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網上流行一種叫「微小說」的新文體，它是140字以內的超短
篇小說。對於很多同學來說，要寫140字的文章已很困難，絞盡腦汁才勉
強把格子填滿，但若要以少於140字寫一篇含意深遠的故事，或是帶有深
刻的情感，又實在並不容易。以下揀選兩篇微小說和大家分享。

1.	 村裏有一個孤兒叫小尼，經常奔跑高呼「不好啦⋯⋯外星人要來
啦」，雖然村裏從來沒有外星人出現過。但小尼有個秘密，其實他
是個超能力戰士，每次外星人來襲都被他擊敗了，次數多到數不
清。而看到小尼大叫就會生氣的村民們，其實也有個秘密，就是每
逢周末晚上，他們就會套上麻袋，扮外星人陪小尼玩。

2.	 媽媽：兒子，如果媽媽眼睛瞎了怎麼辦？	
兒子：我會送你去世界上最好的醫院治療。	
媽媽：如果世界上最好的醫院仍然治不好呢？	
兒子：我會終身照顧你。	
媽媽：好兒子，謝謝你。	
兒子：媽媽，如果我眼睛瞎了怎麼辦？	
媽媽：我會把我的眼睛換給你。

不過，閱讀微小說也需要有豐富的想像力，理解小說文字後的背景
和含意，才能領略當中的奧妙，否則只看表面那數十字以至幾個字，也可
能會覺得平平無奇，不知所云。

英國曾舉辦一個微小說大賽，參賽者更只能用六個單字來創作一個
小說故事。大家又看看以下三「篇」小說：

1.	 Dad	left.	A	flag	came	back.	

	 (意思：爸爸離家，為國家戰死)

2.	 Introduced	myself	to	mother	again	today.

	 (意思：媽媽患了失憶症)

3.	 Sorry	soldier,	shoes	sold	in	pairs.

各位同學，你們是否知道第三篇小說的含意呢？	
你們又會否嘗試寫一篇微小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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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微小說
林偉雄校長



3

牧者分享

歌羅西書1：2 – 4

讓我能為眾基灣小學的同學們、家

長們禱告，把你們的事情成為我首要的

事務，雖然需要時間、心思以及愛，但

這卻是一件好得無比的事。

想到你們可能遭遇的景況，如：學

習上的困難、教導的問題以及需要上帝

的幫助及恩典時，心內更有一份迫切感

要為你們禱告。

不經不覺，這學年快要完結，讓

同學們及家長們能暫時放下每天的趕上

學、趕功課、趕溫習的繃緊，有一較長

的喘息時間。然而，為你們禱告的工

作，並沒有暑假可言；你們不用上學，

無法很快接觸你們，得知你們的最新近

況，所以我更加需要祈求天父上帝的靈

告訴我，如何為你們禱告。

最後，祝願那些今年畢業的同學，

在中學有更美好的學習，其他未畢業的

同學們，休息過後，重新得力！

「常常為你們禱告」
李潤成牧師



Mr.JamesMr.	James's	Corner

The t ime is  here as 
we come to the end of 
another school year!

When we come to the 
end of something, it 
is an excellent time 
t o  l o o k  b a c k  a n d 
t h i n k  o f  t h e  g o o d 
t imes  bu t  a l so  the 

bad.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o learn 
from them both and by looking at things in a positive way, we 
can become better people. 

After my first year at CCC Kei Wan, I look back over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and reflect. The first lesson to the last have 
been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I’ve got to know lots 
of incredible students and had some beautiful moments with 
you all. Although sometimes there have been some challenges, 
I still enjoyed those difficult times.

Now try to consider what you can do better next school year 
and how you can change to make improvements. Did you work 
hard enough? Were you kind to your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Did you thank your parents for all the hard work they do for 
you? These are a few things you can think about.

Finally, I hope you will all enjoy a fantastic summer holiday with 
your families and get some much-deserved rest. Have as much 
fun as you can and see you in September!

