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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感謝主！本學年是我在扶輪中學服侍的第二年，我深深體會上帝的同在及看顧。過去一年，學校
仍然以學與教的「追補課時」和活動的「替代方案」，在疫情的新常態下迎難而上，在區內繼續提
供優質基督教教育。我們長時間在2019 冠狀病毒病的威脅下，按教育局指引，3月中開始學校特別假
期，而本學年因此延至8月5日結束，全港中小學將會在8月經歷一個特別短的暑假。學校在5月26日
舉行了「金禧校慶感恩崇拜暨宗教資源中心開幕典禮」，校慶年的慶祝活動隨著7月22日「校慶嘉年
華」同學的歡笑聲中結束。學期即將完結，讓我們一起回顧本年度學校的發展：

新常態與新發展
    本學年我們仍是在網課和半天面授課交替下進行課堂。在符合防疫要求下，老師花盡心思為同學
籌備活動，例如11月的學生成長教育周，12月的福音周與和諧共融周等。上學年的旅行日無奈被取
消，本年度我們排除萬難，成功舉辦冬季旅行日，為超過兩年的疫情陰霾添上一點色彩。學校在文憑
試完成核心科目考試後全校恢復半天面授課，而下午亦開始了第11和第12節課堂，目的是希望補回
失去的課時及提高學習效能。我們明白同學完成上午實體課後要回家繼續上網課是有點趕急，學校亦
聽取學生會委員的意見承諾作出檢討。若再出現只容許上半天實體課的情況，希望可以平衡休息與課
時的需要。

    「啟發潛能教育」是學校過去非常成功的重點發展之一。由2022年起，為進一步配合同學的強
與弱作出支援，學校已按多元智能的分類建立「扶輪人才庫」，聚焦發展同學強項，並鼓勵同學在未
發掘的項目勇於嘗試，以啟發同學的多元智能。而過去支援新來港學童的小組，亦會因應社會的需求
及本校同學的實際需要而推展為「卓越計劃」，全方位支援新來港學童融入本地及學校生活，適應香
港教育制度並作出長遠的生涯規劃。

與時並進，追求卓越
    本校老師追求卓越，積極參與教育專業社群。除各科都派代表出席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的「學與教交流小組」，與其他學校的老師作教學反思及促進知識交流外，本年度學校參加了「學
校起動」計劃的「學校高層及中層領導培訓項目」、「專業學習社群」、「領導實踐共同體」及「聯
校教師發展日」，透過不同的專題討論、座談會和工作坊，彼此交流經驗，從而拓闊視野，最終老師
可以達至「香港教師專業標準參照（PST）」要求。

2



    學校本學年開始使用電子繳費系統，除了可靈活應對突然暫停面授課，亦希望方便家長及減省教
職員的行政工作。而早前申請在全校18個課室安裝電子白板的「QEF優質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
撥款計劃」已獲批准，相信在下學年便會建立好新時代的多媒體教室。為提升學校形象及肯定學校考
評知識文化發展，本校已開展考評局的「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認證。同時，亦申請了優質教育基
金「電子學習配套計劃」、「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和中華電力學生電子學習支援計劃。

基礎建設與宗教氛圍
    於校慶感恩崇拜當日正式開幕的宗教資源中心是一間可移動的組合屋，方便同學在更好的環境認
識基督教信仰。而禮堂內的宗教室已重新佈置成「靈修室」，讓師生在課餘時間可以開小組、查經、
祈禱和靈修。慶祝50周年金禧校慶的另一重大建設，是自上年11月開始籌備繪製的大型宗教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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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透過宗教壁畫內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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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肩同行，邁步向前
    扶輪是一所關愛學生的學校，我們希望培養同學有優良品格、豐富學識、願意承擔、有目標、自
主自律、堅毅不屈和正向思維。遺憾直至今天仍然未有機會大大方方在大家面前除下口罩談話。不
過，正如我與教職員、教會同工及校友在文憑試開考前為中六同學拍攝的打氣片段最後送給大家的說
話一樣：「你要知道身邊有陪伴你和鼓勵你的人。」願我們每天都進步一些，誠心所願。

打氣片段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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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學生美好靈性
  學校一向致力推行基督化的全人教育。本校宗教教育委員會透過與海南堂合作，致力在校內
推動宗教事工，冀能透過宗教教育傳道服務，幫助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修養美好的靈性品格。

宗教教育委員會的老師和海南堂校牧同工，主要以下列三個向度為本校學生提供各類型的宗教聚

會和活動：

1. 策劃宗教周會
 在既定的信仰講題下，讓學生接受有系統的聖經真理。

2. 安排全校各種宗教聚會
 如福音周、佈道會、宗教生活營、夏令會、聖誕

節和復活節等節期崇拜、早上的信仰分享／祈

禱、堂校合作活動（第10節信仰栽培班）等，幫
助學生認識信仰，歸信基督。

3. 組織學生團契
 讓學生透過靈命栽培、肢體生活分享、實踐彼此

相愛的真理。

全校校牧事工活動
  本校為培養及造就學生具備美好靈性，宗教教育委員會及海南堂籌辦不同類型的宗教信仰活
動，供學生參加。全年宗教活動大致如下：

全校宗教活動事工一覽

9月份 教育主日崇拜（周會）

12月份 福音周╱佈道會、聖誕節感恩祟拜

4月份 學生、家長、老師網上祈禱會

7月份 中六放榜打氣晚會

8月份 暑期信仰活動

全學年活動 學生團契、家長小組活動（每月一次）

校牧事工.

