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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 

    

轉眼間，今年小兒何梓灝已升讀六年級了。回想大女入讀小

一的時候，在她的支持下加入家長教師會，至今已有八個年頭。

由初期的新丁，至今很榮幸被選為主席，實在要感謝各位家長、

各位委員及學校的支持和信任。 

在這八年間，我看到學校是很支持及信任家長教師會的，每

當家長教師會舉辦活動，需要的輔助物資時，如果學校能夠提供

的，都會給予準備，例如：場地設施、印刷資料等……有需要時

更會出動老師及工友的幫助，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在上學年裏，有七位新老師加入＜基灣大家庭＞，當中有好

幾位是運動健將，他們跟學校的體育老師發揮合作精神，加強培

訓出閃避球隊、足球隊、籃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游泳隊

及田徑隊等，而個別隊伍更在校際比賽中取得優秀的成績。基灣

本身向來給人的印象是學業及音樂出色，現學校可以同時在運動

上都加把勁，給予支持，好讓同學無論在學業、音樂及運動上都

各自得到發揮的機會，真是值得高興。 

今期的會訊內容十分豐富，以致首次要加頁刊載，除了有三

位新基灣老師和多位新家長教師會委員的自我介紹之外，還有收

錄由蔡學偉先生主講的親子講座，討論如何成為一位「伯樂」家

長，而且亦報導了我們音樂組管弦樂隊在今年暑假七月底出征歐

洲－維也納，參加國際青年音樂節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Festival 奪得金獎金獎金獎金獎，，，，可喜可賀。。。。另一方面，今期特別邀請即將退

休的容副校長接受專訪，感受到成功非僥倖，做人要有目標，做

事要有堅持。 

快將踏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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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潔霞女士 

(6B 何梓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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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忍耐 ---------------- 2 
 
歡迎新老師 ------------- 3 
 

知多一點點委員 ------- 3 
 
親子講座 ---------------- 5 
 
國際青年音樂節 
國際賽獲金獎 ---------- 6 
 
名人專訪－ 
容副校長(上)  ---------- 8 
 
膳食問卷調查報告 --- 10 
 
活動剪影 --------------- 11 
 
家教會委員名單  
財務結算及預算 ------ 12 



第 2 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學習忍耐    劉惠明校長 

我在幾年前(2012 年 12 月)家長教師會的第四十期「會訊」提及：教育局同意

學校可以在七樓加建上蓋，又在第四十二期「會訊」首次呼籲大家共同為此工程，

盡力捐獻。至今天，可以使用該場地，大家足足忍耐了 3年。 

一一一一....忍耐的原因忍耐的原因忍耐的原因忍耐的原因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羅馬書 8:25) 

二二二二....忍耐的工作忍耐的工作忍耐的工作忍耐的工作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希伯來書 10:36) 

三三三三....忍耐的果效忍耐的果效忍耐的果效忍耐的果效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

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馬書 15: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

書 1:4) 

「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

歡喜喜的忍耐寬容。」(歌羅西書 1:11) 

    我們忍耐，看到上帝奇妙的作為。這個信心的考驗，加上眾人的努力，集腋成

裘下，「信望愛堂」成為一個榮耀上帝的見證。 

    我們感謝聖靈感動了很多人捐款支持建造這

個新的學生活動空間---「信望愛堂」。藉此機會

向大家報告整個工程的收支情況。總工程費為 740
萬，直至今天共籌得 440 萬，故現在仍欠 300 萬。

(去年向辦學團體借 200 萬，答允分三年內還款。) 

所以我們未來的三年仍要繼續努力。願上帝賜
能加力，讓我們靠主的力量，完成上帝託付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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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老師 
 

 

 

 

 

 

 

 

 

 

 

 

 

 

 

 

 

 

知多一點點委員 

 

各位好，我是梁梓森梁梓森梁梓森梁梓森老師，主要任教音樂、英文和常識科。與同學們在課堂上，在排練間短短兩個多月的相處，我看到他們的進步和成長。每一位基灣同學都有其獨特的個性和特質，更有其個人的學習進度，只要曾用心盡力嘗試，那怕只是 1%的進步，都是值得欣賞。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在學習的路上，保持一個堅毅及自我挑戰的心，建立一份勇於表達的自信。學習知識的同時，更能啟發屬於自己的才能及學會自我反思，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確實地成為真正的自己。最後，我希望各位同學都有一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范蔚詩范蔚詩范蔚詩范蔚詩老師，本年度 3A 班的班主任，於本校任教數學科及視藝科。
我非常感謝校長、教師團隊、家長和學生們對我的信任和愛護，使我的教學工作能
進展順利。 

