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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一月下旬開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生停課四個

多月，大家的生活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在疫情初期，大家徬徨於購買

口罩及防疫用品；在疫情最嚴竣時，很多家長都要「在家工作」，學生們

也要「在家學習」。家長在家工作及做家務之餘，又要照顧子女，更需跟進

子女的網上學習，實在分身不暇。而老師在停課期間也一點沒有閒着，每天要

準備教材上載，要利用Zoom進行視像教學，更要透過E-class 及Google Classroom
等網上平台安排學生功課，學校也忙於利用Parent App與家長保持溝通。雖然，網
上教學的效果不及面授教學的有效，幸而得到家長的支援，有九成以上學生均能

跟貼網上教學的內容，達到「停課不停學」的效果。

  在整個停課期間，家長對於辨別口罩、網上溝通的能力大大躍升，老師及學
生的網上教與學也得到實踐；另外，每個家庭中與家人同聚、相處的機會也大大

增加；全港市民也做好衛生工作，同心防疫抗疫，也是大家在疫情中的得着。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中的以馬忤斯的事件中，提醒我們在逆境及困難中，
每一個與我們同行，關心我們的人都可能是主基督，主一直陪伴着我們；上述事

件中也提醒我們在疫情中，大家只要真誠相待、彼此關心、互相支持、互相勉勵，

就能平安渡過。因此，大家在疫情的最大得着就是懂得要彼此相愛。

  大家已平安復課了，我們感恩上帝給予我們可以在安全、平安又寧靜的學校回復
正常校園生活，原來能回校上課是很大的恩賜。在這，我要感謝在疫情中謹守崗位的

家長及老師們，也感謝努力學習的同學，更感謝與我們同渡時艱的課外活動導師、豁

免停課期間車費的校車公司、因活動延期或取消而不另收費的機構。而學校也為了

與各家庭共渡時艱，下學期的「學生補充津貼」收費及籌款活動也予以取消，期

望能與各家長在「疫」境中同心抗疫，彼此支持，並肩同行，實踐上主教

我們要彼此相愛的使命。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

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前3:12）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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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到耶穌這裡來>  
司徒嘉穎宣教師

  回顧由開堂到現在，十四年多的時間，感謝主讓學校和教會有緊密的合作與聯繫，這是神無限的恩典。 
緊密的「堂校合作」，有賴於學校和我們有同一個信念，就是讓家長和小孩去認識基督教信仰。

  透過不同的家長聚會及活動，深深感受到父母愛錫子女，無微不至。 正如天父深愛孩子一樣，因在祂眼
中孩子是「獨一無二」的。聖經的教導：「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 
耶穌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馬可福音10:14）
  當時耶穌教導眾人的時候，不是把孩子放在一邊，不理他們（因耶穌時代的婦女和孩子地位低微，一般人
認為孩子令場面混亂和失序。 所以門徒禁止他們走近耶穌）。 耶穌卻認為不論是大人和小孩也能有份於這樣
的祝福和恩典。 接著，聖經告訴我們說：「於是耶穌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馬可福音
10:15）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要建立他們良好品格、正確的價值觀、明辨是非及人生裡無數正確的抉擇。 帶孩
子來到耶穌面前，找到豐盛（有意義）的人生。因為不論大人或小孩都需要神的祝福，每個孩子都是上帝的

「寶貝」，讓我們來到祂面前，接受耶穌的祝福。 祈盼在教會兒童主日學見到你的孩子。

校友會聚餐暨謝師宴校友會聚餐暨謝師宴

關懷友鄰關懷友鄰——探訪護老院探訪護老院

青少年青少年——恩 · 賞歷奇福音營營恩 · 賞歷奇福音營營

「我的家庭必蒙福」家長工作坊
「我的家庭必蒙福」家長工作坊

基督女少年軍立願禮基督女少年軍立願禮

2019區會按立牧師暨宣教師差遣禮
2019區會按立牧師暨宣教師差遣禮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齊唱詩歌齊唱詩歌 堂校合作親密無間堂校合作親密無間——第9屆英語學、聖經樂第9屆英語學、聖經樂