海南堂教牧同工與老師們一同在50周年
金禧校慶感恩崇拜中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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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進50周年金禧校慶，學校繪畫了大型宗教壁畫的同時，亦增設宗教資源中心，藉「宗教藝
術創作」與「信仰空間建立」，讓扶輪宗教教育的重要向度「營造基督教氛圍，引導同學認識真

理」，得以在校園落實推動。 

  宗教資源中心既然是一個信仰空間，必然有著明確的所在位置，以及不可或缺的信仰元素。
在學校地下大堂通往後花園左側位置，就是宗教資源中心的所在地！這裏環境清幽，旁邊屹立一

棵鬱鬱蔥蔥的大樹，樹幹挺拔，滿樹的針松更為附近環境遮陰。當走進宗教資源中心，從玻璃大

門望出去，讓人感到分外寧靜安舒！

  宗教資源中心的設立，確實締造了另一信仰空間！讓學校師生、家長，以至教會同工與弟兄
姊妹，可以在此分享信仰，共同推動福音事工。這地方的設立，亦秉承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發

展「校牧事工」的理念：

  「透過本會堂會、學校間彼此協商、合作⋯⋯透過宗教教育及福音事工，以推動及建立校內
基督信仰的文化，負起牧養關懷校內師生及家長之責⋯⋯共同實踐本會的辦學願景及使命。」

  宗教資源中心添置了各類信仰書籍、福音小冊子等，還有一些桌上遊戲，讓大家可以在這裏
共聚團契，分享歡樂，認識真理！除此之外，每逢周二、周四至周六，海南堂同工亦使用這地方

作為駐校的另一辦公地點，關心學校師生、家長，推動福音工作。到了主日，教會弟兄姊妹亦可

使用這地方，分享信仰，繼續推動與學校相關連的福音事工！故宗教資源中心的設立，既秉承了

區會校牧事工的理念，亦落實推動扶輪宗教教育的重要向度。求主使用這地方，藉著堂校的美好

配搭，成為別人的祝福！

宗教資源中心

本校的宗教資源中心正式啟用

魯聰言宣教師與同學們分享聖經

魯聰言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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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部

英國語文教育學部

  「中國傳統漢服小知識」及「普通話繞口令」

  展版上展示了中國歷朝歷代傳統服飾的演變及
特色，讓同學了解漢服特色與文化。攤位亦展示了

兩套漢服，男女裝各一套，讓同學觀賞或試穿，進

一步加深並提升同學對漢服的認識和興趣。

  攤位亦有兩道普通話繞口令的題目，讓同學自
選挑戰。如同學成功在限時內讀完，就可以贏得印

章，換取禮物。

Can You Match These Famous Landmarks To 
Their City?

The world is peppered with hundreds of amazing 
landmarks, from Eiffel Tower in Paris to Big Ben 
in London. Can you recognise them without any 
trouble? 

What's more, tell us more about your favourite 
landmarks. Which landmark do you like best?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學術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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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學部

通識教育學部

科學教育學部

「數學金禧耀扶輪」
  為慶祝建校50周年金禧校慶，培養學生明辨
思考及數學推理的能力，數學科以遊戲「數學50
點」，讓同學建立50點的相關公式。

方法：

1. 先抽出五隻橋牌. (A=1, 2=2, ⋯ , 10=10, J=11, 
Q=12, K=13)

2. 運用四則運算符號：加(+)、減(-)、乘(×)、除
(÷)。把取得的5隻牌運算成結果為50的值。

「一帶一路」知多少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發展的
重要戰略。

  通識教育學部於學術周舉行了以「一帶一
路」為主題的互動遊戲，讓同學了解國家最新

的發展大局。

  現場設有「一帶一路」地圖展覽及各國風
土人情配對卡，同學在老師用心講解下，以生

動有趣的方式認識「一帶一路」，並從中了解

各國的文化及風土人情。

「扶輪金禧疊疊樂」.
  以「建築」為學術周活動主題，讓同學認
識物理力學與建築的關係。 

  展板上展出部分經典建築結構為例子，包
括「門楣」、「承力牆」及「拱門」，圖文並

茂闡釋工程師如何巧妙地運用物理力學分散結

構的重量，設計出既堅固又美觀的建築物。 

  現場設有以「建築」為題材的互動遊戲攤
位，讓各級同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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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部

藝術節奏
  節奏是組成音樂的重要成份，不同的節
奏會帶給聽眾不同的情感。在視覺藝術上，

節奏同樣是構成作品一部份的元素。節奏是

藝術表現的一種語言。     

  學生透過小遊戲，以手眼協調的方式，
透過音樂的節拍完成遊戲。同學在達成兩星

後就可獲印章一個。

科技教育學部、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學部

「歷史人物知多少」與「5G網絡」
  以「歷史人物」與「網絡技術」作為學術周的主題，藉此作
為媒介讓學生認知更多建基於歷史人物上的重要史事，並反思現

今物質充裕的社會乃得來不易，讓學生同時實踐學習與省悟。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部主要負責遊戲部分，「歷史人物
知多少」的攤位遊戲中提供了中國歷史人物的名字與其生平、貢

