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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渡過歷年來最短的暑假後，本學年與上兩個學年一樣仍是在
疫情下開展。感謝主，中秋節翌日假期後學校已恢復全日面授課

堂。我們用了兩年的「追補課時 替代方案」口號，終於可以放
下。同學可以在相對充裕的實體校園生活重新體驗久違了的十五

分鐘小息、小賣部排隊、留校午膳時大方除下口罩、飯後自由在

操場玩躲避盤和籃球的帶氧運動、五十分鐘完整的多元學習節與

及放學後多元的聯課活動！

  無可否認，學校的發展在過去幾年只能被疫情的反覆牽着走。適逢現在生活開始復常，學校在各
方面的計劃已蓄勢待發。STEAM一直是我們的發展的重點，學校已開始構思重整初中的校本課程，
希望下學年開設「創科教育科」。為更有效配合最新的教育發展趨勢及照顧同學的需要，我們亦準備

檢討各級開設（Launch）的科目（包括高中的應用學習課程ApL）及優化（Optimize）課時分配，
並計劃於下學年修訂上課時間表。

  早年我們榮獲「啟發潛能學校」這個獎項的肯定，今年起透過輸入每位同學七項多元智能的數據
而建立的「扶輪人才庫」，更能準確發現同學不同範疇的強與弱，不單要繼續發展強項，更要焦點提

升弱項及提供支援的平台，期望啟發同學多元智能，全人發展。

    本學年的工程繼有活化（Vitalize）扶輪民宿（家政室
內）、增設Art Gallery學生作品展覽室，園藝規劃、十八個
課室安裝電子教學白板、天台安裝衞星電視接收器及太陽

能發電板。隨著各項工程陸續完成，相信一定為同學帶來

更美好的校園。

    今年是學校三年發展周期的第一年，學校希望着力於以
下三個關注事項：

1. 優化教學策略，提升（Enhance）學生學習成效；

2. 建立關愛群體，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及成為良好公民；

3. 全方位推動生涯規劃教育，促進學生成長。

  扶輪是一個愛（LOVE）的群體，今期扶輪生活收錄
了近期學校的人和事，也是師生的生活相簿和成長記錄。希望

我們每天都進步一些，每年的進步可以翻幾倍！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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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和你chit-chat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為了加強校長與學生的溝通，一年一度的「校長和你chit-chat」再度舉行，同學們得以進入校
長室，與校長面談，都感到十分興奮。以下是活動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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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 

教育主日崇拜及校長到各班禱告

  海南堂於2022年9月18日（禮拜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教育主日崇拜，薛校長、高副校長、楊助
校、李助校、李碧儀老師及其他宗教教育委員會委員，聯同詩班同學共三十一人代表出席。是次教

育主日崇拜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擔任講員，其講題為《大人物和小人

物》，內容精闢，道出不論身處何種角色，都能成就上帝的聖工。我校師生均專心參與聚會，在聖經

真理上得到莫大裨益。

  學年之初，校長抽空到各班與同學傾談信仰，了
解同學所面對的困難及需要，並透過禱告一一的呈獻

於主前，願學生在天父上帝前蒙福。

詩班同學獻唱詩歌《快樂常歌唱》

蒲牧師與本校師生

校長細心的了解學生們的需要 同學們誠心地把獻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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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賀中秋
  為慶祝中秋節這個人月兩團圓的日子，各同學
都用心佈置課室，懸掛燈籠以增添中秋氣氛，使扶

輪師生可以共同歡度中秋佳節。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委員會也舉行了「齊賀中秋」活動，同學當天

放學後在禮堂門外一起猜燈謎及製作燈籠。

  透過活動，同學能夠認識中秋節的由來、吃月
餅的習俗來源及嫦娥的故事。同學當天更製作了不

同款式的燈籠，大家都熱烈參與，場面非常熱鬧。

加上不同顏色的皺紙，使燈籠外觀更吸引。

這兩位同學選了像月亮一樣
的淡黃色皺紙作為主色

活動場地設展板讓同學了解中秋節習俗

薛校長、老師和同學們手拿燈籠合照

同學一同構思設計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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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學會活動
《風鐸‧敦煌》
舞台劇欣賞活動

  《風鐸‧敦煌》舞台劇由新域劇團主演，於高山
劇場上演，本校師生共30人於10月1日一同前往高山劇
場觀賞舞台劇，透過舞台劇，讓老師和同學認識了守

衞敦煌藝術的「敦煌守護神」常書鴻的一生。活動除

了加深同學對敦煌文化的認識，也有同學透過活動刊

物得知，原來常書鴻女兒常沙娜，是灣仔金紫荊廣場

雕像《永遠盛開的紫荊花》設計者之一。

應屆學生會核心成員也有參加這次活動

同學進場等待舞台劇上演

同學們在高山劇場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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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二十五年，香港珍藏大展.

