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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神探伽俐略》說起 

聖誕假期： 

• 十二月廿五日至一月三日 
 

中一至中四及中六級 

上學期考試： 

• 一月七日至一月十九日 

 

中七級模疑考試： 

• 二月十二日至二月廿四日 

 

中五級模擬考試： 

• 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七日 
 

新年假期： 

• 一月廿六日至二月二日 
 

中七級同學歡送會： 

• 三月六日 
 

中五級同學歡送會： 

• 四月一日 

  最近有一套叫《神探伽俐略》 的日本偵探片集在本港電視播放，很受歡迎。我偶爾在

某星期日的晚上在家中收看，發覺片集相當吸引。劇中主角是一名叫湯川的大學教授，他

對不可思議的事情和怪象都有濃厚興趣，誓要探出事情背後的科學原理，詳加解釋，尋個

水落石出。大學教授和美女警官携手，偵破案情，但教授查案不全是要將兇徒繩之於法，

而是基於對科學解釋的熱切追求。和其他推理小說不同，《神探伽俐略》每次破案都運用

了很多物理學、心理學和其他尖端科學原理去解釋案情發生的經過和破綻。同學們看到在

課堂上學過的、或聽來的理論，真的能運用到實際案件的偵破上，相信一定會興趣盎然。

且湯川教授會在他的實驗室內將「案情重組」，一步一步地將兇徒所用手法，清清楚楚的

呈現在幕前，有時候可能比老師在課堂上的示範還要精采。記得有一集講述兇徒利用多重

反射鏡，將工場切割金屬用的強力鐳射光束導引至受害人的頭部，然後按掣發射殺人，場

面仿真度十足，爆炸剎那更震撼力驚人。在其他各集中提及的還有大家熟悉的沖激波人型

金屬面具、凶宅地洞因地下火車經過產生共鳴而疑是鬼魂顯靈等等，都是揉合了科學理論

和偵探推理去產生懸疑的效果，令觀眾不得不駐足於電視機前，未到破案，半步不肯離開。

每當湯川教授(還記得日本第一個諾貝爾物理學獎得主湯川秀樹 Yukawa Hideki 嗎？）在現

場分析案情，突然想起什麼點子的時候，就會拿起身邊任何可以書寫的工具，振筆寫下一

大堆公式，手一面寫，腦一面想，頃刻就有了答案。這場景每集均會出現，同學可曾留意

那些是什麼公式？是真的和破案有關的數學或物理公式抑或是隨意亂寫的符號？教授每

次是否都用同一公式？有留意到的同學可投稿本校通訊，讓我們分享你的發現。 

  我並不是在推銷電視節日，不過，有時工作緊張繁忙，下課後找些娛樂，放鬆一下，

也不是壞事。若能一面娛樂，又能一面在學業上有所得益，那就更好不過了。看科學偵探

片集或推理小說，有時也有這個果效呢！ 

  我知道很多同學都喜歡看日本漫畫，以前可能看《叮噹》、《多啦 A 夢》、《龍珠》，

現在可能會看《名偵探柯南》、《金田一少年事件簿》和《死亡筆記》等，再新的我可不

知道了。同學們或可以告訴我，因我小時侯也是一個漫畫迷呢！ 

  說真的，看推理小說比看電視或漫畫更加有趣和吸引，不知道同學有否看過其他偵探

推理小說? 《神探伽俐略》電視片集其實就是改編自東野圭吾的同名小說。另一日本推理小

說名家伊坂幸太郎的《死神的精確度》就改編為電影《甜言蜜雨》(金城武主演)，即將在本

港上映，喜歡看推理小說的同學應不會錯過。說起推理偵探小說，可不得不提柯南道爾的

《福爾摩斯探案》系列。《名偵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剛昌，其實就是用了柯南道爾的前半

部來為他的主角命名，漫畫內還有很多向《福爾摩斯探案》致敬的片段和細節。說起來，

我第一次接觸《福爾摩斯探案》是在唸中一時讀的英語讀本《A Study in Scarlet》，相信我

校的圖書館也有這本書，同學不妨可借來看看。柯南道爾之後有「謀殺女王」 (The Queen of 

Murder) 之稱的阿嘉莎 姬斯蒂 (Agatha Christie)，其《東方快車謀殺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已成偵探小說的經典，並曾多次改編為電影。日本方面，則首推松本清張，松本

以短篇小說著名，改編為電影的，有電視劇《霧之旗》和由港人熟悉的丹波哲郎主演的《砂

之器》。老實說，伊坂和東野對我來說是新生事物，但松本清張可曾伴我渡過多個無眠的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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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神探伽俐略》說起 

  小說和電視中的情節，往往天馬行空，想像力豐富，但看來都真有可能，且推理層層相扣，又有科學理論根據。

不過，推理歸推理，事實歸事實，小說的科學推理在真實世界是否可行，同學可要請教學校的老師了。要不在實驗室

印證一下也可以，只要不搞炸藥爆炸、毒氣、輻射，我想我校老師或會滿足同學的求知慾的。 

 

  真正的罪案調查，推理和科學鑑證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有『中國神探』

之稱的李昌鈺貢獻良多。李昌鈺不但是世界知名的刑事鑑證專家（陳水扁鎗擊案

也有邀請他協助調查），也是一名科學家和教授，擁有紐約大學生化學博士學位。

李口述的《神探李昌鈺破案實錄》（灣仔天地圖書有售，所述案件均如假包換），

所有喜歡看《ＣＳ I》系列片集的同學都不容錯過。 

 

  我最近和圖書館主任梁美儀老師商議，定期在學校圖書館內設專架，展出

各類不同主題書籍作專門推介，「頭炮」將會是推理和偵探小說大展，各同學

請密切留意展出日期。 

 

後記：伽俐略是誰大家還記得吧? 

（伽俐略－義大利 比薩人，偉大的物理學家和天文學家，最先使用望遠鏡觀測

天體來支持哥白尼的 「日心說」。著名的 「鉛球與羽毛落地實驗」 也是他提

出的。） 

李國佳校長 

圖中的羽毛與鉛球同時由高點落下， 

那一樣會先著地呢？ 

2008-2009年度學生資助事宜 
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校 務 消 息 

發放津貼日期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安排以自動轉帳方式，於 2008 年

10 月 15 至 17 日期間發放書簿津貼予 9 月 18 日或以前已

遞交資格證明書及 2008 年 11 月 21 至 25 日期間發放書簿

津貼和車船津貼予 10 月 24 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

之所屬申請人的銀行戶口內。銀行存摺所顯示過帳代號

一般為“TXB GR”（學校書簿津貼）和“STA”（學生車

船津貼） 。 

 
2008/09 年度各級書簿津貼額詳列如下： 
班級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中一至中三 2,780.- 1,390.- 
中四 3,062.- 1,531.- 
中五 1,786.- 893.- 
中六 2,226.- 1,113.- 
中七 1,020.- 510.- 

  2008 年 10 月 24 日或以後才將資格證明書交回的學

生需等候下一次書簿津貼和車船津貼發放，而下一次過

帳日期暫定為 12 月底。 

注意： 1. 如申請人於 2008 年 11 月 1 日或以後才遞交

2008/09 年度資格評估申請及能成功通過入息

審查的申請人，該類申請人將不會獲發學校書

簿津貼，申請學生車船津貼（如適用）會由批核

日期起生效。 

 2. 如申請人在遞交資格證明書後需增加／更改已

申請的資助計劃，他們須於遞交資格證明書給

學校後的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連同合理解釋

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逾期申請者，概不受

理。 

 3. 如學生／申請人欲查詢學生資助申請或書簿津

貼發放事宜，可致電 8226-7067 與學生資助辦事

處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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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校 務 消 息 
   

新 任 老 師 教 學 助 理 

教師發展日 

東區中學巡禮 

申請日期： 2009年 1月 2日(星期五) 至 1月 19 日(星期一) 
自行分配學位數目： 46 個 
派發及收回申請表格時間： 

星期一至五 8:30a.m. - 12:00noon 
 1:00p.m. - 4:30p.m. 

