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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為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在德育及公

民教育或成長課中加入「感愛敢動」教材及「生命教育生活計劃」，以趣味活動來推

行生命教育，例如「護蛋行動」過程中，學生透過各式各樣保護雞蛋的方法，使他們

反思，對一隻如此微細的雞蛋也懂得堅持，更何況是一條珍貴的性命？成長課也藉著

事例令學生學懂珍惜生命，切勿輕易放棄。下年度學校更加入「伴結童心」計劃，藉

著校本周會、比賽、顧問服務、講座、工作坊及輔導服務的機會，讓學生建立正面思

想，加強抗逆力，共同建立健康人生觀及校園文化。

    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之餘，家長的配合亦非常重要。父母對孩童的成績寄望愈高，孩童的壓力愈大。有些父母喜歡把兒

子的成績與班內的女學生相比，其實這樣非常不公平，因為女生的語文能力向來較男生佳，相反，男生在數理方面則較女生

優勝，因此父母不應著重將子女與其他人競爭或比較，反而只要幫助子女發掘潛能，並欣賞他們於該方面有所進步便已非常

足夠。家長時常擔心子女輸在起跑線上，我反而認為小朋友能否愉快學習、培養學習興趣更為重要，因為孩子學習開心，長

大後都會喜歡學習；如果從小強迫孩子學習，長大後不受家長管教下就不再學習，那便沒意思。此外為顧及男生的學習發

展，本校在常識科、數學科、資訊科技科的課程實踐STEM教育計劃，並透過科技日、實驗課、智能機械車課程，滿足學生

探究、創新的能力，同時配合現代教育新趨勢。近年來科技資訊發達，學校在各科推行電子學習，以加強學生網上學習能

力，也參加了「學生支援健康網絡計劃」，學生在利用

電子網絡學習的同時，學校會引導他們如何正確地使用

電子網絡系統，並培養學生資訊素養。學校本年度的關

注事項是「行政及教學電子化」，「實踐健康校園」及

「擴闊學生學習經歷」，盼望學生經過六年的小學階

段，能喜愛學習，充滿學習動機，將來運用所學貢獻社

會，成為社會上的既健康又滿有才華的小天使。

校長的話

    為慶祝我校建校五十周年，籌辦多時的校史室已圓滿建立了，校長和嘉賓也前來到

賀。透過校史室內展列了豐富的資料、文字、相片和紀念物品。這每一事，每一物都見證

了基法小學的發展與成長。

校長與嘉賓們在校史室內留影
各項校訊

各年度畢業專刊

校史 室

校史室外校史牆按年序紀錄校務大事

校史室內的珍貴陳展帶我們一起回味當年往事

境外交流時各單位
送贈的紀念品

傑出學生與校長攝於4D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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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詩詞傳誦，校友會於五月

