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化校園的目標是增加教學情境，提高心靈健康效果，以建立優美的校園氛圍。扶輪中
學的校園是個可愛的地方，我們有多株參天的大樹，又利用體形較小的花木來創造一個生氣

勃勃的環境。在扶輪廣植花木可以讓師生從多方面受益。扶輪中學在今年加強落實綠化校園

的工作，以提供靜謐清爽的校園環境。

  我們綠化校園，不但考慮了教育的原則，還遵守環保的概念，以求達到校園教育化、校
園園圃化的目的。綠化校園的工作因要顧及校區全面均衡的發展，須由專業園藝師提供整體

規劃設計，因應學校場地與活動的安排分期實施。首先出現在禮堂前的小園圃的佈置與綠

化，是以日式庭園為依歸。大家細心欣賞，可否找到啟發性和調和性？園圃內的植物種類繁

多，形態不一。它們的形狀、枝葉排列、顏色和花朵構成一個形態優美的外貌，產生令人感

到悅目怡神的視覺效果。植物也能夠有效地柔化和襯托建築物。在實踐時，我們除了希望綠

化學校環境外，亦希望增加學生的歸屬感和舒展他們的學習情緒。

  在綠化學校環境的計劃中，室內和室外是兼籌並顧的，其佈置與設施將顧及學生需要與
程度。但成功的綠化應包括全校師生的共同參與，才可以推動校園美化綠化的落實。若我們

希望校園清新、綠意盎然、繁花似錦，必須依賴全校師生的愛護。所以不論是班房門外小

小的掛牆盆栽，或是校園內的園圃，同學也應該經常維護、整理、協力保持校舍的整潔與 
綠化。

  扶輪中學校園內有些大樹的品種是循環不息地落葉添枝和開花結果，為校園在不同的季
節換上不同的景色，並時常為無數師生帶來意外的發現和讚嘆。每個人的成長階段大部分學

習時間都在學校中度過，如果校園栽滿花木，同學便可以從小孩階段開始接觸大自然，培養

對花木的興趣，逐漸孕育綠化的意識。

  本學年初，學校在禮堂入口處添置了一台直立坐地式電子顯示屏，
全日高清解像顯示學校資訊、學校活動相片及視像片段。新電子顯示屏

內容分為上、下兩部份：上半部播放視像片段，下半部則顯示相片，並

容許觀眾手動左右掃動相片。從觀察所得，新電子顯示屏能吸引本校師

生、家長及外來嘉賓注目觀看，大收推廣之功效。期望設顯示屏除能推

廣學校外，亦能透過展示學校的各項活動，讓大家感受到扶輪中學的歡

樂校園生活。

校園新面貌

綠化校園

電子顯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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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啟發潛能教育？
  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是由美國教育學者William Purkey所創立，他
深信所有的人都是「有能力、有價值、有責任的」，透過教育者的「刻意安排」及師生之間

彼此的合作，便可以開發學生潛能，能讓學生愉快及有效學習。

啟發潛能教育如何在本校萌芽？
2017年8月31日，教師專業發展組舉辦了啟發潛能教育培訓工作坊（主講：陳呂令意校長）。
2017年10月16日，本校一行五人探訪粉嶺救恩中學，親自取經。
2017年10月23日，陳家俊老師、劉志文老師、倪明威老師於第二次校務會議分享啟發潛能教育理
念。同日，會議通過扶輪中學推行啟發潛能教育。

2017年11月，本校啟發潛能教育組正式組成。
2017年11月4日，本校去信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申請入會。11月14日，扶輪中學正式成為國際
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國際會員及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區）會員。

2017年12月18日，啟發潛能教育組第一次會議順利舉行，確立了本校啟發潛能教育的推行步伐。
2018年1月23日，啟發潛能教育啟動禮順利進行。啟發潛能教育在扶輪中學，正式啟動。

啟發潛能教育在扶輪
啟發潛能教育組

啟發潛能教育正式啟動！啟發潛能教育組教師合照

本校全體教師進行IE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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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將通過5個“P”來推行啟發潛能教育，包括：
政策 (POLICY)
人物 (PEOPLE)
活動 (PROGRAM)
地方 (PLACE)
過程 (PROCESS)

