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 說香港沒有冬天? 

 

數月前，還聽到某些天氣分析員

說香港快要成為亞熱帶區，再沒有冬

天了。早陣子搬屋時，本已把所有羽絨

厚衣入籠(幸好沒有扔掉!)，幾星期前

卻突然被北大人的冷風殺過措手不

及，急忙翻箱倒籠。持續嚴寒的天氣，

想必會為這個農曆新年增添應有的氣

氛吧! 

 

        去年年底，家教會和校方協辦

學生寫作比賽，目的就是配合校方推

行「常於寫作，善於寫作，樂於寫作」

的工作計劃。藉着這項比賽，同學能夠

提升寫作興趣，改善寫作技巧。細閱每

份作品，看到同學努力地用文字表達

己見和抒發情懷 (本人也是評審委員

之一)， 技巧上也許有

所參差，但整體上是令

人鼓舞的。盼望同學透

過陸續舉辦的比賽和積極踴躍的參

與，激發自己對寫作的熱愛和興趣。 

 

踏入二月，又是校際音樂節連串

比賽的開始。相信每位家長看到子女

大清早便睡眼惺忪地上學，下課後練

習至傍晚才拖着疲累的小身軀回家，

心裡總是百感交集。艱苦的訓練，嚴謹

的紀律，加上學科的要求，有時真佩服

小朋友(及家長)對音樂的那份熱誠和

堅持。不想再說什麼「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只希望家長、同學、校方都能

全情投入整個比賽。如果成功，固然值

得鼓掌慶賀；即或落敗，若能從失敗中

學會面對逆境，從失望中懂得尋找出

路，這不正是我們這一代孩子真正需

要學習的奮發精神嗎? 

 

最後，謹代表家教會在這裡向大

家拜個早年，祝大家萬事勝意，主恩常

存。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3C葉沛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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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在眾會員支持下已於十月十二
日順利完成就職典禮。當晚，各執行委

員從校長手中接過委任狀，正式宣佈就

職。深信各委員必全力以赴，與學校及

各位家長一同積極參與校內所有活動。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會員名單執行委會員名單執行委會員名單執行委會員名單    

主席   :      葉澤深先生  (3C 葉沛柔家長) 

副主席 :      吳雅儀女士 (5D 雷漪晴家長) 

              劉惠明校長 

文書   :      黃美娟女士 (1B 洪嘉良家長) 

              李韻蘭老師 

司庫   :      鄧活敏女士 (2B 張海嵐家長) 

              潘三鳳主任 

 

聯絡   :       鄧秀珍女士 (6D 鄺芷瑩家長) 

               黎鳳瑛老師 

康樂   :       李相寧女士 (2D 張素兒家長) 

               黃富雄主任 

委員   :       歐麗清老師 

             許濤女士 (1A 許友泓家長) 

               劉堅女士 (2C 何成禧家長) 

                         梁敏儀女士(4D李銘勤家長)  

               蔡錫聰先生 (4D 蔡懿德家長)  

              黃容娣女士 (5C 梁灝銘家長)  

               蔡宗輝先生 (6A 蔡學殷家長)  

               何韋儀女士 (6C 李佩璇家長)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長教師會講座家長教師會講座家長教師會講座家長教師會講座    

於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順利舉行了家

長教師會講座 —–「管教子女的藝術」，由

陳嘉璐醫生（太平紳士）主講。謝謝各位抽

空蒞臨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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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後記親子旅行後記親子旅行後記親子旅行後記                                         李相寧女士 (2D 張素兒家長)    

一 年一度的親子旅行又來了。在一月十九日(星期六)

早上，我帶着緊張的心情回到學校，預備分配旅行名單給

各負責的車長。今年是我首次替家長教師會籌備旅行，所

以心情特別緊張。 

              到了八時三十五分，大約555名同學及其家人齊集

操場上。點過名後，大家便準備就緒出發了。我們首先到

「荃灣三棟屋博物館」。 

              「三棟屋」是一條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典型圍村，於

一七八六年由陳姓客家人建立，該家族於十八世紀中從廣

東移居至荃灣現址。該處原先只建有三列房舍，故名為三

棟屋。 

 

 

 

 

