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 筆之時，正值基灣管樂隊與

弦樂隊星馬交流之尾聲。上星期天

未光就要送子女到機場，明晚又說

要到機場接機。與其說家長何其頻

撲，老師與校方對音樂教育的堅持

與委身，不是令一眾諸多怨言的家

長們汗顏嗎? 

 

今期會訊用了不少篇幅訪問對

基灣音樂一直不離不棄的幾位重要

人物，好讓大家對音樂教育有更深

切的認識。劉校長對音樂教育的理

念及遠景;朱主任對「愉快學習」音樂

的解說與鼓勵;崔老師對學習音樂的

時間管理;蕭老師對音樂教育能培養

知識、技能和態度的肯定，以及馮指

揮對學習音樂的提醒與教導，都叫

家長及學生獲益良多。對家長及

學生們何只是溫馨提示，簡直是

音樂學習迷思中一道引人反思

的清泉。能夠扼要地把各路精英

的感受及教導精要地剪輯成文，

梁慧敏博士可謂居功至偉! 

 

轉個話題，今年適逢基灣四十

大壽，看到鄧志楨老師執教基灣四

十年的分享;當中秉承父親對教育信

念的堅持，對兩代學生與教法的比

較，對舊校那棵醉芙蓉的思念，對新

校的點點滴滴，叫人勾起無限回憶。

加上舊生朱北海先生帶領我們共渡

時光之旅，一瞥從前基灣的校園生

活。往事只能回味。畢竟人生沒有幾

個四十年! 

 

基灣四十大壽，一連串的慶祝

活動將進入高潮。五月二十六日的

音樂會，七月十一日的四十週年校

慶聚餐，九月四日的開放日等等…，

就讓我們一起身體力行去支持、參

與及分享這項盛事。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5B葉沛柔家長) 

主主主主席心聲席心聲席心聲席心聲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簡訊簡訊簡訊簡訊簡訊簡訊簡訊    
09-10年度 

(第三十五期) 

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     

主席心聲 1 

從前的基灣 2 

同渡四十年 3 

教 與 「樂」 4-5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6 

挪亞方舟一日遊籌備花絮 7 

動動腦筋 8 

家教會呼籲 8 

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2 

愛

蝶

灣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基灣小學基灣小學基灣小學基灣小學    



第2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從前的基灣從前的基灣從前的基灣從前的基灣                                                                    基灣舊生朱北海先生    

記 得我入讀基灣時，基灣是一間簇新的、剛

建成的校舍。那時基灣已是該區響噹噹，無人不

曉的學校，很多家長都帶着子女慕名而來。 

說來也覺得神奇，剛入學之初，基灣實在有

太多的擁躉，我記憶裏，學校實行上、中、下三

班際，而每班人數又多，迫滿了整個課室。下課

的鐘聲響後，同學們便迅速的離開校園。還記得

那時可能是課室不敷應用吧，學校的教堂也徵用

作臨時課室，英文默書也在教堂的長櫈進行呢。

這叫做能屈能伸，適者生存嘛！ 

我是讀上午班的，記得從前上學，六時許，

天還未亮，我已在校門外等侯呢！回到學校，便

在操場看書和温習。基灣這傳統學習法好像仍留

傳至今。 

從前的鍾校長，她關懷學生，我印象中她從

沒大聲呼喝學生，她嚴正但和藹可親。我從來對

聖經沒多大的抗拒，也沒有特別喜愛，但鍾校長

的聖經課我上起來毫無壓力，因為她把聖經故

事，說得娓娓動聽，我很喜歡上她的課。 

從前基灣的生活是刻苦的，那時候學生只

管讀書，沒有課後課，也沒有課後興趣學習。 

直至現在我可以郎郎上口的

是以前學習過的書，如「木

蘭辭」……一些聖詩和每當

有 學 生 畢業時唱的區會歌

呢！ 

欣 逢母校創校四十年(1970-2010)，學校特

意舉辦多項慶祝活動。歡迎校友撥冗參加。 

    

四十周年紀念校慶聚餐四十周年紀念校慶聚餐四十周年紀念校慶聚餐四十周年紀念校慶聚餐    

日期：2010 年7 月11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 6:00 – 10:30 

地點：假座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地下展貿廳全廳 

截止日期：2010年6月1日(先到先得，付款作實) 

