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林偉雄校長

小時候喜歡聽故事，長大後仍然喜歡，每一個故事都有它本身

的寓意，例如：《狼來了》教訓我們不要說謊，《龜兔賽跑》說明驕

傲輕敵必會失敗的道理，但是每一個故事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也可以領悟到不同的意思。

最近看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在此和大家分享。小貓和小豬是好

朋友，有一天牠們參加隊際賽跑，但小貓在途中不小心跌進洞裏，

於是小豬立刻拿來繩子救小貓。小貓叫小豬把繩子扔下來，結果小

豬把整捆繩子扔了下來。小貓不耐煩地說：「這樣扔下來，你怎麼

拉我上去？」小豬說：「那麼應該怎樣做？」小貓說：「你應該拉

住另一頭繩子啊！」於是小豬便跳入洞裏，拿起另一頭繩子說：

「現在可以拉了！」……

小豬的行為看起來很可笑，但是小貓若有不同的想法，這故事

便會有不同的結局和不同的寓意。

結局一：小貓被激至哭笑不得，只能嘆息說：「唉！不怕神一

般的對手，只怕豬一般的隊友。」意思是說無論對手怎樣厲害也不

用害怕，但若團隊中有愚蠢的隊友，便會成為負累。

結局二：小貓嘆息說：「唉！最怕豬一般愚蠢的隊友。」小

豬反駁說：「你不要這樣說，若不是你不小心跌進洞裏，也不會拖

累我不能繼續參加比賽，到底誰才是愚笨的隊友？」小貓聽後感到

慚愧，無言以對。這個結局指出一個團隊若出現問題，我們常常都

只會怪責隊友，埋怨別人，卻從來沒有反思自己才是問題的根源所

在，自己才是其他人的負累。

結局三：小貓被激至哭笑不得，但卻笑得很幸褔，因為牠知道

小豬雖然不是很聰明，但是對待朋友卻是真心的，所以才會不顧一

切，不理自身的危險也要跳進洞裏去救自己。最後，牠們一起坐在

洞裏談天說地，靜待其他動物的救援。

各位同學，你們喜歡哪一個故事的結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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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從同學做起！ 葉美婷宣教師

校牧事工計劃

我在聊天室聽到一個感人故事：A同學為了很小的事情而向B同學大發

脾氣，B同學沒有說甚麼，便走開了。C同學見到這事，便對B同學說：「A

同學真是無理取鬧，你應該教訓她，不要任由她駡！」但B同學卻告訴C同

學：「B同學大概是身體不適才會這樣子，忍耐一下，對大家都有好處，原

諒她吧！」

大家都認為B同學是有愛心的人，而且她能把愛心付諸行動。從她身

上，我們學習到當面對可愛或不可愛的人時，我們都能為對方着想，用實際

行動去關心和幫助他。做這些行動是要付出代價的，可能要花時間、金錢和

勞力，也不要怕受傷害。當然靠自己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要依靠耶穌。祂

為我們各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祂不為自己的益處，只是因為愛我們而捨

棄自己的生命。

另外，真正的「愛」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溺愛，不會是非不分，也不

怕說真話，有時會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指出錯誤，甚至責備他，目的也是為了

對方得益處。你們有這些經驗嗎？愛你的人會責備你嗎？耶穌有時會差派人

責備我們，是要我們成長，這些都是出於愛！

同學們，我們要效法耶穌去愛同學、饒恕同學，好讓「愛」的氣氛能

充滿整個校園！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part of my life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helping the homeless. 
Twice a week I organise a group of my friends 

and we go out to feed the homeless in Hong Kong. 
We give them food, drinks, tissues, mosquito coils, 

clothing and more. 
I'm sure you can imagine that living on the streets must be 
extremely difficult. Nobody wants to live there.  That is why 
it's very important to show kindness to those go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I have met so many kind and friendly people live on the 
streets and in parks. Most of 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streets feel very alone and sad. By showing them kindness, 
I'm letting them know that they are cared about. 
Feeding the homeless is not for everyone,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all treat each other with 
kindness. I hope you all have a love filled, fun 

summer holiday and enjoy time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with lots of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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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ew friend.

My daughter has a silly father!

Here is our team of volunteers.



Lifelong Hobbies

Look at me doing karate 
when I was 8.

I'm a bit older now but I still love swimming. 
The little girl behind me is my sister.

