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主席席心心聲聲
轉眼間，今個學年又將結束，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還記得去年十二月時，各項活動正進行得如火如

荼，而聖誕假期後更準備了連串活動，誰知第五波疫情來襲，所有的計劃都泡湯了，意想不到的是「暑假」

提前到來，感覺就好像又回到一兩年前的光景。

在過去的日子，停課、網課、復課、再停課等不斷循環，大大影響了學生的學習進度，而且能參與的

課外活動更大幅減少。其實，這個情況，也影響了家長教師會的好多計劃，特別是減少了家長之間的認識和

互動機會，到了學期末，才發現原來只有在各年級的家長茶叙中見過一面，之後就沒有其他機會接觸了，實

屬可惜！

但在逆境下，我們也作了一些新嘗試，在「暑假」期間，家長教師會舉辦了不同類型的網上活動，有

以記憶法為題的家長講座，有跟家長輕鬆討論如何準備一星期飯餸的工作坊，也有滿載小朋友歡笑聲的魔術

班，以及促進親子溝通的和諧粉彩畫班等，家長們的反應均非常熱烈。或許在新常態下，也讓我們在未來籌

劃活動時，可以有更多可能性和多元性，不用因環境變化而停下來，反而可以跳出框框，為家長和孩子們帶

來更多新元素。

的確，現在籌劃活動的難度比以前更大，往往計劃也趕不上變化，幸好有一班熱心參與又不介意無條

件付出的家長義工們，願意並肩一起克服種種困難。在此，特別鳴謝各位家教會委員以及小六畢業禮籌委

在過去一年的付出，一起體現了萬事互相效力的重要，同時更要感謝學校的支持，才能讓家校合作得以成

功實踐。或許學習環境未必能回復從

前一樣，但我相信在學校同工的努力

下，加上家長學生的支持，校園生活

仍然可以變得豐盛和精彩，期待日後

有更多家長參與各項活動，並深願家

長們也享受與子女在基灣一起成長的

歲月！ 

家長教師會主席家長教師會主席
莊珮嘉女士莊珮嘉女士

（5D 鄧諾欣家長）（5D 鄧諾欣家長）

基灣小學
愛

蝶

灣

2021-22年度（第59期）第二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會訊會訊

基灣小學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吳湖生主任　莊珮嘉女士　李碧玲女士　王荻璇女士　劉娟娟女士　劉綺雯女士

歡迎下載  http://www.ccckeiwan.edu.hk    會址：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電話：2915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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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雯校長黃靜雯校長

學校自推行VASE十個好習慣，孩子

們大都認真完成，老師又透過早會及班主

任課，與孩子們討論日常生活中如何應用

及實踐，孩子們的良好品格，就在朋輩支

持與校園氛圍中，一點一滴形成。

對我來說，要評估計劃的成效，在

這十個好習慣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

「微笑點頭打招呼」。只要孩子們一見到

我，就會微笑點頭，甚至叫一聲：「校長

好！」那就足以證明孩子們真的做到了。

可是，我也曾見過一些孩子在校長或老師

面前經過，完全沒有打招呼，反而是我們

主動向孩子們問候。為何在同一所學校，

同一個德育計劃，同樣的教育模式，孩子們的表現仍會出現差異？原因何在？當然不是孩子的能

力問題，而是家庭教育的差異。

不少成人都慨嘆說：「現在的孩子連打招呼也不會，真沒用。」誰又想到，這原因竟是出自

父母本身呢？有些父母與旁人相遇，總會高高興興地打招呼，寒暄幾句。隨後才回過頭來指責孩

子不向人家打招呼。如果是父母一開始就與對方談過不停，孩子根本連說話機會也沒有，卻招來

責備，教他們如何自處？相信孩子們也覺得跟人打招呼是一件不愉快的事。父母在教導孩子的時

候，很少想到要透過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與人問好應有親切、真誠的態度，多半只是要孩子講