 

 

 

 

 

 

 

 

 

 

 

 

 

 

 

參觀完「三棟屋」，我們便到「悅來酒店」享用豐

富的自助午餐。那裡地方很大，兩個相連宴會廳巳能容納

了我們555人。值得稱讚的是，我校的同學及家長相當有秩

序、有禮貌地去排隊取食物，沒有爭先恐後。 

緊張時刻又到，當然是抽獎環節，獎品是由熱心家

長送出。有不少同學在抽獎範圍高聲呼叫自己的班別，使

整個宴會廳籠罩着熱鬧氣氛。秩序上也有少許混亂，但一

到容主任抽獎時，他只是說了一句，所有同學便乖乖的向

後坐。果然是一位有豐富經驗的老師，真是佩服！ 

              我的女兒相當幸運，她從老師手上接過可愛的毛

公仔，對它喜愛有加，回到家裏還將它放在床邊陪伴她一

起睡。 

              抽獎過後，我們便向「大棠茘枝莊」進發。那裡有

很多設施，有馬術活動、士多啤梨園、射箭等。園內種植

了不同種類的植物，還飼養了許多牛羊和其他動物。 

首先我們到馬術場地，由經驗豐富的騎師陳先生介

紹馬術。他講解時好像江湖賣技般生動有趣。他的安全騎

術表演十分精彩，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我們聽後到馬房

參觀及餵飼馬匹。我和女兒一起觀察，評論哪一匹是快馬，

好像專家般。有些同學更親身感受騎馬的樂趣。 

做完專家，我們便到士多啤梨園採摘新鮮的士多啤

梨。那些士多啤梨又甜又新鮮，我們還買了一些回家吃。 

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回程的時候，我們都有點依

依不捨，最好可以多留一會。      

回家後，我好像放下心頭大石，因為今次的親子活

動總算順利。但美中不足是時間不足，希望下次會好些。

              最後，要多謝家長教師會各會員的協助籌備今次

的活動，更要多謝各老師的支持和參與。 

              謝謝！ 



真 沒有想過，活了一把年紀還會像小女孩般追星。

只差沒有追着車門拍打。說的是七月三十日聽完基灣管弦

與澳門青年交響樂團演出後的一衆基灣家長。 

 

              以小學生為主力演奏一整場音樂會，實在難以想

像。我光是記那十六首曲目已花了一個月。上次沒有出席

學屆比賽的家長們，我會跟你們說聲「可惜」，但今次因

「五斗米」而未能到現場的可說是「終生抱憾」，且讓小

弟細細道出當晚盛況，看看是否能稍作紓解。 

 

              一開場，看到馮啟文先生愉快而滿足的笑臉和輕

快的腳步，仿佛感覺到馮生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一桌豐盛的

音樂晚宴。果然，第一曲〈那布果〉序曲就沒有讓我們失

望。高手出招，完全不需要熱身，一來已是激昂的序曲，

全場頓時進入狀態。接着〈阿衣達〉進行曲，耳熟能詳的

主旋律，由馮生愛徒李嘉灝(基灣校友，現就讀男拔中一)獨

奏。絶對是名師出高徒，完全不用替他担心(我就常聽到讓

我擔心得滴汗的獨奏)，大家只管放鬆心情欣賞。 

 

              不得不提木管組在〈五首宮廷舞曲〉中的SOLO部

份(DVD00:30)，當中一個小節非常特別，是由四支不同樂

器「接合」而成，配合得天衣無縫，懇請各位一再細心欣

賞。全晚第一 個 高潮在第六 首〈婚禮進行曲〉出 現

(DVD00:52)，首四個音符一出，大家的身體都不其然往前

傾。我當場想到能再行一次婚禮就好了！(我可沒有說是跟

別人啊！)該曲接近完結時，我發現坐在我身旁的李衍恩

(沒有參與演出，卻一家六口捧揚， 請敬禮)外婆已高擧雙

手準備偷步拍手，好大的胆子！須知台上是馮生的天下，

台下可是小弟的管區。情急之下，只好把留在最後才用的

「BRAVO」先行用上，總算把場面壓住。 

 

