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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

  當我從頒獎嘉賓手上領取本年度「區會模範生」的獎狀時，我知道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五年級時，我剛從內地移民香港，對這裏的每事每物都感到很陌生。尤其是英文科，更令我感到害怕。幸好，得到父
母和師長的鼓勵，我努力溫習。在五年級下學期時，我已對英文科產生了興趣。
  六年級時，校長曾說我們基法學生要「好學不倦、自強不息」，我領略到這話有永不
放棄的意思，於是我更用心地學習英文。除了在課堂上專心地聽老師講解，還在課餘時間
利用互聯網找資料協助我理解英文上的難題。
  今天，我沒有辜負父母和師長對我們的期望，我會按着「自強不息」的方向繼續努
力，希望能走出一片光明的前路。

6A 陳雪麗

6B 曾敏瑩
  區會每年都會舉辦模範生選舉，表揚一
些在學校表現出色的學生，我很榮幸可以得
到這項殊榮。當我接到模範生的獎狀，腦海
裏浮現了「自強不息」，這個一直鼓舞着我
的座右銘。
  「自強不息」有着永不放棄的意思，它
提醒我做事不要半途而廢，要勇於嘗試，才
能成功。當你遇到一些很難解決的問題時，
不要氣餒，要好好反省，繼續努力，排除萬
難，一定會成功。

 6B   鍾曉明
  當選區會模範生和自強不息有甚麼關係呢？關係就在於一團自強不
「熄」的火焰。
  有些人遇到挫折時，通常不會馬上去尋求補救的辦法，而是埋怨，甚
至有些人會因此輕生，其實我也嘗試過不少失敗，也想過放棄。但人生不
如意事十常八九，那會有人的前路完全平坦的？但我堅信，只要用自己的
努力去換取一根火柴，就可以把火燃起。
  自強不「熄」的火焰，可以離你很遙遠，亦可以近在咫尺。很快我便
要踏上人生的新里程，對於我未來的路，我也不知曉會是怎樣?但我知道
只要心裏存有「自強不息」的信念，未來是屬於我的。來吧！就讓我們一
起努力，努力去燃亮我們心中的火焰！

鄭錫展先生（前副校長）

校校 監監 的的 話話

  「退休」，並不是躲在家中發愁、
沮喪，而是在啃書、反思。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萬物源於自然，必須順應自然而生；人生於自然，也必

須師法自然。逆天而行，是自戕。
  天下萬物，生生不息，物競天擇。想生存，必須適應環境，尋求生存之道。萬物對生之渴求是

積極的；人也一樣， 必須積極，否則便會為自然所淘汰。工作上，如果不積極，便會被社會淘
汰。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會幹得積極。

  天下萬物，求生是牠們的本能，牠們的生存目標是繁衍。 人是萬物之靈，除了求生繁衍，也還
各有不同的目標。工作上，如果沒有目標，便流於散亂，不知所往。訂立目標是工作之本。如果時間
可以倒流，我會把「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每天都掛在唇邊，不讓它偏離。
  天下萬物，以吃為天；人也以食為天。但人類並不只以食物為滿足，萬物之靈的層次高一點，還需
以工作的滿足為天。在工作上，大家會認為需先做緊急而重要的事情。其實不然，應先做重要而不緊急
的事情。解決了重要的事情，緊急的事情自然便沒有了。積穀防飢，防範未然。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
會編定全年重要的工作。
  天下萬物，互為依存，人豈能獨善其身。動植物也明白群性重要，何況是人類。工作上， 1加 1
不止等於2。 1加 1可以等於10，也可以等於100、1000，問題是我們能否做到互補、互惠。合作
需以雙贏為最終考慮，如果不是雙贏，不要做決定或實行事情。做到雙贏也很簡單  先仔細

聆聽，清楚對方所表達的， 然後才陳述自己的觀點。有共識，雙贏便出現；無共識，再溝
通，直到雙贏出現。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會多用耳朵，少用嘴巴。

  辭了職，躲在家中啃書、反思，是在充實心智、潔淨心靈。有時返回學校，
希望為大家出一分力，也需要大家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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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 獎項　

2008-0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
譽大獎」

「少年警訊禁毒短片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

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九龍東區小學遊戲比賽—
男子障礙賽(高級組)
　
　
　
　
　