Me and my teacher, and some other black 
belts. I’ve known those girls since they 
were in primary school!

HI everyone,Mr. Nathan here! I’m always very happy when I see 
students enjoying things like football and drawing. We call the things 
we enjoy doing in our free time, hobbies. I have many hobbies and I 
think it’s super important to have them.
Remember, hobbies are things we enjoy doing in our extra time. That 
means we only enjoy them after we have finished everything we need 
to do (things like homework and revision). So when we’re in school, we 
need to finish all our homework before enjoying our hobby. Finishing 
everything we need to do before having fun with our hobby also means 
we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when we’re having fun!
Now, we won’t be students forever, we’ll grow up to become adults. 
That means that someday, we won’t need to do any homework or 
revision for school. But did you know? We can actually stick with a few 
hobbies for our whole lives! That’s right, if you find a hobby you like 
doing now (like reading or swimming), you can actually keep doing it for 
more than 10 years, or maybe forever!
As for me, I love to read and I enjoy swimming. I’ve also been 
practising karate since I was 8 years old! As I’ve grown up, my reading 
level has advanced a lot. But my swimming isn’t as good as when I was 
younger since now I’m a little bit heavier. As for my karate, I still see 
my teacher all the time, and I have many friends in my karate dojo 
(that’s like a school) that I’ve know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hope that everyone in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can find a hobby 
to love and enjoy for many, many years.

Mr 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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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6月

◎	 基灣四角校內乒乓球賽

◎	 午膳供應商甄選試食活動

◎	 參觀午膳供應商廠房

◎	 協助「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	 協助「水果急口令」比賽

◎	 親子講座(二)：「培養同學自主學習/ 
學習動機」（講者：翁信固先生）

◎	 協助小一、小六同學注射疫苗

◎	 家長義工聯歡日 + 茶敍(二)

◎	 舊校服回收/贈送活動

本年度是家長教師會成立二十八周年，我們各小組一如過往舉辦了不同的

活動促進家校合作。今年共有170位家長義工幫忙協助舉行各項活動。在此特

別感謝學校的配合，更感謝各位家長的積極參與及支持，令一切活動得以順利

完成。

以下為本學年的活動簡介：

2015年9-10月

◎	 敬師日

◎	 協助小一午膳

◎	 義工動員日 + 茶敍(一)

◎	 陸運會

◎	 舊校服回收

◎	 協助「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	 基灣四角校內定向比賽

2015年11-12月

◎	 小一、小六疫苗注射

◎	 協助小一親子活動日

◎	 協助低年級旅行

◎	 遊戲日 

◎	 協助「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	 升中講座

◎	 親子講座(一)：「食物營養知多D，學習
能力grow多D」（講者：黃麗寶女士）

◎	 升中選校講座暨校友分享會

●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校長 
鄭禮林校長

● 中國婦女會中學校長黃明孝校長

● 顯理中學校長馬遠發校長

● 金文泰中學副校長邵錦嫦女士和
李隆熙先生

2016年1-3月

◎	 家長試食學生餐盒

◎	 低年級中國舞比賽

◎	 高年級中國舞比賽

◎	 升中模擬面試講座﹙講者：中華基督
教會桂華山中學鄭禮林校長﹚

◎	 小六同學升中模擬面試日

◎	 親子旅行 ─ Hello Kitty低碳農莊

◎	 新春家長教師會聯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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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郊遊樂》
2A  曾紫騫

今天早上，我和媽媽到一個幽靜的郊野公
園遊覽。到了公園的小徑後，我們看見火紅的
太陽高掛在天空中。

來到公園中央，我們感覺到陣陣微風向我
們吹來，我們覺得心情十分輕鬆。我們又嗅到
陣陣的清香，原來是朵朵燦爛的花兒正在盛開
着，真是鮮豔奪目啊！

到了公園正中央後，我們覺得這兒的環
境非常優美，我們便來到一個高高的涼亭準備
休息和欣賞風景。之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很久以前，我在這裏拍過一張相片，我想今天
多拍一張。於是，我請媽媽替我照相，媽媽照
相時說：「擺姿勢。」我就擺了一個勝利的姿
勢。拍完照後，我們才去休息。

我們休息時看到了一間小食店，旁邊有一
個露天茶座和露天溫泉，這個溫泉取名為維多
利亞湖泉。我們先到溫泉泡一下，才去茶座乘
涼和喝果汁。茶座裏有各式各樣的果汁，我們
一邊喝果汁，一邊欣賞鳥語花香的環境，令我
心情輕鬆，真捨不得離去呢！希望下次媽媽再
帶我來這個公園遊玩。