 

學校特意邀請歷任校長及老師出席是次聚會，

黃耀穌校長、張月茜校長、陳甜梅校長及遠在

加拿大的鍾良施校長均答允出席，共慶此難得

盛事。當晚節目非常豐富，包括：學校發展圖

片展覽、珍貴舊相片自由翻閱、校友師生表

演，專訪及基灣知多少有獎問答等，出席者更

會獲得四十周年紀念特刊及精美紀念品一份。 

 

�  

校慶音樂會校慶音樂會校慶音樂會校慶音樂會    

日期：2010 年5 月26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8:00 – 10:00 

地點：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開放日開放日開放日開放日    

日期：2010 年9 月4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10:00 – 下午 4:00 

地點：新校舍(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有關各項校慶活動之詳情，可瀏覽學校網頁：

www.ccckeiwan.edu.hk 或致電29154140查詢。 

四十周年校慶活動四十周年校慶活動四十周年校慶活動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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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基灣小學的四十週年，在尚未開始一連

串精彩熱鬧的慶祝活動前，家教會很高興邀請到在基

灣小學一樣執教四十年的鄧志楨老師，同大家分享一

下她和基灣共同渡過四十年的一些開心難忘的時

光…… 

 

問：鄧老師，為甚麼會當上老師？又有甚麼原因，驅

使你當上老師40年？ 

鄧：因為我的父親從小對我們灌輸「當老師是一項神

聖而偉大的工作」這一個信念，因此，我的哥哥、

姐姐都當上了老師，而我也學效他們，也當上了老

師。我當了老師40年，過程當中，每當我看見小孩

子在我們悉心的培育下，一年又一年地成長起來，

知識也豐盛起來，這種愉悅的感覺，令我一直把爸

爸教我們的信念堅持下去。 

 

問：在教學的四十年來，有沒有遇到甚麼最困難的事，

老師怎樣克服這些困難？ 

鄧：困難的事有輕有重，有多有少，幸好在神的引領

下，均能一一面對。 

 

問：基灣四十年前與現在的學生有甚麼不同之處？兩

代教法不同之處？  

鄧：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40年前的學生較現在的純

樸，服從性較強；而現今的學生則具創意，自主能

力也較高。 

 

問：四十年期間，有甚麼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大事發

生？ 

鄧：印象最深刻的是鍾良施校長移居加拿大，因為鍾

校長帶領了我多達20年，她亦是我的第一位校長，

對我照顧有加，因此，她的移居，令我依依不捨。 

 

問：基灣從舊校舍轉移到新校舍，學校有甚麼的轉變

或使老師懷念？ 

鄧：我最懷念的是在基灣舊校舍內種植的那棵醉芙

蓉，因為當太陽一出，醉芙蓉的花在陽光底下，會

由原來的白色，漸漸地變成粉紅色；第二天早上，

花又變回白色。可惜，現今這棵醉芙蓉已「離開」

了校園。 

基灣新校舍的一點一滴，也令我很難忘！ 

 

問：從學校打聽到，老師有打算退休了，退休後的會

有甚麼計劃？ 

鄧：我的退休計劃正在籌劃中，或許我會多養一隻貓

或一隻狗，閒來跟他們散散步，共同鍛鍊身體。

看看我現在養的貓兒多可愛！(附上貓兒的相片) 

 

問：老師，最後有沒有甚麼說話給同學們分享一下? 

鄧：「知識就是力量」，在此…… 

 

祝願基灣小學(愛蝶灣)校譽日隆，人才輩出！ 

各位同事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各位同學前程似錦！ 

同渡四十年同渡四十年同渡四十年同渡四十年                                                        鄧志楨老師    



作    為父母為父母為父母為父母，，，，都希望能好好教導自己的子女都希望能好好教導自己的子女都希望能好好教導自己的子女都希望能好好教導自己的子女，，，，令子女能令子女能令子女能令子女能