  本校師生共20人於10月8日前往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參觀「香港珍藏大展」。活動展出了
本地著名收藏家的知名藏品，都是博物館級中國文物，包括從唐代至清代的瓷器、玉器、家具、銅

器等，令師生們大開眼界。

師生們在場館合照留念

同學們透過聆聽導賞員講解，增進了對瓷器的認識。參觀的同學都免費獲贈「文房四寶」
一套，可謂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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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摹揮毫書法日
  本校嚮應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會的邀請，於9月28日，假本校禮堂舉行「安慶回
歸廿五載，臨摹揮毫書法日」活動。

  當日午飯後，已報名參加的老師和同學魚貫進入禮堂，歛氣凝神，手執大會提供的墨
寶，在薛校長的帶領下，臨摹《獅子山下》歌詞。台上則有李碧儀老師彈奏古箏，妙韻悠

揚，更添雅興。同學藉參與此活動可以感受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共同分享香港回歸祖國25
週年的喜悅。

師生全神貫注臨摹獅子山下的歌詞

音樂科李碧儀老師在台上彈奏古箏，
增添雅興。

外籍英語教師也參與其中！

同學們與作品合照

同學們濟濟一堂一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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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筆書法比賽
  為弘揚書法藝術，鼓勵書寫整潔優雅硬筆字，書寫「中華經典名句」，認識中華文化精
粹，領悟傳統經典智慧，培養良好品德情操，本校積極推動同學從小培養寫書法的興趣，認識

我國文字藝術及其演變過程，期望同學透過書法這種別具意義的活動，培養出欣喜、平靜、理

性、穩定的心性，用以迎接未來的挑戰。我們特意鼓勵同學參加由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舉辦的

「第二屆香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全校所有同學均參加是次活動，結果在一眾中文

科老師嚴格甄選下，選出六份優秀作品遞交到大會參加公開比賽。表現優秀的同學包括：

1A 雷鈞杰、2B 吳雨冰、3C 黃慧怡、4A 李雅特、5A 張海茵及6B 賀韻宜。

6B  賀韻宜5A  張海茵4A  李雅特

3C  黃慧怡2B  吳雨冰1A  雷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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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滿月
  為了增加中一同學對校園的歸屬感及慶祝同學們入讀扶輪一個
月，學校特意於10月為中一同學舉辦「中一滿月活動」。當日，
學校邀請家長義工到校為中一同學製作紅雞蛋，紅雞蛋上更繫上校

長、老師、社工及大哥姐的祝福及鼓勵說話。午膳時，大哥姐更於

禮堂主持中一滿月活動，活動中播放了中一同學的校園生活及各人

對中一同學的鼓勵說話。放學後，大哥姐把兩隻紅雞蛋及一枝筆送

給各中一同學，寓意「科科100分」。各同學收到紅雞蛋後都十分
雀躍，紛紛與老師、大哥姐及朋友拍照留念。

家長義工到校為同學製作紅雞蛋 家長義工正在包裝紅雞蛋
紅雞蛋的製作過程

紅雞蛋誕生了

「中一級滿月活動」的合照

校長、老師和家長到課室派發紅雞蛋 家長和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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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常測打氣

  第一學期常測來臨前，同學都為了
預備測驗，感到很大壓力，一眾家長想

為同學「打打氣」，特意於10月28日親
臨學校，親手製作外型精緻的小饅頭，

派發給中三級同學，同學們收到家長們

的心意，感到非常窩心。

眾家長同心合力製作饅頭

小饅頭蒸好以後還要放涼

造型精美的小饅頭

家長到課室派發小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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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黃大仙「成就未來」

補習計劃啟動禮
  本校嚮應由愛心全達慈善基金主辦，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協辦，黃大仙民政事務處、中國香港
文化體育旅遊協會支持的「愛在黃大仙『成就未來』補習計劃」。

