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光飛逝有如白駒過隙，轉眼間暑假又快到了。今個學年好像過得特別快，這大概是「喜樂」不知時日過!          回顧今年的會務，一切活動在神恩眷顧下都得以順利舉行。至於問卷方面，由於家長們就午膳供應商問卷踴躍表達意見，而校方亦對家長的意見甚為關注。因此在本年度最後一次的家長教師會中已決定更換午膳供應商，相信下個學年學生們將有一番新滋味!          在功課問卷方面，原定於學期尾派發。但由於校方於下學年度將會更換中文科課本，而全年評估次數亦會由六次改為四次，以配合新的課程改革發展。因此家教會決定將功課問卷於下個年度從新設計，以確保問卷之內容能真實反映家長對新課程、功課量及評估次數之意見。家長們
請耐心等候吧!         展望來年，家教會希望於下個年度能加多一個親子義工活動，使家長及學生們於親子活動之餘，亦不忘對社會的一份關懷及義務。此外，家教會亦希望能招聚一些於英語及普通話有特別恩賜的家長，一齊參與專為五、六年級同學預備的會話及面試訓練。在此呼籲有以上恩賜的家長可與校方或任何一位家教會委員聯絡。         最後，隨著驪歌高唱，小女沛晴與其他六年級的同學們將會離開基灣，向人生的里程邁向新的一步。在此謹祝各畢業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主恩常存!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6D 葉沛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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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     主席心聲 1 班門弄斧後現代版 2 男、女童軍及音樂組宿營 3 畢業生感言 4 畢業生家長感言 5 六年級畢業福音營 6 小書迷的好書分享 7 學生話劇表演剪影 8 家教會呼籲 8 問與答 7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7月3~14日 參予「第12屆加拿大Kathaumixw國際合唱節」表演及比賽 (高詩) 加拿大 
7月19日 與上海小學聯校管樂隊交流 (高管) 香港 
7月31~8月4日 參予「亞太管樂節」交流活動 (高管) 澳門 暑期交流活動預告暑期交流活動預告暑期交流活動預告暑期交流活動預告 



第2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林： 本來很不想用「百忙中抽空」這種「行貨」。但當我看見最近樂隊練習時間表，便知道沒有比它更貼切的了。在此先行謝過。         這次訪問希望能以外行愛樂者的角度，向內行請益。看看大家對音樂的不同看法。         我最初接觸的音樂就是粵曲，姚蘇蓉、青山。接著是羅文、徐小鳳等。到我自己選擇便到關正傑、陳百強、佐田雅志。其後到台灣讀書便聽羅大佑、李宗盛等。長大後學聽爵士、古典。但總是似懂非懂。 朱： 爸媽是古典音樂愛好者（但沒有機會接受任何正式訓練），自幼家中便常播著一些流行的古典樂章。我從中學時代開始，就喜歡聽著音樂做功課。那可以提供一個固定的空間穩定我的情緒。功課亦做得不錯。         那時候我愛聽的是Barry Manilow、ABBA，還有日本偶像歌手柏原芳蕙等。我還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會重複的聽同一首歌。如早前張震嶽的「愛我別走」，我最少聽了100次。         像我最近忙得一團亂，我就找了一張莫札特Sinfonia 

Concertante的CD在教員室小聲的播放，我便可以安靜的做事。直至真的不行了，便會找人談幾句，然後再繼續。 林： 近日一片懷舊潮，我發現二、三十年前的舊歌，我竟然可以一字不漏的唱完（先不管好不好聽）。有人說是因為以前的音樂較嚴謹，歌詞有邏輯，水準亦較高，你同意嗎？ 朱： 你能記得遠年的歌詞，可能是那些歌在那時候感動過你。這也關乎到「機緣」時間、人物、地點都有影響。除了真的要交作業，我不會去界定一首歌是否高水平，因為這樣會很累。         其實只要聽到一首樂章能感動到你，讓你喜歡，就已足夠，不用想太多。音樂最大的作用是用來調劑我們繁忙的生活，舒緩工作的壓力。         音樂要做到感動人，本身就很抽象，所以我們教小朋友時，就不能光做一些門面功夫。把音準及拍子練好是不足夠的。要一直練到某一刻，他們會一下子體會到那種感覺。一種純粹的感覺。         最近李克勤的 ”演奏廳”，你覺得如何？ 林： 我知道坊間都有很高的評價，但一點都不能感動我。只感到幾位獨當一面的大師在表演，卻感不到他們的音樂交流。 朱： 我就覺得內容很堆砌，有些歌曲中「故意」加入一些古典樂曲旋律（太深，筆者聽不懂），根本不協調。而「婚前的女人」歌詞可說與樂曲本身完全不配合，浪費了這麼出色的樂師及李克勤的演繹。 