幾句形式上的招呼語，如此，孩子又怎樣理解背後的意義？

要求孩子聽從我們，首先也要解釋背後的用意，為什麼我們要他這樣說，他們才會感受到

被重視，也有獲理解的安全感。我們除了教導孩子一些招呼、應對的內容，同時也要培養孩子喜

歡主動與人親近的態度。現代的父母，都深明「教學相長」的道理，我們本身也必須努力做一個

善解人意、廣得人緣的人。當孩子們了解與人打招呼的真諦，他們更樂意去做。「微笑點頭打招

呼」猶如寫在臉上的履歷表，不單是子女日後升學或進入職場其中一張重要的入場券，也是建立

良好人際社交的基本元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好習慣。

如果想深入了解如何建立小朋友的好習慣，歡迎到圖書館借閱《做個有智慧的父母》書籍（陳龍安主編）。

微微笑笑 點頭打招呼點頭打招呼

校校長長的的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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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陳穎導師：陳穎㬢

（Haze Illusion創辦人）

3月28日下午，超過240個家

庭一起參加網上親子魔術班，導師

HAZE哥哥利用3張撲克牌教小朋友

表演了一個「不會倒下的啤牌」魔

術，之後再用5個相同的硬幣來表演

「百分之一百硬幣預言魔術」。是

次工作坊希望透過兩個不同類型的

魔術及體驗，讓小朋友了解魔術不

只是興趣，亦可強化觸覺的敏感度

和身體靈活性，並學會尊重魔術。

講員：陳志耀講員：陳志耀
（EDIT Workshop 創辦人及LPD（EDIT Workshop 創辦人及LPD®®課程總監）課程總監）

本校希望能夠幫助學生提升記憶效能，在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星

期二）早上十時三十分邀請了EDIT WORKSHOP創辦人和課程總監陳志耀先生

舉行網上講座。

透過此講座，希望孩子們能夠提升記憶效能。講座中透過大腦熱身，故

事法，實例示範和實用小工具去示範如何把內容進行記憶。學懂記憶技巧，

讓孩子們感受學習是有趣的，亦希望家長們了解怎樣從日常的小訓練協助孩

子提升記憶效能。

親子魔術班親子魔術班

家長家長講講座座——
LPDLPD®®非常記憶法（實踐篇）非常記憶法（實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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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方天佑

我起初以為畫畫很難，但原

來「捽下捽下」都可以完成，

很有趣！很喜歡和媽媽一起

參加這個活動！謝謝家教會！

1A 楊睿

以往曾都參加過和諧粉彩，每次大

都是我主要創作，今次難得楊睿自己可

以獨力完成作品，真是莫大的進步，感

謝家教成員的悉心安排，令疫情被迫在

家增添不少樂趣。

1B 蔡淳熙

和諧粉彩，好好玩， 

親子合作，發揮創意。

1C 何馨逸

通過參與這次的親子

和諧粉彩班，讓小朋友對

粉彩作畫有了新的認識與

興趣，學到了好多作畫技

巧。老師風趣活潑的上堂

氛圍，小朋友完全可以理

解接受，真的非常感謝這

次活動的組織成員們，希

望學校可以多組織這類繪

畫活動，讓小朋友接觸到

更多的藝術創作，發揮他

們的想像力！

1C 潘俙璦

多謝家長教師會舉辦今次親子畫班，令到在疫情影響

下大人小朋友都有機會開心渡過一個下午。

1D 陳昕彤

第一次畫粉彩畫，我感覺好奇妙，直接用手指，棉棒

就可以畫出一幅畫，真的好有趣好放鬆。希望疫情快點過

去，大家都可以出去欣賞美麗的風景感受大自然的餽贈。

1D 高馨兒

這是馨兒第一次接觸和諧粉彩，相對於之前

的水彩畫、蠟筆畫，她說她更喜歡和諧粉彩畫，

因為刮網可以刮出自己喜歡的顏色，而且能用手指

作畫，橡膠還能擦出各種形狀，這種新奇的作畫方

式，讓她很享受整個作畫的過程。

和諧粉彩親子畫班和諧粉彩親子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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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簡卓弘及4D 班簡鈺錚

