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晴朗的一個下午，謝芳小姐（環球天
道傳基協會的編輯）走進中華基督教會基
法小學（油塘）的校園，吸引的是正在陰
雨操場玩著球類活動的一張張年輕活潑的
笑臉。梁校長說：「這間學校的老師們對
學校有一份特別的感情，家長多是尊重學
校，大家渴求相互之間建立密切而坦誠的關

係。學校的老師與家長都很愛惜學生，期望學
校能教養學生走當行的路。」回望自己三十多年來的教育工
作，她坦言隨著時代的改變，家長和老師都有不同的需要及
心態，故學校的發展工作必須與時並進。

學校需教懂學生人生的意義
    她批評最近坊間有短片，內容指個年輕人因功課壓力
大，畢業又賺不夠錢，買不到房屋，吃住要依靠父母，所以
思想負面，甚至想自殺或毒害父母。小朋友看後真的會以為
生活就是如此，要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別讓人捷足先
登。短片不是教育小朋友將來如何貢獻社會和造福人群，這
不是一個好訊息。
    「其實，人生的意義除了生存亦要將為社會作出貢獻，
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不會那麼容易有自私的念頭，這就
是生命教育。」她認為生命教育需要加強，教導小朋友人生
的意義在於將能力貢獻出來，並非掠奪社會。而有宗教背景
的學校，更需以榮神益人作為學生人生的意義。

歷任校長的心得
    出任校長多年，梁校長認為稱職的校長最重要是「用
心」，以主為首，帶領學校迎接各種的挑戰和需求，「如何

做得到？」
「在推動政
策 和 釐 訂
學校的方向
前，應該多
聆聽和匯集
前線工作老
師的意見，大家一起商議，再結合家長和學生的需求而作出
決定。」 
    梁校長說，學校今年的發展大方向有三個：（一）行政
和教學電子化；（二）實踐健康校園；（三）擴濶學生的學
習經歷，包括到國內的姊妹學校及外地作交流。「本校連續
十年獲得『關愛校園』榮譽，和諧與關愛一貫是本校的理念
方向，提倡自律，以『多獎勵、少懲罰』的模式培育學生，
安排學生擔任不同職務，培養同學樂於助人，勇於承擔的品
格。」
    「在學校裡，老師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在訂定學校的
發展目標，也讓老師一同參與。」
    校長寄語給新一代老師，最重要有熱愛學生之心，「若
你全心全意地去關心學生，願意為他們作更多的奉獻，便會
感到這份工作的意義，不怕工作中的辛勞和挑戰。但若將之
視為一份穩定的工作，又覺得學生是麻煩的一群，那你工作
起來就會常感吃力，難於長久維持對教學的熱誠。」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12:1〉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CCC KEI FAAT PRIMARY SCHOOL (YAU TONG)

校址：香港九龍油塘油塘道二十五號  電話：2389 5458   傳真：2342 4459  網址：http://www.kfps.edu.hk  第二十五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

校訊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v 節錄自2017年12月6日明報A28版談天說道「根植和諧關愛的校
園」之刊載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家長教師會員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今年適逢
舉行家長教師常任委員會選舉，選舉人數比往屆為
多。其實家長積極參與，對學校的發展，學生的成長
皆有正面的支持和鼓勵。選舉後，本校邀請了重量級
的嘉賓羅乃萱女士主講「為兒童建構快樂的成長藍
圖」。在場的家長和老師，邊聽邊作回應，嘉賓更以
著作作為回應禮物，大家也覺得獲益良多。 校長致送感謝狀答謝上屆家

長教師會的各位委員。

主講嘉賓羅乃萱女士聲情並
茂的演說令與會者皆聽得津
津有味，對孩子成長的見解
亦給家長們許多反思。

上屆主席
致謝詞。新一屆2017-2019的家長教師會

委員誕生了，來一個大合照。

首席教育主任陳展桓（1978年基法
小學畢業），與鄺啟濤博士和基法
小學榮休副校長麥志廣先生合照，
正是「基法耕耘數十載，校園桃李
獻風采。」（相片由麥志廣副校長
提供）

梁校長與副局長蔡若蓮女士在區會中小幼資訊日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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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聚餐2017