P.S. Good luck to all the P.6 students who have graduated this 
year! It was a pleasure teaching you and I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in the future. Stay in touch and hopefully see you again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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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tle glimpse into my life
Ms.	Preethi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s. Preethi Dsouza and I am a new teacher at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I am originally from Mumbai, India 
but I have been living here in HK for over 11 years now. I am 
married with 2 kids. My son is 12 and my daughter is 8 years 
old.

I am a Roman Catholic by faith and I am of the few Indians who 
are practising Christians.

I am a qualified medical doctor by profession but I am a trained 
teacher by choice.

I like being with kids. I love teaching and feel that it is indeed 
a very noble profession. To be able to make an impact on a 
young mind, I feel, is a privilege bestowed on me. 

I also believe in hard work and the saying “Never say never”. I 
feel hard work and a positive attitude will always work wonders.

I have varied interests. My favourite pastimes are travelling, 
reading, performing arts, watching movies and music.

Reading and travelling really broaden your horizons and makes 
you aware about a lot of other cultures. And I like to imbibe a 
lot of it in my teaching. I also aim to get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nd try out new things. Some of the fun things that I tried were 
dancing on stage in front of 700 people, snorkeling, parasailing 
and quad biking. It was so much fun!!

I would like my students to dream big, work hard and stay 
positive.

Kids, you can always come to meet me when you need help, I 
shall be happy to help.

City of Westminster, London Cultural Performance in HKStatue of Liber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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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就是力量」，家長教師會的成立可以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

聯繫與溝通，互相提點，共同進步。透過緊密的家校合作，共同促

進子女各方面健康成長，感謝本年度各位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及鼎力

支持，加上學校的配合，使本學年的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以下為本學年的活動簡介：

2018年9-10月
˙協助小一午膳適應

˙敬師日

˙親子紥辮班

˙義工動員日+茶敘(一)

˙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2018年11-12月
˙協助小一親子活動日

˙協助低年級旅行

˙ 升中講座

˙親子講座(一)：主題 :  
　抗逆針—原來「阿樂」在身邊 
　講者 : 曾文堯先生 
˙升中選校講座及校友分享

2019年1-3月
˙ 親子旅行：「馬灣、錦田一天遊」

˙ 家長興趣班之 
　「新年掛飾製作工作坊」

˙ 協助低年級中國舞比賽

˙ 協助高年級中國舞比賽

˙ 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 升中模擬面試培訓日 

˙ 家長義工教師職工聯歡聚餐

2019年4-6月
˙ 遊戲日

˙ 親子講座(二)：抗逆針(下)- 
　「阿愁」與「阿樂」一起走  
　 講者：廖廣申醫生

˙ 好學生fun分獎勵計劃

˙ 家長興趣班之「馬賽克首飾盒」

˙ 協助小一、小六同學注射疫苗

˙ 謝師宴

˙ 家長義工聯歡日+茶敍(二)

