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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不知不覺間，本校家長教師會已踏入第十六個年頭，同時

也是第一屆法團校董正式成立，這正標誌着學校走進新里程，

真的是可喜可賀。

　　在老師與家長傾力合作下，於 2013 年 11 月 23 日法團校

董家長代表誕生了，正好讓我們為學校盡一點棉力。鑑於法

團校董的成立，無論老師和家長，都積極參與不同的講座和

工作坊等培訓課程，讓我們對箇中的運作，認識加深。作為

一群沒有經驗的家長，誠是一個大好良機，讓我們好好學習，

更難得的是家長幹事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對學校的那股熱

誠，藉此致以萬分感謝！ 

　　參與過一連串的培訓課程後，我們從中獲得一些體會――在生命的角色中，我們時刻都要

用心觀察，並給予適當的意見。大家本着用「真理」去做事，用「愛心」去包容，用「公義」平等地照

顧每一個人，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之象不言而喻。還有，我們也深深地體會到無論順逆，只要我們打開

心扉，迎接挑戰，活在當下，生命會更加精采，更加美好。

　　最後，借用林廣明副校長的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與各位家長共勉之。那就讓我們由今天

開始，懷着感恩的心，好好愛惜生命，善待家人，並借此感謝不勞辭苦，循循善誘教導我們子女的老師，

冀盼更多家長支持學校的活動，與學校共同成長。

　　祝願大家生活愉快！

　　十九年一遇浪漫的情人節，適逢溫馨的元宵節，

我到了一所溫情洋溢的老人院當義工進行探訪，一眾

長者抖擻精神，互相祝賀，一片喜氣洋洋。

      當我們玩遊戲時，有些長者表現得十分雀躍，有

些則十分含蓄，有些則顯得有點兒害羞。看到此情

此景，腦裡霎時閃映過兒子的影像。

      我兒從小開始，性格十分害羞，個人內歛不已。

即使身處於熱鬧的環境裡，他依然是含羞答答的，

特別是新年期間，莫說是親友，就算連最疼他的奶

奶，連祝福話語也欠奉。想起來，我也感到羞愧。

不過，兒子已漸漸長大，學會了人情世故，懂得基本禮儀，曉得互相尊重之道。今

年，他主動地向長輩道賀，又禮貌地道謝。如斯的情景，心裡暗忖：我兒終於長大了。想着想着，這並

非一朝夕的事，在老師悉心的栽培，耳濡目染下，我兒不僅在品德方面提昇了，在個人素質方面還進步

不少哩。謝謝老師的關顧！

黃潔樑女士
5B 麥棟勛同學家長

鄔七平女士
3C 黃衍熹同學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副主席的話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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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在科學園內探索

家長教師會活動花絮

「春季親子師生同樂日」

第 16 屆家長教師會
第一次幹事會會議

第 16 屆家長教師會會員
大會暨 2013-2015 法團校
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投票日

於 3 月 2 日舉行「春季親子師生同樂日」，約 120

名家長、學生及老師參加，非常熱鬧。我們首先

到達科學園，參觀「黃金蛋 --高錕會議中心」，

及於巨蛋下探索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高錕教授在光

纖通訊的奇妙世界！中午時份，於 Ocean Blue 享

用自助餐後，我們便驅車前往啟德遊輪碼頭公園。

置身於逾二萬平方呎的空中花園，飽覽維港四面的

景色，真令人心曠神怡！最後乘車往南蓮園池，參

觀唐代的建築設計及特色的木結構、園池內的奇石

及古樹，能一睹供奉觀音及多尊佛像的志蓮淨院。

一家人樂也融融啟德郵輪碼頭公園留影

舉起雷達設施，易如反掌

金蛋原來是科學園二期地標
高錕會議中心

家長教師會春季親子師生同樂日之大合照

參觀南蓮園池內仿照唐代
藝術風格設計的木構建築

讓我們一起躍動吧

隨著第 16 屆幹事會的誕生，各成員於 28-11-2013

晚上舉行第一次幹事會會議，選出主席及各幹事，

並為來年家長教師會的活動訂下計劃。

第 16 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 23-11-2013 下午舉行，約

百多名會員出席。除有會務及財政報告外，還順利選出

新一屆的幹事會成員。

當天也是 2013-2015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投票日，

選舉過程順利。

藉此恭賀： 

黃潔樑女士為家長校董 !

