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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兼首任校長－施得理牧師

前任校長郭顯華先生

施得理牧師（Rev. Ray L. Sadler）
為本校創辦者兼首任校長，原籍

加拿大，出生於安大略省愛明達鎮。
一九六一年，施牧師偕夫人來港，應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邀請，於六十
年代先後為區會籌辦基協實用中學及
基新工業中學。七十年代伊始，本港
工商業發展蓬勃，職業先修教育需求
日益殷切，施牧師再接受任命，為區
會籌辦本校。舉凡校舍設施、課程設
計、班級結構等，均由施牧師精心策
劃，並於一九七二年九月至次年七月
出任本校校長。一九七三年八月施牧
師舉家返加拿大定居，繼續深造神學
碩士課程，隨後按立為牧師，在加拿大的教會事奉。施牧師
雖然離開扶輪中學多年，但仍心繫扶輪，常有書信來往。施
牧師一生服務教會、虔誠事主、關懷弱小、濟助貧困，在生
活中活出主愛真道！

左三至五：施得理牧師長子、長女、次女
（攝於2000年10月）。

施得理牧師在圖書館與現任校長合照
（攝於2000年10月）。

郭顯華校長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出任扶輪中學第二任校長，至一九九四年六月榮休移居加拿大溫哥
華，歷時二十一載。在任期間，郭校長凡事親力親為，帶領扶輪中學穩步發展，不辭勞苦地使

扶輪由一所初級實用中學發展成為一所設備完善、編制完整、科目多元化的中學。在扶輪中學的成
長路上，郭校長一直勞心勞力，無論在人力資源的調動、課程設計或改善校園設備等方面的貢獻，
都是有目共睹的。郭校長退休後雖然移居海外，但對扶輪的發展仍經常關懷備至。二零一二年年初
郭校長息勞歸主，蒙召返天家，願擔負重擔的人到父那裡去，得享天國的福樂！

郭顯華校長於三十五周年校慶感恩會時到校
（攝於2007年1月23日）。

郭顯華校長榮休特別週會
（攝於1994年6月）。

前任校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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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監翁傳鏗牧師在「建校四十周年校慶感恩會」說「四十」是一

個完美的數字，而聖經中提及的「四十年」卻是一個受試驗、

試探及受苦的時期。

扶輪創校至今，剛超越四十載，經歷了五個不同階段的轉變。七十年

代初創校是第一階段，只提供初中教育；八十年代初，本校擴展為五

年制中學；九十年代初因應政府發展專上教育，本校也增設預科課

程；二千年為配合教育局科技課程改革，本校推行新工藝課程；至於

近年便是推行得如火如荼的新高中文憑課程。在五個階段當中，除第

一階段外，我見證了其餘的四個階段。在扶輪服務三十餘載，當中有

受考驗及經歷艱苦的時候，但也有嘗豐碩成果的時候，如同經上記載「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126:5）。

扶輪建校四十載，我們為　神奉獻了甚麼呢？相信就是一份對教育的執著、

熱誠和使命。這四十年來，扶輪接觸了多少生命？影響了多少生命？又造就

了多少生命呢？扶輪於1975年有首屆中三畢業生，至今已有36屆共8,960位中

三畢業同學（1975-2010）、28屆共3,546位中五畢業同學（1983-2010）、

19屆共539位中七畢業同學（1994-2012）及兩屆新高中文憑學制共347位中

六畢業同學。

為慶祝建校四十周年，學校於2012年1月20日晚上在扶輪的操場舉行了前所

未有的團年盆菜宴。當晚的場面溫馨熱鬧，盆菜宴共筵開55席，其中校友已

佔28席，出席的校友跨越老、中、青年代，他們與多年不見的同窗、師長重

聚，緬懷一番，尋回往日的集體回憶及情誼。作為老師的我們，相信最欣慰

的莫過於見到學生謹記自己昔日的教導，能學有所成及貢獻社會。今天，扶

輪畢業生不少已能在某一領域上獨領風騷，我們有大學教授、牧師、教師、

工程師、會計師、銀行總裁、教育機構校長、導演、攝影師、舞蹈教師、粵

劇導師……等等；更有校友聘請了多位扶輪畢業同學在自己創立的公司服

務，接受培訓，盡顯照顧師弟妹的情懷，充分發揮「扶輪一家」的精神。

感謝 神的保守和帶領，在四十年的歲月裡，扶輪總算沒有白佔地土。詩篇

127篇給我們這樣的提醒：「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願眾同工秉承區會辦學願

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以耐心、愛心來發掘學生的

亮點、強項，讓學生有豐富的學習經歷及成功機會，日後能在社會貢獻所

長。誠心所願！

歐陽家強校長

校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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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的教學生涯中，我賺取了二十一載的「扶輪情」。

記得剛畢業時，我曾為自己當行的路求問神，當時神讓我清楚知道服事的對
象是一群較弱勢的青少年。當然，我也曾經歷軟弱，持守不了自己對神的承
諾。那一年，我迷失了，一點也不快樂。感謝父神，祂是聽禱告的，祂讓我
回轉，把我引領至扶輪中學。入職一個月，我就知道扶輪才是神為我預備的
禾場。

二十一載不是一個短日子，在扶輪工作每天都是挑戰。我曾是科主任，也做過
級主任，及至2008年升任副校長一職，每一個工作崗位都讓我對扶輪中學及扶輪

學生有一番新的體會。擔任科主任十五載，我明白到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感謝中文
科的同工跟我一起作戰，拔尖保底，重燃學生的學習動力；作為級主任，我有機會接觸不同背景的
學生，學習以同理心去明白他們的需要，每當見到頑劣的學生能從歧路回轉過來，那種滿足感是無
法言喻的；當了五年的副校長，我學會了聆聽、體諒：聆聽「迷途」學生的心聲，鼓勵或支持他們
從「泥沼」中爬起來，我也學會聆聽同工的困惑，鼓勵他們不要放棄，要堅持理想。

二十一年來，除父神的保守引領外，我慶幸自己一直都有一位好師傅──他就是歐陽校長。初入扶
輪的我，雖不乏年輕人的衝勁，但也缺乏經驗，處處碰壁，嘗過不少失敗的苦果，但我的「良師」
在過去二十一年來總是給予我不同的機會，鼓勵我作新嘗試，也教曉我從失敗中重新振作，堅持信
念。歐陽校長，多謝你！

扶輪同學們讓我體會到透過手腦並用的科技教
育，得以啟發多元能力及堅毅精神。我的教

學裏，其中一個重要的堅持，就是要讓學生體驗
成功，近年的機械人活動就是很好的例證。與大
家分享多年來令我確立與增強信念的三數事：

七七年從香港工商師範學院畢業，準備加入 �
「扶輪」大家庭之時，學院導師就告誡我，
可能要面對學能較低的學生。我說：「任
何學生也需要老師，弱勢學生更加有需
要」。
八十年代初，一個預約接見行為頑劣學生 �
家長的星期一早上，身為中二級班主任的
我因身體不適請假，令家長白走一趟，該學
生從此失學。現任印刷公司老闆的郭同學卻在
我日後的老師生涯中添加了推動力。
二十年的「工業繪圖科」中學會考讓不少考生 �
奪A而回。
廿一世紀初，參與科技教育委員會的幾個年頭恰恰遇上了改革，讓 �
我有機會與頂尖學者及教育同工一同去思考「科技教育」在本地的
定義。
千禧年獲邀參加美國教育考察團，大開眼界。回來後努力自我提 �
昇、實踐終身學習。先後完成「特殊教育學士」及「通識研究文學
碩士」課程，於「工商管理哲學博士」課程上努力中。
2008-2009年度，扶輪中學在科技教育的成就得到認同，獲頒行政長 �
官卓越教學獎。

三十六個年頭在扶輪－從那些年說起

二十一載「扶輪情」

鄧永康副校長

鄭雪梅副校長

我的信念：「科技改善生活，教育改變生命；人人可教，皆可成材。」

1 9 9 9 年 「 廣 西 山 村 交 流
團」  扶輪中學首次自行
成團回國學習。

2000年參加教育考察
團，在美國的中學進行
教學示範。

2009年接受行政長
官卓越教學獎。

副校長感言

9



最後，劉校長祝願扶輪四十
歲「生日快樂」，希望扶
輪有更多的四十年，一眾
師生珍惜共處的日子，
創造更好的明天。

陳家賢老師於1977年入職
扶輪，服務扶輪29年，榮
休前任公民及品德教育委員
會主席及圖書館主任，現時在扶
輪長者學苑任教。對比今昔，她認為學生的質素
相若。七八十年代的學生苦於貧困的成長環境，
特別珍惜學習機會，目標明確，扶輪為他們提供
職業先修課程，實用科目的教學質素，更是全港
職先之冠，為學生就業鋪搭出青雲路。現今的學
習環境遠勝從前，互動教學、電腦教學讓學生有
更大的學習自主性，只要他們有明確的目標，珍
惜學習機會，成就理應更勝前人。

陳老師認為扶輪最值得珍惜和承傳的東西，就是
「德育及公民教育」。扶輪創校，已有一套完整
的「德育中心」，特別重視學生品德的培養，讓
學生對個人，以致對社會、國家和世界都肯承
擔。於九十年代末，陳老師開創了「境外交流
團」的先河，在多次的廣西交流團中，她喜見同
學的真性情；縱然是校內的調皮鬼，亦能融入農
村的生活，不驕縱，不搗蛋。交流團讓學生有反
思的機會，陳老師希望把「珍惜」的種子，播種
於學子的心田，這正正就是品德的培養，而赴國
內交流，更是讓學生認識我國歷史的好機會，令
學生的眼光可以遠一些，大一些。

陳老師亦勉勵老師，教學要有「愛心」。她引
哲學家羅素的說話：「作為一個
教育工作者，你愛孩子嗎？」她
認為社會對學校教育有極高的期
望，老師可能會力竭筋疲，然而
心中只要有「愛孩子」的信念，
則「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大學》），學生難教？
陳老師認為「小孩不笨」，以心
待人，頑石也有點頭的一天。

她們的回憶  扶輪的歷史

專訪歷史見證人－劉潔嬋校長及陳家賢老師

現任棉紡會中學的劉潔嬋校長，於1978年9月
1日入職扶輪，於1999年升為副校長，服

務扶輪中學30年。對劉校長來說，扶輪周邊環
境、校舍設備與課程，都有巨大的變化。第一，
扶輪的四周變好了。七十年代，橫頭磡都是七層
徙置大廈，環境惡劣；八十年代中後期，大廈清
拆，在塵土飛揚中換來了井然、清潔的新環境。
第二，學生學習的空間多了，在原先的停車場
上興建起七層的新教學樓。第三，課程做到與時
並進。在職業先修的時代，每一個實用科目，都
能培養出獨當一面的人才，但隨著電腦科技的發
展，這些技能變得不再重要，某些實用科目便完
成了歷史任務。

2002年-2008年，她領軍的「中三專題研習」計
畫，令學生首次經歷到自主學習的苦與樂，亦讓
全校老師獲得全新的教學體驗，她謙稱只是配合
教育改革而已，更不忘感謝歐陽校長及扶輪師
生，讓她在教學上有發揮的機會。

在扶輪，她最印象深刻的事是有三位學生分別
於1984年、1990年及1999年的「簿記試」中獲
得「全球第一名」的「金章」殊榮，作為指導
老師，她深感欣慰。

在訪問過程中，令劉校長潸然淚下的人，就是她
最尊敬的第二任校長郭顯華先生，她為著未能與
辭世的他見最後一面，耿耿於懷。郭校長為人樸
實低調，做事一絲不苟，他教曉了劉校長很多人
情世故，他領導扶輪成為一間充滿「情」的學
校，而這份「情」─師生之間、同事之間、校友
與母校之間的情誼，亦是扶輪最值得珍惜和承傳
的東西。

採訪：周安華同學
江欣彤同學
許耀林同學
黃慧敏老師

採訪人員與劉潔嬋校長合照。

陳家賢老師

校史專訪－劉潔嬋校長、陳家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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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校舍(1972年
)

落成的校舍

興建中的新翼(1998年
)

現時的校舍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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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設施

衣著篇

學校正門曾是木門。

七、八十年代的操場。

設有木製傢具的音樂室。
307室曾是零售室。

資訊科技研習中心，見到舊式的電腦。

一. 日常校服

夏 季 校 服 配
布校章

咖啡色絨校褸

女生冬季校服

男生冬季校服

通往操場的樓梯，因學校正
名而改了的牌匾。

課室未安裝冷氣前，氣
窗是玻璃百頁窗。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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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禧那年，第二代夏季體育服誕生。

