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 陰荏苒，不經不覺在家教會已服侍了三個年頭。根據會章，亦是時候退位讓賢。回想三年

來一起共事的委員，義工家長及老師們，難免有點臨別

依依之感。然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能夠為家長們服

務，委實是本人之榮幸。冀望日後在不同的崗位上能繼

續為家長們服務，共同為學生的福利而努力。 

今年基灣總算是順利的一年。回想往年大家在沙

士的肆虐下，終日人心惶惶，學校的課程不但受到干

擾，很多活動及項目也被迫擱置。今年在天公造美之

下，一切大小的活動都得以順利及圓滿進行，實有賴校

方及家長們的鼎力支持。 

家教會資源中心在委員及義工家長的全力支持及

協助下已正式啟用，運作至今亦很暢順，借閱親子書籍

的家長日益增多，希望家長們能繼續支持，共用資源。

在會訊方面，家教會委員會已決定由下年度開始會以彩

色印刷。希望藉著鮮艷的圖文及豐富的內容，更能將家

教會的訊息帶給每一個家長。家長們如對家教會資源的

運用或會訊的內容上有任何意見，可與任何委員聯絡，

或將閣下之意見投入家教會之意見箱內。事實上家長們

的意見對校方來說極具參考價值，明年度更換午膳供應

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最後，要將家教會的功能發揮得更高更廣，實

有賴各家長的積極參與、支持和鼓勵。希望更多的賢能

之士，能踴躍加入成為家教會委員或義工家長，一起為

陶造學生的生命而努力。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4D葉沛晴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主席的話 

2004年夏季號 
(第二十二期) 

一）合唱詩班 
高年級詩班將前赴德國不來梅參加每

兩年舉行一次的國際性比賽『第三屆

合唱奧林匹克大賽』。參加隊伍除了參與有關項目比賽

外，還有機會與外國隊伍交流藝術，並參與合唱節中有

關活動，例如開幕禮之盛大巡遊、表演、觀摩音樂會

等。 
參加人數 : 39位同學及9位校友 
日期 : 7月6日至7月14日 

二）管樂隊 
管樂隊將前赴韓國濟州參與『2004亞
太管樂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管樂

隊作音樂交流。其中參與活動包括開幕禮大巡遊、表

演、觀摩音樂會等。管樂節結束後，更順道到漢城觀

光。 
參加人數 : 57位同學（2-6 年級） 
日期 : 8月14日至8月21日 

暑期音樂海外交流活動 
今年暑假，為擴闊同學在音樂方面的視野，增加其演出經驗，並提升同學的水準，本校參與的

海外交流活動如下： 



「專 題研習」是香港課程改革的四大關鍵項目之一，其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情境，進行

探究式的學習，把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連繫起

來， 進而建構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態度。有見

及此，今年學校作出新嘗試，在六年級推行專題研習課

程。過程中學生自行分成小組，在老師的帶領下，就著

自己的興趣及能力，選擇有研究價值的主題，並透過資

料搜集、整理、分析、綜合、反思等過程，在探索中不

斷學習和創新。 
             專題研習是一個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它著重學
生學習的過程，相對於傳統的授課方式而言，更可提高