星期六 9:00a.m. - 11:30a.m. 
  申請人可於上述日期及時間內向本校校務處索取

及交回申請表格，申請表格亦可於學校網頁下載。 
學校網址： http://clementi.edu.hk 

  本學年共有十一位新老師到任，包括鄺錦棠老師(中史科)、吳美玲老師

(地理科)、趙霖光老師(體育科)、陳日新老師(經濟科)、Mr. Marc Trottier  

(英文科)、何思敏老師(英文科)、徐李平老師(數學科)、周燦強老師(科學科)、
李淑芳老師(經濟科)、貝子儀老師(英文科)和黃筠玲老師(英文科)。 

  本校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六）參加了由東區學校聯絡委員會主辦、聖公會柴灣聖米迦勒小學協辦的東區升中

選校巡禮，藉設置攤位和展板，並由本校老師、家長和學生，介紹學校的情況，例如學校課程、學與教的推行和校園

生活等，讓小學學生和家長加深對學校的瞭解，作好選校的準備。 

  本學年度學校利用教育局的撥款，

聘請一位教學助理，支援教學和行政工

作，協助教師準備新高中課程和推行各

項與課改有關的工作。 

學校管理委員會 

  二零零八至二零零九年度學校管理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主席： 關兆錦博士－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委員： 李國佳先生－金文泰中學校長 

 潘秉嫻女士－金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代表 

 張若蝶女士－金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代表 

 顏才績博士－金文泰中學校友會主席 

 梁金池女士－金文泰中學校友會代表 

 區錦源律師－社會人士(資深執業律師) 

 羅富昌先生－社會人士(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副會長) 

 施美芳女士－金文泰中學教師代表 

 黃炳耀先生－金文泰中學教師代表 

  本年度第一次學校管理委員會會議已於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假本校舉行，議程包括公開考試成績

報告、新高中課程準備情況、學校管理委員會秘書及司庫就

選舉和財務事宜報告等。 

  本校教師於十二月三日（星期三）上午到大埔香港教育學院，出席由世界課堂研究學會主辦，香港教育學院協辦

的國際研討會 2008，主題是「從教到學」，教師參加由 Dr Makoto Yoshida 主講的 “Rec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Lesson Studies” 講座，並列席不同學者於不同學科進行課堂研究的分享會，獲益良多。下午則到香港中文大學，分組討

論學校未來發展計劃。 

二零零八至二零零九年度學校管理委員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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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優化教學協作計劃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為提升學生閱讀能力、推廣課外閱讀風氣，中文科於

本學年度推出下列計劃： 

  中文課外閱讀計劃：中一至中四級全年閱讀指定書籍

十一本，中五級全年閱讀指定書籍十本，預科學生兩年閱讀

課外書五本。各級配合指定書籍，舉行多元化的閱讀活動及

設計富趣味性的閱讀習作，以配合指定閱讀書籍計劃。 

  中文科利用閱讀課開展中文廣泛閱讀計劃，並設計

專題課程，幫助同學掌握閱讀策略，善用中一級閱讀課。 

  舉行校內閱讀報告比賽，並選拔優秀作品參加校外

閱讀報告比賽。 

  參加網上閱讀計劃，如閱讀城的閱讀約章、啟思出版

社的愛閱讀網，鼓勵學生善用資訊科技學習，養成網上閱

讀的良好習慣。 

  參加康樂及文化事務局及校外機構主辦的閱讀活動，

如作家經驗分享講座、青少年讀書會、閱讀約章等，擴闊

學生視野。 

  參加高中校本評核活動，要求高中同學閱讀自選書

籍，深入理解，提出個人之見，撰寫閱讀文字報告，作為

校本評核的呈分依據。 

  本校的校本「提升英語水平計劃」已踏入第三個學年，有多項活動在初中級推行，如中一英語班、中二英語訪問

活動、中三英語日營等，也有全校性的英語週，目的為提升學生的聆聽及說話能力。 

  「世界數學測試」由英國政府教育及技能部於 2001 年
推出，用以評核及培育高小及初中資優學童的數學及解難

能力。有關測試亦在網上設立平台，提供互動的數學練習
「每日一數」及其他相關教材。「世界數學測試」的題目
內容由英國著名大學教授設計，強調挑戰性及趣味性，訓

練同學解決問題的技巧。 

  香港科技大學於 2008 年 2 月成立世界數學測試亞洲中

心，並分別於每年 4 月及 11 月舉行測試，是項測試分 8-11
歲及 12-14 歲兩個年齡組別。本校已安排二十位同學參加是

項測試，藉此培養及訓練個人的邏輯思維，提升高層次的思

維能力。  

推廣閱讀活動 

「粵劇小豆苗」計劃 

  本年度中文科繼續參加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主辦的融合中國語文科新高中課程及評估計劃----「粵劇小豆苗」，

目標旨在結合新高中中國語文科的課程，提高學生鑑賞文學作品的

能力，並引導學生認識、欣賞、尊重粵劇文化。計劃於十二月舉行《紫

釵記》導賞講座及粵劇欣賞，並由中文老師指導中四級學生研習《紫

釵記》劇本；一月舉行「送戲到校園」粵劇欣賞，三月舉行粵劇表演

藝術工作坊，並參觀香港文化博物館「戲台上下」展覽及實地考察神

功戲，五月舉行聯校學習成果匯報。 

  數學科在本學年度參加中文大學的「優化

教學協作計劃」（PILT）。該計劃的試點班級為

中一級，教學內容為「百分法」。中文大學與學

校夥伴協作中心的教授及講師將定期到校，與

本校教師共同協作，利用「優化課堂學與教核心

元素」為原則、並透過「4P －問、想、做、評」

設計教學方法，藉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建立不

斷反思及檢視的文化，追求持續進步。 

世界數學測試 

「讀出豐盛人生」計劃 

說話能力訓練 

  為鼓勵同學從閱讀中學習，本學年度繼續推行「讀出

豐盛人生」計劃。計劃內容是在每天早上設早讀課，高年

級同學利用其時閱讀中、英文報章的新聞版或課外書籍，

初中級同學則按「學科閱讀周」時間表閱讀不同學科的書

籍，然後撰寫閱讀心得，藉此增進語文能力及學科知識。 

  此計劃得到家長教師會大力支持，每天均有家長到校

陪伴學生一起閱讀，促進同學、家長與及老師間的關係。

歡迎各位家長加入親子閱讀行列，詳情請與家長教師會張

若蝶女士聯絡。 

  為配合語文科考試模式，考核學生說話能力，學校安排中五至中七級的同學於每天早上進行英語小組討論及加強

中三級同學中、英文說話訓練。另在星期二及星期四早上的集會，讓同學分享學習心得，藉此訓練同學演說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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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大使計劃 

學校統一測驗（中一至中三級）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教 務 消 息 

  為促進學習與評估，學校於上、下學期均舉行中一至中三級的統一測驗，科目包括中文、英文、數學、科學和人

文科(歷史及地理)。上學期統測於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至星期五)舉行，下學期則於四月十五至四月二

十一日(星期三至星期二)舉行。統測後學校會派發成績通知書，讓同學能及時作出檢討和反省，改良學習方法，擬定學

習計劃，使學業成績更進一步。  

  此計劃是在中六級的學生中，挑選於香港會考中

考獲 A 級的同學，擔任學術大使。本學年度共有 32 位

同學獲得此項殊榮。他們會以各人的專長，協助學校推

行各種不同的學術活動，與低年級同學組成學習小組，

分享學習心得，解決同學的學習疑難。各學術大使亦可

藉著教學相長的機會，自我增值及促進人際闗係。 

  為擴闊學習領域，進行全方位學習，本校會舉辦一連串課

後／課外活動，藉此加強課堂學習的效果，部份活動成本較高或

與校外機構合辦，所以要收取部份費用。貴家長如有經濟困難，

可為子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一經批核將豁免全部或部

分費用。本學年度學員名單雖已於十月底批出，各家長若有特殊

情況仍可申請。詳情請與黃炳耀老師或鄧笑琴老師聯絡。 

探訪及交流活動 

大衛金文泰爵士訪校 
  前港督金文泰爵士的孫兒大衛金文泰爵士一向與本

校保持緊密的聯繫，早前更慷慨捐款設立金文泰爵士獎學

金及保誠獎學金。大衛金文泰爵士最近到訪本校，除瞭解

學校近來的發展外，更與五位得獎同學閒話家常，大衛金

文泰爵士提醒同學要具備良好英語能力及國際視野，以在

全球化環境下保持競爭力。 
 
韓國蔚山情報通訊高等學校 
  韓國蔚山情報通訊高等學校於本年初與本校結為姊

妹學校，在暑假 7 月 17 日至 21 日（星期四至星期一）期

間本校８名學生在李瑞華副校長及黃智文老師帶領下到

該校交流，而韓國蔚山情報通訊高等學校李賢馥副校長、

俞柄得老師及金有美老師連同10名學生則於11月20日至

24 日(星期五至星期一)回訪本校，除學術交流外，兩地學

生以寄住在學生家庭的形式，體驗不同的生活及文化特

色，彼此獲益良多。 
 
 
 