二. 體育服

70年代的冬季體育服（第一代） 

70年代的夏季體育服（第一代）

六社體育服

消失了的社別
─紫社和橙社。

三. 畢業袍

初中畢業袍─職先時
代，中三已是畢業班，
袍上縫上藍色和紅色單
條帶子，藍色代表工
科，紅色代表商科。

高中畢業袍─帶子由單變雙；
2012年之前會考班畢業生，工科生穿藍帶子，商科生穿紅帶子； 
2012年第一屆文憑試開始，男生穿藍帶子，女生穿紅帶子。

預科理科生畢業袍
─鑲藍金帶子

預科商科生畢業袍
─鑲紅金帶子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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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實務

時代嬗遞，學校與香港教育改革同步，學科增刪合拼，實屬必要，以下科目，均完成了它的歷史
任務，為工業社會培養了一代的專才。

成衣製作

電子

金工

工業繪圖

打字

膳宿服務科

還有電工、印刷、簿記，亦隨著學制的轉變而消失。

歷年校慶活動，有重要的紀念價
值。

十周年

感恩會

聚餐

陸運會

課程篇

校慶篇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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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會

十五周年

感恩會

二十周年

開放日

二十五周年

聚餐─三任校長共賀銀禧

攤位遊戲

三十周年

感恩會

天才表演 步行籌款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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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五日，舉行學生會成立典禮，吳慧同學當選首屆學生會主席。 �
首屆中五畢業生參加中學會考，獲優良成績者佔28.5%，商科成績尤為優異。 �

學校簡史
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度

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度

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度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度

一九七五至七六年度

一九七六至七七年度

一九七七至七八年度

一九七八至七九年度

一九七九至八零年度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度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度

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校舍舉行奠基典禮，九龍西區扶輪社捐款二十萬元支持建校。 �
九月，借用基協中學校舍開課，共辦六班中一。 �
七三年七月，首任校長施得理牧師返加拿大定居，郭顯華校長接掌校政。 �

建校舍工程未完成，續借基協中學上課，中一、二級共十二班。 �

現址校舍正式啟用。 �
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舉行新校舍揭幕典禮，由教育司陶建太平紳士主持，一月二十三日亦定為校慶紀 �
念日。

舉行開放雙週，推廣多元化課程，共六千八百多人來校參觀。 �

吳達武先生出任首位副校長。 �
全校師生分為六社，以培養團隊合群精神，達致「扶輪一家」的崇高理想。 �
七五年十一月四日舉行首屆畢業禮。 �

建校五周年開放日，參觀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副教育司金偉樂及助理教育司華德斯均來校指導。 �
首任校長施得理牧師回校探訪。 �

十一月，全港職業先修學校在本校舉行首次聯合開放日。 �
七八年五月，假旺角運動場舉行首屆陸運會。 �

本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全港共4509人選本校為第一志願，本校只取錄其中的440人。 �

準備開辦高中課程，擴建商科室、科學實驗室、膳宿服務實習室及時裝與成衣實習工場。 �
八一年一月，中三學生參加全港首次初中評核測驗，半數獲派中四資助學位。 �
八一年六月三十日，區會中學假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首屆聯合畢業禮。 �

本學年起增辦高中課程，開設兩班中四。 �
獲區會撥款聘全職社工駐校，加強學生輔導。 �
十周年校慶開放日，參觀者逾五千人。 �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七九年十月，台灣活水團契來校作歌唱見證。 �
本港加強公民教育，配合地方政制發展，於八零年六月二日，邀請觀塘民政專員徐均平先生演講「良 �
好公民與民主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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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至八四年度

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

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

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

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

十月，首任校長施得理牧師返校參觀，並捐出施得理盃作辯論比賽獎品。 �
全港職業先修學生專科聯展於本校舉行，教育署長許瑜先生親臨揭幕。 �

增設一位副校長，由張湘萍老師出任。 �
九龍西區扶輪社贊助發展五人足球，何鍾泰社長、盧觀榮副社長等主持剪綵。 �

響應國際青年年，參加Ｉ．Ｙ．Ｙ．嘉年華會，獲最佳攤位冠軍。 �
本校在校際音樂節首次獲獎──女聲合唱組季軍。 �

高中開設電腦科。 �
本校童軍（九龍第58旅）成立。 �
中三學生參加本港最後一次中三學科評核測驗。 �
建校十五周年開放日，區會總幹事翁珏光牧師主持剪綵，來校參觀者逾萬人。 �

朗誦隊參加校際朗誦節，獲中三、中四組詩詞集誦冠軍，並獲總決賽全場冠軍兼得「中大校 �
友盃」和「容宜燕盃」。

兩組中四學生參加全港商業設計比賽，獲全場總冠軍和總季軍。 �
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率全體委員來校參觀。 �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

成立「課程委員會」，研究未來中六課程設計及學生選科安排。 �
於校際朗誦節再獲佳績，翁曉珊同學獲獨誦冠軍，集誦隊獲中一、二詩詞集誦組冠軍。 �
六組中四學生參加全港商業設計比賽，獲得三項分組冠軍、兩項分組亞軍、一項優異獎，並獲 �
全場總冠軍及總季軍。

候任教育統籌司楊啟彥太平紳士率團來校視察，對本校教育目標及課程安排表示讚賞。 �

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

合唱團獲校際音樂節女聲合唱組亞軍。 �
胡婷同學獲校際朗誦節國語散文獨誦冠軍兼全場總冠軍。 �
張湘萍副校長辭職，移民美國。 �

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

歐陽家強先生接任副校長。 �
建校二十周年陸運大會，假九龍灣運動場舉行，九龍西區扶輪社楊宗謙社長主持頒獎及閉幕禮。 �

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

吳達武副校長辭職移民加拿大。 �
中四、五增班，班級結構為6-8-8-4-3。 �

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

開設一班中六。班級結構為6-6-6-4-4-1。 �
設「九龍西區扶輪社獎學金」獎勵品學兼優學生。 �
十二月，舉行建校二十周年開放日。 �
周家明、陸永飛同學獲「中電學界電學專科比賽93」甲組冠、亞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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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

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

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

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

中一新增「電腦認知」和「中國歷史」科。 �
配合下年度推行校本管理，成立「校政委員會」。 �
貫徹校本管理，始設「教師考績觀課評估」制度。 �
設立「危機處理小組」，以便有系統地預防及處理校園危急事件。 �
九月，鄧永康老師帶領五名中六學生首次赴內地（上海）參加交流考察活動。 �
金工室改建為資訊科技研習中心（ITLC），工業繪圖室改建為電腦實驗室。 �
三月一日，扶輪青少年服務團（INTERACT CLUB）在九龍西區扶輪社贊助下正式成立。 �
中六姚嘉儀參加英國倫敦商會中級簿記及會計公開考試，榮獲「全港第一名」和「全港第二名」。 �

六月一日，第二任校長郭顯華先生榮休，由副校長歐陽家強先生接任校長職務。 �
七月，首屆中七畢業生參加畢業感恩會，由校監李清詞牧師、九龍西區扶輪社李永康社長、李家仁醫 �
生蒞臨頒獎。

首屆中七同學參加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優異：其中張寶生同學獲三優一良成績，被報界譽為「職先狀 �
元」；張寶生及冼家康同學是全港唯一在工程科學科考取「優」等成績之考生，開職先學生於同類考

試取得優等成績的先河。

十二月三日，中七校友會正式成立。 �
本校長跑隊戰績彪炳，於學界越野賽勇奪男子乙組、丙組團體冠軍及全場總亞軍；周宏亮同學獲男子 �
丙組個人冠軍。

中七李碧娥同學獲香港專業會計員協會主辦第三屆徵文比賽中學組冠軍。 �

中一新增普通話科，中四設旅遊與旅遊業科，中六設高級補充程度電腦應用科。 �
十月十六日，舉辦首次教師培訓日。 �
十二月，學校行政電腦化安裝大致完成，教員室和校務處均設工作站。 �
十二月，本校停車場位置加建六層的新翼擴建地基工程正式展開。 �

正式建立「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利用電腦科技改善教學及管理素質。 �
中一學生首次由中央派位入學。 �
十月廿六日，舉辦銀禧步行籌款。 �
十二月二十日，同時舉行祝誕日與銀禧校慶便服日，並舉辦「最佳衣著老師」選舉。 �
三月，本校開設網頁。 �
五月廿四日，舉行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暨懇親遊藝晚會。 �

本校正名為「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
於中六設高級補充程度電子學科。 �
九月，開始使用SAMS處理學生成績表。 �
增設輔導教學小組，主領課程剪裁與輔導教學。 �
四月，區會副總幹事蘇義有先生出任本校校監。 �

劉潔嬋老師升任本校副校長。 �
本年度開始推行校本管理。 �
成立「資訊科技課程發展小組」協調各科資訊科技教學。 �
十一月六日，「扶輪中學管理委員會」成立。 �

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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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載大事回顧及照片

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

多媒體學習中心（MMLC）正式啟用。 �
十月，中六級黃結義獲數學科推薦，成功參加教育署主辦之「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畫」，修讀科 �
技大學數學系有關課程。

十一月八日，舉辦全校文化日。 �
十一月十日，本校童軍旅團（香港童軍九龍第1212旅）正式成立。 �
十一月，再獲教育署評定為全港58所「正增值中學」之一。 �
四月，禮堂安裝空調系統工程完成。 �
四月，舉辦建校三十周年開放日。 �
舉行回饋社區活動──「黃大仙區小學生3D電腦動畫大賽」暨「小學老師3D動畫工作坊」。 �
獲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舉辦「內蒙自治區文化生活考察體驗團」。 �

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

推行課程改革，並將上課安排由五日星期制改為六日循環制。 �
全校鋪設光纖網絡。 �
推行「新工藝課程」，中四商科增設英文文書處理及商業通訊科、工科增設科技概論及圖象傳意科。 �
於班主任課設「宗教教育工作坊」／「宗教教育課」及增開每週一節「生活教育」課。 �
學生會在第二學期開始為同學提供代訂午膳服務。 �
培養閱讀風氣，第三學期起推行「早讀計畫」。 �

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

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

首推全體中三級學生參加專題研習。 �
劉榮燊同學奪得第5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中四級男子組全港冠軍。 �
分社計劃由六社轉為四社。 �
推行由社會福利署贊助的「成長的天空」計劃。 �
成立專責小組推行「扶輪閱讀計畫」。 �
全校師生製作心意冊，向對抗沙士疫症的醫護人員致敬。 �
再獲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舉辦「手牽手、心連心．貴州行」國內交流團。 �

開設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物理科。 �
舉行「文化月」活動，讓同學參與各式各樣的文化藝術活動。 �
參加由地球之友主辦第四屆「太陽能車大賽」獲中學組速度大賽冠軍。 �
獲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舉辦「吉林考察采風之旅」。 �
參加香港電台電視部「正在『學』設計」拍攝工作。 �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

經歷第一次校外評核。 �
學年由三學期改為兩學期，德育中心由九個修訂為六個。 �
全體師生首次一同參與區會社會服務部全港賣旗日。 �
為南亞海嘯舉行賑災活動。 �
帶領44名學生參加「想、看近代中國──寧滬交流考察之旅」。 �

一月四日，新翼校舍正式啟用。 �
三月三日，教師專業發展日，全校教師前赴「深圳實驗學校」觀摩交流。 �
四月三日，本校被教育署評為44間「高增值中學」之一。 �
五月廿七至六月五日，舉辦千禧創意作品聯展，展出學生創意作品，並於懇親會招待家長欣賞。 �
本校自行組織及策劃「廣西山村學校交流團」，帶領46名學生前赴廣西省武鳴縣學習，並獲青年事 �
務委員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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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

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

鄭雪梅老師升任本校副校長。 �
設「校本融合教育計劃籌備小組」。 �
黃偉健同學代表香港參加第十四屆亞洲青年賽艇錦標賽，榮獲八人單槳艇冠軍。 �
參加「2008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兼獲高中組冠、季軍。 �
十一月參加「國際機械人奧林匹克競賽香港區選拔賽」獲得中學組創意賽冠軍。 �
十一月前赴日本參加「國際機械人奧林匹克競賽」，擊敗60支世界各地強隊，勇奪全球第八名。 �
鄧永康副校長獲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頒授「行政長官卓越教學表現獎」，以表揚扶輪中學及其個人在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上的貢獻。

本校學生在香港理工大學、香港青年協會及SEMIA合辦「香港創意機械人大賽2009」榮獲創意大獎。 �
本校學生在在第九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大賽（青海省西寧市）獲創意比賽銀獎、FLL團隊合作金獎及 �
四項銅獎。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為新高中學制展開課程統整，開設通識教育科、宗教教育科。 �
於樂富商場舉辦健康大使嘉年華會。 �
推動全校參與義工服務，錄得超過12000小時義工時數。 �
6月7日舉行九龍西區扶輪社捐款暨電腦實驗室命名典禮。 �
本校童軍首獲傑出旅團獎。 �
勇奪香港城市大學主辦「西門子MEEM技術工作坊2006」傑出表現獎。 �
榮獲「全港學界再生能源暨太陽能模型車挑戰賽2006」最佳設計獎。 �

9月29日假荃灣大會堂公開表演聯校音樂劇「奇異旅程」。 �
上課時間表由六天循環週改為五天星期制。 �
帶領學生參加「問道西安考察之旅」。 �

鄧永康老師升任本校副校長。 �
祖國舉辦奧運，本校2月1日舉行「奧運標誌在扶輪」活動，全體師生一同拼砌出奧運標誌以示支持。 �
英文科獲教育局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撥款三百萬。 �
郭賢全同學參加「第一屆粵港澳空手道選手邀請賽榮獲青少年組冠軍。 �
通識教育科參加「第二屆羅氏慈善基金通識教育獎勵計劃」，計劃書被評為優秀計劃。 �
帶領學生參加「『衝出香港、放眼世界』新加坡考察之旅」。 �
本校獲邀出任北京2008年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接力表演隊伍」。 �
劉潔嬋副校長離職，任棉紡會中學校長。 �

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

「校本融合教育計畫工作小組」正式成為本校常設組別。 �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喜悅寫意」課程。 �
新學制開展，有第一屆的新高中學生。 �
長者學苑成立。 �
開設「學習支援中心」。 �
本校在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兩項冠軍：蔡榮樂同學獲中三級男子組詩詞獨誦冠軍、蔡榮樂及 �
葉炳康同學獲中三、四級二人對話朗誦冠軍。

遠赴澳悉尼參加2009第三屆亞太區機器人錦標賽，獲機器人文化推廣金獎。 �
於第三屆全港環保創新科技大比拼，獲最佳效能獎、最佳外形設計獎及中學組冠軍。 �
於「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09/10」獲優秀組織獎。 �
遠赴北京參加第十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大賽，獲創意銀獎、五項銅獎及FLL未來優秀工程師大獎。 �
舊學制下最後一屆中五學生參加會考。 �
為升中一新生舉辦升中適應課程──「扶輪夏日樂繽紛」。 �
為升中四學生舉辦高中適應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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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遲到留堂安排。 �
校園電視台啟播。 �
法團校董會成立。 �
與海南堂建立堂校合作關係。 �
在學校球場首辦大型盆菜宴，筵開55席。 �
連續三屆獲「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獎項。 �
龐思彥同學參加「歐洲搖搖大賽」國際公開組獲得冠軍。 �
前赴河南鄭州市參加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獲高創意金獎、四項銅獎、FLL未來二工程師 �
金獎及VEX最佳惊奇獎。

何嘉偉同學在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中五級男子組散文獨誦冠軍。 �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工程挑戰賽，獲初中組最具創意大獎及高中組冠軍。 �
舊學制下最後一屆中七學生參加高級程度會考。 �
新學制下第一屆中六生參加文憑試。 �

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

由中一級開始推行「語言微調」政策。 �
由中一級開始在部分班別推行「普教中」。 �
中一級推行「一人一音樂」計劃。 �
推行「至醒（自省）計劃」。 �
榮獲「關愛校園」榮譽學校（中學組）。 �
劉學謙同學獲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四級男子組散文獨誦冠軍兼得榮譽獎狀。 �
於第四屆亞太區機器人錦標賽（香港數碼港）獲BDS人型比賽亞軍、三項季軍及「香港數碼港盃」最 �
佳設計獎。

第二十五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省級以下優秀組織獎。 �
本校學生獲南海大瀝創新盃人型挑戰賽亞軍。 �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

中一級開始推行留校午膳計劃。 �
引入平板電腦作電子閱讀及教學用途。 �
與「博思會」合作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規劃中英文課程。 �
十一月二日舉行「樂在天輪四十周年晚會」。 �
遠赴天津市參加第十二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獲高級組創意金獎、三項銅獎及FLL未來工程師 �
金獎。

葉德軒同學在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中四級男子組詩詞獨誦冠軍。 �
參加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合唱組賽事榮獲亞軍。 �
獲全港「化學思安全」設計比賽桌布設計冠軍。 �
於「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2012」香港區域選拔賽獲初中組創意賽最佳解說獎及高中組創意賽 �
冠軍。

赴台北新北市參加亞洲機械人錦標賽，榮獲國際機器人相撲擂台競技（LEGO）冠軍、國際機器人與 �
自動化海報展示競技亞軍、VEX工程挑戰賽亞軍及國際機器人相撲擂台競技（人形）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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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

教室新貌：

206_電腦實驗室

207_科技室

706_設計室

608A_會客室

606_視覺藝術室

506_膳食服務室

608_圖書館閱覽角

507A_多用途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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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_應用科技室

707_通識教室

607_多媒體學習中心

208_資訊科技研習中心

千禧教室

708_音樂室

608_圖書館

407_物理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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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發展成專業－訪問傑出校友

許世全教授

許世全教授是扶輪中學1978
年的中三畢業生。現任香港

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教授，
他也是香港體適能總會的主席。
今次專訪，我們一眾同學實在是
獲益良多，也發現原來「興趣」
真的可發展成為「專業」，只要
你肯努力不懈，堅持理想。

我可以玩，但要玩得出色
許世全師兄從小就活潑、好動，
喜愛體育運動。他的好動，一般
人只會看成為「貪玩」，但看在
扶輪中學蕭錫祥老師的眼裡，卻
是運動員的天賦，他挑選了許師
兄進入學校的體操隊。從那時
起，許師兄的生活就被體育運動

擠得滿滿的，星期一、三、五是學校體操隊練習，星期二、
四則是校外體操隊的練習。訓練雖然艱苦，但能挑戰自己的
極限及在校際賽中拿到獎項卻是令人快樂的事。在密集的操
練中，他終於找到了要繼續「玩下去」的理由  把興趣發
展成專業。

我可以接受挫敗，但挫敗不能擊倒我
許世全師兄在良師的教學熱誠薰陶下，立志要成為體育老
師。完成師範學院課程後，許師兄懷著滿腔熱誠晉身教育行
業，希望能把自己的所長教導後學，亦期望如蕭老師般做到
「生命影響生命」，培養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可是夢想
和現實總是有一點點距離，他在教學上初嘗挫敗的滋味：自

己運動出色，不代表可以把學生教得出色；自己對體育有熱誠，學生卻不一定感受得到。
幸好，運動員的訓練使他不輕易被挫敗擊倒。經過反思，他明白到空有技能和熱誠是不足
以提升學生的潛能，也不能真切感動學生在體育的培訓中全情投入，因為體育教學是必須
有理論作為基礎的。有見及此，許師兄毅然辭職，赴美深造，希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獲
得更多的知識養分。皇天不負有心人，許師兄終於學成歸來，取得體育方面的博士學位並
在大學獲得教席，培育新一代的體育老師。

成功的條件是要有自信、肯堅持理想
許師兄在訪問結束前，也不忘勉勵學弟學妹，他希望我們不要看低自己，要相信自己的未
來是不一樣的。今天的自己可能很不濟，毫不起眼，但只要告訴自己：現在的我不行，不
代表將來的我也不行。只要時刻鼓勵自己向前行，慢慢的進一步，再慢慢的進多一步，終
有一天會攀上成功的頂峰。千萬不要否定自己，因為每個生命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許世全教授的經歷，給我們一眾同學很重要的啟示──「興趣是發展專業的瑰寶」。興趣
可以不是空談，只要我們肯堅持、不放棄，興趣最終也可能成為我們的專業，使我們的人
生充滿喜樂。盼望各位同學能以許世任教授為榜樣，培養興趣、發掘潛能，將來在不同的
專業領域裡大放異彩，盡露鋒芒。

校園記者：莫燕詩、王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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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李小湖博士－穿越蜿蜒之旅，

尋到理想境地
校園記者：楊綺雯 

學長李小湖博士是1979年在扶輪中
三畢業，雖是短短三年的時間，

扶輪的人與事卻對他影響深遠。他的學
習之旅堪稱蜿蜒曲折，但回頭一望，卻
都是為了他的理想作鋪墊。

離開扶輪中學，李學長到了一間文法中
學完成中學及預科課程，然後再進香港
教育學院完成師資培訓課程。畢業後，
他曾在中、小學任教，儲蓄了一筆學費
後，他再赴英國深造，花了六年時間完
成了學士、碩士和博士課程，分別主修
音樂及教育行政。回港後曾在本港及澳
門等多間大學任教，主要是從事師資培
訓的教育工作，教導的對象包括幼稚
園、小學、中學老師和校長。李博士謙
稱談不上什麼成就，但感到有意義和自
豪的事也有一二事，例如，任澳門大學
助理教授時，曾協助策劃和成立澳門大
學教育學院田家炳教育研究所，使澳門
學校的教育研究工作得以有規模的開
展；在香港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處任職
基金審批主任時，曾推動和協調大專院
校負責領頭的創意教育研究計劃，使許
多學生得益；個人方面，對於能栽培下
一代的老師，特別是校長，使其得以倍
數的產生教育果效，比起個人一雙手在
前線作教師時的打拼，更感受其中的槓
桿效應。

其實李學長是深受扶輪的
人和事影響，才立志要在
教育事業裡發熱發光。在
扶輪中學就讀期間，跟許
多恩師的接觸共處，李學
長留下了許多甜蜜及不可
磨滅的回憶。郭顯華校
長、吳達武副校長、張湘
萍老師、周桂香老師、李
昌炎老師的身教言教，使
他尋找到學業和人生的方
向；鄭楚娟小姐、鄭茹小
姐和林廣潤導師亦師亦友

的陪伴成長，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待人處
世的態度。特別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在學
校食物部工作的鄭楚娟小姐，她服務同
學的熱誠和態度，讓李學長學習到謙卑
和各盡其職的重要性，為學長日後成為
僕人領袖奠下根基。所以李學長說扶輪
中學帶給他的不單是學業成就，還因為
認識了許多良師益友，使他認識了上
帝，找到生命的意義。在學校團契的日
子，學長有學習事奉的機會，跟團契的
弟兄姊妹互相參扶，中三時更成為團契
的靈修部長，那段日子的磨練，成為他
信仰根基最扎實的年代，為今日肩負任
務──作為一所三百多會眾的教會執事
會主席作好準備。

「學無前後，達者為先」這一句話李
學長深有體會。他從前在扶輪中學是
就讀電工班，曾為一台親手製作的收
音機而感到自豪；高中時修讀傳統理
科，預科又轉讀心理學，到了讀大學
時進修音樂，修讀碩士和博士課程時
又鑽研教育行政。道路雖蜿蜒，卻讓
他更認清可以持之以恆的目標。李博
士用這生的經歷勉勵一眾學弟妹：不
要小看自己，正如聖經所言：在競賽
的跑道上，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你
總有一日會達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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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勞偉華夫婦自述其在專業領域的奮鬥歷程。他們在扶輪中學結緣，成為夫
婦。經多年的努力奮鬥，分別在工、商界別闖出了名堂。

傑出校友勞偉華先生的人生座右銘──

「人生必須不斷地自我突破、自我調整、自我修正」

七十年代初，香港經濟是工業型，是各行各業的中小企共存的年代，作為一名「60
後」，我和大部分香港當年的小孩一樣，成長於低下階層，一家六口靠爸爸當中廚
養活，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邨。所以自小就有一目標──有一技之長，為爸爸減
輕負擔。

升中時，經一位叔父推介，我認識到中華基督教會扶輪職業先修學校，一所能教授
年輕人書本知識，同時又能學到一技之長的學校。當年叔父的公司經常招聘到一些
有技術又品性良好的扶輪畢業生作為學徒，證明這所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都充滿愛
心與熱誠去培育下一代。當時年紀小的我，只知道從這所學校畢業就有技能，容易
「搵工」，所以在升中報名表上選了這所學校。

在扶輪初中的三年，因家中有很多親戚都在印刷行業工作，我也選擇了印刷班。短
短的三年我學會了很多印刷方面的知識，當然亦要修讀主科和其他工科科目。到高
中時，我的讀書成績只屬一般，中五會考也未能取得全科合格，所以就選擇了出來
社會工作。正因為當年工業繪圖科的成績較好，會考時亦得到較高的評級，所以能
順利進入一間中小企的工廠做繪圖員。慶幸的是當年的老闆很好，願意投放資源去
培訓員工。過了試用期後，公司分別補送我到生產力促進局和職業訓練局，學習生
產管理和電腦繪圖。完成課程後，我選擇再進夜間英專進修英文和重考中學會考的
英文科，取得合格成績。

