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育教愛 活 教室的
黃校長及全體教職員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以「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為願景，重視學校、家庭、教會攜手

合作，讓學生在愛中成長，培育豐盛人生。

我們在這所充滿愛的校園工作，讀書聲、音樂聲、歡笑

聲、禱告聲遍佈每一角落，這就是我們家園。我們是園丁，學

生就像一棵棵小樹苗，需要溫暖的陽光、愛心的澆灌、知識的

養份才能茁壯成長。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當然辛勞，

但看到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就是再辛

苦，也是值得！

學校創立五十多年，歷史

悠久，畢業生已超過二萬五千

人。《論語》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學校於2012年獲國際啟

發潛能大獎，除了獲國際教育機

構的表揚與肯定，亦確立了我們會將繼續發揚「愛的教育‧活的教室」

的教學使命，並以延續「全人教育」為己任，接納、關懷、啟發不同能

力、性格及背景的孩子。課程以學術、體藝、靈育發展並重，透過活

動教學、戶外考察、體藝訓練、生命教育等，培育積極學習、充滿自

信、愛主愛人的好學生。

我們對每個孩子都充滿盼望，因我們相信主的恩典與能力。正如

經上所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哥林多前書13:13) 願主耶穌也祝福你的孩子，讓他們在學校、

家庭、教會的愛中成長！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一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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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能潛啟
近代的教育著重的是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正如十年前我們於中文科曾引入生本教育及於英文科引入分享閱讀

教學法，為的正是要以達至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我們相信教育的過程與成果同樣重要，為了能整體配合課程

的發展，我們於2008年開始引入由美國教育大師威廉柏奇（William Purkey）所創立的「啟發潛能教育」，本著

四個信念：尊重、樂觀、信任、關愛，在五個範疇實踐啟發潛能的精神。

五個範疇（5Ps）分別包括：

學校的目標為啟發每個 
學生的潛能

人物 People

在過程中，學校均以我們

的學生為本位，考慮到人的

不同質素及潛能而訂立政策及

常規，以培育學生合作精神、

正確的思維方法，建立自信

及正面的價值觀

過
程 Process

正規課程和課外活動 
均能達到啟發 
潛能的目的

課
程 Program

隨著時代的改變，學
校定期檢視及修訂的政
策，使之能與時並進，

推動優質教育

政策 Policy

學校銳意營造一個 
愉快的學習環境

地方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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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 樂在基
這個啟發潛能的旅程來到今天已步入第六個年頭，在過去數年，我們先後多次邀請香港啟發潛能教育聯

盟的榮譽顧問黃啟鴻博士、葵青區分區前教育主任何樹佳先生、新加坡成康小學前校長林鑾貞女士、美國及

加拿大之華人事工總負責人、國際領袖培訓中心顧問趙錦德牧師等親臨本校舉行講座及工作坊，美國啟發潛

能教育顧問Dr. Ken Wright及Marlene Wright亦兩次親臨本校探訪並作指導，透過分享、討論及指導，讓老

師更了解及掌握啟發潛能教育。並於2012年榮獲啟發潛能教育大獎。

本校老師也分別參加了於美國及香港舉行之啟發潛能教育國際研討會，除了探訪美國及香港不同之啟發

潛能教育學校外，亦於研討會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啟發潛能教育工作者分享基真小學發展啟發潛能教育的

經驗。

而學生方面，我們亦透過文化課的特設課題、刻意安排的學習活動，如境外交流、服務學習等，以及學

習名曲Don't laugh at me，讓學生經歷啟發潛能教育與及對其有更深的認識和領悟。

未來，我們會繼續讓以下四種美妙的聲音充滿整個基真校園︰我們的歡笑聲、我們的音樂聲、我們的讀

書聲及我們的祈禱聲。
音樂聲 

歡

笑
聲  

祈

禱
聲讀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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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動活學多 元
基真小學除了校內的35種多元學習課外，

