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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

 

	 在家長教師會已服務第四個
年頭了，我好榮幸能再次成為家
長教師會的主席，更多謝的是各
位家長和委員對我的信任。喜見
今屆的執行委員會內有很多的新
面孔，特別是一、二年級的家長
參選成為執行委員，為我們帶來
很多新的思維；但委員會中也不
乏經驗豐富的委員，熱誠地繼續
協助執行本會的會務。

	 今年適逢家長教師會成立二十周年，為了慶祝這特別的日子，
特意舉辦「家長教師會會徽設計比賽」，我們誠邀全校學生及家長
參與這次活動，更希望藉此能增加家長對家長教師會的投入感。其
實現時的學校有家長教師會對大家來說並不陌生，但有二十年歷史
及是一所小學內，實屬難得，此證明了基灣對家長與校方的溝通及
「家校合作」十分重視。

基灣為了增加學生的活動空間，決定在「七樓加建上蓋」，
今次得到劉惠明校長的介紹，使我們了解到項目的最新進度，我更
希望大家能應劉校長的呼籲，鼓勵親友捐助，為我們的學生建造
新的學習空間。另外，在教學方面，除了中文科之外，我們低年級
的英文科亦有「同級編組」的安排，今期會訊我們專訪了負責推行
的戴家莉主任，讓我們能更深入了解這學習模式。而今個學年校方
聘請了兩位新老師，透過他們的「自我介紹」，讓我們分享他們對
基灣的融入及教學的抱負。

今年的會員大會已在十一月一日順利舉行，會後更有由「山狗
校長」盧光輝先生主講的親子講座，在家長的分享文章當中，我們
感受到家長們對盧校長的認同和十分支持這次的講座。雖然去年我
按會章休息了一年，沒有參與執行委員會的工作，但我仍積極參與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所以我了解到現時有很多家長義工協助及
參與本會的活動，如剛過去的「升中模擬面試」，共獲得接近八十
名家長義工的幫助，這真是令人十分振奮。在本學年中，家長教師
會仍會繼續舉辦及協辦學校的各項不同的活動，當中最期待的當然
是於 2014年 1月 25日舉行的親子旅行，希望各位家長、老師及同
學能大力支持及積極參與，享受愉快的一天。最後，我盼日後我們
家長教師會能繼續獲得各家長會員的支持，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
和合作，增加我們學生的福利。

快將踏入 2014年，謹代表家長教師會，祝願大家聖誕及新年
快樂！

家長教師會主席
梁慧敏博士

( 5D	吳秉晞家長	)

編輯小組成員 :

梁慧敏博士

林雁儀女士

許新新女士

周定容女士

會址：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 39 號

電郵：

pta@ccckeiwan.edu.hk

歡迎下載﹕ 

http://www.ccckeiwan.edu.hk

→ 家長教師會

→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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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徽設計比賽※※

  本學年適逢家長教師會成立二十周年，為了慶祝這特別的日子，特舉辦
「家長教師會會徽設計比賽」，誠邀全校學生及家長積極參予。
		 本會將會考慮採用得獎的作品為本會之會徽。

      參賽作品規格

1. 設計須體現本會的宗旨(可參
考學校網頁內的家長教師會宗旨 )；

2. 人手或電腦繪畫皆可，但尺寸不可超過
20 x 20厘米；	

3. 需附上 100 字以內之設計說明，以闡述創作
意念；

4. 提交印刷本，需詳細列明印刷用色，並印
於 A4紙上；

5. 網絡傳送：作品需以 300dpi為顯示
標準，以附件方式電郵至本會

pta@ccckeiwan.edu.hk

                                   
獎項

1. 設冠、亞、季軍各一名。

2. 冠軍可獲得獎狀一張，港幣
$300書卷一張。

3. 亞軍可獲得獎狀一張，港幣
$200書卷一張。

4. 季軍可獲得獎狀一張，
港幣 $100書卷一
張。

         評審準則

1. 以主題（40%）、美感（30%）、
創意（30%）為評分準則。

2. 評審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
視藝科科主任及家長教師
會代表組成。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必須由參賽者設計，若因
設計而引發版權問題責任，由參賽者
自行負責。

2. 參賽作品之前不得參與其他類型的設計比賽，
一經發現，本會有權取消其資格。

3.	 所有獲獎作品可供主辦機構作展覽、收藏及宣傳
等用途，本會毋須付任何費用或酬勞，本會擁
有全部作品之使用權。	

4.	 作品的評審，一切以本會的最終決定為準。

5. 本會有權拒絕接受宣揚淫褺、不雅或
暴力的作品，違者可被取消資格。

6. 所有參賽作品皆不會
發還。

      截止日期：

       2014 年 4 月 30 日

            結果公佈：

   201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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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加建上蓋         劉惠明校長
 

	 學校地方不敷應用，果真如此嗎 ?

