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新聞出現一個新的名詞叫“WannaCry”，是一種攻擊全球電腦

系統(不論是私人、機構、政府、醫院、學校，甚至是軍事單位)的勒索

病毒。5月中旬，這種病毒在香港爆發，至今仍令不少電腦用家提心吊

膽。只要電腦開啟並連接網絡，這病毒會將中毒的電腦內的大部份執行

檔、相片、影片檔案加密，並會要求電腦用戶支付贖金，才可得到解密

程式。由於受害者範圍廣闊，中了招的人大有想哭的感覺。在執筆時，

又有另一病毒蓄勢攻擊。我們除了要注意網路安全外，另有三方面值得

我們再思。

1.  人心敗壞 : 聖經說 :「人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

隨着時代的發展，人類犯罪的方式不斷改變，過往「勒索」多數跟

暴力威脅有關，但如今「勒索」擴展到以非暴力、超越時間空間限

制的高科技專業範疇。而歸根究底，都是來自人心中的貪婪和私

慾。

2.  網絡世界的影響力 : 網絡的確是一個具高效的溝通平台，網絡的出

現，為人類的溝通模式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網絡世界本身是中性

的，沒有好與壞；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壞人正是藉着這平台來滿

足他們的私慾，從中獲取利益。惡者也藉這平台使人遠離上帝，只

追求眼目的情慾和官感的滿足。我們需要省察，自己是否被這網絡

世界所轄制，被它牽着鼻子走 ?

