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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主席心聲 …………… 1 梁慧敏博士（3D 吳秉晞家長） 

 

校園專訪 ………… 2-3 梁慧敏博士（3D 吳秉晞家長） 

 

學生心聲 ………… 4-6 周定容女士（1A 麥家溥家長） 

 

校園剪影 ………… 7-8 馮惠貞女士（1B 溫粕稀家長） 

 

親子講座 …………… 8 許新新女士（2C 柯俊軒家長） 

 

主席心聲主席心聲主席心聲主席心聲    
 

二零一二年是本校遷至現有校址第十個年頭，即基灣（愛蝶灣）

已建校十年了。適逢此機會，今期會訊中，我特意與劉惠明校長對

話，傾談校方在今學年更新教學設備的安排及有關籌款活動的事

宜；我們更邀請了同學們表達對學校的感想，當中有不少有趣的建

議及使人感動的字句。 

 

  一如過往，家教會在本學年舉辦及協辦了學校的各項不同的

活動，透過部份活動的剪影，讓我們回味活動的歡樂及有趣的片

段。另外，我們今年重新整理了家教會資源中心內獲捐贈的圖書

及光碟，更進行了多次樂器及校服的募捐及回收，這除了能讓家

長能更方便借閱中心內的刊物，更使同學們能明白善用資源及幫

助他人的意義。除此以外，累積過去數年的經驗，我們今年舉辦

了三次的「升中模擬面試」，其中一次更是特別安排給五年級的

同學參與，希望能給他們多些時間對升中面試做好預備。除了同

學們，家長們也可為教兒及親子作好準備，家教會在今年五月舉

行了本學年第二次的親子講座，邀請了我們基灣的校董梁天明博

士在我們當中，分享有關如何提升孩子專注力。 

 

其實在家教會及學校的各項活動中，除了校方及家教會委員的

安排，當中少不了本校的義工家長的協助。但由於每次活動的時間

緊迫，義工家長之間未能有足夠機會溝通。因此，家教會在今年六

月二十二日舉辦了「義工家長聯歡會」，希望透過今次聚會，能加

強義工家長和家教會之間的了解和交流，更重要的是鞏固家長們及

校方之間的溝通橋樑。另外，藉此機會，我想多謝即將於本學年榮

休的潘三鳳主任，她多年來負責義工家長的聯絡及安排相關活動。 

 

最後，我更想多謝今屆家教會各委員在過去一年的付出及努

力，通力合作舉辦多項的活動，使我們家教會能更有效發揮家校合

作的精神及加強各家長之間的聯繫。今個學年即將過去，希望各同

學、家長和校方能於新一學年繼續努力，祝願大家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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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訪校園專訪校園專訪校園專訪    ----    十年樹木十年樹木十年樹木十年樹木    

  本校自二零零二年十月遷至現有校址，不知不覺已踏入第十個年

頭。今次我特別與本校的劉惠明校長傾談 ，了解一下學校在學習環境

提升及改善上的安排和今年內所舉辦的籌款活動事宜。 

 

劉－劉惠明校長  梁－梁慧敏博士 

 

梁： 曾有家長與我傾談，留意到今年校方舉辦了一些籌款活動。他們都想了解一下籌

款的目的。其實我們基灣（愛蝶灣）是一所津貼小學，我們教學及營辦上的開支

不是由政府支付嗎？ 

 

劉： 對，作為一所津貼小學，教育局會在不同的範疇上提供津貼，例如學校及班級、

學校課程發展、行政等等提供津貼。可是對於非標準設施所需的費用，教育局便

不會提供津貼了，而這些費用則需由學校及辦學團體支付。 

 

梁： 什麼是「非標準設施」的費用？ 

 

劉： 「非標準設施」是指教育局在指定獲津貼的範疇以外的設施，例如學校禮堂的冷

氣設備、大部份班房內的冷氣設備、電腦室的部份電腦等等，都屬於非標準設施。

其實現在禮堂及大部份課室的冷氣設備就是當年遷校時經籌款而安裝的。因為教

育局只津貼標準設施所需的運作成本，所以現在禮堂及班房內使用冷氣設備的所

需電費也是由學校支付的。另外，由於教育局標準設施的津貼也有限，學校想更

換如電腦、投影機及螢幕等設備時，也需使用學校基金。除此以外，校方增聘了

兩名「屬教育局編制以外之『以英語為母語』之導師」，藉以為全校學生提供更

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雖然已透過全校家長集資，但集資所得的款項其實不足夠，

仍需學校基金補貼，故此校方便需舉辦籌款活動以增加學校基金了。 

 