 
 
 
 
 
 
 
 
 

領袖海外訓練活動 
  六文班林君宜同學及六忠班李欣禧同學在 9 月 6 日至

14 日到美國首都華盛頓，參加由「People To People」主辦

的領袖訓練計劃。期間他們與美國及其他國家同學，到訪不

同的博物館，古蹟及紀念碑，參加講座及討論活動。透過這

些活動，兩人不但對西方文化有更深入的認識，其領袖技巧

及解難能力也得以提升。 
 
國際青年交流計劃 
  七文班崔美薇同學於七月暑假期間參加由民政事務局

主辦的「國際青年交流計劃」，與本港及來自美國及澳洲共

三十多名學生前往英國利物浦作親善訪問。他們分別寄住

不同的英國家庭，又前往參觀學校、農場、博物館及各名勝

古蹟，除進一步瞭解英國文化外，也擴闊同學之視野。 
 
英國帝國學院數學課程 
  四忠班吳子程同學參加英國政府教育部舉辦的「世界

數學測試精英邀請賽」勇奪金獎，獲頒英國帝國學院獎學

金，修讀「資優青少年暑期數學課程」。（註：英國帝國學

院 Imperial College 為全英國排名第三的大學，地位僅次於

牛津大學、劍橋大學） 
  吳子程同學在該學院學習了多個數學及科學主題的課

程，如：二進數與計算機運算，幾何結構和動力系統等等。 
 
周年畢業頒獎禮 
  本校周年畢業頒獎禮已於 11月 5日(星期三)圓滿舉行。

當日由主禮嘉賓前任學校管理委員會委員尹德勝 BBS太平

紳士，頒發中五及中七級畢業證書，並於典禮上致辭，鼓勵

同學努力向上，回饋母校。 韓國蔚山情報通訊高等學校學生在歡迎會上表演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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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消息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班長名單 

訓育講座 
  訓育組在九月份舉辦了四個講座，由訓導主任馮玉珍

老師及梁偉興老師主講，內容包括向同學解釋校規及提醒

同學應關注的事項。 

日期  對象  地點 

2-9-2008 中一級 綜合活動中心 

4-9-2008 中二級 綜合活動中心 

22-9-2008 中三級 綜合活動中心 

8-9-2008 中四級 綜合活動中心 

3-9-2008 各級插班生 數學資源室 

 
班長及學長工作簡介會 
  訓育組分別於九月五日及十八日為新學長及班長舉
辦兩個工作簡介會，解釋他們的工作事項。本學年學長及
首席學長經各班主任及老師提名下已順利選出，共一百一

十二位。首席學長分別為龔書林（六忠）及林君宜（六文）。
本學年增選十二名中二級學長，協助學長會工作，並使初
中生有更多機會參與學長的工作。 

校服檢查 
  訓育組老師與學長於九月、十月、十一月共進行了三

次全校性的校服檢查，以協助同學保持校服的整潔，大部

分同學都能達到學校的要求，部分校服及儀容不符學校規

定的同學，經勸諭及輔導後，已有所改善。 

 
模範班比賽 
  本學年的模範班比賽已於十月十三日開始，每星期計

算成績一次。 
 
早上集會及火警演習 
  學校於本學年每逢星期二(中一及中二)及星期四(中
三、中四及中六)舉行早會，由訓育組、學術促進委員會

及生命教育組主辦，透過各組別的老師及學生輪流分享，

加強同學的紀律訓練及品德教育的培養，經過多次集會

的訓練，各級同學已熟習早會的舉行時間、地點及程序。 
  此外，訓育組亦在十月舉辦了火警演習，令同學清楚

瞭解走火路線及程序。 

首 席 學 長 ： 龔書林 (六忠) 林君宜 (六文)  
副首席學長 ： 李欣禧 (六忠) 朱燕珊 (六忠) 
二文 詹嘉煬 林瑞容 羅琦 施穎怡 邱凱馨 
二行 蔡穎峰 鄭逸敏 何惠賢 鄺韻寧 
二忠 陳奕彤 
二信 葉衍慈 李敏敏 
三文 陳顥泓 鄭悅翹 蔣淑婷 范曉欣 馮樂賢 金玉賢 
 郭思齊 鄺藹斯 留蓉蓉 李風清 林曉珊 麥高倫 
 徐曉茵 
三行 陳琳 陳慧騫 陳潤田 蔡欣潼 吳樂羲 呂嘉敏 
 苗奕晗 鄔俊輝 
三忠 李翠玉 李可盈 戴鈺凝 
三信 郭柏宏 
四文 林頌堯 林鴻鎔 黃曦欣 
四行 陳嘉裕 卓家捷 關中豪 劉芷雅 

四忠 卓宇玲 蔡嘉龍 范樂兒 馮月瑩 沈庭因 施晴馨 

 鄧靜儀 胡展僑 

四信 陳嘉慧 鄭鍩瑜 鄭穎忻 朱嘉均 朱梓泓 霍映童 

 林昆明 李卓弘 盧美霖 呂卓諾 綦凱文 黃詠恩 

 饒國濤 

六文 蔣俊傑 蔡曉珊 鄒妙妍 傅鴻圖 郭紫珊 林智南 

 林君宜 梁秀婷 伍秋萍 冼黛聖 蘇少芳 蔡秋瑩 

 溫凱勤 王康霖 楊珊渝 

六行 陳曉彤 陳培恩 陳耀霆 張天敏 周怡敏 李碧君 

 梁裕峰 李清微 吳妮莎 黃嘉俊 葉敏蕊 姚靜雯 

六忠 陳瀚凱 陳天恩 陳逸軒 張嘉莉 莊朝煜 周偉倫 

 朱燕珊 何焯軒 何家豪 柯俊森 龔書林 黎仲熙 

 賴燕琪 林啓淦 李欣禧 麥錦華 梅懌君 藍裕鈞 

 譚綺嫻 王志中 

班別 班長 副班長 

一文 梁樂彤 凌健珊 黃冠穎 黃子安 
一行 郭陽煜 劉欣怡 陳紀元 馮志軒 
一忠 楊浩賢 梁禮行 李卓堯 胡曉君 
一信 蕭汝晴 余頌銘 林浩深 吳海琳 
二文 黃子聰 林瑞容 邱凱馨 崔家偉 
二行 鄺韻寧 林正康 梁培粵 石琬琛 
二忠 陳雅麗 王婉慧 陳奕彤 伍鎮添 
二信 葉衍慈 羅振軒 李敏敏 余泰殷 
三文 麥高倫 徐曉茵 陳顥泓 馮樂賢 
三行 陳慧騫 鄔俊輝 黃珮瑜 張宇軒 
三忠 韓志豪 黃寶玲 李進傑 謝稀雯 
三信 郭柏宏 李丹彤 吳嘉敏 岑俊霖 
四文 林頌堯 梁倩 吳皓然 黃曦欣 

班別 班長 副班長 

四行 陳疇而 傅仰毅 謝文雅 張嘉欣 
四忠 辜煒楠 林婉琪 胡宇軒 章潔詩 
四信 陳嘉慧 張詠芝 綦凱文 饒國濤 
五文 邱淋萌 耿增杰 曾婉婷 黃耀祖 
五行 曾威杰 羅穎琳 鄭皓東 游韻君 
五忠 梁永星 李思婷 楊兆錡 鄺麗揚 
五信 朱曜泉 鍾尚敏 王詩豪 阮筠宜 
六文 林君宜 林智南 郭紫珊 王康霖 
六行 李碧君 史麗羚 羅嘉俊 蔡嘉豪 
六忠 藍裕鈞 梅懌君 王志中 陳逸軒 
七文 張慕儀 許永健 林忻純 麥啟華 
七行 吳宴寧 楊珮施 劉亦軒 李德華 
七忠 凌浩德 勞淑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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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消息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六級 中七級 

陳詩韻 黎德貞 陳志成 陳木財 蔡錦濤 楊雅姬 楊雅姬 

李銘賢 李浩賢 徐李平 胡慧雯 劉又薇 黃智文 黃智文 

本學年度各級輔導組老師名單 

 
 
 
 
 
 