3. 生命的更新 : WannaCry主要攻擊的對象是舊版本Windows視窗作

業系統，因為這些電腦用戶，沒有定期更新，被駭客看準弱點，乘

機發動病毒攻擊。電腦沒有做好更新的功夫，容易受駭客攻擊；各

位同學，今天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做好更新的功夫來面對世界的引

誘?在基灣小學中，我們除了學到一般的學識，更重要的是我們在

這裏可以讀到聖經，認識主耶穌；藉着聖經讓我們有更正確的價值

觀，藉着主耶穌幫助我們抗拒那些壞思想。

最近與同學們午膳交談，當問

到大家最喜歡看甚麼電視節目時，

大家都異口同聲說：「《射鵰英雄

傳》！」當提到郭靖、黃蓉時，大

家更不禁眉飛色舞。我向各同學推

薦說：「原著小說會比電視劇更精

彩，大家看後會有更大得益。」但

大家都說公共圖書館已完全沒有

《射鵰英雄傳》的踪影了。

《射鵰英雄傳》可說是金庸武

俠小說裏最家喻戶曉的一部小說，

數十年來已被翻拍成無數的電影和

電視劇。小說內容情節緊湊，高

潮迭起，從郭靖母子被脅持至蒙古

大漠，以至重返中原遇上黃蓉，後

來身受重傷在牛家村密室療傷，又

到「江南五怪」在桃花島慘遭殺害

…… 緊張的劇情一環扣一環，令人

目不暇給。作者佈局巧妙，前呼後

應的敍事手法，會否成為各位同學

寫記敍文及創作故事的借鏡呢？

除了敍事技巧外，作者在描寫

人物性格方面也是極為成功的，每

個角色的性格形象鮮明，予人留下

深刻印象。除了樸實忠厚的郭靖和

機智聰明的黃蓉外，當你看到陰森

恐怖的梅超風和陰險奸詐的歐陽鋒

時，你會否感到不寒而慄？但若你

見到饞嘴貪吃的洪七公或行事混亂

的「老頑童」周伯通，你又會否會

心微笑？事實上，書裏的每個人物

都忠奸分明，即使是被稱為亦正

亦邪的「東邪」黃藥師，也是屬

於「忠」的好人，所以我們看書

時心中很容易找到值得支持的一

方，隨着他們的遭遇而高興或擔

憂。各位同學，你們在描寫人物

時，會否以此小說作為參考？

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會有其

歷史背景，《射鵰英雄傳》正值中

國 南宋時期。南宋自大將岳飛死

後，國勢日漸衰弱，常遭北方的

金人及蒙古人所侵略，最後更為

蒙古人所消滅，取而代之成為元

朝，書中的成吉思汗鐵木真在歷

史上也確有其人（只不過金刀駙

馬郭靖卻是虛構的）。如果同學

在閱讀此小說時能兼看相關的中

國歷史書，暸解宋、元兩朝的歷

史，那麼在閱讀《射鵰英雄傳》

時將會更感到趣味盎然。

最後，我還想一提的是書中

主角郭靖的學習方法。雖然郭靖

常被人稱為愚笨傻小子，但他學

武的法門便是「人家練一朝，我

就練十天」，將勤補拙，專心致

志地學習，終於學成威力無窮的

「降龍十八掌」，成為一代高手，

即使他身旁聰明絕頂的黃蓉，在

武功上也不及他。同學們，你對

此能有所領悟嗎？

基灣堂李潤成牧師

WannaCry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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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



Hi boys and girls!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wo of my most 

favourite things to do: reading and traveling. Not only are they 

enjoyable, but they also give me more knowledge and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I have loved reading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My mum 

used to take me to the library near my kindergarten! What I love 

about reading is that it broadens my mind and imagination. It is 

an enjoyable way to learn English and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 When I was your age, my favourite books were The 

Secrets of Droon series and the Nancy Drew series.

I find traveling exciting because I get to see new places, 

experience new things and meet new people. We live in a beautiful 

world with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every city or country is 

unique. Traveling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I 

hope to travel to as many places as I can! 

I ’ v e  h a d  s u c h  a 

g rea t  t ime  wi th  a l l  o f 

you this year. I am very 

happy to see that many 

of you are curious and 

passionate learners. Find 

your interests and pursue 

them! Always s t r ive to 

be  a  be t t e r  and  more 

knowledgeable person! 

Miss Srushti Patel

All the sudden we are at the end of another school year! 

Soon our P6 students will be changing schools and moving 
onto the next important stage of their lives. Also a new fresh 
group of P1 students will start the next chapter of their lives. 

In life we all go through many stages. Things are always 
changing around us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adapt as well. 

One thing I've learnt is that despite all of the changes and 
multiple stages we go through, it's so important to be present and 
focused on enjoying the stage you are currently in. 

I hope you all have a wonderful and enjoyable summer holiday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Laugh, play and have a great tim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September when you are all 
relaxed and excited for a new school year! 

To the graduating P6 students, I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on 
your next adventure! I enjoyed teaching you this year. I hope you 
can take with you the knowledge of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bility, respect and kindness. 

Take care everyone! 

Where Does the Time Go?

Outside a castle in Scotland with some of 
my university classmates

Canyoneering in Cebu

At Ha Long Bay in Vietnam

What I love to do Mr. Jeff'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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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會》
二年級乙班  郭柏渝

五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我家裏舉行了我的生日會，我邀請了朋友、同學和老師前來
參加生日會。

一進入舉辦生日會的地方，我就看到一張長長的大桌子，中間擺着一個大大的草莓
夾心奶油蛋糕，上面有八枝蠟燭，因為我八歲生日了！桌子上擺放着很多精美的禮物和
美味的食物。牆上掛着長長的布條，還有一個櫃子裝滿了好玩的玩具呢！

參加生日會的客人到齊了，這時歡快的音樂響起來了，「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
快樂……」大家一邊唱歌，一邊為我拍手。同學們為我唱過悅耳的生日歌後，我和同學
便去玩遊戲了。

終於切蛋糕了！我把生日蛋糕分給每一位賓客之後，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那塊咬
了一口：「真好吃！它像棉花一樣軟軟的。」然後，我就把沙拉給客人，接着吃自己那
份，吃完後心想：「沒想到媽媽弄的食物那麼好吃！」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生日會的尾聲，這個生日會令我感到十分開心，真是令我依依
不捨呢！

《學校開放日》
三年級乙班  黎芍彤

今天萬里無雲，爸爸、媽媽和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來到我的學校參加十周年開放日。

一踏進大門，我們便看見一個小食攤檔和一棵願望樹，還有同學正在台上表演。舞
台上有色彩繽紛的絲帶和氣球佈置，鮮豔奪目，學校真漂亮！操場上，有的同學在寫願
望，有同學在看表演，有的同學在玩「二人三足」。這裏真是人頭湧湧，十分熱鬧呢！