《郊遊樂》
2B  麥綽嵐

今天早上，陽光普照，沒有下雨，天氣
非常好！我和媽媽去了一個又大、又美、又
清靜的郊野公園小徑遊玩。

我們看見又大又美麗的花兒和碧綠可愛
的小草，我們還看見又高又大的涼亭。我摸
了摸小草說：「這裏的小草多麼綠，真的太
漂亮了！」媽媽說：「對啊！但是我們不可
以踐踏它們呢！」我好奇地問媽媽：「為甚
麼？」「因為這些小草是給大家看的。」媽
媽回答道。

我們看見了涼亭後，我便立刻走進去。
突然，我聽到媽媽說：「不如停下來，在這
個又優美又舒適的地方休息和拍照吧！」於
是，我擺了很多不同的姿勢，拍了很多張不
同的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

最後，我和媽媽在露天茶座喝飲料。我
們感到又高興、又快樂、又輕鬆！

《郊遊樂》
2C  楊泳

星期天中午，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媽
媽提議去西貢郊野公園郊遊，我開心地拍手
同意，然後我們馬上出發，很快就到達了目
的地。

在公園裏，我和媽媽沿着幽靜的小徑悠
閒地散步。我感受到陣陣微風，嗅到了清香
的花香，還看見一片碧綠的草地上，開得燦
爛的花朵，草地的周圍立着高高的大樹和一
座古色古香的涼亭。這一切令我的心情很舒
暢。走了一會兒，我覺得很累了，便叫媽媽
帶我到前面的涼亭休息。

接着，媽媽提議為我拍照，我十分興
奮，立即在花草前擺出勝利的手勢，留下難
忘的回憶。媽媽說：「回家後把這幅照片貼
在房間的牆上吧！」我說：「好啊！」

這裏環境優美，我們一邊欣賞風景，一
邊拍照，十分愉快。

大約下午二時，我和媽媽都有點累了，
便在涼亭內喝果汁。我們悠閒地坐着休息，
欣賞鳥語花香的風景。到了下午四時，我玩
得筋疲力盡了，便和媽媽乘公共汽車回家。

這次郊遊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既可以
和媽媽共度快樂時光，又可以拿着照片和同
學分享這次難忘的旅行。

《一次成功的經驗》
3B  曾紀童

「成功了！成功了！我煎出一個嫩嫩的太
陽蛋啦！」我歡喜若狂地高呼起來。

今天早上，媽媽正為我們煎雞蛋做早
餐，我覺得很簡單，於是便問她：「媽媽，
我可試試嗎？」媽媽說：「好呀！」我興高
采烈地穿上圍裙，然後模仿着媽媽熟練的手
勢往鍋裏倒了一些油，再從冰箱裏取出幾顆
雞蛋。這時油正在冒煙，我趕緊把雞蛋打進
鍋裏，可是我太笨手笨腳，連雞蛋殼也打進
去了，我慌忙把它撿起，再用鏟子把雞蛋鏟
起……「呀 媽 黏住了 」蛋白和

蛋黃都混合了！我失敗啦！媽媽說：「不要
氣餒，再試一次吧！可是，今次要按我的指
示，一步一步做啊！」於是，我在媽媽的指
導下開始煎第二個。

這次，我看見油轉熱後，便慢慢地把雞蛋
打進鍋裏，然後調整火力，我耐心地等着，
太陽蛋漸漸成形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盛了
出來。「成功了！成功了！我煎出一個又圓
又大的太陽蛋啦！」我興奮地大叫。

今天，我不但學會了煎太陽蛋，還學懂了
一個道理：做任何事都要按部就班，切勿操之
過急，還要多加練習，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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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賽龍舟》
4A  馬昕蕎

我的外公是一個龍舟選手，他是負責打鼓
的。上星期天，我們全家都到了赤柱正灘為他
打氣。

那天陽光普照，是適合游泳的好日子，但
是我和家人卻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賽龍
舟會場看龍舟競渡，只見那裏滿是色彩繽紛的
龍舟。