我喜歡跑步，過程中能不斷挑戰自己和克服困難。藉此我希望能以自己的經驗，
在教學上讓學生能帶走知識外，同時能學懂待人處事的正確態度。 

大家好，我是 4A 班主任呂靖呂靖呂靖呂靖老師，九月的第一堂，我與同學們共同訂立兩條規則：第一，尊重；第二，同理心。每人也是獨特的，我們需要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欣賞亦然。透過教育，我們一起實踐信、望、愛。 人生是馬拉松，每人的起跑線、途經賽站、終點也不同。如我們能在參與過程中不斷反省、堅持、保持自信心，路途中的景色可以是我們意想不到的壯麗。 感恩，能成為這班孩子的老師。在他們身上，我看見仁愛、喜樂、純潔的心。我為同學們製作了「四社果子樹」壁報，希望能與同學們一樣擁有「小孩」的特質：常存謙卑的心，時刻依靠主。希望我們能學像基督，在愛與互動的學習中，享受人生的馬拉松。 
大家好！我是 6B 班何梓灝家長，很高興今年可以繼續獲選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在此多謝各位支持我的家長們。我不懂自我介紹，只知道我很享受在學校裏當義工，所以我將會繼續為大家服務，協助學校舉辦活動，令同學們享受學校生活之餘，也可以作家長與學校的橋樑，令家長們更了解學校。 

主席 陳潔霞女士 (6B 何梓灝家長) 

大家好！我是 P.5A 林焯潼 (Tasha) 的家長，一個熟悉的名字，家長們都稱呼我為
Crystal，有趣的是，副校和老師也會跟同學們叫我 Crystal 姨姨。 感謝各位再投我票的家長們，使我再次順利成為今屆的家長教師會委員，在歷屆期間，除擔任委員外，亦曾在第十八屆及第十九屆擔任聯絡一職，今年第二十二屆了，我好榮幸能在本學年擔任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衷心多謝學校、各位家長及各委員對我的信任。 此外，我還有幸參與多個學校大型活動的籌委工作如四十五周年開放日、小六畢業禮/惜別會，遊戲日、社際陸運會、領取回收校服、升中模擬面試及聖誕佈置校園等的義工統籌工作。我會繼續努力，盡我所長，希望身體力行，從小培養我的孩子，在不同環境情況下，不要問回報，應自己的能力，盡心盡力去幫助他人，擁有一顆有責任感和樂於助人的心！ 

副主席 李碧玲女士  (5A 林焯潼家長) 

我很榮幸獲選為今屆家教會司庫，今年已是第四次當選家教會，作為兩個小孩的媽媽和一個在職家長，時間需要分配得宜，才能兼顧家教會的會務，很慶幸有一班對家教會事務十分投入，富豐富經驗的委員和教師幫忙，仰賴家長熱心參與義務工作，我們的會務才能蒸蒸日上。 

司庫 許新新女士 (6D 柯俊軒/4D 柯俊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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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 3C 班溫健朗的媽媽林雁儀 Annie。我感到很感恩，今年已是我第三年成為家長教師會的委員了。在過去做義工的日子，我認識了很多老師及家長，參與了很多有意義的學校活動，例如 45 周年校慶嘉年華、擴建七樓籌款等等，對學校的歸屬感增加了，深感榮幸能成為基灣的一份子。在往後的日子，我會繼續積極參與學校的義工活動。 

委員 林雁儀女士 (3C 溫健朗家長) 

本人是 5C 班蔡秉羲的媽媽─蔡太，瞬眼之間我和他一起在此校已第五個年頭，每年開學的時候，都會回想他由幼稚園升小一時的第一天小學生活，很快他就完成小學生的階段，要走進另一個人生的階段─中學生，這五年裡我們在一起成長，他令我再一次體驗小學生生活。雖然這幾年我不能每次學校活動都能參與，但如果我有機會參與，我都體會到學校與家長的緊密合作，令每次活動都舉行得非常成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今年想參與家教會的一份子，能夠成為學校與家長的橋樑，幫助學校舉辦一些活動，令各位家長能夠更深入了解學校的運作。 

委員 張少梅女士 (5C蔡秉羲家長) 