鄔七平女士為替代家長校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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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蛋糕製作班

親子遊戲及燒烤

家長教育講座：「關心子女從細心聆聽開始」

2013-6-22 上午，20 多名家長及學生齊集
本校的膳食科工場，由江少梅主任作指
導，共同製作「檸檬批」。活動中，親
子合作無間，並製作出美味可口的糕點。

是次活動於 2013-5-4 下午舉行，共 40 多位家長、老師及同學參加。燒烤前，大家齊集禮堂進行親子遊戲，非常熱鬧。

28-09-2013 邀請明愛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鄭永皓社工為是次活動講者，內容包括投影片介紹、個

案討論及分享。會後並舉行家長茶座，由家長幹事帶領討論會務及分享教導子女心得，氣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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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新年伊始，我衷心祝願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馬到功成！轉眼間加入家教會已經有數年時

間，在這些日子中有幸得到學習的機會。我能夠近距離

面對面地與老師們交流，明白學校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方

法。另外，亦能瞭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成長過程，且與

各位家長進行交流，提升與子女的相處及溝通技巧，這

些都是我從未曾有的經驗。特別是通過校董培訓課程，使

我意識到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關係的重要性。在新一年，

我寄望更多的家長積極參與家教會的活動與職務，多一點

關注子女的成長過程，陪伴他們走過人生最重要的階段。

5D 蕭嘉彥家長　馮耀妹女士 

　　光陰似箭，時光飛逝，小兒在明愛胡振中中學已經

升讀中六了，看到他成長、成熟了，我心裏既高興，且

安慰。每位做家長的，都希望孩子能快高長大，健康發

展，要感謝校長與各位老師對他的關心、栽培、教育和

愛護。

　　我很榮幸被選為家長教師會幹事，不但可以直接參

與學校的各項活動，更可以多與各位老師及家長互相了

解、友善溝通，增進彼此間的友誼。例如每年與兒子一

同參加春季的親子旅行，氣氛熱鬧，旅程精彩。另外，

在蛋糕製作班中，不僅學習到烹飪技巧，增添歡笑，也

能品嚐美味的製作蛋糕。

　　最初，我不甚同意兒子參與校內籃球隊，因為怕他會受傷，但

看到他的堅持，也就明白運動對他的重要性。在學界籃球比賽中，我到現場觀賽，看到坐無虛席的明愛胡振中中學

師生一同支持球隊，並且在比賽中取得第一名，實在為他感到高興與欣慰。

　　希望他能將那股在籃球隊學習到的拼勁用在學習上，努力以赴，將來擁有美好光明的前程。

6D 陳佳耀家長　 葉梅女士

　　轉眼小兒已經成為高中生，這數年間，學校給予我許

多機會參與活動，在活動中認識不少老師，當中更接觸

到各科任老師以及班主任，從而了解兒子在學校的成長過

程，並瞭解到他在課堂以外的生活與優點。

　　有一次，校長和家長教師會主席接受 DBC 數碼電台訪

問，我特地從網上收聽廣播。在受訪過程中，感受到校長

對學校的發展遠景，有著明確的方向，老師們更能貫徹實

行，而從眾學生身上亦可見到成效。

　　如今作為學生家長，可以透過不同渠道了解子女在學

校的情況，例如參加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既可透過活

動與其他家長交流，又可以學習新事物；又或是參與法團

校董會，規劃、制訂及管理等，協助學校發展。

　　希望各位同學在學校充足資源下，各種學習領域中，

能夠培養正面和積極的價值觀，真正學有所長。

4C 陳梓康家長　萬民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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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會名單