啟發潛能教育組有哪些教師成員？
代表科組 角色

劉家倫校長 ／ 顧問

高惠冰副校長 級主任會議 顧問

陳家俊老師 教務／教師專業發展 主席

劉志文老師 家長教師會／數學領域 副主席

倪明威老師 輔導／融合教育／中文領域 副主席

黃潔萍助理校長 生涯規劃／商科 組員

林德強老師 活動／體育領域 組員

許自培老師 藝術領域 組員

黎曉芬老師 公民及品德教育／通識教育領域 組員

馮煒汶老師 公民及品德教育／通識教育領域 組員

紀傳賢老師 基建／設施／宗教 組員

黃蓉老師 公民及品德教育／學生會 組員

李詠樺老師 活動／融合教育 組員

陳景揚老師 訓育／班級經營 組員

啟發潛能教育有何目標與核心價值？
啟發潛能教育以I-CORT代表其目標與核心價值，包括：
 I 刻意安排 INTENTIONALITY
C 關  愛 CARING 
O  樂  觀 OPTIMISM 
R 尊  重 RESPECT 
T 信  任 TRUST 

扶輪中學將會如何推行啟發潛能教育？

啟發潛能教育組教師合照

嘉賓們為本校啟發潛能教育揭開序幕

四位扶輪之星（左起羅巧敏、鄭安舜、桑子豪、薛旻軒）

教師積極規劃IE策略

本校教師到粉嶺救恩書院取經

薛旻軒同學大談他的機師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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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任翱翔

  航空拍攝（Aerial photography）
又稱航拍，在飛機或其他航空飛行器上

利用航空攝影機攝取地面景物的技術。

  本校於2014-2015年度開辦航拍小組，其目標如下：
1. 給予學生課堂以外的成功機會，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2. 透過是次活動能提供更多與同學溝通及合作的機會，協助學生
融入社群，達致學生共融。

3.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
養學生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力、協作力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使他們具備創新思維。

4. 學生掌握及運用最新科技資訊，擴闊國際視野。協助學生進行
生涯規劃，提早掌握個人就業前景及方向，培養專業，令同學

擁有更多選擇空間。

5. 加強學生對學校之歸屬感，為未來的學校活動擔任拍攝工作。
 就 2015 年《施政報告》所述，教育局將更新及強化科學、
科技及數學課程和學習活動，提高全民科學素養，並加強師

資培訓，讓中小學生充分發揮創意潛能，STEM(或STEAM)
教育自此大力推行。於是，我們引入了AirBlock對組員重點培
訓。AirBlock採用模組化設計，除了中央核心模組外，還設有 
6 個配備獨立摩打的旋翼模組，其組合千變萬化﹗最重要的是
AirBlock可以使用Scratch編程來創建新的飛行程式和作出高
難度的飛行軌跡，在編程的過程中，玩家可訓練邏輯思維，

