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時光荏苒，轉眼間兩年的任期已過。感謝學校及校友們的信任，容讓我有機

會擔任校友會主席一職，能凝聚一群志同道合的幹事，一起回饋母校，報答師長

當年的教導及培育之恩。 

我們日間皆各有正職，亦要照顧家庭的需要，在繁忙工作後及家庭要務的空

隙之間，多少個月夜，大家帶著一身疲憊而來，但雙眼卻閃爍著光芒，積極地籌

劃校友會的事宜。回家後，燈火下，大家仍要繼續跟進各樣不同的會務安排。雖

然身體疲倦，但心中卻不苦不累，因為對基灣有情。即使這兩年的活動及安排常

受疫情影響，但得到校友會幹事無私的奉獻，母校及校友們的大力支持，我們仍

能舉行了不少活動，如：校友日、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等，讓不同屆別的校友聚

首一堂，回到這個當年培育我們成長的地方；另外，我們亦開始為每屆小六師弟

妹印製紀念 T-SHIRT，並以此同賀母校五十周年校慶之喜。 

臨別之際，謹借此機會感謝各位風雨同路的委員，有你們的辛勞，才有今年

豐碩的成果。交棒在即，期望我們對基灣的這份情意與承擔，能薪火相傳，並預

祝下一屆的校友會能得到大家的支持，繼續為基灣發光發熱。 

王孝和 Howard 



2020-2022 年第九屆校友會委員成員   
姓名 (畢業年份 – 職務) 

左上起： 

熊俊風 Kenson (2002 – 聯絡)、黃詩韻 Emily (1995 - 康樂)、黎務愉 Alice 
(1998 – 總務)、孫皓茵 Angie (1995 - 康樂) 

左下起： 

蔡偉鋒 Wilfred (1988 – 總務)、謝寶雄 Vincent (1982 – 財政)、王孝和 
Howard (1986 - 主席)、黃筠詠 Quennie (1995 – 副主席)、孔詩韻 Wendy 
(1991 – 秘書) 

 



2019 校友日暨會員大會 

2019 校友日暨會員大會於 2020 年 1 月 4 日 (星期六) 舉行，

萬分感恩，雖然受到很多不同因素影響，活動仍能夠順利進

行，讓一眾參加者及義工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黃校長與第九屆校友會委員合照 



 

於 2020 年 7 月上旬，

校友會委員 Angie 到校

收取入會及訂購紀念 T-
shirt 表格和費用時，作

了一番溫馨的交流。除

了介紹校友會活動外，

亦讓師弟妹從

Affirmation Jar 裡”抽

獎”，入面全部都是勉勵

字句，卷成畢業證書形

狀，希望給予學弟妹一

點祝福。 

校友會為慶祝基灣五

十周年校慶，於

2020 年及 2021 年特

別製作畢業紀念 T-
shirt 給應屆小六畢業

生訂購。T-shirt 正右

下方印有聖經金句：

「Let your light shine  
(摘自馬太福音

5:16)」喻意孩子將基

督的光普照於世，背

面則以當屆同學的姓

名拼出「50」及

「51」字樣。 

校友會紀念品 



 

校史室的誕生是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基灣過去 50 年

的創校歷史和發展，是 2020 年金禧校慶活動之

一。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現職建築師的本校校友梅詩

華女士擔任工程的設計，並由校友會委員會成員之

一的蔡偉峰先生負責監督工程。 

你能猜出左圖中牆上的黃色圓

形和櫃門的圖案代表著甚麼

嗎？ (答案可於本刊末找到) 

校史室介紹 



文物收集 

多年來，學校經歷的轉變，正正可由學校的文物中見

證。因此，校友們捐贈的文物，會在校史室內展出，

向不同年代的師兄弟姐妹展示。 

 



校友分享 

校友會委員黃筠詠老師於 2021 年 3 月 4 日的周

會中，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信主的過程，向

師弟妹講述面對工作的抉擇，如何禱告交托。黃

老師總結她的成就是： 
 

 將上帝交付的每一件事做好 
 教導學生做一個有用的人 
 學生從自己身上獲益 
 將一生所學傳承給基灣的學生 



現職大學心理學講師的校友會委員孫皓茵 (Angie) 
於 2021 年 7 月 8 日回校，為剛畢業的小六學弟學

妹舉行了一場正向生命教育工作坊。當天，同學

們都非常投入活動，也對生命作出反思。以下是

導師 Angie 和校友義工們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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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師弟妹們明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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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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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生命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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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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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限制和突如其來的天氣因素影響下，我們仍