快樂地成長快樂地成長快樂地成長快樂地成長。。。。但如何可以令小朋友既開心學習但如何可以令小朋友既開心學習但如何可以令小朋友既開心學習但如何可以令小朋友既開心學習，，，，又可以發又可以發又可以發又可以發

揮其潛能揮其潛能揮其潛能揮其潛能，，，，相信每位家長都想知道相信每位家長都想知道相信每位家長都想知道相信每位家長都想知道。。。。原來原來原來原來「「「「音樂教育音樂教育音樂教育音樂教育」」」」可可可可

以做得到以做得到以做得到以做得到，，，，音樂本身對一個人來說非常重要音樂本身對一個人來說非常重要音樂本身對一個人來說非常重要音樂本身對一個人來說非常重要，，，，為了解音樂為了解音樂為了解音樂為了解音樂

教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教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教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教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教家會今次特別走訪了本校教家會今次特別走訪了本校教家會今次特別走訪了本校教家會今次特別走訪了本校（（（（中中中中

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愛蝶灣愛蝶灣愛蝶灣），），），），以下簡稱基灣以下簡稱基灣以下簡稱基灣以下簡稱基灣（（（（愛蝶灣愛蝶灣愛蝶灣愛蝶灣））））））））

幾位對音樂教育非常重要的人物幾位對音樂教育非常重要的人物幾位對音樂教育非常重要的人物幾位對音樂教育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本校的劉惠明校包括本校的劉惠明校包括本校的劉惠明校包括本校的劉惠明校

長長長長、、、、音樂科的朱安麗主任音樂科的朱安麗主任音樂科的朱安麗主任音樂科的朱安麗主任、、、、崔穎瑜老師崔穎瑜老師崔穎瑜老師崔穎瑜老師、、、、蕭燕萍老師和本蕭燕萍老師和本蕭燕萍老師和本蕭燕萍老師和本

校管弦樂團及管樂團的指揮馮啟文先生校管弦樂團及管樂團的指揮馮啟文先生校管弦樂團及管樂團的指揮馮啟文先生校管弦樂團及管樂團的指揮馮啟文先生，，，，以了解音樂教育以了解音樂教育以了解音樂教育以了解音樂教育

如何對我們子女成長的重要和益處如何對我們子女成長的重要和益處如何對我們子女成長的重要和益處如何對我們子女成長的重要和益處。。。。    

 

基灣（愛蝶灣）一向以著重「學業 品行 音樂」作為三大教

學重點，劉惠明校長指出，要發揮兒童的潛能、培養音樂

基礎、創造力、訓練合群精神等，都應該自幼開始。她相

信，兒童在音樂培訓的過程中，不期然會領略到堅忍、耐

心，懂得自我克服困難、把握機會，久而久之，自信心的

增加，日後更易學有所成。她同意其他活動如繪畫亦能提

高學生的創意和發揮潛能，但基灣（愛蝶灣）以音樂教育

作為媒介，因為她認為音樂能陶冶性情，能成為一個共同

的語言，這便不是每個媒介能做得到。而且要學習音樂，

必須學會以專注和毅力去克服過程之中的困難，要犧牲自

己玩樂的時間，但當獲得成就時，便非常滿足，如能參與

詩歌班或樂團，更能學會群體的生活和發揮團隊精神。而

且學校作為一個團隊，能有一個共同的心，也能被外界的

人仕所認識。 

 

劉校長本身是修讀音樂，富有音樂教育的理念，她認為用

音樂教育去幫助小朋友成長，是正面的。在音樂背景中成

長的小朋友，他們較有專注力和毅力，而且每個人的潛能

是無盡的，而後天的培育比先天的音樂天份更為重要。可

能有同學和家長以為，參加了樂團和詩班，因温習的時間

相對減少了，可能令學業成績轉差；但事實上，大部份參

加了這些活動的同學，於時間管理上更優勝，做事更為專

注。所以，劉校長早在五年前，於基灣（愛蝶灣）決定推

行「一人一樂器」，是希望更加多的同學能利用音樂成為

自己成長的媒介。而且不少的畢業生也向校長反映，以往

從音樂上的學習，使自己能了解如何專心，培養自己做事

的責任感和懂得分享自己的喜樂。 

 