2020畢業營2020畢業營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暑期聖經日營暑期聖經日營——「從憤怒到寬恕」「從憤怒到寬恕」

ALL-分-FUN小組「梁校長」分享ALL-分-FUN小組「梁校長」分享 路得婦女團契路得婦女團契——把最好的獻給主把最好的獻給主

學校資訊日學校資訊日——繽紛扭波繽紛扭波
畢業營「決志」的一刻畢業營「決志」的一刻

堂
校
一家親

堂
校
一家親

校友會聚餐暨謝師宴校友會聚餐暨謝師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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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期間，下學期教師發展日被逼取消，十分可惜，學校正
安排在新學期時補辦相關活動。

  另一方面，教師本着與學生相同的「停課不停學」精神，參與
了不少校外和校內的網上研討會或工作坊，當中包括校外教育局舉

辦的網上研討會(Webinar)，探討停課時網上教學的方式和技巧。
  校內方面，因應停課時學校採用Zoom軟件以及Google Class-
room作為視像教學和繳交功課的平台，在三月時為全體教師舉辦了
兩個相關的工作坊，分別由鄭建成主任和關永發主任負責主持。兩

位主任把軟件中各項功能、保安程序、使用方法和技巧等，詳細地

向全體教師講解，好讓教師能儘快掌握當中技巧，讓全校視像課堂

得以順利開展，也能利用電子學習平台監察學生功課的進度，即時

批改和給予回饋。透過網上教學和電子學習平台的輔助，大大提升了學生家中自學的效能。教師和學生在停課期間熟習了

使用Google Classroom後，在未來正常的課堂中，教師仍會使用此電子學習平台來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生自學的能力。

畫出新一代畫出新一代——科幻畫計劃科幻畫計劃
  科幻畫，是指具有一定科學依據的想像畫。和發明或研究相比，它不要求學生必須具有較深的科學知識，也不追求它
能否造成實物，學生只要有簡單的科技知識或生活常識，就可以大膽想像，然後透過一定的繪畫形式表現出來。