黃艷山 3A 殿軍

張冠勝 3A 殿軍

周穎鵬 3A 殿軍

江河 3A 殿軍

麥浩軒 3B 殿軍

余永康 3B 殿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男子乙組60米

劉果峰 4A 第八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女子乙組跳遠

馮美微 4A 第六名

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姓名 班別 獎項

聯 校 禁 毒
E-card設計
比賽

鄭熙偉 4A 優異 吳芷晴 5A 優異

黃思敏 4A 優異 顏玥 5A 優異

葉明英 4A 優異 吳穎兒 5A 優異

李妙虹 4A 優異 沈皓輝 6A 優異

周諾文 4A 優異 蘇錦華 6A 優異

蘇耀文 4A 優異 李啟恆 6A 優異

陳志安 5A 優異 張梓珊 6B 優異

鍾曉星 5A 優異 蕭倩榕 6B 優異

羅文霞 5A 優異 蘇晴晴 6B 優異

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校際書法比賽 甄煥雄 6B 優異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高小中文組) 鍾曉明 6B 優勝獎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鍾曉明 6B 季軍

蘇晴晴 6B 季軍

范詠舒 6B 季軍

林佳迎 6B 季軍

曾敏瑩 6B 季軍

教師節全港小學生創作比賽—「給老師
的信」

鍾曉明 6B 優異

第六屆中文輸入法評級及比賽
　
　

黃匯凱 6B 冠軍

林櫻櫻 5A 亞軍

曾敏瑩 6B 季軍

TVB兒童節2008—兒童故事比賽(故事組)
　
　
　

