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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五十周年金禧校慶，學校自上年11月開始籌備在操場近停車場位置繪製大型宗教壁畫。

壁畫由視覺藝術科許自培老師統籌，邀請有興趣創作的同學一起參與。11月下旬，許老師帶領幾位

中五同學，包括5A譚焯翹、5B李嘉儀、5A何卓淋和5B馬仲文，到校長室跟我一起構思。然後各自回

家獨立創作，最終我們選擇以譚同學的作品為基礎，加入其他同學的創作元素成為壁畫的初稿。12

月至1月初，不同級別的同學、海南堂的林永生牧師及魯聰言宣教師、家長、校友和老師亦有一同參

與壁畫的上色工作。

  「營造基督教氛圍，引導同學認識真理」是扶輪宗教教育的重要向度。我們希望在校園繪畫宗

教壁畫，透過幾個聖經的故事和人物，展現「創造」與「救贖」兩大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價值。

  壁畫的左上方繪畫了代表「創造」的伊甸園場景，有亞當、夏娃、分別善惡樹和蛇，巨大十字

架上面紫色的布提醒信徒要悔罪；右下方有耶穌基督的誕降，是「道成肉身」的拯救；右上方繪畫

了一艘盛滿一對一對動物的大船，而啄下橄欖樹枝拍翼飛翔的鴿子源自一件救贖事件；左下方的

約拿和大魚是上帝另一個救贖計劃；壁畫中間上方繪有校徽，寓意聖經真理、信仰價值圍繞整個校

園！引用魯宣教師曾說的話：「扶輪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以行動完滿上帝創造心意，以大愛踐行

上帝救贖計劃」。願我們每天都進步一些。誠心所願。

（更多相片請參看第8頁「宗教壁畫繪畫花絮」）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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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我是高惠冰副校長，加入

扶輪中學這個大家庭已經 20多年，主要任教

英國語文，曾擔任級主任、訓導主任、啟發潛

能教育委員會主席等工作。

  很榮幸能在扶輪生活和大家分享近日和校

友的聯繫。於10月2日，一個天朗氣清的星期

六，我和校友會及前副校長鄧永康先生同遊元

朗錦田。這次活動是校友會為了舉行祝賀母校

五十週年校慶旅行而進行的一次探路，大家先試行路線，然後廣邀各位校友們一起同遊。是次預演

氣氛溫馨，讓校友們歡度重聚時光，令人難忘。

  學校積極和校友會保持聯繫，過去兩年受疫情影響

下，我們依然保持聯繫。我們除了安排實體會議，亦有網

上會議，積極增強溝通。

錦田壁畫村校友會旅行探路

校友會視像會議

疫情下校友會合照

副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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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仁廉醫生自2015年起擔任本校校監，服務扶輪中學至

今已有6年。今年他榮休，學校特別為他舉行歡送會，感謝他

一直默默為扶輪貢獻。謹借刊中一角，記錄

歡送會情景，同時要對杜校監說聲謝

謝！希望您榮休後，生活愉快，身

體健康！

校監歡送會

同學為杜校監獻詩

同學親手製作曲奇餅，以答謝杜校監。

區會學務總
監陳俊傑先

生親臨

向杜校監表
達謝意

薛校長致送紀念品予杜校監

前校長歐陽家強校長
也來歡送杜校監

校監歡送會合照 3



校長和你chit-chat

  校長為了加強與學生的溝通，2021年9月至10月期間分級舉行「校長和你chit-chat」

活動，以下是活動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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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錢繼軒
  在幾個星期前，我有幸被邀請與校長聊天。在我的印象

中，校長的形象是很嚴肅的、時常訓話學生和很難與學生有

共同的話題，但沒想到校長還挺平易近人。

  當天老師帶我們進入校長室後，我以為校長會給我們訓

話，但出乎意料地，校長竟然讓我們提意見並解答我們的疑

惑，使我們增加了對學校的了解。最後校長有與我們一起合

照，又送了扭蛋給我們，令我改變了對校長的印象。這次會

面令我感到校長對我們學業的關心和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希

望校長能接納我們的意見。

3A 梁樂城
  經歷了這個活動後，我與校長增長了不少的感

情。我們與校長談了很多學校的點點滴滴和秘密。

我原本認為校長是個十分嚴肅的人，經過這次活

動，我覺得校長是一個又溫柔又樂觀的人。我以為

與校長聊天的過程會十分嚴肅，但現場是多麼的熱

鬧，大家也有說有笑的。到最後，校長與我們一起

合照，又從桌上拿出一個扭蛋機，送給我們每人都

一個扭蛋玩具和一包小零食，這個活動真是又熱鬧

又愉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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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由中國語文科主辦的金禧