突然，「咇！」一聲在我的耳邊響起，
嚇了我一跳，我像一隻膽小的、受驚的老
鼠。定了定心神，我便和妹妹一起大叫：
「六號龍舟（外公划的龍舟）加油！加
油！」結果，其他龍舟急轉直下，他們仿似
沒有吃早餐，沒有力氣似的。外公的龍舟卻
突圍而出，飛快地前進，最終得到了冠軍。
全場都為他們鼓掌，他們像是大明星，十分
威風。後來，他們在粉絲們的簇擁下，來到
頒獎台上領獎。

比賽完畢後，我擁抱着外公說：「外
公，你果然很棒！你是我學習的榜樣。」我
心想：我一定要像外公那樣，努力進取。我
一定會青出於藍的！

《等我也成為老師》
4C  歐陽靖鎧

等我長大成人後，

我就是一位老師，

我會有一班學生，

他們就像我現在這麼大。

我會帶他們到博物館參觀，

看「海洋怒吼」有多少塑膠垃圾，

看「能量穿梭機」有多高、多快。

我一定不會大聲說：

「喂，不要跑呀！」

我要給他們講最有趣的故事，

告訴他們「醜小鴨」怎樣變成天鵝，

告訴他們小蝌蚪怎樣變成青蛙，

我一定不會對他們吹鬍子瞪眼：

「去去！我忙着呢！」

我會帶他們到圖書館，

告訴他們小魚怎樣在水裏游泳，

告訴他們老鷹怎樣在天空中飛翔。

我一定不會老是騙他們說：

「我正忙着，下次再去吧！」

哎呀，我真想真想快點長大！

到時候，不騙你。

一定做個這樣的老師。

《綠化校園（愛學校）》
5A  李芍喬

現代人都說「要保護環境，愛護地球」，
作為學生的我們要實踐這個行動，可以從愛護
校園做起。

學生每天回校，要攜帶手帕，可以減少使
用紙巾，既環保，又經濟。我們的午餐飯盒
要儘量吃光，減少浪費。此外，我們可以把吃
剩的餸菜收集起來，將它變成肥料。離開教室
時，要關掉電燈和風扇；天氣不太熱時儘量少
開空調，以節省電能。

在學校設施方面，可以利用天台建造花
圃，在校園種植樹木，令校園環境更優美，
空氣更清新。再者，我們應設立垃圾回收箱，
讓垃圾分類擺放，使它們可以循環再造。如許
可的話，可在校園安裝太陽能發電板，這是一
種可再生的環保發電方式；因發電過程中不會
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不會對環境造成污
染。

學校已設立了校服回收及捐贈活動，此
外，我們還可以回收圖書、課本和文具，甚至
是二手電腦和樂器，讓有需要的學生或家庭領
取。學校可轉用電子郵件向學生及家長發放通
告，減少使用紙張。

基灣，是我們學習及成長的地方，「愛護
這個校園，你我都做得到！」

《給園丁的話》
5B  梁家彰

我是一棵小草，

園丁，謝謝你，

每天辛勤地為我工作，

使我健康快樂地成長。

園丁，謝謝你，

每天為我澆水，

使我長得嫩綠，

不會枯萎。

園丁，謝謝你為我殺蟲，

令我身上沒有小孔，

不會生病，

令我繼續健康地生長。

園丁，謝謝你為我修剪，

使我儀容整齊，

人見人愛，

讓人看到我最漂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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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賣旗》
5C  朱詠彤

「姐姐，我長大後也要像您那樣做一些有
意義的事。」這句話在我的耳邊迴蕩着。

這是我在上一次賣旗的時候，一個小妹妹
跟我說的。那天烈日當空，很多人都不願外
出。但是我那天卻答應了媽媽要去賣旗！我一
踏出家門沒多久，已經被燒到焦頭爛額了。當
時，我心想：這麼熱的天氣，一定不會有人來
買旗了。就在這時，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妹妹向
我走過來，她竟然給了我三塊錢買旗，還跟我
說：「姐姐，我長大後也要像您那樣做一些有
意義的事。」她的聲音十分動聽，我到現在仍
念念不忘。

直至上星期天，我終於再次看到她了。但
是，我們這次卻交換了角色，我像她那樣給了
她三元。「你今天終於可以達成願望了!」我
說。「謝謝您！」我們不約而同地笑了。

《環保行動（愛地球）》
6A  戎聲

「香港的三個堆填區將於二零一九年全部爆滿，市民應減少浪費。」每逢我們聽到這些由新聞、
政府官員不斷提出的忠告，都會想起現在地球所擁有的「財產」：土地污染、空氣污染、水質污染
……都是我們人類一手造成的。