獻的資料，讓學生在限時內完成配對。

  科技教育學部主要負責展板部分，內容以「5G網絡」為主，
現今生活上都不乏聽到有關「5G網絡」的消息，但我們真的知道
何謂「5G網絡」嗎？由於資料傳輸更快更便利，5G網路將不僅
僅為手機提供服務，而且還將成為一般性的家庭和辦公網路提供

商，與有線網路提供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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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

速疊迎「金禧」
  根據世界競技疊杯聯會規定，競技疊杯運動可以分為三個項目：

333： 需要使用9個杯子，每3個一組，選手要先把每組杯子疊
成金字塔，最後重新組合回原狀。

363： 使用12個杯子，左、右兩旁各有3個杯子，中間6個。同
樣地，選手需要把每組杯子疊成金字塔，最後重新組合

回原狀。

  循環式Cycle：使用12個杯子，選手需要按以下規則完成賽事：
先完成3-6-3項目，再完成6-6項目，然後是1-10-1，最後收為3-6-3。

  海南堂聯同宗教教育科製作展板遊戲攤
位，我們取材自新約聖經的馬太福音登山寶

訓中的八福經文，和加拉太書的9個聖靈果
子，為遊戲的核心元素。讓同學透過釣魚方

式的遊戲，配對出相關經文。從而加深同學

對聖經真理的認識。

「放鬆．減壓」
  以「減壓」為是次學術周活動的主題，讓同學認
識壓力和分享減壓的方法。以展板形式展示現時學生

受學習壓力問題而感到困擾的統計，並以有趣的圖片

分享學生對於壓力的反應和感受，不少同學對此產生

共鳴。

  現場設有Bubble紙和打畫片遊戲，讓學生透過
玩遊戲來舒壓，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地處理壓

力，並分享不同的減壓方法。

海南堂 ( 堂校合作 )、
融合教育

體育教育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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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Our students proved themselves a roaring success at the 73rd Hong Ko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with one 1st place, three 3rd place and 10 merits. All participants were 
fully dedicated and committed to their trainings and performances. We are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We are also grateful 
for the training teachers including Ms. Ara, Ms. Lo, Ms. Ko and Ms. Yau for sparing no 
effort to help the participants improv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an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Let’s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List of winners
4A Leung Kwun Hei – First Place 1C Wong Ching – Third Place
3A Wong Cho Yi – Third Place 4A Mok Yuek Hoi – Third Place
2A Wong Yan Kiu – Merit 2A Ng Ching Tung – Merit
2A Lo Wing Ching – Merit 2A Tsang Pui Kwan – Merit
2A Yau Mei Maan – Merit  2A Yen Po Kit – Merit
4A Huang King Yuk - Merit 4B Kam Yee Wa – Merit
4C Kong Wai Kwan – Merit 4C Lau Ka Nok Chris -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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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陳 家 銘 同 學 的 神
情、語言表達都與誦
材結合為一。

  本校同學在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組
及普通話組同樣獲得優異成績。5A班陳家銘
同學在中五、中六組男子粵語詩詞獨誦榮獲亞

軍，這是陳家銘同學在中學生涯連續第4年獲三
甲榮譽，足見陳同學在朗誦方面有非凡造詣，

透過陳同學在朗誦時流露出來的表現、語氣，

把詩詞的神髓，毫無保留地表現出來。其他參

賽同學在朗誦比賽中也有優秀表現：

參賽者姓名 獎項
5A陳家銘 亞軍

1A鄭雯蔚 優良獎狀

1A鄭子穎 優良獎狀

1A吳泳琪 優良獎狀

1A張子燁 優良獎狀

1A鄭子穎 優良獎狀

2A李淑怡 優良獎狀

2B吳建瑩 優良獎狀

5A陳家銘、5A陳英傑 優良獎狀

參賽者姓名 獎項
1A張子燁 良好獎狀

1A吳倩茵 良好獎狀

1B鄧有謙 良好獎狀

1B鄺偉聰 良好獎狀

2A吳靖童 良好獎狀

2A林小榆 良好獎狀

2C劉晞桐 良好獎狀

4A黎詠曦 良好獎狀

2B吳建瑩、1A鄭雯蔚於懇親會參
與表演。

5A陳家銘、5A陳英傑於懇親會同台表演朗誦二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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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疫情之下，本校同學在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仍獲得不錯的成績。

同學於每次訓練皆相當投入，並很珍惜上台表演的機會。

我們十分期待能夠繼續看到他們在台上耀眼的身影！

Descant Recorder Solo - Secondary 
School - Age 14 or under

2A 曾沛君 銅獎

2B 曾麗雅 銅獎

獲獎名單如下：

中文聲樂獨唱 女聲 中學 14歲或以下

2A 邱美嫚 銀獎

2A 林小榆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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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校慶徵文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李文靜

中二級
冠軍 2A鄭文晞

中三級
冠軍.3A 許丹瑩

中四級
冠軍.4A 陳立洋

中五級
冠軍 5A陳培洋

中六級
冠軍 6A林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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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花絮