鍾曉明 6B 良好獎

崔順婷 6B 良好獎

區邦皓 6B 良好獎

張栢祥 6B 良好獎

聯校跆拳道錦標賽—（捷擊跆拳道館主辦）
速度賽 司徒頌宏 1A 亞軍

正拳操演賽 司徙頌宏 1A 亞軍

速度賽 張政凱 4A 冠軍

套拳賽 張政凱 4A 季軍

速度賽 連浩庭 6B 季軍

套拳賽 連浩庭 6B 亞軍

博擊黑帶新秀賽—遺村賽 連浩庭 6B 亞軍

速度賽 區邦皓 6B 亞軍

速度賽 方展宏 2A 季軍

校際朗誦節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粵話獨誦 伍寶美 2A 季軍

粵話獨誦 鍾曉明 6B 季軍

粵話獨誦 楊曉憧 6A 季軍

普通話集誦(中級組) 　 　 季軍

校際朗誦節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粵語獨誦 畢晴萱 1A 優良

粵語獨誦 周穎鵬 3A 優良

粵語獨誦 李嘉煊 3B 優良

粵語獨誦 黃紫欣 4A 優良

粵語獨誦 黃紫珊 4A 優良

粵語獨誦 鄭嘉欣 5A 優良

粵語獨誦 顏玥 5A 優良

校際朗誦節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普通話獨誦 張雲清 3A 優良

普通話獨誦 麥浩軒 3B 優良

普通話獨誦 黃嘉鑫 4B 優良

校際朗誦節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英語獨誦 盧志峰 2A 優良

英語獨誦 王熙喬 2B 優良

英語獨誦 袁育亨 3B 優良

英語獨誦 杜靜彤 4B 優良

英語獨誦 吳沚蔚 4B 優良

英語獨誦 漢安娜 4B 優良

英語獨誦 陳熙文 4B 優良

英語獨誦 陳綽瑜 5A 優良

英語獨誦 張詠淇 5A 優良

英語獨誦 吳穎兒 5A 優良

英語獨誦 黃婉薇 6B 優良

英語獨誦 黎思婷 6B 優良

英語獨誦 彭雪怡 6B 優良

英語獨誦 張柏祥 6B 優良

校際朗誦節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粵語獨誦 容安琪 1A 良好

粵語獨誦 黎芷君 2A 良好

粵語獨誦 何其昌 2B 良好

粵語獨誦 葉殷池 3A 良好

粵語獨誦 黃浚龍 3A 良好

英語獨誦 沐俊亨 3B 良好

英語獨誦 何康荻 3B 良好

香港朗誦節粵曲對唱
　

黎思婷 6B 良好

崔順婷 6B 良好

第45屆校際舞蹈比賽(黎族舞) 甲等

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HKMO - 華夏盃 
全國小學數學

方楚文 5A 一等獎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09（香港賽區）
　
　
　
　
　
　
　
　
　
　
　
　
　

吳嘉怡 5A 二等獎

陳志安 5A 二等獎

黎芷君 2A 三等獎

陳昱霖 3B 三等獎

何漮荻 3B 三等獎

馬志強 4B 三等獎

魯煒釗 4B 三等獎

譚嘉雯 4B 三等獎

林慧恩 5A 三等獎

程曉君 6A 三等獎

梁瑜君 6B 三等獎

陳兆亨 6B 三等獎

甄煥雄 6B 三等獎

王嘉穎 6B 三等獎

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全港小學觀塘區
第三屆數學賽
2008-2009

梁瑜君 6B 二等獎

甄煥雄 6B 二等獎

曾敏瑩 6B 二等獎

黃振聲 6B 二等獎

陳兆亨 6B 二等獎

范詠舒 6B 二等獎

曾祥麟 6B 二等獎

程曉君 6A 二等獎

王嘉穎 6B 二等獎

勵計劃
「關
譽大

作比賽

外
榮

異

校獎項　獎項獎項
關愛校園
大獎」

比比
際朗誦節比賽
粵語獨誦

粵語獨誦

粵

賽賽
姓名
容安琪

黎芷君

成 比賽

九龍東區小學
男子障礙賽(高

獎獎項
良好

2A 良好

2B 良好

班別別別別 獎獎獎獎獎獎
1A 良

2A 良

績績

  在六月二日的聯合畢業禮上，其中一位主

禮嘉賓在結束致詞前，用提摩太前書四章十二

節的話語向全體畢業生作出勉勵，經文是這樣

記載：「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

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

  在座的畢業生頻頻點頭，露出同意神態。

這令我想起基法小學本學年發展重點的其中一

句：「自強不息基法心」。依我看，我們每

一個小朋友都應該看重自己，絕不鬆懈的努力

在不同範疇做好自己的本份，努力作他人的榜

樣，我們便可稱為「自強不息」。在不小看自

己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輕看別人，在日常生

活裡，互相提點，我們總要在言語、行為、愛

心、信心、清潔上，堅守教師及上主的教訓。

馮文正

簡燕玲校長

長 的的
簡

話話校校

動活 一一 覽覽校家
由左起：候任校長黃侶詩女士、校董王玉棠校長、 由左起：候任校長黃侶詩女士、校董王玉棠校長、 

校監馮文正先生、現任校長簡燕玲女士及王家輝牧師校監馮文正先生、現任校長簡燕玲女士及王家輝牧師

幼稚園家長到校觀課幼稚園家長到校觀課 社工社工

親子售旗家長義工親子售旗家長義工

制 服服 隊隊 伍伍領領

小女童軍：陳巧敏老師、馬美倫老師小女童軍：陳巧敏老師、馬美倫老師交通安全隊：李燕梅老師、羅詩敏老師交通安全隊：李燕梅老師、羅詩敏老師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獎項
聖詩組合唱 優良獎區會模範生區會模範生

比賽

聯 校 禁

袖袖
男童軍：陳永耀老師、梁炎昌主任男童軍：陳永耀老師、梁炎昌主任

  「好學不倦基法人、自強不息基法心」是本校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主題。08至09年度是本計劃推行的

第一年，眨眼間已到年終，不知同學們對「好學不倦，自強不息」這句話有何體會？對我來說，中國四川

五．一二地震後一周年居民如何從廢墟中站起來，與劣境搏鬥；小朋友如何在簡陋的設施下仍努力學習，重踏

上學路；傷患的病人、失去摯親的孤寡如何努力適應新生活⋯⋯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正是展露「好學不倦，自

強不息」的活例子。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最困難的日子也不及他們的艱苦，我們又何須自艾自怨，遇上挫折或不如意事便鬥志

全消呢？同學們，人生成功的要素是一分天賦聰穎，九分努力。四川地震居民能闖出死蔭幽谷，重投新生，全

賴生命中堅強的抗逆鬥志及樂觀積極的心態。正如聖經腓立比書三章13-14節：「⋯⋯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我深願同學們能學效四川人那份堅毅與

奮鬥，享受努力得來的成果；又為明年的學習立好根基，再接再厲。

  新學年會是我工作轉變的年頭：從九月起我會調往區會基慧小學（馬灣）工作；基法小學校長一職將由黃

侶詩女士接任。她熱愛教育、關懷學生，相信大家一定很快適應校園生活。本人謹藉此多謝各位老師和家長

們，數年來與我一起為基法努力耕耘，為學校定下良好基礎。此外，祝福即將退休的本校校董何詠文校長、秦

新萍老師及何鳳儀老師生活愉快！身心健康！多謝他們為基法盡心盡力。又祝願同學們學業進步！身量和心志

蒙上帝保守，蒙家人喜愛。各位家長和老師工作順利！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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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四種聰明的生物