校慶創作比賽，已於上學年

(2020-2021)完成，經過中文科

老師初步篩選，再經校政委員

會各位成員評分後，得出的賽

果、佳作如下：

中一級

1B黃榆鈺 金禧培育千萬子，扶輪學子永翔翅。 冠軍

1C梁凱恩 篤誠教育五十載，跨越金禧創未來。 亞軍

1C黃安琪 篤誠教育五十載，春風化雨育英才。 季軍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2B曾嘉泳
春風化雨五十載，

樂育菁莪跨世代。
冠軍

2A李雅特
辛亥扶輪金禧慶，

普天同樂百鳥鳴。
亞軍

2B吳韻豪
創校五十載，

精英放異彩。
季軍

3A張海茵
櫛風沐雨五十載，

立德樹人鑄輝煌。
冠軍

3B陳凱欣
扶步共創金禧年，

輪轉合迎邁步前。
亞軍

3A黃永濤
扶輪育才五十載，

德學兼備創未來。
季軍

4A譚焯翹
扶輪春風化雨五十載，

良師潤物無聲育英才。
冠軍

4B賀韻宜
扶輪金禧五十載，

學校你我展姿采。
亞軍

4A譚紹龍
扶輪金禧齊賀歲，

恩雨潤澤育良才。
季軍

中五級

5B萬樂軒
扶輪金禧五十載，

育學培靈育英才。
冠軍

5B譚麗桐
情繫扶輪五十年，

再創輝煌齊向前。
亞軍

5B陳樂延
扶輪金禧五十載，

輪助互愛展姿采。
季軍

6A關至峰 扶輪半百育英才，基督一同顯大愛。 冠軍

6C袁文雅 扶輪五十師生緣，桃李遍地宏主願。 亞軍

6A葉柔希 大雅扶輪五十載，厚德載物育棟材。 季軍

中六級

*以上的班級顯示根據2020-2021學年6



校慶紀念品

  2022年1月23日是扶輪中學五十周年金禧

校慶的大喜日子，為此，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

紀念品，包括五十周年金禧紀念校呔、透明底

及白底紀念匙扣、口罩套、學校校徽皮製杯墊、

五十周年標誌水松杯墊等，以祝賀扶輪中學的五十

歲生日。祝願扶輪中學的每一位，都能透過各種紀念品感

受到當中的喜悅。
兩款不同設計的杯墊，大家喜歡哪一
款呢？還是兩款都愛不釋手？

相信每位扶輪中學的學生，都對這套校服懷有深厚的感情，扶輪情化作匙扣，寓意扶輪中學不論，
不管大家身處何方，情常在。

在原有校呔的基礎上為五十周

年校慶設計的紀念校呔，可成

為同學校服的一部份呢。

由去年畢業的林港澤同學設計的口罩套，既實用，又可愛。
由5A馮苑溋同學設計的A4文件夾，

非常美觀實用。

「五十周年標誌由5A袁楚潁同學設計」

「由5A馮苑溋同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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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壁畫繪畫花絮

同學們開始為壁畫上色

薛校長、許自培老師與

一眾修讀視覺藝術的中

五同學齊集校長室，一

起集體構思。

同學們一起製作壁畫初稿

晚上描線

許老師和同學們一起

交流創作意念

海南堂林永生牧師

亦參與壁畫繪畫

薛校長和師生一起

為壁畫上色

大家一起努力下，

壁畫漸漸繪出雛型。

家長教師會也有份參與，

並在壁畫前合照留念。

高副校長、校友也為

壁畫製作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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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日崇拜

 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於2021年9月19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教育主日