李建豪助理校長及紀傳賢老師與林永生牧師
典禮前的合照

主禮嘉賓在典禮前於507室拍照留念

司儀
4A 黎詠曦、羅祖輝和
5A 陳家銘及陳英傑的台上風采。

  50周年金禧校慶感恩崇拜暨宗教資源中心開幕典禮於2022年5月26日圓滿結束。感
謝各界嘉賓來臨參與感恩祟拜活動。當中活動有學生獻詩、教職員獻詩、頒發教職員長

期服務獎、宗教資源中心開幕儀式等，場面熱鬧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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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獻詩，曲目為《更深愛你》。

教職員同聲和唱《歡欣》一曲 由主禮嘉賓和校長為宗教資源中心進行開幕儀式

時間囊放置儀式

典禮結束後，校長與嘉賓於宗教壁畫前拍照留念。 壁畫揭幕儀式

教職員領取長期服務獎紀念品 服務扶輪30年的甘嘉麗老師和校監翁傅鏗牧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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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畢業典禮

  2022年6月2日是本年度的畢業禮，當日，師生雖然仍戴著口罩，但也沒法遮蓋大家面上的
笑容。同學們終於畢業了，回想當初同學們進入扶輪時，還是一個個小孩子，今天穿上那畢業

袍，手持畢業証書，面上多了幾分英氣，大家也長大了。

嘉賓、校監與校長獻詩。

畢業同學與嘉賓在壁畫前合照

16



畢業禮大合照

我們畢業了！

臨別依依，畢業生獻唱一曲，以謝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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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會
  為讓家長了解同學的學校生活情況，給予同學表演機會，由學生擔綱，以慰親恩。本校
於今年6月18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懇親會。當天表演節目非常豐富，包括：英語話劇、歌唱、
樂器演奏及朗誦表演等，雖然因疫情關係，部份項目改為短片播放，但現場氣氛絲毫沒受影

響。學生透過懇親會，對家長、長輩表達謝意，大家都渡過了一個愉快而難忘的早上。

同學朗誦表演，
聲情並茂。

英語話劇，展現同學語言能力和演技。

同學台上一展歌喉頌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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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項目 表演者
校長致詞

Mini-Drama
You Will Be Found Drama Team

獨唱
再說我願意
她整晚都在寫信

2A 王恩翹 

步操管樂隊 中一至中五級樂隊

疫情下的學生活動 本校學生

合唱 《我懷念的》 3B 鄧希雯，羅心怡

合唱 《隔離》 2A 林小愉，邱美嫚

合唱 《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2C 劉晞桐、郭寳芹
樂器班合集 小提琴班、結他班、木箱鼓班、爵士鼓班、木笛隊

「爸媽我愛你」短片播放 初中同學

中一中二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鵲橋仙‧夜聞杜鵑》陸游 1A 鄭雯蔚

中一中二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寄黃幾復》黃庭堅 2B 吳建瑩 

中五中六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戰城南》佚名 5A 陳家銘

中五中六級男子組二人朗誦
 《馮諼客孟嘗》子思改編 （節錄） 5A 陳家銘 陳英傑

鋼琴 
《蒙著嘴說愛你》
《留一天與你喘息》

2C 劉晞桐

手鐘隊  
St. Thomas Festal 手鐘隊

Speech Festival
《Flamingo Boy》 by Michael Morpurgo 3A 王棗怡

Speech Festival
《What for!》 By Noel Petty 1C 王靖

Speech Festival
《The Cay》 by Theodore Taylor 4A 梁冠熙 

Speech Festival
《The Cay》 by Theodore Taylor 4A 莫若愷 

家長教師會頒發「家長義工」獎狀

學生校園生活 本校學生

步操管樂隊II 中一至中五級樂隊

 程 序 
.司儀：5A.林希桐同學、5A陳曉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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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表揚在校外比賽有優秀表現的學生，提升其個人自信心，營造積極、樂觀的正面文化，
感染其他同學追尋夢想，學與教事務局與學生活動委員會分別於2021年11月24日及2022年5月
11日舉行學生成就嘉許禮，並邀請薛校長向曾經在校外比賽中獲得獎項的同學頒發證書和獎
杯，希望這些同學能夠藉着鼓勵，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學生成就嘉許禮

於香港學校朗誦節獲獎的同學與老師合照

成就嘉許禮司儀
5A馬錦榮、5A林希桐

2A邱美嫚

4A錢繼軒、5B吳希諾

3A王棗怡 4C郭彤彤 5A陳家銘

4C盧芷晴、4A古芷栭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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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樺偉先生專訪
  本學年陸運會因疫情被取消，故特別邀請前香港田徑運動員兼殘奧
200米賽跑世界紀錄保持者蘇樺偉先生到校分享，由薛校長和倪明威老師
帶領訪談。同學透過視像直播，感受到蘇樺偉先生那份堅毅精神，經歷了

