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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新年伊始，我戰戰兢兢地接受了一項既重要，又富挑戰性的任命——家長教師會主席，藉此感謝學校

和家長對我的支持和信任。

　　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社會急速的變化，事事講求效率，身為家長的我們，又怎會不擔心子女呢？幸好，

我們把子女送進學校，老師授予他們基本的知識、待人接物的技巧，品德情意的培育，以及正確的價值觀。

至於家長的身教是同樣重要的，作為引導子女「學做人，明事理」的明燈，子女在家校的扶育下，茁壯成

長，將來回饋社會。譬如，去年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在老師悉心教導和家長積極鼓勵下，同學埋首苦讀，

他們取得不俗的成績，正正就是一個家校合作的例子。從而可見，家庭與學校的聯繫是何等重要呢！

　　相信大多數的家長，都是雙職父母，既要應付繁重的工作，又要兼顧家庭，可說是身心疲累。試問又

有多少餘暇，與子女閒話家常？然而，只要家長放下身段，踏出第一步，先用心聆聽子女的訴求，不作任

何批評；然後關心子女的情況，瞭解他們的周遭境遇；繼而以真心和子女交流 ，分享人生閱歷。久而久之，

可會由親子活動變成朋輩的關係。現在無私的付出，將來收穫豐盛。另一方面，若果家長能抽空參與學校

活動，支持家長教師會，作為與學校的溝通橋樑，也不失為一個良方。

　　今屆我們的幹事抱著熱誠的態度，衷心合作的精神，誠是一隊實幹的團隊。深信能秉承過往家長教師

會的風格，薪火相傳，藉此以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的金句：「不是最好，但會更好」，與家長互勉。

　　願景未來更多家長參與學校活動，集合更多的智慧，凝聚更強的力量，讓我們與學生也一起茁壯成長。

　　在我兒子未入讀明愛胡振中中學前，我和其他家長一樣，為了小朋友可以入讀哪一間適合他

們的學校而煩惱。與此同時，我也透過不同的渠道，認識不同的學校面貌。當時，我參加了中西

區的中學巡禮，認識了這間學校。

　　甫進這間學校，老師給人親切的感覺，他們熱烈地介紹學校各方面的設施、課程和師資等等。

我們見到學校的環境清幽，誠是一所適合學習的黌舍。慶幸的是我兒最終被學校取錄了，經過一

年多的學習，他十分享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與友儕相處融洽，而老師也十分關心同學，讓他

們快樂地成長。此外，學校除了要同學努力學習，也經常鼓勵同學參加校外比賽，這無疑加強了

他的自信心，肯定自我，積極參與活動，學懂不要只計較得失，而是享受過程中的樂趣。

　　作為一個家長，最開心的當然是見到自己的兒女，在學校裏開開心心地學習和健康地成長，藉

此我感謝各位老師對每一位學生所付出的努力。最後，祝願全體師生和家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黃潔樑     
4B 麥家維同學家長

鄔七平
2D 黃衍熹同學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家長心聲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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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花絮

2012-10-6 PTA 茶聚及學生表演

新春親子師生同樂日 :  家長及師生共 150 人

參與。暢遊甲龍古道、蝴蝶生態園、農場鮮

奶屋、錦田紅磚屋等景區，並有機會於高爾

夫球會一展身手及品嚐豐富的酒店自助午餐。

2013-03-10 PTA 旅行相片2013-03-10 PTA 旅行相片

2012-11-24 PTA 會員大會相片 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十五屆幹事會選舉及就職禮 :  當日出席會員人數約一百人。會中除進行各項會務報告外，並作出修章，為日後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選舉作出準備。

2012-11-24 PTA 會員大會相片

2012-10-6 PTA 茶聚及學生表演

(1)　 舉辦家長講座 – 主題是「九型人格與親子關係」。邀請明

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社工邱頌寧姑娘主持 ，透過九型人格

的介紹及個案討論，讓家長瞭解與子女相處之道。

(2)　 講座後，設有家長茶座及學生表演：由家長幹事杜文盈女

士帶領學生排練話劇，供家長及老師欣賞；並共享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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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第十五屆幹事會合照