崇拜，校長帶同老師代表，聯同詩班共26人代表出席。是次邀請了

中國神學研究院前院長李思敬牧師擔任講員，其講題為《我家必定

事奉神》，信息內容精闢，道出基督徒的事奉人生，參與教育主日

崇拜的師生及會友都專心參與聚會，當中獲益良多。

李思敬牧師擔任講員

我們一同參與海南堂教育主日崇拜

詩班同學獻唱詩歌《愛是不保留》
9



齊齊賀中秋

  中秋節是人月兩團圓的日子，為增添節日氣氛，

讓扶輪師生可以共同歡度佳節，本校於2021年9月21

日班主任課舉行了「齊齊賀中秋」活動。同學除可透

過短片認識中秋節日的起源外，更可與班內同學一起

猜燈謎。校長和魯宣教師亦帶同燈籠進入個別班房一

起慶祝佳節及拍照留念，場面熱鬧。

同學十分興奮，爭相與魯宣教師合照。

校長、魯宣教師到班級內與同學合照留念。

校務處同工
與校長、副

校長共賀中
秋。

校長、老師與同學一齊拿起燈籠，師生同樂慶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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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加強學生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和弘揚愛國精神，本

校定期舉辦升旗禮，並在國旗下由校長

發表國旗下的講話，以提升同學的國家

觀念及國民身份認同。

升旗禮

升旗禮後，校長與
各師生合照留念。

升旗隊同學小心地把國旗扣到旗桿上

升旗隊同學精神抖擻，準備升旗。

國旗下的講話

國旗在國歌高奏下飄揚

11



共融晚會

中一新生家長晚會

家長在晚會時學習如何提升專注力，
親身體驗，有另一番感受。

晚會開始前，薛校長為家長致辭，以自身經驗為例，鼓勵家長與孩子多溝通。

家長於共融晚會
上踴躍發問，希

望能

積極配合，達至
家校合作。

  為協助中一新生家長了解本校的融合教育政

策，本校於每年九月舉行「中一新生家長共融晚

會」，希望能藉解說學校的融合教育支援活動與

措施，讓中一新生家長了解及參與不同的支援活

動。另外，今年十月舉行了第一學期「家長共融晚

會」，是次晚會邀得註冊社工及實習督導員為家長

講解在疫情下的親子相處情況，講員以輕鬆有趣及

互動形式，讓家長以「孩子的角度」理解事情，帶

動會上氣氛之餘，也讓家長有更深層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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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and 

actively engaged with our students to present some 

entertaining, inspiring and engaging activities for the 

whole school. To motivate our students, our English 

teachers spare no effort in creating an enjoyabl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2021-2022 is not just another academic year, it’s the 

school’s 50th anniversary. A series of English activities 

are in line to celebrate this occasion, including English 

Days, Morning Sharing, Song Dedication, and Musical 

Drama Performance. These activities help make learning 

fun and keep everyone thoroughly entertained!

  This year, we are proud to have a team of English 

Ambassadors to help us organize English activities. They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range of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in authentic and enjoyable situations.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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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ry English Stars

Morning Sharing - first 
presenter of the year

First English Day – 
Tokyo Olympics

Happy Diwali – The Festival of Lights

Interview with our English 
Ambassador – 1C Alton Wong

English Ambassador 
Inauguration Ceremony

Movie Day Out before Summer Holiday

Games
at Café Alpha Drama Rehearsals 13



秋季旅行

  為使學生於求學期間身心獲健全之發展，除正常之課業學習外，本校每年

均安排全校性之集體活動。在疫情下，我們符合指引下於2021年11月18日舉行

秋季旅行，行程如下：

中一級：中山紀念公園、獅子亭觀景台、山頂廣場

中二級：天水圍公園、天水圍綠田園 

中三級：荔枝角公園

中四級：流水響天空之鏡、北區公園

中五級：大棠荔枝山莊、元朗百鳥塔公園

中六級：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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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山頂景色優美

中一級一
遊中山紀念公園

中二級 —
綠田園餵飼小動物

中三級—
飛盤遊戲fun fun fun

中四級—到流水響親近大自然

中四級—天空之鏡近在眼前

中五級—
大棠荔枝山莊近觀動物

中五級—
彷彿回到童年時 中六級—海盜船

中六級—機動遊戲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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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標