班門弄斧後現代版班門弄斧後現代版班門弄斧後現代版班門弄斧後現代版    ——    與朱主任談音樂與朱主任談音樂與朱主任談音樂與朱主任談音樂    

        反而早前我去聽TWINS演唱會，她們的一些歌為了配合遊樂場氣氛而用了一些MARCH（這次聽懂了!），我就覺得滿配合，而且很有娛樂性。 林： 我也愛聽一些不太heavy的Rock music。如Dire Straits、
Santana等，都甚有個人風格。但是一聽Jazz就不太分辨得出，是甚麼原因呢？ 朱： 我不太喜歡 Jazz，感覺太懶了。可能是我未到那個年紀和心境吧!倒不如給你介紹一隊男聲組合 Kings’ Singers，是我的至愛。他們整組人聲音很和諧，和聲做得很優美。選唱如英國民歌，七、八十年代歐西流行曲，他們都以其獨有的手法唱出。 林： 你看歌劇（Opera）嗎？ 朱： 有看過。 Opera 是很難完全學會如何去欣賞的。他們有整個故事、人物、佈局，是一項綜合藝術。 

        我較喜歡音樂劇（Musical），最愛 ”Ma Ma Mia”（因為我喜歡ABBA），”Whistle Down the Wind”，”Beauty and 

the Beast”等。但 ”Phantom of the Opera”，”Cats”等我都不喜歡。 

        以前做功課時也曾分析過中國「樣板戲」（即革命歌劇），如 ”紅燈記”， ”智取威虎山”等，覺得很有趣。當中「虛擬化」的表演技巧更是特別（就像現代的電腦世界）。其實「虛擬化」是中國戲曲的獨特表演手法，舞台上空空如也，只靠演員的動作來表達騎馬、關門、划船、滑雪等，相當有趣。 林:：最後想問問你最近愛聽甚麼CD？ 朱： 我比較喜歡倫永亮、側田和陳奕迅。特別是陳的 ”Get a 

Life”，我還是聽現場的! 林： 我也有他的 DVD，最喜歡 ”單車” 中「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誰要下車」。但如伯軒伏在我的肩膊，恐怕一定「炒車」。 

        另外我想推介張學友的「活得精彩Live」DVD，很適合家長的年齡層。 朱： 我也有些「心水推介」，如果有興趣可以找來試聽一下： 

        Bach：Sheep May Safely Graze（能穩定情緒） 

        Handel：Arrival of “the Queen Sheba”（令腦筋清晰） 

        Mozart：Sinfonia Concertante K2976（令腦筋清晰）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Kings’ Singers主唱）（優美動聽） 

 還是老話一句，喜歡音樂是好的! 

 林志威先生 

(4A林伯軒家長) 



第3頁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男、女童軍及音樂組宿營男、女童軍及音樂組宿營男、女童軍及音樂組宿營男、女童軍及音樂組宿營((((浸會園浸會園浸會園浸會園))))    2222000000006666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11119999~~~~22220000日日日日 