萬民皓
3B 陳梓康同學家長

　　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透過通訊，表達我對學校的

謝意。你們不單教曉我兒做人要有責任感，更教曉我如

何讚美我的兒子。

　　記得在他中一的時候，開學不久，第一次接到他的

班主任張老師的來電，談及他在學習上的表現，當中提

及到「需要改善的地方。當我掛斷電話後，我知道她希

望我先讚美他在學習上的良好表現，才著他改善行為上

的缺點。儘管我跟著試，萬料不到有著微妙的「反應」。

雖然那年下學期的成績仍未能趕上，校長更特准他和另

外兩個同學轉到小班上課，當他收到這個消息，心裡滿

不是味兒，但在這段時間得到張老師和區老師的悉心教

導和積極鼓勵下，終於在這學期結束時，獲得家長教師

會頒發的「家長教師會進步生獎」，真的感到萬分安慰。

　　我非常感恩，兒子可以在校長和一眾教師，本著有

教無類的精神，讓我兒建立信心，漸漸成長，更可迎接

新的挑戰。所以，同時希望其他家長在「管」、「教」

子女方面出現問題時，不要逃避，而要積極地與老師溝

通，瞭解子女在學習上的困難。雖然，這並非一時三刻

可以改變，但是總是有所得著的，有所啟發的。

　　藉此借 貴報一隅，跟我兒子說：「雖然你以前的

強項科目，逐漸被同學超越了，希望你不要氣餒，你還

記得怎樣爬起來嗎？」

Dear Parents,

My name is Pinky Thandi. I was born in Hong 

Kong.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and Cantonese.   

I am a Kindergarten Teacher.   

This year, I am gla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PTA in this school. 

I have three kids. All of them were born in Hong 

Kong.   My daughter Gurmol studies in Form 1.  I 

want her to learn Chinese as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survive in Hong Kong.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 is very clean with 

very fresh air.  The school provides all the facilities 

for students, and all the teachers are very helpful.

Thanks to all of them!

Pinky

幹事會名單

後排 ( 左起 )
楊芷欣老師、周苑瑩老師、黃泰來老師、霍鳳儀副校長、王結兒主任、姚智成主任、

徐衍衡老師、方惠琼老師

前排 ( 左起 )
吳國傑先生、馮耀妹女士、杜文盈女士、鄔七平女士、陳新亨校長、黃潔樑女士、

盧德榮先生、唐曉欣女士、莊偉坤先生、Ms Pinky

家長心聲

　　二零一二年，對我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母親患病，兒子轉校，面臨工作危機，女

兒選擇中學等等……從未出現過的局面接種而來，最後自己也倒下來了！

　　但是，人生總是充滿挑戰的。幸好身邊有家人的支持，朋友的鼓勵及在信仰上的成長，

才能從陰霾中走出來，自己也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回望過去，昨天的困難，實在是開啟

美好明天的鑰匙！相信，我兒也同樣飽嘗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一課——成長。

　　唸中三的年青一代，面對現今社會的歪理，傳媒錯誤的價值觀，網上不負責任的留言，作為人父，實在擔憂不已。如何能

引領孩子分辨是非，擇善棄惡，真是談何容易！

　　當然我們沒可能像電腦一般植入防毒軟件，能做的只能當上一個角色——扶手。當他們有需要時，從旁扶他們一把，相信，

愛心、信任、關懷及忍耐，定必能陪伴著他們面對一個又一個不可預見的人生路程，讓他們愉快地成長。執筆至此，心中感觸

良多。

　　圓滿的人生是否建基於一紙大學證書？輸在起跑線上，又是否注定失敗？生命所需要的，又是甚麼呢？是不斷追求生活上

的個人滿足？還是心靈上的知足呢？

　　作為父母，最終希望他們在往後的人生路上能有自信、懂自愛、敢堅持、懂得關懷及珍惜身邊的人和事，尊重別人同時，

也學懂尊重自己。

　　最後，盼望我們的莘莘學子能在這資源豐富及幽美環境的學校中努力學習，不負所望。另一方面，他們也可參與具挑戰性、

考驗耐力、講求紀律的活動，一嚐「苦中學習」的滋味，體驗在沒有「免費午餐」的人生路途中，打下如磐石般的根基，它日

面對困難及逆境，也能夠積極樂觀地去面對。

3B  吳家俊同學家長   
吳國傑先生向前回望

明愛胡振中中學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1.9.2012 至 28.2.2013)