第十六屆幹事會合照

後排 ( 左起 )  方惠琼老師、洪萍老師、楊芷欣老師、呂寶儀老師、霍鳳儀副校長、楊永泰老師、徐衍衡老師、

周苑瑩老師

前排 ( 左起 ) 蔡觀嬌女士、覃愛娟女士、鄔七平女士、陳新亨校長、黃潔樑女士、馮耀妹女士、葉梅女士

第 16 屆家長教師會幹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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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寶儀老師

司庫 洪萍老師

核數 馮耀妹女士

刊物 / 宣傳 方惠琼老師、周苑瑩老師

聯絡 蔡觀嬌女士、覃愛絹女士

康樂 葉梅女士、Ms. Pinky、楊永泰老師

總務 徐日明先生、吳國傑先生、徐衍衡老師

明愛胡振中中學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1.9.2013 - 26.1.2014)

HK$ HK$
上年度本會基金滾存 (至 31.8.2013) 60,611.69

收益：

2013/14 家長會費收入 15,150.00

2013/14 EDB家校合作委員會經常津貼 4,811.00

2013/14 EDB家校合作委員會活動津貼 10,000.00

銀行利息收入 35.89

29,996.89

費用：

講座及茶聚支出 937.70

文具 80.80

第 16屆會員大會及就職禮 1,072.80

HK$ HK$
2013-15校董選舉 728.00

3月 2日旅行訂金 5,000.00

什項 72.00

7,891.30

本期盈餘 22,105.59

本會基金滾存 (至 26.1.2014) 82,717.28

基金於 26.1.2014存於：
工銀亞洲：儲蓄戶口 28,035.93

　　　　　往來戶口 248.15

　　　　　定期存款 50,106.80

　　　　　零用現金 4,326.40

82,7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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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振中的同行者：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祝願各位主寵
溢隆。
　　踏入新的一年，大家可能都有很多的願望，
但夢想能否成真，除了仰賴天主的仁慈與祝福之外，
更需要人與天主合作，才能成就一切。
　　過去的日子，得到教職員工的協助，家長們對學校

的支持，看到學生在各方面的成長，不論是學習態度的轉
變，或是行為操守的提升，都讓我看到同學們的進步。作為明

愛胡振中中學的一員，實在要懂得感恩。誠如我在上一學年不斷提
醒同學要知恩、惜恩、感恩，自己亦會朝著這方向前進。過去一年因應學生們的需
要，及配合學校對學生的關愛照顧，除了特色的校本課程外，我們更安排了分組授課
的策略，期望能給予學生們最好的照顧。同學不單在學習上有進步，在體藝方面，成
績亦屬理想。過去一個學期，在學術方面，有幾位同學分別獲得祁良神父教育基金、尤
德爵士紀念基金及羅氏慈善基金頒發獎學金，表揚他們在學業上的成就。在體藝活動方
面，本校男子籃球隊在香港學界籃球賽港島區第二組男子甲組比賽中獲得冠軍；男女子
田徑隊於南區分齡田徑比賽中亦獲得多個獎項；英文組同學亦於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英文詩詞獨誦中獲得多項優良成績；另外五位學生領袖亦於香港仔坊會及南區學校
聯會舉辦的第六屆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選舉中獲得嘉許。同學們能在各方面有
所成就，有賴家長的支持、鼓勵及老師們的循循善導，期望學生得在成長過程中謹
記要知恩、惜恩、感恩。
　　學校的三個關注項目中，除了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及提升他們的生命素質
外，有關法團校董會已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正式成立。而家長校董及校友校
董亦於同年 11 月 23 日順利選出，多謝各位家長及校友的支持。家長校
董為黃潔樑女士，替代家長校董為鄔七平女士，而校友校董則為董立
明先生。期望在新的轉變中，各位家長仍繼續支持學校的一切正

常運作，使我們的學生能在一個充滿愛與平安的校園中成
長、學習。將來能成為地上的鹽、世界的光（瑪 5：

13 – 16），使更多人能因他們的善行，獲得
天主恩寵的祝福。

校長的話

全方位獎勵計劃

香港明愛六十載之「關愛傳承在南區」嘉年華

南區中學巡禮

Dear friends of CWCC,
May the peace and blessing from the Highest be 

with you.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may have many wishes, but could 

all the dreams come true? Apart from the mercy of Go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cooperate with Him, so that our dreams may come true.