更可學習到物理和空氣動力學的知識，創作出別具一格的無 
人機！

資訊科技科

4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

  今天是2023年10月8日，陽光絢爛，這是我畢業
五年後第一次回到母校

。已

經成為會計師的我，站
在母校門口，腦海裏浮

現出一幕幕往昔的生活
片段。

  我找到我的前班主任—
陳老師，他帶我重遊學

校。來到708室，裡面的舞

台、化妝室、燈光⋯⋯
所有的東西都跟我離開

的時候一樣。

  “Oh! It's the golden touch!”這可是六年前，我表演舞
台劇時最經典的對白

啊！當年我見證扶輪劇
院在「學校起動計劃」

的資助下興建，讓我有
機會站在這

個舞台上，克服自己的
恐懼，在所有同學面前

投入地演出這套短劇。

  陳老師問我：「甚麼驅使
你成為會計師？」

  我說：「中五那一年，
我參與籌辦「趁墟做

老闆」活動，更成為
最佳銷

售員。在過程中，學
習了很多與營商及銷

售的技巧，也培養了
自己對商界的 

興趣。」

  陳老師追問：「我記得
你英文基礎一般，何

以在短短兩年內可以
突飛 

猛進？」

  我娓娓道來：「記得剛才
經過的英語咖啡室嗎

？我以前對學習英語
比較抗

拒，但有了這個地方，
透過與外籍老師對話及

多看英語課外書或電影
，以輕鬆的

方法學習，我便對英語
產生了興趣，因此有很

大進步。」

  一路走著，來到這個陪伴
了我無數個日夜的地方

—扶輪自修室。想起考試

期間每天晚上8時才離開自修室，努力是有
成果的！家中可以溫習

的地方不多，扶

輪自修室不但開放時間
長，還有導師及浸會大

學的學生義工到校提供
功課輔導，

解答了我不少學習和升
學疑難。

  自修室的入口，有一塊鳴
謝「學校起動計劃」的

水晶版，我以前沒有特
別留

意，今天看來，不禁感
到由衷的謝意，無論是

扶輪劇院或CAFÉ ALPHA，還是自

修室與獎學金⋯⋯這一
切，都扶持着我成長，

為扶輪的莘莘學子帶來
裨益。

  我的成功，始於你們的幫
助。

學習成果徵文比賽—榮獲冠軍
6A 談學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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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獎項

佛山市運會武術競技錦標賽 長拳及劍槍冠軍

武術傳統省賽 長拳及劍槍冠軍

第十一屆香港武術比賽 長拳及劍槍冠軍

運動場上展姿彩 體育科
  本校同學各具潛能，粒粒皆星，在運動方面均有傑出表現，本期扶輪生活將為大家介紹
他們的威水史。

躲避盤校隊

競賽項目 成員

日本躲避盤邀請賽 5A 陳亮彬（前香港隊代表）

競賽項目 獎項及成員

全港學界

躲避盤錦標賽

亞軍（2016及2017兩屆）
3B 桑子豪 3C 林炳泰 4A 楊 誠
5A 陳亮彬 5B 鄭嘉強 5B 陸浩燃
5C 李志豪 5D 林浚豪 5D 伍脈恆
6B 梁智基 6D 吳健賢 6D 黃啟朗
6D 楊溢駿

3B鷹眼  桑子豪

競賽項目 獎項

亞洲青少年射箭淘汰賽 冠軍及排名賽殿軍

中學校際射箭比賽 男子乙組反曲弓冠軍

2015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亞軍

2015年香港青少年射箭公開賽 男子反曲弓丙組亞軍

第十五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團體第四名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男子反曲弓乙組第四名

2016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男子反曲弓少年組排位賽第五名

中學校際射箭比賽 男子乙組反曲弓第8名

3C 千里馬  林炳泰

競賽項目 獎項

跑向光明 男子學生組冠軍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2017 男子乙組2000米障礙賽冠軍（紀錄保持者）
GigaSports 10公里賽2017 男子16-19歲組冠軍
豐盛.博愛x老夫子香港慈善跑2017 個人組3公里賽男子少年四組冠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6-2017 運動員獎

曲奇跑2017 男子S組個人3000米比賽季軍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2017 男子青年組一（3公里賽）季軍
皇者之戰馬拉松2017十公里賽 男子少年組季軍

慈善PB跑2017與小而同有個約會 男子10KM（2001-2003組）季軍

4C 武術英雌  吳凱欣

本校躲避盤隊連續兩屆取得學界亞軍

林同學以破大會紀錄奪冠

桑子豪同學與扶輪校友在箭場上屢獲佳績

頒獎的一刻

4C吳凱欣同學功架十足

汗水加努力，成功在望

Unicef慈善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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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曾經於多年前駕臨扶輪中學，教授拳術的拳王，一位比曹星如
更早得到本地拳王的稱號的向柏榮「向師傅」，再一次於2017年11月3
日 （星期五）蒞臨本校教授6B班拳術。向師傅因攻勢猛烈而有「轟炸
機」綽號。他除了於2002年奪得世界業餘泰拳錦標賽冠軍外，更於今