還在課餘活動上，透過不同的學校活動設計，

使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經歷，擴闊學生的視野，

發揮他們多方面的潛能。

學習除了是在課堂裏學習之外，也

可從身體力行去增廣見聞，所以「讀萬

卷書與行萬里路」是同樣的重要，這是

人生的學習旅程中不可或缺。

華服 

歷史文化學習
英語話劇 

機場專題學習 

合唱表演

內地學生團訪校

親子旅行

齊參與多元學習課

秋季旅行

籃球比賽

小農夫體驗

課外活動是每位學生學習經歷，可以

讓學生從中吸取不同知識，可結識到更多

朋友，加強同學之間友誼，擴大自己朋友

圈子，加強人際關係。

4



華動 繽 展才紛

內地學生團訪校

新加坡學習之旅 

台灣學習活動

武漢學習

國際舞蹈考試(ISTD)

山區體驗學習

齊參與多元學習課

課外活動也可以增廣見聞，擴闊視野，學會在正規課

上學不到的知識。在旅遊中體驗別國風土民情，認識當地

歷史背景和資料，親身體驗確又是另一番滋味。

跆拳道比賽

基真足球隊

課外活動能夠培養團隊精神。跳舞需要整齊地跳出複雜的舞步。合唱團需

要優美地唱出多個不同的音韻。團隊活動就是能體驗合作和團隊精神。
管樂團演奏樂章精，
         鏗鏘之聲不絕耳！

基真管樂團

千人大會操

課外活動訓練肌肉、心肺功能、衝撞力，透過課外活動

把壓力釋放，令身心舒暢，而且可減壓，更可培養個人領導

才能，增強個人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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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課

秋季旅行校際舞蹈比賽

游泳課，蛀泳精！自由泳勁！學習樂趣多！

球技切磋，展現雄心。

秋高氣爽同遊樂，
郊野風光入眼簾！

團隊合作，努力成果！

情緒教育孕育正向思維，
邁向美好人生！

基 活真公益便服日

基真運動會

同學們參與公益金便服日，服飾繽紛。

基真健兒勁，運動精！
「跑、跳、擲」顯才能！

校園有機耕種

真菜田，種菜清甜，種瓜肥美！

「和諧快線」情緒教育

葵涌區 學界足球比賽

粵劇全接觸同學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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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旅行

小農夫塱原農業體驗

基真盆菜宴，「家、校、堂」共聚慶團年！

綠色家園設計，贏取園圃組亞軍！

球技切磋，展現雄心。

小農夫學耕種，
知悉粒粒皆辛苦。

活動真 華服日

華服日，齊來認識中華文化！

團年盆菜宴

「和諧快線」情緒教育

親子旅行

沙頭角環保農莊，地大物博，親子同樂！

花卉展覽

藝術節-俄羅斯芭蕾舞團

粵劇全接觸同學大開眼界！ 體育盛事，擴闊視野，樂於打氣！

舞蹈團演出精湛，編排多變，同學大開眼界！

粵劇全接觸

國際七人欖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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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及化坡新 加2013-2014

吳金曉老師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境外學習，開拓視野，多年來的境外學習活動，多不勝

數，繼有︰北京、上海、連南、廣州、西安，台北、武漢……透過親身考察，

不單令學生們眼界大開，學習到寶貴的課外知識，亦令他們學懂自立及照顧他

人，獲益良多。

為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及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基真師生一行三十五人於