 
  本校社工為香港家庭福利會文美寶姑娘，其駐校日期

為星期一、三、四及五，辦事處電話為 25495106 
 
中五級放榜輔導講座 
  本校中六級收生組及學術促進委員會聯同輔導組於八

月二日上午十時，假學生綜合活動中心為應屆中五級畢業

同學及家長舉行中五級會考放榜輔導講座。招家華老師介

紹中六級收生程序及介紹本校預科課程，升學及就業輔導

組介紹升讀預科以外的出路及放榜前的準備，並即場派發

《中五學生升學輔導手冊》、《中五學生擇業手冊》及《中

五放榜手冊 2008》等資料，指導同學參考資料，籌謀升學

路徑。本校社工主講疏導情緒壓力之道，而香港青年協會社

工則介紹放榜輔導支援服務，出席的同學及家長反應熱烈，

踴躍提問，為八月四日的放榜日作好充份的準備。 
 

「共創成長路」賽馬會青少年培育計劃 
  香港家庭福利會張姑娘及何姑娘於八月廿九日上午九

時，到校主持「共創成長路」開幕禮及活動日，簡介「共創

成長路」賽馬會青少年培育計劃的背景、目標、課程重點及

活動模式，而羅李瑞華副校長則介紹思考方法。下午開幕儀

式後，中一新生分班在紙上寫下對自己的期望，輔導組收集

學生的期望後，轉交班主任。透過活動加深同學對抗逆力的

瞭解和認識，學習與人相處，友愛尊重之道，進而在學校建

立平等愉快的人際關係。最後中一級學生完成英語延展測

驗後，全日活動圓滿結束。此外，中一級家長講座已於十月

二十四日舉行，開幕禮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假本校禮堂舉行，

宿營則安排於十二月六日進行，而中二級開幕禮於十二月

十二日假本校禮堂舉行。 
 
中一級迎新日 
  輔導組於八月三十日舉辦中一級迎新日，以加深中一

級家長對學校的認識，協助新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是次活

動家長出席人數為 188 人，學生出席人數為 158 人，家長出

席率達 99.4%，情況令人滿意。當日除李國佳校長致歡迎詞

外，家長教師會主席畢國偉先生亦鼓勵中一級家長積極參

與學校及家教會的活動。

家長於座談會時間，踴躍

提問。中一級班主任、家

教會成員均耐心解答問

題，消除家長的疑慮，藉

此建立學校與家長的溝

通橋樑，加強校方與家長

的聯繫。社工文美寶姑娘

亦與中一級新生及家長

們傾談，鼓勵他們主動接

觸社工，建立溝通渠道及

良好關係。 

各級新生迎新活動 
  中二至中四級及中六級迎新活動於九月及十月期間

舉行四次適應小組聚會，向新同學介紹學校情況，分享校

園生活感受，幫助同學盡快適應校園生活，並鼓勵新生遇

到問題時要主動接觸輔導老師和學校社工。預科輔導老

師會跟進中六級學習能力稍遜的新生，協助其盡快適應

預科的學習生活。  
 

朋輩輔導計劃 
  為了發揚朋輩互助精神，鼓勵高年級的學兄學姐掌

握人際關係的技巧，提高自信，助人自助，輔導組挑選了

四位同學擔任輔導長，本年度首席輔導長是六忠班李嘉

雯同學及六文班傅鴻圖同學，其他四位輔導長是六文班

王康霖同學、黃麗婷同學、馮嘉欣同學及馮嘉琪同學，他

們在胡慧雯老師及文美寶姑娘的指導下，帶領輔導員開

展朋輩輔導計劃，以小組活動形式進行輔導，協助中一、

二級同學面對成長的困難，分享成長的喜樂。同學亦會分

組由黎德貞老師、李浩賢老師及陳木財老師帶領活動。全

體輔導長及輔導員已在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六日分別參

加了人際技巧工作坊及歷奇訓練營，為輔導員提供人際

關係技巧訓練，透過理論分析、個案討論、角色扮演等環

節，深化學員對有關技巧的掌握，為學弟學妹提供情緒輔

導服務，助其面對成長的困難及解決情緒問題。 

 

校園領袖培訓計劃 
  輔導組、訓育組及課外活動組共同舉辦了兩次校園

領袖培訓計劃，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北角樂 TEEN 會社工

也分別在八月及十月為兩班學員舉辦了兩次領袖素質工

作坊，透過遊戲、活動及比賽，引導學長、輔導員及學會

幹事探討領袖須具備的素質，強調自信心與自我正面期

許的重要性、團隊協作及隊工建立的必要性。輔導組亦分

別在八月及十月假學校舉行了兩次領袖歷奇訓練營，藉

高難度的歷奇活動提高學員自信心，提升其解難、協作的

能力，從而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並鼓勵學員勇於面對

逆境，戰勝困難，發展個人潛能，為未來一年擔任本校學

生領袖作好準備。 

 

時間及壓力管理講座 
  輔導組於十一月十七日邀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北角

樂 TEEN 會社工到校為中六級同學舉辦時間及壓力管理

講座，介紹壓力的成因、壓力正面的成效及負面的影響，

並教導如何管理及善用時間。講座中社工還介紹多種減

壓之道，幫助同學更有信心迎接公開考試。 
 
「預防打機成癮」學生講座 
  輔導組於九月三日班主任課堂邀請循道衛理中心----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年服務社工為中一級同學舉辦健康上

網講座。社工分析學生沉迷網絡的成因、影響，又介紹預

防沉迷網絡及健康使用網絡的方法，幫助同學善用資訊

科技。 中一迎新日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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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   

開學及國慶升旗禮 
  新學年開學首天，國民教育組在操場安排升國旗禮，

由生命教育組陳慧芬老師主持。全校師生齊集操場，在雄

壯國歌樂曲播放下，升旗隊九名升旗手，緩緩把國旗、區

旗及校旗升掛。升國旗禮完畢後，全體師生隨即到禮堂參

加新學年的開學典禮。 

 

「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迎新會 
  為歡迎加入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行列的同學，公民

及品德教育組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午膳時舉行「公

民及品德教育大使」迎新會。大會首先由生命教育組總負

責老師陳慧芬老師致歡迎辭，接著各負責老師預告全年

校內外的活動概況，鼓勵同學積極參與，多關心社會國家

事務，履行公民的責任，提升個人的品格素質。同學在輕

鬆的氣氛下，互相交談，增加彼此的認識。 

 

「楊鐵樑與你談西方社交禮儀」課程 
  三位中六行班的公民大使王曉青、周怡敏及李碧君

同學，獲校方推薦資助，參加由香港青年協會舉辦的「楊

鐵樑與你談西方社交禮儀」課程，為期兩個月(十月、十一

月)共六課。楊鐵樑爵士為前首席大法官及行政會會議成

員，不僅擁有豐富的法律專業知識，深厚的語言造詣，更

適曉中西文化，知識淵博，此課程包括「宴 會 禮 儀」、

「飲 食 禮 儀」、「社 交 談 話 禮 儀」、「衣 著 禮 儀」

「工 作 上 的 禮 儀」等，同學能有幸受教於楊爵士，獲益

匪淺。  

 

「第九屆《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通識科及公民教育組分別在十月，十一月選派同學

參加了由「香港青年協進會」舉辦的「認識祖國、認識香

港」及由中山大學法律學系香港同學會主辦的「第九屆

《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藉此加深同學對中國、香港

及《基本法》的認識。本校同學在芸芸眾多參賽學校中，

在第一個比賽脫顈而出，順利進入第二個階段的複賽，複

賽於十二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理大香港

專上學院（西九龍校園）舉行。四位於初賽表現出色的同

學包括蔡松霖（七行）、謝佳穎（七文）、郭家明（七文）

及陳嘉璐（七文）代表本校出賽，歡迎同學屆時到場觀賽，

詳情可向李愛雲老師查詢。 

Roundtable Community 
  中六級四位選修通識科同學，胡鎇、葉敏蕊、羅嘉俊

及萬子豪同學參加了為期半年的「Roundtable Commu-
nity」，整個計劃共有 10 個工作坊，包括 10 個主題：商

務、經濟發展及財經事務、發展、教育、環境、政制及內

地事務、食物及衛生、政制事務、勞工及福利、傳播媒體、

運輸及房屋。同學透過深入討論各課題，可藉此學習多角

度的分析和思考能力。 

 