                            一樣的曲目一樣的曲目一樣的曲目一樣的曲目，，，，不一樣的心情不一樣的心情不一樣的心情不一樣的心情 

              上次聽〈布拉姆斯〉第四和波斯市場(上屆冠軍曲

目)時緊張得想扯雷太的長頭髮， 這次卻差點沒開一罐可

樂來欣賞，心情真有天淵之別。 

 

                            幼吾幼幼吾幼幼吾幼幼吾幼 

              中場休息後送上一段銅管五重奏清新一下味蕾

(DVDT/T2/0:09:00)(去年學屆冠軍，已失落七年)。此環節

因有小兒參與(其餘四人為黃澄心、李嘉灝、林斯蔚及伍晟

禮)，本想輕輕帶過，但當中一段小插曲，讓我不能不多費

筆墨。眾所周知，伯軒體形一向「中厚」，極易流汗。當

晚演奏後即時在台上用手拭汗，全場哄笑。但沒想到竟有

多位家長老遠跑來拍我的肩膊說：「好嘢！吹到出晒汗。」

「十成功力」、「出晒真功夫」(請容許我用口語，甘願被

罰改正)。大家都把伯軒當成自己的兒子看待，在台上拭汗

也有這麼多讚美，那發明太陽能手電筒(有太陽時會亮，沒

有陽光時絕對不會亮)，豈不是要頒授諾貝爾發明獎？ 

 

                             澳門青年交響樂團上場澳門青年交響樂團上場澳門青年交響樂團上場澳門青年交響樂團上場 

              驚喜一浪接一浪， 澳門青年交響樂團與何穎彧、黃

品熹和郭柏毅三位弦樂高手合奏〈霍爾堡組曲〉(DVDT/

T2/0:19:30)，讓人聽得如痴如醉。只見三人在台上運弓如

飛，正是「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光看這一曲就知

道他們平常練功之勤。李嘉灝的小號搖籃曲亦不讓他們專

美，全場觀眾都聽得搖頭擺腦，優美的旋律， 潤澤的音色，

至今仍在我腦海中飄盪。當時現場的氣氛已接近沸點。除

了報以熱烈的掌聲外，更有觀眾大叫李及何的名字，把他

們嚇了一跳。(你猜猜是誰叫的?) 

 

              接近尾聲， 兩隊攜手合作， 台上坐滿百多位青少

人生幾何人生幾何人生幾何人生幾何                                林志威先生（6A林伯軒/2B林伯儒家長） 

記07基灣小學管弦樂團與澳門青年交響樂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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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音樂家。佈置停妥，馮生再度出場。這時，我看到馮生

臉上掛着一絲神秘的笑容，像在說：「這麼快就滿足，好

東西還未上場呢！」 

 

              指揮棒一揚起，跳躍的音符和熟悉的旋律交織成

一幕幕經典鏡頭。對！是「老千計狀元才」主題音樂──

卓別林的「賣藝人」，記得這齣電影？那你年紀也不小了。 

 

              整晚的高潮─天鵝湖和法朗多，我知道以我的能

力絕對無法形容當時的震撼場面。我只記得樂曲一結束，

馬上聽到砰砰的椅子聲，原來很多觀眾跟我一樣第一

時間跳起來起立鼓掌。歡呼聲和掌聲持續五分鐘之久，馮

生更三次出場謝幕。最後伍晟禮媽媽更鼓足勇氣來一下尖

叫，但可能是勇氣太多，竟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尖叫。當場

引來哄堂大笑，同時亦為當晚寫上完美的句號。 

 

              散場後，大伙兒都不願散去。為了表達我們由衷的

謝意，我們寧願餓着肚子(由於對澳門交通的不信任，大家

六時許已抵達文化中心，根本來不及吃晚餐)，也要在門外

守候，再一次以掌聲獻上無言感激。靜候期間，正好讓我

們回味剛才的美好，讓它埋藏於記憶深處；同時，思緒亦

開始飄遠，可有想過；他日孩子們結婚時重溫當晚片段，

會是何等幸福！若然有基灣管弦現場奏出「婚禮進行曲」，

將更是完美。(只要有夢想，誰說不可能？) 

 