˙ 舊校服回收/贈送活動

6

青草地青草地



7

小黃花

龜兔賽跑新編
2C　黃卓傑

今天下午是烏龜和兔子第三次比

賽，因為他們經過兩次比賽也不服輸，

所以要舉行第三次比賽。貓先生來當評

判。

但是在比賽的前幾天，聰明的烏

龜找到了兩位師父—駱駝先生和狐狸

小姐。駱駝先生教烏龜只用兩隻腳來走

路，然後，狐狸小姐教烏龜使用飛行

器加快烏龜的速度，這些都是可以勝過

兔子的秘訣。比賽開始了，兔子飛快地

起跑，不久，兔子已領先了五公里。突

然兔子聽見了一陣陣嗚嗚的哭聲。原來

有一隻小鳥跌在地上受傷了，兔子一看

見，便連忙為小鳥包紮，並安慰他。這

時，烏龜已超越了兔子。

最後烏龜勝利了。他感到很驕傲！

那時，兔子還沒到達終點，他們感到很

奇怪，於是烏龜決定去尋找兔子。當他

知道兔子是為了幫助別人而輸掉比賽，

被深深感動了。最後，大家都為兔子的

表現鼓掌。

龜兔賽跑新編
2D　吳雨曦

陽光普照的星期天，精神奕奕的烏

龜和兔子在一座高聳的山上進行比賽，

評判是熊貓。

比賽開始了，這次的比賽路徑是

從山頂跑到山腳。哨子一響，兔子一馬

當先，頭也不回，一直向下跑。而烏龜

呢？他閉起雙眼，想了一想，靈機一

動，他找來了他的朋友：大象、獅子和

河馬。他們圍成一圈，細聲商討。過了

一會兒，只見烏龜把自己的手腳縮進殼

內，然後，朋友們一起把他倒立起來。

噢，原來烏龜是想把自己縮成一團，讓

朋友像推皮球一樣把他往山下推。這時

兔子呢？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抬頭一

看，只見烏龜像一陣旋風一樣，從他身

旁飛快地經過，他嚇得目瞪口呆。烏龜

一口氣滾到山下，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

拿到了第一名。

烏龜能在這次比賽中獲勝，除了

因為牠肯動腦筋外，也離不開一班熱心

幫助牠的好朋友。這令兔子明白到，若

要成功，單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

「團結的力量」才更大。

一次愉快的課外活動
3B　王藝蓓

兩天前，我在舞蹈室上了一次愉快

的爵士舞訓練課。

那天，我充滿期待地到來舞蹈室。

首先，我在更衣室穿上舞衣。然後，我

就跟着老師拉筋，以免扭傷。接着，舞

蹈室響起了一首時快時慢的嘻哈歌。老

師就帶領着我們依照以前學過的舞步，

面帶笑容地輕輕跳起來，一時向前走一

步，一時又向後走一步。那時，我覺得

舞蹈像天使一樣撫慰我的煩惱。

接着，老師教我跳新的舞步，那

些舞步有些容易，有些比較難，但我都

用心地學習。下課後，老師突然走到

我的前面，她說：「藝蓓，你跳得非常

好，所以我選了你去參加表演。還有，

我送你一顆糖果為你打氣。」老師話

音剛落，我便感動地說：「老師，謝謝

您！」

在這次課外活動中，因為我的努

力得到老師的讚賞，我感到既高興又難

忘，希望每天都這樣高興。

一次愉快的課外活動
3C　黃棕熙

上星期三，我在學校操場跟教練和

隊友上了一次愉快的足球訓練課。

課外活動課剛開始，教練就帶領我

做熱身，以避免扭傷筋骨。然後我們便

練習踢球的技巧，如： 「小組推進」、

「運球」、「控球」和「插花」。

接着，教練便把我們分成兩組，進

行比賽。我隊的實力與對手旗鼓相當，

但開賽時，對手趁我們未站穩陣腳，立

刻攻入一球。之後，我們從中路小組推

進，又嘗試在邊路傳中，但一一被對手

瓦解。我看見對手只在禁區佈防，於是

就來一記遠射，結果球直飛死角入網。

大家受到我這入球的鼓舞，立刻乘勝追

擊，最終由隊長施射入網，同時哨子聲

吹起，我們不禁喜極而泣。

那天，我上了一節十分愉快的課外

活動課，不但學會了踢球的技巧，也學

會了甚麼是團隊精神，更明白了要付出

努力，才能得到成果。

大自然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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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郊遊樂
4D　謝雨欣