我們先到展覽區參觀，那裏展出很多同學的作品，包括：圖畫、作文、照片……這
些都是同學們的學習成果呢！在參觀期間，我無意間看見了一些攤位遊戲，我就跟媽媽
說：「媽媽，我們可以去那邊玩攤位遊戲嗎？」媽媽想了一會兒，說：「好吧！」我一
聽到就像火箭一樣衝了過去，連爸爸、媽媽也追不上我呢！

我先去了擲彩虹圈遊戲攤位玩耍，我拿了遊戲幣，擲完一個又一個……到了第五
個，我終於擲中了大獎！是一套層層疊玩具。然後，我們再到射籃球的攤位玩遊戲。因
為我運動天賦不太好，所以就由爸爸負責射籃球。過了沒多久，爸爸射中了十球，奪得
了大獎一一個很大的小熊布偶。我開心得跳了起來，立刻親了它一下。

到了下午五時，媽媽說要回家了，我卻仍感到意猶未盡呢！但時間不早了，我只好
無奈地答應離開。媽媽還特地為我拍了照片留念。這次開放日，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回
憶，我感到很開心，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參加學校開放日。

2016 年 9-10 月

•	 敬師日

•	 紮辮班

•	 協助小一午膳

•	 義工動員日	+	茶敍 ( 一 )

•	 陸運會

•	 協助好學生 fun 分	
獎勵計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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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高手的秘密」
講者：駐校言語治療師徐 SIR	

•	 升中選校講座及校友分享會：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校長鄭禮林先生	
港島民生書院校長嚴志成先生	
筲箕灣官立中學校長李德輝先生	
張祝珊英文中學校長歐振強先生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先生

2017 年 1-3 月

•	 低年級中國舞比賽

•	 高年級中國舞比賽

•	 升中面試講座	
( 講者：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校長鄭禮林先生 )

•	 小五、小六同學升中模擬面試日

•	 親子旅行：雷公田、鐵路博物館、
綠田園一天遊

•	 新春家長教師會聯歡聚餐

2017 年 4-6 月

•	 家長手工班 ( 包金散紙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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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九型人格開始﹕運用
有效的學習模式，推動子女自主學習」	
講者：余國健先生

•	 協助小一、小六同學注射疫苗

•	 參觀午膳供應商廠
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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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周年，我們各小組一如過

往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外，今年首

度設立謝師宴委員會，讓小六同

學能凝聚一起舉辦謝師宴。今年

共有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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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到一切活動得以順利完成，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以下為本學年的活動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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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個「健康人」》
五年級甲班  嚴思琳

健康生活對我有不少的益處，所以我決心
要做個「健康人」，但是，我應該如何養成健
康的生活習慣呢？現在讓我來說說吧！

第一，我要做適量的運動。運動不但有助
舒緩精神壓力，舒展身心，也能強健骨骼、肌
肉，做運動的好處數之不盡！所以，我必須每
天堅持做半小時運動，例如：每天跑步最少
三十分鐘，每次加十分鐘，不能一次做太多，
做運動也要循序漸進啊！

第二，我要保持心境開朗。很多人說：
「心理影響生理」，擁有正面的情緒是非常重
要的，不然就會影響身體的健康。如果我要保
持心境開朗，必須懷着樂觀的心情去生活，凡
事都要從好的角度想，不要悲觀。憂鬱的心情
壓抑在心裏，有可能會患情緒病呢！

第三，我要養成良好的生活規律─作息
定時、生活有序、有足夠的睡眠。生活有序能
提升我們做事的效率，長期休息不足會使人智
商下降、記憶力衰退、判斷力變差……為了保
持身體健康，我會早睡早起，例如：每天晚上
十時睡覺，第二天上午七時起牀，以養成良好
的生活規律。

總括來說，要有健康的生活，我一定要做
適量的運動、保持心境開朗和養成良好的生活
規律。這樣，健康再也離不開我了！

《我要做個「健康人」》
五年級丙班  湯凱琦

健康的生活對我們的身心有莫大的益處，你想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嗎？現在就讓我
介紹一下如何從運動、飲食習慣和生活規律方面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吧！

