了解僕人領袖概念外，學校亦開展

不同活動，訓練學生領導才能及滲透僕人領袖元素。透過不同

社際及課外活動，學校讓學生體驗領袖所須擔當的責任，亦透

過活動中不同的設置，讓同學學習僕人領袖的素質。例如「大

哥哥帶姐姐計劃」中，我們教導四年級的學生如何委身服侍一

年級的學弟學妹；社制活動中切社長及副社長一職，透過不同

活動，讓他們學習服務同學。

表象系統表象系統
表象系統是處理資訊的感官，每個人處理訊息所用到的感官亦有所不同，這大大影響個人學習型態及溝通。

為因應學生獨特之處，幫助老師為學生設計更適切的學習活動，學校先透過教師工作坊，讓教師了解表象系統意

義及應用，教師亦親身體驗了解自己所屬表象系統。開學後亦透過課堂活動及問卷，了解學生表象系統，幫助日

後為同學設計更照顧學生需要的學習活動。

同時，為方便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形態，及從中認識孩子的學習風格，學校於小一、小二家校茶敘作介紹及

分享不同表象系統的特性。學校亦會在一月逐步與其他年級家長分享其子女所屬表象系統及有關資訊。

未來的日子，學校會透過不同共同備課、觀課、活動及計畫，為學生提供不同學習經歷，培養他們成為僕人

領袖，發揮潛能，展現亮點。期望於將來透過校訊再進一步與大家分享三年計畫的推行情況。

四年級的同學在「大哥哥大姐姐計畫」中學習服侍學弟學妹。 四年級的同學在「大哥哥大姐姐計畫」中學習服侍學弟學妹。 

社長及副社長學習如何領導同學，一同達成目標。社長及副社長學習如何領導同學，一同達成目標。

茶敘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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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動承諾啟動禮我的行動承諾啟動禮
一年一度我的行動承諾啟動禮於9月5日順利完成。一如以往，同學拿着暑期任務，出席啟動禮，學習本年度

主題，並一同承諾學習「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易地而處，和諧尊重」。

當天我們更邀請到心理學家及社工到校與同學一同進行啟動禮。啟動禮一開始，我們就分享經剪輯的同學暑

期任務精華片段，分享學習成果。之後，心理學家及社工更利用同學完成的手偶，與同學進行不同遊戲。透過遊

戲，同學明白手中的手偶設計和物料各有不同，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的獨特之

處，互相尊重及配合，和諧合作完成美妙的事。另外，又透過繪本分享，

讓同學學習欣賞每人獨特的地方，承諾在學校和日常生活中以行動活出和

諧尊重。同學們表現投入，積極參與活動。

遊戲及繪本分享後，同學一起拿着手偶，互相欣賞，並代入手偶角色

向身邊的同學分享當天得著。最後，校長、老師及學生一同拿著手偶，大

聲宣讀「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易地而處，和諧尊重」，一同立志於本學

年活出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態度，並學習易地而處，尊重別人，並與他人

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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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傑出學校獎品德教育傑出學校獎
感恩主帶領，全體老師及家長並肩攜手，學

校正向價值教育發展理想，更憑「基灣‧愛‧正

向小精兵」計畫獲得教育局頒發之「第五屆品德

教育傑出教育獎」。

學校於近年推行「基灣‧愛‧正向小精

兵」，著意培養學生十個健康生活習慣，配合意

識醒察祈禱，鼓勵學生每天祈禱，以行動回應感

恩事項，建立學生正向價值觀及豐盛生命。

課程設計以學校價值教育藍圖設計，凝聚

各持分者及科組，以全校參與模式透過不同

活動，如聖經課、早會、周會及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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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計畫內容提交教學反思，經過由多名退休校長組成的評審團到校探訪，當中有老師匯報、觀課、老師、

家長及學生面談，最後評審欣賞學校價值教育工作，肯定學校發展方向及理念，推薦學校獲得「第五屆品德教育

傑出教育獎」。

2022年11月5日，黃靜雯校長、戴家莉副校長、江詩明主任及馮敏儀主任代表學校，出席頒獎禮，當中更簡
單分享計畫亮點。除此之外，學校更獲邀請，於是12月30日到教育局分享計劃推行經驗，與學界交流心得。