I have to express thanks to my colleagues, parents and alumni for all your support 
to the school as well as the students all along. Over the past year, I have seen great 

improvement to the students, in both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aspects. As a member of 
CWCC, I always tell the students that we have to treasure all we have, and should possess a kind 

heart to thank all our benefactors; and in return, we can share with others and love others ( 知恩、
惜恩、感恩 ), so as to live by our school motto: Be Faithful, Diligent and Stay Simple; Love God and 

One Another ( 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 ).
Last year, with the blessing of our God and the support from the stakeholders, we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ree classes in each form. To put our mission and vision in practice, we show care and concern to the 
students with small class size and ability grouping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udents do not just care 
about their academic results, but they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ir physical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Apart from winning scholarships from the Rev. Joseph Carra Education Fund,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and the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our students have also held the championship in the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 Hong Kong Island Division Two. During the Southern District Age Group Athletic 
Meet and the Inter-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 our track and field teams got excellent results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medals. The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team and Modern Dance and Jazz & Street Dance 
of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teams also got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the 50th Hong Kong Schools Dance Festival. In addition, five of our students won the 
Outstanding Students Award at the 6th Reach the Top-Southern District Outstanding Students Award 

2013, organised by the Southern District Joint School Conference.
On top of two of our school's yearly concerns, i.e. to enhanc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our Incorporate Management Committee (IMC) was set up on 
31st August 2013. We were happy to have Ms. Wong Kit Leung and Ms. Wu Chat Ping 

elected as our Parent Manager and Alternate Parent Manager respectively, while 
Mr. Tung Lap Ming was appointed our Alumni Manager. We hope that with 

the support from our stakeholders, our students will have a meaningful 
life on campus and be the salt of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Mt. 5: 13 – 16), so that people may ha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because of their 

benevolent 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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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的自律能力，並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訓導組

舉辦一年四期的『課室秩序比賽』，讓學生善用個人的權利

和自由、建立與人和睦相處及建立互助友愛的校園生活。

第二期『課室秩序比賽』得獎班別如下：

初中組

高中組

第一名
中二甲班

第一名
中六乙班

第二名
中一甲班

第二名
中五乙班

第三名
中三甲班

第三名
中四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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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

　　「關愛互勉，啟發潛能」為本年度輔導組活動主題。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例如德育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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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學生對「共融」的概念，本校於十二月期間與心光學校合辦「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由活動的策劃、

場館的佈置至活動的推行，都是由學生負責。在活動過程中，心光學生的分享交流，讓學生能體會及理解失明人士

日常生活的狀況及遇到的困難，從而增加學生的同理心，學習體諒及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另一方面，對於面對新學習階段的新生，為了讓學生能適應新學習環境，本校安排適應支援小組及訓練課程等；

例如為非華語學生成立“Multi-cultural Group”及為新來港學生組織 “Hand-in-hand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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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同時，“Hand-in-hand Group”幹事

就職禮暨親子晚會於十二月初舉行。當天活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老師、家長及學生熱烈參與，彼此互動交流，

是次活動讓家長對學校多一份瞭解及加強家校合作的關係。

　　此外，本校設有「振中之星」及「全方位」獎勵計劃，目的為鼓勵學生能積極投入校園的學習生活，並為自己

訂下全面的學習目標。透過獎勵計劃，營造校園的關愛文化，使每位學生的潛能得以全面及均衡的發展，並培養個

人成長素質和自強不息的態度。計劃推行以來學生反應熱烈，達標得獎學生超過九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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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心靈教育是學校的關注項目，學校會按照教會的節令安排宗教活動。例如主保瞻禮、聖誕節感恩祭及畢業班

祈禱會等，讓學生能在宗教的氛圍下洗滌心靈，保持一顆純潔的心，拒絕誘惑。同時學校為了培養學生要多認識社會，

關心弱勢社群，安排學生參觀立法會及探訪劏房戶。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主保瞻禮

承諾日

畢業班祈禱會

探訪劏房戶

聖誕節感恩祭

參觀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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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球班練習