大家好! 我是 4C 黃卓言家長 Connie Ngai。再次感謝各位投了我票及支持我的家長們，好讓我今年能繼續為大家服務, 成為家教執委會其中一份子。 有了上年的經驗，希望今年能再做好一點，繼續幫助各位家長與學校溝通及互相傳達訊息的橋樑，能讓大家互相了解對方的意見/提議或難處。所以如各家長有任何意見想透過家教會了解或與學校反映，歡迎隨時與我聯絡。 祝願各位學生及家長能在基灣渡過快樂的 6 年校園生活~ 

康樂 倪康妮女士 (4C 黃卓言家長) 

我是 Mimi，小兒是 5C盧駿賢和 2B盧柏賢。本人第一次在會訊跟大家見面，在此感謝有投票支持我的家長，成為今年（第廿二屆）家教會委員聯絡一職，主要職務是負責聯絡家長義工參加學校和家教會協辦的活動安排。希望下次邀請家長義工時可以認識你們。到時見！謝謝。 

聯絡 楊翠珊女士 (5C盧駿賢/2B盧柏賢家長) 

我好開心這個學年可再次成為家長教師會的執行委員，繼續為學校及學生事務出一分力。我自從小兒入讀小一後，便開始擔任校內的家長義工了。成為家長義工，令我可更多接觸其他同學、老師及義工家長的機會。從而加深我對學校的認識和了解，更讓我增進了與其他家長的溝通和合作。在未來的一年裏，我會和其也執行委員攜手合作，積極參與家長教師會內的各項工作，一起為學生和學校而努力啊！ 

委員 黃少萍女士 (3D 陳康賢家長) 

我喜歡介紹自己做“嘉嘉”，好像比稱呼做“鄧太”來得親切和有活力！今年有幸能參與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盼望今年除了能做好“家長”這個角色外，更希望可以認識更多家長，讓我學習如何為家校合作作出更多的貢獻，請各位多多指教！ 

委員 莊珮嘉女士 (4D鄧諾謙家長) 

大家好！我是郭太 Ever。感謝各位家長的信任和支持，讓本人有幸再次成為今屆的委員兼文書。除了一般事務和活動外，我主要是負責編輯家教會的會訊，希望能以自己僅有的知識略盡綿力服務大家，如各位家長有任何意見想向學校反映，歡迎隨時聯絡我。 

文書 郭梁麗華女士 (3C 郭漪澄/1A 郭澄朗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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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講座－如何成為一位「伯樂」家長         黃少萍女士 (3D 陳康賢家長） 
 今年度 PTA 會員大會之後的親子講座，邀請了蔡學偉先生為我們分享講題：如何成為一位「伯樂」家長。人們把善長鑒別馬兒好壞的人叫做「伯樂」，「伯樂」家長就是指家長能辨別孩子的獨特個性，運用適當的方法來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引領他們自主學習。講座的第一部份，蔡先生讓我們學習識別孩子的不同個性。心理學家 David W.Merrill於 1960年初，發展出一個 DISC分析系統，觀察孩子的行為和動機，以同理心聆聽、與他們溝通，找出孩子的四個類型。我們的孩子可能徧向其中一類型，又或者是同時擁有兩類型的特徵。 

 主導型(追求認同) 

D: Dominator 

社交型(追求快樂) 

I: Influencer 

和靄型(追求和諧) 

S: Stable 

思想型(追求正確) 

C: Compliant 

-勇敢、富冒險精神 
-直率及決斷 
-成績主導、執著要贏 
-有時較霸道 
-易發脾氣、欠自律、易反叛 -有活力、有趣 

-有說服力 
-外向、富動感、生動 
-喜歡表現自己、願意與人分享 
-不善於細節、粗心大意 
-較難安靜、有時過度活躍 
-太執著要玩/樂趣 

-愛跟從、不要衝突 
-忠心、有耐性、緩慢 
-注重別人怎看自己 
-有時過份敏感 
-較易欠缺自信 
-過於安於現狀 

-堅持己見、較易固執 
-每步都很小心 
-不太愛與人交往 
-愛自己思考 
-需要比較長時間作決定 

 蔡先生指出「伯樂」家長明白了孩子個性所屬類型之後，就要在適當的場景，運用適當方法來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首先，我們要令孩子覺得學習是有意義的，例如：在農曆新年前，讓孩子學習寫揮春、對聯來佈置家居。其次，孩子透過模仿來學習，我們可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出一個卓越形象，讓他們去模仿。例如：在假日去圖書館，我們身體力行與孩子一起閱讀，當我們表現得比他們更專心、更投入看書時，他們也會受到薰陶，而表現得更認真。最後一點，孩子的成長，學習的進程是按個人能有發展，對學習的要求應是他們能力掌握之內。 