年9月再次揚威東京後樂園，為港爭光，他以Shoot Boxing「香港支部」拳
手身分，經過4個回合的激戰後，擊敗前任拳王坂本優起，如願取得2017年

12月在香港上演的拳王戰資格。
　  他於2008年推出一本名為《黑白‧向柏榮》的圖書，內容圍繞向師傅的成長故事和他在
擂臺內外的所思所見。出生於低下階層的他，以無比的毅力和超人的意志，克服無數困難，

創造了香港拳壇上的奇跡。

  本校很榮幸能邀請向師傅到校，將「轟炸機」拳術傳授予6B班同學。
  除此之外，由於《黑白‧向柏榮》的圖書於市面上的書局已全面絕版，而向師傅於多年
前，已經與扶輪學生結緣，並拍照留念於這本圖書內，所以今次向師傅再次將自己兩本親筆

簽名的珍藏，送贈予圖書館。

前世界業餘泰拳錦標賽冠軍
駕臨扶輪中學

體育科

體能訓練

出拳要訣「快、狠、準」

十多年後，向師傅再次和扶輪同學合照

同學虛心學習

堅持、撐下去

難得合照，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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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是我們國家的國寶。牠有著兩個大大的「黑眼
圈」，圓滾滾的身材給人一種憨厚可愛的感覺。很多時候

我們都只能在電視或者公園裡看到牠，但是通過一個偶然

的機會，我獲選為「賽馬會大熊貓青少年義工計劃」之義

工，有幸能近距離接觸這人見人愛的動物。

  2017年7月5日這天，我開始了五天四夜的四川實地考察。
  這五天裡我們開展了許多活動—參觀四川地震遺址、在熊貓基地體驗當飼養員、登上

巴朗山和鄧生溝、以及慰問四川養老院的老人家們⋯⋯在這許許多多的活動中，有好幾個片

段總是讓我記憶猶新。

  還記得那天我們參觀四川地震的遺址。那曾經是一間學校，裡面曾經也有著和我差不多
大的學生。可是就在這麼個本應該無憂無慮的年紀，一場無情的天災卻降臨在他們身上。那

天，他們正在教室裡上課，地震就這麼突然來了，一條條年輕鮮活的生命便永遠定格在那一

刻。看著那一棟棟倒塌的教學樓，我的心中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震撼又或是惋惜？也許

兩者都有吧！

  後來我們還坐著旅遊巴登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巴朗山，山坡上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
上面還有數不清的牦牛和山羊在吃著草。巴朗山上冷極了，刺骨的寒風仿佛有穿透力一般包

圍著我，即使我穿著兩件厚厚的外套也還是止不住的哆嗦。領隊見狀把我們一行人帶到了附

近的一個燒烤攤，一個老爺爺站在寒風中一邊烤著烤串，一邊跟我們聊起天來，我們也站在

烤爐旁，一邊吃著烤串，一邊借著烤爐取暖。吃著吃著竟然還飄起了小雪！就這樣我們站在

烤爐旁一邊賞雪一邊聊天，許久之後才上了車。

  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去熊貓基地當飼養員，起初我們以為是餵餵熊貓，逛一逛基地便罷

了，結果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先是把熊貓要吃的竹子扛到基地門口，然後便要幫牠們清

洗房間。老實說，一開始我是拒絕的，地上都是一些牠吃剩的竹竿竹葉，還有滿地的「黃

金」，看到這一幕的我笑容凝固在臉上，內心真的是很糾結！當然，最後我別無他選，穿上

了工作服，戴上了手套便開始了我的工作。不過，原來熊貓的糞便也不是很臭，而且還有著

竹子的氣味，不是很難受。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近距離與「國寶」接觸，真的十分興奮。

  這五天四夜的活動裡，我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不管是關於熊貓、環境，又或是當地的

歷史、民生，都讓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又多了幾分，視野也開闊了不少。我想，即使幾十年