新一代公民大使培育及推廣計劃 2008 
  中六級馮嘉琪、馮嘉欣、蔡秋瑩及袁佩珊同學，於二

零零八年九月至明年一月期間，參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

協會」舉辦的「新一代公民大使培育及推廣計劃 2008」。

同學除了參與兩日一夜的訓練營外，還參加「中國改革 30
年」講座、「中美日外交講座」，另參觀「基本法」圖書

館，進一步認識《基本法》。最後同學要籌辦「模擬選舉

論壇」製作展板，於下學期向全校同學推廣公民教育。  

 
第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本校公民教育組及通識教育科携手參加學友社主辦

的「第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一系列的活動。

首先中六級王曉青同學及周怡敏同學參加一整天的「千編

細選日營」學習如何選出具代表性的世界及中國新聞，以

及籌劃在全校進行選舉。其次由十一位中六級修讀通識教

育科的同學，挑選及撰寫三十則總選新聞及十則「中國篇」

新聞，擬定新聞標題供同學投票。公民教育組希望藉這一

系列活動，喚醒同學關注國家及世界大事。 

 

壁報裝飾比賽 

  生命教育組與美術學會於九月十日至十月十日期間，舉

辦 2008-2009 年上學期壁報裝飾比賽，各級成績如下： 

級別 題目名稱 
一忠 一信 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二信 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三行 香港弱勢社群 
四行 香港弱勢社群 
五行 香港弱勢社群 
六文 國民教育 
七忠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組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組於九月二十九日和十月六日中三至中七

級班主任課堂，在學校禮堂分別播放有關我國自改革開

放以來的重大變遷及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影片。透過「改

革」的影片，向學生介紹我國三十年來改革的成就，另

又透過大地震的影片探究地震損害與人為的關係，讓學

生有機會從多角度關心祖國的發展。 

「古蹟考察領先鋒」訓練課程 

  國民教育組於十二月七日至十二月十四日推薦中四

級三名同學參加由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古蹟考察領先

鋒」訓練課程，冀同學學成後能成為國民教育的推廣領袖，

於學校及社會肩負推動國民教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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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健康教育組 

「壓力管理」班主任課 
  性及健康教育組於九月三日（星期一），為中五及中

七級同學舉辦了「壓力管理」課。透過心理測驗及互動的

形式讓同學認識壓力的來源，並且詳細講解壓力對生理及

心理構成的影響，更引導同學探討有關面對壓力時舒緩的

方法。活動舉行期間，同學表現積極及投入。 
 
「認識性騷擾」講座 
  性及健康教育組於九月四日（星期二）邀請駐校社工

文美寶姑娘為中一級同學舉辦以「認識性騷擾」為題的講

座。是次講座使同學充分認識何謂「性騷擾」，並學會與

人相處時應有的謹慎態度和行為，以及如何保護自己。 

「『性』在有愛」工作坊 

  性及健康教育組於九月八日（星期一）邀請衛生署青少

年健康服務計劃組為中三級同學舉辦了「性在有愛」工作

坊，讓同學認識性與愛的關係，藉此培養同學正確的價值

觀。 
 

「寧缺勿濫」工作坊 

  性及健康教育組於十月二十日（星期一）邀請衛生署青少

年健康服務計劃組為中四級同學舉辦了「寧缺勿濫」工作坊，

讓同學瞭解性病擴散的嚴重性及認識性濫交所帶來的後果。 

禮貌大使選舉 

  品德教育組透過「禮貌大使選舉」活動，讓同學明

白個人禮貌的意義及重要性。得獎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一文 洪偲惠 凌健珊 

一行 馮偉健 姚詩敏 

一忠 居芷慧 林清敏 

一信 陳培軒 莊慧欣 

二文 莫穎欣 潘倩婷 

二行 蔡穎峰 林恩 

二忠 倪際輝 邱浚皓 

二信 周韞華 郭俊亨 

三文 鄭悅翹 孫建欽 

三行 王頌賢 蔡欣潼 

三忠 戴鈺凝 俞菁妍 

三信 鄭朗恆 郭柏宏 

四文 陳奕翀 李崇偉 

四行 鄭凱文 卓家捷 

班別 姓名 

四忠 陳俊希 劉家樂 

四信 張詠芝 林昆明 

五文 陳潔明 陳潔明 

五行 顧瑩珺 吳鳳美 

五忠 韓毓珊 梁永星 

五信 陳韋逞 朱曜泉 

六文 麥嘉倫 溫凱勤 

六行 蕭展鵬 姚靜雯 

六忠 朱燕珊 王顯淇 

七文 謝佳穎 黃銘莉 

七行 闕冬玲 賴俊輝 

七忠 凌浩德 勞淑儀 
 

「和諧家庭」活動 

  品德教育組與學校社工為中三至中七級同學合辦兩次

「和諧家庭」活動。透過活動，同學從中學習一個和諧和

健康的家庭能讓他們建立一個正面及積極的人生觀。 

品德教育組 

「節約能源約章 2008─適當室內溫度」 
  本校於本學年度繼續參與「節約能源約章 2008」計

劃，希望各老師及同學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上實踐節約能

源，以配合「須用則用，可省則省」的原則。為響應此計

劃，環境教育組在學期初已請各班班主任選出兩位環保

大使專責班中的清潔、廢紙回收及節約能源等工作。其他

同學當然也須盡一個良好公民的責任協助班中的環保大

使執行有關工作，希望籍此可提高各同學的環保意識。 
 
中秋月餅罐回收 
  環境教育組於九月份舉行中秋月餅罐回收活動。希

望透過是次活動提高同學的環保意識。  

綠化環境標語創作比賽 
  為提高同學節省資源及環保意識，以培養同學「綠化

環境、珍惜資源」的精神，環境教育組、中文科組及學生

會於十二月份合辦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結果容後公佈。 
 

廢物回收運動 
  為響應政府的廢物回收再造計劃，環境教育組和學生

會將推行廢物回收計劃，於新翼組合屋前之空地上放置三

個廢物回收箱，同學可將廢紙、鋁罐及塑料瓶子分門別類

放在適當的回收箱中。透過是項活動，希望教育同學珍惜

資源及愛護環境。 

環境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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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消息 

黃昏雅聚 
  家教會於九月二十六日(星期五)晚上六時至七時，舉

行「黃昏雅聚」－參觀校園活動，中一級家長們除參觀本

校的教學設施外，更可與中一級班主任傾談，瞭解其子女

在校的學習情況。 
 
迎接新高中講座 
  為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讓家長更深入瞭解學校

的發展路向及新高中學制，家教會於十月三日(星期五)晚
上七時至八時三十分假學校禮堂舉行「迎接新高中講座」，

由本校學校管理委員會主席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新高中

學制)關兆錦博士主講，詳細剖析新高中學制於明年九月

實施時應注意的事項，並為家長解答疑問。 
 
第二十六屆會員大會暨家長代表選舉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晚上六時三十分至十時，家教

會假學校禮堂舉行第二十六屆會員大會，當晚出席的嘉

賓、家長及師生約二百多人，並由家長投票，選出新一屆

幹事會委員及學校管理委員會家長代表。活動期間，大會

更預備自助晚餐、抽獎及學生文娛表演，會場洋溢歡樂的

氣氛。最後，經過大會點算選票後，新一屆幹事會委員及

學校管理委員會家長代表正式產生，名單如下： 

 主 席： 楊世文先生 

 副主席： 潘秉嫻女士 李國佳校長 

 司 庫： 張若蝶女士 

 稽 核： 黎碧紅女士 

 秘 書： 許裕民老師 

 委 員： 楊孝娥女士 鄭衛東先生 顏慧琴女士 

 傅芷芬女士 辛健勇先生 羅李瑞華副校長 

 戚堅鏗副校長 陳少玲老師 顧國豪老師 

 李國安老師 容健鴻老師 

 顧 問： 施純璞先生 鄧陳慧玲女士 畢國偉先生 

學校管理委員會家長代表：張若蝶女士 潘秉嫻女士 

 

黃昏雅聚聖誕樂 

  家教會於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六時三十分至九

時，在學校禮堂舉行「黃昏雅聚聖誕樂」，由香港青年協會

袁燕芳女士主持「親子溝通技巧」工作坊，家教會更安排了

自助餐及聯誼活動，家長及師生們歡度了一個愉快的晚上。 

資訊科技學習的課後支援 

  學校的多媒體學習室和圖書館，於每天午膳時間開放，並有專責教職員當值，以支援同學在課後使用資訊科

技學習，讓同學上網和使用電腦自學。多媒體學習室開放時間是星期二、四 、五下午 13:15 –下午 14:05。 

  此外，學校已為每位同學開設內聯網戶口及教育城戶口，除可讓同學進行網上學習和交流信息外，亦加強老

師與同學間之通訊。 

 