  計劃的起動禮假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禮堂舉行，黃大仙區參加計劃的五間中學均有到場。起動禮由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黃智華先生、愛心全達慈善基金創會會長潘陳愛菁女士、愛心全達慈善基金董事姚

逸華律師等一同主持，立法會議員梁毓偉先生、楊永杰先生，愛心全達慈善基金董事黃業坤先生、林鄧

雯蕙女士、鄭偉康先生等均有出席。

  本校獲得了撥款，補習班將於十一月起全面展開，主要對象為初中同學，希望透過以上計劃，除了
解決同學學業上遇到的困難，並能夠令同學明白到「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薛校長、學生代表3C班吳啟峰同學從主禮嘉賓手上接過撥款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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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少年服務團就職典禮

扶輪少年服務團第二十五屆幹事名單
團     長：5C 李心月                    監    察：4A 周俊鋒  

副  團  長：5A 黎詠曦 5A 李文杰     財    政：4B 樊冠賢 4B 戴博熙 

文     書：4B 曾芷晴 5A 黃澍銘 5C 盧芷晴

計     劃：4B 吳其晉 4B 邱曉晴 5C 呂泳潔

宣     傳：4C 王棗怡 5A 賴洛賢 5A 梁冠熙

公     關：4B 胡珈醴 4B 戴澤豐 4B 談靜兒

資訊科技：4C 劉譽博 4C 劉柏僑 5C 何迪謙

顧     問：6A 林希桐前團長      顧問導師：陳麗華老師  

九龍西區扶輪社各位代表、薛校長、高副校長、陳老師與本屆扶少團成員合照

融合教育晚會
  中一新生家長共融晚會於2022年9月
9日晚上於學校活動室舉行，當晚特殊教
育統籌主任倪明威老師向家長講解本校融

合教育政策及支援措施。家長們都踴躍發

問，希望協助子女適應升中新挑戰。 中一新生家長共融晚會於本校活動室舉行

  典禮當天，得蒙九龍西區扶輪社社友撥冗光臨，出席者包括方奕展前區總監、容亨達社長、
孫頌強前社長、梁任榮前社長、羅漢華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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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計劃
  本校推行卓越計劃，全方位支援新來港同學及家庭，幫助本校的新來港同學融入本地及校園生
活，以適應香港教育制度並作生涯規劃，同時為他們的生活需要作出支援。

  在學術支援方面，本校為新來港同學提供不同類型的補習班，例如英文補習班，協助他們提升
學業成績，加強英語能力；又會把適合他們程度的英文圖書贈送給他們，增加他們對閱讀英文圖書的

興趣。

  此外，為了讓新來港同學盡快適應校園生活，加強他們對香港文化及社區的認識，本校舉辦了
啟動禮、節日聚會、認識社區和戶外參觀等豐富而多元化的活動。

  對家庭有經濟困難的新來港家庭，本校亦會協助同學及其家庭申請各類援助金或津貼。

  生涯規劃方面，本校則提供個人化的生涯規劃諮詢，讓同學能夠因應自己的能力和目標，報讀
心儀的院校和學科。又透過升學講座向同學介紹包括兩岸三地等多元升學途徑，了解各地大專院校

之升讀條件及學習文化。升學報讀支援方面，本校支援同學處理各類院校課程申請事宜，包括自薦

信寫作指導、撰寫校長推薦信、模擬面試及放榜工作坊等，務求令有志升讀大學的新來港同學達成

目標。

  卓越計劃更為有需要的新來港同學，申請不同的資源。9月至10月份，學校參加了

  由福幼基金會及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協辦「小題大做 x 電腦捐贈計劃」，透過募集企業二手電腦
並翻新，再免費轉贈予基層家庭同學使用。以下是兩位成功申請的新來港同學：

  今年9月，正值中秋節前夕，學校為新來港同學舉行了啟動禮，一方面讓同學了解卓越計劃的內
容，另一方面也向同學派發月餅及迎新禮物，祈願他們可以與家人共渡一個團團圓圓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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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計劃啟動禮開始前的大合照

學生們正在聆聽老師的介紹

社工正在帶領學生參予破冰遊戲 學生正聚精會神地製作燈籠

同學的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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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 ever wanted to talk to a foreigner, but you stepped back 
because you thought your English was not good enough?
Have you ever been asked questions by good-looking foreigners, but 
you refused to answer them just because you were shy? 