學生的思考能力，並且將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

之中，讓他們終生受用。經過這次專題研習的訓練與實

踐，我看見同學從「無」到「有」的轉變：由起初感到

束手無策、不知所措，至逐漸明白如何訂立主題、搜集

資料、設計問卷、進行訪問、分析資料，到最後勇敢地

站在台上分享其研習成果，這都是見證著他們成長的里

程碑。另一方面，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同學那份積極認

真的學習態度，尤其是平日一些成績稍遜及缺乏自信的

學生，均能發揮自己潛藏的才華，大家分工合作，完成

任務；至於一些平日較沈靜和被動的學生，在訪問的過

程中，亦能掌握與人溝通及待人接物的技巧，從而增加

個人的成功感。 
             這次學校推行專題研習只是一個開始，處於摸
索的階段，仍然有許多地方需要作出檢討及改善，但不

容置疑的是學生體現了「學會學習」的精神。他們興致

勃勃的投入參與，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懂得互相學

習、包容、欣賞、體諒，實在是一次寶貴的人生經驗，

不少同學均表示，他們喜歡專題研習的教與學方式。總

括而言，希望藉著是次專題研習的學習經歷，能擴闊老

師與同學的視野，為將來校本課程發展奠定新路向！ 
 
學生研習題目舉隅： 
1.   日本零食大搜查           10.     旅遊Fun Fun Fun 

2.   細說時裝的變化           11.     神秘的百慕達三角 

3.   花卉                             12.     雞尾包 

4.   電車 

5.   中西甜品比較 

6.   愛心靚湯 

7.   人與寵物犬的關係 

8.   穿梭電影世界 

9.   人與海洋動物的關係 

杜靜雯老師分享 � 專題研習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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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日 

    好野，第一名!                好重呀!    我最叻放飛機! 

我們都是運動健將! 快D，快D! 



持 分者問卷調查是一個學校評估工具，主要是利用問卷形式幫助學校蒐集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校重要範疇工作的意見。「學校自評小組」曾在本年三月按教統局規定的方法和程序對三至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進行抽樣問卷調查。在學校層面而言，持分者問卷調查旨在蒐集有關資料，以助編訂周年學校計劃及進行學

校自我評估作用。是次有關本校家長及學生的調查結果在此期家教會簡訊刋出，多謝家長抽空填寫問卷，更

希望能在未來就學校發展多提寶貴意見。                                                                                                  

                                                                                                               學校自評小組組長—容志賢主任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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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學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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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本 年度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爲六年級同學舉辦的直屬小學聯合畢業典禮已於6月3日假香港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順利舉
行。我們藉本期簡訊分享部份畢業同學的心聲，謹此祝願各畢業同學前程錦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畢業同學的點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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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何文婷            班別:   6A 

        我叫何文婷，我在基灣小學已有六年的感

情，對於很多老師和同學都非常不捨得。很快要離

開母校，升到中學，自己很想升到中學，但又不捨得小學的事

情，真是不知怎樣。希望升到中學，能適應中學的生活，能愉快

地學習，經常回來小學探望老師和同學吧! 

姓名:   伍耀森            班別:   6A 

        我在這間學校足足讀了六年，在這六年

間，我學會了很多事情。其實我覺得上課除了是

學習知識外，我們還要學習如何跟朋友和同學溝通、相處。在六

年內，我和同學、朋友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有關心的時候，也

有傷心的時候，真令人回味。 

姓名:   楊子欣            班別:   6A 

        我快要畢業了，十分不捨得各位老師。在

這六年裏，我認識了很多同學，他們有些十分頑

皮，有些則十分文靜，我和他們相處得很開心。他們也會幫助我

解決功課上的難題。我希望中學也可以和他們一起，繼續互相幫

助。 

姓名:   鄭斯元            班別:   6B 

        轉眼間，我進了這間學校已經有六年了，

學校裏的一切，無論是一桌一椅，都與我交下了深

厚的感情。 

        回憶當初入學的時候，只感到陌生和不習慣。陌生的是

新的老師和同學，不習慣的是新的學校環境。但是，經過六年的

相處。我已不再感到陌生和不習慣，反而感到學校就是我的另一

個家庭，老師是我們的父母，而同學就像我們的兄弟姊妹。 

        現在已是六月中了，我們的心情既悲傷而又歡喜。悲傷

的是快要離開母校，離開校長、老師和各位同學。而歡喜的就是

自己總算完成了六年的小學階段，升上中學。 

        所謂「世上無不散之筵席」，以後我和同學一定會保持

聯絡，繼續互相照顧，幫助和研究。所以我相信我們的友誼是不

會因分離而疏淡的。 

        我們升上中學後，一定要培養良好的品德，努力讀書，

要為母校爭光，不會辜負校長和老師對我們的期望啊! 

姓名:   楊曉彤            班別:   6B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我就要小學畢業

了，即將要離開我學習生活了六年的母校，我真

的有點不捨得，我不捨得離開辛勤教導我們知識的老師們，特別

是黎主任，亦不捨得跟我一起學習的同學們。在這六年裏除了學

懂了不少科學知識之外，還學會了尊敬師長，對人要禮貌，與同

學要互助友愛，使我健康地成長!在即將離開學校之時，我衷心

地向學校的老師們說聲：謝謝! 