	 基灣四十多年來貫切培養學生在德
育、智育及音樂教育的發展，尤以音樂教育
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透過管弦樂隊、管樂
隊、兩隊弦樂隊、節奏樂隊、多隊詩班的培
訓，讓學生成長。在指揮、導師、老師及家
長的悉心指導及鼓勵下，我校歷年在香港
校際音樂節或世界性的比賽中，屢獲獎項，
殊堪告慰。這些音樂方面的訓練，不是為獎
項，而是讓學生學會專注、堅忍、努力、自
信，而積極上進，為社會培育了各方面有成
就的人材。

	 學校近年來更積極開拓其他智能，當中包括戲劇訓練，目的是提升學生的表
達技巧，亦訓練他們的創意思考能力。由於基灣要為學生提供各種才藝訓練，目前
的地方不敷應用，於 2007 年便提出加增學校空間的構思，經校董會同意聘請顧問
研究擴建校舍。

	 經過多年探討及不斷努力，終於得到房署和教育局來函，同意本校在七樓球
場加建上蓋。顧問公司已為加建上蓋出標書，12 月中開標及出報告……估計需要
500 至 600 萬。

	 學校已成立籌募經費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基愛堂代表、
家長及校友共七人。

	 首先我們計劃會向有關商號呼籲。例如：現有的合
作商户；又向區會堂會、學校呼籲。

	 另一具體方法就是「一人一磚」長期認獻計劃，將
會向校友、家長、學生、各界人士呼籲，每磚 2000 元。
認獻的數量不限，可以數人合捐一磚 ( 例如：第 XX 屆校
友 XXX、XXX)，又可以一人一磚或一人數磚。捐獻者可
在校網下載表格，表格內將有捐款人欲顯示的紀念字句，
欲捐獻的數目，填寫後連同支票寄回學校，亦可用銀行
入數紙。

	 此外，亦有命名認捐，包括：若捐款 5
萬，可在學校的設施命名 ( 例如：課室、
特別室；若捐款 10 萬，可在舞台命名 ( 或
在學校現有的小花園、球場 )；若希望整個
新建築物命名作紀念，可捐款一定的數額。

	 各位家長，為孩子有更完善的學習環
境，你們願意出一分力嗎 ? 便服日籌款即
將在 2013 年 12 月 19 日舉行，請鼓勵親友
捐助，一同合力建成我們的夢想吧 !

(資料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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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Leung Ho Yi 
Cally, the class teacher of 4A. I am a first year 
teacher at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I teach English Language and General Studies. 
I believe that educators make all other professions 
possible. I always remind myself to promote fair, 
caring and suppor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 tuden ts  so  as  to  maximize  the i r  l ea rn ing 
opportunities.
 The past three months of teaching are filled 
with gratitude and gladness. When I hear words 
of thanks from my students and see joyful smiles 
on their faces at the playground or in class every 
time, I am deeply moved and touched by their 
direct expressions. They are my great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I am also glad to have seen their 
progress in their English studies, even a small 
step forward is a delightful remark to work further 
success in their days to come.
 With the support from my teaching beliefs   

and my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I hope my students can enjoy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nd develop high proficiency in all four English ski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to show respect and love to their schoolmates so that they can grow up to be highly 
knowledgeable, thoughtful and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 認識新老師 ******************

白明雪老師

Miss Leung Ho Yi Cally

 大家好！我是白明雪老師，很感恩，在天父的帶領

下，今年加入了基灣小學（愛蝶灣）這個大家庭，我今

年教授的科目是音樂、中文、常識和聖經。

	 我自小喜歡音樂，大學時期也是主修音樂，所以在求

職之時，以音樂著稱的基灣小學（愛蝶灣）就成為我夢

寐的學校，希望能在這個音樂氛圍濃郁的大家庭裡，與

學生們、老師們共享音樂的美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未來，我願意靠著天父，與同事們一起，用生命，影