春孩子一蹦一跳地追着冬爺爺去了，夏姐姐便微笑着姍姍走來。打開我的記憶的閘門，在我腦

海中便顯現出那美麗的畫卷，那是我和家人到晉江濕地公園的景象。

一踏進濕地公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菜地，一層輕紗似的薄霧籠罩着天空，火辣

辣的太陽照耀着大地，還有生機勃勃的草地，似乎走到了綠海似的。河水非常清澈，河邊的柳樹在

照着鏡子，梳着長長的頭髮。

只要你一到濕地公園，就感到空氣清新，鳥語花香。嫩黃的迎春花、紫紅的華鳳仙……都像趕

集似的聚攏過來，形成了五彩繽紛的花的世界。

我在濕地公園享受清新的涼風。媽媽說：「你知道濕地公園很美，那你要懂得保護環境，不然

濕地公園就不美了！」話音剛落，我已按捺不住跑去看風景了。

突然，聽到了小猴子的叫聲，我一句話也聽不懂。天空上一羣鳥兒時而高空飛翔，時而低空盤

旋，我耳邊傳來了樹葉的「沙沙」聲，真美妙啊！

我們漸漸地聞到了一種淡淡的香味，向遠處一望，原來是一整片荷花，像亭亭玉立的仙女，把

我們吸引了過去，荷花在水面鋪上了一層粉裏透綠的被子。

突然，有一種奶香味的味道撲鼻而來，站起來一看，原來是「雞蛋仔」的味道迷倒了我，真

香！簡直讓我垂涎三尺，我突然覺得好餓。

池塘旁邊有一條清澈見底的河，我手一碰，冰冰涼涼的，這時微風拂過，我把雙手張開，撫摸

了一下風，我想抓住它，但卻抓不住！這個調皮的風孩子真淘氣呀！

我們要離開濕地公園了，它的美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河水雖不如漓江的水多，但好像勝過漓

江的美，那千姿百態的荷花讓人心馳神往，也讓爸爸想起了「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的優美古

文，我好奇地問：「爸爸，你怎麼知道這篇古文呢？」爸爸微笑地說：「哈哈……你不知道我知道

啊！因為我愛看古文呀！」我對爸爸媽媽說：「我希望下次還來濕地公園玩。」爸爸媽媽異口同聲

地回答：「可以！」我永遠忘不了濕地公園的美景。

親子郊遊樂
4A　陳鎧欣

星期天，爸爸提議我們一家到鳳凰山遠足。

一大早，我們來到東涌纜車站，乘坐纜車到昂坪市集去。從車上往下看，可以飽覽大嶼山的無

限風光：繁忙的香港國際機場、碧綠的大海、茂盛的森林，還有若隱若現的港珠澳大橋正向遠處延

伸着。

下了車後，我們沿着昂坪市集往上走，踏上遠足徑。清新的空氣令人心曠神怡，周遭的草香夾

雜着牛糞味，別具獨特的鄉村風味。

周圍的樹木茂盛，嫰綠的葉子密密麻麻的，只留有少許縫隙，被絲絲陽光透進來，路邊還長着

小花，綠中帶紅，好看極了﹗「呼——呼——」一陣風吹過，把樹葉逗得「沙沙」作響。突然，我

發現路邊有幾株含羞草，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摸，它立刻縮成一條條細條狀，真有趣﹗爸爸還把

含羞草的特性告訴我們。出外遠足不但有益心身，還能多學些關於植物的知識。真是一舉兩得呢﹗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到達了目的地。我們眺望着遠處迷霧環繞着的青山，恰似戴着面紗的少

女，亭亭玉立。寧靜的周圍偶爾有一兩聲清脆的鳥鳴，在山中迴盪着。正當我陶醉於美妙的景色

時，爸爸呼喚我，叫我仔細觀察身邊奇形怪狀的岩石和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又教我一些拍攝的技

巧，與我一起用照相機把大自然的瞬間景色記錄下來。

休息過後，媽媽便安排我們回程。返回山腳後，我們到了小食亭，一起品嚐了美味的山水豆腐

花，仿如白玉的豆腐花在碗中微微顫抖，令我垂涎三尺。

快樂的旅程就這樣結束了。美景當前，怎不教人念念不忘呢？鳳凰山真美，我下次還要再來﹗

冠軍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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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康奇 