姓名:   史國杰            班別:   6B 

        時間過得真快，回想起剛入讀小學時的

我，是那麼的害羞，看見老師都不敢抬起頭來。

六年過去了，在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下，我已由那個害羞的幼童

成長為一個活潑、樂觀、有社會意識及有責任感的少年。 

                如今，我即將畢業升中，此時此刻對敬愛的校長、老

師、校工、親愛的同學們以至學校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依依不

捨。六年的小學生活也將會變成一段美好回憶，令我畢生難忘。

在以後日子裏，我會更加發奮圖強，潔身自愛。今天我們因為自

己曾是基灣小學的一員感到自豪；明天，基灣小學也一定會因我

們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驕傲! 

姓名:   羅樂怡            班別:   6C 

        轉眼間，由我剛剛入學時的小一到現在小

六，這六年的生活已接近尾聲了。 

        在這六年裏，我與基灣小學培養了一段深厚的感情。我

愛我親切的校長，愛我誨人不倦的老師，愛天天陪伴我的同學，

愛各層的校工。那麼快就要升上中學，總覺得依依不捨啊! 

                讓我們這班情同手足的兄弟姊妹們永遠保持聯絡吧! 

姓名:   岳崢匯            班別:   6C 

        學校是我第二個家，如今我要搬家了。

離開母校，升上另一個階段。在這六年以來，我

的知識由零開始增加了不少，升上中學，也是為了繼續豐富我的

知識。可是，離別六年中的老師、同學和新、舊兩間校舍，真是

萬分不捨。除了這些外，連校內的校工、活動，甚至測驗、考

試，都有一絲不捨。雖然有不捨，但我對我的成長還是感到高興

的。但願所有開心的記憶都牢牢印在腦裏，讓以後可細味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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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樂兒            班別:   6C 

        我是這間學校一至六年級的學生，說的

也沒有這樣快又過了充實的六年了!真有點不捨

得。不捨得的不只是老師和校長，還有新舊校的每一個角落。 

        這六年來，每位老師也對我們無微不致，令我深深地體

會到師長與學生之間的感情，的確加深了不少。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真的不願意離開這間充滿童年

回憶的學校! 

姓名:   陳韻琪            班別:   6D 

        光陰似箭，轉眼間就過了六年，快要畢業，結束小學

的生活。以前總覺得畢業是一件很遙遠的事，真想不到現在就

輪到自己，心裏有很多捨不得要離開，而且很後悔以前因為身體差，時常都

要請病假，失去了很多上學的時間。但其實我最捨不得的是不能夠再與這些

好朋友一起上學讀書，畢業後大家都要各奔前程，不知何時才能相見。 

        不過，我相信大家有緣就一定能再見，而將來我會緊記老師的教

悔，勞力讀書。最重要的是，在我心裏永遠都不會忘記這段快樂的回憶。 

姓名:   方恩諾            班別:   6D 

                我的名字是方恩諾，我已渡過了六年的
小學生涯。在這個階段裏，我領悟到其實很多事

物，只要大家用心地觀察，就會發覺任何事都有美好的一面。我

不但學到了與人相處的技巧，還獲得了豐富的知識，以及認識到

一群很好的朋友，真是獲益良多。 
我很希望其他「師兄師妹」能跟我一樣以輕鬆的心情去

學習，那麼你的小學生活便會更加愉快了。 

姓名:   馮祉呈            班別:   6D 

        快要畢業了，我想多謝學校的老師和同

學。他們對我的種種恩惠，令我沒齒難忘。 

        我首先要感謝可敬的老師，我在他們悉心的培育下，慢

慢成長，學懂怎樣培養品格，學懂待人處事，學懂怎樣做人。 

        我更要多謝我的同學，當我有需要時，他們會幫我；失

意的時候，他們會鼓勵我，令我重新振作。 

        還有約一個多月便畢業了。真是捨不得他們哦! 