多媒體語言學習室設備提升 

  多媒體語言學習室設備全面更新，包括 42 部全新工作站(配以液晶體顯示器)、操作系統、侍服器及網絡設備。

每個工作站亦配備耳筒，方便同學使用多媒體學習軟件，整體配套的提升並配合多個學習軟件，為同學提供更佳的

語言學習環境。 

 
「2008 年優秀網站選舉」- 醒目上網問答遊戲 

  影視及娛樂事務署舉辦，「2008 年優秀網站選舉」- 醒目上網問答遊戲」以多項選擇題的方式進行，考驗參加

者對《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認識，同學可於 2008 年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4 日登入網站參加。網址如下： 

http://www.merit.gov.hk/chi/ps/ssqg_info.php 

資訊科技教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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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大學聯合招生報名辦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老師於九月廿二日(星期一)為中七級同學舉辦了「大學聯招網上報名」工作坊，負責老師為中

七級同學簡介聯招網上報名須知、報名細節及從報名至聯招放榜期間的各項重要日程和應注意事項，並且為同學即時

作網上登記。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各中七級班主任的協助下，已於十一月底順利完成「聯招」的報名程序，並將有關資料經互

聯網送交聯招辦事處。中七級同學如需更改課程選擇優先次序清單或個人資料，可於一月初至五月廿五日期間晚上十

一時五十九分前於聯招網頁更改便可。 
 
二零一零大學聯合招生辦法講座(一)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老師於九月四日(星期四)為中六級同學舉辦了「二零一零大學聯招講座(一) 」，簡介有關聯招

辦法、大學及個別學科入學基本要求及大學學位分配機制等事宜，冀使中六級同學初步認識大學聯合招生辦法，及各

大學或學科的特別收生要求，及早為聯招報名作好準備。 
 
『聯招』選科小組面談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底期間為中七級同學安排「聯招」選科小組面談活動及個人輔導，由陳彩

鳳老師、梁健正老師、李浩賢老師及楊雅姬老師負責，目的是個別與中七級同學討論課程選擇事宜，讓同學更瞭解有

關「聯招」選科策略、辦法及細節等，使同學能作出最適切的課程選擇。 
 
中五級學習生活及經驗分享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廿二日(星期一)假學校禮堂舉辦中五級同學經驗分享會，三十多名中六級同學應邀出

席，與中五級同學分享其讀書方法、會考應試心得、報讀中六選科時應注意事項及中五級畢業生的出路等問題，藉此

加深他們對放榜程序及中五畢業後出路的認識。期間，同學對活動內容極感興趣，討論氣氛熱烈。 
 
中五級畢業生出路講座 
  為使同學瞭解中五級畢業後的升學及職業訓練選擇，並及早為自已的前途定下清晰的目標，升學及就業輔導組梁

健正老師於九月八日為中五級同學舉辦『中五級畢業生出路』講座，內容包括簡介中五級畢業後各種出路、會考放榜

程序、會考成績與出路的關係，及中六選科須知等事宜。 
 
參觀各大學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校友的協助下，於九月下旬至十月下旬期間分別帶領同學參加科技大學開放日、中文大學、

香港理工大學及香港大學舉辦之預科生輔導日/諮詢日活動。同學反應非常踴躍，在就讀各院校校友的引路及介紹

下，他們對大學有關課程均加深了認識和瞭解。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升學講座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一月十日(星期一)舉辦「中五級畢業生課程簡介講座」，邀請職業訓練局專業教育顧問擔

任主講嘉賓。講座當天，講者為同學介紹該學院的入學資格、課程類別、院校設施、修畢課程後的進修途徑及就業情

況。另外，講者亦就該院校畢業生的前景和去向作深入的闡釋。 
 
中七級同學學習生活及經驗分享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一)邀請十多位就讀大學的校友，出席中七級同學經驗分享會，他們以小

組形式與同學分享應付高考的方法和心得、參加各院校面試須注意事項、聯招重新排序事宜，以及海外升學等經驗。

討論過程中，校友們樂意解答同學的提問，給予同學不少鼓勵和支持，而中七級同學對分享會亦表現積極及投入。 
 
中五級升學及就業工作坊 – 放榜後的出路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二月一日(星期一)舉行「中五級畢業生出路」工作坊。是項活動中，各中五級班主任透

過小組討論，令學生對中五級畢業後的出路有更全面的瞭解，他們也明白會考得分的計算方法，及中六級的收生程

序，相信同學於放榜後，能為自己的前途作出明智的抉擇。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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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為發揚同學「尊師重道」的精神和建立師生間的融洽

關係，學生會聯同家長教師會於九月十日(星期五)敬師日

前夕之早上在學校大堂向每位剛抵達校園的老師贈送別

緻的小禮物，並在大堂播放敬師歌曲，藉此表達家長及同

學對師長的敬意。 

 
第十六屆學生會選舉 

  第十六屆學生會選舉已於十月十六日(星期四)舉行。

本年度共有兩個內閣參選，包括「Bravo!」及「Unique」；

兩組候選內閣之成員在宣傳時各出奇謀，在答辯大會上

互相質詢，加深了同學對兩候選內閣政綱的瞭解，有助他

們選出真正能代表全體同學利益的新內閣。在十月十六

日投票當日，同學均踴躍投票，投票率超過九成九，結果

「Bravo!」以 476 票勝出，成為新一屆學生會。新內閣亦

於十月二十七日就職，準備應付新一年的挑戰！ 

第十五屆學生會幹事名單如下： 

 

主 席 ： 何家豪 (六忠) 

副主席(外務) ： 王志中 (六忠) 

副主席(內務) ： 陳天恩 (六忠) 

秘 書  ： 史麗羚 (六行) 

司 庫 ： 陳逸軒 (六忠) 

總 務 ：  林君 宜 (六文) 

康 樂 ： 袁佩珊 (六文)  

聯 絡 ： 王芷倫 (六忠) 

公 關 ： 鄒妙妍 (六文)  

美術總監 ： 張嘉莉 (六忠) 
 

 

 

 

 

 

 

 

 

 

 

 

 

雨傘暫借服務 

  為方便在雨天忘記攜帶雨傘的同學，學生會繼續為

同學推出了雨傘暫借服務。 

 

萬聖節活動 

  學生會於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及午飯時間舉行名為

“哈佬 hello Halloween”之活動，讓同學感受濃厚的節日

氣氛。當日學生會幹事穿上奇特的服裝於本校大堂歡迎

教師及同學回校，並設置攤位遊戲，同學的反應非常熱

烈。 

 

球類外借服務 

  為方便同學於午膳及放學後進行各類型的球類運

動，學生會繼續為同學提供球類外借服務，使同學在課

餘時間能夠鬆弛緊張的學習心情及鍛鍊強健的體魄。 

 

體育服裝外借服務 

  為使沒有攜帶體育服裝回校的同學能上體育課，學

生會為同學提供體育服裝及運動鞋外借服務，使同學能

於體育課學習各種運動技巧及舒展身心。 

 

平價文具售賣 

  為了讓同學可以購買價廉物美的文具，學生會提供

全年平價文具售賣服務，同學可於午膳及放學後到學生

會室(404 室) 選購。學生會亦將定期於學校大堂設置攤

位售賣文具，歡迎各位同學選購及查詢。 

 

中七級班際籃球比賽 

  學生會於十一月份舉行的中七級班際籃球比賽已

經圓滿結束。各班同學的球技都非常出色，令觀賽的同

學們大開眼界。經過多場高水準的競賽後，最終由七行

班奪冠。至於其他級別的班際籃球比賽將陸續舉行。 

 

 公益金便服日 

  為嚮應公益金籌款活動，本校將於今年十二月二十

四日（星期三）舉行「公益金聖誕便服日」，同學只須

在當日捐助善款，便可穿著便服回校上課。 校長、副校長及顧問老師與學生會幹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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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全國中小學生迎奧運作文大賽 

  本校同學在中文科老師指導下，參加第四屆全國中小

學生迎奧運作文大賽，比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

部、新華社及共青團聯合主辦，獲獎老師及學生名單如

下： 
 

 漢語高中組二等獎 指導教師二等獎 

崔美薇(七文) 林嘉敏(七忠) 陳慧芬老師 
蔡松霖(七行) 王美雪(五忠) 
梁耀云(五信) 
 
 漢語初中組二等獎 指導教師二等獎 
馮樂賢(三文) 張為 (三文) 陳少玲老師 
邱凱馨(二文) 蔡穎峰(二行) 
鄺韻寧(二行) 
 
《拓思》徵文活動 

  本校同學參加廉政公署主辦的《拓思》徵文活動，四

行班梁慧沁同學的文章獲選為中學組傑出作品，獲頒一百

元書券；七行班闕冬玲同學的文章獲選為優異作品，獲頒

紀念品一份，兩位同學的作品已上載廉署德育資源網，並

刊登於廉署德育期刊《拓思》第 55 期。 

 