能順利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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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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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到小

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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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落但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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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串氣球的時候爆破聲此起彼落，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但

我卻有些擔憂我在串的時候氣球在我面前爆炸。幸好，最後氣球被我成功

串過並沒有爆開，我因而拾回一條小命…… 

 

活動當天不幸遇上停課，除有失落，但活動的主題不正是要積極面對生活

的起落嗎？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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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到串氣球的關卡

時也非常有秩序，沒有拿氣球嚇到義工(即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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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充氣球充得手軟也

仍感非常有動力！最後在總結時大家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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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當我問一位男同學為

何不用其他顏色筆時，他卻說：「文字才具渲染力才是重點，顏色只是使

其變得更美麗卻沒太多意思。」這句話使我愕然了一下，看來這位同學在

活動外還領悟到一個新的人生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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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次生命教育工作坊非常有意義，因為一個正向的人生價值觀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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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過遊

戲，教導學生在未來的日子，不要只記着不如意的事情，要記住值得記住

的事情。而這次活動讓小六學生有機會回想自己在基灣六年的生活。 

而作為小組導師的我，經過這一次活動後，我亦有所得着，令我最印象深

刻的環節，就是環繞學校，因為那一個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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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次活動令

我非常感觸。 

 

 

2020 年校友  謝浚仁 

 



校友會體藝獎學金 
除了凝聚校友，我們也十分重視學校的發展，於 2016/17 年度增設「體藝獎學

金」，鼓勵師弟妹在音樂、視藝及體育等方面發揮所長，盡展潛能。體藝獎當中的

音樂獎由音樂組主任負責統籌甄選，視藝獎和體育獎則由科主任負責。 

 

2019/2020 年度獲獎師弟妹 (20 人)： 

視藝 (3 人) 

6B 莊泳鉦、6B 譚思琦、6C 蔡鍵朗 

體育 (4 人) 

6A 黃柏傑、6B 盧樞庭、6C 區栢桐、6C 鍾濠陽 

音樂 (13 人) 

高詩：6D 張恩諾、6D 許知行、6D 蔡悅晴 
管弦：6B 朱廷謙、6C 熊汝達、6D 李競唐、6D 吳予望 
高弦：6D 王卓楠、6D 余穎軒 
節奏樂隊：6D 陳尚禮、6D 胡御霖 

 

 

 



校友會體藝獎學金 
 

2020/2021 年度獲獎師弟妹 (21 人)： 

5C 陳祉煜 5D 區梓曼 5D 蕭澤森 

6A 姚紫洋 6C 鄧樂琳 

6D 陳憶慈 6D 李蘊琦 6D 黃詠芯 6D 吳銘沁 6D 何駿謙 

6D 連曉雯 6D 高文軒 6D 鄒錫稜 6D 方金 6D 謝卓軒 

6D 郭澄朗 6D 王雅由 6D 任多加 6D 鄭昕悅 6D 趙安兒 

6D 徐芷琳 

 

恭喜獲獎同學！ 



校史文物募集 

招募會員 

完善校史室實有賴各校友的支持，如欲捐獻基灣的文物，歡迎循

以下途徑聯絡我們： 
1. 填妥表格，並把文物照片上傳到表格內，讓學校跟進；

https://forms.gle/PpvztGRZ45dHV1KP6 
2. 把文物照片以私訊形式 (email 或 facebook pm)傳給校友會，我

們會轉發校方。謝謝！ 

 

任何曾於基灣小學上午校或基灣小學 (愛蝶灣) 
畢業或肆業者均可申請。永久會藉會費為

$100，申請方法如下： 
1. 填妥以下表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gJysKXpMcUyL
UdakXBkfVvwG5sPgoND/view?fbclid=IwAR05OYV
_KbPhIXQraZGFFx33JpZkkx7dRrooCb9644T56z3Di
PQp6Nxjph4 

(連結可於校友會 facebook 置頂帖子找到) 
2. Scan 右方 QR code 並填寫個人資料 

 

是時候揭曉答案了。  

圖片的黃色圓形 是代表基灣的校詩《日出》 ； 
而長方形框着的櫃門圖案是鋼琴鍵 ，代表音樂 ，是基灣多年以來重點栽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