姓名:   葉子琪            班別:   6D 

        離校在即，忽然間，在這一刻，覺得自己

真的在這裏，渡過了六年寒暑。 

       六年了，本來是一個經不起風浪，常給老師責

罵的小朋友，變成一個好像經歷滄海桑田變化的人；以前，總見

學長的畢業，也渴望輪到自己。現在到自己，知道即將畢

業，心情反而五味雜陳，不知道還能否再見相處六年的同學。無

論怎樣，也祝福各同學能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開心渡過每一天。 



 
How to teach English 

The  first  lesson in  teaching  English  is  to 
make it fun!  If you love teaching English then the 
students will love learning it.  Endless dictations 
and copying out words and sentences removes 
the joy from learning as does correcting every lit-
tle mistake.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applauded for little steps in English. �Well done�s� 
need not only be for answering a question per-
fectly, but holding a book the right way up, or 
trying to answer a question. Parents should try to 
find a little time to listen to their children read in 
English.  If the child cannot read the words, then 
just enjoy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and discuss in 
Chinese what is happening. This helps to create a 
reading culture and encourage a love of English.  
             
            Alison Dye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如何教授英文 

       教授英文的第一課是在於使其有趣味!假若

你喜愛教授英文，學生自會喜愛學習英文。無休止

的默書和抄寫字句扼殺學習的樂趣，情況就好像改

正每一個小錯處一樣。學生應在學習英文中，因得

到些微進步而受到鼓勵及讚賞。“做得好”不單用

以回應一個問題的完美答覆，亦可用以回應正確的

高舉書本，甚至解答問題的嘗試。父母應嘗試給予

一點時間聆聽他們的孩子閱讀英文。如孩子不能夠

閱讀英文，那就一起享受看圖畫及用中文討論圖畫

裹所發生的事情。這對於建立一個閱讀的文化及鼓

勵英文的喜愛都有幫助。 

                                  
                                   Alison Dyer (母語英文教師) 

                  翻譯: 葉澤深先生 

分享園地 

 

親子講座花絮 

今次的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題目是「如何

培育資優兒童」。 

講座邀請到余古少賢女士（理工大學應用

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來探討兒童的培育。 

家長們也聽得很留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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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年度的家教會中， 我們有幸招
募了一大批熱心幫助家

教會工作的義工家長，

故此，開展的各項工作

都能順利完成。在此，

僅用小小篇幅，向各位

曾經幫忙的家長致以萬

分的感謝！下面列出粗

略統計的名單，如有遺

漏，甚為抱歉： 

 
班別    學 生       家 長 

1A        甄籽程       呂惠芳 

1A        黃漪澄       鄭鳳儀 

1A        雷漪晴       吳雅儀 

1A        張翔           許毅珊 

1A        陳曉妍       陳太 

                 

1B        羅偉城       吳淑玲 

1B        黃子銘       黃太 

1B        高司雒       冼潔瑩 

1B        董詠茹       董壽春 

 

1C        何穎忻       許戈 

1C        胡洛彤       曾少茵 

 

1D        陳慧瑩      劉淑屏 

1D        朱彥如      謝淑蓉 

1D        梁灝銘      梁永康 

 

2A        莊芷楠      黃敏儀 

2A        佛嘉倫      Ma Sun Kuen 

2A        陳樂行      鄧詠梅 

 

2B        何思翰      黃敏琴 

2B        洪梓華      李凱怡 

2B        張彩欣      陳莉花 

2B        鄭穎駿      鄭太 

2B        蕭煒堯      陳秀芳 

2B        鍾卓藍      鍾太 

 

2C        張士嵐      陳樂藝 

2C        陳樂儀      畢凱琪 

2C        梁加朗      周少萍

             

2C        劉宗為      汪循悌 

2C        陳俊儒      楊慕碧 

2C        郭朗蔚      關潔霞 

2C        李鎂鈞      何嘉玲 

 

2D        何雅文      陳玉鳳 

2D        鄺芷瑩      鄧秀珍 

2D        林浩恩      楊素芬 

2D        劉海晛      唐燕姬 

2D        勞敬儒      陳巧玲 

2D        黃澄心      黃太 

2D        黃紫鈴      黃玉慶 

 

3A        陳君樂      邵慧明 

3A        蘇嘉銘      盧桂蓮 

 