HK$ HK$

上年度本會基金滾存 ( 至 31.8.2012) 61,328.94

收入

2012-2013 家長會費收入 19,750.00

EDB 家校合作委員會活動津貼 14,626.00

親子師生同樂日收費 7,840.00

銀行利息收入 39.63

42,255.63

支出

新生家長日茶點 500.00

銀行查冊費 200.00

講座及荼聚支出 825.50

花藍 500.00

就職禮茶點 1,560.00

HK$ HK$

旅行訂金 3,000.00

贊助「南區學生創作集」印刷費 750.00

「南區學生創作集」五本 250.00

什項 258.95

7,844.45

本期盈餘 34,411.18

本會基金滾存 ( 至 15.11.2012) 95,740.12

基金存於 :

工銀亞洲．儲蓄戶口 15,823.57

　　　　　往來戶口 24,916.55

　　　　　定期存款 50,000.00

零用現金 5,000.00

95,740.12

第十五屆幹事會

主席 黃潔樑女士

副主席 鄔七平女士、霍鳳儀副校長

秘書 楊芷欣老師、黃泰來老師

司庫 王結兒主任

核數 馮耀妹女士

刊物 / 宣傳 方惠琼老師、周苑瑩老師

聯絡 莊偉坤先生、Ms Pinky

康樂 杜文盈女士、唐曉欣女士、姚智成主任

總務 盧德榮先生、吳國傑先生、徐衍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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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各位振中的同行者：

　　大家好，感謝天主讓我在這學年到明愛胡振中中學與大家一起陪伴學生成

長。胡振中中學的校舍環境優美、內外設備一應俱全，不但提供了學生一個舒

適的學習環境，鄰近更有香港最高學府的大學，讓同學能發現自己將來繼續升

學的目標。新校舍雖然只有七個年頭，但甫自前身明愛聖方濟各職業先修學校

至今原來已超過了四十年的日子。能夠出任校長，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天主的恩

寵，祂帶領我與振中的家長、師生同行。

　　過去三十年在天主教學校培育學生成長的經驗，讓我體味到天主的恩寵與眷顧：作為牧者，祂認識每一隻羊，並

引領他們到祂的羊棧內 ( 若 10：14)。我亦願成為學生的牧者，引領他們在學習路上成長、成人、成全。正如我在早

會與師生分享時說過的：要知恩、惜恩、感恩。『知恩是叫我們明白我們都是幸福的一群，有機會學習，有別人的關

懷照顧。惜恩是我們能在生活中感到知足，無論環境順逆都不會放棄，不會怨天尤人，從而在生活中懂得感恩。懂得

感恩的表達是懂得以愛還愛，在家庭中對家人的關心愛護，在學校中積極學習，在生活中能友愛睦鄰。』

　　在未來的時間，學校有三個關注的項目，就是希望『提升同學的學業成就』，今年在中學文憑試中有好幾個科目

的合格率比全港的平均合格率為高，說明同學是有能力可以更進一步的。其次的是希望大家『提升學生的生命素質』，

要在品德素養有高尚的情操，必須懂得愛護自己、關愛他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最後是我校即將『成立法團校董

會』，標誌著學校的管理模式將進入一個新的里程。期望在辦學團體的領導下，胡振中中學能成為地鹽、世光。

　　秉承辦學團體香港明愛的方針：『為青少年締造希望』，學校亦以「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作為校訓。意思是希

望我們能忠於自己，以誠待人，在學習上能勤勉有加，生活上能樸實無華，這樣我們才懂得敬天愛人。

　　學校就像一條船，校監作為我們的領航者，而我作為舵手，希望大家都能朝著同一理想，同一方向前進。最後我

以學校英文名稱的第一個英文字母與大家一齊共勉。

 C – Christ，以基督的愛為根本

 W – Wisdom，尋得智慧，遠勝一切

 C – Care, considerate，關愛他人如愛護自己

 C – Cooperation，謙下自我與人共融

　　「多元智能挑戰計劃」是由本校和教育局及合辦的活動，內容包括

 1. 五日四夜「多元智能挑戰營」

 2. 義工訓練及服務

 3. 學校領袖實習

　　於 2012 年 11 月 12-16 日，中三級共 23 位學生完成五日四夜挑戰營。「多元智能挑戰營」

是由香港少年領袖團透過一連串的紀律和體能活動、領導才能訓練和講座，讓學生從經驗中學

習，培養他們成為自律、自信、合群和具抗逆力的青年人，並將所學習的成果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在 2012 年 1 月 29 日本校社工與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社工帶領校內 30 多位中三同學，在

堅尼地城進行探訪獨居長者活動，盡顯關愛長者之情。

振中同行者
陳新亨校長

訓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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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關愛校園」為本年度輔導組活動主題。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例如講座、