「小小發明家—垃圾處理機械人」「小小發明家—垃圾處理機械人」

6E 潘寶恩
  創作理念：這是一個處理垃圾
的機械人。他的頭頂有一個可以發

光的太陽能接收器，能把太陽能轉

成動能推動機器。他有四隻可同時

拾起垃圾的機械臂。垃圾被拾起後，就會送到身體內的強力攪

拌機，攪拌出的有機物和礦物質便傳送到身體後的混合箱，加

入適量的水及肥料，就成為「種植泥」，可以用來種植花草。

「二十年後的香港」「二十年後的香港」

6E 楊睿詩
  創作理念：我眼中20年後的香
港，人類可以在水底生活，海洋生

物可以成為人類的好幫手。只要為

海洋生物帶上「聰明帽」，牠們便

可幫忙收集海洋垃圾，然後垃圾會被轉化為能源。畫中是一間

環保餐廳，餐廳內的機械人是款待客人的好幫手。

「小小發明家—感覺眼鏡和手鐲」「小小發明家—感覺眼鏡和手鐲」

  5F 陳穎茵
  創作理念：這副感官眼鏡和手
鐲，可以帶你體會任何感覺。例

如你看見樹葉被風吹動，就可以感

到風的存在。如果你看見一些小動

物，就可以體驗到那些小動物的生活習慣。只要你戴上這套

工具，就可以置身於眼前的世界，從而進入既虛幻又真實的

世界裏。

「睡眠小幫手」「睡眠小幫手」

5A 張雪嵐
  創作理念：當「睡眠小幫手」感
應到使用者的身體狀況，如體溫、脈

搏有異常，當中的枕頭會發出警號，

並即時發訊息給連接的警報系統，幫

助使用者盡快求醫。這發明也可以用在醫院內，減輕醫護人員

的工作量。

  「睡眠小幫手」亦可用在日常生活家居上，它有鬧鐘功
能，預設時間一到，枕頭會震動發聲。當探測到使用者賴床，

床墊會晃動，令使用者不能安睡，務求令他立刻起床。

  本年度學校開展了一項名為「科技與生態」的教育計劃，計劃中最重要的設施—「水耕種植和魚菜共生溫

室」在4月已落成。透過本計劃，學生可以了解科技如何促進環保生態的發展，引發他們對STEM相關科目的學習
興趣。

  STEM溫室落成後，學校會配合常識科課程，安排學生進行水耕種植和魚菜共生的學習活動，並會成立「環
保生態組」，訓練學生利用資訊科技管理和監察溫室中的水耕和魚菜系統，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相關課程本來

計劃在下學期便開始進行，但因疫情停課關係，整個計劃會順延至下學年才進行，有興趣參與管理溫室的同學，

要密切留意老師的宣佈啊！

關主任正在主持Google Classroom的教師網上工作坊。關主任正在主持Google Classroom的教師網上工作坊。

學校除了舉行工作坊外，更製作指引，支援教師進行網上教學。學校除了舉行工作坊外，更製作指引，支援教師進行網上教學。

水耕種植和魚菜共生課程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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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對香港民間風俗及歷史發展都增加了認識，真是不枉此行呢！同學們對香港民間風俗及歷史發展都增加了認識，真是不枉此行呢！

故事姨姨∕叔叔閱讀活動

常識科下學期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早讀故事隊：故事姨姨早讀故事隊：故事姨姨∕∕叔叔在早讀課時段為一年級同學講故事。故事真有趣！你看同學們多專心！叔叔在早讀課時段為一年級同學講故事。故事真有趣！你看同學們多專心！

PS故事隊：低年級同學在圖書館裏跟故事PS故事隊：低年級同學在圖書館裏跟故事
姨姨一起進行姨姨一起進行閲閲讀活動。讀活動。

故事姨姨叔叔劇：正在演出《小田鼠安琪拉交新朋友》，不知道小田鼠是否交到新朋友呢？故事姨姨叔叔劇：正在演出《小田鼠安琪拉交新朋友》，不知道小田鼠是否交到新朋友呢？

一月上旬，四年級同學參觀了位於尖沙咀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大家一起來穿梭這個跨越四億年的歷史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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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督督女女少少年年軍軍——
鯉鯉魚魚門門壁壁畫畫義義工工團團活活動動

  鯉魚門海堤因受颱風影響而損毀，本校基督
女少年軍（第69分隊）於堤壁重建後，協助該社
區進行義工服務活動，以畫壁畫的形式，美化堤

壁。她們用心繪畫，看！壁畫多麼鮮豔奪目！

抗逆成長課

  為照顧學生成長需要，我校透過視像推行「抗逆成長課」，協助學生在疫情期間做好以下幾項事情：

1) 時間管理1) 時間管理  2) 關顧情緒 2) 關顧情緒 3)  為復課做好準備3)  為復課做好準備

每次成長課都設有分組討論時間，每次成長課都設有分組討論時間，

讓學生有更多分享時間，增加彼此讓學生有更多分享時間，增加彼此

互動，從中亦可更加了解學生，並互動，從中亦可更加了解學生，並

且在有需要時作出即時輔導。且在有需要時作出即時輔導。

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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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4A 羅日誠（19）
  昨天，我看見班上的兩個同學在吵架，我便想
起一年前我和一位同學吵架的事情。

  一年前，有一位同學沒有帶顏色筆，想問我
借。可是我拒絕了他，他就生氣了。小息時，我

問他要不要一起玩遊戲，他竟然不理我。於是，

我們便絕交了。

  回到家，我就向上帝祈禱，求上帝可以令我和
那位同學和好。第二天，那位同學真的來找我，並

向我道歉，我也向他道歉，我們便和好如初了。

  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感謝主。

作者：3E 吳穎蓁（18）
  回想起我應考二年級插班生考試的情況……
  那時是我第一次來到基法小學（油塘），我覺
得這裡環境舒適，非常整潔，所以我心中很渴望可