 在講座最後部份，蔡先生提出了三個重點，讓我們能更有效協助孩子學習，以及改變他們的行為態度。第一，著孩子利用圖畫、顏色、聯想法等去整理溫習重點，每隔一段時間就轉換溫習內容或科目。第二，我們避免問「點解?」、「你又做錯咩呀?」這類問題，我們應多講多用有助化解的語法去跟孩子溝通。例如：「你平時唔會咁，發生咗咩事呀？」「你下次點樣才可做得到？」第三，我們對孩子讚好要具體講出他們做得好的地方，有助他們建立正面的態度，鼓勵他們繼續去做。例如：「你提醒了媽咪一樣嘢，做得真好！」我們也要多讚他們勤力、少讚叻，令他們知道付出努力會有成果的。 

 每次參加親子講座，聽嘉賓講者的分享，都令我有所啟發，獲益良多！我已十分期待明年五月的另一個親子講座呢！ 

大家好，我是馮惠貞，兒子是五丁班溫粕稀，大家都叫我 Rebecca姨姨；我除了是今屆委員外，同時也是第十八至二十屆委員。我是一位職業媽媽，五天上班工作，餘暇時間都會陪著兒子去學習及遊玩；我喜歡說話及唱歌，如不怕我口若懸河，歡迎隨時找我談天。 

委員 馮惠貞女士 (5D溫粕稀家長) 

蔡學偉先生是社會科學碩士、註冊社工及催眠師，也是 NLP高級執行師。 

我是 1B 班謝卓軒的家長謝寶雄、亦係基灣小學嘅舊生，好高興有機會服務母校，我個人的興趣是音樂電影及運動。我現在的工作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我會盡力做到學校與家長的橋樑，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委員 謝寶雄先生 (1B謝卓軒家長) 

我是 2D 班余穎軒的媽媽 Yuki，今年能繼續成為家教會執行委員，謝謝家長們信任和支持，我會盡自己力量為學校與家長們之間作溝通橋樑，令「家校合作」更為鞏固。感謝天父令上年的家教會活動一切順利完成，而今年我們陸續都會有各種類型的活動舉辦，如聖誕節裝飾佈置、派發回收校服、遊戲日、步行籌款、畢業禮、小六升中模擬面試等等…請大家鼎力支持和參與。 

委員 黃渝淇女士 (2D余穎軒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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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音樂節 國際賽獲金獎            崔頴瑜主任 

 

2015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4 日，學校舉行了創校 45 周年“維也

納音樂之旅”，一行 73 人，包括 61 位 7 至 12 歲學生及 12 位校方

代表及工作人員。此行目標是管弦樂隊出征歐洲，前赴維也納，參

加於斯諾伐克舉行的國際青年音樂節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Festival，隨後到奧地利米爾茨楚施拉格的布拉姆斯音樂學院

Johannes Brahms Music School 進行樂器學習及專業的音樂訓練，

並參觀維也納音樂名都，遊覽音樂發源地，實為一個精采的音樂之

旅。校方一向著重器樂訓練，樂隊更是重點傳統發展項目，以呈現

學校音樂文化的傳統及特色。今次為樂隊首次參加國際音樂比賽，

致令校方音樂文化發展推上更高峯。 

  

 籌辦這次行程，由香港音樂及藝術家協會協辦，而校方亦動員

了不少人力物力，當中包括學校管弦樂隊指揮馮啟文先生、劉惠明

校長、容志賢副校長、課程發展戴家莉主任、活動統籌暨音樂科崔

頴瑜主任及音樂專科蘇銘江老師等，更得到一群熱心家長的鼎力支

持，令這音樂之旅能夠順利進行。 

 

 管弦樂隊在指揮馮啟文先生的悉心訓練下，整裝待發，隊員以

最優質的狀態出發。十多小時的機程，終飛抵維也納。下機後第一

個景點就是超級市場巡禮：同學買了零食，老師買了水果等必需

品，各取所需。購物完畢迅即乘車赴斯諾伐克，經過一晚好好的休

息，翌日即參加國際青年音樂節開幕禮演出，與來自世界各地隊伍

切磋。 

 