梁： 今年我們舉辦了什麼不同的籌款活動？ 

 

劉： 其實我們每年都有不同形式的籌款活動，過往曾舉辦四十周年校慶嘉年華會、音

樂會等，今年我們便舉辦了步行籌款及便服日。所有的籌款活動都是自願性質，

自由參與的；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可以募捐款項以助提升學校的學習環境及

改善相關的設施，當然我們也有考慮籌款活動形式的適切性。 

 

梁： 透過今年的籌款活動所集資的款項，學校有沒有什麼的計劃？ 

 

劉： 籌款活動所集資的款項，部份會繼續補貼增聘的以英語為母語之導師。其實學校

部份班房內的投影機因使用多年，已不能有效運作，今個學年內，我們已計劃把

全校班房內的投影機有次序地分階段全面更新。校方也安排更換校內的中央廣播

系統及五、六年級各班房內的所有枱椅。另外，校方希望能善用現時學校的地方，

使同學能有更多活動空間，更計劃於本校校舍頂層加建一個「學生活動中心」，

但這擴建工程需經相關的政府部門審批及涉及的費用較龐大，故現時也只是計劃

的初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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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要培養小朋友非常不易。除了學校老師及家長的教導及家校合

作外，合適的學習環境也是非常重要，我相信家長們喜見校方在有限的資源下，仍著重不斷提升學習

環境及設施，這才能更有效配合小朋友學習上的需要！      
「「「「新春行大運新春行大運新春行大運新春行大運」」」」步行籌款步行籌款步行籌款步行籌款    

 

  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本校舉辦了

「新春行大運」步行籌款。當日的天氣

相當寒冷，市區氣温也只得七、八度，

但也無損各同學及家長參與活動的興

致。我們在學校操場完成啟步禮後，我

們大約五百人，隨即登上學校專車到香

港山頂。 

 

 

啟步禮完成後便出發去! 

  

 

 

  我們沿夏力道、盧吉道環山步行一

週，但因為沿途的山頂的風景相當美

麗，環境清幽，所以我們不時拍照留

念；而小朋友們則邊行邊嬉戲，把原本

估計需要步行一個小時的路程，共花了

約一個半小時才完成。當大家到達終點

時，蓋了印作記認，更有紀念品呢！是

次除了是一個步行籌款的活動，也是一

個很好的親子活動！  

 

 

2012「「「「便服日便服日便服日便服日」」」」    

 

  同學們期望的日子到了，五月二十

三日「便服日」籌款當天，同學們穿著

自己精心挑選的便服上學，有的像足球

小子，有的像小公主，非常熱閙。雖然

是便服日，但學校都有些基本的穿衣指

引，例如須上體育課的女同學不應穿裙

子等，令同學們能開心穿便服上學，又

能保持同學們穿衣的端莊及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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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學生心聲學生心聲學生心聲    
 

   4D 黃詩惠 

讓我說一說我心目中的『理想的基灣校園』

吧。 

首先，我夢想學校會增設一個室外羽毛球

場，令熱愛羽毛球運動的同學們能大展身手。其

次，現在學校使用的投影機投射出來的影像模糊

不清，希望我們能更換更新穎的投影機，使投射

出的影像能夠更加清晰，同學們抄筆記時也興致

勃勃。 

我校是教會資助學校， 

資源有限，學校現有的設備 

   經多年使用，需要更新， 

   希望有心人仕慷慨解囊。 

 

5C陳晴晴 

我夢想學校會添置一個室內體育館，裏面可

以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籃球、排球、羽毛

球和體操等，最重要是下雨天時我們可以如常上

體育課，使我們能鍛煉身體。 

我更夢想圖書館能添置多部電腦，把所有圖

書的資料記錄在裏面，同學只要輸入書名，便可

以知道書本放在哪裡和可否借閲，這樣就會非常

完美，更是我『理想的基灣校園』。 

 

6C Mona Ng 

Kei Wan’s facilities are very old already.  I 

think we should renew some.  I think we should 

rebuild our library.  Hopefully, it will be a bigger 

library which can store a lot of books.  We should 

also build a sport centre.  Inside the sport centre, 

there should be a swimming pool, badminton courts, 

a tennis court, and a squash court.  If the 

swimming pool is an all-weather swimming pool, it 

will be ideal. 

A learning and playing centre will also be 

wonderful.  We students can relax and study there 

after school if there will be solar generators for the 

electricity, it will help to reduce pollution. 

After the renovation, I hope school will become 

the greatest ever students in the future will also 

enjoy the new facilities in our school.  

6D James Chan 

Many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in Kei Wan are 

very old and need to be renewed. 