                            享樂過後享樂過後享樂過後享樂過後，，，，是時候數算恩典是時候數算恩典是時候數算恩典是時候數算恩典 

              二十載風雨不改，以他驚人的音樂天賦栽培基灣

學子──馮啟文先生。地上一切言語都不能表達我們的謝

意，就算未能入選校隊的同學，光是學習馮生無私奉獻的

精神，相信已夠你終生受用。陳君樂媽媽就跟我說過，她

從不奢望兒子能入校隊。只望兒子們跟馮生學做人，於願

足矣！(陳太，妳還真識貨。) 

 

              劉校長對樂隊的支持大家有目共睹。難得是她從

來沒有絲毫架子，完全配合負責老師的指示。正正展示基

灣大家庭上下一心，無分彼此的精神。 

 

              三位音樂老師──朱主任、崔老師和蕭老師更是

勞苦功高。光是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已忙透了，要兼顧同學

們的證件、膳食、交通、集合時間、練習綵排、家長們的

查詢電話等。我光是寫都覺得有點累，何況她們要在三十

六度高溫下執行。我們更有多位弦樂、木管、敲擊樂等導

師在默默耕耘，還有多位協助的老師、助理及工友叔叔等，

差點忘記崔老師的另一半葉生，每次都擔當我們的御用攝

影師，只要看看這些照片就知道他是如何用心的補捉神

髓。請容我在此一起謝過。 

                            感想感想感想感想 

              每當看到現實社會的紛擾爭拗，便倍感到基灣學

生的福氣，能終日浸淫在美妙祥和的樂聲之中。不管未來

的路途如何，相信他們都能樂觀面對，想心中不禁泛起

一絲暖意，頓覺人世間多了一份依靠。 

 

              祝各位一夜好夢！ 

 

*當日精采演出，已輯錄成DVD，歡迎到家長教師會資源中

心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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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好！我是今年的新老師——洪媲琳老師，很高興能加入

基灣這大家庭，在這短短三數月間，我已體會到基灣老師們的活力、

幹勁和親切友善，他們時刻鞭策自己、盡心教導學生，這份教學熱誠

深深感染了我。 

       基灣的學生跟我也喜愛閱讀和音樂。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集

會時，操場竟靜得鴉雀無聲，原來同學們正手執圖書，專心地在閱讀。

我相信校內學生的書包內一定會有圖書，正如我的手袋內也隨時放

着一本圖書。我很喜歡閱讀，不論任何書籍也不會放過，有時同學更

會把自己喜愛的書本借給我看呢﹗ 

       我也是自小學開始學音樂，可是當年的我只能閉門造車，基

灣卻為同學製造了一個分享音樂的好環境。音樂有種神奇的凝聚力，

能凝聚愛好音樂的學生、一班已升中的校友，更難得的是能凝聚一群

有心的家長，他們不但在精神上支持基灣，更以行動作支援，如充當

帶隊導師，這份無私的付出、這份凝聚力、 歸屬感才是最叫人感動

的。 

       我相信教學相長，往後的日子，希望不單能幫助學生成長，

亦能在過程中自己有所得著。 

老師「看真老師「看真老師「看真老師「看真D」」」」    

開 學的第一天，同學面帶笑容地問：「老師，你是新

來的老師嗎？我去年好像沒有看見你！」從那純真的對話開

始，我便開始了基灣小學(愛蝶灣)的教學生活。 

 

       大家好！我是2B的班主任陳敏珊老師，任教數學及

體育科。很高興能成為基灣的一份子，有機會與大家一起度

過愉快的校園生活。雖然來到基灣只是短短的數月，但已能

體會這裏的學生是活潑好動、純真可愛的。在教學的過程中，

雖然有感到工作繁重的時候，但學生的一點回應，再一次成

為我教學工作上的動力，更能從中與學生建立一份情誼，一

起成長。 

 

       願每一位孩子都能珍惜這大家庭給我們每一個學習

的時刻，與老師、家長一同努力，預備畢生受用的功課，為

將來打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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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高興能在這一期的簡訊跟大家見面。我是今年新來的莊