一節不一樣的價值教育課堂。

  蘇樺偉先生以自身的經歷勉勵同學要在逆境中獲得正能量，不息自
強：「我曾經起跑比較慢，其他選手起跑了，而我還未起跑。教練發現這

個問題，給了我很多改善的建議，亦為我進行反應訓練。我除了堅毅勤勞

練習外，亦會反思自己有甚麼不足。所以，面對困境時，我們要樂於接受

其他人的意見，因為他人的建議有助反省自己有甚麼不足，從而令我們改

善自己。」

  蘇樺偉因為黃疸病，導致腦部受損，後來更出現四肢痙攣、嚴重弱聽
等併發症，成長的路注定比一般人難行。但蘇樺偉沒有放棄，不斷克服困

難及自己的弱點，在母親鼓勵下參加田徑班，展開了他的運動生涯，並獲

教練賞識，經過一番努力，爭取到參加奧運的機會。

  扶輪中學是一間推行啟發潛能教育的學校，同學在體育方面一直有傑
出表現，過去成功培育不少同學加入香港隊接受長期訓練。薛校長表示：

「同學加入扶輪中學的時候，或許表現平平無奇，其實只是未找到自己的

目標，當遇到機會，潛能展現，只要同學願意，我們一定會大力協助同學

發展興趣和潛能。」就正如蘇樺偉先生雖然身體有缺陷，殘疾運動員的路

比一般人難走，但經過他的努力和磨練，最終成為最先跑過終點的「神奇

小子」。

蘇先生的作品

校長與蘇先生合照

蘇先生為其作品
《媽媽的神奇小子》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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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新鮮人第二回
何家樂老師　英文科老師

  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新加入扶輪
中學，教授英文科的何家樂老師。很榮幸能夠加入扶輪的大家庭。我有兩

大興趣：一是運動，二是英語。

  提到運動。我對籃球、足球和跑步都有興趣。運動能夠強化身體機能人
人皆知，但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意志力的訓練。第一，運動能鍛鍊抗壓的體

能，並增加腦內去甲腎上腺素的釋放，有助我們抵受壓力，性格變得堅強。

第二，定期運動可以促進身體的血液循環，將更多的氧氣和營養輸送到皮膚，令外表容光煥發。希望

疫情過後，我能夠和同學們一起享受運動樂趣。

  另外，回想我中學時期學習英語的初心，當時我很沉迷西洋電影。很多膾炙人口的電影以及英語
脫口秀節目都是來自英語國家，許多全球知名演員也都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很渴望能夠不看字

幕就能理解西方電影和節目中人們所說的話，這是我努力學習英文的原因。

  希望各位同學有良好體魄，找回學習的初心，成為內外兼備的扶輪人。

于阳小姐 
融合教育助理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中文及融合教育
助理于阳，大家可以叫我Sunny，我今年
剛剛從香港教育大學畢業，很高興能夠加

入扶輪這個大家庭。我平日的愛好有很

多，喜歡聽音樂，畫畫，運動等，尤其

喜歡打乒乓球。歡迎同學有空可以找我

打球！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與大家相

處愉快，共同進步。

鍾浩先生  
教學助理

  大家好！我是今年1月新加入的教學助理
鍾浩，畢業於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常來自修

室自修或上網課的同學應該會經常見到我，

我日常主要處理有關學務方面的工作。我最愛

閱讀，尤其是小說。另外便是玩各類遊戲，

無論是桌上遊戲，還是電子遊戲，都是我的心

頭好。如果各位同學在學習上有任何問題和需

要，或是想找人聊天，歡迎隨時來自修室找

我。在接下來的日子，請大家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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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景揚老師
   我在十多年前加入扶輪，對甘嘉麗老師認識