第三天參加管弦樂隊十二歲以下組別比賽，實為小朋友一生難

忘的時刻，能夠在一所音響效果出色、典雅而不失莊嚴的 Moyzes 

Hall 中，個子小小的學生仿似大師般在樂隊裏演奏，弓上弓落，十

分整齊；木管銅管的聲音，此起彼落；敲擊樂的配合，令樂曲更豐

富充實。這一隊十二歲以下的小朋友樂隊，士氣高昂，成功的演出

令觀眾眼前一亮。在同學的共同努力下，不負眾望，從來自世界各

地的評審團手上，勇奪管弦樂十二歲以下組別的金獎金獎金獎金獎，不但使歐

洲同儕耳目一新，更令當地文化界對香港兒童音樂教育刮目相看。 

 

 除了參加國際性比賽，豐富同學的演出經驗外，此行特地安排

了到奧地利著名之布拉姆斯音樂學院進行為期三天的學習，以提升

同學的演奏技巧，其中包括各種不同樂器的大師班及小組合奏訓

練。值得一提的，連市長也因我們的到訪，親身到來歡迎呢！ 

 

 

 

 

杜拜轉機，小團員忘卻舟車勞頓，仍在玩耍！ 

我們愛雪糕！ 

與音樂學院院長及米市市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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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隊曾分別於不同場地演出，包括國際青年音樂節開幕

禮及閉幕禮，亦應入住的酒店邀請於酒店內演出，最後更由布拉

姆斯音樂學院安排一場盛大的音樂會，讓管弦樂隊為奧地利居民

獻技，分享音樂的喜悅。此行聲勢之浩大，引起各方的注意，包

括入住的酒店邀請演出外，更邀請同學手持樂器拍攝團體照；途

中經過的雪糕店亦邀請我們拍攝品嘗雪糕的照片留念。 

 

 經過比賽、交流及演出，終於有機會讓同學們輕鬆一下了，

同學親身踏足音樂之都，參觀貝多芬故居、莫札特故居及維也納

金色大廳等，不但擴闊了眼界，對學習音樂有更深的體會，更瞭

解多了歐洲風土人情，比在課本看到的更見影響力。 

 

 這次旅程，同學不但贏得了金獎金獎金獎金獎，一個國際性的獎項，一點

也不容易，對公開表演或比賽的信心自然都增強了。能在音樂學

院學習音樂，令他們更熱愛音樂。當然，十二天的旅程，讓他們

學會照顧自己，連那八位七歲的二、三年級小朋友也不例外，還

有，當地的美食也令他們很懷念呢！ 

 

 相信小朋友在這十二天，經歷了一生最難忘的音樂旅程，願

音樂的幼苗在他們的生命中繼續茁壯長大！ 

 

 

 

 

 

 

 

 

 

 

 

 

 

 

 

 

 

 

 

 

 

 

 

 

 

 

勇奪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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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專訪－容副校長(上)        許新新女士 (6D 柯俊軒/4D 柯俊彥家長) 

容志賢副校長任教於基灣二十一載，桃李滿天下，深得老師、家長和學生的愛戴，教學至今三十載，

明年即將退休。今期會訊特意專訪容副校，讓家長和同學多些瞭解他教學的心路歷程及鮮為人知的成長

背景。 

 家家家家－家教會委員，容容容容－容副校 

 家：家：家：家：可否簡單介紹自己的背景和家庭狀況? 
容容容容：：：：我家有八兄弟姐妹，我排行中間，小時候居住在石峽尾徙置區，過著赤貧的童年

生活，從小就被老師們評定為過分活躍，多言好動，幸好仍算有小小聰明，讀初

小時超活潑，勁百厭，無心向學，媽媽沒讀過書，又從朝到晚在街頭販賣水菓養

育我們八隻「化骨龍」，自然疏於管教，我經常放學後在街上到處流連、嬉戲和

欺負弱小，上課常搗蛋，受罰是常規，記得三年級時就被英文老師罰站班房門口，

幾個月不可進班房上課。到了高小遇上一些比較了解我的老師，成績因而突飛猛

進，可謂石頭變翡翠，老師果然有「化腐朽為神奇」的神力，終期考試我竟然可

以名列前茅，畢業禮更上台領取學業成績優異獎。回想小學階段，覺得很幸運和感恩，能有幾位老

師關顧我，最深刻是蘇鴻堃老師，雖然他時常用不同方法去處罰我，但我知他很珍惜我，總是不斷

給我機會，鼓勵我加入童軍、去參加朗誦比賽、入銀樂隊和跳土風舞，更用私家車帶我返他的教會。 

 