Now here is a chance for you to 
make up for your regrets.
The English Ambassador Programme aims at helping students enrich 
the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as it boosts your confidence and 
overall enjoyment of speaking English. 
Not only can being an English ambassador gain leadership skills 
which you can present to your future employers, but you will also 
make a lot of friends and be part of our community. There are 
assorted activities for you to join and you get to speak English outside 
of your classroom so it will definitely make up for your regrets!

English ambassadors share with fellow schoolmates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and lunchtime activities. You will be given many chances 
to engage in different meaningful events, ranging from designing and 
hosting English games, performing in English videos, writing riddles 
and writing scripts to language arts.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ruly 
have contributed to creating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at CCC 
Rotary Secondary School. Join us. 

They were designing and hosting 
English games to make English 
learning enjoyable.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with 
confidence and excellent speaking 
skills.

English Ambassador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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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回歸教育初心「感師恩樂承傳」分享講座.

  隨著教育環境的改變，學校、教師不能夠故步自封，既要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擺脫固有傳統，亦
須回應家長需求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提升專業水平。有見於教師團隊工作任重道遠，責任益添，

扶輪中學於2022年8月24日舉辦「感師恩樂承傳」分享講座， 邀得王國江校長親身分享教育經歷，帶
領本校教師回歸教育初心，反思使命承傳。

1、正向思想、我能行

2、全情投入、愛惜光陰

3、懂得尊重、禮貌相待

4、學會參與、合作共贏

5、承擔後果、知禮守規、賞罰分明

王國江校長.
「班級經營五要訣」

王國江校長自謙「教育老兵」，從自身經歷中
娓娓道出教育工作的深刻意義和價值。

教師留心聆聽王國江校長的分享，
反思以人為本的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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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計劃
  本校參加由保安局禁毒處統籌的「健康校園計劃」，旨在透過多元化個人成長活動和同學自願參
與的校園測檢兩大元素，促進同學身心健康發展，鞏固他們遠離毒品的決心，從而推動建立健康和無

毒校園文化。我們夥拍東華三院心瑜軒，成功爭取到禁毒基金會的撥款資助，製訂了一個名為「健康

SUN動力」的計劃，在未來一年，我們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領袖訓練、歷奇活動、情緒管理
工作坊、成長小組、生涯規劃、才藝培訓及家長講座等。本學年已舉辦了的活動包括：

健康生活講座

  由東華三院心瑜軒社工講解有關毒品或不同成癮問
題的知識，教育同學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增加同學對禁

毒資訊、各類成癮行為的認識，明白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的重要性。

「家點連繫」活動

  透過工作坊形式，為同學家長提供有效實用的管教及親子溝通技巧，以及講解禁毒資訊及
協助家長處理子女成癮問題的技巧，讓家長了解青少年成長發展及與他們相處溝通的技巧，及

在子女遇上困難時能支援他們。

同學戴上特製眼鏡，體驗
吸食毒品後的眩暈感。同學踴躍回答社工關於毒品的問題

戴上特製眼鏡，同學發現連簡單
的拼砌積木遊戲都難以完成。

家長們積極發問關於與子女溝通的難題
社工將管教子女及與子女溝
通的技巧娓娓道来 家長們觀看處理子女成癮問題的影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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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作坊

  近年吸食大麻個案和涉及大麻罪行的數字有所上升，反映社會防範意識日益不足，影響年輕一代
健康成長。有見及此，扶輪中學與東華三院心瑜軒合作，透過「健康SUN動力」健康校園計劃的協作
項目，於2022年11月4日舉辦培訓工作坊，讓教師掌握更多有關新興毒品、成癮物質及健康生活的資
訊，從而提升教職員支援學生建立健康生活及拒絕毒品的能力。

工作坊既有講解環節，
亦有分組活動，過程中互動元素豐富，氣氛投入。

教師獲邀上前參與動手遊戲，親身感受毒品對感官帶來的傷害。

教師於組內透過電子設備回應有關
新興毒品的提問，溫故而知新。

教師就模擬學生個案分享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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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月
　　今年我校安排了