並不深，只知道甘老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前輩。

    甘老師在扶輪中學服務已經30年，將於本學

年結束後榮休，我就以編輯組組長的身份，向甘老師進行了訪談。甘老師平日十分健談，事前我也不

用作太多的預備，心想只須拋磚引玉，甘老師自然侃侃而談。

    甘老師用一貫斬釘截鐵的語氣，清晰地告訴我她在1991年加入扶輪，聘請她擔任中文科教師的

是郭顯華校長，上午面試完畢，下午就獲聘任。甘老師除了專修語文，對藝術也有一定造詣，故初來

乍到，已經在任教中文科的同時兼教美術科。

    訪問前我已知甘老師曾在台大修讀國文，學識淵博，但在訪談後我才得知甘老師原來曾從事出版社

工作數年，後來感覺自己並不太喜歡編輯工作，才於台大畢業後，投身教育界，在扶輪眨眼就30年了。

    甘老師憶述當年的「扶輪情」，首先是當時的美術科主任蔡克信老師，性格隨和，給她很大的自

由度；另外就是霍惠珍老師，當年同處7樓教員室，雖然任教科目不同，但一起聊天、吃飯，不自覺

就稔熟了，後來更一起擔任圖書館主任；最後，甘老師笑容滿面提起當年負責員生福利組的冼耀偉老

師，經常安排很多有趣的聚會，相處融洽。

    「師生情」方面，甘老師說出了幾個學生名字，都是她第一年擔任中一班主任時的學生，有的個

性搗蛋頑皮，但在甘老師循循善誘下，不得不乖乖聽話。甘老師也特別提到「搖搖王」廖文奇校友，

他是甘老師帶領搖搖活動時認識的搖搖天才，但最令甘老師印象難忘的，並不是廖校友出神入化的搖

搖技術，而是他重情重義的個性！從此，亦可見甘老師重情的一面。

    榮休在即，甘老師勸勉扶輪學生一定要努力讀書，考上大學，因為就甘老師的成長經驗，領悟到

人必定要有學識，才會有清晰的人生觀、是非觀。在台大的學習生活，令甘老師找到人生方向，也教

會她如何思考，領悟到知識應該自己去追尋，並不應等待老師傳授，不要做井底之蛙。

    甘老師預計在退休後繼續發展藝術，她擅長西洋繪畫，但也希望鑽研國畫。此外，也希望可以遊

歷歐洲各國，先往葡萄牙，再往捷克、德國、瑞士等地，欣賞各國獨特建築和自然景色。

    簡短的訪談，令我對甘老師的認識加深了，對甘老師那種率直敢言的態度由衷尊敬，也為甘老師

那種重情重義而折服！甘老師，願你退休生活稱心如意！

榮休老師專訪
甘嘉麗老師中文科同工同照

1994年員福利會教會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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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景揚老師
   這次專訪的對象是扶輪出了名，待人親切隨和，連續
多次於表揚教師計劃高票獲學生選為最喜愛教師的區志祥
老師。

    我對區老師印象始於一次下班時，走到路口碰見區
老師駕車經過，當時他還在駕駛那輛藍色小車（大發

Gino），由於我們居住地點非常接近，區老師竟主動邀請不太相熟的我乘搭便車，區老師待人親厚便
是如此。

    區老師於2007年加入扶輪，至今已經15年，當年任教科學、電工、金工科，在此之前則在其他
學校任教。不說不知，原來區老師畢業後其實並未考慮過投身教育界，只因一次機緣巧合的代課工
作，在短短的3個月，引發起區老師對教學的熱情。每天一大早就上學去，完全不覺疲累，工作到下
午6、7時才下班，跳上巴士才昏昏沉沉睡去，不是遇上自己能奉獻一生的工作，大概不會如此。

    區老師也在當時遇上了他的啟蒙老師，區老師直言，那位老師是他從事教育工作的偶像，模仿的
對象，極有責任感，毫不計較，熱心教學，令區老師的教學熱忱持續至今。

    在扶輪的15年，最令區老師難忘的，就是帶領交流團。區老師憶述年青時常做「背包客」，此情
不改，成為了教師，也積極爭取交流團的帶隊工作。區老師第一年加入扶輪的暑假，就跟隨黎金鳳老
師帶領學生前往中山、珠海。交流團的帶隊工作其實並不簡單，又犧牲了私人時間，但區老師卻甘之
如飴，原因是過程之中，能夠和學生一起行萬里路，增廣見聞，是賞心樂事。

    區老師在教學上獲得很大滿足感，原因是喜歡和學生相處。十多年來，有不少學生都令區老師印
象深刻。有一位同學由浮躁的「暴風小子」，到找到信仰，認識耶穌，心境平和；有一位同學好與老
師對抗，到心境成熟後，在區老師引導下覺悟前非，主動為前事道歉；也有同學與同儕相處出了問
題，在區老師的開解和支持下，最終解決了分歧。區老師以他的經驗告訴我們，甚麼是老師，甚麼是
「傳道」和「解惑」。

    當問及區老師的退休生活，才得知他服務青年人的熱情絲毫未減，未敢言休，一方面雖然要面對
現實，在足球場上退下來，但在宗教事工上、義務工作上，仍可繼續發光發熱。

    我有一次在流行曲K歌班遇上學生不唱流行曲，反而點唱《這個家》這首詩歌，原來就是受到區
老師的影響。區老師在宗教課堂藉着這首詩歌，讓同學明白團結、和諧的重要，要大家明白我們也是
植根於扶輪，應該彼此關愛，彼此尊重。

    「願你帶著歡笑，走進這個家，互勉帶著基督的愛心。」謹此祝願區老師退休生活快樂！

榮休老師專訪
區志祥老師

中文大學一日遊

「我要讀中大！」
攝於中大開放日 校園火鍋留影 區志祥老師與同學同遊港島24



我要感謝_______  

黃嘉妍老師：

我想感謝的是陪伴了我4年的黃老師。
謝謝您這些年來的教導和照顧！謝謝您
對學生的付出，我的點滴進步都離不開
您的教育，感謝您溫暖了我，感恩於您
的諄諄教誨，一路有您的榮幸。

4A嚴咏茵

親愛的馮穎紅老師：

    感謝您這麼多年的關心和幫助，中學生活已接近尾聲，我會盡力考
好DSE，不辜負您與其他老師的期望。

    敬祝

教安

5A陳柏成

Miss Lo 

    感謝你教我們英文，給我們
看電影，從中學習英語。我很
喜歡和溫柔的Miss Lo說話。

        學生

1C莊佩琪

3B鄧綺晴：

    謝謝你對我的照顧和陪伴，在我遇到不會的
題目時，你會耐心地教我，一起分享開心事。

3B郭心怡

敬愛的老師：

    你們對學生無微不至的關心與悉心教導，
令我由衷地敬佩，在此我誠懇對你們說一句：
「老師，謝謝你！」

3A 許丹莹

1C區宇軒

To Alton Wong

Hi Alton ,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my best friend . 