十三日為學校家長、老師舉行了詠唱和

英譯欣賞會，亦解說了粵音的九聲和平

仄學問，令與會人士獲益良多，再次要

向鄺啟濤博士出心出力為學校這次活動

所付出的一切表達衷心的感謝。
校長和麥副校也出席支持哩！

在場人士有老師、校友鄧慧詩小姐、校友鄧忠華伉儷、已榮休麥志廣
副校長及家長們

鄺博士的解說令在
場參與者皆感興趣

老師、家長們合照

區會校長們合照

校友會新舊主席與嘉賓合照留念

校友會─讀書會活動〈家長講座〉

    「孩子是他們父母的訪客。孩子進入那為他們所特設的
空間，停留一段時間    十五年、廿年、廿五年    便離開
去開創他們自己的空間。」雖然父母會說「我的兒子」和
「我的女兒」，但子女不是他們的資產。在許多方面來看，
孩子是陌生人。父母需要花時間去了解他們、發現他們的強
項和他們的弱點，又引導他們邁向成熟，容讓他們去自己作
決定。
    父母能夠給予他們孩童最大的禮物是對彼此的愛。透
過這種愛父母提供了一個免去憂慮（anxiety-free）/ 安全的
環境讓他們的孩子成長、鼓勵著孩子培養對自己的信心，
以及得著自由去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家長最大的
禮物>    盧雲神父  "The  Great  Gift  of  Parenthood"  Henri 
Nouwen ）
    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玩具，而是陪他們玩、陪他們談心、
相愛的父母。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獎品，而是愉悅的父母的一
聲讚賞、一隻豎起的大姆指。生活逼人、日子過得來去沖
沖，主耶穌說：「凡是勞苦、擔負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
吧，我要讓你們得到安息。」（太十一28）。在主裡重整
步伐、調較眼光，讓自己的生命有更多有質素的空間去愛家
人、愛自己、愛天父創造的世界。邀請您來到神的家、進入
主應許的安息，祝福您！

升中適應班－歡迎您小六畢業營－成長中的美好記憶

鄧穎頤宣教師

一生最美的祝福－佈道會跟進聚會

 <家長最大的禮物>

學生獻唱（第六屆英語學聖經樂）

標竿人生小組－向着標竿直跑

基督女少年軍典禮

暑期聖經日營－基法同學快樂的一天

十一周年全堂大合照

加入教會聖禮－其中基法學生／家長共13人

堂校一家親

主日兒童下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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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親子大旅行於2月26日在大棠有機生態

園舉行，師生家長可以一起郊遊，放鬆心情，親近大自

然，可謂家校共融，樂也融融。

玩樂前各組師生家長歡樂齊聚大合照

親親可愛的動物，餵餵小
羊、小兔，孩子童真盡現 兩兄弟駕跑車真威風啊！

平時鮮少聚頭的家長也可傾傾談談交流教子心得

嘩！一字馬，基法子弟讀書
得，體能也了得啊！

梁校長、主任、老師們也陪
家長學生渡過了歡愉的一天

家教會活動─親子旅行

常識科參觀

不少同學都有當警察的夢想吧！

五年級 參觀香港科學館

齊心就事成

動動腦筋動動手
昆蟲的角度看世界

好玩的科學

一起勇闖科學領域。

來！探索科學的奧妙。

有什麼神奇的事即將
發生呢？ 用心記錄所見所聞

圍村建築的智慧真了不起！

細心聆聽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承傳價值。

從建築風格看中國
人的孝悌精神。

麒麟紮作手工非凡。

電子化戲劇富現代感。

美味的菜餚就在眼前。

留心聽講源遠的飲食文化沿革。

香港獨特的大排檔，你有
沒有試過？

感受傳統酒樓的喜慶氣氛。

學習西方的餐桌禮儀。

三年級 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穿起了全副軍裝，顯
得特別英明神武。

女孩子都變得威
風凜凜起來。

忠心的警犬很可愛唷！

如果可以跟警察先生一起
去巡邏就好了！

六年級 參觀三棟屋博物館

二年級 參觀觀塘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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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農曆新年假期前，香港區會在一月二十五日舉行聯校教師發展日，主題為「身心靈健康」，本