2022年10月和2023年
5月名為閱讀月。目標
是匯聚不同的閱讀活動

於該月，目的是提振校

園的閱讀氣氛，培養學

生的良好閱讀習慣。

　　十月閱讀月活動非常豐富，包括作家黃獎先生閱讀分

享，漂書分享，買書我有SAY，晨早好書推介三分鐘，館主
讀書會，還有禮堂大展書展。

　　閱讀月更得到校長

的鼎力支持，他分別兩

次粉墨登場晨早好書推

介3分鐘，及一次校長
讀書會，真是為整個閱

讀月增添不少色彩，不

說你不知，原來十月更

是我校校長的生日月

呢！

中央圖書館遊踪

大型書展

十月漂書活動 漂書‧共享

陳景揚老師‧好書分享《天龍八部》

校長‧好書分享《總有您鼓勵》、《聰明懶人學》、
《愛自己的36個法則》、《你要麼出眾，要麼出局》、
《超級英雄啟示錄：60個獲得超能力的秘訣》、
《效法耶穌的服侍》、《原子學習》

晨早週會好書分享3分鐘

副館主王家鳳小姐‧好書分享《天路歷程》館主王國文老師‧好書分享《叔公的理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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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節
  本校着重學生全人發展，特意安排每
星期三天在放學前增設第十節「多元學習

節」，讓同學在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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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嘗試，涉獵不同範

疇，使學生發掘出自我的才能，找到自己的

價值。讓我們一起看看本學年所開辦的興趣

班吧！

古箏班

速疊杯班 電繪班 電腦遊戲製作班

桌上遊戲班

西洋書法班
思方學及倫理學（初階）

羽毛球班
琵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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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馬‧遊香港
  本校十位中二學生於10月18日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學校「藝術傳愛」起動禮，當日藝術家馬興文先生帶領

區會共20多間學校，於協和小學一起繪畫小龍馬。本校學生
於當日投入活動，所繪畫的兩隻小龍馬有幸於海洋公園與其

他學校作品一同展出。

本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許自培老師和10位
中二同學在協和小學合照

同學們運用其藝術天份，設計小
龍馬的外觀顏色。

同學們為小馬龍添上姿彩

一眾小龍馬成品在香海海洋公園公開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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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生職業專才教育比賽 
  為加強學生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認識，本校生涯規劃
委員會與STEM小組合作，參加了由「企業技術學院網
絡（CTAN）」舉辦的「香港中學生職業專才教育比賽
2022」。5A李文杰、6A何卓淋及5B李嘉儀在楊鏐轅助理
校長、馮煒汶老師的指導下代表本校創作原型作品，構思

如何利用職業技能塑造一個更美好的社區，最終在二十六

隊參賽隊伍中躋身決賽，並於11月5日舉行之「香港中學
生職業專才教育比賽2022頒獎典禮暨作品展覽」中奪得
優異獎狀。

  「樂安居」是一個社區綜合發展項
目，當中的社區設施，例如空中花園、

環保設備、過渡性房屋、大眾運輸系統

等，均需要各類職業專才盡展所長，方

可滿足日新月異的社會訴求。

  同學希望透過「樂安居」的設計，
表達出社區的建設必須有賴於各持份

者的共同參與，共同為社區的人文氣

息和歸屬感而努力，方可擺脫單向的

發展思維。 

同學得獎作品簡介—
「樂安居」社區發展項目

過渡性房屋空中花園

社區綜合大樓

美化設施
大眾運輸網絡入口

初賽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同學們施
展渾身解數，講解原型作品的創作理念

同學在作品展覽中與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
先生等一眾嘉賓交流，並拍照留念。

6B李嘉儀同學和6A何卓淋同學向嘉賓講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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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扶輪中學參加了由東九龍青年社主辦的「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4A班李雅特同學和
6A班陳家銘同學憑藉優異表現，成功通過初審及決賽（面試），分別獲選初中組及高中組「傑出學
生」，其品德兼優的在學表現獲得大會肯定，實為同學楷模。

薛校長與馮煒汶老師親身陪同學生出席頒獎禮，一同分享得獎喜悅。

  頒獎禮於2022年11月6日假佛教
孔仙洲紀念中學順利完成。為隆重

其事，大會邀得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副局長梁宏正先生BBS JP、立法會
議員梁毓偉先生JP、立法會議員顏
汶羽先生、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黃