曉虹老師，很榮幸能在基灣小學(愛蝶灣)任教。我主要教中文、視

藝和普通話科。初來基灣小學讓我感受最深的是學生們都很活潑

開朗，上課表現積極投入， 尤其看到一年級同學朗讀普通話時那

種投入的神情，使我更享受課堂的教學。 

 

    相信很多人都認為學習普通話是一件困難的事，當然我也不

例外。當初學習普通話時我都感到很困難，經常讀錯字，四聲又讀

不準，曾感到灰心失意。有一次，有個朋友推介我看一套中國內地

的電視劇，由於多聽了普通話，我的普通話水平漸漸提升，自此我

開始喜歡學習普通話。希望各位同學都能找到自己喜愛的學習方

法，提升自己的語文能力。 

 

    最後，我希望能讓學生感到學習是一個有趣的過程， 能在基

灣每一刻都掛上笑容，愉快地學習。 

我 很榮幸成為基灣小學(愛蝶灣)一份子，我是楊慧茵老

師 — 今年才到校任教的新老師。雖然我常因着身形矮

小，皮膚白晢，外表文靜而被誤以為是音樂科老師，但其實

我是一位十分喜歡運動的體育科老師，此外，我也任教中文

和數學科。 

             在基灣的短短三個月中，「活」就是我在這大家庭中

最強烈的感受，這是甚麼感受呢﹖學生們的「活」，就是他

們每天滿有朝氣地回校上課，積極地投入課堂活動，歡樂地

參與課外活動，這「活」實在給我一份很大的動力去進行教

學；老師們的「活」，就是他們生動的教學、具創意的活動，

正正能推動學生的學習，另外他們對學生的不離不棄，更活

生生地活出耶穌基督的大愛，體現「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

手見證基督大愛」的願景。這「活」又給我一份提醒，除以

教學相長為目的外，更要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好榜樣。 

             最後，我很感恩耶穌基督帶我來到你們的身邊，希望

同學們能與我一起學習活出擁有基督的生命，感受活潑的

校園生活，互相建立深厚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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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二零零七至零八學年，校方推行「常於寫作、

善於寫作、 樂於寫作」工作計劃， 鼓勵同學勤加寫

作，從而提升思考和表達能力。為此，家長教師會成

立了六人工作小組，配合校方舉辦全校寫作比賽。 

 

         去年十一月， 校方根據工作小組擬定的題目，

請同學撰寫文章。在第一學期的寫作比賽中，每班選

出三分之一較佳作品，交予工作小組評審。客觀的標

準和公正的競爭，是比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為求客

觀，每篇文章都由至少三名小組成員根據議定的準

則審閱和評分；為表公正，其子女就讀某年級的小組

成員不得評選該年級的文稿。 

 

         到了十二月十五日，小組成員齊集家長資源中

心，選出得奬作品。過程當中，大家熱烈討論，彼此

交流。評選工作既苦且樂；苦的是要花大量時間和心

力審稿，樂的是喜見不少出色的佳作。有成員甚至認

為，所有初選作品都應大力表揚，還建議出版文集

呢。其實，小組成員原本打算每級各別選出冠亞季

軍，但有些作品只差一分入不了三甲，甚是可惜。因

此，工作小組徵求校方同意，除冠亞季軍外，每級增

設兩名優異奬，令更多同學的努力得到肯定。 

 

         綜觀交來的作品，質素確有參差，但是整體不

俗。除了同學認真寫作和家長不時提點外，循循善誘

的語文老師實在功不可沒。初小組別的同學，儘管文

筆稚嫩，詞彙有限，然而感情真摯，形容好朋友或喜

愛的漫畫／卡通人物時活靈活現，討人喜愛。中小組

別的同學，寫作技巧漸趨成熟，懂得運用豐富的文字

和多變的修辭手法，述說他們的興趣或難忘的比賽，

看後仿如置身其中。高小組別的同學寫來更是得心

應手，描寫理想的中學或喜愛的文章／書籍時，見解

獨到，行文流麗，叫人再三回味。 

 

           第二學期的寫作比賽快將舉行了，盼望同學

再接再厲，用文字與大家分享內心世界，說不定還

能奪魁而回呢！ 

中文寫作比賽中文寫作比賽中文寫作比賽中文寫作比賽                      曾惠儀女士(4D 溫嘉權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