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在石副校長帶領下，懷著興奮的心情踏上新加坡學習之旅。

這次學習之旅， 除了可讓學生親身體驗新加坡這個多元文化國家的生活，還能

讓學生透過真實情境使用英語溝通，提升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

到了新加坡，同學除了參觀熱門的旅遊景點如魚尾獅公園、克拉碼頭、夜遊野生

動物園和環球片場享受旅遊的樂趣外，還到了國立博物館、新生水工廠、科學館等學

地方進行學習。更有機會踏進新加坡國立大學當上大半天的「小小大學生」，由當地

大學導師新自指導完成平時不可能接觸的科學實驗，實在難能可貴。

我們相信不同學習經歷有助孩子成長，這次新加坡之行讓基真學生上了寶貴的一

課。參觀活動為同學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提升了他們對事物觀察的能力；英語

導賞活動使學生有更多聆聽英語的時機；這些活動都能使孩子建立自信，有效地與人

溝通，將課堂學到的知識應用於課堂以外。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是永恆的真理。故此，學校以後仍會舉辦不同交流

學習團，希望同學們能積極爭取參與機會，踏出香港，擴闊視野。 

師生在著名的魚尾獅公園拍照留念

新加坡的環保規劃，
真是值得香港學習啊！8



交及化 團英 學習語 流
同學們在環球片場的戰利品

同學們在科學館前留影，看看多大的恐龍啊！

大學導師向我們教授寶貴的一課，
同學們都十分留心

在大學導師指導下完成
不可能接觸的科學實驗

最後一站來到了著名的
牛車水再一次體驗多元文化

同學們在科學館內見證生
命誕生的一刻

在環球片場留影，誰知道
後面的機械人叫什麼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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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各項 賽龍比 榜
本校一向注重學生均衡發展，不斷訓練有潛質同學參與不同類型活動和比賽，其中包括學術及體藝比賽。比賽

過程中，可訓練學生各種技巧，發展多元智能。從參與比賽和訓練的過程中，能提升學生自信心、自尊，建立自我

形象。課外活動的參與，不論獲得獎項或參加證書，都有助學生提升各種歷練，更何況本校學生屢獲優越成績﹗學

生從小接受訓練，除了可以鍛鍊健康體魄外，更能激發大腦各方面的潛能。在過程中，學生享受比賽所帶來的樂

趣，讓他們有機會與年齡相若對手切磋技術，了解自己實力，從而自我提升力量。

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學生 6A 陳栩怡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交詩詞獨誦 亞軍 2E 鍾仁傑

普通話詩詞獨獨誦 亞軍 2A 莊善堯

英文詩詞獨獨誦 季軍 2E 施佩善

普通話詩詞獨獨誦 季軍 2E 鍾仁傑

普通話詩詞獨獨誦 季軍 5A 鍾藹寧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校園
《拔萃杯》

金獎 3A 李穎瑤 
3A 李旭晴

銀獎 3A 陳愷晴

《卓越杯》 冠軍 3A 李穎瑤 3A 李旭晴

亞軍 3A 梁晴恩

季軍 3A 陳愷晴 3A 陳睿妍

優異獎 3A 徐詠彤

《華藝杯》 亞軍 3A 李穎瑤

優異 3A 李旭晴

《星藝杯》 冠軍 3A 李穎瑤 3A 徐詠彤

亞軍 3A 李旭晴 3A 梁晴恩 3A 李穎瑤

季軍 3A 陳寶文

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
流大賽紫荊誦

金獎 3A 陳寶文

銀獎 3A 梁晴恩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銀獎 3A 陳柏然 4A 陳柏茵

總決賽銅獎 3A 陳柏然

《華夏盃》奧數比賽 一等獎 4A 羅嘉榮  6B 瞿子航

二等獎 5A 陳子宏  6A 何驍原 6A 李志江

三等獎 3A 陳柏然 4B 江承正  4B 張俊嶸
4B 陳子樂  4A 陳柏茵  5A 張復勝
5B 鄭江欣  6A 袁頌恩 

《港澳盃》奧數比賽 銀獎   3A 陳柏然   5A 陳子宏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小學中級組

優良 3A 梁浩賢

第十七屆「常識百搭」創新
科學與環境探究

嘉許獎 6A 梁嘉暘 6A 李志江 6A 吳卓軒 
6A 宋映潼 6A 姚子俊 6A 袁頌恩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書叢榜 小書叢 初小168人 高小111人