小組、工作坊、歷奇活動及日營等，讓學生認識自己，加強自我形象及人際關係，建立健康

的生活習慣，從而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邀請社會上不同人士主持講座，講者真實的人生經歷，往往最能觸動人心。香港首位失明女作家及音樂創作

人汪明欣女士在講座上的分享，讓同學明白追求夢想及確立目標的重要，從而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而賽車

教練冼浩明先生為個人理想奮發及創辦賽車學校的經歷，讓同學從中學習認真、付出及不輕言放棄的正確人生觀。

　　此外，本校亦與不同機構合辦其他教育主題的活動，例如精神健康教育、性教育、抗毒教育及無煙教育等。

以生動多元化的活動形式，讓學生在課後輕鬆的氣氛下，感受到另一番學習的樂趣。

　　另一方面，對於面對新學習階段的中一新生、中四學生、非華語學生及新來港學生，為了讓學生能適應新學

習環境，本校安排日營活動、適應支援小組及訓練課程等，讓學生在活動過程中，學習協作精神，及讓同學間能

建立一種互相體諒的關係。同時老師對學生的伴同及支持，讓學生增強信心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最後，為開拓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擴濶他們的視野；由愛惜自己及家人而至關心社區，本校為中五同學安

排義工服務日，由策劃、籌備至實踐行動，整個過程，都是由學生負責。而探訪老人院當天，從學生對老人的關

懷照顧及與老人同樂的投入表現，正展示出從實踐中學習的成效。

　　秉承天主教辦學宗旨，學校舉辦主保瞻禮，以及聖誕和四旬期感恩祭，讓學校大部份非公教師生，有一個定期

接觸和認識天主教禮儀的機會。每天的學習生活，恆常以祈禱作開始，讓學生通過實踐和了解，接近天主，聆聽聖

言的途徑和方法。

　　學校通過不同的活動，包括：公教老師的靈修課、中一新生的靈修日營、畢業班祈禱會、關愛社區的愛德服務、

紅十字會捐血日、義務協助非牟利組織賣旗藉此培養學生克己節制，關愛貧弱的精神。同時通過「和而不同」的活

動，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的宗教信仰，理解天主教對其他宗教採用包容和尊重的態度，以及樂於積極對話。

顏成滔神父在感恩祭中高舉聖爵

顏成滔神父在感恩祭中和學生互祝平安

畢業班祈禱會中，陳新亨校長親自送祝福給畢業同學。

靈修日營公教老師和領袖學生與一眾中一學生活動合照

輔導組

學校宗教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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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學生在探訪活動中教
長者健身操 師生齊心舞盡班際歌唱比賽

本校學生於南區巡禮中用
心教導家長及其子女

視覺藝術科學生外出參觀

中四學生於迎新日營自食其力

班際歌唱比賽中師生盡顯
高超歌舞技能

頒獎典禮 -中五級學科獎

本校師生於南區巡禮中悉
心教導小朋友電腦知識

班際歌唱比賽中團結的一班

學生會選舉大會投票

本校童軍宣誓儀式

班際歌唱比賽師生努力發
揮自己的實力

學生會選舉點票

中四同學勇於挑戰自己 旅行日 -鬼馬的一班

我校現代舞組在學校舞蹈節上大放異彩

聖誕聯歡會中師生其樂融
融

中四迎新日營中團結合作 旅行日溫馨的一班

我校學生多才多藝

學生會選舉大會

我校爵士舞組在學校舞蹈節上的精彩演出

聖誕聯歡會 -我校是我家

活力校園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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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陸運會
　　本校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及十一日假香港仔運動場舉行周年陸運會，有幸邀請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 中

西區及南區 ) 陳展桓女士擔任主禮嘉賓；李祟德校監、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黃潔樑女士及校友會主席董立明先生頒