在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我很快就起床了，因為今天我要和家人一起去郊野公園

野餐。

一踏進郊野公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美麗的花海，有菊花、紫蘭花、杜鵑

花……令人眼花繚亂，加上翠綠的大樹、蔚藍的天空和綠油油的草地，彷彿自己身處

在大自然的樂園中呢﹗

然後，我們便前往指定地點野餐。不一會兒，我們就到了。只見那裏有許多小鳥

在「唧唧喳喳」地為我們伴奏，我們一邊吃着香噴噴的蛋糕，一邊欣賞着大自然送給

我們這盛大的音樂會。

接着，我們便前往涼亭乘涼。忽然，一陣陣微風迎面而來，我張開雙手迎接春風

姐姐的到來，她滋潤了大地，滋潤了花草，滋潤了樹木。我吸了一口大自然的新鮮空

氣，發覺郊外的空氣比城市清新。我看見不遠處有條小河，我用雙手碰了碰，涼冰冰

的，真舒服！突然，有一隻色彩繽紛的蝴蝶吸引了我，爸爸告訴我這隻蝴蝶是稀有品

種，竟被我遇到了！

這次親近大自然的旅程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就算是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也

不會忘記！

親子郊遊樂

導盲犬的話
5A　曾芊榆

花兒的話
5A 楊詠晴

親愛的主人， 

在我剛出生時， 

雖然只是一隻平凡無奇的小狗， 

但經過艱辛的訓練後， 

我成為了您專屬的導盲犬， 

更成為您最親密的朋友！

親愛的主人， 

自從我來到您家後， 

您不再孤單了， 

我每天都陪伴着您， 

穿梭於大街小巷。

親愛的主人， 

每當您把一件背心套在我身上， 

我就知道今天奇妙旅程又開始了。 

我感謝您，感謝您對我的信任， 

經常把我帶在您身旁。

親愛的主人， 

您每一天都給予我食物， 

賜給我無比的快樂， 

您每天都照顧着我， 

我真的對您感激不盡！

親愛的主人， 

您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 

我對您的感激難以言表， 

哪怕有一天，您或我都會離對方而去， 

但您對我的照顧，我永生不忘！

樂於助人的大自然， 

太陽伯伯給我温暖， 

陽光灑在我幼小的身軀， 

令我的心充滿温暖。 

謝謝你！讓我展示幸福的微笑。

樂於助人的大自然， 

雨姐姐給我清涼的雨水， 

雨水落在我小小的葉片上， 

令我從一棵小幼苗 

成為一朵美麗的鮮花。

謝謝你！ 

我會為世界增添美麗的色彩。 

樂於助人的大自然， 

風姐姐給我舒服的涼風， 

她經過高山和大海來到我身邊， 

輕輕地掃走我身上的灰塵。

謝謝你！ 

我會為你展示優美的舞姿。 

樂於助人的大自然， 

謝謝你們一直以來不辭勞苦地照顧我， 

讓我在充足的陽光、水分、 

空氣和養分中健康成長， 

我願意為世界增添美麗的色彩 

來報答你們對我的愛。 

謝謝你們﹗因為有你們， 

世界變得更美好﹗

冠軍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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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我親愛的朋友—風兒姐姐， 

謝謝您輕輕地抱起我， 

令我可以遍地開花， 

使我成為自由自在的蒲公英。 

「謝謝您﹗謝謝您﹗」

我親愛的朋友—雨點哥哥， 

謝謝您適時地幫我澆水， 

令我可以茂盛生長， 

使我成為柔如絨球的蒲公英。 

「您真好﹗您真好﹗」

我親愛的朋友—泥土伯伯， 

謝謝您從我在幼苗開始就抓緊扶持我， 

令我健健康康地成長， 

使我成為具藥用價值的蒲公英， 

「你最棒﹗你最棒﹗」

蒲公英的話
5C　林紀均(季軍)