於1988 年起已出任本校管弦樂團及管樂團的指揮，本身

為現任香港小號協會主席及香港管樂協會會長，亦擔任澳

門管樂協會之顧問及為香港小交響樂團創辦人之一的馮

啟文先生認為，現今年青一代相對以往的學生自理的能力

較弱，無論對於日常生活的細節或學習音樂上，大多數會

依賴父母的照顧，缺乏主動性。有多次於不同地區講學的

馮先生指出，香港的學生與國內的學生比較，國內的學生

於學習上較主動和積極，例如馮先生於國內講學時，國內

的學生會主動發問，更會於課前備課，以有充足的準備學

習。他更指出，學習音樂，師資和樂器都相當重要，其實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琴行和活動機構，都會提供不同樂器如

小提琴、單簧管、小號等的樂器訓練，但實際上部份於這

些機構教授的導師，只是業餘性質，並未有受過成為導師

的專業訓練，所以對於教導小朋友的方法和技巧，均未能

達專業的水準，這不但使小朋友未能學習到演奏樂器的技

巧，更會使他們失去學習樂器的興趣。而且外面的琴行導

師多以考試／考級作教學的內容，但馮先生認為，導師應

教學生的演奏上的技巧，如學生能有效掌握演奏技巧，便

能應付考試。相對在校的樂器導師，每位都受過嚴格的挑

選，他們除了在演奏樂器上表現出色，更受過正統的專業

訓練(如香港演藝學院)，他們能有效地教授演奏樂器的技

巧給我們的小朋友。至於樂器方面，他認為要演奏好的音

樂，需要有好的樂器。於學習演奏樂器初期（如剛開始一

至兩年），利用初學者的樂器，可能還能應付；但當有音

色的要求或需要較高的技巧時，這些樂器便未能做到。所

以初學時，未知那種樂器適合，學生可用較便宜的樂器，

但當進一步學習時，便需要較專業的樂器。 

 

本校音樂科朱安麗主任也指出，可能社會的進步和變得富

裕，現時的小朋友學習音樂的機會增多了，但反而以前的

學生較現在的學生於學習音樂上較為珍惜，而且現時小部

分的家長對其子女過份溺愛和保護，希望子女不需面對任

何困難，這很容易令子女未負其應有的責任。很多人主張

「愉快學習」，朱主任認為，愉快學習是希望小朋友能享

受學習的過程，最後獲得成果。當然，整個過程是艱苦的，

是要努力去做。她更認為，學習音樂，必需本身對音樂有

興趣，但很多時小朋友的興趣需要家長幫助培養出來。因

對小朋友來說，每件事都是新鮮的，所以每樣事都想學，

如何使他們能持久地學習，非常重要。無論學樂器或任何

的技能，都需要長時間的學習，故此家長的支持很重要。

而且小朋友的學習，除了老師的在理論知技巧上的教導

外，亦需要自己的發掘和嘗試，他們透過自己的嘗試，漸

漸地便學會找出自己的方法去面對困難。家長也需在旁鼓

勵自己的子女繼續學習，當小朋友懶散時，加以督促，更

可與子女訂立練習樂器的時間表。有時家長會反映樂器導

師很嚴格，其實導師對小朋友有適當的要求是需要的，這

教教教教    與與與與    「樂」「樂」「樂」「樂」                     梁慧敏博士（1A班吳秉晞家長）    

第4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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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小朋友作出改善，當然這亦需要家長的體諒。 

  

崔穎瑜老師亦同意，以前的小朋友專注學習音樂，但現時

的小朋友，因為有較多的課外活動和選擇，故此較為心散，

較難專心練習。而且因為很多的學生於放學後還要去補

習，沒有太多的時間練習。崔老師建議可放學回家後先練

習樂器，因與功課和温習不同，樂器練習相對讀書不是必

需要向老師「交功課」，故此先完成樂器練習，更能有效

管理時間，可完成所有必須的工作。她亦指出，練習樂器

要有很大的毅力，不斷練習，尤其參加了樂團和詩班的同

學較辛苦，因為樂團和詩班中的要求較高，所以他們需更

有效地管理時間，這對學習其他技能也有幫助。 

 