武術練習

朗誦練習

陸運會上的競爭

旅行日的快樂時光

蛋糕製作

活力校園

吉他班

羽毛球隊練習

享用自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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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拍攝過程

塗鴉創作

電子琴班

歌唱比賽

學生會選舉投票 膳食堂上的笑容

領袖生就職禮

童軍集會

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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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十月三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因受颱

風天兔的影響，本校原定於九月下旬的運動會

被迫改期，場地更由原來的香港仔運動場改為

九龍灣運動場舉行。雖然場地對本校同學較陌

生，但仍沒有減低同學的參與度。本校邀得校

監暨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部總主任郭偉祥先生

及家長教師會主席黃潔樑女士致辭及頒發獎項。

　　開幕禮上，陽光明媚，校旗在陽光中緩緩升

起。校長鼓勵同學只要全力以赴參加比賽，流

出的每滴汗水必定不會白流，一定會得到回報

的，令同學士氣大增。很快地，賽事正式開始。

四社的打氣聲、歡呼聲、廣播宣佈不絕於耳。

　　經過一輪緊張、激烈的比賽，本年共刷新

了五項大會紀錄。另外，男子高級組個人全場

冠軍由許松炯及盧思睿同學瓜分，男子初級組

的個人全場冠軍則由何昰邦同學奪得。而女子

高級組個人全場冠軍由何婷婷及鍾春柔同學雙

雙奪得，女子初級組個人全場冠軍則屬周雅衍

同學。至於全場總冠軍由誠社奪取。而啦啦隊

比賽亦首次出現雙冠軍，分別是誠社及忠社。

　　運動會的閉幕禮上，由本校童軍及交通安

全隊帶領四社運動員代表進場，為運動會進行

簡單而隆重的閉幕儀式。郭偉祥校監更肯定了

同學的付出，希望得獎的同學能提升自信心，

未能獲獎的同學能視之為磨練，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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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活動

舊生專訪

　　學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學業。為協助中六級同學提升學業

成績，特別為中六級學生於假日補課4天，以應付公開考試。

　　另外，為協助中六級學生於畢業考試後堅持溫習，校方

決定延長中六級最後上課日期至2014年3月14日 (星期五 )。

　　為照顧一些能力稍遜的同學，學校實施導師制，每位任

教中六級的老師負責照顧 2 至 3 名同學，提供額外的支援。

小組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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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71% 1% 5% 10%

人數 10 56 1 4 8 79

姓名：朱浩瑋　　畢業年份：2012
大學名稱：武漢大學　　學系：工商管理 (BBA)
年級：Ye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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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的不少活動都能加深對自己的認識，例如職業導向及到不同的公司參觀，都能有助遼解自身的優缺點及性格。

此外，更加可以知道現實中的工作與想像中之差別。這種種活動都可協助和為未來訂下目標，按自己的能力進行選

科，為未來的發展做好準備。

2. 你現在的學習近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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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大學裏的學習氛圍十分濃厚，在每一個地方都能夠看到學生拿著書本在閱讀，在圖書館溫習的同學非常多。

而且學校有不同性質的學會可供大家自由參加，只需時間管理得好，魚與熊掌皆可兼得。由於學校在華中地區，到

各處旅行都比較方便。在假期時，亦會約上三五知己到不同地方旅遊，如：宜昌、恩施，山東等地。最難忘的一次

是在期末考試時，我為了能夠爭取時間溫習，早上七時已到達圖書館，雖然距開館還有半小時，但已在圖書館門口

出現約 400 米的人龍，而五層高的圖書館亦於開館後五分鐘被坐滿，最後我只好另覓地方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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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計劃於大學畢業後，先到外國深造一年，並到不同地方進行實習，如台灣，上海，北京等地，然後才回港在商

界發展。望日後從事與市場營銷及公共關係等相關工作，如：市場營運、活動公關，公關聯絡員等等。長遠來看，

望可在日後擔任某大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

4. 你有什麼說話可鼓勵今年中六應屆中學文憑試的考生？

　 相信各中六同學一定聽過不少遍“做好自己，盡力而為”這番說話，當時我覺得這番說話永遠不能為自己減輕公開

試的壓力，但是始終在公開試中，存在的變數並不少，所以同學一定要努力溫習。“不得一番寒刺骨，那得梅花撲

鼻香。”各位中六同學一定要為自己的未來作好打算，縱使成績不如理想，也不會無後悔。各位同學加油 !  