書叢精靈 初小118人 高小139人

書叢博士 初小63人 高小111人

書叢榮譽博士 初小33人 高小5人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書叢閱讀報告高小組

優異獎 6A 黃雅怡

學術類別

初小英語朗誦

高小英語朗誦

2013-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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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管樂團比賽

環保物料創作比賽
「陸上交通工具」小學組

優異獎 4A 陳柏茵 4A 曾子珈

向老師致敬-學習生活攝影比賽 入選獎 6A 黃雅怡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3A 黃思婷 3A 余潁彤  3B 顏莉莉
4A 曾子珈 5A 郭嘉藝  5C 蕭廣俊
6B 區嘉怡  6B 黃秀琳  6C 陳君諾
6C 黎欣幸  6C 曾文茜  6D 陳柏然

『TEEN坊愛老』學生德育教育
計劃-填色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3B 曾欣蕎

視藝類別
一人一花選舉

2013-2014香港花卉展覽 小學組盆栽種植-賞花類植物 優異獎

學校園圃組 亞軍

香港兒童棋院杯圍棋公開賽 兒童新苗組 殿軍 3A 許振揚

少年警訊滅罪抗毒愛社區定向比賽 小學組-季軍 

小學組-優異獎

最佳學校支會體育獎 6A 劉榮達  5A 鍾藹寧

6C 彭衍揚 6A 李志光

6A 彭筠淘

匯豐少年警訊最佳支會小學組 優異獎 5A 鍾藹寧  6A 陳栩怡
6A 周鍵怡  6A 湯詠斯

其他類別

第66屆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一級)  冠軍 2B 任芷言

鋼琴獨奏(三級)  冠軍 4A 陳柏茵

木笛二重奏  亞軍 6A 周嘉儀  
6A 林恩而

木笛二重奏(10歲以下) 冠軍 5A 鍾藹寧 
5A 袁濼殷

高音木笛獨奏(10歲以下)冠軍 5A 林樂宜

木笛二重奏(10歲以下) 亞軍 5A 黎偉康 
5A 林樂宜

木笛獨奏(10歲以下) 季軍 5A 鍾藹寧

木笛獨奏(10歲以下) 季軍 5A 袁濼殷

高音木笛獨奏(13歲以下) 冠軍 6A 周嘉儀

高音木笛獨奏(13歲以下) 亞軍 6A 湯詠斯

高音木笛獨奏(13歲以下) 亞軍 6A 黃婉婷

木笛隊(小學組)  季軍

木笛小組 A 亞軍

木笛小組 B 季軍

小學合唱隊-中文-高級組 亞軍

2013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比賽小學初級組 銀獎

音樂類別
花卉比賽

國際通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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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

傑出運動員 6E 蔡林達

2013全港小學跆拳道 
隊際賽男童色帶組

季軍 4A 張天祐

聯校跆拳道公開大賽 套拳組 冠軍 2B 陳嘉睿  5B 陳穎霖

套拳組 亞軍 2A 周紀澄  2C 袁瞬翹

博擊組 冠軍 4E 林千蕙

博擊組 亞軍 3A 黃子溍  4A 曾子珈  5B陳穎霖  5C 鍾樂天

博擊組 季軍 4A 黃繼樂  4D 楊樂信

全港公開兒童
國術分齡賽

小童組長器械一等獎
小童組短器械優異獎

5A 鄭諾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
學聯合陸運會

男甲 100米 冠軍 6E 蔡林達

女乙 跳遠 冠軍 5C 潘錦嬅

男丙 100米 亞軍 4B 陳應寧

女丙 跳遠 殿軍 4A 陳柏茵

男甲4X100米接力 季軍 6E 蔡林達  6C 彭衍揚  6A 李志光  4E 陳俊浩  6A 劉榮達

女甲 4X100米接力 殿軍 6A 曾倩婷  6B 吳倬琳  6B 馬鳳琳  6B 陳曉珊  6C 簡潔茹

女丙4X100米接力 殿軍 4A 陳柏茵  4B 林瑩璧  3C 陳詠炘  3A 梁晴恩  4B 張嘉寶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
小學分會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跳遠 冠軍 5C 潘錦嬅