      Love

1C Carter Au

李錦成老師：

您是一名盡心負責的老師，時常像父親一樣嘮叨我
們，常常提醒我們各種事情，也會十分細心留意到我
的情緒起伏，感謝您在初中3年對我的關心和照顧！

3A班同學

25



校外比賽獲獎
主辦機構 活動／競賽項目 所獲獎項 獲獎學生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元朗青年節競技疊杯錦標賽 團體接力一等獎
4C 鄺祖斌、3A 區柏灝、
1C 陳靜琪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及
中國航天科技國際交流中心

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
賽火星家園創意賽
（高中組）

二等獎
4A 莫若愷、4A 梁冠熙、
4B 鄧學銓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藍天綠地在香港花鳥蟲魚
小伙伴設計比賽

季軍 5B 賀韻宜

漢語聖經協會
第28屆聖經朗誦節學校組
中四至中六組獨誦廣東話
第一組

亞軍 5A 陳家銘

中華基督會基協中學
「逆境‧夢飛行」
全港中小學演講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十強）

5A 陳培洋

九龍東社區關懷協會 動漫黃大仙填色比賽 季軍 4B 譚樂遙

香港教育大學
第3屆粵港澳大灣區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一等獎 6A 李依潁

黃大仙少年警訊 防疫宣傳短片比賽 殿軍 6A 蘇鎮華

亞洲藝術研究會 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二等獎 3A 王棗怡

泰山公德會
全民愛心大行動
「孝道之星」表揚活動

「孝道之星」 4C 郭彤彤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 新知識閱讀報告比賽2021 初中組亞軍 2A 邱美嫚

國際資優教育及藝術協會 慈善聖誕節卡設計比賽
中學組亞軍 4C 盧芷晴

中學組金獎 4A 古芷栭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中五中六級男子粵語
詩詞獨誦亞軍

5A 陳家銘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男子組英文散文獨誦
冠軍

4A 梁冠熙

男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季軍

1C 王靖

女子組英文散文獨誦
季軍

3A 王棗怡

男子組英文散文獨誦
季軍

4A 莫若愷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第23屆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中學組科學幻想畫
三等獎

2A 連澳利

赤薈培訓有限公司
第2屆
赤薈盃（躲避盤）碗賽

亞軍

4A 錢繼軒、4B 林德進、
5B 胡晉榮、5B 吳希諾、
5B 賴寶康、5C 梁家康、
6C 劉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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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鄺祖斌、3A、區柏灝、1C陳靜琪
榮獲元朗青年節競技疊杯錦標賽團體接力一等獎。

4A 莫若愷、4A 梁冠熙、4B 鄧學銓於首屆香
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火星家園創意賽高中組
獲得二等獎。

5B賀韻宜設計的「花鳥
蟲魚小伙伴」在設計比
賽中榮獲季軍

5A陳家銘獲得第28屆漢語
聖經朗誦比賽高中廣東話
第一組亞軍

5A陳培洋於「逆境‧夢飛行」全港中小學演講
比賽成功晉身十強，最終獲優異獎。

4B譚樂遙於動漫黃大仙填色比賽獲季軍，與校
長和指導老師許自培老師合照。

6A 李依潁獲得第3屆粵港澳大灣區生
命教育徵文比賽高中組一等獎

6A蘇鎮華於黃大仙少年警訊防疫宣傳
短片比賽獲得亞軍

3A王棗怡於亞洲兒童繪畫大賽獲亞軍

4C 郭彤彤於全民愛心大行動「孝道之
星」表揚活動獲頒「孝道之星」

2A邱美嫚於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新知
識閱讀報告比賽2021獲得初中組亞軍

本校學生在第73學校朗誦節英文、粵語及普通話賽事均獲得不少獎項。

4A錢繼軒、4B林德進、5B胡晉榮、5B吳希
諾、5B賴寶康、5C梁家康、6C劉浩林於第2
屆赤薈盃（躲避盤）碗賽獲得亞軍。

4A 古芷偭、4C盧芷晴於國際資優教育及
藝術協會慈善聖誕節卡設計比賽分別獲得
金獎及亞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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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專業檢視.·.共同反思」
三年發展計劃籌備日

  學校能否有策略地檢視校情及促進專業反思，是學校持續發展
和改善的關鍵。扶輪中學秉持「策劃  推行  評估」（PIE）
的自評理念，分別於2022年1月14日及2月18日舉辦「三年發展計
劃籌備日」（一）（二），在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大前題下，推動

不同科組共同協作，結合校情趨勢、學生特性、問卷數據等因素，

有系統地從「學與教」、「價值教育」、「生涯規劃」三方面進行

自我評估，從而協助學校制訂未來3年的發展方針。

「正面迎復課.·.關愛在校園」
學生精神健康工作坊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扶輪學生的學習模式和校園生活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在家學習回到面授課堂，學生可能會因為生活模式

改變、人際互動空間減少、追趕學習進度等因素而產生壓力和出現焦慮情

緒。有見及此，扶輪中學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合作，於2022年5月31日舉辦
以「正面迎復課 · 關愛在校園」為主題的學生精神健康工作坊，協助教師
掌握基本知識和技巧，識別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薛昌華校長為學校
現況進行分析，加
深教師對學校發展
及 自 評 工 作 的 認
識。