大家好！我是4D班簡鈺錚及2D班簡卓弘的家長。感謝家教

會在抗疫暑假期間精心籌備了多個有趣、益智的講座和活動，令

同學們即使悶在家中也能感受到委員們的熱忱，為沉悶的生活增

添一點色彩和樂趣。

我們參加了「和諧粉彩親子畫班」，導師悉心講解有關畫具

用法和繪圖上色技巧。首次接觸硬粉彩及其使用手法的兩姊弟和

其他小朋友一樣十分投入創作，也很喜歡自己的作品。再次感謝

家教會的付出和努力，期待家教會推出更多類似的活動！

1C 林恬行 3D 林純匡

兩個小孩都覺得家教會舉辦的和諧粉彩班

非常有趣，他們都很享受上課的過程，跟着老

師的指導完成了兩幅作品。而且家教會安排的

和諧粉彩用具價錢非常相宜，一套已經包含了

學習和諧粉彩的基礎用品，非常細心。

5D 李泆蕎和媽媽 ❤

很開心可以和媽咪一起參加親子畫畫

班，在這個興趣班中我們學會了繪畫和諧粉

彩的技巧，十分有趣又好玩，簡單的畫作看

起來也很漂亮，謝謝大家欣賞。

導師：龍頴琪導師：龍頴琪
（ Little Space Expressive Arts Studio, 註冊藝術（表達藝術）治療師，表達藝術治療師）

1D 黃瑾瑜

「 嘩 …… 原 來 畫 和 諧 粉

彩畫不難！」— 這是我和

瑾瑜對和諧粉彩畫的第一感

覺。我們是第一次接觸和諧粉

彩畫，但卻能夠畫好一幅漂亮

畫作。在作畫時，我們非常開

心，享受了有一個愉快的親子

時間。我們在一個完全無壓力

的情況下同心協力地完成了兩

幅漂亮的作品。

2B 陳雪溰

原來和諧粉彩需

要配合不同工具，加

上我的小手指繪畫，

十分有趣，我和婆婆

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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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何穎怡（岸本太太）（Food for Soul 食養導師）導師：何穎怡（岸本太太）（Food for Soul 食養導師）
疫情嚴峻下有人會選擇一次過購買一周食材，減少外出。相信不少家長都曾經為如