男甲60米 殿軍 6A 李志光

女甲60米 殿軍 6B 陳曉珊

女乙60米 殿軍 5C 潘錦嬅

男甲4X50米接力 殿軍 6E 蔡林達  6C 彭衍揚  6A 李志光  4E 陳俊浩  6A 劉榮達  
6D 鄭汶廸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
小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自由泳 亞軍 6A 周鍵怡

女乙50米胸泳 亞軍 5B 王愷齡

女乙100米胸泳 亞軍 5B 王愷齡

男甲100米自由泳 亞軍 5B 黎樂軒

男甲50米背泳 亞軍 5B 黎樂軒

男丙50米胸泳 季軍 3C 王海儀

女子乙組團體 殿軍

體育類別

各項比游泳比賽

區會運動會

葵涌水運會

2013-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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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
學聯合水運會

女高50米自由泳 冠軍 6A 周鍵怡

女初50米胸泳 冠軍 5B 王愷齡

男高50米胸泳 亞軍 6C 陳君諾

男高50米背泳 季軍 5B 黎樂軒

女高50米胸泳 季軍 6D 付悅琪

女高4X50米接力 季軍 6A 周鍵怡  6D 付悅琪  6D 黃文禧  6F 高可欣  5C 鄭鳳玲

女高團體 季軍

男初50米胸泳 殿軍 3C 王海儀

女初4X50米接力 殿軍 5A 鍾藹寧  5A 容思儀  5B 王愷齡  4B 彭智媛  5B 陳穎琳

女初團體 殿軍

第二十八屆屯門區舞蹈 
大賽

銀獎 4A 凌思穎  4A 姚靖柔

第四十二屆全港舞蹈比賽 銀獎 4A 梁諾宜  4A 陳柏茵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4A 丁己筠  4A 羅采樺  4B 林塋壁  4B 吳思亭  4B 陳嫸
5A 黃穎雯  5A 夏甜恩  6A 區嘉怡  6B 梁芯雪  6F 高可昕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涌區學界籃球比賽

亞軍 6A 張復勝  6A 周富謙  6A 李嘉軒  6A 何驍原  6B 李浚弘   
6B 黎展通  6C 彭衍揚  6C 林德運  6E 趙子健   

全港籃球比賽佳寧娜杯 季軍 4A 梁樂天  4B 楊竣傑  5A 張復勝  5A 張沛霖  5A 周富謙   
5A 冼俊文  6A 何驍原  6A 李嘉軒  6A 李志江  6B 李浚弘
6B 宏沅承  6C 黎展通  6C 彭衍揚  6E 趙子健  6E 林德運   
6F 蔡林達

第十八屆新界區 
新春冬泳錦標賽

男子少年組A 第5名 5B 黎樂軒

虎各項 賽龍比 榜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聯合運動會

女乙跳遠 女甲100米自由泳

女初50米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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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作合家

本校深信透過學校和家庭攜帶，共同努力，

才能培養出品學兼優的孩子。本校的家長教師會

自成立以來子活動多不勝數，學校期望舉辦不同的

親子活動，讓孩子在家校關愛中成長。過去一年，由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能順利完成，實有賴各位家長和