I want to replace those old wooden badminton 

rackets with new professional ones.  I also want to 

repaint the walls because the colour is fading.  The 

floor of the classrooms is so old that should be 

renewed as well. 

Swimming pool is a must in an ideal school, 

swimming is good for our health.  Regular 

practices can keep us fit.  Moreover, I want to add 

a gymnasium.   

Nowadays, a lot of boys 

like to be strong and muscular 

while girls like to be slim and healthy. 

In addition, a tuck shop is popular in schools.  It 

provides cold drinks, hot food and yummy snacks 

for us whenever we need. 

I hope my dream school will come true one day. 
 

6B 馮君妍 

我在基灣己渡過了六個年頭，學校生活既愉

快又充實。學校現有的設備經多年使用，需要更

新和改善。我覺得最好能把圖書館擴大一點，這 

樣既可以收藏更多的圖書，又可以放置更多的座 

椅，令同學們閱讀時更舒適。圖書館的 

電腦系統也要更新，令同學們借還圖書 

更方便快捷。我相信如果能擁有一個寬 

敞的圖書館，同學們會更喜愛閱讀。 
 

6C江曉琳 

 我已經就讀基灣小學六年了，學校裡的設施

也頗完善，但也有些不足之處。如果學校能改善

這些不足之處，那就更加完美了。 

 首先，我認為學校需要翻新桌椅，因為那些

桌椅已經使用了很多年，桌子四腳的膠托己退化

或鬆脫，令同學們在寫字時十分不方便。然後，

我希望學校可以在洗手間添置乾手機，這樣既可

以減少使用紙手帕，也可以支持環保。 

最後，我以一個畢業生的身份 

懇求學校接納我的建議，為本校的 

師弟妹創造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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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Brian Ngai 

Kei Wan School is a place where I have studied 

for almost six years.  It is a place where I learn and 

have fun.  To make it more ideal, some facilities 

are needed to be renewed and replaced.  

The computer system of my school needs to 

be upgraded, so we can 

catch up with modern 

technology.  We can learn 

new knowledge and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conveniently. 

I think we need a swimming pool, so the school 

team will have a place to practice.  We can also 

have swimming lessons there.  It can make us 

healthy and have a strong body for learning. 

 

6A吳俊泓 

我的校園是在屋邨內， 

四周都被建築物圍繞，我 

夢想學校會添置多些花花 

草草的植物，使校園更綠 

化和美麗。我們每天進入校園 

就會感覺到一股清新、朝氣勃勃的氣息。讓同學

們每天都能呼吸清新的空氣，對學習和健康都有

莫大的裨益。 
 
 
6D Howard Shek  

If you ask me how my dream school looks like, 

I think I must say there should be a big garden 

because a garden can give students a comfortable 

place to read books!  There should also be some 

pavilions for us to chat and take a rest.  And there 

should be a snack bar which sells healthy food!  

This snack bar can help students have a healthy 

diet. 

I think the chairs, desks and televisions should 

be changed to some new ones, we should also 

have some new sport equipment, especially the 

table tennis and badminton rackets.  We can buy 

some rackets that are cheap and durable. 

I love KEI WAN very much and I hope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6C陳樂章 

學校新校舍建校已有十年，學校現有的設備

經多年使用，有些設施還十分殘舊。 

我發現每層課室也一定有壞或者鬆的桌子

和椅子。除此之外，電腦和投影機也經常失靈，

藉此希望學校能更換那些壞掉了的設備。而我夢

想學校會增加一個體育館，代替原有的籃球場，

裏面有游泳池、室內籃球及足球場，還有各種先

進設備，這樣便能培育更多運動健將。 

希望學校改善舊的設施，未來更進一步。 

 

5B陳卓朗 

學校現有的設備經多年的使用後，己開始老

化，我認為學校需要更新全校的空調系統，因為

大部份課室的空調搖控器都是有毛病的，所以他

們要常常到鄰班借搖控器，十分麻煩。還有更新

學校的中央廣播台和全校課室的廣播器，因為我

發覺這兩種設備經常有毛病，如聽不 

到聲音等。 

我夢想學校會添置室內運動場、 

溫室、氣象台以及更多環保設施。 

 

4D王詠妍 

踏入科技迅速發展的新時代，我夢想學校能

推行多媒體教學。學生們使用平板電腦上課，擺

脫沈重的課本，輕鬆地上學，在課堂上使用電子

書，給沈悶的課本增添互動和趣味性。並且，我

夢想學校會加設一個小賣部，這個小賣部賣的不

是零食而賣的是文具和蒸餾水，讓同學們在有需

要的時候購買，這樣就更加方便我們了。 

 
 