王家輝牧師

  從古至今，自強不息的精神，深深熔鑄於中華民族的靈
魂中。
  本校規模雖小，資源不足。但校長與老師們憑着
堅毅精神，永不放棄，利用有限資源，使到每位同學
都能在安全而愉快環境中學習。有些同學更能派往心
儀中學。本人回想五年前，本校與當年教統局首次參
與中文種籽計劃，在有限資源及沒有經驗下，課程主
任余澤濤、陳鳳紅老師、陳君駿老師及本人，利用休
堂、放學時間，甚至假日到圖書館找資料，大家不斷
探索、研究，終於獲得教育局肯定，製作成一本小冊
子。現在校方中文種籽計畫，全級各自有一本中文科
校本課程。而英文科也參與教育局閱讀計畫、數學科
也參與小班合作學習、常識科更有跨境學習，擴闊學
生們視野。由此可見本校教職員在互助互勉的基礎
下，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神。
  歲月匆匆，時光荏苒，本人一晃在區會從事教育
工作已十九載，有感各同事彼此關懷，同心協力，為
學生學業已克盡教育神
聖的職責。本人更欣賞
各同事之間衷誠的合
作。所謂自信是成功基
石，自強不息，除了要
有堅強的意志，不屈精
神，自強不僅是超越別
人，更應該是超越自
己。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得到教育局，觀塘
區家長支持下，下年度
小一擴班，引證同事們
的努力成果。願祝校
長、各老師們身體安
康，學校更「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何鳳儀老師 秦新萍老師

  三、四年前我就在為自己的退休做草圖，但是，始終是
「八」字畫不出一撇。畢竟，日常的工作太繁重了，哪有閒
情為自己做規劃？現在，這個日子真的來到了，是高興？還
是捨不得？
  「退休」這兩個字曾為我帶來了一絲絲的酸味，是意味
着自己的老去？還是將要被這社會淘汰？朋友們常勸我，凡
事要看好的一面，退休可以享受人生，可以不用再早出晚
歸，有什麼不好？
  是的，忙碌了半輩子，現在可以透口氣，放慢人生的
腳步，做做「閒雲野鶴」，實在也不錯！
  日子愈往後過，望着一張張調皮的小臉蛋，愈是捨不
得。儘管我平日是那麼嚴厲地管教着，他們的小腦袋裏裝
着的到底還是幼稚，奈何老師平日的苦口婆心，到底能接
收了多少？
  校中的同事，猶如一家人。由情同兄弟姐妹，到出現
了一堆兒兒女女，唉！真是老了！
  今天，我將要離開「基法」，但是我會帶走「她」
的心，一顆「自強不息基法心」。退休後，我會珍惜現
有的健康，繼續做運動；我會好好地享受休閒的日子，
做個優雅的退休人；我會學些自己想要的東西，重過學
生的生活。
  同學們，人生的道路分成
不同的階段，但是都有一個共
同點，就是勇往直前。雖然我
退休了，我仍然要在這變化萬
千的社會中找尋生活的目標，
否則很容易就被淘汰了。你們
的日子更是長遠，前途更是無
限，是不是更應該努力面對？
同學們，讓我們手牽手，共同
努力，開心地做一個自強不息
的「基法人」吧！