本年度有兩位 2009-2010 年畢業的同學劉天心及

文穎淇，因修讀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有良好成

績，被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取錄，轉讀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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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輔組活動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體驗真實情境學習

　　應用學習是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課程於中五及中六年級開

設，為不同興趣和取向的高中學生提供現時學校課程以外的多元學習

平台，協助他們追尋終身學習的方向及職業取向，為未來的學習及事

業發展奠下基礎。學生成功修畢一科通過質素保證的應用學習課程，

其成績將反映在香港中學文憑上，資歷則獲認可為相當於取得「達標

並表現優異」，將被視為達到相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三級或以上的

成績。另外，教育局視取得「達標」學生已掌握的能力，相等於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第二級所要求的能力，作為升學及就業用途。

　　本組安排中四級同學參加由明愛社區學院舉行「應用學習」導引

課程 ― 介紹「餐飲業運作」及「健康護理」兩個課程，讓即將升讀中

五的同學，了解課程詳情，並預先體驗箇中學習樂趣。在「應用學習」

導引課程，由資深導師安排不同的有趣學習環節，包括課堂示範、遊

戲及角色扮演，讓同學對有關科目，有初步的認識，並擴闊同學的學

習視野，從而協助他們從眾多應用學習課程中作出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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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年度中文周

　　本年度中文周於一月二十日至一月二十四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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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書展邀得商務印書館到校展出不同種類的書籍，

提高同學對閱讀的興趣。

　　此外，在一月二十一日的週會時段，本科更邀得著名作家葛雋先生擔任講座的嘉賓，為同學分享講

題「寫作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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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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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Activities

ENGLISH WEEK 2014
English Week, March 10-14 w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our school 

community to immerse itself in English, as all the school announcements 

and assemblies were conducted in English. The students were entertained 

by a full week of English fun: Song Dedications, staff and student sharing 

sessions, game stalls, student competitions and a fabulous drama 

production by Dramatic English, called “Passport to Your Future.”

The drama production did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English is indeed a 

passport to your future. English is the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language of 

business. And these days one can conduct business easily with all countries 

and to be bi or tri lingual is an asset to business success.

During our sharing sessions our Principal, Mr. Chan highlighted simple ways 

that students can bring English into their lives and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is a great entertaining way to fill your life with terrific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 English. Our students shared their thoughts on various topics such as 

hobbies, movies and songs. We witnessed the creative TV commercials 

presented by 3A and 3C students. We have such creative students!

Again, our popular game stalls in the canteen area at lunchtime, was well 

attended by students on Wednesday and Thursday. Many students eagerly 

participated in tongue twisters and word games to obtain $5 canteen food 

vouchers. 

Our airwaves were filled with the rhythmic sounds of English songs, 

sweetly dedicated to others during lunchtimes.

The end of English Week should not mark the end of our journey to 

discover the fun in learning English. We believe that every day should 

be English Speaking Day. If students remember to speak in English for 5 

minutes every day, they will become excellent students of English.

Ms. Luisa Saccone (NET) 

Fun with Dramatic English
Teacher and student sharing

Game Stalls Team

Multi Flavoured Candy TV commercial 3C

Song Dedications

Students enjoying the Game St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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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活動