何解決一日三餐這問題而大傷腦筋。家長教師會邀請到食養導師岸本太太，為我們講解

選購及保存食材的貼士，分享如何一餐變多餐之技巧。

1. 如何選購及保存食材，以減少浪費

從食養角度，食物是「以人為本」。所以在規劃餐單時，可按家中成員喜好設計

菜式。當準備購買一星期或數天的餸菜時， 先做購物清單，然後按需要選購。買回

來的食材要善用、妥善保存以減少浪費。特別要注意醬料選擇，盡量避免一些化學成份多

的產品。例如醬油最好選用傳統天然發酵釀造的，因為天然發酵的微生物，所產生的酶有助消化系統。煮食油岸本太

太建議選用可耐高溫的米糠油。橄欖油要選用初榨冷壓橄欖油，而且只適合低溫烹調。

若購買的肉類要隔幾日後食用，可以預先加鹽和胡椒醃好，然後按不同烹調需要而分成數份，用保鮮袋或保鮮盒

分別儲存雪櫃及冰箱備用。解凍後用焗、煎等方法配不同蔬菜烹調。選購蔬菜時，岸本太太建議葉菜類在購買頭兩天

內食用，而根莖類和瓜類可選較多，因根莖類/瓜類可保存更久。如南瓜、冬瓜一般可以存放室溫1-2個月。但當南瓜

切開後，切記去籽保存，因南瓜籽容易引致發霉。馬鈴薯、椰菜和番茄可用紙袋或布袋存放雪櫃蔬果格2-3個月。她亦

建議將香料、葱、生菜的根部置於水中，菜葉會繼續生長，並可將保存時間延長至1星期左右。

2. 如何簡單烹調煮，一餐變多餐

岸本太太教路同一食材，配合簡單烹調技巧，可以煮出營養豐富而多變化的菜式。肉類如肥牛可做肥牛金菇卷、

牛丼；肉碎可蒸肉餅、做肉丸、炒瓜菜等等。瓜莖菜類如南瓜和馬鈴薯可預先煮至七成熟，然後將南瓜和馬鈴薯壓蓉

存放雪櫃。南瓜蓉可做南瓜粥、南瓜濃湯、洋蔥南瓜味噌湯、紅豆南瓜飯、南瓜意

大利飯、南瓜糙米飯等。馬鈴薯可做薯餅、炒薯絲。其他蔬菜如椰菜、蓮藕、西蘭

花、甘荀等等，也可預先煮至七成熟存放雪櫃內，烹飪時就可以簡單變化。米飯也

可以預先煮多少少份量，下一餐可做飯糰或早餐可做粥。意大利麵也可以煮多少少

份量，煮約七成熟，盛起放涼後加初榨橄欖油拌勻，待晚餐時略炒即可。

聽完岸本太太分享，相信大家都可以初步掌握到選購及保存食材的秘訣。只要

家長們多動腦筋，定能利用簡單的烹調方法，煮出多變而又美味的菜式！

一週好菜一週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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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多謝每一位義工家長的鼎力相助，使學校能順利推行各式各樣的學校活動。

小六畢業生拍照 (2022.06.28)小六畢業生拍照 (2022.06.28)

6A 6B

6C 6D

家長義工合照家長義工合照

新畢業袍新畢業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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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獎名單閱讀獎名單
「優秀閱讀獎」得獎者，是參與學校舉辦的閱讀計劃，獲得優異表現的同學。「優秀閱讀獎」得獎者，是參與學校舉辦的閱讀計劃，獲得優異表現的同學。

今年共有79位，他們將會獲得家長教師會贊助的書券。今年共有79位，他們將會獲得家長教師會贊助的書券。

回收校服活動 (2022.06.30及07.23)回收校服活動 (2022.06.30及07.23)

1A 張海嵐
1A 蔡昊昀
1A 柯恩信
1A 王焌熹
1A 黃允蕎
1B 鍾卓衡
1B 賴苡蕎
1B 利安娜
1B 文熙朗
1B 莫　娜
1B 胡凱竣
1C 陳靜翹
1C 何婉瑤
1C 李敬行
1C 孫沚仲
1D 莊政軒
1D 何允曈
1D 劉允言
1D 梁芷蕎
1D 王梓朗

1D 陳昕彤
2A 陳遵言
2A 王芷善
2A 俞致遠
2B 陳婉維
2B 黎朗曜
2C 鄭昕希
2C 林柏霖
2C 蕭煜林
2C 王璟程
2C 楊佳穎
2D 鄒卓然
2D 范曉澄
2D 高鈺軒
2D 何均彤
2D 簡卓弘
3A 鄒卓凝
3C 黎鏵之
3C 林昊燊
3C 李采恩

3C 甄倍希
3C 楊子進
3D 張倬霖
3D 關力銅
3D 翁靖鋋
3D 施承允
4C 陳天月
4C 黎曜熙
4C 梁皓騫
4D 鄭家謙
4D 李洛希
4D 文晞欣
4D 王樂晞
4D 楊珈善
4D 甄衍誠
5A 陳竣祺
5A 劉嘉謙
5A 蘇柏豪
5A 楊婥瑤
5B 陳曦彤

5C 鄭詠欣
5C 梁曉恩
5C 崔文萱
5C 黃敏瑩
5D 陳凱嵐
5D 張芯瑈
5D 許綽麟
5D 鄧諾欣
5D 黃詠恩
5D 楊欣彤
6B 麥晉嘉
6C 李芯僑
6D 區梓曼
6D 陳奕朗
6D 何熙琳
6D 黎穎欣
6D 林海頌
6D 曹欣亭
6D 張梓耀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