得到學界肯定，讓學校於推行正向價值教育更有信心。未來日子，學校會持續優化計畫，繼續與各持分者並

肩攜手建立學生豐盛生命，共證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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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TAR好習慣V-STAR好習慣
相信大家都知道健康良好習慣對孩子們是十分重要的，無論在學

校及家庭生活中，好習慣都會帶來正面的影響。事實上好習慣影響着

性格的建立，也影響思想模式，最後影響各方面的表現。

「V-star好習慣」是本校
推行「VASE基灣‧正向小精
兵」計劃中的重點項目之一。

希望透過活動，幫助同學培

養健康好習慣，當中著重每

天反思，讓同學保持良好的

身心狀態。過程中，同學亦

能培養感恩、珍惜、積極、

樂觀的正向價值觀，建立自律及積極的生活，活出豐盛人生。

「V-star好習慣」中，祈禱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透過禱告，同學與
天父傾訴，思想每天的美事，同時亦反思可進步及改善的行為。學懂感

恩，嘗試交託，與天父同行。而本年度我們讓學生嘗試親身體驗一下僕

人領導，在每星期的反思當中，檢視一下自己有沒有嘗試發揮僕人領袖

的其中四項特質，包括善於聆聽、甘於服侍、懂得尊重及勇於承擔。

何謂「僕人領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領袖應該站在前面發號施

令。而僕人領袖是先看見別人的需要，先有一顆想服侍人的心，繼而激

發起作領導的抱負，並有意識地選擇去領導。僕人領袖除了喜歡看到跟

隨者在個人的品格、能力和成就等各方面都有成長之外，亦希望造福整

體社會，令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領袖生活動領袖生活動
學校領袖生的角色除了以正面紀律的技巧協助維持秩序，並為同輩豎立

良好榜樣。我們希望學生能發揮領導才能、責任感及發揮服務他人的精神，

並且可以與人溝通及發揮團隊精神。這正正與本年度的主題不謀而合，讓一

眾領袖生可以在實際經驗中實踐僕人領導。

本年度我們會繼續進行領袖生培訓，透過遊戲、活動及實際工作，發揮

學生領導才能，同時培養學生協作及溝通能力，親身實踐僕人領袖。例如本

年度由領袖生協助老師為同學量度書包重量，同學們不但能明白到定期收拾

書包的好習慣可以幫助自己定期整理所學，同

時能明白簡樸的文儀用品可以令我們更守專注

學習。而隨着小學生活逐漸回復正常，領袖生

會於小息時在課室中當值，當中除了維持課室

秩序外，領袖生亦會教導低年級學生學校的規

則，將「明道律己」的校訓薪火相傳。

作為老師，我在這裏很想公開讚賞一羣克盡

己任、風雨不改地為同學服務的領袖生，他們每

天一早回校，盡忠職守、默默為學校、為同學們

維持秩序，相信你們將來一定會成為社會上的領

袖，發揮你們的專長，激勵周圍的人，繼續發光

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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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風山分享
第1周 (2/１/2023 - 8/１/2023)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易地而處‧和諧尊重」是學校本年主

題，宗教組於十一月四日跟家長和同學一起到沙田道風山天使花園

進行生命教育活動。當天，大家都過了一個充實的下午，我們參觀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及天使花園，透過參與藝術創作體驗活動，認識

及反思生命的本質，體會生命的意義，從而學習珍惜及尊重生命。

讓我們細看當天參與的老師、家長和同學有甚麼跟我們分享。

  今次有機會參加道風山天使花園親子生命教育的活動，我覺得

很有意義。每個生命都是得來不易，我們能平安出生，真是得蒙天

父的保守。活動期間，我們參觀了天使花園，看見每段父母寫給孩

子們的說話，深深感受到父母的愛。正如聖經所說：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篇

139篇13-14節

  天父很愛我們每一個，當我們在媽媽的肚子中，祂已經保護我

們，使我們健康成長。

  活動最後，我們有機會畫一幅代表自己的畫。我畫了一個被七

彩顏色圍繞的嬰兒肧胎，代表我的生命是由不同的愛培育成長，所

以我們應該珍惜我們寶貴的生命，活出精彩豐盛的人生。

盧惠燕老師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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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周   (2/1/2023 至 8/1/2023)