I am Mr Steve

    一年一度的校友會聚餐於十月十三
日星期五假富金軒舉行，聚餐活動每年
皆召聚眾多畢業生、校友與師長暢聚一
番，談談近況，場面熱鬧且溫馨。

難得齊人與尹老師來一幅合照

三位陽光少年與陽光
李SIR笑容一致

校友會骨幹成員馬老
師、林老師和李老師

許校監、廖宣教師，
郭必錚先生皆到賀

香老師和何老師與學生們喜相逢呢！

各校友會委員敬酒一刻
校友會郭必錚主席，家教會主席，麥副校
長，校長及多位家長委員濟濟一堂

冼應輝老師
    各位家長和同學們，大家好！我是冼應輝老師，我很感恩能夠加入
基法小學（油塘）這個充滿關愛的大家庭。我是本學年由另一所小學轉
職過來的，而我所任教的科目有常識、資訊科技、視藝、宗教及數學。
另外，我亦與胡儁恩主任負責帶領基督少年軍。
    踏進這個校園的日子雖然短暫，但我也能感受到校長、各位主任及
老師對教學既專業又有熱誠。同工之間能坦誠相對，無分彼此，一心為
了教好每一位學生。同時，本校學生給我的印象是樸實、友善和主動，
也要感謝你們多次為我這位容易迷路的「新丁」作明燈。就是這股正能

量，讓我能迅速融入團隊及適應學校的生活和
教學節奏。
    在教學工作以外，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參與
藝術創作和旅遊。這兩個興趣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讓我在過程中隨自己的心意去探索及發掘
當中有趣之處。你們又有甚麼興趣和喜好？希
望日後有機會能夠聆聽到你們的分享。
    最後，我將自己最喜歡的經文與大家互
勉    「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倚靠耶和華
的，便為有福。」（箴言16:20）昐望福音的種
子在大家的心裡不斷萌芽，讓我們享受快樂的
校園生活之餘，也要善用學校豐盛的資源，為
自己的未來和夢想而努力，使我們日後所作的
一切都可以榮神益人。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r. Steve and I am teaching P3 PLPR/W this year. I came to Hong Kong from the USA 
nine years ago. I am now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Hong Kong and I love it here. Almost six years ago, I 
taught the P4-P6 reading programme at our school. It is so nice to be back here again. I love teaching 
here because the English teachers are very caring, friendly, and professional to work with.
  When I am not working, I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my two dogs, taking photographs of Hong Kong, 
and staying fit by walking, hiking, or lifting weights. Hong Kong is wonderful place to work, shop, eat and 
play. Hong Kong is also a very safe place to live. I am so delighted and extremely honoured to teach here 
in Hong Kong at this wonderful school. Thank you for putting your trust in me. I will do everything that I 
can to help our students learn English in a safe and fun environment. I hope that our students have a fun 
time learning English. 

沈勵明老師

    每個人當面對着新的環境，總會帶點緊
張和拘束的感覺。但感謝天父，在短短的三
個月之中，讓我感受到基法小學（油塘）這
個基督教大家庭裏和諧及關愛的氣氛，令我
愉快地重身投入教學的工作。我是沈勵明老
師，主要任教英文、常識及宗教科。
    喜歡跟小孩相處，每當聽著他們率真的
說話，看著他們可愛的面容，不禁令我讚頌
天父創造是何等奇妙。「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路，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這是我當老師
的使命，不但把知識教
導孩子們，更將耶穌基
督的愛教導他們。盼望
孩子們在學習的路上獲
得不同的體驗，為自己
的生命添上各種色彩，
在主愛中茁壯成長。

每個人當面對着新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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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課程發展
    本年度學校推行電子學習課程已進入第二階段，在高年級兩主科中試行。為了提升教
師使用電子設備和設計相關教學活動的能力，學校在上學期教師發展日中，舉行了有關電
子學習的交流工作坊。
    當天由本校電子學習核心小組教師主講，分享了使用平板電腦以促進學生學習和課堂
評估的心得，還即場示範了多種電子教學軟件的使用方法，並提供機會讓全體教師一同學
習運用。工作坊內容相當豐富，不僅能讓教師熟悉電子學習的教學設計外，還能認識多種
不同的教學軟件的特點和用途，最重要的是當天所有的分享內容，均為教師在本校的實踐

經驗，對其他教師的電子學習專業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除此之外，當天下午時段學校還邀請了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同工
主持「STEM教育經驗分享會」。講者先介紹學校多年來在STEM教學的課程
發 展 工 作，並分享了近年在課程中加入「計算思維」課程的情況。最後講

者以「計算思維」課程教學模式，與全體教師進行了一節實
驗課，讓教師親身體驗STEM課堂活動，讓教師親身體驗
「計算思維」課程的學習情況，有助學校未來相關課程
的發展。

校長致送感謝狀和紀念品予英皇書院
同學會小學第二校一班主任教師。

友校同工分享學校發展STEM課程
的經驗，並帶領本校教師進行實驗
活動。

    兩年前，本校已經與佛山南庄中心小學
締結成姊妹學校。兩年來雙方舉辦了多次學
生交流學習活動。在上學期十二月聖誕節假
期前，本校獲教育局資助，全體教師可以親
身到佛山進行兩天的姊妹學校採訪交流活
動，機會難能可貴。