5B的目標
每天都能準時上學

6B的目標
在文憑試取得理想成績

積極學習

準時上學

與同學和睦相處

學會時間、金錢管理

6C的目標
DSE取得優異成績

DSE最少五科合格

1C的目標
遵守規則

多參與體育課

取得跳繩比賽冠軍

交齊功課

零遲到

2A的目標
努力讀書

挑戰去年的自己

與同學建立良好關係

2C的目標
取得躲避盤比賽冠軍

取得秩序比賽冠軍

同學交齊功課

有五位同學考獲全級十名以內

全班身體健康

3C的目標
建立守時習慣

交齊功課

上課時留心聆聽

符合校方儀容要求

4A的目標
科科有進步

科科都合格

提升思維能力

天天時上學

提升知識量

4C的目標
早睡早起

吃飽早餐

整齊的校服儀容

每天溫習

5C的目標
保持身體健康

成績有進步

制訂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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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新鮮人

  實驗室技術員謝沃文（Maverick Tse）。曾經在大學從事基礎科研（生物系）。自修IT、

日文（JLPT N1）和萌物成精。主要出版物有國際科學期刊BMC Microbiology、本地中文書

《視頻免費編輯指南2014》和動畫編輯合成軟件AviUtl

的UI魔改及插件軟體。喜好：可愛人事物、部份日本

動畫（ごちうさ、はたらく細胞、CLANNAD）、小說

（メモオフ）和遊戲（プリコネR）、技術鑽研。討厭: 

雙貝類、南亞菜餚、無能有權者。性格分類：INTJ。

格言：Eternity lies ahead of us and behind. Have you 

drunk your fill?

  大家好！我是何嘉誠老師，很高興能加入扶輪這

個大家庭。十分感謝各位老師對我的照顧，使我很

快便適應扶輪生活。工作以外

的時間，我的興趣看書及看電

影。運動方面，我十分喜歡看

NBA，所以也愛打籃球，期待

在疫情之後可以跟各位同學到

球場一起打球。

  大家好，我是李秀茵，很高興可

以加入扶輪中學這個大家庭，擔任校

務處會計文

員，請各位

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Melody，一眨眼加入扶輪已經差不多半年，有幸得

到校長、各位老師及職員的幫助和提點，令我很快便能夠融入新的工

作環境。我會時刻提醒自己，勿忘初心，保持著最初的信念，當初對

理想的熱誠，完成夢想。在往後扶輪大家庭生活的日子裏，盼望各位

能繼續多多指教，同心事奉扶輪。

陳穎嫻 秘書

謝沃文 實驗室技術員

李秀茵 助理文書助理–會計何嘉誠 融合教育支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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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新鮮人

  大家好！我是何頌燦，是本學年新加入扶輪的教學助理。加入扶輪短短兩個月，我學到了不

少待人處事的技巧，從不諳世事的「校園新鮮人」蛻變。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工的耐心指導！

  說到介紹自己，我會形容自己是一個頗為無趣的平凡人。每天的生活大同小異，工作、飲

食、娛樂、休息，周而復始，並沒有什麼特殊。愛好很廣泛但每項都是點到為止，比較有研究的

應該是桌上遊戲。閒時大多會約上三五好友到桌遊社遊玩，所以亦接觸過不少「中外桌遊」，最

為擅長的是十年前興起的「三國殺」和近年較流行的「狼人」，希望有機會與對桌遊有興趣的同

學和同工較量一番。同時，我亦喜愛遊玩MOBA類遊戲，平時亦會

留意LOL的遊戲賽事，感受職業電子競技的熱血與激情。

  在最後我想向大家分享一句我認為很有啟發性的名言，同時亦

代表了我的人生價值：「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期望這句話亦能

啟發大家！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的教學助理李嘉諾。中學時期的生活對

我來說依然歷歷在目，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情。猶記得往日的我少不更

事，學習非常懶散。幸好後來有老師循循善誘，加上找到人生的目標

才開始發憤撇去舊日懶散的自己。深受昔日老師的教誨，我希望投身

教育繼續以生命影響生命。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所長，在喜歡的範

疇上發揮自己，發光發亮。

  大家好！我是學校社工陳婉儀姑娘Christy，我逢星期三、五會在學校

和大家見面，好高興可以在扶輪中學認識到大家，在這裡短短工作幾個

月，已經令我重拾很多青春校園回憶。我平時喜歡吃和玩，旅行、行山、

看電影都喜歡，之後還想嘗試接觸不同既興趣，總之，玩樂就最適合我！

陳婉儀 社工

李嘉諾 教學助理

何頌燦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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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胡永軒，大家可以叫我阿軒。很高興今年加入扶輪中