 6C 梁詠珊              六年了，手中好像還留着剛剛來到陌生的地方因緊張而流出的汗水。 六年之中，我們真的學會如何面對種種的困難，如何克服障礙，令我們明白不少的道理。 我在基灣六年的生活裏，令我覺得最畢生難忘的還是六年級的時光吧！這年裏，對我來說是悲喜交集、人生的一個重要關口，它令我變得堅強。這年內，同學們都成熟了不少，不會再因小事而去憎恨他人，可能大家都想珍惜最後在小學的時光吧！            現在，每當我看到姊姊的白板寫着『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總是令我想起我最愛的基灣。    6D 王子霈             我在一年級的時侯，幸運地進入了這一所神的學校。我初入這所學校時，惋如一粒小小的種子，老師的教導好像春雨的滋潤；老師的訓誨好像肥沃的泥土，不斷地協助我生長。到我萌芽的時侯，我卻不斷地犯錯，老師們總是毫不留情地責駡我，當時我不明白他們的意思，還有一些憎恨他們。但是到了今天，我終於都知道他們用心良苦的教訓。 今天我畢業了，一方面是高興，因我將正式成一個中學生，但是我卻要依依不捨的離開我的母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和一眾老師，我在此向老師們說一聲：「多謝」。    

 6A 張幸男              在六年來，有一些日子是很艱苦的；可是有一些日子卻是輕鬆的。每一次考試，都感到背上有沉重的石頭，可是一天一天的輕，到了考試完畢後，就好像可以飛起一般的。 每一年將要升一級時都很快樂，因為大了一年又可以做大哥哥、大姐姐，雖然今年是六年級，已是最大，可是卻感到很悲傷，因為要離開母校了。 雖是悲傷，可是卻要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啊﹗    6B 馬頌康              只是轉眼之間，我巳過了六年的校園生活，回想起這六年間發生過的事實在太多，要想也未必能一一想起。雖然知識也未必全懂，但卻學會了不少技巧；雖然操行未必很好，但事事過得良心；雖然不是十項全能，但總能夠勉強過關。更開心的是遇到一班甘苦與共的好兄弟，每當有事發生總是第一時間想起他們，臨別依依，總是有些事做得不夠好，相處的時間總是好像太少，暗自後悔後，總要面對新的轉變，縱這六年不是好好的過，但也不覺枉過。六年來太多太多，好的壞的都總是回憶，己經發生了就只能珍惜，願我不會忘記這些寶貴的回憶，更希望有更多重要的人和事刻在我心中的日記裏。      

第4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畢業生感言畢業生感言畢業生感言畢業生感言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第5頁 原來老師着實有細心聆聽學生的心聲。 因經常要加班， 一家人經常要在外晚膳， 老師知道了，竟然請她喝湯， 雖然只是一口湯， 但在小朋友心裡是多麼的溫暖; 知道她每天也要前去托管，了解她的疲累及不情願， 經常鼓勵及讚賞她。 老師的關心， 令小朋友增加了自信、 能積極、負責任及認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縱使未必每次也能完善、完美地完成。             藉此也要向一些家長們道謝， 因為工作實在太忙， 忽略了兒女在學校的困難， 幸好遇到這些關心小朋友的家長， 讓我知道更多兒女在學校所發生的事情， 得使我可以體諒我的孩子，加以鼓勵。 在此真要衷心感謝這些家長， 真的幫了我一大把.            希望映霖升上中學後， 仍然能遇到有愛心及盡責任的老師。                                                                         6D 朱樂言家長             鳳凰花開，蟬聲鳴鳴，又是個離愁別緒讓人不捨的日子，孩子即將畢業，邁入升讀中學的另一階段。            回想六年前拖著孩子報考基灣小學，彷如昨天。六年來，看著孩子每天成長，實在感謝基灣小學帶給孩子豐富的學識，教曉孩子做人的道理，也培養了孩子音樂上的修養。            盼望升中的孩子，在新的學習環境能夠更加獨立與自信，成功的時候不驕傲，失敗的時候不氣餒，記著你們流著基灣的血，請鼓足勇氣，勇往直前。            相聚的時光匆匆，在離別情懷中，讓我們再次誠摯祝福大家永遠健康、快樂。在這最後相聚的日子，別忘記握握好朋友的手，抱抱愛你的老師，讓大家永永遠遠想念。 