以在這裡讀書。插班生考試開始後，當我看到試卷

上的試題時，心情十分緊張，唯有在心裡禱告：

“上帝啊！請你賜給我一個清醒的頭腦，使我自信

滿滿地回答題目。＂

  結果，我成功通過考試，成為了基法小學（油
塘）的學生。我會好好地珍惜這個能夠在優美的校

園讀書的機會，我也會繼續向天父祈禱。

作者：4F 倪皓博（19）
  我以前說話說得很不清晰，但是因為主的幫助，
我現在說話比以前好很多了。

  五歲的時候，因為我很少說話，所以我每次句
中都有【哩】這個字。之後，我都會去醫院進行語

言治療。

  有一晚，我向天父禱告：“神啊，我想說話比以
前好，不想再有【哩】這個字。＂我覺得神答應了。

因為到今時今日，我在說話方面有很大的進步，我真

的很開心呢！

  因此，我感謝天父，使我進步成長，常常喜樂。

作者：5B 馮芯儀 （8）
  每個人的成長路上，幾多坎坷。感謝上帝，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勇氣，使我一直堅定地往前衝。
  在我三年級的時候，我代表學校參加了區會運動會。但是在比賽前一個星期，由於訓練太過緊張，我不小
心扭傷了腳。為了能參加比賽，我每天都在牀上向天父祈禱。

  到了比賽當天，我的腳還是隱隱作痛。我不斷向天父祈禱，讓我可以完成比賽，盡力為學校取得名次。在
賽場上，當我聽到「咇」一聲，我一邊奮不顧身地往前衝，心裡一邊不斷地祈禱，我竟然忘記了腳的傷痛，一

直衝到了終點。

  最後，雖然我取不到名次，但我明白上帝常常都會眷顧、守護我們。

作者：5B 關誠哲家長 
  感恩—這個詞深深地印在媽媽的心裡，媽媽也盼望誠哲你每一天都懷着感恩的心生活。

  基督是我們一家之主。自從你出生開始，爸爸、媽媽都盼望耶穌基督能進入你的心裡，一直陪伴着你長大
成人。值得感恩的是，誠哲你也真的從四歲開始便喜歡每個星期天到教會上主日學，到現在為止，不經不覺已

經六個年頭，更成為了高級組的詩班哥哥，看見你在教會的成長，爸爸、媽媽真的既感恩也高興。相信神的恩

典夠我們家用，但願天父繼續保守誠哲和我們一家，讓我們天天以感恩的心生活，也盼望誠哲長大成人能好好

侍奉神！

  最後也附上媽媽最喜歡的金句分享給你和大家：「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
由心發出。」（箴言四章二十三節）

作者：4A 莊梓煒（10）
  某一個晚上，我和一家人在客廳看電視時，爸
爸突然站起來說：「我看見了一個影子在我左邊爬

過，你們不要動，讓我來看一看。」我一直祈求天

父保守我們。

  爸爸拉出玩具盒，發現一條大約十二厘米長的
蜈蚣縮在墻角的位置。所有人都很驚慌，這時工人

姐姐從廚房拿出刀來立即把蜈蚣一切為二，蜈蚣掙

扎了一會兒就不再動了。

  感謝天父保守我們一家，否則明天無論是誰被
蜈蚣咬一口，后果都不堪設想呢！

五十十五五週年年校校慶慶感恩恩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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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週年校慶校園五十五週年校慶校園
發明家大賽得獎名單發明家大賽得獎名單

5
5
週

年
歌詞

創作比賽獲獎名單

5
5
週

年
歌詞

創作比賽獲獎名單

2019-2020英文打字比賽獲獎名單2019-2020英文打字比賽獲獎名單
3年級

冠軍： 3F22 譚煒濤

亞軍：
3A11 樊彩虹 3A20 梁心言 3A25 吳心瑤
3B03 陳善一 3E07 張嘉蔚

季軍： 3B10 高饒晉 3B28 葉信希

優異：
3A01 陳清瑜 3A14 韓采穎 3B05 週逸沛
3B13 林紀燑 3B26 黃信學 3B27 黃裕清
3C26 鍾嘉禧 3D15 倪 銘 3E13 關寶怡