發獎項。

　　開幕禮上，四社的運動員代表進場時手持口號牌、汽球、絲帶等，隨著輕快的音樂整齊地進場，令觀眾眼前

一亮。隨著校旗緩緩升起，聽過陳新亨校長的一番勉勵後，本校學生代表便開始火炬傳遞的儀式。最後，四社社

長在黃麗琼副校長的監誓下宣誓，為賽事拉開序幕。賽事期間熱烈的打氣聲、歡呼聲不絕於耳。

　　經過一番緊張、激烈的比賽，本年共刷新了四項大會紀錄。男子高級組個人全場冠軍由樸社黃文迪同學奪得，

男子初級組的個人全場冠軍由忠社陳怡富同學及盧思睿同學瓜分。而女子高級組個人全場冠軍由誠社何婷婷及鍾

春柔瓜分，女子初級組個人全場冠軍則屬勤社黎芷敏同學。至於全場總冠軍，繼續由忠社衛冕。忠社啦啦隊亦勇

奪啦啦隊比賽冠軍。

　　運動會焦點之一師生接力賽由校友隊勝出，至於友校接力邀請賽更掀起另一高潮，最後由余振強紀念第二中

學奪標，亞軍及季軍分別為明愛莊月明中學及本校奪得。

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專上課程 重讀中六 海外升學 就業

百分比 22% 51% 7% 9% 11%

人數 21 48 7 8 10 94

隨著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結束，老師亦從中累積一

些經驗。為了讓學生更能夠掌握高中文憑試的要求，

校方除於聖誕假期安排補課，以增加學生對考試範疇

及技巧的認識外，更於一月份的星期六安排模擬考

試，令同學更熟悉文憑試的場景，增強學生的信心。

多元新高中策略介紹

明愛胡振中中學舊生專訪
姓名 : 謝嘉汶

畢業年份 : 2009 年

大學名稱 : 英國愛丁堡大學      學系 : 數學系         年級 : 碩士

1. 回憶中學的生活，哪方面的成長經歷 / 學習經驗幫助到你現在的選科及找尋目標 ?

　　在胡振中中學的這七年，我認為自己的轉捩點是中三的時候。過往亦未為自己將來打算的我，因升中四需要

選科，而當時發現自己對數學開始有興趣。再者，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啟發後，最後便決心從數學發展。

2.你的現在的學習近況 /大學生活 /課外活動如何 ? 合乎你的理想 /興趣嗎 ?有一些特別 /成功的經歷可以分享嗎 ?

　　現在我在愛丁堡大學修讀研究生課程，由於較喜歡應用多於理論上的學習，最後選修了數學系內的其中一門

運籌學。

　　或者是因為修讀碩士課程緣故，比上一年修讀學士學位時，這裡能接觸更多不同國家的人。

除了一起上課外，遇上當地的一些節日時，大家也會一起慶祝。例如十一月份時的感恩節，對於美國人是一個很

重要的節日，而我的美國朋友因此準備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和我們分享。

3. 你現在有計劃及預備大學畢業後做什麼工作嗎 ? 你的長遠目標是什麼 ?

　　完成這個研究生課程後，我希望將來能從事航空管理或其他關於數據分析的工作，將學到的分析，風險管理，

編寫報告的技巧，運用於現實生活上。但這個課程完結後，並不代表我的學業生涯就此完結，在找到穩定的工作

後，我會修讀一些短期課程，希望能學到更多不同的知識。

4. 你有什麼說話可鼓勵今年中六 ( 中學文憑考試 )?

　　對於第一次公開考試便需要面對能否升讀大學的同學，明白到你們的壓力比我們以前更大，更不知道自己的

去向。我曾經亦嘗試過公開考試的失敗，但我認為只要有奮鬥堅持的心，最後也會找到自己的路向。希望作為過

來人的我，說這番話，會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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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2-13年度中文周

中六JUPAS選科及升學途徑介紹

中五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本組為中六級同學安排了多個講座、工作坊、參觀等

活動，目的在使文憑試畢業生更瞭解新學制下的多元出

路，並預早為前路作好準備。部份活動包括：「大學聯招

網上報名簡介會」讓同學了解聯招申請程序及運作、「參

觀香港理工大學資訊日」令同學認識各學系的課程和收生

情況、「舊生分享」邀請現時就讀大學的本校畢業生分享

讀書和升學經驗，為同學解答選擇出路上的疑難、「明愛

大專課程體驗日」讓同學早一步認識大專課程及體驗大專

生活。這些活動均能幫助同學對自己的職業性向類型有更

深入瞭解、讓他們重新檢示自己的興趣、專長和生涯規劃

路向，為聯招報名及其它升學出路作出明智的決定。

　　為讓中五同學了解自身未來的發展路向，本組安於排同學參加由救

世軍教育及發展中心舉辦的生涯規劃全體驗活動，活動包括模擬放榜遊

戲和面試技巧工作坊。同學透過模擬放榜遊戲，體驗真實社會的縮影，在

過程中自我反省，啟發同學尋找自我、訂定目標及規劃將來。此外，在

面試技巧工作坊中，同學透過觀察及討論，探討面試的應有態度及技巧，

學會從多方面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洪萍老師

　　本年度中文周於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舉行。中文科老師和一班中文學會幹事為同學舉辦了一連