響一代代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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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同級編組〉      林雁儀女士 (1B 溫健朗家長 )

				為了協助新加入我們基灣大家庭的家長更明白英文科〈同級編組〉這教學的安排，這期
簡訊很榮幸訪問了戴家莉主任，為我們家長們解答心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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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最後請給予一些學習英文的建議。

戴：其實除了上堂之外，最重要是鼓勵學
生多閱讀，家長也可陪伴一起閱讀，並不
要只注重學習詞語，這會削減學生閱讀興
趣。家長可透過圖片，鼓勵他們了解或估
計書內主人翁的感受，從而訓練小朋友的
理解及表達能力。還有多留意身邊的事物，
也可學到很多日常的詞語，例如「出口」
(EXIT)，說明了很多東西都是中英對照的，
若小朋友能多留意，會發現學習語文其實
很生活化，將來必有得益。

筆：甚麼叫同級編組？究竟是怎樣分組的？

戴：中文科的同級編組已推行了兩年，英
文科的同級編組今年則進入第二年，是在
一年級及二年級推行的。這教學安排主要
是將現有的四班學生，根據各人不同的
能力、特質等編入五個不同的組別 (Blue, 
Green, Purple, Red, Yellow)。目的是希望在
低年級時能盡快解決差異的問題，拔尖補
底，幫助學生提升學習英文的興趣及建立
自信心。

筆：究竟是怎樣分組的？

戴：一年級開始時是根據分班試的成績分
組的，但因為幼稚園的課程差異大，學生
不熟悉做卷，所以這結果存在很大的變數，
這亦解釋了為何在評估一後，很多學生都
需要轉組的原因。其後每次評估，老師都
會根據學生的表現，決定他們是否需要轉
組。若遇到一些特別的個案，例如成績大
起大落，老師們都會開會商討，了解情況，
並不會只以試卷的成績為準，還會考慮其
他因素。

筆：時常轉組別會否引起同學不適應的問
題？

戴：暫沒有明顯不適應的問題，反而是將
能力相近的學生放在同一組別，令他們更
有信心表現自己，更有興趣學習，不會出
現害羞或怕出錯而不願發表的問題，在學
習的角度，這是一個好的成果。

筆：每組的進度好像不太相同，評估時會
否不公平呢？

戴：這必然不存在不公平。基本上每一組
別的課程及評估內容是完全相同的，書本
及作業都是一樣的，只要熟讀這些內容，
必可應付評估。只是能力較強、進度較快
的學生老師會給予多一點的延伸活動、課
外閱讀等材料。至於暫時進度較慢的學生，
老師會盡量協助他們，提升興趣，多鼓勵，
令他們盡快適應。

筆：推行兩年以來，效益如何？是否滿意？

戴：每年 6月校方都會向家長派發問卷，
詢問家長的感受及意見。而這兩年的數據
顯示大部分家長都同意這教學安排，認為
是有效益的方法，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隨之成績也有正面的提高。尤其是能力高
的學生變得更加棒，表現更出色。針對任
何疑問，歡迎各家長可隨時聯絡各組的任
教老師，請參考下表。

Blue Green Purple Red Yellow
一年級 Miss Chan Miss Leung Miss Kong Miss Ho Miss Leung
二年級 Miss Tse Miss Kong Miss Leung Miss Lo Miss Tsoi



  親子講座 --「山狗校長」              許新新女士

          (2D 柯俊彥、4D 柯俊軒家長 )                                           

 「山狗校長」盧光輝曾經當過中華基督教
會學校的校長 ,	他當晚在兩位同是中華基督教
會學校的現任校長陪同下主講親子講座，足見中
華基督教會的校長彼此扶持，校長們每月一聚，
藉校長會這平台分享得失。是晚與其說是親子
講座，不如說是「山狗校長」退休後近二十年
的人生閱歷分享。