之後，我也不會忘記這一段意義非凡的經歷！

「賽馬會大熊貓青少年義工計劃」

3A 郭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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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明哥（陳灼明）一直致力於幫助貧苦大眾，除了以低廉價

格售賣飯盒予基層居民，更定期免費派飯予露宿者，造福社群。明哥

經營的副店「北河同行（深水埗）」已正式成為慈善社企（政府認可

慈善團體），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為基層人士的福址默默耕耘。

義工服務—「北河同行」
公民及品德教育委員會

【北河同行有感】 
4B 李麗淇

  在這一次義工活動中，我感到很開心，因為能夠幫助一
些流浪街頭的露宿者。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派飯活動，幸好

得到很多經驗豐富的義工帶領，他們都非常熱情和友善，令

我很快投入活動。

  初次實地了解露宿者，發現他們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
在派飯期間，露宿者有秩序地排隊，並沒有爭先恐後的情

況，而總是帶著熱情笑容的明哥，親手把飯盒送給每一位的

露宿者，更一邊派飯，一邊和他們談天說地。 

  是次義工活動中，我深深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在送飯時，我們不單把膳食送上，還會送上一句句的祝福

說話，希望把這份溫暖傳給他們，讓他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的 
誠意。

  最後，我認為這次的義工活動非常成功，全靠經驗十足
的義工帶領，令整個過程十分順利。義工是一份

饒有意義的工作，實在值得我們付

出時間多多參與！

活動感言…

4C 吳凱欣：「為明哥的善心而感動，也明白
到有很多生活艱難的人正等待我們的幫忙，

社會需要更多的明哥。」

4B 劉家謙：「了解到露宿者的居住環境、生
活情況，令我懂得要珍惜。」

4C 顏楚麗：「覺得自己很幸福，既有溫暖的
家又不愁吃穿，我會更珍惜現有的東西。」

4C 吳旼穎：「我希望再次參加，因為能夠幫
助有需要的人，心中有一份快樂。」

明哥小檔案

本校學生與明哥進行交流

同學專心聆聽派飯的流程及注意事項

明哥分享義工生涯的點滴

同學在「北河同行」四字下服務基層的回憶

在義工帶領下，同學靜候列隊派飯予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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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誦對不少人來說只是課外活動，但對我而言它不
僅是課外活動，更讓我有所得著，令我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 

  我從中一開始便參加朗誦比賽，雖然當年我沒有獲得
任何獎項，但我卻得到了和同學一起訓練時的美好回憶，

沒取得獎項也絕不會打擊我對朗誦的熱誠。

  中二的時候，我被鄭雪梅副校長選中，參加粵語二人
朗誦，並接受非常嚴格的訓練。幸好有她的地獄特訓，

我和拍檔才能第一次參賽就獲得冠軍。假使沒有平日艱苦的練習，獲獎只會是天方夜譚。那

時候，我和拍檔每天放學就練習，天空由蔚藍變橙黃，由橙黃變漆黑。不時有老師問，為何

我們每天都留在校園？我倆都會異口同聲說：「進行密集式艱苦的朗誦訓練！」很多時，我

望著同學和老師陸續離開校園，校園已經差不多空無一人，只剩下我和我的拍檔以及鄭副校

長。儘管如此，我認為如何艱辛也沒所謂，因為只要我想到站在台上獲獎的興奮，我深信一

切都是值得的。

  朗誦不單是誦讀文章，它就好像演劇一樣，需要七情上面，有時還需要加入動作，要適
當運用感情，恰當地處理句子間的停頓，巧妙地運用聲線，突顯誦材感情的一項藝術。這些

朗誦技巧都是得到鄭副校長的悉心教導，才使我得益不少。

  隨後數年，我每年都必定會最少參加兩項朗誦比賽，每次都滿載而歸。得獎固然重要，
但比起我和鄭副校長之間的感情，獎項只是錦上添花吧！鄭副校長一直陪伴我，看著我成

長，她非常著緊我的學業，她猶如我另一位母親。

  現在我已是一位中六學生，因為要好好應付文憑試，不能再參加朗誦比賽了，但每逢
聽到校際朗誦節的消息，我便會不禁想起這些年來的點點滴滴，我把當中美好的回憶珍藏 
於心。