其後數年，我白天上班，夜間進修，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九三年於理工學院完成
屋宇設備工程學的高級證書為止。當時我也由繪圖員升級至高級工程師。日常工作
由包括產品設計、預備生產計劃、跟進工地進度。當公司擴展到國內時，更要為公
司提供員工培訓和制定營銷策略。

工作上的經歷讓我感覺到終身學習的重要，於是在1998年至2000年，毅然修讀管理
學文憑，同時轉職到現任的德國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工作，由2000年起成為營銷及巿
場推廣副經理，至2008年再晉升為香港
公司總經理，管理香港與澳門的業務與行
政工作。至2009年我又再轉至公司的亞
太區總部團隊工作，負責管理亞太區的業
務及推動變革轉型。同時間，為維持專業
地位與知識技能的更新，我亦於2010年
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個碩士學位。

回顧過去三十年，我都抱著當年求學時座
右銘「人生必須不斷地自我突破、自我調
整、自我修正」，我很希望各位學弟學妹
們，都能抱有相同的座右銘。一同努力，
面對未來的人生挑戰。並銘記母校的校訓
「修身力學 • 榮神益人」。

傑出校友－勞偉華  蔡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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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1982年在中華基督教會扶輪職業先修學校讀中一，直至1987
年完成中五課程。就讀母校的五年時間，在扶輪老師循循善誘

的教導下，我對會計科產生了濃烈的興趣，甚至夢想有一天能成為專
業會計師。雖然我在會考時會計學原理這科不能如我所願取得A，只
能取得B，但仍無減我繼續進修會計學的熱忱。

由於家境不太好，會考成績也不太理想，在完成中五課程後我就出來
社會工作。最初在一間小型的超級市場做會計文員，讓我初嘗將課本
上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在日常工作上的滋味，這種「學以致用」的滿足
感使我真正的愛上了「會計」這個行業。及後我轉到一間小型會計師
事務所擔任初級審核員，一做就二十五年了。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讓我知道其實要成為一個專業會計師，所需要具備的知識真的較我想
像的多很多很多，專業會計師是必須修讀審計，稅務，成本會計，帳
目分析及法律知識等十多個科目並完成專業考試。原來要繼續追夢，
我還得付出很多很多，仍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很感恩，四年後，因香港會計師公會開始容許沒有大專學歷而年滿
21歲的成年人投考香港會計師公會與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合併的專
業考試，我就很幸運地可以利用這個途徑去繼續造夢。在往後的日
子，我全心全意地修讀會計師的專業課程，終於花了五年時間去完
成整個會計專業考試並成功加入會計師公會成為會員，及後再通過
執業會計師試並取得執業會計師的專業資格。  

從事會計工作這麼多年，我知道會計師的工作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
的要對數字敏感便行，其實除對數字敏感外，分析力、毅力也是相當
重要的。現在我有幸是該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事務所雖然只有約
20多人，但我們的業務範圍很廣，除處理有關會計、審核及稅務等
基本工作外，也要協助公司重組，擔任公司秘書及顧問等。如各位學
弟學妹想在將來以會計作為自己的職業，各位可以先修讀有關的文憑
或學位課程，再參加香港會計師公會所舉辦
的專業考試，從而取得有關之專業資格。

在眾多的工作中，我最喜歡的是擔任顧
問工作，因當中真的充滿挑戰。客戶
的問題很多時是沒有特定的答案，而
我們的責任是要為客戶提供最好及
最適切的建議，要完成任務，當然
要對每一個客戶有足夠的認識，
也要憑藉豐富的經驗、無比的耐
心去聆聽及為客戶解惑。在此
祝願各位對會計這專業有興趣
的學弟學妹能順利取得有關專
業資格並於這個行業有光明
的前景。

傑出校友蔡佩玲（勞太太）女士──成為專業會計師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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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莊太量博士

莊太量博士於1986年在扶輪中學畢業，然後轉往基協工業中學升讀中六。1987年在高等程度會考
取得佳績，被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取錄。1991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學士後，遠赴美國留

學，於1995年獲美國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經濟學博士。旋即回港應聘為中文大學
經濟系助理教授，2000年起出任副教授。

莊太量博士於2011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至今，由於工作關係，經常
接受電子傳媒及報章訪問，並與中港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交流經濟意見。他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中大亞太研究所金融市
場研究計劃主任，新亞書院副輔導長，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專家小組委員，康樂園國際學校
校董及多份國際期刊的編輯委員。

在研究方面，莊太量博士的專業研究範疇為計量經濟學及財務技術分析，著有《人生煉金術的7大抉
擇》一書及250餘篇論文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以及本地報章。2000-2005年於全球理論計量經濟學排
名37。

以下是莊太量博士跟扶輪的學弟、學妹分享學習心得的一封信

各位學弟學妺：

大家好！我是莊太量，是1986年扶輪中學中五工科班畢業生。

在扶輪就讀期間，有不少難忘的往事。很多謝學校當年舉辦了不少

課外活動，尤其是數理方面的活動。還記得當時為了參加數理常識

問答比賽，我看了很多課外書應戰，令我的數理知識大大提升。數

理知識愈多，興趣就愈濃，數學科成績亦不斷提升，回頭細看，其

實應歸因於我在中學時花了不少時間去研習數學，大大提高了分析能

力，在人生及前途的抉擇上有能力看得遠一些。扶輪的學弟、學妹，

其實學數學一點也不難，方法有三：一是多看有關數學家的書以提高

對數學的興趣，二是多做練習以提高解題的技巧及速度，三是不要

放棄難題，否則不能在本質上有所提升。

其實除了數學，其他學科也有各自的重要性及學習竅門。我認為很

多同學成績不好，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找不着竅門，以致學習事

倍功半，最後墮入成績差及失去學習興趣的惡性循環。所以大家不妨向某科成績好的同

學，請教他們的學習竅門。

最後，我希望各位學弟學妹凡事看遠一些，不要因短暫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無論你的興

趣是在學術上，或是在其他活動上，都請加倍努力，在你有興趣的項目上做到「大師

級」，把該項目的知識推上一層樓，成為後來者的榜樣。　　　　　　　　　　　　　

　　　　　　　　　　　　　　　　　　　　　　         

學兄莊太量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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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簡偉銓博士──電子工程系的

優才生

本校 的 願 景 一 直 是
成 為 一 所 高 科 技

學校，為社會培育高科
技人材。就在1990年本
校出現了一位優秀的學
生  簡偉銓。他在本
校的工科班讀至中五，
參加中學會考，考獲五
優一良的成績，為本校
增光。
     
簡博士在本校畢業後，
直接入讀當時的香港理
工學院（現今香港理工
大學），修讀三年制電
子工程學高級文憑，在
1993年憑著佳績進入香

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士課程第二年，於1995
年更以一級榮譽及學業成績優異獎畢業。大學
畢業後，繼續努力，先後於1997年及2001年
取得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電機系碩士和博士
學位，並進入了一間跨國公司的科研部工作至
今。他藉著科研部的工作經驗，成為了美國電
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高級會員和香港工
程師學會正式會員（註冊工程師），並獲得了
五項美國專利。有這樣傑出的學長，我感到自
豪不已。簡學長說在本校所學的電子與電學、
金工、工業繪圖、工程科學、電腦等科技知識
都是很重要的基本功，確實幫助他在工程界的
往後發展。

簡博士在本校就讀期間，有不少難忘的往
事，令他久久不能忘懷。當時他的班主任
是現時的鄧副校長，歐陽校長則是當時數
學科及工程科學科老師。兩位恩師對他的
影響極深，尤以歐陽校長為甚，他經常訓
勉同學要多做數學題，打穩基礎，練習題
數目的一個基本單位是做一本「紅黑硬皮
簿」，而不是十條、二十條或一百條。同
學們會以多做「紅黑硬皮簿」數學題為
榮。這使我想起了校長也經常勉勵我們要
勤力，多做事，少說話。我們也要效法學
長，謹記校長對我們的提醒，多閱讀來修
心養性及擴寬一己的眼界。

另外，簡學長也非常感激扶輪的老師，他說母校
的老師不惜付出寶貴的休息時間去滿足他們的求
知慾。當時他們一眾同學經常會在小息時到二樓
教員室排隊請教老師一些習題，當時老師總是對
他們報以微笑，熱情地教導他們。

最後，簡學長也給我們一些勉勵的說話，他希望
我們善用在扶輪的學習時間，找出自己喜愛的範
疇並做到最好。他認為能夠在學校生活的時間並
不多，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加以利用，學習老師所
傳授的知識。同時，他也期望我們能夠定立短期
及長期目標，做好準備應付每天新挑戰。

校園記者：余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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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黃精甫

每個成功人士的背後總有一位啟蒙老師，就好像每部精彩的電影誕生的
背後總有一位靈魂人物  導演。畢業於一九九二年的黃精甫學長是

香港電影界出色的導演兼劇作家之一。在本校完成中五課程後，曾做過金融
經紀、廣告設計助理以及眼鏡設計師。有一次，他觀看完香港獨立電影比賽
後，激發了他製作短片參賽的決心，於是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金參賽，

並連續四年拿到金獎。

二零零零年，藝人曾志偉先生忽然找學長，更帶他去見了當時在演藝界很出色的七
人小組。當時他們正構思劇本的內容，但想了幾天都毫無頭緒，就向學長要了一些他的作品鑑賞。
因曾志偉先生很欣賞學長的才華，於是除了答應自己親自在學長的新片中演出外，還邀得廖啟智先
生、黃秋生先生參與演出。這部電影《江湖》便成為他第一部商業作品。在二零零五年香港電影金
像獎頒獎禮中，這部電影令他奪得「最佳新晉導演獎」，這才讓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導演。
其後，在馬來西亞電影節中，這部電影又奪得最受歡迎電影獎。另外《復仇者之死》更令他揚威海
外，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中，得到「文本哲學獎」和「最佳導演獎」，使學長成為第一位拿到此獎
的亞洲人。當學長踏上頒獎台，接受獎項的時候，台下掌聲雷動，持續了超過八分鐘，學長面帶笑
容回憶著說：「當我上台接受這麼多掌聲，從此就離不開電影世界，因為你覺得自己以前所做的事
是多麼值得，所有的辛苦都煙消雲散，這是撫平你所有傷口的一雙手。」

「我很後悔當初沒有讀好書」，在談到最遺憾的事時，學長深深嘆了一口氣。在學時的學長曾瘋狂地
迷上草蜢樂隊，午膳時連飯都不吃，只顧練習草蜢的舞蹈；放學後，便與同學踢足球，很少把時間
放在學業上。從前一碰書就想睡的學長，長大後因朋輩影響，漸漸發現看書的興趣和價值。現在，他
認為看書是一種高尚的追求，很希望學弟學妹不光看文字，而是看文字間的深層含義。他又認為文學
與藝術能培養我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從中得到獨有的世界觀，漸漸令人成為與眾不同的獨立個體。此
外，閱讀亦為他帶來無窮的靈感，是他創作的泉源。

在訪問當中，他提及父母是他最想感謝的人，因為他們一直都很支持他。自小父母帶他看粵劇、看
畫展，培養他對藝術的興趣。他的伯樂曾志偉先生亦是學長很想感謝的人，他欣賞曾志偉先生為香
港電影界真心付出，並且不斷地提攜後輩。

學長不斷製作優秀的作品給觀眾欣賞，他的努力付出更為華人爭光。我很欣賞學長對理想的追求，
對人生的深層思考。學長讓我認識到人的潛力及才能可以有多元化的發展，只要用心發掘，讓它有
合適的機會發揮，便可以有璀璨的人生。

校園記者：黎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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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謝國璋

校園記者：浦 芳

每個人都在演繹自己的
戲劇人生，而我訪問

的校友  謝國璋先生便是
把自己的寶貴時間和心思投

放在粵劇上。學長現在是幾間
曲藝社的藝術顧問、國新聲粵劇團

的班主，亦曾擔任全港十八區歌唱比賽的評判，
公開大學網上學習課程的嘉賓。此外，學長除在
本港演出外，曾多次在國內、新加坡、澳門等地
演出。

在學長初中時，陳家賢老師帶他到老人院探訪長
者，並提議他表演唱粵曲。自此之後，他便對粵
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不理會家人的反對，報
讀了八和粵劇學院的課程。當時學習粵劇除了要
花很多時間外，還需要支付巨額的學費。因為家
人沒有給予他金錢上的支持，於是他每天便不乘
車上學，平時省吃儉用，寧願節約吃飯的錢來交
學費。最後，他這種堅持不懈的精神感動了家
人，終獲家人的支持，令他更有動力學習粵劇。
在中學時期，他曾參加了幾次電視台模仿大賽，
表演唱粵曲，並拿了冠軍。