    到達南庄中心小學後，教師先聽取張校長簡介學校情況，然
後教師立即分中英數三組進行教學觀摩活動，最特別的是本校英
文科三位科主任，也為該校五年級學生進行了一節英文活動課，
名符其實地與內地學校進行相互的交流。
教師藉着是次交流活動，加深了對內地教育情況的認識，更可以
親身與內地教師作專業對話和交流，不僅開闊眼
界，更為教學專業提供了不少啟發。
    除了訪問姊妹學校之外，行程還包括參觀
南風古灶，教師更參加了陶泥拉坯工作坊，親
身體驗嶺南陶瓷製作的文化。最後教師還到了
順德逢簡水鄉參觀，了解當地的傳統文化和風
俗特色。

本校教師分組進行教學觀摩活
動，並與內地教師進行專業交

流。

陳副校長和柯副校長致送感謝狀和紀念品予張校長和孔副校長，並與全體教師一同合照。

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7年11月8
日）

佛山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2017年12月18及19日）

張校長簡介南庄中心
小學的發展情況。

一眾教師參觀南風古灶和參加陶
泥拉坯工作坊，教師們的作品還
很有水準呢！

本校英文科科主任帶領當地學生進行英語活動。

柯副校長和關主任和教師互相交流
電子學習的教學經驗和心得，教師
更可以即時學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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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之旅」澳洲英語學習團「黃金之旅」澳洲英語學習團

四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Queensland Study Tour(20-29/6/2017)

齊來看看紙的威力！

動動腦，動動手。 小小紙張，大大力量。

認真思考，用
心製作。

自製玩具特
別好玩！

齊心就事成。

這幢大樓的承托力很
棒啊！

小小
建築師。

鱷魚先生，你好嗎？ 大家都戰戰競競，放心！
花豹先生是模型來的。

一起在大自然中學習。
Keep quiet！
大猩猩在甜睡啊！

昔日香港的鄰里關係
很親近，一大夥街坊
常常走到街上聊天。

難得住在九龍的我們
可以乘「叮叮」。

看看香港珍貴的
歷史片段。

昔日的士多富有濃
厚的人情味道。

從廟宇建築看中國文化。

  Through this study tour, I learnt a lot.
  We visited an Australian school. I met my school buddy there. He 
was friendly and kind.We also had lessons together. I discovered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Hong Kong students and Australian students.
  We visited some zoos. I saw a lot of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such 
as kangaroos and koalas. I learnt about the native Australian animals. 
We also visited some museums where I learnt more about Australian 
history. We visited some rainforests and saw a lot of special plants and 
trees. The view was beautiful and magnificent.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nature too. It was a meaningful and unforgettable trip. 

Marcus (6B)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o join a study tour to Queensland, Australia. 
My teammates and I went to a lot of places. I was most impressed when 
I visited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and went to see the glow worms.
  In the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I saw a lot of animals and fed 
some kangaroos. They were very cute! One night, my teammates and 
I also went to see the glow worms. They made the cave light up like a 
starry sky. 
  If there is a chance in the future, I will join the study tour again.

Ammi (5A)

未出發，先興奮！

與外國人一起上課，
真有趣！

學習當地的文化和科技。

遠離石屎森林，走
進茂密的森林。

澳洲獨有的動物都很可愛啊！

嚮往南半球的陽光與海灘。

科技日科技日

常識科參觀常識科參觀

一年級 神奇的紙

一年級 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 磁力車 三年級 摩天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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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的同學在成張課透過繪製生命樹， 
回顧自己在成長中重要的人和事物，進一步自我探
索及了解，學習欣賞自己和感恩自己所擁有的。
    生命樹每個部位與人生各階段有著密切的關係 
我們一起看看同學們設計的生命樹吧！

    我校全體同學於9月29日早
上參予了一年一度的升旗禮，當
天，每位同學都精神奕奕地排列在
操場上，然後，由升旗隊持著我國
國旗步入操場，接著奏起國歌，隨
之國旗慢慢地升起。最後，耀目的
旗幟在空中飄揚著，令全校師生都
感到作為中國人而驕傲。

    本年度的敬師活動分別於9月27日及29日進行，不論低年級組或高年級組的敬師
表演都非常精彩，而且節目類型包羅萬有，例如唱歌、舞蹈、話劇、樂器表演、手語
表演等，相信梁校長及每位老師都能一一感受到同學們所表達的敬愛之意。