  如你也想在中學生涯中留下一個美滿的回憶，參加朗誦絕對不二法門，你所學到的一定
不只是朗誦技巧，而是能豐盛自己人生，擴闊生活眼界的體驗。

《我在扶輪的朗誦歲月》

朗誦歲月

6A  邵俊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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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次接觸朗誦是二零一四年。那時我剛升中一，
對於從未接觸過朗誦的我而言，被班主任陳景揚老師邀

請參加普通話朗誦，那一刻的心情十分迷茫。當時的我

想：朗誦是什麽？一種浮誇的表演？一種運用激昂聲

調的朗讀？其實我不清楚，也不知道。在陳老師的指導

下，我漸漸有點明白甚麼叫朗誦。但在旁人面前表演這

些浮誇的情感和動作，我仍覺得有些害羞。在第一次比

賽中，我盡量讓自己不要忘記老師教導過的細節。只可

惜，第一年參加比賽的我，可能火候未夠，只拿到優良

的成績。賽後陳老師說我在朗誦方面很有天賦，我聽了

他的話，便選擇了繼續堅持練習下去。

  我接觸了兩年普通話朗誦之後，被鄭雪梅副校長邀請參加粵語朗誦。初時我還以為粵
語朗誦應該和普通話朗誦一樣吧，朗得有感情就足夠了。我第一次參加的粵語朗誦是二人

朗誦，而我的拍檔對粵語朗誦已有一定造詣，我不想成為他的負擔。於是在比賽前，我們每

天放學後都練習到很晚，漸漸我也掌握了粵語朗誦的技巧。可惜的是，比賽當天我因為太放

鬆、太輕視那場比賽，結果我朗誦時忘記了內容，令本來勝算十足的我們失去了得獎的機

會。當時我十分內疚，但我的拍檔竟然沒有太失望，反過來安慰我，說：「下次一定還有 
機會。」

  之後，我不斷反覆練習，我的朗讀技巧開始純熟，我學懂了如何適當地運用情感、語
調、眼神和肢體動作去表達誦材。隨著時間的流逝，失敗的陰影消失得無影無蹤。每次出賽

時，我會提醒自己不要分心，要牢記誦材內容。在五年的朗誦生涯中，我從未奪得過任何一

次冠軍，努力了四年，都與獎項無緣，我確實有點兒失望。於是在升中六前的最後一年，我

決定孤注一擲，花盡時間及精神去練習，去準備中學生涯中最後一場朗誦比賽！皇天不負有

心人，我終於得到了人生第一個冠軍！這次比賽，我取得了九十分的紅色獎狀，我的努力終

得回報，這獎項也正好報答鄭副校長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朗誦令我改變了很多，無論在說話的技巧上或是做人處事的態度上，我都有了新的看
法。朗誦不只是一場比賽，更是一場突破自己的表演。我十分慶幸在中學生涯有它的陪伴。

《屢敗屢戰，終有所成》

6A 潘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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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營

宗教生活營學生心聲分享

  本年度的宗教生活營在環境清幽的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舉行，營會目的為培
育學生心靈的健康成長，能利用聖誕節假期來認識基督信仰，以及讓自己的身心得以