我親愛的朋友—太陽伯伯， 

謝謝您每天辛勤地照耀我， 

令我笑容滿臉， 

令我成為美麗動人的蒲公英。

我親愛的朋友們， 

謝謝您成為我的守護者， 

令我茁壯生長， 

使我成為愛不止息的蒲公英。

大自然的力量
6A　關銘恩

我是一種罕見的自然現象，並不是無處不在的。雖然人們聽到我的名字後都

非常驚恐，但我希望可以造福人類及萬物，為它們提供舒適的生活，為地球出一分

力。你猜猜我是誰？沒錯，我就是火山。

當我怒氣沖沖的時候，我的心、肝、脾、肺，腎就會噴發至大氣層，然而我其

他身體部分就能將太陽光反射回太空，因此能減低大氣中熱能的吸收量，降低全球

暖化的風險。

此外，當我受傷流血時，熾熱的岩漿便可轉化成地熱能，為人類提供可再生能

源，以供發電。

紅通通的岩漿與嘩啦嘩啦的雨水合作，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的呢？原來，岩漿

會變成火山灰，就可以為植物提供不同的養分，從而令土壤更肥沃。火山灰在雨水

的幫助下，一起維持土壤肥沃，令植物茁壯成長，令植物精神充沛，令植物活潑萬

分。

在你眼中，火山爆發會對地球造成巨大的破壞力，會令人們驚恐，不能為人們

提供環保的能源。不過，我也有巨大的創造力。事實上，沒有我，就不能降低大氣

中熱能的吸取量，土壤也不夠肥沃……火看似是人類和萬物的終結，卻也是地球重

生的關鍵。至於人們對我的看法，除了要保持危機感外，還要深深感謝我給予人類

和萬物的恩惠。

冠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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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花