串豐富的活動。

　　首先，每天的早會時段，都有同學分享好書。另外，適逢農曆新年將至，在一連兩天的午膳時段，舉

辦了「揮春毛筆書法比賽」。比賽分初中及高中組進行，以創意及字體兩方面評分。每班均派出代表參與，

同學發揮創意，寫上不同的祝福語句，盡顯新年氣氛。此外，午膳期間亦設有攤位遊戲，同學為了贏取

獎品，各展本領。而班際比賽方面，亦舉辦了「班際燈謎競猜遊戲」，同學積極參與，踴躍解答問題。

　　此外，本科更與圖書館合作，舉辦全校性書展，是次書展邀得卓豐文化到校展出不同種類的書籍，

提高同學對閱讀的興趣。

　　此外，在一月二十九日的週會時段，本科更邀得曾主持電視節目《最緊要正字》的中文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學系高級導師歐陽偉豪博士，擔任作家講座的嘉賓，為同學分享講題「中文常見問題」。歐陽博

士說話生動幽默，以有趣的例子引起同學正視日常生活中的錯別字，令同學獲益良多。

　　相信中文周的活動，一定令同學留下不少回憶吧！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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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ENGLISH WEEK 2013

Another successful English Week came to a close March 8 with many English 

Games and activities, drawing record crowds. From Monday's Song Dedication, 

to Friday's Commercial Ad Competition, complemented by all announcements 

in English, the Week was all about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is "Fun in Learning English", as 

presented by two acclaimed Senior Lecturers, Dr. Ben Au-yeung and Dr. Paul 

Sz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talk was well-received by 

students, who responded with enthusiasm to questions posed by the two 

guest speakers. 

During the morning sharing session, Ms. Mark shared with us her thoughts 

on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by comparing two distinct groups: Asian and 

Western students who have everything they need in order to get an education and a group of 70+ students in India who go 

to the 'Bridge School' which is literally under a bridge. Ms. Mark wanted to point out to our students that they are lucky- 

they have everything they need and should appreciate this a bit more. Let's hope the message got through!

Wednesday and Thursday were GAMES DAYS with students gathering in the 

canteen area to complete as many word games as they could in order to get 

a $5 voucher, to be used at the canteen. There was a rush for vouchers as 

students filled out almost all the games available and rushed to get their 

vouchers! This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games stall ever with over 20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from 3D, Nora and Shehzad, entertained us with a drama 

performance during Thursday's morning assembly, titled: "The Post Office". 

It was very funny, enhanced by Shehzad's dancing and funny antics and 

Nora's deep frustration with her 'customer'. A great performance!

Th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S1 was held Thursday after school with 

students telling a story they had read. The standard was very high.  Shahwaiz from 1D thrilled us with his dramatics so got 

the First Prize with the group from 1A getting Second place and Zunoorain Third.

Our final competition, the S3 Commercial Ad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Friday after 

school. S3D performed a series of ads excellently and won the competition.

Music blasted through the speakers at lunchtime with our final Song Dedication 

segment. All in all, it was a great week!  

Talk on "Fun in Learning English" given by Drs. Au 

Yeung and Sze Man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Sharing session at morning assembly with Ms. Mark and Candice Chen from 5D: "How Lucky Are You?"

Students filling out games sheets 
in the Games Stalls

More games stalls competitors after the $5 vouchers
Games Stalls Committee and helpers

Winners of th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Commercial Ad Competition presentation in Hall by 3D

Drama presentation during assembly by 
Nora and Shazhan from 3D

高中學生放學溫習數學
  

　　每日課後，都有高中學生主動找老師作課後

補習，積極為學習作準備，有的學生為加強自

己的數學基礎而努力，有的學生為豐富更深的

數學知識而加油，有的學生為公開考試而奮鬥，

無論為了什麼原因而學習，都是積極的榜樣。

DSE學生學習考試的
畫圖方法

　　在數學的領域裏，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得出一個相同的答案。畫圖是其中一個方

法，學生在課餘時間，向老師學習利用量角

器、三角尺及圓規等工具，去解決一些有關

圖形的問題，這方法有助學生更容易解決複

雜圖形問題，從而加強學生學習該課題的信

心，亦可提供多一個方法給學生檢驗答案。

學生於學校假期主動
回校補課的情況
 

　　學生主動組織一起於學校假期回校向

老師請教數學問題，補課期間認真學習，

每每補課三四小時，亦能堅持，是本校學

生勤奮的象徵，是願意付出更多時間去追

求知識的好例子，小組的學習亦加強了朋

輩間的互助，互相提升知識，值得讚許。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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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能夠掌握學習通識教育科，本組會嘗試運