舒展，更藉此機會與區會海南堂的導師們一同生活，從中建立學生之間的情誼，培育

自己的美好靈性和品格。參與營會的老師和堂會導師們，希望同學透過2日1夜的營會
活動，能夠反思自己個人成長，以及認識耶穌基督為人，帶來豐盛的信仰人生。祂要

成為信靠祂的人生命中的牧者，當天的晚會我們更邀請了梁民健導師作見證分享，藉

著他個人的信主經歷，更讓我們認識到主耶穌的奇妙帶領，令參與同學對耶穌基督救

恩有更深刻的認識。透過下列聖經，讓同學在信仰真理的追求上彼此成長。

晚會中我們邀請了梁民健導師作見證分享！劉家倫校長晚上來探營並和我們一同參加晚會！

宗教教育委員會

我覺得宗教生活營的活動

安排很好，使我認識了很

多朋友。

我們透過宗教生活營的活

動，可以認識基督教信

仰，明白更多人生道理。

我們透過宗教生活營的活

動可以認識主耶稣更多，
非常開心。

我在營會活動中可以交到

新朋友。

我學習到團隊精神，增進

了朋友之間的友誼，令我

更愛主。

我們透過宗教生活營的活動

可以談談人生夢想及學習改

善人際關係。

我很開心，因為可以和朋

友一起靜下來談天，又可

以一同遊玩。

1B 吳希諾

2A 陳卓嵐、陳翠珊、鄭堯

2A 張芷欣、何紫琳

2A 許菀盈、蘇鎮華、

2B 曾婉淇、2C 李偉文

3C 歐陽家燕、張凱雯

1C 彭宏傑

2B 鄧惠瑜

我在生活營中認識了很多

朋友及學會和別人相處。

1B 甄彬煒

我學習透過信仰歷奇活

動去全心信任別人。

3A 譚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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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eve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and 
actively engaged with our students to present some entertaining, 
inspiring and engaging activities for the whole school.
  Readers' Theatre proved a great success with Forms 1 & 
2. They enjoyed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necessity to 
perform their scripts before an audience of their peers in the 
thrilling environment of the drama studio. Form 3 also rose to 
the challenge of learning their lines and produced some very 
effective short plays and sketches that kept everyone thoroughly 
entertained!
  Our Engl ish Days were extremely wel l-attended, with hundreds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our games, winning prizes and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Great fun for everyone!
  Cross-subject English week was a great success with all par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having great fun with a range of activities hosted by all the faculties in 
the school. 
  Naturally, Café Alpha was the venue of many of our great activities to date, with all 
manner of speaking practice, games and clubs operating in this charming venue.
  Drama club has proved to be a run-away success with our members achieving 
standards higher than they could have dreamt of at the outset of the course. So 
many  o f  ou r  pa r t i c ipan ts  a re  ach iev ing  leve ls  o f 
accompl ishment in the dramatic arts that we could 
never have anticipated! Just goes to show tha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Chess Club is proving a great success also, with 
our devoted members deriving enormous benefit from 
the expert tutelage of our external student teachers!
  Wel l ,  tha t '  s  i t  fo r  now,  bu t  I  look  fo rward  to 
updating you on our further activities in the near future!

English Department
Rotary Revels!

Jump for joy!

Our resident DJs announce touching 
song dedications under the expert 
guidance of Mr Au!

Teacher Jaime creates a ‘human machine’!
The ‘Little Prince’ becomes 
the ‘Little Princess’!

Winners!   Our honoured Principal 
Mr Lau presents the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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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18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扶輪
社獎學金頒獎禮」，我們邀請了創校組織九龍西區

扶輪社的一班社友到校與同學見面，並頒發獎學金

予一群於過去一年在學行表現上有突出成就的同

學。當天場面熱鬧，嘉賓與本校師生共享歡樂。

  頒獎禮完結後，校長、副校長、扶少團幹事一
起到活動室享用由同學親手製作的茶點，席上校園

電視台主播3A班姚嘉欣同學訪問了現任社長黃德
強先生。黃社長本身是一位測量師，故姚同學就開

宗明義向黃社長請教投身測量界別的途徑。

  黃社長也不吝金玉，侃侃而談要成為一位測量
師的歷程：在大學畢業後，再考專業試以取得測量

師學會會員資格，或修讀相關文憑、証書課程後，

累積若干年資。測量師主要有六大類別，包括產業

測量師、土地測量師、屋宇測量師、工料測量師工

程合約，以及近年新興的屋宇管理測量師和城市規

劃測量師。

  最後，適逢本校今年慶祝建校45周年，黃社
長祝願扶輪中學可以走得更遠，學務昌隆。

黃社長介紹

扶輪少年服務團

何樂文團長致辭

何樂文同學擔任第二十屆扶少團團長 

前團長談學兒榮升顧問

扶少團就職典禮全校大合照

九龍西區扶輪社黃德強社長致辭
校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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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李秋艷 6A 談學兒 6A 陳佳豐 5A 李安源 5A 梁睿鴻 5A 黃世銘
4A 湯家怡 4A 溫倩彤 4A 劉澤瑾 3A 郭雨桐 3A 陳柯易 2A 李依穎 2A 林嘉明