學學 校校 活活 動

戶外學習日戶外學習日

藝術館學習日藝術館學習日

課程改革交流會課程改革交流會

粵普對照活動粵普對照活動

參觀港鐵公司參觀港鐵公司

華服日華服日

舞蹈組舞蹈組

消防局學習之旅消防局學習之旅

官塘區學校匯展官塘區學校匯展

香港電台訪問全城禁毒日香港電台訪問全城禁毒日

小一常識探究課小一常識探究課

風紀日營風紀日營

參觀益力多奶品廠參觀益力多奶品廠

大澳環保之旅大澳環保之旅

健康飲食健康飲食

在校園在校園

中山紀念館之旅中山紀念館之旅

王

財 政政 報報 告告

科學館實驗探究之旅科學館實驗探究之旅

  近來很喜歡收看的一個電視節目就是《霎時感動》。許多感人、勵志的故事可以給我們人生帶來鼓勵和啟發，尤其是
身處困難和灰心的時間，更感重要。
　　除了從別人的經驗中得到鼓勵和幫助外，其實在動物世界中也可以給予我們很有意思的提醒。在《舊約聖經》中曾提到
有幾種動物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上有四樣東西雖小，卻甚聰明：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糧食。石 並非強壯之
類，卻在巖石中造房子，蝗蟲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壁虎你用手就可以抓住，牠卻住在王宮。（箴言30章24至28節）。
　　這段經文所提的雖是細小的地上生物，可是牠們的生命力卻十分強。螞蟻沒有多大的力氣，可是牠們懂得分工，亦非
常合作，不斷辛勤工作儲備糧食。牠們結合的力量可以搬動比自己重多倍的昆蟲。石 的長相有點像野兔，牠們是其他體
型較大動物的獵食對象。為了保護自己避免成為其他野獸的午餐，石 運用牠們天賦的
飛簷走壁功夫，在陡峭的巖石洞中棲身，這是天然的安全居所。單一隻蝗蟲沒有什麼力
量，可是牠們卻喜歡空群而出，對農作物造成極大的破壞。壁虎沒有殺傷力，在家中的牆
上偶爾看見，也只會嚇你一跳。要把壁虎拿下並非難事，但有趣的是，在守衛森嚴的王宮
中，我們也可以見到壁虎的蹤影，那麼是王宮的守衛不濟，還是壁虎有越過守衛的高強本
領呢？
　　箴言的作者從觀察大自然的世界中，悟出重要的道理：「不要少看自己的能力，天父
上帝所造的一切也有其獨特之處，只要好好運用，你就可以是地上最強的。」不要被環境
打倒，也不要認為自己不如別人那麼強。當我們了解自己的強處，也明白自己的弱點在那
裡時，取長補短，不斷努力，便可以得到很好的成就。連細小的動物也可以做到，何況我
們是更有智慧的人類呢！

ITCA 08年度金章頒獎典ITCA 08年度金章頒獎典

收入項目 金  額 支出項目 金  額 結   餘
1. 1-9-2008
   承上年度結餘

13258.40 1. 19-9-2008
   學生禮物  金句卡

220.40

2. 20-10-2008
   親子旅行費

12905.00 2. 19-9-2008
   家長教育課程

1000.00

3. 31-10-2008
   鄭錫展先生捐獻

1698.00 3. 23/28-10-2008
   退還家長燒烤費

165.00

4. 15-11-2008
   親子旅行費

195.00 4. 28/10  15/11
   親子燒烤費用

10962.00

5. 9-1-2009
   教育局撥經常費

4100.00 5. 27-11-2008
   親子旅行水果費

280.00

6. 9-1-2009
   教育局撥08活動費

5600.00 6. 27-11-2008
   親子旅行飲品費

952.80

7. 27-11-2008
   探訪老人院禮物費

200.00

8. 5-1-2009
   老人院禮物費

266.00

9. 5-1-2009
   親子燒烤車費

2850.00

10. 5-1-2009
     祝誕會禮物費

949.00

11. 5-1-2009
   家長教育課程第二期費用

2000.00

12. 11-2-2009
     官塘家教會聯會會費

400.00

13. 11-2-2009
     新春團拜食品

261.60

共收入：37,756.40 共支出：20,506.8 餘款合共：17,249.60

開心果日開心果日

小一新生家長會小一新生家長會

1. 吾家有子(女)初成長 ： 叛逆背後

2. 身為父母實憂戚 ： 望子成「？」合理期望

3. 天賦角色難自棄 ： 稱職家長，新一代父母

4. 藥物知識齊認識 ： 和子女有個「藥」物

5. 一朝「反」面難挽回 ： 懲罰以外，你的選擇

6. 增強關係勝算高 ：  難不倒我，我的收穫

4. 社區回饋服務：

  - 親子賣旗籌款

   1. 開心社區服務

     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3. 基督女少年軍

     4.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5. JPC 公益金

  - 小女童軍：探訪長者

  - 男幼童軍：社區服務

5. 學校「一人一花」種植評審

6. 親子電腦班

7. 戶外親子活動：小欖燒烤樂園

8.「家長、教師春節團拜」

審審審審審審

快快樂樂學英文組快快樂樂學英文組

匯豐少年警訊獎勵計劃匯豐少年警訊獎勵計劃

家長教師會活動多姿彩家長教師會活動多姿彩
1.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2.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EDB Funding)：

3. 緣聚一刻活動： 

 1. 彩沙瓶製作

 2.「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3.「＜家＞一點欣賞」

 4.「家長互動---成長與溝通」  

春風寄語春風寄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