教師群策群力，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過著又愉快又多姿多采

的校園生活。

2013-14年度，家長教師會曾舉辦新春盆菜宴、「沙頭角有機農

莊」旅行、親子運動同樂日、流感疫苗注射、親子夏威夷小結他音

樂班等活動，家長和學生們都反應熱烈，積極參與。

此外，家長教師會聯絡家長義工，協助推動由學校

舉辦不同活動：開放日、運動會、華服日……體現家

校一家親和合作精神。

另一方面，家長教師會定期安排家長義

工到校監察午膳公司運作、整理環保校

服、整理圖書館圖書、擔任故事爸媽等

工作。 

家長教師會是家長和學校重要

的溝通橋樑。願在新一年，在各

位家長和老師支持，為我們的

孩子預備更精彩的活動，使他

們愉快健康成長。

親子旅行樂悠悠

兒童
親子教

育課程

第一屆課程於2013年十二月完成，為參加的十多位家長帶

來祝福，開展了親子關係的新領域。2014年一月起，畢業的家

長更組成一個延續學習小組（名為風信子小組），每月聚會一

次，互相激勵，讓作父母的能分享家庭生活的苦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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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親 活動子

喜氣洋洋華服日
親子運動同樂日

兒童
親子教

育課程
校牧在2013年推出〈兒童親子教

育課程〉，幫助家長或孩子的照顧者能更理解兒童

成長的心理發展，以致建立一個以愛為本的穩固家庭。這課

程以基督教原則為根基，由英國倫敦布普頓聖三一堂的李力奇

牧師夫婦創立，已在世界各地推行，幫助不同家庭處境都能改

善及強化家庭生活，滿足兒女真正的需求，訂立並持守有效的界

線，教導孩子健康的人際關係，傳遞重要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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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真作合堂 認 基督識 理
基真小學的命名，就是要讓基真學生認識基督真理，所以五十多年以來，堂校合作無間，共同發揚基督真愛︰

今年的宗教周於8/4-15/4舉行，主題是「堅毅的愛」。校牧事工組盼望能從主耶穌釘身十架，拯救世人的事跡，

讓同學們體會到神堅毅、深厚及義無反顧的愛；讓同學學效主耶穌的榜樣，面對困難、逆境時能有著勇敢不退縮、積極

樂觀的性格及處事態度，並懂得對身邊的人施與愛及關懷。基真堂舉辦了福音晚會，讓家長也能認識基督教信仰。宗教

周內活動有填色比賽與徵文比賽，盼望同學們經歷宗教周不同的活動後，能藉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

宗教周花絮

老師於聖經課時帶領同學
到操場，向他們講解「苦
路十四站」-耶穌基督
受苦受死的過程

基真堂校牧部於舉辦的「光•影—意大利巴洛克藝術大
師•卡拉瓦喬」展覽免費導賞活動。學生及家長於會香
港中心藝術館參觀畫家卡拉瓦喬真跡—《以馬忤斯的晚
餐》(1605-1606)

五、六年級同學作導賞員，
小息時向同學介紹校園內張
貼的多幅宗教名畫。

宗教周有特別聚會，藉著講解及
短片闡述耶穌基督如何透過十架
的受苦受死成就救恩，彰顯祂對
人「堅毅的愛」，並啟發同學們
向身邊的人付出愛與關懷。

家長福音晚會「誰可相依？與愛同行」

循道衛理佈道團 

當晚約有200人出席(包括四樓
禮堂150人/兒童佈道活動50人)

當晚曾詠珊校牧帶領兒童
佈道活動-同學們用
食物原色材料製作五色湯
圓，從中領略福音信息。

寶珮如小姐見證分享

岑牧師分享
福音信息

復活節佈道會由循道衛理佈道團主
領，同學們都十分投入當中。

魔術佈道 

 李炳光牧師
分享福音訊息

  同學們舉手決志信主

教師退修會

本學年教師退修會於2013年8月29日
舉行，邀請了香港方濟會伍維烈修士主
領「愛‧使教育不一樣」退修聚會。

伍修士藉著讓老師參與遊戲、藝術創作
及分組以創意及合作的方式表達意念
等，讓老師重視互相合作、包容、體
諒，以適應變革時刻，讓學校成為師生
皆可成長、擁有熱情和夢想的地方。

下午參觀基慈小學，參觀校內設施，並與該校老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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