可惜，我升上中學一年級不到三個月，任性的我厭倦牢獄般的學校生活，毅然向媽媽提出不再讀書，

要出來社會搵工賺錢。當時媽媽很詫異，但知阻止不了我的任性，無可奈何，只能尊重我的選擇。

就這樣，年紀小小，我開始踏足社會，在一間山寨廠做小雜工，打鈕門、軋骨、做雜務，輾轉到觀

塘做包裝工人，不知不覺已白白浪費了三年寶貴光陰，直至中華基督教會銘賢夜中學(石硤尾)新開

辦，我才有機會到夜校繼續學業。我發覺原來夜校生活頗適合我的性格，因為可以自由上學，自由

做功課，而大部份夜校老師都很有心教學生，他們大都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在學的學生，晚上兼

職教書。日工夜讀的生活實在很辛苦，但有機會重返校園繼續學業令我學會珍惜，早上八點上班，

晚上六點放工，就要馬不停蹄趕返學校，一旦遇上塞車，只能在上課時偷偷吃麵包頂肚餓，坐定後

又要跟「睡魔」拼鬥，好不容易才捱過一晚。讀夜校最辛苦的莫過於遇上測驗或考試，每晚十點後

才回到家，胡亂食過剩菜殘羹，沖涼梳洗後已接近午夜時份，一臉倦容，疲憊不堪，拿著要溫習的

課本坐在尼龍牀上，點起微弱的牀燈，又是一個孤獨、疲倦和迷惘的長長夜晚……艱苦的生活中總

有想放棄時刻，每當我想放棄，就會記得容老太的一句話，「愛命就自己 kan」(意思是愛自己就先

要疼惜自己)，我就這樣堅持了長達七年的艱苦的夜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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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容容容：：：：預科的成績其實不算卓越，但以一位夜校兼讀生能考進教育學院，亦算不

錯了。報讀教育學院的原因，當然是受到我的經歷影響，在我生命中不

同的階段，幸運地能遇到幾位好老師合力把我從一個街童慢慢轉變成現

在的我，原來知識真的能改變命運的！當然媽媽影響我最深，她常常鼓

勵我，勸勉我，叫我記得做好人，話如果我做好人就會令很多人得益，

相反，做壞人就使很多人受害。故畢業後抱著「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的「老套精神」，盡量抽時間去社區中心做服務，返夜校教夜中學，雖然

未必幫到很多人，但都希望幫得一個得一個。教學生涯中，有時見學生

快要振翅高飛，有時見學生快要沉下去，做老師就要適時扶他們一把，

只要你樂於伸手相扶，這就是教育有心人。 

 

最初六年在赤柱聖士提反小學教，後來再到屯門一間津貼小學，到一九九四年轉到基灣任教，能任

教基灣亦算是機緣巧合，其實在赤柱教書時已知基灣是一間名校，仰慕已久。當我在中文大學畢業

後考上香港大學進修碩士，為了解決交通不便問題，必須在港島區教上午校，幸得當時的中大同學

(基灣下午校的李校長)幫忙，介紹我到上午校任教，時間飛逝，不經不覺，廿一年就這樣快樂地過

去了！ 

 家：家：家：家：請說說你對基灣學生，同事和學校環境的感覺? 
容容容容：：：：基灣的學生都好乖，絕大部份都受教，經過多年來帶學生外出比賽、參觀和旅行等活動觀察所得，

基灣學生真的比較守規聽教。不過，基灣學生較缺乏的是獨立的個性發展的機會，以前社會上的工

種只有 72 行，現代社會的工種一定超過 720 行，不同的行業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學生無論在學

校的成績好或壞，將來都可能成為不同行業的精英，都可以有卓越的成就，在小學階段是很難判斷

哪個學生將來有成就的。何況每個學生的性格和長處各有不同，都是獨立個體，不管別人喜不喜歡，

在他們的父母眼裏都是寶貝，所以我們要教他們珍惜自己，認同自己就是父母心目中的寶貝，是不

能取代的寶貝。 

 