首先，我們要每天做運動。現代人每天只顧着工作，而忽視了運動，因此常患有肩
頸膊痛，例如：放學後，我常常躺在床上看手機而沒有做一些伸展運動，所以我經常感
到腰酸背痛。不過，現在我改善了我的生活習慣，每天放學後都會做十分鐘運動，雖然
時間很短，但可以增加肌肉的柔韌度，減低肩頸酸痛的發生。

再者，我們要有良好的飲食習慣，不可偏食。如果你只愛吃肉，不吃蔬菜的話，便
不能攝取足夠的纖維，罹患大腸癌的機會也會相對增加。所以我們不可以偏食，要均衡
地吃有益的食物，並少吃零食。我每餐會多吃菜，少吃肉，務求令自己擁有一個健康的
腸道。

最後，我會建立良好的生活規律。我以前晚睡早起，結果整個人都沒精打采的，放
學後都要睡一會兒。後來，我改掉了這個壞習慣，堅持每天早睡早起，結果我能精神奕
奕地過生活了。

總括而說，健康的生活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沒有健康就無法擁有美好的生活。
來！讓我們坐言起行，努力地做個「健康人」吧！

《我要做個「健康人」》
五年級丁班  柯宛宜

有健康，我們才有精神和力量去學習、玩耍和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現在讓我從運
動、個人衛生和飲食習慣三方面探討怎樣養成健康的習慣吧。

首先，運動可強健我們的體魄和保持身體健康。例如：跑步可以增強心肺功能，因
此我每星期最少跑步三次，每次半小時至一小時。我覺得跑步很方便，不用訂場地和找
朋友陪伴，只要家的附近有公園便可以進行。此外，在某些週末，我和家人會去遠足，
因為多接觸大自然，可以讓我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又可舒緩壓力。

其次，多注意個人衛生可預防病菌入侵身體。我會勤洗手，吃飯前要用梘液清潔雙
手最少二十秒；我還會經常清洗衣服，每天洗澡，如厠後立刻清潔雙手，不與人共享飯
盒及飲品。

最後，在飲食習慣方面，我會少吃油炸及刺激性的食物，預防出現「青春痘」；我
會多吃蔬菜、水果，並且吃少量肉類，以提供身體足夠的營養；我還會盡量少吃雪糕及
甜品，因為甜食會使身體肥胖。

當然，健康的生活習慣必須持之以恆，不可半途而廢，才能成為真正的健康人！

《我要做個「健康人」》
五年級乙班  林司晴

大家想做個「健康人」嗎？很簡單，只要保持運動量、注意個人衛生及養成良好的
飲食習慣，就能做個「健康人」了。

首先，為甚麼一定要保持運動量呢？因為如果不做運動，只吃東西的話，就消耗不
到卡路里了。我們要堅持每星期三次，每次做半小時以上的運動，這樣就最好不過了。

然後，注意個人衛生也很重要，因為假如上廁所後不洗手的話，就會變成傳播細菌
的「幕後黑手」，所以我很注重個人衛生，經常洗手。

最後，就是決定我是否一個「健康人」，而又對青少年的發育很重要的飲食習慣
了。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如果只吃肉不吃菜的話，就不能攝取均衡的營養了。而且
在發育時期如果不喝多點牛奶，個子就會矮小了。因此，我們的飲食最好每日都要有兩
份水果，三份蔬菜，以及少吃煎炸的食物，不然的話，到十一歲拿兒童身份證拍照的時
候，就有可能拍下自己滿臉暗瘡的樣子了。

總之，我要堅持運動，注重個人衛生，以及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因為這些都是決
定我是否一個「健康人」的關鍵啊！