感恩手記

  每一天的生活裡，有很多人和事都值得我們感恩。心存感恩，讓我們心
裡更喜樂，也能讓我們更珍惜一切。除了心存感恩，我們更可以積極地用行
動回應這些人與事。
  現在就讓我們化感恩為行動，於一周裡選最少一樣令我們感恩的事，想
想如何用行動回應。

我感恩，因為 我有生命、家人和朋友。                                                 
我的回應行動：學懂珍惜我所擁有的。           
感受/反思：我學會了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多謝天父。

例子

（畫下（或用照片記錄）你的行動）

我感恩，因為

我的回應行動：    

感受/反思：             

感恩行動

□ 善於聆聽      □ 甘於服侍      □ 懂得尊重      □ 勇於承擔

L A M BL A M B

V- S TA RV- S T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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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一)

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二) 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三)

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四) 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五)

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六) _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日)

  讓 我 們 每 天 安 靜 片 刻 ， 親 近 主 ， 向 天 父 禱 告 ， 並 將 你 於禱 告 中 思 想 過 事 情 畫 或 寫 出 來 ， 事 情 包 括 ： 你 所 感 恩 的 、 珍惜 的 、 交 託 主 的 等 等 。

 (2/1/2023 - 8/1/2023)

祈 禱 日 誌 PRAY

天父，我很感恩
有生命、家人和
朋友，我要學懂
珍惜我所擁有的
，多謝天父。

今天我為以下的人祈禱：
□ 家人
□ 老師
□ 同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我為以下的人祈禱：
□ 家人
□ 老師
□ 同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我為以下的人祈禱：
□ 家人
□ 老師
□ 同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月___日(例子)
2023    X     X

L A M BL A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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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靈修站：詩歌分享
第4周 (23/1/2023 - 29/1/2023)

詩歌分享：《天父世界》（詩歌集P.17）             郭穎琪老師

  郭老師想跟大家分享的詩歌是 《天父世界》。每

次聽到這首歌，就讓我回想起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情

景，也令我想到天父那份恆久真實的愛。    

  小時候並不是在基督教學校讀書，所以我很少機會

接觸基督教詩歌。長大後回教會，在一次「教育主日」

崇拜中，聽到一羣來自聽障學校的小學生獻唱《天父世界》。他們咬

字不清晰，音調也並不諧協，卻是我聽過最美妙的歌聲。「這是天父

世界，我們側耳靜聽……」看着他們獻唱時投入的神情，側耳傾聽的

那一刻，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這些學生身體上的殘缺，並沒有阻隔他

們認識上帝，感受造物主對我們每一個的愛。這羣聽障學童在生活上

面對的問題一定不少，但靠着主，必然滿有力量繼續前路。或許在生

活當中，我們會遇上困難，但別忘記「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

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 6:32，34)

  來到基灣(愛蝶灣)，郭老師也曾在早禱時段聽到你們唱出《天父世

界》。你們清脆嘹亮的歌聲，與我第一次聽到的大為不同，但同樣的

是，在你們身上看到了天父的慈愛。「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草聲，知祂經過，隨處能聽祂言。」上主的話隨處能聽，只是

等待我們打開心扉去經歷那份深恩厚愛。

經文：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

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以賽亞書40章26節）

反思：

  同學們，天父看你這麼貴重，豈會不重視你，在乎你呢?或許你們

會遇到令你感到憂心、無助、痛苦的事情，嘗試把你的一切通過禱告交

托給主耶穌基督。只要你願意聆聽天父賜給我們的話語，接受主耶穌基

督的愛，在天父世界裏，你心自然滿有安寧，也不必憂傷。

量度書包活動量度書包活動

領袖生訓練活動領袖生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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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假期任務暑期假期任務——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之動物篇「感恩珍惜‧積極樂觀」之動物篇
新學年，我們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不同的動物，更重要的是從中培育同學們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關心在大

自然瀕臨絕種的動物。作為世界公民，我們有責任守護大自然，由改變生活做起，為保育出一分力。今次任務為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之動物篇分三部分：1.齊來認識可愛的動物；2.動手做動物手偶；3.學生的反思。