蕭燕萍老師指出，近年有小部分的家長未必看得到音樂教

育對小朋友的幫助，故此他們容許小朋友自己選擇是否繼

續學習音樂，但因小朋友知道練習辛苦時，便會選擇逃避，

寧可不參加樂器練習。但其實當小朋友輕易放棄時，對於

做其他事如學術上也較輕易放棄，甚至做事「虎頭蛇尾」，

所以我們應鍛鍊子女即使面對困難，也需全力以赴。蕭老

師認為，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小朋友發揮本身的潛能，將來

貢獻社會，不單要成為棟樑，更要成為領袖，帶領及改變

社會。教育是需要於知識、技能和態度三方面的培養，知

識是學術上的認識，但由於資訊的發達，世界轉變的速度

很快，我們要有不同的技能去管理這些轉變。所以，我們

必需具備應有的態度去處事，要有正確的價值觀。音樂教

育正能鍛鍊小朋友這三方面，而且音樂是美麗，是令人開

心的，所以透過音樂，令教育的效果更有效。 

 

朱主任續說，音樂可以很多人的參與，令小友接觸的人也

較多，當要與人合奏時，更可鍛鍊其忍耐力和堅持，不怕

困難，與人合作和溝通、聆聽等，這些全是我們需學習及

應用的技能，故此音樂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和媒介，發揮現

代教育的理念。音樂更能增強自信心，因當你能成功演奏

或與他人合唱時，對小朋友的滿足感和自信心的建立是非

常有幫助。近年基灣（愛蝶灣）除了在校內使小朋友能有

機會接觸音樂，令他們能認識多些朋友，與這些朋友能互

動學習音樂，更透過參加校外的比賽和海外的交流團，使

小朋友能透過音樂，認識更多的朋友，認識這個世界和擴

闊其眼界。而且朋輩的影響對小朋友的成長是非常重要，

能與其他的同學一同的學習音樂及鍛鍊個人的能力，是

非常有效。對於紀律方面，學校的要求很嚴格，因為老師

希望鍛鍊小朋友的責任感，所以即使請假，也有既定的程

序，使家長有信心，了解子女到校參加樂器、樂團和詩班

的練習情況，預防有小朋友籍詞回校練習，其實在街流連。 

 

相信很多本校的家長也十分認同基灣（愛蝶灣）的教學理

念和贊同學習音樂對小朋友是非常重要，但身為家長，如

何配合及協助子女學習音樂使其能快樂地成長，相信很多

家長都很想知道。馮先生指出，聽音樂是非常重要，養成

每日有聽音樂的習慣，有助學習樂器。現時聽音樂也非常

容易，以前只能透過唱片／收音機，但現時除了光碟外，

也能於網上下載，當然不是單單只聽時下的流行曲，而是

欣賞古典音樂／管弦樂的演奏，這有助了解什麼是古典音

樂和如何欣賞。因為有時不需著重學習欣賞音樂，因你在

聽音樂時，便能有所得著及慢慢懂得如何欣賞。蕭老師也

指出，家長的支持對子女的學習很重要，父母除了提供子

女有機會學習音樂外，可參與他們的練習，多些了解他們

學習的進度，鼓勵他們多些表演給家人欣賞，更可於家庭

的聚會或生日會中作表演，令他們多些表演的機會和增強

學習的動力。另外，朱主任也同意多聽音樂包括光碟甚至

音樂會，都有助他們欣賞及接觸音樂。 

 