	 「山狗校長」開場白引用聖經金句: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重新演繹聖經中「五餅二魚」的故事，說明小朋友也能做大事，成為主角。透過這個神
蹟表現小朋友的分享精神和侍奉精神。「山狗校長」特別在名片的左邊印上五餅、右邊
印上二魚。如當地有官員問起，他會趁機將聖經中耶穌行的神蹟講出來，沒人會阻止。
「山狗校長」強調自己不是傳教士，自己是教育工作者，只為小朋友謀幸福。他看過好
多女孩子沒鞋穿，男孩子沒褲穿，有一回山區學校照相在冬天，天飄着雪，有兩個小朋
友赤腳，光著腳走回學校，當時盧校長問學校的校長，可知道有同學赤腳上學？當地校
長答不知道，「山狗校長」動怒了，覺得不可思議，香港的校長待學生如子侄，每天都
會站在學校門口看學生有沒有穿足夠衣服，如學生不舒服，立即送去看醫生。故對那校
長深感失望，如那校仍然由不愛學生的人出任校長，他就堅持不肯重建那所學校。

	 「山狗校長」自 1993 年至今，他合共建逾 700 多間學校 ,	過去 20 年不辭勞苦到處
重建內地危校，幫助的失學兒童不計其數，他留眼淚最多的是貴州小學，有學生中午只
有一小個芋頭做午餐，連皮都一併吃下去。「山狗校長」真的很感觸，但他面對學生永
遠都面帶笑容。他深深明白以下道理 :

	 「再窮也不能窮學校」；「再苦也不能苦學生」；「再慘也不能慘老師」。

	 「山狗校長」曾到甘肅地區，那裡萬重山，但寸草不生，山上竟有人住，有學校，
他好奇村民是怎樣生存的？那裡的條件實在太差。當地同學知道明年會有新校舍，都懷
着希望和他道別。「山狗校長」在山區學校看到學生人數那麼少 ,	外面圍欄圍觀的小孩
子那麼多，原來學位不够，超生、女孩子或家裏太窮就會失學。聯合國宣言 :	「世界上
的孩子都擁有讀書的權利」，但這句話並不應用在中國。俗話說 :	「莫為善少而不為，
莫為惡少而為之」，聖經上說「行公義，好憐憫」，盧校長的銓釋是社會上沒有公義不
行 ,	好憐憫不只是知道，要作為嗜好。希望我們也能多做慈善，買一本「山狗校長」最
近發佈之《樂山集》，既可以讓小孩了解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的情況，也能幫助失學的兒
童和對山區危校重建盡一點棉力。

	 「山狗校長」說:	「一個人常存謙卑的心，
才會令人不斷進步。」我們身為家長可以多提醒
自己的小孩在另一個世界有很多小朋友想讀書
原來這般困難。那裡的小朋友皮膚髒縐，沒吃過
水果，沒有學生字典，和香港富裕的情況有天淵
之別。但他們的抗逆能力強，故家長要學習對孩
子有信心，放手給他們，小朋友才不會害怕。盧
校長展示了一家學校門口豎立了一句標語「沒有
不好，只有不同」，我們多用一把尺子，社會就
多一批人才。

	 看着對眼前這位年過花甲，滿頭白髮的校長如此辛苦去從事這種無私的工
作，想起香港的富裕和幸福，香港新一代的學生們，起碼有十二年免費教育，在
物質資訊泛濫的環境，不知道能否體會山區的艱苦而珍惜自己所有？可會了解「山
狗校長」這樣付出貢獻的偉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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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

財政預算
預算收入 港幣 港幣
   2012/2013年度結存 13,339.52
   2013/2014年度會費（638名會員，每位 50元正） 31,900.00

總收入 : 45,239.52
預算支出
			1.	學生福利 :
      2013/14	年度 24位同學學業獎 (書券	@$100) 2,400.00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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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3期 4,500.0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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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300.00

職位 家長代表 校方代表
主席 梁慧敏博士			(5D吳秉晞 ) --
副主席 										黎大衛先生			(2B黎心陶、6A黎力朗 ) 劉惠明校長
司庫 										許新新女士			(2D柯俊彥、4D柯俊軒 ) 容志賢副校長
文書 林雁儀女士			(1B溫健朗 ) 江詩明老師、呂靜老師
康樂 黎慧敏女士			(1C何芷瑤 ) 陳敏珊老師
聯絡 劉家莉女士			(1D吳芷穎 ) 謝寶恩主任
委員 楊偉衡先生			(1B楊朗翹 ) --
委員 梁麗華女士			(1C郭漪澄 ) --
委員 										陳惠玲女士			(1D林浩麟、3B林曦瑜 ) --
委員 肖咏賢女士			(1D黃柏皓 ) --
委員 周定容女士			(3D麥家溥 ) --
委員 馮惠貞女士			(3D溫粕稀 ) --
委員 梁敏儀女士			(6A李銘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