（一）齊來認識可愛的動物（一）齊來認識可愛的動物——珍惜珍惜
首先我們透過「齊來認識可愛的動物」，學懂珍惜地球上動物。

同學們透過觀看影片及用心地完成不同形式的習題，認識企鵝和綠

海龜（一、二年級）、水豚和中華白海豚（三、四年級）、青蛙和

鯊魚（五、六年級）的成長過程，從中了解生命的奧妙，明白珍惜

它們的需要。

一、二 
年級學生
認識企鵝 
和綠海龜

五、六 
年級學生
認識青蛙 
和鯊魚

三、四年級學生
認識水豚和中華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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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鵝

青
蛙

鯊
魚

綠
海
龜

中
華
白
海
豚

水
豚

（二）�動手做動物手偶（二）�動手做動物手偶——同理心同理心
同學們透過用心製作手偶，代入動物的處境去介紹「自己」及面對的危機，並利用手偶拍攝自我介紹的短片，

身處動物的角度換位思考，體會他人的情緒和想法，從而提升表達能力、動手製作的能力及增強同理心。以下為

部分製作非常可愛及精美的手偶：

企
鵝

青蛙

鯊
魚

綠
海
龜

中
華
白
海
豚

水
豚

同學們代入動物角色拍攝短片，唯肖唯妙，認真投入！同學們代入動物角色拍攝短片，唯肖唯妙，認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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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與的反思（三）學生與的反思
最後，學生透能夠從反思中，明白瀕臨絕種動物遇到的困

難，學會同理心，更明白我們要好好珍惜和愛護這些動物。

一至六年級救救動物之海報設計：一至六年級救救動物之海報設計：

十分欣賞同學們從反思中學會珍惜瀕臨絕種動物！十分欣賞同學們從反思中學會珍惜瀕臨絕種動物！

一、二年級救救企鵝／綠海龜海報，設計用心美觀！一、二年級救救企鵝／綠海龜海報，設計用心美觀！

三、四年級救救水豚／中華白海豚海報，內容豐富！三、四年級救救水豚／中華白海豚海報，內容豐富！

五、六年級救救青蛙／鯊魚海報，設計精美五、六年級救救青蛙／鯊魚海報，設計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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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福音13:34,35）」學校就像學
生的另一個家，老師好比父母，同學好比兄弟姊姊。而小一學生

來到新的學習環境新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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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舉辦「大

哥哥大姐姐」計劃，讓小四學生配對小一的學生，透過「校園遊

踪」活動、齊玩導修活動及社際活動等，

一方面讓小一學生認識及投入校園生活，

另一面也讓小四學生培養耐性及樂於助人的正向品格，發揮

僕人領袖的素質。在活動中，看見大家的笑臉，也看見大家

的成長，讓關愛與和諧充滿著整個基灣（愛蝶灣）之家！

感恩生日會感恩生日會
生日是一個人出生的特別日子，為營造校園感恩文化，感恩能在主的

恩典中成長，學校會定期為學生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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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主的恩典；

父母的關愛；兄弟姐妹的陪伴；朋友的支持。學懂珍惜擁有的一切，及祝

福身邊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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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活動輔導組活動

找答案識校園找答案識校園

感恩生日會禮物感恩生日會禮物——印有學生名字的間尺印有學生名字的間尺

校長為每位生日同學送上真摰祝福校長為每位生日同學送上真摰祝福
生日同學感恩分享生日同學感恩分享

每位生日的同學也會收到別具每位生日的同學也會收到別具
意義的生日禮物意義的生日禮物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哥哥弟弟共讀時間哥哥弟弟共讀時間

小助教哥哥教攀石小助教哥哥教攀石

借書有步驟借書有步驟

大姐姐與小學妹大姐姐與小學妹

手牽手，齊來做個好朋友手牽手，齊來做個好朋友

一起共渡開心時光一起共渡開心時光

導修活動齊齊玩（英語活動）導修活動齊齊玩（英語活動）

一起玩飛標一起玩飛標

齊玩生日遊戲齊玩生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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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微笑日世界微笑日
微笑是世界共通的語言，笑容不僅能帶來溫暖與喜悅，

還能讓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讓人與人之間更友善也更溫

暖。美國商業藝術家亦是著名的笑臉表情的創作者哈維·鮑
爾先生，於1999年創立世界微笑基金會，並將每年10月的
第一個星期五會被定為世界微笑日，目的是向世界宣揚微