大自然的力量
6C　李伊琳

如果我能變成大自然的一種現象，我會選擇變成雨水。那麼我就能造福人類及

萬物了！

在酷熱的天氣裏，我便會出動，為人類和萬物帶來充足的雨水，令他們降温，

使他們感到舒適。在乾燥的日子裏，我會降雨，為植物和大地來個近距離的親吻﹐

為乾枯發黃的莊稼澆水，讓禾苗精神煥發，使它們能夠茁壯、健康地成長。

在適當的時候，我會用我清澈無比的「神仙水」，沖淨那烏煙瘴氣的大地，令

它們從此煥然一新，變得清新可人。

我還可以與太陽合作，造福人類和萬物。我會跟太陽共同守護大自然。有陽光

時，植物會吸收二氧化碳；有雨水時，植物會吸收我帶給它們乳汁，令植物快快樂

樂地成長了。

雨水呀﹗雨水﹗您實在是大自然的「大恩人」呀﹗我想成為您，守護着這個美

麗的家園呀﹗

大自然的力量
6A　汪舒雯

我是一種自然現象，我的眼淚滋潤乾旱的土壤，滋潤了剛萌芽的小苗，滋潤了

大大小小的溪流。我是誰？「滴答、滴答……」沒錯，我就是雨。別看我只有一滴

滴水，我也能造福人類和萬物。

首先，我能夠從高處落下，幫助你們洗刷城市，使建築物變得煥然一新，令

大街小巷都十分乾淨，使市容在旅客、市民口中一律得到好評。為清潔工人分擔工

作，減輕了他們在高空或窗户等危險地方中進行清潔工作的風險。

其次，我還喜歡到世界各地滋潤土壤，使各地人民得到足夠的食物，不用挨饑

受餓。我還能幫助乾早地區儲存地下水，使他們可以用地下水取代我，不用時常依

賴我。

另外，我最愛在剛回暖的春季中，融化白茫茫的積雪，喚醒了沉睡中的動物，

也使結了冰的湖面、河道等，變回清澈的水源，令動物或人們都能飲用，或者利用

水進行各類活動，使大地充滿生機。

最後，我也常常邀請我的好朋友—太陽一起畫出色彩斑瀾的彩虹，令人們開

心，也令人看得到希望。

雖然我為人們造成不少災害，但我也盡力改善，希望能用我的雙手造福萬物，

令世界更美好﹗

亞軍

季軍



視藝天地

「孝順徽號親子設計比賽」
為配合學校本年度「中國傳統美德」─孝，視覺藝術科在一至二年級舉辦

「孝順徽號親子設計比賽」，讓學生透過作品發揮創意，以徽號宣揚孝順這種美

德，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美德─孝的了解。是次比賽已於二月順利完成，得獎名

單如下：

一年級得獎名單：

獎 項 班 別 姓 名

冠 軍 1A 林子博

亞 軍 1A 彭子柔

季 軍 1C 梁嘉恩

優異獎 1B 陳博堯

優異獎 1A 紀穡霖

優異獎 1D 江柏瑤

二年級得獎名單：

獎 項 班 別 姓 名

冠 軍 2A 陳韻兒

亞 軍 2C 許樂童

季 軍 2B 鍾政希

優異獎 2B 廖日禧

優異獎 2D 楊樂怡

優異獎 2D 尹子睿

優異獎 2B 莊浩鈱

冠軍1A林子博 亞軍 1A 彭子柔

季軍 1C 梁嘉恩

亞軍 2C 許樂童

季軍 2B 鍾政希

冠軍 2A 陳韻兒

優異獎 2B 莊浩鈱

優異獎 2B 廖日禧 優異獎 2D 尹子睿 優異獎 2D 林樂怡

優異獎1B陳博堯優異獎1A紀穡霖 優異獎1D江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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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天地

「以禮相待繪畫比賽」
為配合學校本年度「中國傳統美德」─禮，視覺藝術科在三至四年級舉辦

「以禮相待繪畫比賽」，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美德─禮的了解。是次比賽已於五
月順利完成，得獎名單如下：

三年級得獎名單：

獎 項 班 別 姓 名

冠 軍 3B 鄧梓霖

亞 軍 3B 周梓峯

季 軍 3D 黎嘉騏

優異獎 3A 黃子蘊

優異獎 3B 王藝蓓

優異獎 3D 盧栢諺

四年級得獎名單：

獎 項 班 別 姓 名

冠 軍 4A 周㴓婷

亞 軍 4D 龔日軒

季 軍 4A 周羨頤

優異獎 4A 張泓進

優異獎 4B 冼泓曦

優異獎 4C 冼焯蕎

亞軍 4D 龔日軒 季軍 4A 周羨頤冠軍 4A 周㴓婷

優異獎 4A 張泓進 優異獎 4B 冼泓曦
優異獎 4C 冼焯蕎

優異獎 3D 盧栢諺

優異獎 3B 王藝蓓
優異獎 3A 黃子蘊

冠軍 3B 鄧梓霖

季軍 3D 黎嘉騏

亞軍 3B 周梓峯

13



校本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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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支持．分享關愛—

「V 服務學習」計劃：小三中文伴讀

三年級為一年級同學進行中文圖書伴讀，看！他們多投入！

溝通支持．分享關愛—

「V 服務學習」計劃：小六探訪獨居長者 ( 籌備 )

同學們都非常認真，為 6 月 22 日全級六年級同學外出探訪獨
居長者作籌備 。

家校培訓．正向校園—

專業社工到校主持「正向思維親子教育工作坊」，讓家長反思
管教思維對家庭之重要性。

▲溝通支持．分享關愛—

林校長「真情午餐」—小
一及小二同學們開心得不得
了 !

▲ 家校培訓．正向校園—
「快樂自由息」—讓學生享
受悠閒的休息時間。

2018-2019年度
全校參與校本輔導活動：

「熱愛自然 熱愛生命 關愛他人」
本年度學校配合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社會服務部之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好心情@學