 
6A吳嘉軒 

在我讀了六年的基灣小學中，我們不斷使用

學校提供的寶貴資源。當然，我希望學校也要把

一些資源更新。例如，學校每個課室的桌子、電

腦和實物投影機，也是日常設備，所以也要更

新。除了這些，禮堂、洗手間、梯邊扶手，也一

定要作出修理和全部更換。重要的是，我夢想學

校會添置一個演奏廳，來發展基灣未來非常完善

的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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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黃心妍 

在這裡已經歷了四個年頭， 

一草一木我都很清楚，打從第一年看到 

『基灣』，它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學校， 

隨著年月『基灣』已經沒有以前那麼迷人了。 

假如『基灣』有一個演奏廳，我們這班詩班

團更能發揮潛能；假如『基灣』有一個室內運動

場，我們便不怕風風雨雨，學習更多體育活動。 

未來『基灣』又會變成如何？且拭目以待。 

 

6C Cherry Kwok 

Our school is famous for music.  However, 

some musical instruments such as double bass, 

trumpets and cello are very old.  As our school has 

several orchestra teams, music instrumen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is a good idea if we can 

buy some new musical instruments. 

Moreover, there are not enough music rooms 

in our school.  If possible, I want to have some 

more places for music performances by building 

extra storey on top of the seventh floor to provide 

more space. 

A lot of 

music stands in our school are old and nearly 

broken.  We need to bring our own one to school.  

It is too heavy.  I hope we can replace them. 

I hope my dream can come true soon. 

 

6D吳仲翎 

基灣校舍的設備經多年使用，需要更新，為

校園添點生氣。 

我夢想學校有一個更大的禮堂，能容納全校

同學，週會時全校的小心靈就能擁在一起敬拜上

帝。我也希望學校添置小食部，售賣一些健康的

小吃。為了讓老師點算同學更方便，應添置八達

通點名器，以迎合科技進步。 

最重要的還是同學一起愛惜校園，使校園不

受破壞。 

 

 

 

 

 

5C Chu Hoi Nei 

I hope the school campus could be expanded.  

A 50M swimming pool, a sport field and a running 

track could be built.  Therefore school could 

organize more sports event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  Through learning and playing, school 

lives could be more fun and students could gain 

better health. 

To help students go to their classrooms without 

any difficulties, the school could install an escalator 

to take student up or down.  In this way, the 

students would not need to walk upstairs to their 

classrooms.  To achieve the above, 

we may need the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sponsor and subsidy 

from the parents, graduates  

and the school authority. 

 

5D李珈蔚 

學校現有的設備經多年使用，都己經變得殘

舊，需要更新，例如課室的鐵櫃、牆壁、擴音器、

電腦、空調等。 

我希望校園可以在七樓添置數間自修室，好

讓我們可以在等候練習時在自修室裏做功課或

溫書。我也希望可以在學校停車場附近添置一個

室內游泳池，好讓我們可以有多一種運動。這就

是我的理想基灣校園。 

 

5B袁天逸 

『基灣』是我一路成長的地方，那裡有充滿

音樂氣氛的音樂室、色彩斑斕的藝術室、設備齊

全的電腦室等等。但經過多年使用，大部份的器

材都已顯得陳舊。尤

其是電腦室的設備己

變得落伍，『龜速』的

電腦和『磚頭』似的

顯示屏，極需要更

換。 

我夢想學校會添

置各類型的電視遊戲

並接駁在長廊上的電視上。而且每個學期結束之

前，舉行一次『社際電視遊戲機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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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家長教師會會刊透過校園剪影一欄，為大家帶來精彩難忘的回憶；讓大家回味過去半年間，校園

生活的片段及點滴，一同回到那些日子！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11年 12月為六年級

學生舉辦了兩天的「升中模擬面試」活動，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形式如個別面見及小組面見等，體驗面

試的過程，從而學習及掌握適當的技巧，為日後面試時作好準備！ 

在此感謝當日出席協助面見的家長義工們，他們許多都能操流利英語及普通話，學生們實在獲益良

多！在此祝願所有同學，都能成功面見，有一個美好的前程！ 

                

 

 

 

 

 

 

 

 

為迎接普世歡騰的聖誕節， 一班家長義工們合力把校園

佈置得繽紛奪目。除了有  五光十色的聖誕樹外，校園

每一個角落都佈置了各式各樣的掛飾，門外更有顏色鮮艷的聖誕花，另整個校園都充滿了聖誕節日的

氣氛！實在要多謝各位義工家長的參與及努力！ 

 

 

 

 

 

 

 

 

                                             

 

 