《等我也成為爸爸》
四年級丙班  關一鳴

等我也有了鬍子， 
我就是一個爸爸， 

我會有一個小小的兒子， 
他就像我現在這麼大。

我會帶他去動物園。 
看看猴子怎樣爬樹。 
看看獅子怎樣走路， 

我一定不會老是騙他說： 
「等等，下次再去吧！」

我要帶他出海， 
教他怎樣釣魚， 
教他怎樣捉蝦， 

我一定不會對他吹鬍子瞪眼說： 
「去去，我忙着呢！」

我要帶他到海洋公園， 
和他玩刺激的「過山車」， 
和他玩驚險的「海盜船」， 

我一定不會大聲說： 
「去去，我沒空和你玩耍！」

哎呀！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出鬍子！ 

到時候，不騙你， 
一定做個這樣的爸爸。

《健康生活之我見》
六年級丙班  朱詠彤

最近，許多人都很關注「健康生活」，但何謂真正的健康生活？如何養成健康的生
活習慣呢？所謂「生活」就當然離不開「衣、食、住、行」，現在讓我從「食、住、
行」這三方面說說怎樣養成良好的習慣吧！

首先，我們要講究「食」─均衡飲食，就是不可偏食，這樣才能令正在發育的
青少年們變得更加健康。我們需要遵行「食物金字塔」的飲食原則：少吃油、鹽、糖；
吃適量的奶類製品和肉類；要多吃蔬果類，正所謂「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可見
多吃蔬果對我們的健康是多麼重要；而吃最多的應該是五穀類。此外，有統計指出，我
們每天還要喝八至十杯水，這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我們還需要注意「住」的問題。如果我們住在市區，而且家中的空氣較污濁
的話，可以擺放一些合適的植物，但家中如有嬰兒，就要慎重考慮是否擺放了。除了家
居環境外，我們還要注意必須要有充足的睡眠，養成早睡早起的好習慣，否則，我們哪
有精神和精力應付第二天的學習和工作呢？有調查報告指出，睡眠不足的女生，她的皮
膚健康狀況會比睡眠充足的女生差。

最後，「行」的方面也是我們必須關注的。這主要是指我們要做足夠的運動，例
如：每天運動半小時；乘搭交通工具時，可以提早兩個站下車，再步行到目的地……
現在已有不少科學研究證實，做運動能令我們釋放更多安多芬，使人放下平日的壓力，
感到放鬆。此外，做運動還能增強心肺功能，促進新陳代謝等。做運動對身體健康十分
有益，它是一項大眾化的活動，大人、小孩、長者、傷殘人士，甚至是病患者都能做運
動。既然做運動一舉多得，我們何樂而不為呢？不過，我們仍要注意運動時的安全，也
不能運動量過大，否則會有反效果。

總括來說，要擁有健康生活，方法有很多種，但仍是要靠自己養成良好的習慣。讓
我們坐言起行，從今天開始實踐健康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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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生活習慣》
六年級甲班  莫嘉欣

健康的生活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怎樣才可以擁有健康生活呢？現在就讓我從
飲食、運動、睡眠和生活常規這四方面來說明我們怎樣在日常生活中養成健康的生活習
慣及對我們的好處吧！

第一，在飲食方面，我們要做到均衡飲食。在電視上我們也經常看到要根據「健康
飲食金字塔」進食才能有健康的身體。而且，進食時的態度也很重要。進餐要定時定
量，不要過饑或過飽；要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慢慢咀嚼，不要狼吞虎嚥，這樣才能促
進身體健康。

第二，恆常運動也很重要。有專家建議每星期要做3次運動，每次最少要有30分
鐘。做不同的運動有不同的好處，但大部分的運動都有以下的好處：強化心肺功能、促
進血液循環、舒展身心、預防骨質疏鬆等，所以我們要多做運動，令身體更健康。

第三，我們要有足夠的休息才能應付每天龐大的工作量。有專家指出，小朋友每天
要睡8至10小時，大人每天要睡6至8小時，才能有精神地迎接每一天。而且，當我們
工作累了，要休息一下，例如：閉目養神、聽音樂、上一上洗手間等，都能放鬆一下我
們繃緊的神經。

第四、生活要有規律。最好就訂立一個時間表，定時做每一件事，有計劃的生活才
會活得更美好。

健康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我們做到上述幾件事，一定能擁有健康的生活。從今
天開始，讓我們一起努力做一個擁有健康生活的人吧！

