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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 

時光荏苒，歲月神偷。不知不覺間又到了要為小女兒升中選

校開家庭會議的時候。承蒙各位家長的信任及支持，本人得以在

最後一年仍有幸在家教會為大家出點力；感激之情，難以言喻。

今期會訊的基灣四十周年校慶活動剪影，讓大家一起重溫這

項盛事。去年五月音樂會同學們的夢幻演出，叫人如痴如醉，拍

案叫絕之餘，亦百分百印證「精彩掌聲的背後，全是同學們投入，

堅持練習的成果。」(陳志輝老師)。七月的校慶聚餐，四十周年

筵開四十席，看着不同年代的畢業生一一細訴當年師生之情，對

母校的那份不離不棄，基灣學生豈只是「一群好學、守規、有禮

和盡責的學生」(溫肇堅老師) ，簡直是有情有義，飲水思源，

身體力行…。九月的開放日暨嘉年華會，更將這項盛事推到高

峰，破紀錄的人流，老師、家長及學生的努力預備可沒有白費呢!

當大家依依不捨的惜別了為基灣學生默默耕耘，春風化雨四

十載的鄧老師，今期會訊特別請來四位新老師為我們打打氣，分

享對新校的融入與抱負。薪火相傳，基灣的教學願景與承擔必能

延續下去。 

對於管樂隊在今年青年音樂滙演重奪失落了多年的全場總

冠軍，實在可喜可賀。陳媽媽在會訊中分享其直覺，「今年竟然

買不到票，我反而覺得有機會贏了」，不禁會心微笑，本人何嘗

不是在沒空出席總決賽的情況下收到女兒來電報喜。女兒作為管

樂隊隊員能在最後一年有份為管樂隊奪得總冠軍，這份光榮、喜

悅，希望能成為她及所有管樂隊隊員日後的幫助與鼓勵。正如畢

業生陳倩瞳的分享，「在失望氣餒的時候鼓舞我，支持我走下

去……希望有更多的師弟妹也能有這樣的回憶!加油!」。 

最後，在這裡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向大家先拜個年。 

祝大家「新年蒙福，夫妻和睦。主恩滿溢，考試第一!」。

 

家長教師會主席 

葉澤深先生 

(6B 葉沛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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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際－「信、望、愛、善」        

家長教師會委員 梁慧敏博士(2D 班 吳秉晞家長) 

 

可能大家最近都會留意到同學們之間有以下的討論：「我是『信』社！你是那個社的社員？」「我

是『望』社！」「今日小息大家一起製作我們『愛』社所需的打氣道具！」「你有沒有代表我們的『善』

社參加社制歌唱比賽呢？」… 

 

其實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以下簡稱「本校」)於本學年首次設立「社際」，為使大

家對此能有多些認識，家長教師會（家教會）今次特意邀請本校容志賢副校長(容副校)進行簡短訪問，

以助學生及家長了解本校設立「社際」的目的及相關活動的情況。 

我們的社際有「信、望、愛、善」四個社，「社際」現時只在四、五及六年級試行。容副校指出，

本校過往較多舉辦各類不同的班際活動及比賽，例如班際足球比賽、班際數學比賽、班際常識問答比

賽等等，以聯繫同班及同年級的學生，但對於各級之間的聯繫則相對較少。有見及此，本校參考了中

學的相關經驗，於本校設立「社際」，希望透過不同的社際比賽及活動，不但能加強班與班同學的聯

繫，打破班與班之間的隔膜，更能增加同學對「社」及學校的歸屬感，令整間學校更團結。容副校續

說，過往在校內推行社際的以中學較多，但於小學推行則較小，而且在校內推行社際並不容易，但希

望藉著今次的試行，作為試金石，願能達至預期的目的；如反應理想，會考慮推廣至較低的年級。 

現時「信、望、愛、善」四社分別以紅、黃、藍、綠四色作為各社的代表顏色。高小各班的同學

以抽籤形式分配於各社，每個社的社員人數大致約有一百人，各社由三位老師負責作顧問。由於各社

員來自不同班別，不同級別的同學也會同屬一個社，這加強了不同級別的聯繫，而社內高年級的大哥

哥大姐姐更能培育及關顧較低年級的師弟妹。 

 

社的名稱 各社負責的顧問老師  社的名稱 各社負責的顧問老師 

信 郭宇田、畢穎施、梁美華  愛 陳志輝、黃鳳華、鄒達成 

望 莊曉虹、陳國銳、馮敏儀  善 戴家莉、溫肇堅、陳敏珊 

 

