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6:8)

新舊約聖經共 66 卷，其中先知書佔了 17 卷，先知書是記載眾先知在他們所處
的歷史處境中所宣告信息的內容及前因後果。總括來說，先知們指出以色列

人是上帝揀選的選民，上帝一直保守及祝福他們，而上帝對祂的選民最重要有二個
要求，正如十誡所示，第一是愛上帝，對上帝忠心；第二是愛人，大家彼此相愛。

但選民們不斷叛逆，不單不愛別人，更欺壓貧乏的人，破壞彼此關係；更甚的是，他們不
守與上帝的約，也不愛上帝，看自己或其他人物比上帝更為重要，最嚴重的更拜其他偶像。

  先知的角色便是要提出告誡，勸他們及時悔改，回轉，重新調整生命方向，「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
所要的是甚麼呢 ?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 6:8），轉向上帝，才能得到祝福（見
申 28:1-4），否則必自招禍患（見申命記 28:15-68）。

  上帝總是慈愛的，願意赦免大家的罪，決定安排耶穌基督的來臨，並會受死於十字架上，用寶血洗淨大家的罪，這是最
終極的救恩。正如以賽亞先知（主前 800 年）的預言﹕「哪知他為
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 53:5）。

  上帝選民叛逆的情況，相信各位家長一點也不陌生，當孩子一
天一天長大，他們自我意識越來越強，行動越來越獨立時，也會出
現相同的反叛情況，但身為父母的你總像上帝般對孩子百般包容，
好言相勸，希望他們回歸正路，重新與父母建立關係。另外，我們
雖然已是基督徒，有時也會同樣叛逆，未能對人及對上帝有相應的
愛心。但慈愛的上帝總會透過不同的人物向我們提出警告，希望我
們改過回轉。

  因此，我們要時刻儆醒，以愛上帝及愛人為我們人生的目標，
藉基督的寶血洗剩我們的罪過，努力成為一位有上帝形象，能榮神
益人，在人神前都無可指責的基督徒。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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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

校訊

    本年度學校為家長們開設有機種植
講座，由專人教授理論，同時在田地中
付諸實踐，家長們興緻甚濃，並主動
提出幫忙購置所需用具。經過數月的耕
耘，家長們的辛勞終於有收穫，包括有
芥菜、馬鈴薯及蘿蔔等，她們捧著數月
辛勞的成果，臉上流露出滿足的笑容。

有機耕種

    「5A  張進靈同學
在「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取得「高級榮
譽證書」（科學）中的
最佳成績，23/6（六）
出席頒獎典禮及接受明
報訪問。」

獲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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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基法油塘校友加入教會行堅信禮

愛家多一點

姚庭森傳道
    作為父母，相信都會愛護自己的兒女，並視他們為瑰寶，總是渴望把最好的給他
們。因此，對父母來說，只要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就算工作辛苦一點也是相當值得的。
    然而早前一項調查指出，現今的父母每天因工時太長，導致與子女的溝通時間不
足，儘管在調查中有家長表示與子女保持良好溝通，可是卻被子女認為只不過是表面
的問候，不算是真正的溝通。父母無法表達對子女的關心，而子女視父母的關心為嘮
叨，這樣無助解決問題之餘，令雙方關係變差，子女更感受不到父母的愛。面對如斯
困局，我們應當如何是好？聖經這樣教導我們：「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
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
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翰一書4:7-8）。要達到「彼此相愛」，我們就要首先
了解愛的源頭。其實神就是愛我們的源頭，祂很愛我們，甚至願意犧牲祂獨生的愛子
降生於世間，教導我們何謂愛。換言之，我們彼此之間的愛，是必須建基於神的愛，
並以此為基礎，我們才能達到彼此相愛。
    不論你過往有沒有踏足過油塘梁發堂，但本堂願意與你同行，與你一同經歷神的
愛，讓你和你一家從此多一點愛，使你一家蒙福！