校全體教師均有出席。上午時段由資深心理學家梁天明博士主講，以教師精神健康為主題。有鑑於近

年教師的工作量不斷提升，社會對教師的期望也越來越高，以致教師的工作壓力也越來越重。梁博士

以心理學的角度，教導教師如何正面和積極地面對問題和壓力，並介紹了一些減壓的方法。下午時段

來自十多所小學的教師分成小組，參與由區會各小學主持的分組活動，內容全部以身心健康為主，包括：健康飲食、茶

坊、瘦身舞、品味咖啡……內容應有盡有，本校則邀請了劉邦強註冊中醫師，分享了教師常見的喉痹病及肺部問題的成

因，並建議了一些舒緩方法，如穴位按摩和食療方法等。

    學校在四月三日舉行了下學期教師專業發展日，

上午時段配合學校本年度關注事項    STEM（科

學、科技、工程、數學）  教育，邀請了「香港新

一代文化協會」總監黃金耀博士蒞臨主持工作坊。

STEM教育是教育局近年重點發展項目，教導學生結

合四科內容，發揮創意潛能，以裝備他們應對社會及

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

挑戰。黃博士在推動創新科技教育已有多年經驗，是

次工作坊除了向教師解釋STEM教育的理論基礎外，

還讓教師們嘗試動手做一些科學實驗，學習如何從實

作中進行科學探究，教師們均獲益良多。

劉邦強註冊中醫師接
受由關主任代表大會
致送的感謝狀。

梁校長致送紀念狀給
黃金耀博士。

    本年度區會以身心靈健

康為教師發展主題，當天的

下午時段，梁天明博士再蒞

臨本校主持講座，作為聯校

教師發展日的延續。講座前數

星期，梁博士先向全體教師進行有關壓力

的問卷調查，再分析數據以了解本校教師

的情況，從而針對學校教師的需要而提供

支援性講座。梁博士以輕鬆幽默的手法，

不單讓教師了解如何去建立

積極樂觀的人生，還讓我

們明白到不應去逃避壓

力，而是要學習去面對

壓力，讓壓力成為我們

工作上的動力。

一至六年級同學透過由同學拍攝的錄像，學習玩「雙人翻花繩」遊戲。

「『單人翻花繩』示範
大召募」活動中得勝的
同學。

一至三年級「繪畫小搖鼓活動」

藝術家夥伴計劃

紙黏土創作班：

立體工藝班：

    藝術家麥強偉先生於聖誕節、復活節期間分別到本校開辦了「紙黏土創作班」及「立體工藝班」，教授了紙黏

土及紙立體的創作技巧，希望同學進深學習紙黏土及紙立體技法操控和材料運用，以後創作就更得心應手。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梁博士勉勵教師們
要學習面對壓力，
讓壓力成為我們工
作上的動力。黃博士帶領教師進行多項科學探究實驗，包括：冒險過電關、空氣炮和水火箭。

課程發展

視藝科
中國文化日視藝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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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交流團
    今年1月18日至20日，本校部份六年級同學參加了河

源交流團。同學們跟隨老師到達河源不同的景點參觀及進

行交流活動，例如，大家參觀了萬綠湖、河源市博物館、

新豐江水電站、河源市污水處理廠及農夫山泉等。透過各

項交流活動，讓同學不但認識到更多河源的水利建設和環

境保育，更令同學體會到河源市小學同學的學習生活。故

此，各位同學對是次活動都深感獲益良多！

韓國交流團
    另外，4月9日至12日，部份五年級同學在梁校

長及老師們的帶領下到韓國進行四日三夜的交流活

動。是次交流，同學們不但可親身了解當地的歷史

和文化，如參觀德壽宮等；還可認識及體驗未來科

技的發展，就如同學於「Samsung d’light」參觀了
未來的智能家居和各色各樣的未來生活設備，真是

讓大家大開眼界！

同學們跟當地同
學進行各式各樣
的交流活動。

大家於河源市的小學參加
升旗儀式，非常莊重！

當地小學文流
    同學們更到當地的小學進行文流，除了有課堂體驗、互

動交流的活動外，還可到學校飯堂品嘗當地的學生午膳。

大合照校長與當地校長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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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的中國文化日在2月15日順利舉行, 同學們