學，擔任教學助理，協助推廣及編輯組。我喜歡四圍飲飲食食，中菜西

餐，酥餅點心，生猛海鮮，粥粉麵飯，飛禽走獸，無所不好。雖然嗜

食，不敢暴食，多數只會淺嚐即止。為健康計，為食盡天下美食計，雖

然下班精神萎靡，我堅持盡量一星期抽幾日去健身運動。

  另外，好多人說喜歡閱讀。我不大愛閱讀，但偶然都會看書，不知

怎的，看了十幾分鐘，眼乾手麻，呵欠連連，腰酸背痛，為健康計，還是掩卷養神為上。看書傷

神傷身，開卷無益，我反而愛聽書，聽某人說紅樓，論三國，或聽聽不同電台節目，亦可以吸收

新知。小弟初來乍到，請多多指教！

  各位扶輪人，我是陳嘉明老師，在此正式向各位說句：「你好！」一直深信人的一生會

遇到很多「過客」，我們有幸共同停留在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的校園，為彼此相顧相盼，

更是命運使然。中學階段的我是一位運動健將，在傷

患累增的情況下，只好大大減低運動量，現在的我

已為健康從新投入適量的運動當中，若然各位同工或

同學希望在運動上多作交流，請不要吝嗇你的一句問

題，例如在我較為擅長的足球上。除此之外，我和大

部份的男生都一樣鍾情於電子競技上，例如一些即時

對戰的遊戲，亦歡迎諸位在課餘時間多加交流。

  此外，身為HKDSE的過來人，我更是期盼以自身的經驗化作各位的踏腳石，能在這六年

的中學時光中更珍惜彼此的存在，共同成長。為此，我亦藉著這個機會答謝扶輪大家庭的一

路相伴，接下來，請多多指教！

陳嘉明 中文、中史科老師

胡永軒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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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新鮮人

  大家好，我是今年9月新加入扶

輪的融合教育助理黃家慧，平日最喜

歡食、散步和煲劇。很高興能與各位

在這個大家庭

一起共事，未

來請繼續多多

指教，祝大家

身體健康、工

作順利！

  我加入扶輪中學擔任科學實驗室技術員。大學時期

主修化學，喜歡科幻題材電影，啟發我對科技的思考。

我喜愛天空大海，假日偶然會揚帆出海，或風帆，或滑

浪風帆，享受駕御海風，無拘無束地海上航行。我也喜

愛經歷不同文化，曾於芬蘭工作及生活兩年，難忘當地

獨特生活方式以及夢幻般的夏天，盼望不久將來疫情結束，大家都可以重拾外地旅遊的樂趣。

  大家好，我是學校社工過卓佑，大家可以叫我卓sir。很高興在

扶輪認識大家，我逢星期二、四駐校，大家有空可以來社工室玩

boardgame、聊天。我喜歡打機、睡覺、吃雪糕，但因為要減肥不能吃

太多。

  很希望未來日子有機會認識到每一位同學，都想和大家一齊分享喜

悅、分擔煩惱，有甚麼事都歡迎來社工室和我們傾訴。

  大家好！我是黃嘉名

老師，很高興今年成為扶

輪大家庭的一份子。小時

候，我在成長路上總會遇

到一些困難，慶幸身邊有

不少良師與我並肩向前。現在我成為一位老師了，

希望也可以幫助同學一起結伴同行，克服挑戰。

  工作以外，我喜歡看書，近年學會吹薩克斯

風，打籃球是我最喜愛的運動。期待疫情早日過

去，可以在球場上和同學切磋交流一下呢。

葉啟泰 實驗室技術員

黃嘉名 融合教育支援老師
黃家慧 融合教育教學助理

過卓佑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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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盧芷芊。小時候，我很喜歡看書，由其是