堂校一家親

主內一家

十二周年全堂大合照

基督女少年軍立願禮

齊來欣賞種子運動種植成果

種子運動獲獎者是基法油塘家長

標竿人生分享小組茶會大合照

追尋宣教士腳踪—澳門宣教之旅

福音話劇佈道會—有主生命不一樣

愛內更新歷奇福音營—齊來認識祂
暑期聖經日營—基法油塘同學難忘的一天

堂校合作親密無間—第七屆英語學、聖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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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藝術建設的成功在於它能和使用空間者有緊密的互動關係。「掌握‧握掌」
是我校一件很成功的公共藝術建設。
    偶然我們也會看到一年級新生走到作品前，欣賞作品，猜猜作品上的手印是怎樣
弄出來的，再嘗試將把自己的手掌做出不同的手勢，放在作品上比一比，「掌握‧握
掌」就與他們建立了互動關係，這就是公共作品存在的另一意義。
    「掌握‧握掌」的手印是來自遷校後，第一屆一年級的手掌印出來的，當時先以
泥膠板拓印，再運往工場加工、
倒模，製成玻璃纖維物料。隨着
日子的過去，作品亦開始殘破。
於是在維修的計劃中，便促成
了第二代「掌握‧握掌@薪火相
傳」的誕生，這次的手印是來自
在這裏就讀的兩代，甚至三代學
生，下次當大家走過一年級樓層
時，歡迎大家停下腳步，除了欣
賞有趣的手勢浮雕外，再找一找
哪些是來自同一個家庭的陶瓷手
印。（提示：留意每塊陶瓷板上
的記號）

大家先製作泥板，再將化妝土塗上泥板

把手印在泥板上成型 兩代「父子檔」的基
法學生同心製作

由爺爺至孫女，湊成
三代的基法學生組合

藝術家及陶瓷家
簡介陶藝知識作品新貌

視藝科－「掌握‧握掌@薪火相傳」

陶瓷手印工作坊

課程發展—電子教學
    在過往兩個學年中，學校其中一個發展重點就是在三至六年級
某些主科中試行電子學習課程。兩年過去，學校發現電子學習對於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有着顯著的成效。
    國內外均有研究指出，學生在課堂學習時，假如同時可以利用
平板電腦上網查考資料或進行網上學習，是可以加速學習進度，又
可以獲取更多的資料，令學習過程更有趣，在某種程度上比起運用
傳統桌上電腦學習，可以說是更先進的和更有效的學習模式。
    經過兩年的試驗，本校教師已設計了不少既有趣內容充實的校
本電子學習課堂。教師在教室內不再單單利用課本、投影片、黑板
或工作紙去進行教學，而是加上平板電腦中多元化的軟件去設計課
堂，一時進行資料搜集，一時進行網上評估遊戲，一時進行分享活
動。例如教師會利用遊戲軟件讓學生進行分組比賽，提升學習的興
趣；或會讓學生在平板電腦上寫作句子或個人意見，再貼上圖片，
同學間即時閱覽成果，並進行互相分享和回應；又或會利用軟件去
分割立體圖形、創作動人樂章、甚至可以在彈指之間穿梭宇宙星
體……學習就是這樣變得更加有效和有趣，同時亦提升了學與教的
效能。
    再者，以往教師在課堂上進行評估活動時，往往難以在短時間
兼顧所有學生的學習情況，需要在下一個課節時才可以作出跟進；
但是現在教師只需要利用電子學習評估軟件，便可以即時在屏幕中
顯示出全班學生的作答內容和成績，當發現有學生未能掌握課堂內
容時，教師便可立即作出跟進教學，大大提升課堂的效能，更令師
生的互動變得更快捷和更有效。
    來年，學校會全面將電子學習元素加入三至六年級的主科之
中，同時亦會繼續推行教師培訓和專業交流活動，期望藉着電子學
習的推行，能讓學生學習得更快、更好和更有趣味。

 3



常識科 參觀活動

三年級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二年級  觀塘警署

五年級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教育徑

六年級  香港太空館

穿起全副軍裝，伸張正義去

尋找大排檔歷史軌跡

攜手建構美好的綠色城市

未來的世界與我們息息相關

對太空人的體力要求可不簡單 神奇的太空遊歷 一起去太空旅行

腳底下的冷氣機，既有趣又實用

親身感受太陽能發電的好處

要好好實踐這天的學習

環保調查員

專心聽講有趣的飲食文化

細聽龍與鳳的故事

看看警車的裝備

立正！

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做個小小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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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把五大款美味零食拿回
家嗎？那就要動動腦筋，製作－個
零食架啦！
    每組會獲分發一疊報紙和一支
飲管，然後製作一個零食架，當中
除了能提升合作精神外，還可以訓
練同學們的解難能力。

同學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出發到台灣去。他們到達台灣後，便
與台灣的同學一起玩遊戲，彼此認識，你看，大家都玩得很
投入。他們還參觀發電廠，一同做有關電的實驗。當然也到
了著名的野柳地質公園，欣賞了奇形怪異的岩石。

只要同心協力，一定能成功製作零食架。 Yeah!  30秒內零食架沒有倒下，也
沒有任何零食跌出，已成功通過測
試了，可以把所有零食拿回家啦!