教 師 在 組 內 積 極 討
論，並利用電子裝置
即時輸入回饋，為學
校的未來發展方向提
出重要意見。

全體教師於禮堂留心聆聽薛校長的校情分析，為
討論環節做好準備。

薛昌華校長、倪明威老師、
馮敏婷老師與校本教育心理
學家何姑娘合照留影。

教師於組內既有討論時段，亦有個人專
業反思的時刻。

教師就模擬學生個
案分享看法。

全體教師以分組形式參與工作坊，
過程不乏互動元素，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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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餅人製作
  在緊張刺激的抽獎活動後，我們
還在雨操場舉辦了薑餅人製作活動，

這個活動是學生會和學校社工合作舉

辦的。在活動中，不只有同學的參

與，老師和校長也同樣參與其中，一

起度過了一段輕鬆愉快的時光，促進

了師生之間的感情。

學生會活動

聖誕大抽獎
  在本學年的祝誕日，學生會安
排了一系列的活動，同學們都踴躍

參與。

  和往年一樣，今年舉辦了聖誕
大抽獎活動，但唯一不同的是，今

年學生會準備的禮物更為吸引，更

加豐厚。令更多同學有機會被抽

中，上台領取神秘禮物。

校長和老師們也一起製作薑餅

誰是下一位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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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 Club）是一個由扶輪社所設立的社會服務團體，由12至18歲
的青少年組成。現時，全球有超過10,700個團遍佈世界的109個國家及地域，共有團員接近
200,000名。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扶輪少年服務團（下稱：扶少團）於1999年成立，本團的宗旨在
於提供青少年一個透過交流及服務機會，以建立正直的人格及訓練領導才能，體驗尊重與分

享，並開拓國際視野。

  為迎合宗旨，扶少團每年最少要辦理兩個服務計劃：一個是服務社會，另一個是促進對
世界的瞭解。透過參與扶輪少年服務團，同學不只可認識到一班學校以外的新朋友，還可以

為改善社會而努力。今年扶少團舉行了參觀零炭天地和參觀珠寶行活動。

扶輪少年服務團

同學專心聆聽珠寶知識
同學試穿建築外骨骼

導賞員講解都市綠化

小心翼翼地拿著珠寶

同學與珠寶行導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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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眾期待的扶輪中學的IG終於面世！IG
上會定期分享勵志經文，為同學們打氣及宣揚

基督信仰。另外，亦會有活動剪影和我們扶輪

人的得獎照片。大家想欣賞扶輪同學的精彩留

影，就立即follow cccrotary，切勿錯過！

學校Facebook  IG 介紹

  本校設有Facebook專頁，讓家長、校友、同學與公
眾認識本校，知道學校的最新動態。加深對本校了解。管

理員不時將本校的大型活動的消息、相片或影片上載到

Facebook專頁，讓未能參與盛事的坊眾一同感受活動的
氣氛，或重溫活動的精彩時刻；也會將同學的得獎消息發

佈，讓坊眾一同分享得獎者的喜悅。

  盼望各位扶輪人繼續支持本
校的Facebook專頁，給我們的
專頁和最新消息「讚好」及積極

的正面留言，以作為對學校及同

學的鼓勵。

  同學可掃瞄二維碼瀏覽本校
Facebook專頁並「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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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好人好事

事件日期：2022年5月5日

好人好事事蹟：

  三位中二級的同學，於事發當天放學一同步行回家，準
備吃飯及參與下午網課。走到離學校不遠近宏照樓巴士站的

位置，三人赫然發現地上有一張八達通卡，猜想應該是途人

遺下的，便把八達通卡拾起來看，才知道八達通卡是屬於本

校的一位同學的。雖然三人那時正要趕回家去參加網課，時

間頗為趕急，但三人也意識到失去八達通卡的同學此際或許

正為著找回八達通卡而焦急萬分，便不再耽誤時間，決定將

八達通卡帶返學校，希望透過校務處物歸原主。碰巧這個時

候三人遇上陳景揚老師，便將事情的始末告訴陳老師。陳老

師除了欣賞同學路不拾遺的良好品德之外，也答應協助三位

同學將物品帶返學校交校務處跟進，好讓同學能夠準時返回

家中參與補課。最終失主也順利取回自己遺失了的物品。

事件日期：2022年4月26日

好人好事事蹟：

  楊筠怡同學於當天第10節數學奮進班的上課地點拾獲
了一個銀包，楊同學立即將事情告訴任課老師，老師檢查

銀包，憑裏面的證件知道銀包是屬於同級吳俊毅同學的，

很快便將銀包交還給吳同學。然而，事件的重點是，吳同

學的銀包已遺失了一段時間，卻遍尋不獲，想來想去也想

不起自己是如何遺失的。而且銀包內有一定數目的金錢，

都是家人給吳同學用來購買午餐用的，找不到銀包，吳同

學要在沒錢買飯吃的同時，回到家中也要承受家人責怪自

己的冒失。就在吳同學正要面對捱餓受責的結果時，老師

卻拿著他的銀包出現！他才知道原來是自己不小心將銀包

遺留在課室，心裏覺得幸運之餘，也很感謝拾金不昧的鄰

班好同學楊筠怡。

受表揚同學：
2A潘子龍 2C陳宇程 2C鄭光耀

提名人：
陳景揚老師

受表揚同學：
2B 楊筠怡

提名人：
2A 吳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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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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