環境污染不但對人類造成極大的影響，還會破壞大自然美好的生態。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定是
「溫室效應」了，它的影響十分廣泛。人類過分使用化石燃料而產生大量溫室氣體，這些氣體把陽光
吸收後釋出，令地球的熱能無法消散，就形成了「溫室效應」。

正因為人類要為各種環境污染負上主要責任，所以我們必須為環保出一分力，保護地球的資源，
因此需要市民和政府互相合作，一起創造美麗的新環境。

首先是市民合作，我們需要時常保持「環保意識」，例如：儘量使用集體運輸工具，減少使用汽
車；購物時，自備環保購物袋；儘量減少使用空調等，從而減低地球的負荷，為締造美好的環境向前
進發。

接着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已經在多方面立法規限，並推行徵收膠袋費等行動，同時還要求廢物
回收承辦商在香港島、九龍、新界多處設立不同類型的回收箱，例如：廢紙、電池、膠瓶的回收箱，
讓市民更方便地使用回收箱，以減輕堆填區的負荷。希望政府日後舉辦一些多元化活動，例如：嘉年
華、講座、電視宣傳等，透過各類活動令社會不同年齡的市民可以更深入了解環保的重要性和各種資
訊。

希望各位市民與政府共同合作，一起愛惜地球，必定可以提升環保效益，營造一個既低碳又環保
的美好生活環境。

《月亮的話》
5D   陳煒傑

太陽啊！太陽啊！

謝謝你，謝謝你！

給我陽光，讓我發光。

讓我晚上將亮光帶到小屋裏。

星星啊！星星啊！

你陪伴着我每個晚上，

令我不再寂寞。

令我不再孤單。

烏雲啊！烏雲啊！

快下雨，快下雨！

請你滋潤這片大地，

令小苗兒快點生長啊！

鳥媽媽啊！鳥媽媽啊！

快去覓食，快去覓食！

令你的孩子快吃飽。

令你的孩子快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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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創意寫作：改寫神話
故事―《女媧補天》

6B  褚沛廷

女媧造了人，希望人類在美好的環境中過
着幸福的生活。可是有一年，所有海洋、河流
和湖泊的水都結了冰。

女媧看見可憐的人們沒有水喝，耕種的
田因沒有水份而乾枯失收，於是決心去拯救人
類。女媧施展法術希望可以令結了冰的海洋、
河流和湖泊融化。可是女媧發現以她當時的能
力並不能把冰融化，反而令冰更加牢固和堅
硬。

女媧知道自己救不了人類，覺得很沮喪。
突然，她靈機一觸，想起與太陽伯伯有交情。
於是，女媧飛上了無邊無際的宇宙，請求太陽
伯伯幫忙，用它的熱力把冰融化。經過女媧的
幾番請求，太陽伯伯終於答應了。

太陽伯伯用他的熱力，一下子就把冰融為
水了。人類非常感激女媧及太陽伯伯的拯救，
才能死裏逃生，重新過着幸福的生活。

《週記一則》
6D  張竣亮

三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二十八日

歷時近半個月的復活節假期來臨了。這個假期，我做到了溫習玩樂兩不誤。

星期二，復活節假期開始了，我整天都在做功課，盡着學生的本分。

星期四，我的假期功課完成了，雖然很辛苦，但十分值得。媽媽說準備帶我去西貢遊玩呢！

星期五，我和媽媽輕鬆出行，乘坐小巴去西貢市中心。可是我們卻碰上了大批人潮，很多巴士、
小巴和的士「佔領」了馬路。於是媽媽提議說：「不如我們走路去吧！」我答應了。一小時後，我們
終於到達西貢。我們走到碼頭，欣賞那風光明媚的海岸。突然，我看見有人在釣魚，他居然只用一條
連着魚餌的繩子，就釣上來了一條魚兒。然後，我也買了一條釣魚繩，用先前買的魷魚絲來嘗試釣
魚。我把魚餌放入海中，然後坐在椅子上等待……呆坐了一小時後，我放棄了。我有點失望，於是走
到岸邊，爬上大石休息，彷彿一切失望都被那沙沙的海岸聲洗淨了。最後，我和媽媽回家去，跟爸爸
和哥哥分享那難忘的回憶。