樹根： 同學來自的地方和家庭 

樹幹： 優點和長處 

樹枝： 願望和理想 

樹葉： 重要的人 

果實： 感恩的事情
生命樹展示在班房每個
角落讓同學互相觀看 , 
增強彼此的認識。

希望每位同學的生命樹都
能茁壯成長，抵禦風雨！

敬師活動敬師活動

話劇演繹老師的教導，
証明學生也很留心老師
的言行啊！

同學又唱又舞很
投入呢。

兩位副校長和校長接受家長代表的教禮。 高年級教師代表接受教師禮物。

用心的表演構成一幅
完美的敬師畫哩！

爸爸加一對初小的寶
貝和同學仔做教師手
語，既合拍亦是無聲勝
有聲的敬意展示啊！

低年級教師代表與校長接受家長同學們
的心意禮物。

男男女女基法新組合，動作
多趣緻，老師笑呵呵！

成張課活動：繪畫《我的生命樹》成張課活動：繪畫《我的生命樹》

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
升旗禮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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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適應銜接活動

小一特工

班窩精神

生日會

為了讓小一同學盡快適應小學生活，校方便在八月尾為同學們舉行了
適應日。大家看看，他們多麼投入課堂活動啊！

四年級哥哥、姐姐為了協助一年級同學盡快掌握課堂學習，他們在小息時
便到一年級課室裡教導同學們做練習或抄寫家課冊。

同學們與班主任、副班主任拍照，他們都展露出燦爛的笑容及擺出不同的姿態。

同學們渴望的生日會終於到了，大家收到生日卡及禮物時都十分開心。大家一起吃東西、玩遊戲，多麼快樂。

校本輔導計畫校本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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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身體力
行，齊心清潔
校園。

同學們於十一月七日的旅行都盡興而歸，就讓大家好好回味一下 !

一、二年級的同學到
大埔海濱公園，有的
野餐，有的參觀，十
分興奮 !

三、四年級同學
到曹公潭戶外康
樂中心，大家盡
情吃喝玩樂 !

五、六年級的同學旅
行的目的地是鯉魚
門公園及渡假村，
繩網、桌球……各
自各精彩！

高年級中國舞 節奏樂 普通話集誦 管樂團

幼稚園表演生 話劇組 木笛組 低年級中國舞

英文民歌 高年級組歌詠 中文集誦 低年級組歌詠

全校清潔日

學校旅行

「百花齊放」創會百週年聖誕綜合表演

    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於十一
月十七日在九龍灣運動場進行，我校
取得多個獎項，值得高興！

「YEAH！看我們的獎
牌多耀眼！」

區會運動會

    兩場表演於十二月十六日順利完成，下半場更邀請基法幼稚園學生
參與演出，加上本校學生精彩多樣的表演，實在令觀眾大飽眼福！

5A張子晴奪得100米亞
軍，並與校長合照。

4A尹天穎勇奪擲
木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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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考後，各同學可鬆一口氣，開心參於各項試後活動。

普通話日

英語日
數學日

基督女少年軍「與鄰同舞」

紅十字會宿營

STEM科技活動

不用擔心，同學只在學
習包紮的技巧。

服務生友善地向同學介紹
遊戲的玩法！

因天雨關係，集體遊戲
需於室內進行，卻另有
一番樂趣！

基督女少年軍參與二十年
香港回歸慶祝活動，組員
在日營中跟隨導師排舞。

簡單的舞步，讓組員學
懂合作的重要性。 為求得出結論，當然要動手

做實驗啦！

於科學館內，同學留心聆聽
工作人員講解。

幾位小司儀表現出色！

配對遊戲？很容易呢！ 家長義工和服務生，辛苦了！

試後活動回顧

「怎辦呢？」

同學聚精會神地
完成工作紙。

    為擴闊學生學習經歷，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及發
揮他們的創意，本校與協和小學（長沙灣）及基慧
小學（馬灣）再次合辦「聯校傑出學生選舉    廣
佛創意學習之旅」（2017年12月19日至21 日）。
    本校共有13名學生參加，由伍啟和主任、鍾小
玉老師、楊惠燕老師帶隊，除探訪佛山張槎中心小
學，體驗當地學校生活外，今年更踏足廣州，並於
長隆飛鳥樂園及野生動物世界參觀及學習。
    本校學生需與友校學生同組，每組需於網上搜
集資料， 加上行程中訪問觀察及所見所聞，討論及
設計一個「廣州長隆樂園改革計劃」，並在2018年
3、4月間進行匯報。
    是次活動主要考驗同學的創意解難及協作能
力，他們需要善用數據配合科技，運用無限創意及
想像力去解決難題，實是一次寶貴的學習經歷。

佛山交流團

同學於學校飯堂午膳。
與當地生切磋棋藝。

學習雕刻畫。 齊齊寫書法。 齊齊研讀<詩詞傳誦>。

兩地四校學生大合照。

同學與動物近距離接觸。 「嘩！長頸鹿真的很高下呀！」
廣州上下九步行街。

編輯組：顧問梁淑儀校長、王孟婷、蔡小茵、李珮華、王曦、梁美紅、文宜靜、卜辭、藍美萍 

於廣州長隆野生動物
世界參觀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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