音樂是很有魅力的，很少人不喜歡音樂，故此利用音樂作

媒介，非常有效。練習樂器時可能面對一些演奏技巧上的

困難，但小朋友便需要學習自己如何面對和解決，家長可

能只可在旁邊作支持，需他們自已解決，但當他們能克服

這些困難時，他們會非常開心，更會學懂利用今次克服音

樂上困難的經驗，用自己的能力去解決其他的問題，這些

經驗在書本上也未能學到。另外，作為家長，對教育自己

的子女，如何處事和面對勝敗的態度也很重要，要緞練小

朋友在音樂技巧上或演奏的水準，可透過不斷的練習及樂

器的配合，但要培訓子女對做事的態度專注，相信每位家

長也希望做到，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無論參加任

何比賽，必定有勝有敗，但基灣（愛蝶灣）老師和導師能

教懂小朋友什麼是「勝不驕 敗不餒」，這也是非常難得。

其實要推行「音樂教育」，學校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很高

興除了得到學校和校長認同音樂教育的理念外，學校在場

地的分配，樂器的提供，以至課程和行政上的安排上，都

能加以配合，使學生們能有合適的環境下學習音樂。其實

家長和學校之間可多些溝通和了解，透過不同的渠道如參

與學校和家教會的活動，建立互相，互相體諒和支持，這

便能減少誤會和共同栽培我們的子女成為將來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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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 : 蔡寶潁女士 (5B 黃子軒家長) 

       陳婉紅老師 

 

康樂 : 黎大衛先生 (2A 黎力朗家長) 

       馮敏儀老師 

 

聯絡 : 陳潔霞女士 (2B 何樂怡家長) 

       朱安麗主任 

 

委員 : 梁慧敏博士 (1A 吳秉晞家長) 

       鄭麗芬女士 (1B 鄧巧慧家長) 

       倪美芳女士 (1B 黃卓健家長) 

       蔡雅真女士 (1C 連曉彤家長)  

       許琬芳女士 (1C 岑凱晴家長)  

       鄭美玲女士 (4B 鍾展康家長)  

       李相寧女士 (4D 張素兒家長)  

       吳詩雯老師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 會在眾會員支持下已於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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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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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葉沛柔家長) 

 

副主席:林志威先生 (4A 林伯儒家長)    

       劉惠明校長 

 

司庫 : 梁敏儀女士 (6D 李銘勤家長) 

       容志賢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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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方舟一日遊籌備花絮挪亞方舟一日遊籌備花絮挪亞方舟一日遊籌備花絮挪亞方舟一日遊籌備花絮        

今 年家教會旅行地點是新開幕約一年左

右的挪亞方舟公園，與往年不同之處，今次是沒

有旅行社之安排，所以無論車長、統籌全程是由

家教會同工們一手包辦， 當中感謝一班家長義

工及校長全力支援。 

因為我們有近800人參加，所以我們預早安排好

門票及地圖於車上派發，方便大家入場。 

 

因為方舟係一個公眾開放的地方，當天是有其他

團體及外來人士一同參觀，而方舟內最精彩的展

館是「方舟多媒體博覽館」，但展館最高只可容

納300人左右，固此需預早與主辦機構聯絡，安排

以「FAST PASS」、分流及分時段的形式入場，

希望所有人以最早及最快的情況下首先參觀該

展館。  

主辦機構因應我們要求，為我們於下午舉辦一個

大型嘉年華會，當中包括有：大型方舟氣墊彈床、

小型射籃球及其他攤位遊戲，更有集體遊戲”彩

虹傘”，希望給予家長及學生們一個親子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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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在此特別呼籲各家長能給
與我們更多的意見；無論以書

信、電郵或其他的方式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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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威先生 【林伯儒 (4A)】 

葉澤深先生 【葉沛柔 (5B)】 

梁敏儀女士 【李銘勤 (6D)】 

黎大衛先生 【黎力朗 (2A)】 

陳潔霞女士 【何樂怡 (2B)】 

梁慧敏博士 【吳秉晞 (1A)】 

鄭麗芬女士 【鄧巧慧 (1B)】 

鄭美玲女士 【鍾展康 (4B)】 

 

有興趣一起動動腦筋嗎？ 

1.   基灣小學(愛蝶灣)校歌的歌名是甚麽？ 

2.   甚麽動物最適合做警察?    

3.   甚麽球是不能玩的? 

4.   黑牛黑色，黃牛黃色，吹牛是甚麽色? 

5.  好友遍世界(猜一四字詞語)。 

6.  甚麽馬是世上最老的馬? 

7.  借甚麼東西永遠不用還? 

8.  試卷上有哪些內容是每次必出? 

  

 

動動腦筋動動腦筋動動腦筋動動腦筋          

答案 

1.日出 

2.LION 拉人 

3.地球 

4.掩(飾)色 

5.天下無敵 

6.羅馬 

7.借過 

8.姓名、班別、學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