用不同的方法及策略協助學生，例如從中一開始，讓學生

從多角度討論時事，培養學生關心社會的人和事。此外，

本組亦著重擴闊學生的視野，例如鼓勵他們閱讀不同類

型的書本及文章，以及安排不同的參觀活動，深化學生

的知識，例如參觀「醫學博物館」，除了讓學生了解香

港公共衛生的發展過程，更能深化學生所學，增加他們

學習的興趣。

　　另外，在下學期亦會有不同的參觀及講座，讓學生

從多方面認識香港，以及加深對中國的認識，進一步探

討世界的議題。例如參觀市區更新探知館、參觀中電核

能資源中心等。

理科學會活動 ---- 葉脈書籤製作

全方位學習活動 ---- 星空全接觸

科學周 ---- 生態攝影比賽

通識教育科

　　同學利用落葉製作書籤，推廣環保意識。製作過程必須細

心和有耐性。同學亦因此認識有關化學物品之應用，並把課堂

學習的實驗技巧付諸實踐，完成作品後學生非常滿足。

　　同學參加了康民署舉辦之學校文化日活動，前往太空館參

觀。該活動主題為「星空全接觸」。同學利用天象廳設備，配

合講員專業講解，認識不少太空星體及星座等相關知識。同學

更親身參與示範，了解隕石洞形成的過程。同學在互動中學習，

獲益良多。

　　同學於生物科舉辦之生態攝影比賽中表現出眾。

作品中看到同學的創意和表達能力，並展示了他們的

學科知識。作品能反映大自然生態與人類關係。為鼓

勵其他同學參與，攝影比賽更安排了同學及老師投票，

選出優異作品，並培養同學欣賞能力。全體同學及老

師均積極參與，給予參賽同學支持和鼓勵。

科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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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教育 / 藝科教育科 好書分享 

　　學校透過多元化的體藝教育活動，培養學生多方面的才能，發展個人潛質，及建立自信心。校

園除設多個室外及室內運動場地，更設有健身室、乒乓球室、舞蹈室、流行音樂室、校園電視台等，

設備完善。

　　本校於中一級設活動教育科，課程包括戲劇、舞蹈、音樂、武術及球類等。學生體驗不同的單

元基礎課程，再按興趣選修延展課程。

　　新高中亦設綜合藝術課程，包括音樂、舞蹈、戲劇、多媒體、皮影戲、壁畫、廣告創作、時裝設計、

電影欣賞及多元化的藝術欣賞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表達及協作能力。

　　圖書館為了提高同學對閱讀不同書

籍的興趣，定期於早會時段進行好書分

享。分享的同學分別以粵語及普通話為

同學介紹好書，分享的作品包括本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蒼蠅門牙》、

余華的《活著》、龍應台的《目送》等。

每級最高借閱量獎狀
　　為了鼓勵同學多到圖書館及各班的課室圖書櫃借書，

每月每級借閱量最高的班別，均會得到由校長頒發的獎

狀以茲鼓勵。同學反應熱烈，每月的借書量均有所提升。

書展
　　由十月開始，圖書館和不同科目合作，每月

展出有關科目的主題圖書。另外，一月份的中

文周期間，圖書館亦與中文科及卓豐文化合作，

在 214 室舉辦全校性書展，推廣閱讀風氣。

閱讀紀錄冊
　　同學每月均須完成指定數量的閱讀報告，

每班表現最佳的三位同學，可以得到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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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紀錄2012-13

項目 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學術

2012 年 9 月 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 銅獎 青年團第 209 團

2012 年 10 月 香港理工大學 高中數理比賽 2012 數學科
Distinction 6A 孫家澤

Proficiency 6A 禤永潤

2012 年 11 月 香港浸會大學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ons.)
Semester 1

President's 
Honour Roll Chau Po Chun

(Graduate)
Semester 2 Dean's List

2012 年 12 月 香港島校長聯會 2012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南區優秀學生 4D 李寶如

南區優秀學生 6A 孫家澤

2013 年 1 月 傑出青年協會 第十三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明日領袖獎 6A 易東偉