笑友善的信息，活動口號是"Do an act of kindness. Help 
one person smile." 。疫情下我們雖戴上口罩，但也無阻我

們微笑的，我們邀請學生設計屬於自己的基灣微笑口罩，讓歡樂和愛傳遍基灣

（愛蝶灣）每一個角落。在對別人的微笑中，你也會看到世界對自己微笑起來。

UpPotential「青少年關愛計劃」UpPotential「青少年關愛計劃」
本校於新學年的小二級生命成長課推行由UpPotential「無限潛能」推出的「青

少年關愛計劃」，推廣以自助技巧達致預防功效，透過校內互動講座、技巧練

習課堂及校園網上身心健康平台

等，學習如何運用終身受用的自

助技巧管理負面情緒及壓力，增

強抗逆能力，以正面思想面對挑

戰，並培養青少年於校園建立一

個關愛網絡。

台下同學踴躍參與台下同學踴躍參與

學生一同學習肌肉放鬆練習學生一同學習肌肉放鬆練習

腹式呼吸練習腹式呼吸練習

計劃大使「小潛能」計劃大使「小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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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瞳行》親子生命教育電影觀賞暨 《一路瞳行》親子生命教育電影觀賞暨 
導演分享會導演分享會

本校於聖誕假期前舉辦「《一路瞳行》親子生命教育

電影觀賞暨導演分享會」，藉此推動生命教育及電影教育，

透過電影觀賞培養學生愛己、愛人、愛生命的態度。活動

當天座無虛席，本校亦有幸能邀請電影《一路瞳行》導演

朱鳳嫻於親子電影放映後分享。學生及家長們被電影內刻

劃父母與子女間密不可分的親情的情節，以及導演的分享

深深觸動，加深反思日常生活中，許多事情也不是必然擁

有，需學習活在當下，及時愛與珍惜。此外，電影細膩地

描繪了視障人士的真實生活。縱然失明讓視障人士在生活

上遇到困難，卻對生活抱有積極樂觀，以及無畏無懼的生

活態度，很值得我們學習。活動後，學生及家長們緊緊地

手挽著手離開會場，帶著濃濃的愛意與溫暖歡度聖誕。

家長們分享電影令人觸動的感想家長們分享電影令人觸動的感想

活動前師生及家長大合照活動前師生及家長大合照

學生家長們急不及待地靜候活動開始學生家長們急不及待地靜候活動開始

導演於電影放映後與一眾參加者互動導演於電影放映後與一眾參加者互動

校長致送紀念品予朱鳳嫻導演校長致送紀念品予朱鳳嫻導演

校長與參加家庭大合照校長與參加家庭大合照

活動後一眾師生及導演大合照活動後一眾師生及導演大合照

觀賞電影後學生踴躍地觀賞電影後學生踴躍地
分享個人感受分享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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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大巡禮活動大巡禮
過去三年，因為疫情，學校活動只能有限度地進行；今年，學校大部份的活動終於再次啟動！

課後活動課後活動
為使學生可以獲得全方位的學校生活，身心靈得到均衡發展，學校於本

學年已經恢復所有校隊及課後活動的實體訓練和學習。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

興趣及才能加入不同的校隊及選擇合適的課後活動，在課堂以外體驗不同的

學習經歷。

本學年開展了多項課外活動，包括藝術體操、芭蕾舞、普通話集誦、英

語音樂劇、中英文資優組、奧數、讀書會、視藝小組、升旗隊、男女童軍、

校園大使、地板冰壺、小學生團體、園藝小組及週六興趣小組等活動。另外，

各音樂及體育校隊包括弦樂、管樂、管弦樂、節奏、詩班、籃球隊、足球隊、

小型網球隊、攀石隊、花式跳繩隊、羽毛球隊、閃避球隊、乒乓球隊都投入

訓練，為一連串的比賽作準備。

英語音樂劇英語音樂劇

芭蕾舞芭蕾舞

視藝小組視藝小組

English Elite ClubEnglish Elite Club

女童軍女童軍

普通話集誦普通話集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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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興趣小組週六興趣小組
因受疫情影響一度暫停了的週六興趣小組，終於在今年11月5日重開啦！今年開設了