學長在中五畢業後，在沙田工業學院完成電子課
程。其後，他到電視台做廣告、幕後製作和場務
員。在電視台任職期間，他利用空餘時間在粵劇
舞台上演出。在電視台工作十多年後，他決定
在粵劇界闖一闖，全身投入粵劇界。在二零零
五年至二零零六年間，他自資做班主，但因為當

時香港經濟不景氣，加上
他那時的知名度不高，最
終虧本離場。經歷這次失
敗後，學長曾想過放棄，
幸好得到前輩的鼓勵，家
人、戲迷的支持，於是他
重拾信心，繼續為自己的
事業奮鬥。學長是一個肯
動腦筋的人，於是他改為
舉辦粵曲演唱會，令他轉
虧為盈。閒時，他亦會開
班教粵曲，因而逐漸在粵
劇界闖出名堂。

學長認為戲劇與人生是一
起成長的，人經歷多了，
便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融入
戲劇之中。當然，學習粵

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學長每天均要練功一
小時，不能間斷，因為若不練功，那二十多年的
努力便付諸東流。這種恆心和毅力，真是殊不簡
單啊！

在訪問期間，學長說他很重視「守時」和「誠
信」，覺得這亦是待人處世應有的態度。在電視
台任職十年期間，他從來不曾遲到，加上認真的
工作態度，令他很受上司賞識，在很短時間內便
有升職的機會。此外，原來在戲行中，並沒有簽
約這回事。他一旦答應人家演出，即使另外的人
能付更高的價錢給他，他也不會食言。學長這些
優良的品德，真的值得我們學習。

回顧往昔，學長特別感謝本校的郭顯華校長、歐
陽家強校長、鄧永康副校長、卓慶兆老師、成護
糧老師和陳家賢老師的悉心教導，令他領悟到很
多人生哲理。此外，他很感謝學校在他唸中四時
給予他在懇親會表演的機會，這是他第一次站在
舞台上面對着那麼多觀眾，令他十分難忘。另
外，學長也很感謝他的家人、前輩與戲迷的支持
與鼓勵，有一些忠實的戲迷，二十多年來一直支
持他，令他感到很欣慰。

人生長路漫漫，能選擇自己的興趣作為自己終身
的職業，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事情！儘管粵劇界正
面臨籌集資金、觀眾越來越少的困難，但學長仍
不斷奮鬥，令自己在粵劇界繼續散發光和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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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阮潔明

校園記者：譚影文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夢想，而夢想會隨著個人的思想、經歷不同而有
所不同。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失敗，但最重要的是不

要氣餒，繼續向前。

這次我很榮幸能擔任校園小記者，訪問我們的傑出校友阮潔明小姐。
阮學姐在扶輪中學畢業後，升讀城市大學，並完成社工系的學士學位
課程。大學畢業後，她當了七年的社工。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因妹
妹想學化妝，於是想找她一起學，從此她便與化妝結下不解之緣。她
先後在香港兩間化妝學校完成有關化妝的課程，又曾多次到英國和美國
學習最新的化妝技巧，並在今年到台灣學習有關髮型、造型的知識。她現
在開辦了一間化妝學校，教授學員一些化妝技巧，亦會擔任新娘的化妝師，
替新娘化妝，設計造型。

性格開朗、熱情的阮學姐，是一個做事十分果斷，處事效率十分高的人。從有開辦化妝學校的想法
到實現她的理念，只花了十八天的時間。她一直很注重財務管理，閒時亦會看一些財務管理的書
籍。她認為人們平日一定要有儲蓄的習慣，以備不時之需。她創業時，便假設即使一年沒有收入，
仍可有一筆錢來營運生意和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由此可見，她決定事情雖快，但行事毫不衝動。

在創業的過程中，阮學姐遇到過不少困難，而遇到的最大困難便是業主加租。學姐在唸大學期間曾
到商業機構做暑期工，學會行政管理、待人接物的技巧；在攻讀社工課程時，學會批判性思維，解

決困難的技巧，這都令她更容易解決創業時的種
種困難，面對人生各種挑戰。

學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喜愛閱讀聖經，因聖
經箴言往往給予她很多做人處事的啟示。談到日
後的理想，原來學姐希望替一些癌症病人化妝，
因為癌症病人經過長期的化療後容顏會變得憔
悴，或有很大的改變，令他們失去信心。她希望
替這些病人化妝後，令他們重拾自信，有更美好
的人生。

最後，她鼓勵我們這些學弟、學妹要多學習知
識，因為知識是最重要的。名人蓋茨曾說過，即
使其他人奪去他的一切，他亦毫不害怕，因為他
所擁有的知識是任何人都奪走不了，他可憑著這
些知識而重新再來一次。

學姐的一席話讓我作深入的反思。回想起來，我
曾擁有過不少夢想，夢想自己成為醫生，成為設
計師。不過，我經常因少許挫折而放棄。現在，
我下定決心，以後要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不會
利用各種藉口而中途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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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黃偉健

我的訪問對象是校友黃偉
健。我第一次見到他，

是在建校四十周年的綜藝晚會
上。那時他在舞台上與數位老
師、學生進行划艇賽，一人力
戰數人而最後勝出，表現令我
嘆為觀止。今天我第二次見到
他，他是以傑出校友的身份回
母校接受訪問。

黃學長坦然他自幼便對任何事物
只有三分鐘熱度，做甚麼事都很
敷衍，並得過且過。中二那年
「中國香港賽艇學會」來本校進
行推廣活動，林德強老師推薦他
參加選拔賽。他當時覺得有機會
便要嘗試，最終在一百三十人中
脫穎而出。在那次選拔中，他踏
出了第一步，接著不斷地接受不
同的挑戰，一關過一關，從此沒
有離開過划艇這項活動，划艇已
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在求學時期，黃學長為了練習
划艇，每天都要在四時五十分
便起床去沙田接受訓練，訓
練完畢就直接回校上課。那
段時間他真的很辛苦，曾想偷
懶不去練習。他曾經有一天偷
懶不去練習，可是事後他內疚
了一個月，不斷地責怪自己，

校園記者：朱舒華

之後，他便再沒有缺席任何訓
練。縱使每天要接受嚴格的訓
練，使他感到十分疲累，但他
從不在課堂上睡覺，可謂有着
不凡的毅力和意志力。

在校時，他曾參加「亞洲青少年
錦標賽」（8人艇），奪得全亞
洲第一。畢業後，他參加了「亞
洲青少年錦標賽」單人划艇賽，
奪得全亞洲第二。此外，他又在
「世界盃賽」的雙艇賽中，在世
界排名十六位。其他奪獎的佳
績，更是多不勝數。

畢業那年的「亞洲青少年單人
艇賽」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此
項比賽前半年，黃學長因單車
意外，斷了右手，掉了兩隻門
牙，拉傷了韌帶。當時的他認
為他的划艇生涯就此要結束，
因為他連日常生活都要靠身邊
的人照顧，覺得自己像一個廢
人。幸好女朋友的不離不棄，
真愛感動了他，加上教練、隊
友、家人的支持，讓他重新
振作起來。他剛回到划艇世界
時，成績大不如前。不過，憑
著他的努力，成績逐月進步。
最後，經過一場激烈的比賽，
得到此項比賽的第二名。

他的格言是「Believe you can」
（相信自己能做得到），這句
話是摘錄自外國的划艇選手設
計的衣服上的一句話。黃學長
認為只要相信你自己，任何事
情都可以做到。他認為不同的
態度會有不同的結果，若人們
不認真做，那倒不如不做，以
免浪費時間。他相信做事的態
度好，不怕任何挑戰，便可以
戰勝任何困難。

最後，他要感謝他的中文老師
鄭雪梅副校長，令他明白做人
處事應有的態度；感謝數學老
師馬志昌老師犧牲不少時間給
他補習，令他能在會考數學科
中取得合格的成績；同時他亦
感謝級主任高惠冰老師花心血
管教他，令頑皮的他沒有誤入
歧途。

其實我的性格和黃學長在學時
有點像，對運動、音樂、知識
的追求都只有三分鐘的熱度，
學任何東西都會半途而廢。聽
過他的肺腑之言後，我發覺性
格和態度是可以改變的。學長
的成功激發我要努力奮鬥，認
真做事，迎接成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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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一九九九年推行的校本管理措施，本校校
政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九月正式成立。校政

委員會主席由校長擔任，成員包括副校長、教務主
任、輔導主任、訓導主任及活動主任。為配合校政
民主化，教員校董及替代教員校董亦自動成為當然
委員。

校政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約每月一次），其主要
職能包括：
透過制訂政策，將區會辦學願景111 1 1 「並肩培育
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推廣至校內各個
層面。
決定校內主要事務，使學校管理更有效率。211
制訂學校之長遠及週年目標。311
統籌及協調各委員會之日常工作。411
研究及制訂與校務有關的政策。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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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務委員會由科主任組成，主要負責學校的學與教事
務，包括課程、教學、評估，形成一個鐵三角（見右

圖）。當中以雙向剪咀連繫起來，表示三個部份是緊密相扣，
互為影響。本校教委員會的目的有三：

定期檢視初、高中課程，配合學生的性向、興趣及能力1. 
引入有效的教學策略，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與教成效2. 
利用評估促進教學，改善學與教策略3. 

課程

教學 評估

教務委員會

行政組 教研組

家長觀課

扶輪夏日樂繽紛
（小六升中一暑期班）

成員

顧問 歐陽家強校長 

主席 周黎明老師

委員

鄭雪梅副校長 廖鉅文老師

鄧永康副校長 王幹章老師

何文德老師 黃慧敏老師

紀傳賢老師 王名寬老師

高慧賢老師1

在組織架構方面，本委員會分為兩個小組：行政組及教研組
（見右圖）。行政組負責常規的行政事務，並設立核心小組
（中、英、數、通），探究一些可行的政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例如補課政策、扶輪夏日樂繽紛等。而教研組則集中推行
促進學習的策略，例如合作學習、優良課堂課業設計、家長觀
課、跨科觀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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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
就課程發展議會訂定之教育目標和學校課程宗
旨，期望學生能夠： 

明白自己在家庭、社會和國家所擔當的角色和1. 
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本身的福祉；
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國家和社會；2. 
養成獨立閱讀的習慣；3. 
積極主動及有信心地以中英兩種語文（包括普4. 
通話）與人溝通和討論；
發展創意思維及掌握獨立學習的能力（例如批5. 
判性思考、資訊科技和自我管理）；
全面掌握八個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6.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7. 

課程設計
本校提供多元化、六年一貫之課程設計，以配合學生不同的興趣及需要。除初中基礎教育外，亦安
排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經學制及課程改革完成後，2012年度起各級課程組合如下（高中除
中、英、數、通為核心科目外，有*者為選修科目，而有#者為必修非文憑程度科目）：

學習領域 初中課程 高中課程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科
普通話科

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教育 數學科 數學科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科
物理*
化學科*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通識及文化教育科
宗教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
經濟科*
旅遊與款待科*
宗教及倫理教育科#

科技教育

商業科
應用科技科
膳食服務科
資訊科技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體育 體育科 體育科#

藝術教育
設計與出版科
音樂科

視覺藝術科*
音樂科#

其他 應用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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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宗教教育委員會的工作目標有三：
為本校安排各種形式的宗教聚會及崇拜活動，促進師生的心靈健康。1. 
協助堂會在校內舉辦學生團契，推行福音信仰活動。2. 
強化宗委與堂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優化堂校合作事工。3. 

