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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月份(第一百二十一期)

大家好！「基灣家訊」再與各位見面了！各位家長和同學們可以透過本專訊的報道，進一步了解本校的事
務及近況。我們衷心希望本訊能讓大家更有效掌握「基灣」這大家庭的最新消息，讓家校的聯繫更為緊密呢！
學校近況：
1. 為使新生家長更瞭解本校之辦學方向，茲將其中各項臚列如下：
─ 辦學宗旨：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創立於一九七零年，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之一。本校秉承區會
以「傳道服務」為目標的「全人教育」的辦學精神，向學生提供全面的優質教育服務。本校師生承諾共
同營造一個愉快和諧、愛心關懷的學習環境，為學生提供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的課程和活
動。
我們期望每個學生都成為一個愛己、愛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好孩子。
他日更能成為積極參與改善社會、貢獻國家、服務世界、榮神益人的良好公民。
─ 校訓：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 本年度學校活動主題：「多元學習展潛能•正向人生樂成長」
。
─ 本年度校本輔導活動主題：
「熱愛自然•熱愛生命•關愛他人」
。
2. 本年度新入職老師︰本年度有七位新入職老師，其中三位是 Native English Teacher，他們分別為︰伍欣兒老
師（主要任教英文科及視覺藝術科）、陳心祈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常識科、聖經科及普通話科）、劉劍
明老師（主要任教數學科及體育科）
、吳海聲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常識科及體育科）
、Mr. James Resnick、
Mr. James Anderson 及 Mr. Emerson Steinberg。
3. 校本輔導活動：「熱愛自然•熱愛生命•關愛他人」
敬師週︰本校於 9 月 12 日舉行了本年度校本輔導活動啟動禮，本年度以「熱愛自然•熱愛生命•關愛他人」
為主題。啟動禮當日除了校長訓勉外，各班學生代表亦送上「敬師水果籃」
，在此多謝全校家長及同學送上
的水果及心意。
童心同讚︰同學及家長們透過讚賞卡表達對老師的欣賞，而學生代表已讀出部份讚賞卡的內容，部份讚賞
卡將於稍後張貼於校園壁報版上，有助營造校園關愛氣氛。
「正向滿 FUN」計劃︰各位老師會根據同學們在品格及行為上的表現，以蓋章記錄形式，讓同學更認識自
己的強項。家長們也可翻閱學生的蓋章記錄（手冊 P.86-87）
，以了解子女的品格強項，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做到最好。
快樂自由息（小一至小三）︰於膳後時間舉行桌遊樂/繪畫樂/數學樂/運動樂/電影樂/親子共讀樂，讓學生在
愉快的氣氛下進行小息活動（親子共讀樂需另行報名，詳見稍後通告）
。
小舞台︰表演時間為週五膳後活動時間，歡迎同學以個人、小組或親子組合報名參加表演。
真情午餐︰班主任會邀請同學共晉午膳，藉此了解學生在校生活，共建互信互愛關係。另外，同學亦可寫
信給校長及副校長，邀請他們共晉午膳，加強溝通。
4. 電子通告系統︰為配合學校行政電子化，以及加強家校溝通，本校於本年度全面使用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家長可透過這個程式查看學生的考勤及繳費紀錄、接收學校的緊急訊息、檢閱及回覆電子通告
等，進一步提升家校聯繫的效率。由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開始，本校將正式使用電子通告。由於通告有不
同的類別，學校將會在通告編號中加入「E」來表示電子通告，家長須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來收看及回覆。本
校亦會按特殊情況及需要派發紙本通告，例如收發對象只屬於少部分學生，家長只須簽覆紙本回條並交給
相關老師處理便可。
P.1

5. 多元智能課程：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多方面的學習機會，透過不同的活動，發展個人的潛能。今年目標是希
望一至六年級的學生能最少參與一項《多元智能課程》
。盼望家長能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共同以發展孩子全
面、均衡的學習為目標而努力。各項課程將於 10 月 8 日開始陸續展開，詳情見有關通告。
6. 「午讀課」：為了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及營造校園閱讀氣氛，本學年的午讀課於星期四進行，雙週為中文
午讀課，單週為英文午讀課，請各家長提醒及協助同學於午讀課當天帶備合適圖書，家校合作培養閱讀好
習慣。
7.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本校向來鼓勵學生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效能。為此，本校誠邀四至六年級學
生參加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城協辦之「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該計劃之目
的是為了鼓勵學生按照本身的興趣和能力，透過不同的挑戰項目，主動學習，藉此提升其運用資訊科技的
能力，並培養其終身學習的能力及樂於服務的態度。家長及學生可瀏覽 http://itca.hkace.org.hk 了解計劃之詳
情。希望各位家長鼎力支持，並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詳情見有關通告。
8.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本年度 4A、4D 及五年級學生會參與「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的「創意學生獎勵計
劃」（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
，每個學生將獲派一本《創意護照》，以獎勵的形式，鼓勵學生主動參與
藝術創作和加強學生與別人分享藝術作品的動機，從而爭取各類的獎章及證書。詳情見有關通告。
9. 藝術推介活動：漁農自然護理署於 9 月 1 日至 11 月 23 日舉辦《清潔灣區我的家——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
比賽 2018》
。如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同學，可瀏覽 http://mldc.afcd.gov.hk/aboutthecompetition_tc.html 了解詳情。
10. 圖書館資訊：
(a)