正如容副校所說的，每個學生都是寶貝，他視基灣的學生如己出，用心教學，但當中亦少不了要面

對一些挑戰或困難，究竟容副校是如何迎刃而解呢？在基灣的年頭，他最難忘的片段是什麼？想知道他

在退休前有什麼說話要向大家講？而

他退休後又有什麼大計呢？在下一期

(第四十七期)將會繼續容副校的專訪

為大家揭曉，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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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午膳問卷調查            黃少萍女士 (3D 陳康賢家長） 

   

學童的健康是家長們最關注的事項之一，大部份的學生及老師會向午膳供應商訂購午餐。為收集學

生及老師對午餐飯盒的意見，校方在 11 月份進行了一次午膳問卷調查。今次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在校內

訂飯的 516 位學生和 24 位老師，以及 5 位家長教師會膳食監察小組的家長委員。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老師及家長教師會膳食監察小組的家長委員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  

   
 

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的學生、老師及家長委員都滿意午膳供應商的整體表現，為了確保午膳供應商

持續提供優質的食品給本校的學生，校方與家長教師會膳食監察小組，會繼續監察他們的服務表現，並

適時抽查他們的食品質素，並會即時反映我們的意見讓他們盡快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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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鳴謝 
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多謝每一位義工家長的協助，使學校能順利推行各式各樣的活動。 

聖誕佈置校園 

升中模擬面試 

基灣小導遊 

社際運動會 

便服籌款日 分發回收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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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 
    
    
    
    
    
    
    
    
    
    
    
    
    
    
    

    

職位 家長代表 校方代表 主席 陳潔霞女士陳潔霞女士陳潔霞女士陳潔霞女士 (6B 何梓灝家長何梓灝家長何梓灝家長何梓灝家長)     副主席 李碧玲女士李碧玲女士李碧玲女士李碧玲女士 (5A 林焯潼家長林焯潼家長林焯潼家長林焯潼家長) 劉惠明校長劉惠明校長劉惠明校長劉惠明校長    司庫 許新新女士許新新女士許新新女士許新新女士 (6D 柯俊軒柯俊軒柯俊軒柯俊軒 / 4D 柯俊柯俊柯俊柯俊彥彥彥彥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崔穎瑜主任崔穎瑜主任崔穎瑜主任崔穎瑜主任    文書 郭梁麗華女士郭梁麗華女士郭梁麗華女士郭梁麗華女士 (3C 郭漪郭漪郭漪郭漪澄澄澄澄 / 1A 郭澄郭澄郭澄郭澄朗朗朗朗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呂靜主任呂靜主任呂靜主任呂靜主任    康樂 倪康妮女士倪康妮女士倪康妮女士倪康妮女士 (4C 黃卓言家長黃卓言家長黃卓言家長黃卓言家長) 容志賢副校長容志賢副校長容志賢副校長容志賢副校長    聯絡 楊翠珊女士楊翠珊女士楊翠珊女士楊翠珊女士 (5C 盧駿賢盧駿賢盧駿賢盧駿賢 / 2B 盧盧盧盧柏柏柏柏賢家長賢家長賢家長賢家長) 吳詠梅老師吳詠梅老師吳詠梅老師吳詠梅老師    委員 馮惠貞女士馮惠貞女士馮惠貞女士馮惠貞女士 (5D 溫粕稀家長溫粕稀家長溫粕稀家長溫粕稀家長)  黃渝淇女士黃渝淇女士黃渝淇女士黃渝淇女士 (2D 余穎軒家長余穎軒家長余穎軒家長余穎軒家長)  林雁儀女士林雁儀女士林雁儀女士林雁儀女士 (3C 溫健朗家長溫健朗家長溫健朗家長溫健朗家長) 黃少萍女士黃少萍女士黃少萍女士黃少萍女士 (3D 陳康賢家長陳康賢家長陳康賢家長陳康賢家長)  莊珮嘉女士莊珮嘉女士莊珮嘉女士莊珮嘉女士 (4D 鄧諾謙家長鄧諾謙家長鄧諾謙家長鄧諾謙家長)  張少梅女士張少梅女士張少梅女士張少梅女士 (5C 蔡秉羲家長蔡秉羲家長蔡秉羲家長蔡秉羲家長) 謝寶雄先生謝寶雄先生謝寶雄先生謝寶雄先生 (1B 謝卓軒家長謝卓軒家長謝卓軒家長謝卓軒家長) 

鄭寶玉老師鄭寶玉老師鄭寶玉老師鄭寶玉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