智華先生JP及一眾政府代表和社區
人士擔任主禮嘉賓。當天近百名區

內品學兼優的學生濟濟一堂，共獲

嘉許。

24



扶輪新鮮人

中文科. 鄺泳嵐老師
  各位扶輪人好！我是任教中文科的鄺泳嵐老師。說
起「中文」，同學們想必認為學習語文是件苦差—其

實不然，只要埋首於書海中，便會發現浩瀚文字的魔

力。我認為學好中文的要訣是多花時間閱讀和寫作，我

們可以從不同作者的眼睛閱讀古往今來的世界，也可以

透過寫作為自己留下各種記憶和感受；久而久之，便會

發現文字魅力所在。

  閒時我喜愛逛書店和品嚐各種美食，偶然也會做運
動(>.<)。新的學年，新的開始，祝願各位生活愉快、事
事如意。

數學科及資訊科技科. 黃德祺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德祺老師，今年負責任教
數學科與資訊科技科，很高興可以加入扶輪

這個大家庭。慶幸今年回復面授課堂，可以

面對面見到各位同學。希望往後疫情可以盡快

完結，令扶輪的每一位也可以盡情享受校園生

活。如果有數學疑難，歡迎同學來找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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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歷史科. 蔡志良老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蔡志良，是一位中國語文科教師，本學年負責任教
中二及中四級中國語文科，和初中中國歷史科。

  承蒙上主引領，本學年重回扶輪大家庭，與所有同學一起學習，
一起生活！更難得的是與久違之舊同事再次並肩工作，為照顧莘莘學

子出一分力！而對於新相識之同仁，還望不吝賜教，指點一二！

  日常教學生活異常忙碌，工作以外，個人比較喜歡運動和旅行。
運動可以強身健體，而旅行則可增廣見聞，兩者不單有助個人成長，

而且還有助校園之工作！課餘我亦喜歡與學生接觸，天南地北，無所

不談，故此歷年與不少畢業生結緣！

  過去三年，身處疫下，大家的生活均受到不同程度之影響，但我
深信只要我們互相扶持，必能攜手應對！最後謹此祝願大家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同學們則日有所長，學有所成！

  誠心所願！主祐！

經濟科及宗教科. 王誠健老師

  大家好，我是王誠健老師，主要任教宗教及經濟科，很
榮幸能加入扶輪這個大家庭。

  我平日喜愛閱讀及思考，喜歡在書本上尋找知識，以不
斷增值自己。此外，我喜愛與朋友一起共玩桌遊，透過桌遊

能與朋友們有相聚共融的時候。最後，我亦喜愛音樂，雖然

歌唱技巧一般，但我熱愛從音樂中釋放壓力，亦熱愛研究歌

詞，以學習不同作詞人的作詞技巧。

  至於星期六及日，我會參與教會聚會，期望能從教會聚會中得著聖靈的提醒，亦盼望
能用自身卑微的力量事奉神。

  如各位同學在學習上或其他問題上有疑問，歡迎與我聯絡，我會盡量解答大家的疑問。

  在此祝願各位同學身心康泰，學業進步，於日後能盡已所能，回饋社會。亦希望同學
能在扶輪中學深感耶穌基督的大愛，將一生交托給神，為主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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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李碧儀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碧儀老師，你們的音樂科老師，很高興在扶輪
認識到你們每一位，未來日子都會接觸到在座的每位，期待一起嘗

試參與不同的音樂與藝術活動。

  開學至今已有一段時間，看到大家就回想起自己讀中學的時
間。在音樂科上，我很想將我以往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都分享給大

家，就如我的中學音樂科老師，每星期都好期待上音樂堂，因為每

個課題都有不同的體驗，我也希望大家每星期都可以開開心心地上

音樂堂，同時學習到基本的音樂知識，又可以在課堂中學到不同樂

器的演奏技巧。

  在學習樂器上，我希望大家都能有學習樂器的機會，在這學年，為大家帶來了不同類型的
樂器體驗機會，也為大家爭取了中樂團訓練機會，想當日我的中學沒有中樂樂器班，也沒有中

樂團訓練深感惋惜，因此我希望同學們在校期間能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音樂類型的經驗，發現

自己的興趣，擁有美好的回憶。

  同時，我是一個很喜歡探索藝術活動的人，上至參加不同類型的表演藝術活動，下至去不
同地方的博物館、展覽館參觀，了解當地文化、歷史、藝術。我也想盡力給大家帶來不一樣的