北角區急救比賽 

  本校於 11 月 8 日（星期六）參加由香港紅十字會港島

總部舉行之北角區急救比賽，榮獲亞軍，名單如下： 

鍾詠嫻(六忠) 朱燕珊(六忠) 
陳暉 (三文) 李丹彤(三信) 
 

澳洲數學公開比賽 
  澳洲數學比賽由澳洲數學信託基金舉辦，是一項國際

性大型數學比賽，去年有五十萬來自世界 32 個地區的學

生參加。香港數理教育學會負責統籌香港區的比賽，本校

派出多名學生參加是項比賽，成績良好，其中吳子程同學

（四忠）達到全港 99 百分位，蔣淑婷同學（三文）達 97
百分位，阮筠宜同學（五信）達 93 百分位和陳頌光同學（五

忠）達 91 百分位，另外 6 名同學也超過 80 百分位。 

 

第二屆中國音樂國際比賽 
  六忠班陳天恩同學，於 2008 年 7 月參加由杭州師範大

學音樂學院、浙江省音樂家協會及神戶華僑總會主辦『第

二屆中國音樂國際比賽』，奪得業餘樂器組三等獎。 
 
第一屆學界音樂比賽 
  本校同學於 2008 年 11 月參加由「朗誦及音樂推廣協

會」舉辦「第一屆學界音樂比賽」，三信班葉哲康同學榮

獲小提琴六級組冠軍，一忠班梁禮行同學則獲得聲樂五級

組優良獎狀。 

「籃球戰術位置訓練課程 2008」馬拉松五人比賽 
  本校推薦了數位同學參加由康文署及籃球總會舉辦的

「籃球戰術位置訓練課程 2008」，接受為期半年的籃球基

礎訓練，藉此機會可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交流組隊，並於七月

的五人比賽中，獲得佳績，得獎同學如下： 
冠軍 陳一逹(二文) 
亞軍 董文彥(二行) 王世炎(四行) 
季軍 劉志杰 (三文) 
  
「2008 蕭明會長紀念盃滅罪籃球賽」 
  本校派出了乙組校隊成員參加由少年警訊舉辦的蕭明

會長紀念盃滅罪籃球賽 2008，取得殿軍的佳績，得獎同學

如下： 
莫浩 (三忠) 莊文豪(四信) 王世炎(四行) 耿增杰(五文)
張子豪(五忠) 鄧子韜(五忠) 何璋暉(五信) 蔡友邦(五信)
柯俊森(六忠) 張勇 (六忠) 
 
十五屆聯校藝聚 

  四信班吳宇陽同學參加「十五屆聯校藝聚」、「潮」插

畫比賽，榮獲優異獎 

 
香港青少年軍事夏令營 

  四文班黃曦欣同學參加由軍民同樂活動籌委會中國人

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德育關注組香港特別行政區教育局聯

合主辦之 2008 年「香港青少年軍事夏令營」訓練課程，並

接受香港電台訪問。 

 
2008 Space Settlement Design Contest – Reach For the Stars 
  4J Fan Lok Yee participated in “2008 Space Settlement 
Design Contest – Reach For the Stars＂ which was held by 
Foundation at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and has awarded 
First Place.  
 
中文書法學會 
  中文書法學會於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5 日期間舉行第十

三屆教協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賽)，經過評

判張榮輝校友細心的甄選後，結果如下： 
 初級組 高級組 
冠軍：鍾明晉(三行) 梁文彥(七文) 
亞軍：巫啟君(二忠) 辜煒楠(四忠) 
季軍：蔡穎峰(二行) 許幼清(四信) 

  以上獎項已於 11月 25日（初級組）及 11月 27日（高級組）

在早會上頒發。而上述同學將會代表本校參加校外比賽，與全港

友校代表再較高下。以上的得獎作品，已在學校大堂展出。 
  本會提名 10 位初中級及 4 位高中級同學參加由循道愛

華村服務中心主辦的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賽果有待

公佈。 



香港英詩創作比賽 

  本校二忠班何卓軒同學於本年六月

榮獲香港英詩創作比賽（中學組）「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s 
2007-2008」優異獎。此獎項經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轄下之資優教育組及外籍英語

教師組成之委員會共同評選。何同學在

父親何文禮先生陪同下出席頒獎典禮。

會後何先生詩興大發而賦詩一首。現刊登

何先生與何同學得獎佳作與大家共賞。 

 

 

 

 

 

In the Seasons   By Ho Cheuk Hin (2J)  
What is the season my father likes most? 
Autumn is the season he likes most. 
He wants to see the weather getting cold. 
But he doesn’t want a runny-nose! 
 
What is the season my mother likes most? 
Spring is the season she likes most. 
She can put on plenty of new clothes. 
All she wants is to look beautiful. 
 
What is the season my sister likes most? 
Summer is the season she likes most. 
Lots of birthday parties she has to go, 
Lots of ice-cream flavours she can choose. 
 
What is the season I likes most? 
Winter is the season I likes most. 
We can gather-round really close, 
Hot-pot is what we like most. 

Gratitude From Budding Poet’s Father 
Between the lines of words, 
Unleashing the songs of birds, 
Descending to the tips of turf, 
Deep into the forest they perch, 
In the air the sound lurches, 
Netting my poem in curt. 
Grateful for your effort that merged 
 
Parents’ joyfulness can be so luscious. 
Opining to become a student to pursue 
Excitement from a prize that may occur. 
Tastes of enlightenment often recurr 
Shining ideas to eliminate the blurs. 
 
Archery and music do not always concur, 
Writing is not that hard to procure. 
Admiring Kenny’s thoughts he inpoured, 
Recast the seasons to our family of four. 
Depicting the topic of nature’s font, 
Sharing the delights as a gift we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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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羽毛球團體賽 
  本校由陳繼焱校友帶領，馮慧儀老師、仇培良老師及

趙霖光老師聯同本校校隊成員組隊參加灣仔區議會文化及

康體事務委員屬下體育發展小組及灣仔羽毛球會合辦第八

屆國慶盃灣仔區「師生羽毛球團體賽」，獲得獎項名單如

下： 

初中組 男學生組  

冠軍 梁耀駿(三忠) 郭柏宏(三信) 陸寧晞(二文) 

 吳祺康(一忠) 梁皓輝(一信) 

 女學生組 

亞軍 徐曉茵(三文) 謝稀雯(三忠) 吳嘉敏(三信) 

 徐皓婷(二文) 羅凱君(二行) 

高中組 男學生組  

季軍 吳駿樺(七忠) 姚乙朗(七忠) 王志中(六忠) 

 蔡兆翔(五文) 曾俊揚(四忠) 

 女學生組 

亞軍 夏詩韻(六忠) 黃嘉端(五行) 張詠紅(五文) 

 楊芷恩(四忠) 葉紫櫻(一忠) 

 

南華會第四十四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本校五信班叢淦溢同學參加由南華會主辦之「南華

會第四十四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男童組(13-16 歲) 
66 公斤以上，榮獲季軍。 

 
深水埗區健兒迎奧運 2008 
  程大偉校友帶領本校排球隊參加由康文署主辦之「深

水埗區健兒迎奧運 2008」女子組，榮獲季軍。隊員包括伍

淳暉（五行）、黃嘉端（五行）、施曉瑩（五忠）、張天

頴（五文）、蘇淑敏（五文）和阮筠宜（五信）。 

接力比賽 
  本校蔡兆翔同學（六文）、張子豪同學（五忠）、莫

浩同學（三忠）及韓志豪同學（三忠）)參加龍翔官立中學、

英皇書院及慈幼中學主辦之友校 4x100 米男子組接力比

賽，榮獲冠軍。 

 
  本校王勁君同學（五文）、廖俊熙同學（五信）、吳

皓然同學（四文）、羅振軒同學（二信） 鄭鍩瑜同學（四

信）、梁家盈同學（四文）、黃詩敏同學（二文）及馮瑜

恩同學（二忠）參加筲箕灣官立中學主辦之 4x50 米友校游

泳接力邀請賽男子組及女子組接力比賽，榮獲季軍。 

 
  本校吳皓然同學（四文）、吳君瀚同學（四信）、鄧

朗喬同學（四信）和羅振軒同學（二信）參加英皇書院水

運會 4x50 米友校游泳接力邀請賽男子組接力比賽，榮獲

季軍。 

 
  本校吳皓然同學（四文）、胡宇軒同學（四忠）、吳

君瀚同學（四信）和鄧朗喬同學（四信）參加龍翔官立中

學水運會 4x50 米友校游泳接力邀請賽男子組接力比賽，

榮獲季軍。 

 
學界羽毛球裁判班 
  本校阮賢森同學（四忠）、彭樂笙同學（四行）、郭

柏宏同學（三信）、徐皓婷同學（二文），羅凱君同學（二

行）及葉紫櫻同學（一忠）參加由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主辦

之「學界羽毛球裁判班」並成功獲取學界羽毛球裁判証書，

成為合格之羽毛球裁判。 

二忠班何卓軒同學與父親（後排站立者）
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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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第四十五屆水運會已於十月三十日（星期四）假