校」計劃，推行一系列活動，旨在透過認識和接觸大自然的各項校內外活動，讓學生可以

從大自然的根本來體會生命的可敬和可貴，並從中能夠體現「與人分享」、「正面思維」

和「享受生活」這三大促進精神健康的元素，從而提升學生的正面自我形象、自信心和自

我實現的能力，締造積極正面的陽光校園，培育學生的身心健康。

下學期已進行相關活動介紹如下：



遊戲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是基灣小學低

年級同學期待已久的遊戲日。可是小西灣運

動場仍在維修中，比賽改在校內舉行。

比賽當日，小小的運動健兒們懷着興奮

的心情享受運動的樂趣。無論禮堂、操場都

非常熱鬧，四處人聲鼎沸。同學們都全力以

赴、同心協力，發揮團隊精神，爭取佳績。

經過一場場熱鬧精彩的競賽後，各項比

賽在歡笑聲中順利完成。我們盼望下年可以

重新在小西灣運動場舉行遊戲日。

(一)班際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第一名 第二名

一年級拾放豆袋(男子組) 1D 1A

一年級拾放豆袋(女子組) 1A 1D 1B

一年級傳球賽(男子組) 1B 1A

一年級傳球賽(女子組) 1D 1C

一年級障礙賽(男子組) 1B 1D

一年級障礙賽(女子組) 1C 1A

二年級拾放豆袋(男子組) 2D 2C

二年級拾放豆袋(女子組) 2A 2B

二年級傳球賽(男子組) 2B 2D

二年級傳球賽(女子組) 2B 2C

二年級障礙賽(男子組) 2B 2D

二年級障礙賽(女子組) 2B 2D

三年級拾放豆袋(男子組) 3D 3C

三年級拾放豆袋(女子組) 3C 3D

三年級傳球賽(男子組) 3C 3A

三年級傳球賽(女子組) 3D 3B

三年級障礙賽(男子組) 3C 3B

三年級障礙賽(女子組) 3C 3B

一年級全場總冠軍 1D

二年級全場總冠軍 2B

三年級全場總冠軍 3C

(二)親子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1C 朱銘淇 1C 關詠芯 1D 鄧海霖

一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1B 黃詠芯 1C 卓裕博 1B 林朗喬

一年級親子傳球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1D 張晉澄

1D 王子懿
1D 蔡子晉 /

一年級親子傳球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1B 鄒焯迪 1D 李嫝庭 1C 郭淏森

二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2D 鄒恩瞳 2D 梁卓然 2D 陳思朗

二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2A何卓膺 2C梁佳鉻 2B 李泳萳

二年級親子傳球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2A 楊竟朗 2C 冼啟軒 2C 馬安怡

二年級親子傳球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2C 戴正廷 2D 王慧怡 2D 楊樂怡

三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3C 陳柏澄 3C岑映蕎 3B 林愷藍

三年級親子持蛋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3C 鄭旨軒 3C 王天晴 3A 李定澔

三年級親子傳球接力賽(父親組決賽) 3B 葉倬熙 3B 樊子諾 3A 余梓喬

三年級親子傳球接力賽(母親組決賽) 3D 吳子澄 3C 蔡穎詩 3A 吳敬心

今天好熱鬧啊！大家都抱着期待
的心情參加遊戲日。

各家長和學生都聚
精會神聆聽比賽規
則啊！

▲

服務生的示範，令低年級學生更
清楚玩遊戲的玩法。

同學跑步速度如飛
鷹啊！

▲

此遊戲講求手眼
協調，爸爸們好
厲害啊！

加油加油！你們聽到了我們的吶
喊嗎？

大家實力都旗鼓
相當 ，各位媽媽
努力啊！

一份汗水一份
收穫！我們
成功爭取冠亞
季！ Ye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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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16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三日期間，本校四十位同學

及四位老師參加了香港教育局「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同

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畫（2018-2019）之境

外交流學習活動─「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四天)」。我們前往南京

進行實地考察，參觀了靜海寺、南京博物館、中山陵、南京古城牆

─中華門、中國科舉博物館(江南貢院)、秦淮河一帶、南京總統府

及當地一所小學。這次「境外交流活動」是學生一次珍貴的學習經

驗。現在請欣賞我們的活動花絮：

一大早，同學和老師便精神抖擻地乘飛機
出發，展開四日三夜的南京歷史文化之旅。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導賞員講解鄭和七下西
洋的歷史。

在南京復興小學上體育課，學習傳統體育
項目—抖嗡，同學們都很專注呢 !

李老師與南京小學的校長互贈禮物，身後
的同學打成一片，歡笑聲不絕。

三百級的中山陵，我們一點也不怕，大家
一起登頂。

南京復興小學贈送我校精美的剪紙畫，同學們燦
爛的笑容是我們留給他們其中一份珍貴的禮物。

遊覽秦淮河一帶，一睹古色古香的美景，令我們
難以忘懷。

和南京復興小學的同學一起上音樂課，大家載歌
載舞，樂在其中。

基灣小學和南京復興小學師生大合照。

四月南京，繁花似錦，同學們當然不會放過，相
機閃個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