第一個社際活動為本校的陸運會，雖然當天因天雨關係，舉行的地點由戶外改為本校的禮堂，但

這也無損各同學的興致。各社員於陸運會舉行前，在小息及課餘時間，積極製作及預備比賽當日所需

的打氣道具。於陸運會當日，除了各社參與比賽的同學努力競賽外，台下作「啦啦隊」的同學也十分

落力叫口號，為自己的社員打氣，各同學對社的投入及當日的表現是各老師的意料之外。 

 

 

 

 

 

 

 

 

 

 
各社的「啦啦隊」落力地叫口號以助聲勢。 各社在運動會中為爭取好成績而使出混身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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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社際歌唱比賽亦於去年十二月十七日順利完成，比賽以社作單位，每社只可派一隊參賽。

歌唱比賽前，為方便各社進行練習，學校特意於小息及午息時段開放音樂室予各社，並由音樂科的朱

安麗老師及區穎兒老師作比賽顧問，提供音樂方面的意見。比賽當日則由劉惠明校長、蕭燕萍老師及

崔穎瑜老師擔任評判，各社輪流表演，為角逐最積極參與奬、最具娛樂性奬及全場最佳表現奬而努力。

比賽當天沒份兒參賽的社員，亦於該社演出前後為社員打氣，氣氛相當熱鬧。雖然初小的低年級同學

未有參與社際，但於歌唱比賽當日，可以透過現場的直播，在課室內觀看比賽的過程，感受社際比賽

的熱鬧氣氛，而社際歌唱比賽的得勝隊伍更於本學年的聖誕音樂會中作表演。 

 

 

 

 

 

 

 

 

 

除了舉辦了的兩個活動之外，本學年將會舉辦的社際的活動還包括社際球類比賽（例如足球、籃

球、乒乓球等等）及社際學科成績比賽，校方會根據四個社際比賽的成績，而選出全年社際大獎。校

方更將會於本學期完結時，總結及檢討今次試行的成果、活動的內容及資源分配等，以助改善將來推

行的模式。 

我們正期待著其他社際的活動及各社員出色的表現！ 

2010 香港青年音樂匯演得獎感言 管樂團比賽  獲小學組全場總冠軍 
陳媽媽的話：說來奇怪，當我買不到票看管樂音樂匯演優勝者比賽時，我就覺得總不成今年贏回總冠

軍？何來此說呢？！記得女兒當年參加同一比賽時，我和丈夫及一年級的陳重仁趁表演嘉賓表演的空

檔出外吃飯。晚飯後，在等待付款時，我們聽到了一陣喧鬧的歡呼聲，還以為大會堂那酒樓的喜宴裡

的人在起哄呢！下去一看才知道表演結束了，他們打敗了中學隊伍，成為全場總冠軍，正在場外再一

次歡呼及拍照呢！我心裡又高興又遺憾，竟不能親眼目睹宣佈的一刻，太可惜了！此後數年我們都留

守到頒獎的時刻，可惜總失望而回。因此今年竟然買不到票，我反而覺得有機會贏了，還特意等這次

比賽結束才報考心儀的中學呢！這是陳媽媽的直覺！ 

畢業生 陳倩瞳的話：離開基灣多年了，但小學的記憶還是深深的印在腦海中—每周五的努力、跟朋

友一起玩音樂……當然，還有贏得全場總冠軍的一刻。那時我們是十分快樂的，因為一直以來的努力

終於有成果了！每次憶起，我總是不自覺地笑了起來。那種快樂是會跟隨你一生的；那一個冠軍總在

我失望氣餒的時候鼓舞我，支持我走下去。希望有更多的師弟妹們也能有這樣的回憶！加油！ 

團長 6D 班 陳重仁的話：其實我覺得今年的樂隊根本沒機會贏冠軍的，怎料居然可以進軍總決賽，

因此大家都更努力練習。決賽前，馮先生竟選擇了我們各人都認為沒勝算的 Lion City Festival 來比

賽，因這首音樂只是 Grade 2 的曲目，而其他人的曲目卻是 Grade 5-7 的。我們在台上時更吹錯了不

少部分，沒想到居然成功取得總冠軍。後來我才明白過來，Lion City Festival 是我們一零年初已開始

練習的，自然就能很好的表達感情，隊員們也合作得更好。馮先生是經過深思熟慮才要我們吹這首曲

目的，真不知該怎樣感謝他。總而言之，我們終於奪回總冠軍的寶座了！ 

同學們都能為「社」爭取獎項而高興。 同學們在台下為各社的歌唱表演落力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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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聚餐後感  

家長教師會委員 李相寧女士(5D 班 張素兒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已踏入二零一一