看！我們的零食架多麼穩固！

哎喲!我們失敗了! 零食架變成了一
個零食籃，幸好老師都讓我們選出一
款零食作安慰獎呢！

校本輔導計劃 : 製作零食架

零食禮物：－排朱古力奶  －袋卡樂B薯條
－包漢堡包糖   －筒薯片  －袋OREO朱古力

境外交流 ( 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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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邀請了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於3月26日分別為高低年級同學各舉行一場復
活節佈道會。佈道會主題「空墳奇案」，由麥偵探帶領同學一同調查二千年前的案
件，當中包括遊戲、唱詩歌、信息分享，同學也投入其中。最後透過呼召，希望讓更
多同學能決志相信主。

  六年級康樂福音宿營
已於6月19至20日在元朗
大棠渡假村舉行。同學除
了互相合作，完成一連串
解難任務外，更透過一系
列集體遊戲，增進彼此間
的認識。
  在晚上的福音聚會時
間，同學更可聆聽油塘梁
發堂宣教師的福音分享，
從而進一步認識神。

叮！終於查出真相啦！

校友會舉辦的3人籃球賽非常
精彩，參加比賽的校友個個都
身手不凡，球技一流！

麥偵探帶領我們查案呢！

有益身心的運動最適合我們呢！

復活節佈道會

中國文化日

六年級畢業營

大家在褔音分享時段都尊心聆聽。 大家都很投入福音活動呢！

齊心協力迎挑戰！

嘩！這兩位校友正在施
展渾身解數，看誰先投
球入籃？

3 人籃球賽

校友分享

同學們非常踴躍發問
及回應有關以往的學
校生活！

看看他們是誰？原來是我們的校友！
周會上，各位同學都聚精會神地聆聽校
友們分享以往於月華街基法小學學習的
趣事和生活點滴。

校友活動
    我校在今年2月28日順利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
日。當天，同學們都穿上色彩繽紛、燦爛奪目的華服參加
多姿多彩的活動，包括各式各樣的攤位
遊戲、品嚐美味可口的食物、製作充滿
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陀螺及參與義賣活
動等。每位同學都表現得雀躍萬分，非
常愉快。

大家難得聚首一堂，一於來張大合照吧！

看!紙帽製作無難度,我們成功了。

讓我們用小偵探腦袋解決難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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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會和遊戲日分別於一月二十六日和四月二十六日在九龍仔公園順利進行。

透過午間音樂會，提升同學的信心和
成就感，亦培養欣賞者的正確態度。

中文小舞台為同學提供一個表演的地方。有些說故事讓同學猜成語，有些表演朗誦。

    本校紅十字會活動多樣化，有動有靜，藉以培育同學保護生命和健康，熱心服務社群和實踐人道精神。

運動會和遊戲日

中文小舞台

紅十字會活動

午間音樂會

跳躍能力真驚人！

女同學亦不甘示弱！
男同學拼命地爭勝！

「嘩！跳得又高又遠！」
勝出健兒難掩興奮之情！

校長也給得獎
健兒一個like！

同學在接力賽
表現落力！

看我們多合拍！

哎吔！差一些就接到了！聚精匯神，究竟何時開始？

參觀輸血服務中心

七項紅人
競技日

港鐵小站長

認識社區

大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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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名單：梁淑儀校長、王孟婷老師、蔡小茵老師、邱瑞芬老師、卜辭老師、李珮華老師、王曦老師、
文宜靜老師、梁美紅老師、藍美萍姑娘

拿著獎盃真興奮！
開心來張大合照！

劇中的角色正欺負同學！真不要得！同學演出投入！
劇中的領袖生教訓大家不要欺負同學。

演員正在留心聽宣佈。

藉<小女生的秘密>一劇，繼續傳揚福音，並於學校戲劇節及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比賽獲得多個獎項。

基法小學校隊

話劇比賽

本校體育科設有多隊校隊，讓學生有機會出外參與不同的球類比賽，豐富經驗。

男子排球

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漢華盃籃球比賽

女子排球

男子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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