維多利亞公園泳池順利舉行。大會有幸邀得校友程大偉先

生蒞臨頒獎。今年各項比賽中除學生踴躍參加外，更獲得

校友及家長們鼎力支持，參與接力賽及 50 米自由式等項

目，令賽事生色不少。 
 
當日賽果如下： 

最佳男運動員：吳皓然（四文） 

最佳女運動員：譚煒均（三行） 

社際全場總冠軍：信社 

社際男子總冠軍：信社 

社際女子總冠軍：文社 

啦啦隊冠軍：信社 

啦啦隊亞軍：忠社 

水運會消息 

課外活動組消息 

師生乒乓球賽 

  乒乓球學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舉行師生乒乓球

賽。老師與學生透過比賽，切磋球技，聯絡感情，樂也融融。 

 

參觀藝術館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本校通識科及視覺藝術科老師

帶領六忠及中四修讀視藝科同學前往香港文化博物館參觀

「古代奧林匹克運動會──大英博物館奧運珍藏展」，當日

導賞員講解清晰，同學從中認識古代奧運會特色並欣賞極

具藝術價值的收藏品，師生獲益良多。 

 

「聯校視覺藝術藝聚 XV」畫展 

  「聯校視覺藝術藝聚 XV」畫展「人細鬼大 Mini Size，

Massive Mind」已於本年十月二十日在大會堂高座七樓展

覽廳舉行開幕典禮，李國佳校長為主禮嘉賓主持剪綵，羅李

瑞華副校長、陳木財老師、梁偉興老師及四十多位同學出席

是次展覽，展出本校多位學生作品。不但有助提升同學們對

藝術創作的興趣，亦是擴闊交流空間的難得機會。參展學生

名單如下︰ 

中七級 楊清琳 施鎇鎇 

中六級 王勁君 張嘉莉 張天敏 許敖彰 溫凱勤 

中五級 郭麗明 蘇佩玲 

中四級 朱嘉鈞 趙偉然 梁倩  陳靜琳 馮月瑩 

 黃析楠 黎家其 蘇浩茹 張嘉琳 范樂兒 

 
 
 
 
 
 
 
 
 
 

會計科「工作影子計劃」 

  十二位中六級選修會計科的同學於十二月十五日至

十七日（星期一至星期三），參加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舉辦的「工作影子計劃」。 

 

金管局優化聯繫匯率講座 

  本校經濟科李淑芳老師帶領中七級同學於十月二十

二日（星期三），參加由金融管理局假高山劇場舉行之「優

化聯繫匯率」講座。 

 

「相約在社企」創業策劃比賽 

  四文班林頌堯、梁倩、戴志偉及黃曦欣同學，參加由

浸會大學舉辦的創業策劃比賽，並於十一月一日及十一月

十五日（星期六）參加有關的培訓課程。 

 

圍棋入門班 

  為提升同學對圍棋的興趣，培養學生的思考力、專注

力及決斷力，棋藝及橋牌學會在 14/10 至 23/12 期閒邀請香

港兒童圍棋學院之導師到校為同學開設「圍棋入門班」課

程。學生逢星期二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五時在數學資源室

上課，學習氣氛良好。 

 

少年警訊消息 

  本校足球校隊參加了由東區少年警訊主辦的「李鈞洪

滅罪足球賽」，並且順利進入十一月二十九日之複賽。 

  少年警訊舉辦迎新會，除了介紹新一屆本會幹事外，

亦藉此機會聯絡各會員情誼，推廣東區少年警訊的活動。 

  本校中一級同學於十一月十五日(星期六)到警察總

部參加「與成功人士面談講座」。是次嘉賓為本屆的十大

傑出青年姜炳耀，他曾誤入歧途，參加黑社會、吸毒和放

高利貸；其後因信主和在家人的協助下，改過自新；今天

成為協助他人更新的義工。相信嘉賓的經歷可成為同學人

生路上的借鑑。 

社際全場總冠軍 

校長和師生於畫展中合照 



  為提高學術水平及提升同學的學習氣氛，本校於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至星期二）期間舉行

本年度的學術節。期間有各項的學術比賽，展覽、工作坊及表演等，細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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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校活動 
日期 星期 項目 節目 時間 參與班別 地點 
17/12 Wed 1 文化之旅－澳門 全日 S4, S6 澳門 

  3 環保新一”袋” 午膳時間 公開 雨天操場 
  4 新世界「理財有道」教育計劃 3:20 ~ 4:40 S.3 綜合活動中心 
  5 開幕禮暨文化之旅分享會 3:20 ~ 4:00 S.1,2,4,5 

S.6, S.7 
禮堂 

 
19/12 Fri. 6 歷史遊戲 午膳時間 公開 雨天操場 

7 數學專題報告比賽 (S.1) 3:20~4:00 S.1, S.2 綜合活動中心 
8 高中(S.4,S.5)讀書報告比賽 3:20~5:00 S.3 – S.5 禮堂 
9 東區區議會會議 ( 修讀通識教育學生) 2:00~3:35 S.6 (L.S). 東區區議會 

 自修 3:20 ~ 4:00 S.6, S.7 課室 
 

22/12 Mon. 10 小小科學家 午膳時間 公開 化學實驗室 
11 中文毛筆書法比賽 3:20 ~ 4:45 各班代表 物理實驗室 
12 音樂會 3:20 ~ 4:15 S.1-S.5 禮堂 
13 預科(S6, S7)即席個人短講比賽 2:05-4:00 S.6, S.7 綜合活動中心 

 
23/12 Tue. 14 English Speaking Day 全日 S.1-S.3 雨天操場 

15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S.2) 3:20 ~ 4:15 S.1, S.2 綜合活動中心 
16 Impromptu Speech Competition 3:20 ~ 4:00 S.3 – S.6, 禮堂 

 自修 3:20 ~ 4:00 S.7 課室 
       
(B) 語文比賽／工作坊／展板    
  17 會計一點通 (展板) --- 全校 大堂 
    18 中文寫作比賽 課後 全校(自由參加) --- 
    19 培養閱讀興趣工作坊 中文隨堂 S.1, S.2 課室 
    20 從閱讀中積儲說話材料工作坊 中文隨堂 S.4 課室 
    21 Essay Competitions 英語課 S.1-S.7 課室 

18/12 Thu. 2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S.1) 3rd,4th Periods S.1 綜合活動中心 

2008-2009學術節 

校 園 天 地 

六文班 馮嘉欣 

公民大使培育計劃點滴 

  我和同班同學馮嘉琪、蔡秋瑩、袁佩珊經面試後成為了由香港新一代之友主辦的「新一代公民大使培育及推廣計
劃 2008」其中一員。這計劃為期半年，由零八年九月至零九年二月，活動多姿多彩。 
  首先，基於參與的成員都來自五湖四海，「新一代」特別舉辦兩日一夜的訓練營。在營中大家透過分組遊戲，例
如「歷史期」、「廣告話劇創作」等，彼此認識，為接着下來的活動合作奠下了默契。 
  其次，我們有幸參觀位於中環的基本法圖書館，裏面的藏書豐富，特別是關於法律的條文、案件等等。其後，我
們還舉行「基本法問答比賽」，大家都施展渾身解數，回答已熟記的基本法相關問題。比賽時勝負不再重要，因我們
已得著了很多。 
  此外，還有一個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講座」，今年為中國改革開放 30 周年，透過是次講座，令我們更瞭解政策
推行的背景、過程及影響，是近代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里程碑。 
  其後，主辦機構有幸邀請到讀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分享其對中、美、日外交關係的看法，他獨特的見解，開拓我
們對國際外交的新思路和視野。 
  最後，還有模擬的選舉論壇及中國政制的講座，每個活動都豐富了我們的知識，令我們渡過了一個既充實又獲益
良多的公民教育之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