年。回想二零一零年的七月，本人(李相寧)與

女兒 (張素兒)慶幸能參與中華基督教會基灣

小學(愛蝶灣)四十周年校慶聚餐的盛會。 

 當天晚上人頭湧湧，喜氣洋洋，歡笑之聲

處處。有很多歷屆的畢業生也在百忙之中抽空

出席這盛會。這份喜悅的心情遍佈整個會場，

是不能用筆墨來形容。雖然本人不是基灣小學

的畢業生，也被這份喜悅感動得眼有淚光。 

 在這晚上有許多畢業生爲母校表演唱歌及

演奏，看見他們的出色凡的表現，令人不得不

想到勞苦功高的老師們。他們的悉心教導，培

育出一班社會的棟樑。 

  還憶起當晚爲服務在基灣小學多年的老師及

職工頒發服務獎已表揚他們的貢獻。最令人依依不

捨的是一位服務了基灣小學四十年的鄧老師退休

了。她爲我們奉獻了她的寶貴的四十年光陰，培育

了不少人才，我們在此向她致謝。 

 這個晚上，真是令我畢生難忘。回想起女兒選

小學時我的抉擇是正確的，我相當高興女兒能夠憑

她的勞力考到基灣小學。本人在此再次多謝基灣小

學的校長及老師們的偉大貢獻。 

 

 

【家教會副主席林志威先生以一套 

整齊的夏季校服出席是次聚餐】 

【歷任校長合照】(下排左至右) 

張月茜  黃耀穌  校監袁海星博士  鍾良施  陳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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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溫肇堅老師，負責三年級乙班的班主任，我在學校任教
三、五年級中國語文科和二、四年級視覺藝術。我很高興能加入中華基督
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的大家庭。未踏進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門前，我曾
有一個疑問：我能否與這裏的同事和學生融洽相處呢？開學至今已接近三
個月，我已找到答案：校長、副校長、老師和工友都很友善，樂於幫助 
新同事融入新環境，更可喜的是基灣小學的學生都是一群好學、守規、 
有禮和盡責的學生，令我很高興成為你們學習的夥伴。 

我認為每一位同學都是「獨特」和「有價值的」，所以我希望同學 
能珍惜每一個學習的機會，不斷探究知識，做一個「ABC」學生:學習 
專注(Attentive)，學習有充足的準備(Be prepared)，對學習有承擔
(Commitment)。 

願新的學年，我你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大家都享受愉快、 
充實的校園生活。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加入基灣小學這個大家庭。我是陳
志輝老師，相信四年級的學生對我並不陌生；因為我是四年
級丙班的班主任，教導他們中文科和視藝，同時我經常在四
樓當值，最愛走進課室與學生接觸。不少同學會叫我「陳 Sir」，
這個稱呼也是過去 10 年學生們對我的稱呼，感覺很親切。 

四年前，我是舊基灣的「常客」，你們能猜到原因嗎？那
時候每星期，我都會到基灣堂參與團契及崇拜。當時，我時
常聽到，基灣囊括全港多項大型音樂比賽的獎項，是東區一
等一的名校。聞名不如見面，聽過基灣的音樂後，感受到那
悠揚音樂、精采掌聲的背後，全是同學們投入、堅持練習的

成果。 
本年度，我很榮幸成為愛社的顧問，雖然我們 

暫時未在首兩次比賽中獲獎，但我們愛社絕對「永 
不言敗」，我會和鄒老師、黃老師會帶領這群充滿 
堅持、毅力、勇氣、希望的學生，在下一次的社際 
比賽中取得佳績！ 

新老師，您們好！
我是中華 

基督教會基灣 
小學（愛蝶灣） 
本年度的新老 
師區穎兒老師，任教數學及音
樂科。我畢業後便立刻加入了
這個大家庭，面對校內眾多不
同的活動（尤其是音樂活
動），既感恩有機會將自己所
學的應用出來，又感到有點緊
張。 

基灣的學生都很活潑，但
同時亦懂得守紀律；而在樂隊
及詩班練習時老師學生們認
真嚴謹的態度，都令我印象很
深刻。而老師則很耐心解釋學
校不同的工作，幫助我處理事
務時較容易一點，更令我得益
不少。因此我很高興有機會在

這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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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iss Pat Wing Sze ……. 
Teaching at Kei Wan is the first job I have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Here I 

teach P.3 and P.5 English, as well as P.1 and P.2 General Studies. 
Life at Kei Wan is undoubtedly challenging.  As a P.5 class teacher, every day I face a 

sea of over-proactive students who have never-ceasing energy.  At times I do feel 
frustrated and stressed-out, but help and comfort is always around.  I want to 
thank Ms Lau and all teachers for their help and guidance.  Each of  
them has demonstrated to me how full of love Kei Wan is. 