2016-2017年度  全校參與 
校本輔導活動 ：「智樂」校園

本年度以「智樂」校園為主題，推行「全校參與校本輔導活

動」，透過全校參與輔導活動及德育成長課，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愉快地生活。

本校一向重視師生之間的溝通，故希望透過「真情午餐」活動，

讓校長及班主任有機會與學生共晉午餐，在和諧氣氛下，多了解學生

近況，從而建立互信互愛的關係。

而本年度在每個課室

新設「真情信箱」，同學

可寫信函或便條，投放

在「真情信箱」內，分

享自己的心事，讓師生

有更多溝通的機會。

初小同學寫信給林校長，邀約
林校長一同午膳，同學們還準
備了很多問題問林校長呢 !

3B 班同學與班主任盧老師
一同享受「真情午餐」，談
談班中趣事，真輕鬆 !

可愛的 1C 班同學與班主
任卓老師一同享用「真情
午餐」，既溫馨又難忘。 

歡迎同學多利用「真情信箱」
與各老師分享心事。

看 ! 與班主任胡老師一
同進行「真情午餐」時，
6B 班同學們多麼興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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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生活習慣》
六年級乙班  畢梓皓

健康即是無病痛，開心愉快。健康的
生活習慣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很重要，就讓
我們一起看看應該如何養成健康的生活習
慣吧！

首先，按飲食習慣來說，我們要少吃
「三高」（即高脂、高鹽和高糖）或重口
味的東西，因為它們含有不少的脂肪、糖
份等對人體有害的成份，可能會導致人們
患上心臟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我們要
有均衡的飲食，多吃清淡的東西和蔬果，
就能有足夠的營養去應付每一天的挑戰。

其次，從生活習慣這個方面來說，我
們可以儘量不玩電腦或手提電話遊戲，因
為長時間看着電子產品對眼睛不好，令精
神欠佳。

最後，當然要提一提運動的重要性
了。做運動除了可以加快新陳代謝、強身
健體、幫助長高，還可以放鬆心情、舒緩
壓力，真是「一舉多得」啊！另外，運動
的同時可以曬太陽，更能殺死細菌，加快
鈣的吸收。

總括來說，健康的生活可以給人帶來
很多好處。因此，我認為健康的生活對人
很重要。

《健康的生活習慣》
六年級丁班  魏祉彬

你們想不想有健康的身體呢？我會從
飲食和運動兩方面說明在日常生活中怎樣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其好處。

首先，我會從飲食方面說起。我們應
避免吃高糖分、高脂肪和高鹽分的食物，
例如：薯條、雪糕、炸雞腿……這些食物
會容易引致蛀牙、肥胖，令我們增加患上
高血壓、心臟病及糖尿病的機會。相反，
我們應小心選擇一些健康的食物，以吸收
適量的鈣質、食物纖維和維生素等，這些
營養素都是對我們的健康有益的。

其次，做運動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
每天早上，我們可以嘗試去公園晨運或跑
步，這樣可以讓我們呼吸新鮮的空氣，也
可減輕體重，令我們的身心更加健康。

總的來說，注重飲食及運動的習慣對
我們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應多做運動及小
心選擇食物。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為配合學校「健康生活」的主題，在一至六

年級分別舉辦「健康菜式」親子模型創作比賽、「運動健康」繪畫創作

比賽、「有規律的生活」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和「正面人生」宣傳海報設

計比賽。從比賽中可見，學生能透過不同的創作形式，用作品表達健康

生活習慣的重要性及積極人生的正面態度。為了讓大家可以欣賞得獎作

品，視藝科於五月舉辦了「健康生活展姿彩」親子及學生作品展，讓學

生用藝術及創意表達對健康生活的關注，冠軍作品如下：

3B 陳紀嵐 冠軍

三年級「運動健康」 
繪畫創作比賽

2C 陳溥雲 冠軍

二年級「健康菜式」 
親子模型創作比賽

5A 戎悅 冠軍

五年級「有規律的生活」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1A 周卓男 冠軍

一年級「健康菜式」 
親子模型創作比賽

4A 聶嘉倩 冠軍

四年級「運動健康」 
繪畫創作比賽

6A 李卓琳 冠軍

六年級「正面人生」 
宣傳海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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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洗手，別做傳染病的「幕後黑手」。同學們，你們有勤洗手的習