喜愛看古代偉人介紹書籍，論不喜歡的課外學習，首數學習

彈鋼琴，每次練習都像是一件苦差，但世事難料，長大後卻

鍾情於音樂創作，閒時也不自覺會走到鋼琴前，哼起調子，

很快便全情投入創作中，這不但讓我抒發情懷，也可作減壓

方法之一。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扶輪的訓輔助理鍾展鏜，大

家可以叫我阿鏜。平日我的興趣都算幾廣泛，空餘時間喜

歡參與各種運動－包括跑步、足球、籃球⋯⋯。此外，我

亦喜愛閱讀，尤其喜歡讀小說。今年好感恩有機會可以加

入扶輪，今次是我第一次參與中學的教務工作，希望我的

加入可以對學校整體運作和學生的成長有正面影響。

鍾展鏜 教學助理

盧芷芊 英文科老師

  大家好，我是新進入扶輪中學的融合教學助理的甄朗。我不久

前從香港理工大學畢業，至於興趣是看電影、聽音樂、健身等等，

最喜歡聽英文歌及純音樂類型的音樂。雖然暫時在扶輪的時間尚

短，我已經能夠感受到學生的活潑以及校內充滿歡樂的氣氛，很高

興能看到這裏的學生能夠開開心心地渡過中學生涯！另外，要感謝

各位老師、同事對我的照顧和提點，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能一起繼

續為扶輪學生創造美好將來。

甄朗 融合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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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校合作

 一如以往，本學年九月開學初期，校長聯同海南堂魯聰言

宣教師到訪全校各班，為同學作鼓勵打氣的分享，以及透過祝福

祈禱，將同學新一年的學習生活交託上帝。

信仰栽培課程及周六手鐘班
   本學年的堂校合作事工推展到學生的學習課堂(第十節的

才藝興趣班)。我們為佈道會中決志信主同學預備了信仰栽培

課程，為他們作基督徒打穩信仰根基。

 此外，海南堂又於周六，與音樂科合辦基礎手鐘班，培

養同學音樂興趣之餘，亦可令同學認識教會同工。

  本校與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校牧團隊保持

緊密合作，透過各項福音事工，關懷牧養全校

師生和家長，藉此彰顯上主對世人的大愛。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
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第1篇2-3節）

同學專心聆聽魯宣教師的教導

同學一起學習手鐘

校長和魯宣教師到各班進行分享及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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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以往，本學年九月開學初期，校長聯同海南堂魯聰言

宣教師到訪全校各班，為同學作鼓勵打氣的分享，以及透過祝福

祈禱，將同學新一年的學習生活交託上帝。

信仰栽培課程及周六手鐘班
   本學年的堂校合作事工推展到學生的學習課堂(第十節的

才藝興趣班)。我們為佈道會中決志信主同學預備了信仰栽培

課程，為他們作基督徒打穩信仰根基。

 此外，海南堂又於周六，與音樂科合辦基礎手鐘班，培

養同學音樂興趣之餘，亦可令同學認識教會同工。

教師專業發展

  教學工作的成效，與教師專業質素息息

相關。唯有教師知識不斷更新、專業技能不斷提升、教學信念

有所反思的時候，教師才可以在教育崗位上發揮最佳的表現，令

學校得以持續的進步，共同營造優質的

學與教氣氛。

  本校致力於在不同領域上為同工提供持續專業進

修的機會，協助他們發揮專業才能，實踐教育理想。本

年度舉辦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括：

日期 培訓主題 講者 / 主辦單位

25/8/2021（三） 【回到教育初衷】 翁傳鏗牧師 杜仁亷校監

27/8/2021（五） 【新聘教師迎新會】 教師專業發展組

24/9/2021（五）
【學校財務管理及招標報價需知】

培訓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郭碧鳳女士

2/11/2021（二）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與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聯合參與）

教育局課程發展組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4/1/2022（五） 教師團隊建立 / 減壓工作坊 學校各部門

18/2/2022（五） 三年計劃籌備日
學校各部門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小幼校長聯會

杜仁廉校監、翁傳鏗牧師與全體同工合照念。
本校與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聯合參與由教育
局舉辦的【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翁傳鏗牧師娓娓道來個人學習
經歷，讓同工回歸教育初衷，
反思教育工作的凡意義。

郭碧鳳女士細心講解學校
財務管理注意事項，幫助

同工免墮陷阱。

薛校長與郭碧鳳女士合照留影

同工在組內積極討論，思考如何
在課堂規劃國家安全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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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就職典禮
總幹事 陳培洋
我因為能夠服務學校而感