都穿上金光閃閃的華服, 為校園添上幾分節日氣氛。同

學們不但可以參與各式各樣

的攤位遊戲和義賣活動，更

可以接觸古時中國民間流傳

的兒童遊戲    「翻花繩」 

和「小搖鼓」， 使這個文

化日倍增意義。

中華兒女穿起華服多神氣呢！

二人合作, 成功挑戰
「雙人翻花繩」遊戲。

攤位遊戲很受歡迎呢！
同學都爭相認購老師和同學
一起做的手作小袋。

看！這都是我們親自繪畫的
小搖鼓啊！

    六年級康樂福音宿營已於1月10至11日在鯉魚門公園及渡假

村舉行, 同學透過集體遊戲, 增進彼此的認識, 並互相合作, 完成

一連串解難任務。此外, 在晚上的福音聚會時間, 同學更可聆聽

油塘梁發堂鄧宣教師的福音分享, 從而進一步認識神。

團結就是力量！

只要齊心合力，
「四人五足」無難度！

福音聚會玩遊戲。鄧宣教師分享福音信息。

營內設施多樣化！

六年級畢業活動

中國文化日

    本校於本學年參與了「學生大使積

極人生」計劃。在老師帶領及校外導師

協助下十二位學生大使共同策劃及推

動積極人生活動。學生大使接受了培

訓，互相分享經驗，並以廣播劇形

式，與同學分享積極人生、解決困

難的處事態度。

紅外線量度體溫
    為了預防流感，學校增設了紅外

線探測體溫。同學們踏進校內便不用

逐一排隊，即能迅速測量體溫。

    本學年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運用了「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教材套作教學內容，每個年級均有獨立主題，包

括愛自己、愛家庭、愛學校、愛社區、愛國家及愛地球。學生透過學習到實踐，不同的學習活動，之後進行反思，從

而學習分享並帶動校園關愛文化。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本校於4月11日舉行

復活節崇拜,  當天邀請了

「Eternity永恆音樂事工」

分別為高低年級帶領復活

節音樂佈道會。當中包括

唱詩歌、玩遊戲、故事和

見證分享。最後透過話劇

和呼召，希望讓更多同學能決志相信主。

Eternity的美妙歌聲, 
唱出神的信息。

復活節崇拜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

    同學們透過不同的智能活動，如：音樂、身體動覺、

語文、數學推理及人際關係，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並實

踐於團體活動中。

多元智能鬥一番

1617聯校畢業典禮歌詠表演

同學聽故事樂在其中, 爭相回答問題。

同學在手牽手玩遊戲，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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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遠成績不錯呢！
看看男甲二百米的得獎同學
跟校長合照，多威風！ 努力！擲遠些！

領先的健兒，流露出勝利的笑容。 同學為得獎的選手高興。

我成功了！

辛苦了，基智中學的同學！謝謝你們為比賽作計時員。

難得在禮堂跑步呢！

參賽健兒用心聆聽比賽的注意事項。

一年級同學首次獲得獎牌，甚為興奮。

同學身體輕盈。跳繩？簡直輕而易舉！

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當天（27/4）由於天雨關係，遊戲日改在校內進行，但無損同學求勝之心。

於一月二十三日在九龍仔運動場順利進行。

遊戲日

運動會

同學來到T-PARK，當然要來一張大合照啦！
導賞員向同學講解「化廢為能」的
程序。

園內嬉水池的水經過過濾，同學玩得更
加安心。

同學們透過參觀 T-Park 污泥處理廠，學習香港政府推動綠色環保生活的設施。

基督女少年軍參觀 T-Park （源 ‧ 區）

集中精神，預備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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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及高年級組分別於 5/4 及 10/5
舉行，各班同心協力，做到最好！

兩位司儀令歌唱比
賽錦上添花。

同學們齊心為比賽爭取佳績！

同學專心以鋼片琴作伴奏，
令演出更精彩。 同學以小提琴作伴奏，很是陶醉。

3B  張嘉瑜－淡定自然 3E  吳亮儀－信心十足

1A  石柏軒－精靈可愛

4B  鄭淑慧－感情投入  5C  黃偉灝－表情十足

你看！他們多投入！

低年級及高年級組分別於 24/5 及 31/5 舉行，
各同學施展渾身解數！

同學在各科表現出色，換領者眾。我們的獎品多豐富！

「讓我高飛」獎品換領

隊員擲壘球，力度十足！

隊員聽教練講解擊球要訣。

你能擊到此球嗎？

方舟女子壘球校隊

獲獎者換領到自己挑選的禮物，份外滿足。

班際歌唱比賽

班際故事演講比賽

我來試試看！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各同學換取禮物，
雀躍萬分。

編輯委員會名單
編輯顧問：梁淑儀校長、王孟婷、蔡小茵、李珮華、邱瑞芬、王曦、文宜靜、卜辭、藍美萍 

每逢星期三、六均有練習，積極為七月的
比賽作好準備！

教練示範擊球的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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