慣嗎？保持手部衛生是預防感染疾病的首要條件，為了加強同學防疫的

意識，令大家明白洗手的重要性，並學習洗手的正確步驟，本年度，基

灣小學於上學期舉辦了「洗手七步曲」親子海報設計比賽，家長及學生

都熱烈響應。參賽作品的構圖充滿心思，用色豐富，又能傳遞洗手的正

面信息。下學期，得獎作品已張貼於校園內，提醒學生洗手的重要性。

「用梘液，酒精搓手液洗手，健康在你手」相信各位同學一定能做到！

為了鼓勵同學多吃水果，培養健康的生活態度，基
灣小學於本年度舉行了「水果週」及「水果真有益」急
口令比賽，鼓勵全校師生在校內一起吃水果。透過設計
急口令活動和急口令比賽，同學們更認識水果的營養價

值，不但津津有味地品嘗香甜的水果，更積極參與各項活
動，享受了一個快樂的「水果週」。

「向上刷向下刷，不可放任胡亂刷……」這首歌同
學們一定耳熟能詳啊！基灣的學生更厲害，「陽光笑容
由齒起，早晚刷牙要緊記……」，陽光笑容大使設計了
既具意義又琅琅上口的護齒急口令，更於下學期為四至
六年級學生舉辦護齒急口令比賽，同學反應熱烈，讀得

又快又準備；潔白牙齒怎少得低年級同學的參與？本校
也為一至三年級學生於午膳時間舉行了「聽歌學刷牙」活
動，宣揚護齒的重要。透過全校性
的活動，基灣小朋友的牙齒一定
更健康呢！

「洗手七步曲」親子海報設計比賽

亞 季

優

冠

「水果真有益」及「護齒健康」活動

六年級的陽光笑容大使準備好了，同
學們，看誰的急口令唸得又快又準。     

急口令既有意思又順口易記，
怎會難得到我 ?

一、二、三，開始 !「每天早
晚要刷牙……」同學們加油啊 !

陽光笑容大使在午膳時間為
同學們講解護齒的重要，全
校同學都很認真聆聽呢 !

( 冠軍 ) 5A 葉國誠

( 亞軍 ) 3A 陳熙怡

( 優異獎 ) 1B 張芊悠

( 優異獎 ) 6B 梁家彰 ( 優異獎 ) 5C 陳紀悠 ( 優異獎 ) 6A 鄭樂晴 ( 優異獎 ) 6A 曾熙媛

( 優異獎 ) 2B 林政翰 ( 優異獎 ) 1D 林又晞

( 季軍 ) 2B 冼靖烔

梨子又大又甜，
你想咬一口嗎？

水果種類多，齊來
分享笑呵呵！

同學們開心地跳
「水果舞」呢！

同學們積極參與「水果真有益」急口令比賽，氣氛真熱鬧！

基灣的老師和同學們一起
分享水果，樂也融融！

健康牙齒急口令比
賽，等你來挑戰 !

14 15



境外交流活動─「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2016/17）

為了拓展學生視野，本校安排五年級學生參與「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2016/17）。交流活動於2016年12月2日至3日進行，

目的地是廣東省東莞市及中山市。

在這次的交流活動中，學生透過參觀孫文紀念公園、中山故居紀念館

(翠亨村)、體育路小學、威遠炮台、海戰博物館、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和銷

煙池，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探索他的奮鬥歷程、改革理想及對國

家的貢獻，以及了解「辛亥革命」的歷程及其精神。

中山境外交流活動

四位帶隊老師，辛苦了 !

晚餐後，同學們進行學習分享

會，分享當天的學習成果。

參觀中山故居紀念館
( 翠亨村 )

我們到體育路小學交流。看 ! 同學們
聚精會神地聆聽內地同學介紹學校。 

看 ! 同學們多高興啊 !

我們是滅火救人的
英勇女消防員。

同學們看到大炮，興奮極了 ! 我們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前拍照留念。

吃飯啦 !
同學們一起學習心肺復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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