不同類別的興趣班以發揮學生的潛能，興趣班分別如下︰

• 體育︰籃球興趣班、羽毛球興趣班、足球興趣班、花式跳繩興趣班、乒乓球興趣班

• 藝術︰小小紙藝師、創意思維繪畫課程

• 科技STEM︰EV3編程機械人課程（高階班） 、LEGO積木工程師課程（基礎班）

• 英文︰英語拼音PHONICS

• 說話訓練︰我係新聞小主播

• 思維訓練︰桌上遊戲班、樂在棋中

社際活動社際活動
本年度第一次社際日於12月2日舉行，主題是「競技

活動」，同學們都玩得很開心。

是次的活動有一個特色，就是每一組都由高低年級的

同學組成，他們一起進行活動，高年級的同學負責帶領低

年級，大家互相合作，完成指定任務，除了發揮團隊精神，

更展示了「僕人領袖」的素質﹕善於聆聽、甘於服侍、懂

得尊重、勇於承擔。

同學們在八個競技活動中都積極參與，十分投入，每個課室都充滿歡笑

聲，他們都很期待下次的社際日。

花式跳繩興趣班花式跳繩興趣班

英語拼音PHONICS英語拼音PHONICS

我係新聞小主播我係新聞小主播 樂在棋中樂在棋中

乒乓球興趣班乒乓球興趣班

LEGO積木工程師課程LEGO積木工程師課程
（基礎班）（基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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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升旗隊
本校升旗隊於2022年成立，為香港升旗隊總

會小學隊伍P341隊。本隊隊員為三至六年級學
生，是校內制服團隊之一。本隊目的是希望推廣

升旗文化，讓學生通過親身參與，認識國家、關

心國家，並增強對國民身分的認同。

升旗隊隊員負責學校的恆常升旗禮、特別節日和活動的升旗儀式。本

隊曾負責2022年10月1日香港教育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三周年升
旗禮和2022年11月18日中華基督教會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陸運會升旗禮，這
些難得的機會，讓隊員增進經驗，展現自信。

升旗隊隊員定期於校內進行集會，學習

中式步操及升旗技巧和禮儀，讓隊員能掌握

基礎的步操能力和升旗的正確步驟及方法，

發揮合作精神和發掘領導才能。此外，本隊

會教授基本的國家歷史及知識，增加隊員對

國家的認識。

學校旅行學校旅行
一年一度學校旅行在秋高氣爽的十一月舉行。一至五年級學生到海洋公園參觀郊

遊，六年級學生則到馬灣挪亞方舟公園學習和享受大自然風光。

很多學生都曾經和家人到過海洋公園遊玩，但相信跟隨學校和同學一同遊玩屬首

次。當天他們每個都精神奕奕，懷着興奮的心情從學校出發。到達海洋公園後，他們

分班參觀了園內不同地方，例如看小狐獴與大象龜之旅、賽馬會四川奇珍館、鱷魚潭、
南極奇觀、北極之旅、雪狐居等，更乘坐海洋列車從山下去到山上，過程中充滿歡笑

聲，同學們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在園區內玩得樂而忘返。

而六年級的同學除了在挪亞方舟學習主基督的愛，亦上了野外求生課堂，在課堂

中他們學習到如何鑽木取火和透過濾水方法製造清潔飲用水。當天最特別的，便是他

們在馬灣沙灘上野餐，吹着輕柔的海風，和同學們談天說地，樂也融融。相信這次學

校旅行，定能為他們帶來難忘的回憶。

挪亞方舟挪亞方舟

海洋公園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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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於本年度復辦實體樂團比賽，我校管弦樂隊及高級弦樂隊均勇奪金獎，高級管樂隊亦奪得

銅獎。自疫情至今，是次為首個學界大型實體公開比賽。基灣音手們都積極落力於台上演出，盡情展現在疫情下

艱苦奮鬥的成果！

音樂組活動音樂組活動

《聖誕榮耀頌》音樂會《聖誕榮耀頌》音樂會
基灣高年級詩班與英華合唱團組成「童頌恩典兒童合唱團」(Gratia 

Children's Choir)，並於12月18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一同詠唱多首聖
樂合唱作品。

高級組弦樂隊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摘下金獎高級組弦樂隊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摘下金獎

高級組管樂隊於香港青高級組管樂隊於香港青
年音樂匯演摘下銅獎年音樂匯演摘下銅獎

管弦樂隊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摘下金獎管弦樂隊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摘下金獎