音樂體驗，因為中學是最後能接觸到音樂和藝術活動的時期，希望大家在畢業後仍能記得中學

時接觸藝術的時光，在短短數年的中學生涯中享受音樂吧！

  信自己！

融合教育助理（數學科）. 劉娟花小姐
  大家好，我是新同事劉娟花，大家可以叫我Jenny，
亦可以叫我 Miss Lau。平時喜歡看日本動漫，尤其是宮
崎駿的動漫。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觸動我的內心，他大

多數作品都有呼籲我們要跟大自然和諧相處。當然，閒

暇之餘也愛捧本書看，比如《博弈論》，這是一本關於

數學方面的書，特別有趣的一本書，推薦推薦。我也很

熱愛跑步，週末會帶孩子去爬山，她雖然很小，但她已

經跟我一起走過麥理浩徑啦。最後，很高興加入中華基

督教會扶輪中學這個大家庭，期待與您們一起度過人生

中的精彩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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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 余煒翰小姐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的教學助理余煒翰。很高興
能在扶輪中學認識到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下：我喜愛迪斯

尼電影，聽不同類型的音樂，看各種類型的書，品嚐各個

地方的美食，以及漫無目的旅行。可惜因為疫情關係，我

已經好久沒有去旅行了。希望疫情早日結束，大家可以隨

時隨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英文科. 馮勇杰老師
Hello, I am Mr. Fung! As you can tell from the language I use,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more specifically! I am the type of English 
teacher that loves the English Language.
That is also why I have a strong passion for my subject, which 
I believe my devotion towards this language will somehow be 
transferred to my students one day.
I truly wish you will enjoy studying and using English as much as I 
do soon!

英文科. 鍾浚逸老師
  大家好！我是英文科的鍾浚逸老師，今年主要教中二及中四級。非常感恩今年可以加入扶輪中
學這個大家庭。

  說起英文，大家想到的是甚麼？

  文人或會說，「英文是向世界表達自己，宣洩情緒的橋樑。在社會工作的人或會說，英文是謀
生的工具。」同學們或會說：「英文是一科既難學的學科，也是個又無關又無謂的大難關。」

  我每星期都有和家人一起跟教練學習拳術，本來就缺乏鍛煉，再加上體能差，身體又過重，僅
僅是熱身練習都會開始喘氣。拳術要實用，就要將練習付諸實行，也就是要對打。學習也是如此，

光學不練，哪怕你如何努力去死記硬背，哪怕真的被你記下來，不足兩星期也就煙消雲散。學英文

更加如是。學完聽完看完，就要學以致用，嘗試去講，去寫，去用，這樣學來的英文和知識才是真

正「屬於你的」。

  希望大家可找到所長，盡情發揮，闖出一片天！

  共勉之。

P.S.: 我都喜歡打遊戲和看動漫，歡迎多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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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本屆學生會幹事會成員與薛校長、高副校長、王誠健老師、黃蓉老師合照。

總幹事：5A陳立洋

副總幹事：5A錢繼軒

秘書長：5A楊智喬

財政局局長：5C朱智瀚

學習促進局局長：5A張海茵、5A嚴咏茵

文娛及康樂局局長：3A吳靖童、5A王恩榮

宣傳及推廣局局長：5A李文杰、4A李雅特

總務局局長：5B張浩南、5A賴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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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社長

紅社執行導師：鍾浚逸老師、李淑儀老師

紅社社長：5A錢繼軒、4C陳永妍

紅社副社長：5A羅祖輝、4A李雅特

藍社執行導師：馮勇杰老師  李錦成老師

藍社社長：4C梁樂城、5C郭彤彤

藍社副社長：4A歐柏灝、4B尹家俊、

4A伍寶盈、4B邱曉晴

30



黃社執行導師：孫素賢老師、黃德祺老師

黃社社長：5A嚴咏茵、5C江偉鈞

黃社副社長：4A賴敏怡、4A許丹莹、

4A余昳潼、4C羅曜霆

黃社啦啦隊長：5A古芷栭、5A張海茵

綠社執行導師：王國文老師、劉彩連老師

綠社社長：5C黃子銣、5B張浩南

綠社副社長：4B吳其晉、5B謝朗天、4B馬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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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隊長合照：4A李雅特、5A黎詠曦、5A張海茵、5A陳立洋、5A黃永濤、5A羅祖輝

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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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員會成員：

陳景揚老師、王國文老師、岑慧嫦老師、胡永軒老師

顧問：

薛昌華校長、高惠冰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