Kei Wan students are bright and quick to learn.  I think they are 
also kind at heart despite their occasional mischief.  I enjoy talking 
with them, sharing ideas (and food) with them and hearing them  
speak English.  I am also fortunate to be one of the house  
consultants to witness the students’ passion and devotion in 
various inter-house competitions.  This certainly makes my  
life here even more exciting. 

I am once again thankful that God has brought me to Kei Wan. 
As Kei Wan students continue to excel, I wish to grow with them  
and share our abundant lives together. 

余德淳主講－「Band One 基因 123」        

家長教師會委員 楊日昌先生(3A 班 楊朗謙家長) 

 

在本年度家教會週年大會後，有余德淳先生主講的家長講座，重 

點說明如何令我們的孩子培養出 BAND ONE 的特質。原來說了出來 

，方法不是太複雜，而且大部份家庭都能辦到。以下是幾個重點。 

第一：每天多睡最少一小時。余先生說少睡一小時，IQ 就會少七 

分，而小六生只值小四程度。原因在睡眠不足令神經細胞失去彈性， 

不能形成記憶所需要的新神經鍵。 

第二：要令孩子明白人生要有兩個重要目標。那就是追求「眼前」 

的目標及遠大的「藍圖」。因為只要有遠大的「藍圖」在孩子心裡面， 

才容易引發高能量。有好想做的事，才會有內在的動力去學習。這樣 

孩子才能成為有「夢想」同時會努力去「耕耘」的人。 

第三：要培養出情緒智商(EQ)。自律靠自我意識訓練，就是能夠知道何時要完成和如何做到

最好。成功父母懂得訂規範，說明道理，貫徹執行及有變通。 

第四：社交智商(SQ)。要懂得感恩，必須先洞悉出於別人的一番心意耗費成本和真心的幫助。

可惜日常壓力會沖淡少年人感恩的心，以群體生活方法可改善孩子的社交智商。 

最後就是逆境智商(AQ)。聰明的關鍵是智能轉移到有效率的頂葉神經網絡，就是應用智能在

不同課題及環境之上。教導孩子不要只顧目前，因為有時候看目前好像無生氣、無出路，只要看遠

一點（例如十年後），就給他希望。還有在十歲開始，孩子們的前額葉發展至高階推理時，他們是

個小的大人，不要再當他們是小孩子。給他們的腦袋多點趣味、多點刺激能提升孩子的智商。



第 8 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家長教師會 2010/11 年度財政預算 

預算收入 港幣 港幣 
    2009/2010 年度結存  16,278.52
    2010/2011 年度會費（682 名會員，每位 50 元正）  34,100.00

總收入:  50,378.52

預算支出  

   1. 學生福利:  

      2010/11 年度 24 位同學學業獎(書券 @$100) 2,400.00 
      2010/11 年度 24 位同學進步生獎(書券 @$100)  2,400.00 
      津助圖書館購置圖書  8,000.00 
      津助學生活動 4,000.00 
   16,800.00  16,800.00
   2. 親子教育講座:   

      津助講員交通費 6,000.00 6,000.00

   3. 印刷費:  

      出版家長教師會簡訊第 34-35 期 8,000.00 8,000.00

   4. 活動:  

      親子活動 6,000.00 6,000.00

   5. 發展家長教師會會所 5,000.00 5,000.00
 

總支出:  41,800.00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行委員名單： 

職  位  家 長 代 表 校 方 代 表 職  位 家 長 代 表 

主  席  葉澤深先生 (6B 葉沛柔家長 ) **************  委  員 蔡秀查女士 (1D 劉偉堃家長 )

副 主 席  林志威先生 (5A 林伯儒家長 ) 劉惠明校長    梁慧敏女士 (2D 吳秉晞家長 )

秘  書  甄詠珊女士 (2D 關曦彤家長 ) 杜靜雯老師    楊日昌先生 (3A 楊朗謙家長 )

司  庫  李玉霞女士 (1A 雷博而家長 ) 容志賢副校長   鄭美玲女士 (5B 鍾展康家長 )

聯  絡  朱可恩女士 (1B 何心樂家長 ) 蔡玉娟主任    李相寧女士 (5D 張素兒家長 )

康  樂  胡若芬女士 (1D 冼 婕家長 ) 陳敏珊老師    方惠珍女士 (6D 鄭鈞洛家長 )

委  員    謝寶恩老師    蔡秀查女士 (1D 劉偉堃家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