高年級詩班於《聖誕榮耀頌》音樂會演出高年級詩班於《聖誕榮耀頌》音樂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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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音樂會聖誕音樂會
聖誕音樂會是基灣（愛蝶灣）多年來的傳統，家長、同學於這天都會在禮堂內聚首一堂，一同與基灣音樂組

同學以音樂讚頌耶穌基督的降生、以歌聲慶祝聖誕的來臨。

高級組弦樂隊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摘下金獎高級組弦樂隊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摘下金獎

低年級詩班低年級詩班

高年級詩班高年級詩班

大合照大合照

初級組管樂隊初級組管樂隊

節奏樂隊節奏樂隊

管弦樂隊及高級組弦樂隊管弦樂隊及高級組弦樂隊

高級組管樂隊高級組管樂隊

初級組弦樂隊初級組弦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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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聖誕！由於近期確診人數上升，每次聖景綵排都不是全組齊全，幸好有同
學願意委身，臨時加入隊伍，演出才得以順利進行，實在感恩。祝願各位在新一年
恩典滿滿，聖誕快樂！

何婉貞老師何婉貞老師

感謝主今年有機會帶領學生參與聖景的演出，
過程中雖有困難，但最終也順利完成，心裏實在感
恩。在這充滿平安喜樂的聖誕節，願主耶穌的誕生
為大家帶來滿滿的祝福，以馬內利！

盧惠燕老師盧惠燕老師

今次參加聖經的經歷，讓我加深認識聖誕節的由來，我還
認識了許多新同學。我很高興，因為我可以和大家合作完成這
次表演。

5A曾俐婷5A曾俐婷

我很榮幸能夠參與這次的聖景表演。這次的經驗讓我
更加相信主，我也明白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我很開心能夠
參與這次表演。我希望學校裏的同學們看完這次的表演
後，也會更加相信主。我會在聖誕假期裏每天祈禱，把心
事交託給主。

5C黃梓雅5C黃梓雅

經過這次的聖景表演後，我明白到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也深深體會到原來敢於嘗試是一種新開始
和挑戰。另外，這次經歷也令我更加相信主基督，
感謝主讓我們演出順利！而且，我也重複克服了害
怕的感覺！感謝主給我這次演出機會。

6C袁采汶6C袁采汶

聖景及祝誕活動聖景及祝誕活動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
與他所喜悅的人。」每一次的聖景演出都讓我重溫
耶穌降生的事跡，讓我深深感受到上帝對我們的愛。
耶穌基督的出生是我們的盼望，感謝上帝賜下獨生
愛子耶穌基督，成就偉大的救贖計劃。感恩有願意
參與演出的好演員和互相配搭的好老師，才能成就
今次的聖景演出。願榮耀頌讚都歸與天上的父！

李上盈老師李上盈老師

各班祝誕及秘密天使交換禮物活動各班祝誕及秘密天使交換禮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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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張盈盈老師，很開心能夠加入基灣（愛蝶灣）。今年我是1B班的班
主任，任教數學、常識及資訊科技。

平日我喜歡與家人、朋友相聚，互相分享大家的日常趣事，同時，我亦很享受一個
人靜下來的時間，在家中看書、聽歌。

同學們，你們最喜歡科目是甚麼呢？在小學時，我最喜歡中文科的作文課，想不到吧！從小我就很喜歡
用文字紀錄生活中的事情，希望能夠寫出一篇好的文章，從那時開始便養成了閱讀的習慣，閱讀讓我學會如
何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閱讀的好處有很多，希望同學們都能夠多看看不同的書籍，找到閱讀的樂
趣。

大家好！我是陳明明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基灣（愛蝶灣）的大家庭。今年我是
1C班的班主任，主要任教中文、常識和普通話。我十分欣賞基灣（愛蝶灣）的小朋友
積極好學、多才多藝，勇於接受各種挑戰。

我最喜歡的事情是閱讀。正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不同類型的書籍都能帶給
我們不一樣的體會和知識，拓展視野，陶冶性情。我也喜歡周遊列國，看看書裡的世
界如何呈現在現實世界裡，感受各國不同的風采，認識文化不一的新朋友。各位同學，
你最喜歡做的事情又是甚麼呢？歡迎你們來與我分享！

Hello! I am Mr Chan. I feel grateful to be part of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I am the class teacher of 3C. I teach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I love reading and watching movies. I believe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m, 
especially English. It is possible to combine study and interests; you just need to find the 
suitable way!