3C        張守正      范麗香 

3C        張家瑋      張志明 

3C        李子延      林容燕 

 

3D        余倬恩      余柏才 

 

4A        袁淑萍       吳美玉 

4A        楊文傑       楊太 

 

4B        鄧浩文       鄧松坡 

 

4C        黃瑋諾       周少芬 

4C        譚灝文       陳潔珊 

4C        薛浚暘       薛龍江 

 

4D        葉沛晴       葉澤深 

 

5C        李諾雋       李兆基 

 

5D        蔡學彰       蔡宗輝 

5D        梁嘉善       呂淑玲 

6A        余穎妍       梁潔冰 

6A        何文婷       譚若紅 

 

6B        黃鉅山       黃太 

6B        容浩晴       陳真意 

6B        鍾欣穎       冼綺琳 

6B        許雨恒       姚奕紅 

 

6C        朱勇坤       李子紅 

6C        潘嘉琪       李玉薇 

6C        鄭均彥       馬靜芬 

6C        羅樂怡       劉敏如 

6C        呂羨詩       吳靜嫻 

 

6D        姚錫安       駱惠儀 

辛苦了，謝謝你們! 

注意事項 
家教會資源中心將於七月十日至九月三日期間停止開放。 
於七月三日借出之書籍，可保留至九月從新開放時才交還。 



編輯小組成員 : 葉澤深先生，許姚奕紅女士，雷吳雅儀女士，鄺鄧秀珍女士 

會址 :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電郵: pta@ccckeiwan.edu.hk 

本簡訊另提供彩色版，歡迎自行在家教會網頁下載 (http://www.ccckeiwan.edu.hk/) 

                                                                                小一家長意見 

                                               總數       百分比       百分比 

 

收回問卷                                758            --                -- 

(其中130份為小一家長意見)                 

                                                               

1.          洗熨校服模式 

             手洗                          206          27%           43.8% 

             機洗                          552          73%           56.2% 

 

2.          夏季校服整體意見 

             非常滿意                   15           2%             2.3% 

             滿意                          363          48.3%         53% 

             一般                          334          44.4%         40% 

             不滿意                      34           4.5%          3.8% 

             非常不滿意               5             0.8%          0.9% 

 

3.          冬季校服整體意見 

             非常滿意                   18           2.4%          2.3% 

             滿意                          325          43.2%         47.7% 

             一般                          363          48.2%         41.5% 

             不滿意                      36           4.8%          6.9% 

             非常不滿意               10           1.4%          1.6% 

                                                                                               

4.          供應商在校服訂造 

             派發及更換的安排 

             非常滿意                   20           2.7%          1.5% 

             滿意                          352          46.9%         51.5% 

                                                                                 小一家長意見 

                                               總數        百分比      百分比 

             一般                          324         43.1%          36.9% 

             不滿意                      47           6.3%           6.1% 

             非常不滿意               8              1%              4% 

 

5.          供應商的服務態度 

             非常滿意                   23           3%              1.5% 

             滿意                           322         43.2%          51.2% 

             一般                           365         49%            42.6% 

             不滿意                       29           3.9%           3.9% 

             非常不滿意                6             0.9%           0.8% 

 

6.          是否願意付出較 

   高價錢以改善質素 

             願意                           196         26.5%          30.2% 

             不願意                       544         73.5%          69.8% 

 

7.          如願付出較高價錢以改 

             善質素願意多付百分之幾 

             百分之十                  178         70.4%          80.5% 

             百分之十五               42           16.6%          14.6% 

             百分之二十               33           13%            4.9%          

 

 

註 : 由於小一學生是全部穿著由新供應商 (金綸)所供應之校

服，更能準確反映家長對新供應商之意見。因此家教會特別將

小一學生家長的意見一併刊登，以供家長及校方參考。 

校服問卷調查報告分析 

問: 可否預告新學年的教學主題? 

答: 2004-2005年度的教學主題是『常存愛心 樂於助人』。我們希望藉此

教學主題，讓孩子體會基督的大愛，實踐愛家庭、愛學校、愛老師、愛同

學，使彼此互相關懷，互相幫助，在基灣的大家庭，一同成長。 

 

問與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