到高興，珍惜這次來之不

易的機會。

副總幹事 盧海盛
對於成為學生會成員，

我感到十分榮幸。

秘書長 江穎寶
當選學生會來之不易，即使

困難重重我們也會盡心盡力

為同學和學校服務。

財政局局長 胡詩宜
我能成為學生會的一員，

我感到很榮幸，能夠為學

校和同學們服務。

學習促進局局長 陳柏成
千夫所指不懼一往無前，萬般

艱辛不負一票信任。

周彥均
正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很榮幸

能當選學生會的一員，之後的日子

我再接再厲以配得上此職位。

陳詠雅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

年。」，對於我們來說這都

是一次難以忘懷的經驗。

文娛及康樂局局長
陳燦輝
珍惜這一次難得的機

會，各位精神！

宣傳及推廣局局長長
徐珀軒
我們要奮鬥上進 證明我們

學生會有信用。

陳冠鋒
很榮幸成為學生會的一

員，並且為能夠為學校服

務感到高興。

總務局局長 余凱茵
我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支持。

洪愷靖
很榮幸能成為學生會的一

員，我定竭誠為同學及學校

服務，盡我的責任。

左起：徐珀軒、陳冠鋒、周彥均、陳柏成、陳詠雅、陳培洋、
   盧海盛、江穎寶、胡詩宜、余凱茵、洪愷靖、陳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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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社長及執行導師

  為了加強學生的團隊精神，全體同學都被分派到

紅、黃、藍、綠四社，與學年內參與不同類型的學術及

體藝活動及競賽，本年度四社的幹事和導師如下：

黃社執行導師：馮煒汶老師、霍惠珍老師

社 長：4C江偉鈞、4A嚴咏茵

紅社執行導師：陳嘉明老師、李淑儀老師

社 長：4A賴洛賢、4A黃汶莉

藍社執行導師：紀傳賢老師、孫素賢老師

社 長：5B徐珀軒、5A余凱恩

綠社執行導師：陳妙芳老師、黃蓉老師

社 長：5C衞彩兒、 5B胡晉荣

副社長：5C林詩敏、 5A陳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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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隊

  扶輪中學風紀隊員律己以嚴，嚴守校規，成

為同學的榜樣，並在適當的時候，指出同學的錯

處，提醒他們，讓他們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及學

校。風紀員協助老師提醒同學注意校內及校外的

表現。每當同學遇上任何困難，風紀員均會盡力

提供協助。風紀隊隸屬學校的訓育委員會，由三

名顧問老師負責帶領。風紀隊有兩名總隊長，並

由二十多名風紀員執行日常工作。

  風紀隊每年均會邀請新成員加入，每名新隊

員在加入風紀隊之初期，均須參加兩日一夜的戶

外訓練營，目的為建立團隊、增強自信，及讓隊

員探索及發展潛能。風紀隊負責協助學校管理及

維持秩序，我們亦期望同學能明白並承擔自己的

責任，在不同場合均有合宜的表現。

  我們相信學生的行為表現能反映校風和學校

特色，而校園的紀律和秩序有助營造良好的學習

氣氛。

風紀隊每年都會舉行培訓，透過歷奇活動提升同學
的合作精神。

風紀隊每天早上都會在校門站崗，協助老師檢視同學的校服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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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獎學金頒獎禮暨
扶少團就職典禮

品學兼優獎學金

2A 林嘉欣 3A 李雅特 4A 陳立洋

5A 林希桐 6A 陳智權

學業成績優異獎學金

2A 連澳利 2A 潘子龍 2A 吳靖童

3A 余泳霖 3A 曾嘉泳 3A 陳梓俊

4A 張海茵 4C 何浩霖 4A 黃靜渝

5A 陳柏成 5A 陳英傑 5A 馮 苑

6A 李依潁 6B 林博文 6C 何梓雋

啟發潛能獎學金

2021年全港學生科技大賽中學組小學神大膽車環保設計賽冠軍 5C 潘家豪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白金獎   5A 陳曉茵 5A 陳培洋 5A 張偉杰 

家．黃大仙『守法』海報設計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6A 司徒穎恩

中三、中四級粵語詩詞獨誦男子組冠軍  5A 陳家銘

中三、中四級粵語二人朗誦季軍     5A 陳家銘 5A 陳英傑 

躲避盤校隊  4A 錢繼軒 4A 王恩榮 4B 趙子勤 4B 林德進 5B 胡晋荣 5B 赖宝康
       5B 吳希諾 5B 徐珀軒 5C 梁家康 6C 劉浩林 3C 吳其晉