4年級
冠軍： 4B06 鄭卓峰
亞軍： 4A10 莊梓煒
季軍： 4F22 黃智豪

優異：
4B02 陳厚錕 4B08 張雪遙 4B27 黃霈迦
4C14 伍彥煕

5年級
冠軍： 5E15 吳永順
亞軍： 5B02 陳衍仁
季軍： 5B07 張世安
優異： 5B26 王翌丞 5D05 許睦欣 5D12 吳宗達

6年級
冠軍： 6A14 郭耀榮
亞軍： 6B15 江政然
季軍： 6E11 林靖喬
優異： 6B25 駱嘉琳

最佳產品大獎

4D     鄧樂兒 陳蕭彌 陳旭聲 謝羨彤 陳君瑜

5A 張皓揚 簡銘霖 吳灝俊

6F 方希之 徐兆盈 黎冠言 吳心兒 楊智皓

最佳創意大獎

4D 鄧樂兒 陳蕭彌 陳旭聲 謝羨彤 陳君瑜

4E 張皓匡

5C 周梓妍 吳心妤 黃熙楹 盧詩妍

6D 何俊希 陳恩熙 羅穎鍶 林塏嵐 吳橈楠

最佳設計大獎

4D 鄧樂兒 陳蕭彌 陳旭聲 謝羨彤 陳君瑜

5B 蔡兆軒 施棋政 梁岸然

6A 黎翰霖

55週年校慶歌詞創作比賽獲獎名單55週年校慶歌詞創作比賽獲獎名單

五十五週年校慶校園
發明家大賽得獎名單

冠軍：1D 莊梓悠
亞軍：3E 曾墡媃
季軍：5A 馮卓姿、2A 甘懿軒

55 週年校慶科本活動及得獎名單

55週年校慶歌詞創作比賽冠軍作品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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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帶同標語，為參賽的朋友打氣。同學們帶同標語，為參賽的朋友打氣。

「我會盡力擲到最遠 ！」「我會盡力擲到最遠 ！」
你追我趕，看誰最快跑到終點！
你追我趕，看誰最快跑到終點！嘩！參賽健兒像懂輕功一樣啊

！
嘩！參賽健兒像懂輕功一樣啊

！

陳副校長與男子甲組二百米賽跑
陳副校長與男子甲組二百米賽跑
獲獎同學合照。獲獎同學合照。

  六年級學生於1月7日至8日前往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參加康樂福音畢
業營，既能和同學一起吃喝玩樂，又能聆聽神的話語，真是難能可貴！

同學們發揮創意和
合作精神，運用肢

體扮
同學們發揮創意和

合作精神，運用肢
體扮

演一部電視機，真
有趣！

演一部電視機，真
有趣！

 玩氣墊球誰勝誰負也沒關係，最緊要開心！  
 玩氣墊球誰勝誰負也沒關係，最緊要開心！  

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快樂無比！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快樂無比！
齊做小手工，留作紀念 ！齊做小手工，留作紀念 ！

這裡即將會進行一場激烈
的足球比賽！

這裡即將會進行一場激烈
的足球比賽！

曾老師和6E班同學合照。曾老師和6E班同學合照。

六年級畢業營六年級畢業營

運動會運動會
  四至六年級運動會在1月20日於九龍仔公園舉行，這正是農曆
新年假前最後的上課天，同學們心情輕鬆，以最佳狀態參加比賽。

一躍而起，沒有難度啊！一躍而起，沒有難度啊！

編輯組名單：顧問梁淑儀校長、蔡小茵老師、邱瑞芬老師、王曦老師、李珮華老師、      

梁美紅老師、曾少玲老師、卜辭老師、葉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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