應屆文憑試考生溫習數學

中六級同學在農歷新年假主

動每天回校溫習數學，每天

很早回校及很晚回家，積極

備戰中學文憑試，希望盡自

己最大的努力爭取最好的公

開試成績。他們積極的情況

都是師弟師妹的學習榜樣。

學生因考試成績未如理想，為了加

強自己的數學知識，同學們每天都

主動放學後留校，每每溫習至學校

關門才回家，亦會找數學老師溫習

已學的知識，一方面可以重新吸收

知識，另外亦可以溫故知新，學生

主動追求數學知識，使學習數學成

為自己的興趣，非常值得嘉許。

數學學會的幹事希望能為同學提供不同

課題的知識，在剛過去的學期中，與數

學老師討論後，製作了一個以圓錐體為

題的壁報，使全校同學可以透過觀看壁

報以學習到新知識。

學生放學後溫習數學

數學學會為全校同學提供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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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視野，了解香港的社會問題，本校通識教育科在本年度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參與，有關活動如下：

1　東宮西宮 10 悲慘世界香港音樂劇

2　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

3　通識講座（全球饑餓與貧窮問題——樂施會）

4　通識講座（傳媒的責任——香港記者協會）

5　通識講座（現在進行式：淺談香港流行文化——嶺南大學）

通識科活動通識科活動通識科活動通識科活動

2

3

4

5

1

18



科學科活動科學科活動科學科活動

物理科利用實驗實踐理論，學生投入參與，對學科
內容加深印象，並連繫至日常生活應用，活學活用。

生物科、地理科及視覺藝術科首次合辦跨科活動，帶領中
四學生參與由香港觀鳥會主辦的「塱原生態遊」考察活動，
氣氛良好。是次活動不但增加了學生對學科的興趣，更可
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唯，此外，更可提升學生的生命素質。

化學科利用分子模型解釋抽象概念，
形象具體真實，加強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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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教育 /藝科教育科活動

　　學校著重培養透過多元化的體

藝教育活動，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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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初中設活動教育科，課

程包括戲劇、舞蹈、魔術、音樂、

甜品製作、武術及板球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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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班

電子琴班

魔術

烹飪班

廣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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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活動

2013-2014 全年活動大綱

鼓勵閱讀　閱讀風氣盛

日期 活動

9 月至 5 月 $5 書券獎勵活動 ( 與中文科合辦 )

10 月 好書推介 ( 嘉賓范建梅老師 )

10 月至 5 月 好書分享

11 月 書飄 ( 交換圖書館 )

12 月至 5 月 每月主題書籍推介 ( 與各科合辦 )

1 月 書展 ( 與中文科合辦 )

2 月 第 25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投票

全學年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 校外閱讀活動 )

全學年 閱讀紀錄冊獎勵計劃 ( 與學務組合辦 )

　　圖書館一直致力推廣閱讀，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樂於閱讀及分享。

　　校內推行「閱讀獎勵計劃」。學生閱讀書籍後可填寫「閱讀紀錄冊」，當學生閱讀至一定數量的書

籍可得到「閱讀之星獎」，可獲書券及獎狀獎勵，以鼓勵學生多閱讀、多寫作。

　　另外，校外比賽方面，圖書館亦參加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辦的「普及閱讀獎勵計劃」，根據學

生的閱讀量及參加的閱讀活動評分。學生可考取青章、藍章及最高級別的紫章，並獲教協頒發獎狀鼓勵。

　　學校每天均有晨讀課，學生可在課室中的「圖書角」借書。另早會時段亦定期有學生作「好書分享」，

公開分享閱讀心得。

　　本校圖書館亦會與各科合作，定期舉辦書展、閱讀遊戲及作家講座等活動，推動閱讀風氣。

10月 15日周會節，圖書館邀請了資深圖書館主任范老師向
同學分享好書，同學都被老師生動、精彩的內容深深吸引。

本校參加了教協的普及閱讀獎勵計劃，已有同學考獲最
高級別的紫章，同學除了獲發獎狀外，還可以出席教協
在11月舉辦的頒獎禮，屆時會由著名作家頒發水晶獎座。

圖書館服務生主席 5D班郭美虹同學為同學分享
好書《愛德華的神奇旅程》，是最近熱滿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中提及的書，同學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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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