本校宗教教育委員會的遠景為推行基督化「全人教育」，實現知識與品格並重，使青少年長成為
有責任感的公民，願為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榮神益人。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路	2:52

本委員會由基督徒老師組成，主要負責推動本校的各項宗教事工活動，以及協調學校與堂會之間的
溝通和合作，進一步優化堂校合作事工。例如在校內舉辦福音週、佈道會、學生團契和戶外宗教生
活營等。委員會成員分別負責策劃和執行的工作項目共分四大範疇，配合堂校合作事工，詳情如下
表所示：

校牧
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
李祖耀牧師

堂校合作的伙伴
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
林永生牧師、林真義宣教師

委員會顧問 歐陽家強校長、鄭雪梅副校長

宗教教育委員會的工作範疇 成1員

福音週、佈道會 陸家傑、黃慧敏、區凱莉

節期事工（聖誕節／復活節崇拜） 陳妙芳、馬志昌、黃琇慧

學生團契 區志祥、黎紫珊、孫素賢

宗教生活營 紀傳賢（主席）、林真義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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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的工作目標是讓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及態度，學習堅毅負責、尊重他人的精神，從而
培養健全人格。為達成目標，本委員會環繞德育及公民教育中心，設計及策劃相關活動，提

升學生在社會生活中所需的知識、態度和技能，使他們成為有理性、負責任的公民。此外，透過
舉辦不同活動，加強同學的社會觸覺，推動同學積極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並關心世界，培養世
界公民的意識，尊重不同種族的文化，締造和諧社會。與此同時，本委員會致力增強學生對國民
身份的認同，增進對國家的了解，培養關心及服務國家的精神。

本委員會之工作重點包括︰
每學期舉辦德育週會、比賽和活動。1. 
每週安排德育短講及設計跟進活動。2. 
指導學生創作德育海報，並將作品張貼於校園內。3. 
安排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研討會、座談會及分享會等。4. 
設立新聞速遞資訊板、舉辦大型活動及講座，如日本海嘯關愛大行動、製作慰問咭送予菲律賓被5. 
挾持人士及其家屬，讓同學緊貼時事，回應社會需要。藉此提升學生思維及批判能力，培育同學
關心世界事物，盡公民責任。
定期舉辦國民教育活動，如升旗禮、德育短講、展板展覽、交流團及考察活動等，加深學生對國6. 
家的認識，強化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舉辦參觀、探訪、服務等活動如參觀立法會、中秋關懷探訪活動、「暖•在心」送湯服務，增強7. 
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及責任感。
組織及訓練SUPER義工，舉辦長者學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及服務工作，培養學生關懷社會及服8. 
務人羣的精神。
擔任學生會顧問，協助學生會推行各項活動，加強公民教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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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的工作目標是教育學生遵守紀律，培養自律精神，建立良
好品格；同時維持淳樸校風，讓學生可在有秩序及寧靜的環境中

學習，並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道德判斷的能力。本委員
會設有校服儀容小組、風紀小組、獎懲小組和支援小組，處理各項經
常性工作。
 

本委員會之工作重點包括︰
制訂學生常規及獎懲規則，定期因應情況作出檢討修正，並督促師1. 
生切實執行；
透過各級早會和班主任課教育學生，使學生深入瞭解各種規則，知2. 
所遵循；
與班主任、級主任及輔導委員會緊密聯繫，及早察覺學生的行為問3. 
題，作適當處理，以阻止歪風蔓延；組織風紀隊，訓練風紀及為其
安排工作，使能發揮應有功能。

自2009/10年度開始，本校開設學習支援中心，若學生在課堂上有嚴重
違規行為，任課老師可安排違紀學生前往學習支援中心，以便嚴正執
行課堂秩序之規定，避免違紀學生影響課堂學習氣氛。

本委員會於2009/10年度推出至醒（自省）計劃，直至去年，擴展至中
三級，本年度已進入第二循環。此計劃旨在鼓勵學生多作反思，積極
面對學業及校園生活，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並時刻自律、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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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工作目標是協助學生認識自己，建立
自信，並培養穩定的情緒及養成健康的生

活習慣。學生先從個人層面出發，繼而推展至能
與他人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最終希望學生能愛
己、愛人、服務社群。

本會舉辦的多項發展性的活動
大哥哥／大姐姐關懷計劃  此計劃已推行了
二十多年，是本委員會的標誌性項目。每學年，
本委員會成員會挑選中三至中六的學生為中一學
生服務。被選中的大哥哥、大姐姐先參與領袖訓
練，其後透過活動和午膳探訪協助中一學生融入
校園生活。本計劃成效顯著，中一學生能迅速適
應校園生活、建立歸屬感，並能與學長維繫多年
感情。

健康大使  「健康校園」乃學校的關注重點，
本會的健康大使團隊會適時為師生提供流行病資
訊及預防措施。此外，每年配合衞生署舉辦「水
果日」，提醒同學健康飲食的重要。

卓越小組  取名「卓越」，全因為這小組的成
員都是傑出的新來港學生。為協助他們適應新生
活，卓越小組的活動以外出參觀為主，例如參觀
迪士尼公園、海洋公園一日遊、到尖沙咀欣賞聖
誕燈飾、欣賞本地劇團的話劇演出等，讓學生親
身體驗香港多姿多采的生活。

成長小組  專為初中學生而設，透過多元化
活動提升組員的自信心、學習控制情緒及培養
抗逆力，活動包括歷奇、野戰、攀石、遠足、
獨木舟等。

除舉辦上述各項活動外，本委員會會配合學校學
年主題及善用外間資源舉辦活動，例如：多元智
能躍進計劃、成長的天空、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
劃、Hip Hop訓練、樂學工程、樂活工程等，為
學生留下美好回憶。此外，為照顧個別學生的需
要，本校設有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本委員會亦會
運用撥款增聘額外社工及融合教育輔導員，為每
位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評估及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以提升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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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的工作目標是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讓他們明白人人皆可貢獻社會的道理，並應抱持忠於工

作，服務他人精神，以利他日投身社會，發揮所長，成就個人

事業。

本委員會透過職業性向測驗、講座、工作坊及參觀工商機構、

本地及國內大學等活動，拓闊學生眼界，刺激他們思考日後發

展路向。本委員會又與商業科合辦「年宵攤檔」等活動，讓學

生發掘學業、管理及銷售的潛能。此外，學生透過參與「與校

同行計劃」及「商校伙伴計劃」，加強了解不同的升學途徑、

求職擇業須知及就業市場的最新情況。本委員會委員會除了為

學生提供升學資訊外，還會解答學生有關選科、升學或擇業的

疑問，並提供適切意見。

本會透過新高中的生涯規劃，藉此幫助學生瞭解自己，並及早

選擇個人的理想職業，為個人理想作充分準備。

本委員會藉着舉辦合適的活動，以有效協助學生增加生涯規劃

的知識及技巧。多年來，本委員會曾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包括

職場互動計劃工作坊、中五放榜真人show、「TEEN使闖世界」

生涯規劃、模擬放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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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旨在舉辦多元

活動，並鼓勵學生參與

不同類型的活動。在參與活動

之時，學生得以成長，並在過程

中發掘自己的潛能，培養應有的學

習態度和價值觀。透過多元活動，為

學生提供應有的學習經歷，促進學生的多元化全人發展、並

培養各項共通能力。在活動過程中，學生可因應自己的能力和

興趣，透過策劃、組織和推動活動，從中發揮領導才能，建立自
信及責任感。

本校向來重視推展課外活動，本委員會負責統籌，並循三方面推廣：
全校學生活動  由專責委員或小組領導策劃，通過全體老師協助推

動，以配合學校整體教育及有關事工發展。

各科課外活動  由科主任領導該科教師計劃推動，藉以配合該
科教學，激發學生之學習興趣，並提高教學
成效。

興趣小組  因應學生及老師的興趣與專長而開設，藉以推
廣對師生身心有益的各項課餘活動。為使學生能
善用學校設備及空間，除各項安排於放學後進行
的課外活動外，學生亦可於每日放學後自由留校一
小時，參與自發組織的課外活動。

風帆活動

聯校音樂劇表演

空手道表演

43

學生活動委員會



本委員會旨在建立關懷互助及
彼此欣賞的文化，藉以消除

隔膜、增加凝聚力及歸屬感。為
此，我們用心關顧老師、同學在
校園生活中的需要。本學年，中
一級同學須留校午膳，因此我們
為所有中一級同學提供訂購午飯
服務。在新措施下，老師有更多
時間照顧同學，能悉心為同學安
排活動，提升班內凝聚力，加強
了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員生福利委員會積極與本校小食
部職員溝通，藉此提高小食部的
服務質素，同時可監管食物價格
及品質，為師生爭取價廉物美的
服務。

老師們的工作排山倒海，員生福
利委員會希望能透過年初聚餐、
周年晚宴、年終聚餐、郊遊等活
動，為工作忙碌的老師帶來一絲
輕鬆和休息的機會，使老師們身
心健康，更有魄力地培育我們的
下一代。我們將繼續以「聯繫教
師學生情誼，關懷彼此需要，
加強溝通瞭解，促進合作互助精
神」為己任，讓「互相尊重，彼
此分享」的文化，在扶輪中學茁
壯成長。

希望能為老師在繁忙的工作中帶來輕鬆。

午膳時間，同學們在課室
開懷暢食，樂也融融！

鄧副校長在南生圍的
英姿！

家長和同學都很享受午膳飯盒試食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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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1 員

顧 問 歐陽家強校長、鄧永康副校長

主 席 周芙蓉女士

副主席 袁燕玉女士、劉志文老師

執行委員
張麗莊女士、金亞莉女士、洪森雄先生、
蘇芳紅女士、林德強老師、陳景揚老師、
黃潔萍老師、區志祥老師、歐陽佩芬老師

義 務
核數師

陳清蘭女士

2012/13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

本會於一九九六年成立，至今已踏
入第十六個年頭，成立的宗旨在

於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
建立家長與教師及家長與家長的伙伴
關係。此外，本會收集家長對學校行
政的意見，以提升教學效能，改善學
校設施，增加學生福利，期望能提高
家校合作的成效。

近年，本會委員積極參與校內各科及
各委員會協辦的活動與培訓，令家長
與孩子於親子溝通上增加共鳴，拉近
彼此距離。深受家長歡迎的活動有校
園團年盆菜宴、家長觀課、博雅學習
專題研習匯報評判工作、親子境外文
化遊、陸運會等。

親子深圳書城•博物館一日遊

家長教師會會徽

四十周年盆菜宴

家中有校‧校中有家

家校互動‧共聚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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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組成立的目的是促進教
師的專業發展，並安排在職培訓，

致力為教師提供互相切磋和交流經驗的
機會。歷年來，本組積極協助新聘教
師，設立啟導計劃，以師徒方式幫助新
聘教師認識本校，以及適應新的工作環
境。此外，本組舉辦講座和研討會等培
訓活動，藉此鼓勵教師作持續的專業發
展。經多年來齊心努力，我們已建立一
個和諧團結、專業自信的教師團隊。

教師專業培訓
為配合學年主題和關注事項，本組近年
專注舉辦新課程培訓，為全體教師及中
層管理人員舉辦相關的研討會和講座，
並曾聯合五間友校合辦交流活動。

提升教學效能是學校的長遠發展政策，
本組曾安排相關的講座和研討會，例
如：「課室管理」、「學童欺凌現象的成因及對
策」、「融合教育」、「調解與談判技巧」、
「和諧校園（處理校園欺凌事件） 」 等講座，
協助教師改善學生行為，引導他們投入學習。另
一方面，本組致力向教師介紹不同的教學方法，
例如：「讀寫障礙介紹及分組研習」、「全腦學
習法」、「批判性思維」、「專題研習」、「行
動研究」，讓教師按不同環境運用合適的教學方
法。本年度，本組鼓勵老師嘗試以「合作學習」
的授課模式授課，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鼓勵學
生更多參與課堂學習。

啟導教師計劃
鑑於教師首年工作經驗對其未來的教育事業影響
深遠，本校設立啟導制度，為每一位新聘教師安
排一位師傅專責協助和支援他們，讓他們易於融
入學校生活，提升教學效能。本組安排由富經驗
的老師分享經驗、互相觀課、並在觀課前後討論
和分析教學內容和技巧，讓每位新聘教師都有全
面的學習經驗和自我反思的機會，以提升新聘教
師的教學成效。

教師圖書閣
本組致力建構學習型組
織文化，進行學術交流
及分享，設立教師圖
書閣，引進不同學
習領域的參考圖
書 ， 並 鼓 勵 教
職員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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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環保教育組乃附屬於
科學科。自2008-2009年度

開始，校方為了加強同學的環保意
識，遂將環保教育組獨立成組。環
保教育組的宗旨是培養學生關注生
態與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協助同
學建立一種人、自然和社會互相配
合、共存的新價值標準、新生活態
度和人生取向。

過去數年，環保教育組與各科組合
作舉辦了各類型講座、課外活動、
參觀、生態遊、校外比賽、研討會
和義工服務，藉此擴闊同學視野，
讓同學在比賽中獲得肯定。此外，
環保教育組致力培養同學主動回應
社會各界的環保活動。我們深信，
透過教育和培養良好習慣，終有一
天，我們的未來社會棟樑會為我們
帶來一個更美好的環境。 

與英文科及視覺
藝術科合辦的環
保 時 裝 設 計 比
賽，同學們都悉
心設計呢！

環保教育組老師合照

同學們很享受是次大蠔生態遊呢！

我們已連續三年獲得
獎項，真多謝老師和
同學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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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的目標是幫助學生、教師及家長認識與接受學習差異，欣賞他人及尊重
殊異的精神，發揮朋輩支援的效能，從而推動學生的個人成長，並建構和諧

社會。本小組透過不同範疇及層次的調適，為有學習需要的學生建造良好的學習環
境及幫助其發展多元智能。此外，我校推動全校參與模式，提供適切支援，締造良
好的學習環境，協助有學習需要的學生消除學習障礙。