遊玩過後，我就必須收拾心情，去面對決定命運的呈分試了，因此，一連幾日我都在溫習，中
文、英文、數學……希望這份努力有成果吧！

《孝順父母》
6C  盧惠琪

家，就像我的避風港一樣，讀書累了，有
家人為我打氣；有了煩惱，家人會陪我一起分
擔解憂；想要甚麼東西，家人都會儘量滿足我
的需求。不管我們要求甚麼、渴望甚麼，父母
總是無私地奉獻。一個人如果不懂得孝順，不
知道珍惜家人的重要，那他就失去了做人的根
本，所以孝順是天經地義的事。

俗語說：「百善孝為先」，可見孝順是極
為重要的。父母的笑容和擁抱就像一顆小太
陽，總是給予我們溫暖，他們對我們的恩情是
如此深，他們養育我們的過程是多麼的辛苦，
多麼的艱難啊！雖然我們現在年紀小，但是我
們也可以做到盡本分，將來長大就更加有能力
回報父母。

那我們又可以如何孝順父母呢？首先，我
們要努力讀書，不讓父母擔心自己的成績；其
次，我們可以在家中多幫父母分擔家務，例
如：收拾桌面，清洗碗碟，令他們不會那麼勞
累。再者，我們也要抽出更多的時間陪伴父
母，不讓他們感到孤單、寂寞。最後，還要多
關注父母的身體狀況，照顧他們的身體，令他
們身壯力健。

孝順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比較的。一個懂得
孝順的人，不會令父母擔心，而是令他們感到
安心，這樣，才是做人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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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輔導計劃

本年度以「滿FUN校園」為主題，推行「全校參與校本輔導活

動」。當中透過不同主題的「親子學堂」活動，讓家長認識兒童各方

面的成長特徵，並透過親子互動，學習相關的溝通及管教技巧，從而

建立良好親子關係及健康的家庭生活。

本年度「親子學堂」活動如下：

時間 名稱

2015年10月 「敍事至叻星」家長工作坊

2015年10月 優質親子工作坊1

2016年1月 優質親子工作坊2

2016年2月 優質親子工作坊3

2016年2月至5月 親子樂「園」親子工作坊

2016年5月 「滿FUN桌遊」親子工作坊

2016年7月 小六升中適應家長講座

駐校言語治療師主講「 事至叻星」家長工作坊，家長積極參與及提
問， 了解及掌握孩子 事的技巧。

園藝治療協會導師Emily透過各種園藝活動， 讓家長學習觀察
及欣賞孩子的優點，促成更和諧的親子關係。

「桌樂無限」導師介紹各類桌上遊戲， 並帶出親子溝通的重
點。看!同學們和爸爸媽媽玩得多開心!

家長和同學在優質親子工作坊中， 透過活動和遊
戲， 從中反思彼此關係， 加深了解。



開心果吃開心果計劃

一日一蘋果，
快樂又健康。

「水果真有益」急口令比賽，
同學踴躍參與，氣氛熱烈。

爽脆美味的蘋果，
當然要大口大口咬下去。

噔噔噔噔!「最受歡迎網上照片」
得主是……樂也融融的
6A班同學們。

媽媽為我準備的香甜水果，
包含着滿滿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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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2+3」，你知道是甚麼意思嗎?

基灣的小朋友，一定能立即舉手回答「每天 2 份水果加 3 份蔬

菜」呢! 

本年度，基灣小學於上學期及下學期共舉行了兩週「開心果吃

開心果」活動，鼓勵全校師生在校內一起吃水果。這麼健康的活動，

家長當然大力支持，紛紛為子女預備健康的水果，在午膳時間享用。

學生享受美味水果的照片，更上載於學校網頁上，由同學選出最受歡

迎的網上照片，基灣小學洋溢在一片「水果熱」中。下學期的水果週

後，緊接舉辦的「水果真有益」急口令比賽活動，反應也非常理想，

同學們在膳後活動時段踴躍參加，氣氛熱烈。「開心果吃開心果」及

「水果真有益」急口令比賽，讓同學認識水果的營養價值，培養「日

日2+3」的健康生活態度，基灣小朋友都與水果成為好朋友呢!