校外獎項
紀錄

項目 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學術

01/11/2013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 獎學金 6D 陳若蘭

01/12/2013 羅氏慈善基金 羅氏慈善基金
獎學金、特別

嘉許獎

6A 李家堯

6A 許家俊

14/02/201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獎學金
5D 關汝雨

6A 李家堯

體育

01/11/20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學界籃球賽
港島區第二組 男子

甲組
冠軍

2A 李卓杰 、3A 鄧星華、4A Shehzad、
4B 陳向前、4B 黃杰彬、4B 李振昌、4C 彭偉樂、5A 胡家碩、

5A 盧思睿、5C 王君發、6D 陳佳耀、6D 黃文狄

02/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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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 D 組 400 米 季軍 4B 李振昌

男子 D 組鉛球 亞軍 4B 李振昌

男子 D 組 1500 米 亞軍 2A 李煒榮

男子 C 組 200 米 季軍 4B 黃杰彬

男子 C 組 400 米 季軍 3A 鄧星華

男子 C 組 4x100 米 亞軍 4B 黃杰彬、5A 胡家碩、5A 盧思睿、6D 黃文狄

男子 C 組 200 米 亞軍 5A 盧思睿

男子 C 組 800 米 亞軍 6D 黃文狄

男子 C 組鉛球 亞軍 5A 許松炯

男子 C 組鐵餅 冠軍 5A 許松炯

女子 C 組 400 米 亞軍 5D 何巧欣

女子 C 組鉛球 亞軍 5D 黃小美

女子 C 組 200 米 冠軍 6C 何婷婷

女子 C 組跳遠 冠軍 6C 何婷婷

女子 B 組 100 米 冠軍 6A 鍾春柔

女子 B 組跳遠 冠軍 6A 鍾春柔

26/02/2014 香港學界體育協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 A 組鉛球 亞軍 5A 許松炯

女子 A 組跳遠 亞軍 6C 何婷婷

女子 A 組 200 米 亞軍 6C 何婷婷

藝術

01/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英文詩詞獨誦

良好 2C Alam

良好 4A 譚思維

優良 2C Shahwaiz

優良 2C Gurmol

優良 2C Zuaib

優良 4A Noor

優良 5D 蕭嘉彥

26/01/2014

教育局
第五十屆                                           

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組 乙等獎
4A 陳雪�、4A 黃妙霞、4A 林麗璇、4A 梁穎詩、4A 潘毅欣、
4A 曾宛儀、4A 趙曉瑩、4B 廖妙熒、4B 萬焯熒、4C 吳敏玲

21/02/2014 爵士舞及街舞組 乙等獎
1B 蘇浩政、2A 趙鳳琪、4A 曾宛儀、4A 黃妙霞、4B 羅徵丞、

4B 吳卓賢、4C 吳敏玲

其他

25/01/2014 香港仔坊會及南區學校聯會 第六屆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選舉 學生領袖 4A 林麗璇、4A 潘毅欣、4A 陳雪莹、4B 廖妙熒、5B 曾兆雄

02/18/2014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青獎
2A 馮可琳、2A 鄺芷恩、2A 王紫欣、3A 黎穎欣、3C 邱雅妍、
3C 郭詩詠、4A 林麗璇、4A 曾宛儀、4B 廖妙熒、5C 陳柱林、
6A 李家堯、6A 鍾春柔、6B 羅俊傑、6B 關烈烈、6B 林佩珊

藍章

3A 周雅珩、4A 潘毅欣、4A 趙晓莹、4A 梁穎詩、4A 古立權、
4A 古立新、4A 黃妙霞、4A 李翠玲、4A 林晗、4A 鄺鳳霞、
4A 林沙沙、4A 林采彤、4B 黃杰彬、5B 黃路恩、5D 周詩雅、

5D 林楚芸、6A 龐俊儒、6D 張卓詩、6D 劉之光

紫章 4A 嚴文齊、4A 徐沐煕、4A 陳雪莹、4C 張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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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籃球隊在學界籃球賽上獲得冠軍
2.學界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200米、跳遠亞軍
3. 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鐵餅亞軍
4. 現代舞組在學校舞蹈節上獲得乙等獎
5.爵士舞組在學校舞蹈節上獲得乙等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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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巴路線圖地址

學校資料
校　　監：郭偉祥先生

校　　長：陳新亨先生

辦學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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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