本小組的主要工作
支援有學習需要的學生，為學生作出課程調適及改善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學1. 
習成效。
為學生開設小組，提升其學習動機、自信心及社交能力，幫助及解決學生面對2. 
學習時出現的問題。
外購言語治療服務，提供小組活動或個別培訓。3. 
製作融合教育小冊子，提升老師對有學習需要學生的認知。4. 
舉辦提升共融文化的活動，如共融教育展覽、攤位遊戲、講座或工作坊，教導5. 
學生尊重個別學習差異。
成立義工隊，積極參與校外義務工作，培養學生幫助他人及服務社會的精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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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園電視台於2011年成立，我們希望
能在日常學習活動中，透過實用的生活

素材，發掘學生潛能，藉此培養學生對多媒
體的興趣和知識。

踏入2012年，校園電視台的發展更進一步。
全賴透過四十周年慶典籌募經費，建立了校
園電視台直播系統，自此學校活動可同時直
播到各班房及教員室。

本 校 電 視 台 名 為 「 扶 輪 電 視 台 」
（CCCRSSTV），逢星期一早上8時05分會將
不同頻道節目播放予全校師生觀看，同時會
將節目放上網頁，讓家長、校友、社會各屆
人士在家中能欣賞節目。過去兩年，扶輪電
視台分別與各科組合作開設頻道，拍攝不同
形式、題材的節目，包括：

校園電視台直播校長向同學推介好書。

蜘蛛俠、蝙蝠俠和超人組成「中文正義
聯盟」向同學灌輸正確語文知識。

頻道 內容

English
Channel

English Channel會用深入淺出的方
法，指出我們平日不知不覺間犯上
的語文錯誤。

通識台

通識台老師主持的「通識通識，通
通都識」互動知識問答遊戲節目，
每集都會問觀眾問題，只要答對問
題，有機會得到豐富獎品。

訓育台

訓育台主持會教大家方法早起床不
怕遲到，又會教大家如何整理好自
己的校服儀容，讓大家每日都精神
爽利上學去。

閱讀台

閱讀台主持會邀請老師帶同好書向
各位介紹，還會帶大家參觀一下老
師的家居，或者老師經常去的神秘
地方，窺探老師的私人生活。

中文台

眼見時下年青人語文水平日漸低
落，以超人為首的一班戰士決定伸
張正義，組成「中文正義聯盟」，
一起打擊歪風，誓要向各位青少年
灌輸正確語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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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學習乃學生求學、就業、生活
之本。對本校學生來說，除獲

得公開試的肯定，取得良好成績以利
升學及就業外，日常交際表達尤為重
要，故本科致力多方面發展學生的語
文能力，務求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

本科特點
與時並進1. 
隨着學制轉變，本科於2005年開始
高中課程改革，率先開設說話課。
其後，2009年新高中課程開始，本
科開設多元化的選修單元，包括文
化專題、戲劇工作坊、科普作品、
說話及文言選讀，以應付不同學生
的學習需要。

本科勇於革新，於2008年，將中文科及普通話科合
拼，以利課程統整。由2010年起，初中實行精英班普
教中，回應社會對兩文三語的需要。

為使學生投入學習，本科推動戲劇教學。在2003至
2008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支持，在初中開設戲劇課
程，為新高中開設戲劇工作坊作充分準備。

因材施教2. 
本科實施小班教學，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在2008年引
入喜閱寫意課程。其後，2012年又引入博思會課程。

寫作是語文學習的一個重要環節，故本科於2003至
2006年開設「果占包」創意寫作工作坊，聘請作家
董啟章、王貽興等到校教學，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此外，於2007年參與課程發展處「專業發展學校計
畫  寫作教室」，完成「尖子寫作教學資料庫」，
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寫作訓練。

2009至2012年，本科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為高中尖
子提供密集式說話訓練，以提升學生考試成績。近
年，又善用校內資源，為學生安排小組說話訓練，務
求提升學生的應對和溝通技巧，為考試及未來工作做
好準備。

發掘潛能，擴闊視野3. 
本科活動繁多，包括閱讀報告比賽、徵文比賽、正字
大行動、朗誦、即席演講、推普先鋒計畫、戲劇比
賽、中文週、作家講座及校園記者等，全面發展學生
的讀、寫、聽、說及思維能力，讓學生學習中華文化
的精髓。

中國語文科、普通話科

戲劇教育讓學生「穿梭時空」，研習古典文
學，發揮無限創意。

舉行校際朗誦節前奏，讓學生有初試啼聲的
機會。

舉行校內朗誦比賽，邀得朗誦專家尹慶源校
長點撥，學生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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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niversary is 
a special time, 

a time of celebration and 
a time of reflection. A 40 year 

anniversary is a significant mark,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and it lets us 

pause to look back with pride at our achievements and our 
successes.  Even though I have not been at this school for all of those 40 

years, I can share a sense of the school’s history and its progress over the years. 

What I can say with certainty is that very many students have been taught at our school 
over these 40 years, and, with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those students have left (and will continue 

to leave) our school better equipped to face the real world than when they started with us. We pride ourselves 
on our efforts to improve and develop our students, to give them the confidence to use English and to believe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potential.

Such progress over so many years is due to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our teachers, together with parents’ 
support, to give the children in our care the opportunities to study our subject and to grow along with the school. We 
like to see every individual flourish, making the most of their ability. 

I could point to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activities and accomplishments our panel have been involved in, but, 
rather than specific items, I want everyone to feel a sense of the overall picture. Much like a great ocean liner, 
we are sailing full steam ahead, clear in our direction, and sure of our destination.

While we are enjoying looking back to and appreciating what we have done, an anniversary is also a 
chance to look ahead, too, to the future, to what we will do. Indeed, we have plans and hopes and 

dreams for an even better program for our students in the years ahead. By the commitment and 
cooperation of our panel, and, needless to say,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devotion, great 

things are made possible. The teachers are the facilitators for 
our students. With focused energy, many more successes 
await us. I invite you all to join with us in this challenging 
but worthwhile cause.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e 
words of the movie, Kung Fu Panda, “….all you 
need to do is believe!” 

Englis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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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近年的教育改革，本科著重提升學與教的效
能，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為先，並擴闊學習領

域，以啟動學生多元智能的學習，藉此建立學生的自
信及自學精神。本科同事通過培養學生「學會學習」
的能力，為學生建立團隊，於學習之時彼此鼓勵，切
磋分享。

通過課程改革，教室由單向授課變成由學生主導的互
動學習模式，課堂活動着重於分組討論、工作坊及專
題研習，讓學生積極投入學習。與此同時，老師亦展
開同儕觀課，營造交流分享的文化。為照顧學生的學
習差異，我們針對學生能力分組，制定不同的學習目
標，包括新高中課程的核心部份及剪裁部份，並分卷
評估。此外，本科又篩選能力較佳學生可以修讀單元
二的延伸部份。

本校自2006年起成立數理室，為學生建立一個良好
的學習環境。室內有充裕的數學資源，有資深老師當
值，學生可自學或討論，互相切磋交流。

為啟動多元智能的發展，我們在課後為學生舉辦多項
活動，包括：棋社、數學軟件應用、數學大哥姐及奧
數營等，供學生積極參與。

為擴闊視野，老師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的棋藝比
賽、數學競賽及訓練營，以加強對外的交流。

數學24點，點點生輝。

本校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數學評估中屢獲佳績！

數學大哥姐，同儕互勉、互助互愛。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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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及文化教育科、通識教育科
課程內容：
通識教育科是新高中的必修科目之一，旨在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及獨立思考能力，本科目分三大
範疇。

在三年的高中課程中，學生將修讀六大單元，學習各方面的知識及技能，以及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
觀，協助學生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六大單元如下：

為協助學生適應高中通識課程，本校在初中開設通識教育及文化科，並於初中課程中加入歷史文化
元素，以配合教育局製訂之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

科目特色：
除了基礎知識外，通識教育科亦強調分析技巧，本科透過不同活動，如角色扮演論壇、論文比賽、
辯論比賽、境外及境內交流考察團等，讓學生應用本科知識，了解社會及國際事務，拓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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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一至中三級設有綜合科學科，課程宗
旨是讓學生培養對科學的興趣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透過多元化的
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初中科學科
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學生能夠掌握必要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以適應現今社會的生活。中三級課程
除包含有基本的科學知識及概念外，並加入化
學和物理元素，幫助學生認識高中化學和物理課
程，為中四選科作準備。

高中化學科和物理科的宗旨是讓學生認識化學和
物理原理及其應用的範疇，為學生提供繼續升讀
理科的踏腳石。

除教學外，本科老師帶領同學參與校內校外不同
形式的科學活動 : 包括「科學興趣小組」、「數
理週」；不定期的外出活動，如參觀科學館、科
學講座。本科亦有安排科學比賽，校內比賽如擲
雞蛋不碎比賽、擲回力標比賽等；而校外比賽方
面，如聯校模型滑翔機飛行大賽、中學橋樑模型
創作比賽、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和科學探究
海報設計比賽等。藉着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可以
增加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提升學生的溝通協作能
力，並在學習科學的過程中增添樂趣。

綜合科學科、化學科及物理科

學生投入學習。

學生進行實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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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新意，涵蓋多項創意
與科技範疇。初中易
名為應用科技，而高
中則易名為設計與應
用科技，將各家所長
融合，學生可借助先
進科技器材從事設計
是產品的靈魂。產品
在此可界定為可滿足
人的需要和意慾的器
物、系統、環境或服
務。優秀的設計能創造商機，大大提升產品和服務的競
爭力。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可以使學生學習面對不同科
技領域中的問題，透過發展一系列的意念，製作產品與
系統原型，成為一個具自主和創意的解難者。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須經常反思，也要收集教師及同
學的回饋。透過這樣的過程，培養學生的毅力、鬥志
及冒險精神等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本科的學習，
幫助學生建立「創新」與「創業精神」這兩種重要核
心概念。「創新」就是將創意轉化成有形的方案。透
過富邏輯的科技設計過程。「創業精神」是透過尋求
以服務對象為中心以及追求價值為本的設計。近年政
府積極投放創意產業，其勢將更上層樓，為未來培養
新一代之設計與科技人才，令本港增添無限姿釆。

本校科技科組，其前身
為金工、電工及繪

圖等實用課程；在那時，
莘莘學子極欲修習一技以
求晉身社會。扶輪畢業的
學生，亦不負眾望，於前
輩教職員工鞠躬盡瘁下，
廣佈於各大工業機構、
大專學府，表現出色，
蜚聲香江。教育改革，
與時並進，前述科目，
皆已易名，而課程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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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科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香港是國際知名的商業城市，以金融服務、工商業支援、物流和旅遊業為本港的主要經濟支
柱；而商業及財經活動，如工作、消費、儲蓄及投資等，更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本校自創校以來就已經設有商業科。現時初中學生均須修讀商業科，而高中學生則可按其興趣選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或經濟科。

學生不僅能夠在課堂中學懂商科知識，而且可從多元活動中，如營商體驗計劃、年宵活動、商校伙
伴等，活學活用，把各種商業理論實踐。此外，本科亦為學生舉辦講座，如個人理財講座、強積金
話劇等，讓學生在未來擔當消費者、投資者、僱員或企業家角色的同時，堅守道德及責任，成為一
個良好公民。

本科的課程內容與社會、時事息息相
關，主要讓學生明白健康的概念及有關
保持健康的措施，課程涉及人口老化、
傳染病及資源分配等議題。

修畢本科的學生可於大學修讀中西醫、
護士、食物及營養科學及物理治療等課
程，以備日後投身社會擔任護理、護
士、醫生或幼兒成長教育等職位。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選修部份
（三個單元中選擇

其中兩個）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
服務的延伸學習

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
的延伸學習

健康與社會關懷
時事議題

必修部份

人生不同階段的個人發
展、社會關懷

及健康

本地與全球的健康與
社會關懷情境

回應健康（護理、推廣
及保健）與社會關懷範

疇的需要

推廣及維持社區內的健
康與社會關懷

身體力行  健康推
廣、保健與社會關懷

本科的宗旨是讓學生可以在高中時掌握基本的商業知識和技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使他們將來在社會上能恰如其分地擔當消費者、投資者、僱員及／或企業家等不同的角色；本課程
讓學生在高中掌握商業的知識及技能，為有意在專上教育中選修課程的學生以及為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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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科

膳食服務科

隨着電腦科技不斷創新，學生必須懂得運用資
訊科技來掌握最新知識，以便應付未來種種

挑戰。因此，本科着力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並
增強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藉此提升自學能力。