老師和同學一起分享水果，
滿載歡欣！ 家長義工熱心幫忙，急口令比賽順利完成。



陽光笑容滿校園計劃

13

為促進同學的口腔健康，本校參加由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舉辦

的「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透過有關活動培養同學早晚刷牙的自覺

性，幫助他們建立有規律的飲食習慣。這行動是藉着訓練高小同學成

為「陽光笑容大使」，使他們以朋輩領袖身分，在校內向小一至小三

同學推行口腔健康活動，鼓勵同學自發地刷淨自己的牙齒。此外，還

在四至六年級推行「親親牙線」活動，指導高小同學正確使用牙線的

方法。

今次本校共派出24位陽光笑容大使參與是次活動，為全校學生進

行服務，過程順利。參與的大使表現積極，講解清晰，令低小學生明

白護齒的重要性，而高小學生則能適當地利用牙線清潔牙齒，達到預

期的目標。

我們是「陽光笑容大使」，有我們 
在，同學的牙齒一定更健康!

「陽光笑容大使」積極為同學準備
刷牙小冊子，活動快要開展了。

看，「陽光笑容大使」都很用心
參與領袖訓練工作坊呢!

大使姐姐認真為同學檢查刷牙紀錄
表。

大使哥哥真棒，教導我運用適當
的技巧護理口腔。

我有早晚刷牙，飲食習慣又有規
律，大使姐姐給我漂亮的獎勵貼
紙，真開心!

「陽光笑容大使」每星期三都會準
時到課室檢查同學的刷牙小冊子，
很盡責。

「陽光笑容大使」親切友善，低年級同
學都很喜歡他們呢!



視藝天地

「環保海洋吊飾」
親子創作比賽

為了讓學生發揮藝術潛能及創意，並提高他們對海洋保育的認識及
關注，本校視覺藝術科於一、二年級舉行了「環保海洋吊飾」親子創作
比賽。比賽完結後，視藝科於2016年5月7日（家長日）至13日，在本
校三樓操場及聖殿前舉辦「我的美麗海洋」親子及學生作品展。當時，
聖殿前的天花板上呈現出一片藍綠色的波浪，掛滿了學生和家長精心創
作的作品，吸引了不少學生駐足欣賞。

這隻八爪魚多麼的栩栩如生﹗
多姿多彩的海洋世界!

這個水晶海洋世界太奇妙了﹗

這條色彩如此斑斕的是甚麼魚﹖

哇﹗好壯觀的天花板海洋世界!

歡迎大家進入「我的美麗海洋」﹗

美麗海洋裏有各式各樣的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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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動樂週」

視藝天地

為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本校視覺藝術科於今年4月
22日至5月27日舉行了「藝術動樂週」，不同級別的學生依安排
到視藝室進行各類的藝術活動 一年級：超級模型；二年級：
海綿印畫；三年級：手繪畫；四年級：剪紙藝術；五、六年級：
彩砂瓶。校園藝術大使及藝術遊踪組員帶領同學進行活動，同學
們都十分投入地參與，享受藝術創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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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超級模型」不錯吧﹖

我手上的「手繪畫」好看嗎？

太好了﹗我用了老師教的方法

就能剪出這麼美麗的圖案。

你看!同學們多麼專注地製作

自己的「彩砂瓶」。

我們的「彩砂瓶」，哪瓶更漂亮一點﹖

同學們投入地製作「海綿印畫」!



班際籃球比賽

隊
友

！把球兒接住吧！

放
手

吧
！

我
要把球兒送回隊友

手

中
！

開

球
！比賽終於開始了！

師
生同賽，一樂也！

我們的驕傲！

你

看
！我的身手多敏捷！

機
會

來
了

！
我要把球兒投進籃子

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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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及28日是四至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的大日子。運動健

兒們齊集於操場及一樓有蓋操場，一決高下。

比賽在哨聲中開始了，場面非常熱鬧。同學們不停地大聲吶喊着：

「加油！努力！」打氣的聲音此起彼伏。比賽相當激烈，同學們個個身

手不凡，各有千秋，大家好像有用不完的勁，在場上你追我逐，分數互

有領先，球場的氣氛更是熱烈緊張。

比賽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中結束了，同學們團結一致，頑強拼搏，為

大家留下一幕又一幕熱血沸騰的畫面，真讓人難忘啊！

「班際籃球比賽」成績如下：

獎項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男子組
冠軍 4A 5C 6A

亞軍 4D 5D 6B

女子組
冠軍 4C 5A 6C

亞軍 4B 5B 6A

班際神射手 / / 6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