  6A 黃安立家長              我的孩子很快便小學畢業，離開他「至愛」的母校了﹝是的，基灣小學真是他的至愛呢！﹞這段期間，每當我問起安立：「你要離開母校了，心情怎樣啊？」他總是用不捨的表情回應：「媽媽，我真的不捨得我的老師和同學呢！現在我的心情真是有種失落的感覺。」是的，其實我和安立也有這個心情。在這六年間，安立在基灣小學慢慢成長。學習了很多，得著了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品行，學會了守規矩，學會了不奢華，學會了尊敬他人，學會了禮貌，這些已經可以給他很大的得著了。而在作為家長的我，看到他每天帶著愉快的心情上學、回家。即使身體有些不適，也從沒有抗拒上學，從這點我已經感到十分安慰了。 安立要離開母校在即，我很希望籍著這處，向所有基灣小學的校長和老師說一聲「多謝」。對於老師給予小朋友的教導和栽培，心裡有說不盡的無言感激！    6C 程映霖家長              轉眼間過了六年， 映霖今年九月將要升讀中一。 回想起當初選擇入讀基灣小學(愛蝶灣)因為我是舊畢業生而使她得到額外的“十分”， 況且基灣小學(愛蝶灣)既是一所好學校，而自己又不用奔波， 何樂而不為！             由於需要工作， 並沒有太多時間去認識學校， 一直對學校的感覺並不深， 直至她升讀五及六年級， 兩位老師對映霖的關心， 體諒到她轉到丁班所要面對的困難， 同學間相處的問題， 發覺

畢業生家長感言畢業生家長感言畢業生家長感言畢業生家長感言    



第6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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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第7頁 
小書迷的好書分享小書迷的好書分享小書迷的好書分享小書迷的好書分享    

A untie Melodie read the book “Charlotte’s Web” to me and five of my class-

mates. I like the story very much because it is very funny and interesting. In this 

book, I like Charlotte (a spider) best because she can do many things for her friends. 

She always helps her friends, especially her best friend Wilbur (a pig). 

            Prudence is my best friend. She sits in front of me. I always play with her. 

We both like reading story books. I like drawing but she doesn’t like it. I learn from 

the book that friendship means we must help and love each other. I hop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for many years, just like Charlotte and Wilbur in the book. 

3D 孫凱盈 
因反應熱烈，是期好書分享繼續由本校學生投稿。現精選以下兩篇佳作。 
“M atilda” is a gorgeous book. It is written by the famous (and my fa-

vourite) writer —Roald Dahl. The story is about Matilda Wormwood, the genius 

girl, who lived with her parents that hated her.             Matilda was always alone when she was only one or two. She started reading 

newspaper and books to let her felt not so bored. 

            At last, Matilda could go to school. But unluckily, her headmistress was a 

brutal, fierce and child-hated woman. 

            On day, the headmistress took over her class. The children were making her 

upset and she started to punish Matilda who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Matilda was 

so angry and she used her super power to tip the headmistress’ glass. Of course she 

was mad because she couldn’t find anyone to punish.  

            So, Matilda and her teacher, Miss Honey, got a fantastic idea —— using Matilda’s power to scare the 

headmistress. They got the plan finished and at last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This is the best story I’ve ever read. 

5D 陳倩瞳 

 

問：下學年學校的評估政策作出甚麼改變？評估政策的改變對學生的學習有甚麼影響？ 答：由2006年9月開始，學校的評估次數將會減少，由原來的六次評估，減少至全年合共四次評估，即取消了評估三及評估五，目的是希望可以騰出更多時間，擴闊學生的學習時間與空間，令學生的學習層面更廣、更深。 

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     



注意事項 家教會資源中心於暑假期間將暫停開放，暑假前最後一日開放是七月八日。 借出之書籍，請各家長於七月八日或之前交還。謝謝! 家教會資源中心開放時間：逢星期六上午九時正至十一時半(公眾假期除外)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    hhhhttttttttpppp::::////////wwwwwwwwwwww....cccccccccccckkkkeeeeiiiiwwwwaaaannnn....eeeedddduuuu....hhhhkkkk    家教會在此特別呼籲各家長能給予我們更多的意見，無論以書信、電郵或其他的方式表達均可，家長們的寶貴意見對家教會來說都是一種鼓勵及支持。 會址：會址：會址：會址：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香港筲箕灣愛信道香港筲箕灣愛信道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3339999號號號號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ppppttttaaaa@@@@cccccccccccckkkkeeeeiiiiwwwwaaaannnn....eeeedddduuuu....hhhhkkkk 編輯小組成員：  葉澤深先生 鄺鄧秀珍女士 林志威先生 雷吳雅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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