2013 年 2 月
南區學校聯會

南區學生
「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傑出學生

5D 陳國銘
5D 陳若蘭                  
5D 夏慧燕
5D 伍榕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中學組 榮譽學校 明愛胡振中中學

體育

2012 年 11 月 香港學界體育協會 中學校際劍擊比賽 女子重劍甲組 冠軍 6A 何寶鈿

2012 年 12 月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南區康樂體育促

進會合辦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 C 組跳遠 冠軍 5A 鍾春柔

女子 C 組 400 米 冠軍 5C 何婷婷

男子 C 組 1500 米 亞軍 5D 黃文狄

2013 年 1 月

香港仔跆拳道會                  
香港跆拳道協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合辦

香港仔跆拳道套拳盃   
錦標賽 2012

E1 組 亞軍 5A 李家堯

香港學界體育協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 A 組鉛球 冠軍 6A 何寶鈿

女子 A 組跳遠 季軍 5A 鍾春柔

女子 A 組 100 米 亞軍 5A 鍾春柔

男子 A 組 800 米 季軍 5D 黃文狄

2013 年 2 月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選舉 傑出學生運動員 6A 易東偉

香港學界體育協會 香港學界籃球賽
港島區第二組            
男子乙組

季軍

2A 曾晉熙
2A 凌家俊
3A 陳向前
3A 陳怡富
3B 李振昌
3D 黃杰彬
3D Michael
 4A 盧思睿
4D 梁子康

項目 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藝術

2012 年 9 月 光影作坊
[18x24 全城起動齊齊拍 ]

攝影工作坊
視覺藝術科 優異 5A林穎怡

2012 年 12 月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                 
中學五、六年級

優良
5D 陳若蘭
6D 李敏儀

普通話朗誦                 
中學一、二年級

良好
2D 吳曉琳
2D 謝雅雯

粵語二人朗誦            
中學五、六年級

優良
5D 郭美虹
5D 林翠余

粵語歌詞朗誦            
中學一至三年級

優良 3A 張德洋

粵語歌詞朗誦            
中學一至三年級

優良 2A 李振灃

粵語詩詞獨誦            
中學五年級

良好 5C 何婷婷

粵語詩詞獨誦            
中學二年級

良好 2D 吳曉琳

粵語散文獨誦            
中學五年級男子組

良好 5C 林浩賢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1-2

Proficiency
1D 

Mohammad Zuaib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1-2

Proficiency
1D 

Singh Gurmol Kaur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3-4

Merit 4D Ho Hau Yan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3-4

Merit 4D Siu Ka Yin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5-6

Merit 6A Du Zheng Long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5-6

Merit 6A Sun Jia Ze

2013 年 1 月 教育局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組 甲等獎

3D 陳雪瑩
3D 林麗璇
3D 林沙沙
3D 梁穎詩
3D 廖妙熒
3D 羅焯瑩
3D 潘毅欣
3D 萬焯熒

爵士舞及街舞組 乙等獎

3B 黃丹
3B 黃妙霞
3B 黃佳麗
3B 曾宛儀
3D 林麗璇
3D 林沙沙
3D 梁穎詩
3D 潘毅欣
4D 何巧欣
4D 蕭嘉彥
4D 葉綠茵女子 A組跳遠季軍、100米亞軍 5A 鍾春柔

女子 C組跳遠冠軍 5A 鍾春柔 男子 C組 1500米 5D 黃文狄

女子 A組鉛球冠軍 6A 何寶鈿

女子重劍甲組冠軍 6A 何寶鈿 香港仔跆拳道套拳盃   錦標賽 2012 E1組亞軍 5A 李家堯

女子 C組 400米冠軍 5C何婷婷

男子 A組 800米季軍 5D 黃文狄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現代舞組22 23



校巴路線圖地址

學校資料
校　　監：李崇德先生

校　　長：陳新亨先生

辨學團體：香港明愛

創校年份：1967
校　　訓：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

直達校舍的公共交通
巴士：（乘搭以下路線可於瑪麗醫院站下車後步行前往）

　　　 4, 4X, 7, 37B, 30X, 40, 40M, 43X, 46X, 71, 90B, 91, 94, 970, 970X, 973
　　　（乘搭以下路線可於域多利道下車後步行前往）

　　　M47, 971
專線小巴：（乘搭以下路線可於瑪麗醫院站下車）

　　　　　10, 22, 22S, 23, 31, 54, 55, 58, 59, 63
　　　　　（乘搭以下路線可於沙宣道香港大學醫學院站下車）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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