九龍西區扶輪社獎學金頒獎典禮暨
第二十屆扶輪少年服務團就職典禮

扶輪少年服務團第二十屆幹事名單(2017/2018)
團長 ： 5B 何樂文  
監察 ： 5D 陳 挺  
副團長 ： 5D 張梓莫 5A 魏正禧 
財政 ： 5A 張文傑 5B 何敏詩 
文書 ： 5B 陳曉薷 5B 范愛思 
計劃 ： 5B 蔡啟楓 5B 鄭嘉強 5C 胡皓鋒
宣傳 ： 5C 劉震華 5A 陳咏琳 5A 連芷晴
公關 ： 5C 鄭采怡 5A 鄒添富 5B 梁翠蓮
資訊科技 ： 5B 陸浩燃 5D 莫睿維 4A 莫文輝
顧問 ： 6A 談學兒前團長  
顧問導師 ： 高惠冰副校長 黃潔萍助理校長 陳麗華老師

九龍西區扶輪社獎學金得獎名單(2017/2018)

慶祝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20週年鳴放禮炮

第二十屆扶輪少年服務團幹事大合照

獎學金得獎者大合照

頒獎嘉賓扶輪社社友到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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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快訊 

  1978年，一個平凡的秋日，我邀請了兩位老師，幾位同學，匆匆的拍了數張相片，就離開了學校。沒有太多的依依不捨，中三畢業後，要四處去尋找其它學校繼續升學，當時煩擾著的，是前路 茫茫！

  萬料不到，一個思想萌芽的地方，陪伴我渡過青春期的學校，一旦踏出了，從此一別就是數十載！  偶然在Facebook發現，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學校將會招待校友！

  就這樣，在三十五年半後，我重踏了這個校園，這個曾經有過很多胡思亂想，這遍曾經滿載我喜怒哀樂的地方！  笑臉可親的歐陽校長；熱情的鄧副校長；多位同樣友善的年青老師；數十位已經成年的校友，他們都不曾和我同時在一個課堂內，但可能就是同校的情誼，當天都如見到親友，遇到久別重逢的故人！

  鄧副校長引領我們，參觀著似曾相識的課室，從前我們艱苦地，在製作原始鐵鎚的地方，現在放著的，是多部3D打印機！學校教職員的努力，課程的與時並進，日新月異，真是嘆為觀止！  跟隨鄧副校長的帶領，我們游走於多個不同課室，他很細心地向我們介紹著校園今天的各樣，但我卻彷佛被捲進了時光巨輪，眼中的，是少年時的種種⋯⋯
  關愛學生，像母親般的班主任朱藹華老師；嚴肅得望而生畏的郭顯華校長；俊朗的年青人偶像，吳達武副校長；喜歡模仿壹號皇庭，扮演律師的繪圖老師；一頭瀟灑長髮的蔡老師；還有在中二時，經常點選我在黑板解答數學題，恍如和我共同教學的數學老師；男同學間的明爭暗鬥，面對女同學時的靦覥⋯⋯一下子，全都躍然湧現腦海！

  原來對兒時的回憶，對母校的感情，就藏在我的心底深處，踏入這遍校園，它就會肆意澎湃崩堤！  不知道你在何時開始，懂得去尋覓你的伴侶，但你的中學，就是你在情竇初開時的初戀情人，要回味這段感情，須懂得珍惜，把握每次機會，回來學校走走，青春轉瞬即逝，校友會這座橋樑卻依然屹立，讓你再次沐浴其中！

校友會主席徐經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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