暑期閱讀約章比賽已完結，各級得獎同學將獲獎狀、圖書或文具套裝以示表揚，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年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2B 李泳萳

二年級

2D 楊樂怡

2D 羅沛然

2C 馬安怡

2C 許樂童
2C 陳心杰
3B 余正為

三年級

3A 李定澔

3C 吳卓橋

3C 薛榆澄

3C 張芊悠
3D 譚浚然
4B 何津賢

四年級

4D 關偉業

4A 陳子灝

4A 陳鎧欣

4C 吳柏辰
4D 楊浩鈞
5A 周姵兒

五年級

5C 余願

5A 譚旨翹

5A 畢子樂

5C 林紀均
5C 阮家怡
6C 杜欣曈

六年級

6A 顏敬昇

6A 陳誠略

6A 李天朗

6D 李卓恩
6D 顏潁汶

(b)

本校圖書館將於 10 月 3 日重新開放。二至六年級同學可於 10 月 3 日開始於大息及膳後活動時間按學
號到圖書館借閱圖書。一年級同學待聽到有關宣佈後，也可按學號輪流於大息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c)

本校圖書館將於 10 月 5 日放學後舉辦「親子英文閱讀工作坊」，邀請何湘文女士分享親子伴讀英文圖
書的要點及技巧，請已報名的二年級及三年級同學及家長按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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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五年級學生參與的「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於 2017-2018 年度，本校榮獲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的創
意學生獎勵計劃 (2017-2018)「校本獎勵」獎，並獲該機構頒發 2000 元的書券以示獎勵。視藝科將在 2018
年 10 月以書券 (13 位曾提名參展的學生，見下表)及購買文具(所有獲章者)的方式獎勵獲章的學生。
獲得「校本傑出表現獎」的學生名單如下：
所獲得獎章

學生班別及姓名

金章

5A 周姵兒、5A 麥綽嵐、5A 曾巧睿、5C 陳紀嵐、6A 陳誠略、6A 李梓烽、6A 曾紀童、
6B 蔡傅銘、6C 林樂晴、6D 顏潁汶

銀章

5C 盧晉謙、6A 鄒銘恩、6A 汪舒雯

十月份備忘
1/10

國慶節假期。

2/10

區會百周年會慶補假。

5/10

一年級舉行「學習生活講座」
，詳情見有關通告。
獲取錄的二、三年級學生及家長回校參加「親子英文閱讀工作坊」，詳情見有關通告。
香港無冷氣夜，詳情見有關通告。

6/10

聖士提反書院「入學講座及校園遊」
，已報名的六年級學生及家長請依時出席，詳情見有關通告。

8/10

小組學科輔導課開始。
GESE 考試預備班開始，獲取錄學生依時出席。

10/10

五年級學生由老師帶領往觀賞《綠野仙蹤》英語話劇，詳情見有關通告。

11/10

普通話 GAPSK 應試班開始，獲取錄學生依時出席。

13/10

資優課程開始，獲取錄學生依時出席。
V 服務學習活動──親子義工賣旗服務︰已報名的一、二年級同學及家長參加，詳情見有關通告。

17/10

重陽節假期。

18/10

獲取錄的四、五年級學生由老師帶領往參加「香港青苗粵劇團──粵劇導賞演出」
，詳情見有關通告。

20/10

聖士提反書院「入學講座及校園遊」
，已報名的六年級學生及家長請依時出席，詳情見有關通告。

29/10

一至六年級普通話科考試，六年級音樂科報分考試。

30/10

一、二年級考中文卷、中文聆聽及中文默書

/ 三年級考中文卷一、中文卷二、中文聆聽及中文默

書 / 四至六年級考英文卷一、英文卷二、英文聆聽及英文默書。
31/10

上學期期中考︰一、二年級考英文卷、英文聆聽及英文默書 / 三年級考英文卷一、英文卷二、英
文聆聽及英文默書 / 四至六年級考中文卷一、中文卷二、中文聆聽及中文默書。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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