I also play badminton and do fencing because they are so cool! If you exercise often, you get to train both 
your mind and physique. Not only will you get healthy, but also be more resilient when you are facing different 
challenges.

I lov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ecause they always bring me joy and make me feel young again. I can’t wait 
to have a fun chat with you!

大家好！我是郭頴琪老師，感謝天父帶領，讓我加入基灣（愛蝶灣）這個大家庭。
我是4D班班主任，主要任教中文及視藝。假日時，我喜歡到郊外走走，呼吸新鮮空氣，
使身心都得到休息。

看見你們成長，是老師最甘甜的果實。願同學們「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
（腓立比書3:13-14），在基督的愛內滿有力量地前進！

新老師介紹新老師介紹

張盈盈老師張盈盈老師

陳明明老師陳明明老師

Mr ChanMr Chan

郭頴琪老師郭頴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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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學校社工蘇世恩姑娘。感謝天父帶領，讓我能加入基灣（愛蝶灣）
這個充滿愛與正向的大家庭。

我日常喜愛看電影，因從電影中可學到不少人生哲理。人生如戲，每人也有活著
的角色及價值。我十分欣賞基灣（愛蝶灣）的孩子們投入做好自己人生劇本中的角色，
把持積極好學及勇於挑戰的人生態度。

常言道：「心態決定人的高度」，而聖經箴言4:23-26亦提到「你要保守你心，勝
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一個人的內心所思所想會影響外在行
為，甚至生理健康。現時我在基灣（愛蝶灣）除了學生輔導之工作外，我亦負責生命成長課及家長工作，盼
望我的工作可以滋養孩子們的心靈，與孩子們一起「如鷹展翅上騰」。

My name is Matthew 
Wilson. I am from a small 
town in South Africa called 
Bal l i to.  I  moved to Hong 
Kong with my wife in 2021. 
I  a m  p a s s i o n a t e  a b o u t 
enriching the lives of children 
by helping them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 particularly enjoy teaching Phonics and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I am a teacher 
who believes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a lot of fun 
during lessons, but also try their best to pay attention 
and be serious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learning.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being outdoors, whether it be 
camping, hiking, safari or going to the beach. I am so 
pleased to be a part of the CCC Kei Wan (Aldrich Bay) 
family.

Hello, nice to meet 
you all.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as Mr Rhett. I 
was born in South Africa, 
which is also where I 
completed my schooling. 
I went to a boys boarding 
s c h o o l  s i t u a t e d  i n 
the countryside, a place of many traditions 
carried forward over many years. I completed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Marketing at a 
university in Cape Town. I moved to Hong 
Kong in 2019 to teach and this has led me 
to a career that I am really enjoying. I have 
just finished my PGCE through a university in 
the UK, and look forward to very good year 
teaching your children.

Hello, I am Teacher Trupti. Originally I am from India but I have been living out of 
my country since last fifteen years. We moved to Hong Kong 4 years ago. Since then 
I have been working as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at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I am 
passionate about nurturing young children. I believe that learning should be fun and 
rewarding, so I reward positive behavior in the classroom which motivates the students 
to do better. I always use interactive ways of teaching in my classroom like group tasks, 
storytelling, role-plays etc.

In my free time, I love playing the piano.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too.

It’s my pleasure to be a part of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I look forward to making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success of our students.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Lo. I am thankful for our Lord who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be with you.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is a big family 
that fills with love. I am happy to be the class teacher of 5B. I teach English and 
Religious Studies.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depart from 
it.” (Proverbs 22:6)

Being a teacher, I am glad that I can stay with my students and witness their growth. 
To me, every student is unique and is the adorable child of God.

Though I have been here for just a few months, I am impressed by students’ learning atmosphere. 
Everyone is active and willing to take challenges. Don’t give up and keep going. Wish you all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Miss TruptiMiss Trupti

Mr MatthewMr Matthew Mr RhettMr Rhett

蘇世恩姑娘蘇世恩姑娘

Miss LoMiss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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