服務獎 

學 生 會 6A 何紫琳 主席
        6A 蘇鎮華 副主席

扶 少 團 6A 張芷欣 團長
        6A 鄭 堯 副團長

風紀隊隊長 6A 郭醒婷 風紀總隊長
        6A 林嘉明 風紀隊長
        6A 李依穎 風紀隊長

九龍西區扶輪社獎學金得奬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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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少年服務團簡介
  扶輪少年服務團是一個由扶輪社所設立的社會服務團體，扶少團的英文名稱

INTERACT，可以分成四部份來解釋：

「INTER」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即對國際的認識。

「A」Aim of Service，即以服務為宗旨。

「C」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即與他人溝通交流。

「T」Training of Leadership，即領袖訓練。

  本團由九龍西區扶輪社贊助及指導，宗旨為提供青少年一個增進知識的機會，

以促進個人成長、應付社會需求，並透過交流及服務，促進全世界人民的關係。

扶輪少年服務團幹事名單

團  長： 5A 林希桐
監  察： 5A 陳曉茵
副 團 長： 5A 洪愷靖、5A 江穎寶
財  政： 5A 譚焯翹、5A 馮苑溋
文  書： 5A 黃嘉兒、4A 黎詠曦
計  劃： 5A 馬錦榮、4C 何迪謙
宣  傳： 5A 何卓淋、3C 談靜兒
公  關： 5A 袁楚潁、4A 黃瓊玉
資訊科技： 5C 劉梓祺、5B 陳家樹
顧  問： 6A張芷欣前團長

顧問導師：
黃潔萍助理校長、

陳麗華老師

校長和老師與九
龍西區扶輪社來

賓合照

28



圖書館領袖生

疫情減退不了我們的熱誠……
  新學年如常在9月1日開始，雖然仍然受著疫情的影響，但卻無減我

們一眾圖書館領袖生對圖書館的投入和熱誠。在圖書館

的日常工作，可讓這班既可愛又能幹的領袖生發

揮他們的「小宇宙」，他們對圖書館活動順

利進行可謂功不可沒。

　　今年圖書館領袖生還協助挑選

「良好人際關係及互相欣賞」書展的

圖書，既能增加他們對圖書館的擁有

感，亦令他們更加了解同學的需要。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

金」，圖書館的工作雖然瑣碎繁雜，但我館主

相信我們的圖書館領袖生將來成就一定會像以上的

詩句一樣，發出閃閃的金光！

「良好人際關係及互相欣賞」書展

包書

借還書

圖書館領袖生大合照

書展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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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節

  本校每周三天的第十節是「多元學習節」，同學可在音樂、文藝創

意、生活技能、體育、學術、服務六大類別，挑選三項自己喜愛的活動

參加。我們期望多元學習節能讓學生有機會涉獵不同範疇的技能，啟發

同學多元智能，找到自己的價值。我們一起看看不同的興趣班吧！

鋼琴班

西洋書法班

健體班

瑜珈班 桌球班

羽毛球班

躲避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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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遊戲班

藝「園」訓練班

信仰探索小組 拔尖奮進班 歌詠班

籃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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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潛能教育回顧

  為增進區會中、小學教師彼此認識及加強學校地區網絡

的發展，本校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2021年

10月30日舉辦了「加強區會中、小學銜接交流座談會」，本

校幾位同事在薛校長帶領下，到區會的一所小學與其他各區

的區會小學代表見面交流，向小學校長和老師介紹本校近年

的發展重點及辦學特色。

  本校自2017年開始推行啟發潛能教育，在2020年得到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同時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港幣60多萬，繼續推行啟發潛能教育，為學生提供多元化

的學習經驗，以發展同學多元智能及自我概念，提升同學自

尊感及自我效能感，照顧同學的學習多樣性。計劃雖然已於

2021年10月完結，但本校仍然繼續將啟發潛能的元素和理

念融入多元學習節中，

並製成一本《啟發潛能

成果分享集》。此外，

我們亦製作了一段分享

短片（https://youtu.be/

xfek31MDqHQ），展示

同學體驗學習的滿足感與

成功感。

掃瞄二維碼可重溫本校過去
多年推行啟發潛能教育的成果

薛校長帶領同工與其他區會小學交流

《啟發潛能成果分享集》出版，紀錄了本校同
學多元學習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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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會成員：
陳景揚老師、王國文老師、岑慧嫦老師、胡永軒先生

顧問：
薛昌華校長、高惠冰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