今年親子旅行的地點是「西貢保良局北潭涌 

渡假營」，當日風和日麗，天朗氣清；大夥

兒於學校集合後，便一起浩浩蕩蕩的出發。

當日出席的家庭合共八百多人，除了參加營

地提供的活動外，大家還參與學校舉行的親

子集合遊戲，令整個冷冷的營地充滿了溫暖

的笑聲。 

 

同學們在面見前模擬填寫資料的情形同學們在面見前模擬填寫資料的情形同學們在面見前模擬填寫資料的情形同學們在面見前模擬填寫資料的情形！！！！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面見時的情況面見時的情況面見時的情況面見時的情況，，，，相當認真的啊相當認真的啊相當認真的啊相當認真的啊！！！！                        
完成了聖誕樹佈置完成了聖誕樹佈置完成了聖誕樹佈置完成了聖誕樹佈置，，，，我們來留倩影我們來留倩影我們來留倩影我們來留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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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同樂日，老師們絞盡腦汁，為同學們設

計別開新面的遊戲，務求讓同學在一個既歡

樂又刺激的攤位活動下，透過動動手指動動

腦，增添對數學的知識及興趣！ 

 

 

 

 

 

今年的低年級遊戲日，實在值得我們感恩！ 

遊戲日的前數天，天空一直下著悶雨，正當

大家都擔心要取消的時候，神卻應許我們的

祈求，給我們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讓我們

得以順利進行活動。當天一至三年級的同

學，沒有浪費美好的天氣，大家都全力以赴，表現得合作無間，努力

為自己班的同學爭取最佳的成績！大家都在一個開心的氣氛下渡過愉

快的一天。 
  

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    ----「「「「如何幫助小朋友提升如何幫助小朋友提升如何幫助小朋友提升如何幫助小朋友提升專注力專注力專注力專注力」」」」     講員：梁天明博士 
 
安全感及開心的成長環境是兩大決定小朋友喜不喜歡學習的條件。多加讚賞，透過觀察孩子所做的事

情給予肯定，因自信均是來自自己成功的經驗；多加奬勵，但奬勵的種類是製造家庭活動、功課英雄

榜等，不宜用金錢作奬勵，因為小孩讀書不是為了錢，家長更不容許被小孩威脅。        
家中學習環境家中學習環境家中學習環境家中學習環境    
� 兄弟姐妹不要在一起讀書，做功課 
� 不要開電視和收音機 
� 溫習的地方固定，不要用來玩，只准用來溫習 
� 溫習時爸媽可在身邊陪伴看書，視為身教 
� 做功課和溫習時不要吃東西和講電話 

� 光線適度，不要太強，最好有兩個光源 
� 桌椅高度適中舒服 
� 清理地方，身旁不要有太多吸引孩子的東西，因孩子多缺乏自制能力    
� 父母的立場堅定，有明確的態度，所有規則要持之而行    

� 訂立時間表培養規律，有紀律，長大會自律(時間表給予時間玩，不要大量溫習)    
� 訓練孩子的自理能力    
� 不要幫孩子檢查功課，教他們面對自己遇到的困難，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任，學習承擔後果 

父母常犯的錯誤父母常犯的錯誤父母常犯的錯誤父母常犯的錯誤：：：：    •嚕囌 •百彈齋主 •無窮無盡的學習 •縱容玩太多電子遊戲機或看太多電視，   會使孩子專注力減弱 •態度兇惡 •過度緊張，過份保護 •人身攻擊，出言侮辱 •互相比較 (尤忌兄弟姐妹間的比較，免 得敵視對方) 
父母十大錦囊父母十大錦囊父母十大錦囊父母十大錦囊：：：：    1) 簡單的提示 2) 讚賞孩子的努力及進步 3) 語氣平和友善 4) 與孩子一起訂立可達到的目標 5) 建立成功感 6) 先讚許，後提議 7) 鼓勵孩子自己找出錯處 8) 父母共同分擔輔助的責任 9) 接受孩子的瑕疵、錯誤或失敗，並體諒孩子 10) 狠心，言出必行，讓孩子生活有規律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接受小孩喜歡玩的天性接受小孩喜歡玩的天性接受小孩喜歡玩的天性接受小孩喜歡玩的天性，，，，記住小孩不是小大人記住小孩不是小大人記住小孩不是小大人記住小孩不是小大人。。。。當子女離開你們時仍能成功當子女離開你們時仍能成功當子女離開你們時仍能成功當子女離開你們時仍能成功、、、、快樂快樂快樂快樂，，，，你們便你們便你們便你們便

是成功的父母是成功的父母是成功的父母是成功的父母。。。。 

到底這裡共有多少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