為了引發同學對資訊科技的興趣，本科致力為初
中課程建構良好框架，使學生能掌握各種電腦軟
件的功能，包括平板電腦應用、遊戲編寫、影音
編輯、動畫製作、辦公室軟件應用等。上述知識
同時能協助學生打下穩健基礎，為將來修讀高中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作最佳準備。

除了日常教學工作外，本科老師積極舉辦講座，邀請不同機構到校分享，如：「齊享健康資訊教育
短劇」、「知識產權teen地講座」等。此外，本科老師亦努力聯繫坊間團體到校為學生舉辦課外活
動，如與正媒體軟件公司合作為同學舉辦Blender 軟件學習班、與KET-MEDIA公司合作教導同學編寫
手機程式、與智恆軟件公司合作舉辦iClone 5xKinect 3D 真人動作
動態捕捉體驗日等。除此以外，本科經常舉辦多元的課外活動，
包括參加各項校內外的比賽及安排參觀，希望藉此培育學生，令
其增廣見聞，緊隨資訊科技發展的步伐。

嘉賓應邀蒞臨出席講座。

同學專心使用平板電腦學習。

本科課程着重活學活用，具實用性質。老師透過講解和示範，
讓學生認識均衡及健康飲食的重要，培養學生對個人健康、

衞生的良好習慣，以及掌握基本的烹調技巧，從而提升自理能
力，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本科設有實習課，藉着真實的體驗，
提升學生的協作能力及操作簡單廚具的能力。

學生實習課的成果。

校外導師用心教導同學編寫手機遊戲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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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宗教、宗教及倫理教育科的課程，旨在引發
學生對生命有深度的反省，從個人及群體生活

中探索，建立積極及充滿愛的人生觀。本課程著重
引導學生認識基督，效法基督的完美人格、博愛和
服務他人的精神，並以此作為自己追求完美、高尚
至善人生的無窮動力，邁向更快樂及豐盛的人生。

本校中一至中六級均設宗教教育課程，由基督徒
老師負責教學。本科配合宗教教育委員會的宗教
活動事工，讓本校學生能進一步認識基督信仰和
聖經真理。

本校宗教、宗教及倫理教育科的課程目的共
有四項：

引導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1. 
啟發學生應用聖經真理於現實生活中。2. 
引導學生反思社會的文化和價值。3. 
培養學生擁有積極的人生觀。4. 

宗教、宗教及倫理教育科

本科推展相關的活動如下：

參觀挪亞方舟

活動／比賽

寶劍練習──齊齊查聖經（中一級）

福音故事──有獎問答遊戲（福音週）

堂校合作活動──週六「成長在扶輪」

推廣學生團契、校牧室小組活動

復活節宗教生活營

參加聖經朗誦節集誦活動、參觀挪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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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旅遊與款待科

本科除了教授經濟及金融方面的知識，更著重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及對社會時事的關注。學生處
身在以金融業為主導的香港，極需具備以上能力。

本校曾開設經濟科會考課程，而在三三四新學制後，亦繼續開設經濟科文憑課程。從會考課程到文
憑課程，本校學生的表現優異，多年來的及格率都高於全港平均及格率。

無論升學或就業，經濟科為學生提供了多門出路。各大專院校均有開設經濟學或相關課程，讓學生
可以繼續深造。而經濟學強調對社會的關注及以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事件的能力，是各地僱主重視的
錄用條件之一。

經濟科文憑課程結合了會考及高考內容，並新增部份內容：

微觀經濟學：供需定律、廠商生產、市場結構、公平與效率、壟斷定價、競爭法

宏觀經濟學：國民收入、經濟週期、貨幣理論及政策、匯率及國際貿易、財政政策

旅遊及款待業對香港的發展十分重要。本科內容主要教授旅遊及款待業的相關知識，並為有興趣
修讀本科的學生提供一個研習機會，讓學生日後能學以致用。學生於課堂上透過學習及討論，

能養成學終身學習所需的共通能力，包括有效的溝通能力、顧客服務技巧、資料處理、批判性思考
及解決問題等能力。

課程必修單元包括：                                        
 (1) 旅遊導論
 (2) 款待導論
 (3) 地理名勝
 (4) 客務關係及服務
 (5)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銜接   
    
升學方面：修讀大學及大專院校的旅
遊及款待管理、酒店管理、娛樂事業
營運及環境研究等課程。
就業方面：從事酒店、旅行社、旅遊
景點或與服務行業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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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視覺藝術科

本科透過各範疇的音樂活動，培養學
生的創意及想像力、發展音樂技

能、提升學生評賞音樂的能力和認識音
樂的情境。

除此之外，本科亦希望透過音樂培養正
確的價值觀與態度。學生透過參與音樂
活動能獲得享受及滿足感，培養對音樂
的終身興趣，提高對音樂的重視。

「一人一音樂」的課堂，讓學生接
觸到不同的音樂活動。

本科未來三年的目標：
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及照顧個別差異。1. 
訂立一生一藝術的政策。2. 
推動學生參與不同的音樂活動及比賽，創造成功經驗。3. 

本科旨在豐富學生的美感和藝術經驗，加強具審美和批判性思考的
欣賞，以及創作不同形式的視覺藝術作品的能力。在課堂上，學

生透過自主和開放的藝術學習探究過程，發展感知能力、共通能力、
多角度觀點、以及後設認知能力。本科要求學生透過探究多元文化藝
術，培養個人情操、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並加強對文化及跨
文化的了解。

通過有系統的學習，學生獲得基礎藝術知識，以備日後有機會繼續接
受與藝術和創意工業有關的教育，並投身相關行業。

中四級壁畫比賽           

中一學生的室內設計作品

高中視覺藝術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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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簡介

本科旨在使學生明瞭
運動與健康的關

係，讓學生養成運
動的習慣，樂於參
與 不 同 的 體 育 活
動，從而建立健康
及動態的人生。

本科強調發展學生的共通能
力，以利他們日後終身學
習。因此，本校體育科透過
各種運動技巧和知識的學
習，幫助學生養成積極參
與體育活動的生活習慣，同時使他們擁有良好的
體能和強健的體魄，進而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行
為，在群體中與別人合作。多年來，本科老師致
力發展一套均衡的體育課程，選擇合適的評估工
具，為學生營造自評及互評文化，使學生積極及
持之有恒地參與體育活動，以增強學生對團體的
歸屬感，加強學校的運動氣氛。

未來，本科將繼續舉辦不同的校內外活動，例
如，校內籃球賽、乒乓球賽、陸運會、學界田徑
賽、學界籃球賽等。在校內，日後將更主動推廣
多元化的體育活動，如高爾夫球、保齡球、泰
拳、飛盤、滾軸溜冰、室內賽艇等，務求提升同
學對體育的興趣。未來三年，本科着力於繼續提
高學生的身體質素，培養自學的精神，讓他們享
受運動之餘，同時為學生提供運動專門知識及技
能訓練，增強自信心及使命感。

泰拳活動

射箭活動

參觀騎術學校

滾軸溜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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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立至今三十年，每年都會舉辦不同
類型的活動，藉此訓練學生的領導能力，

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此外，學生會透過多元活
動，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並於活動過程中
擴闊視野。最後，學生會致力推動德育及公民教
育，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並在校園中愉快
健康地成長。

12-13年度幹事合照

校園燒烤

「暖．在心」送湯行動

關懷校園送花行動

長洲文化之旅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62

學生會



早在創校初期，扶輪的畢業生已開
始以校友會的名義舉辦非定期的

校友聯誼活動，維繫畢業生之間的情
誼。迄至一九九四年，第一屆中七畢
業生再籌組校友會，並向政府註冊。
最初數年，校友會只吸納中七畢業生
為會員，有鑑於代表性不足，校友會
於1997年隨著學校「正名」，也重新
註冊，正式命名為「中華基督教會扶
輪中學校友會」，吸納的成員不再限
於中七級的學生，而是遍及所有曾在
扶輪中學就讀的學生。

校友會一直都以維繫校友之間的情誼
為宗旨，所以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

康樂活動來維繫各校友之間的感情，
透過活動，校友可以促膝長談，緬懷
「那些年」，而且還可以將不同屆別
畢業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認識、
分享，從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社交網
絡，在社會上繼續發揮「扶輪一家，
天下一家」的精神。

在徵收會費方面，校友會曾作過數次
調整，以前是以一年半，二年半，五
年及十年的會籍制度，而現在我們是
採取一年半及永久會員制度，只要付

港幣五十元，你便可以成為本會的永久會員。
第一至五屆舊生重聚日

校友會飯局

現屆校友會幹事

由於我們有很多的校友都在不同的領
域擁有卓越的成就，一直期望能回饋
母校，所以校友會在未來的日子，希望
可以籌辦更多活動，一方面讓校友們回
校暢聚，聯繫情誼，另一方面也可多點
接觸現在的學弟學妹們，希望可以成
為學弟妹的良師益友或成長路上的一個
夥伴，將經驗或生活上的歷練傳授給他
們。另外，校友們也希望透過校友會在
學校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例如幫助一些
有經濟困難的學弟學妹完成學業等。

想第一時間知道學校的動態, 快點來加入
校友會吧！ 

另外都請各校友在Facebook加「中華基督
教會扶輪中學校友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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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奉行全人教育理念，除了關注學生在智能上的發展外，對學生的品德修養、靈性操練、體能
訓練、合群精神與及藝術情操的培育均十分著重，即提倡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

取得均衡發展。

本校非常著重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培
養，為此我校特設德育及公民教育中

心，以三年為一循環，按學期推出。德育中心
的六個主題分別為：

邀請不同嘉賓到校分享。

透過展板分享「熱愛國家」的主題。

配合德育及公民教育中心的活動：
邀請嘉賓於公民週會分享不同主題：例如由再生勇士分享社會關懷的重要性。1. 
德育海報：透過海報宣揚該學期的德育主題。2. 
德育短講：負責老師於星期一班主任課向同學分享德育的信息，由班主任指導學生完成工作紙。3. 
其他活動配合：例如中秋節競猜燈謎、德育漫畫創作比賽、少吃一餐等，都能提升學生的德 4. 
       育及公民意識。

1. 自愛愛校

2. 誠信勤樸

3. 孝悌盡責

4. 關懷服務

5. 熱愛國家

6. 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

自愛愛校

誠信勤樸

孝悌盡責

關懷服務

熱愛國家

修身力學

榮神益人

德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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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積極
的人生態度，同時又為了提升同學對時事

的觸覺及社會狀況的了解、培養同學有世界公民
的素質，本校經常舉辦不同講座、活動、參觀及
社會服務活動等，讓同學進入社區、關心社會、
認識國家、放眼世界。

廉政互動劇場

中秋節顯關懷長者探訪

社區家庭探訪

少吃一餐

與梁家傑議員談青少
年政治及社會參與

反賭博巡迴劇－告別迷失

德育及公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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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兵馬俑展覽

認識立法會

日本海嘯聯署心意卡活動

同根同心－開平碉樓發展與華僑歷史

模擬立法會選舉

國慶升旗禮

德育及公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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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培養學生在品行及學科方面的自省能力及成功感。1. 
提升學生的自主及自律精神。2. 
提升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3. 

對象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計劃細則
學生於開學初收到學校派發的筆記簿，作為反思紀錄。學生在寫反思時可分「開心信箱」、「心1. 
情垃圾桶」及「隨筆與領悟」作紀錄，內容包括待人接物、生活習慣及學習表現等，更可隨意發
揮，以文字為主輔以圖畫表達。
班主任定期檢查學生的筆記簿，鼓勵並督促學生認真紀錄學習經歷及反思。若學生每次認真完成2. 
反思，班主任及級主任可於筆記簿頁面上蓋印以茲鼓勵。
班主任定期收集筆記簿，點算及填寫學生所獲的印章數目。3. 
學生集齊指定印章數目將獲得相關級別禮物。4. 

學生作品

至醒（自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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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委員會為切合健康校園主題，誠
邀協青社於2009年到校介紹「舞出健
康人生」課外活動。

在Hip Hop導師指導下，本校學生於舞台上初嘗Hip Hop滋味。

經多月苦練後，學員午膳時於操場獻技。

誰說Hip Hop是女孩止步？

本校校友「Hip Hop戰神」楊曉峰使出一招「單手
飛殊」  Freeze，技驚四座！

舞出健康人生

Hip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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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同學對學校
歸屬感，本校輔導委員

會與教育局合辦一個以戲劇元素為主的
三日兩夜宿營，由中四學兄學姊帶領一班中

一二學弟學妹，從學習戲劇創作、角色演繹及
舞台安排，學習待人接物態度，最終完成一套以
扶輪中學為背景的戲劇，並安排他們在學校演
出。過程中，同學學懂堅毅精神及有規律生

活的重要性，而學兄學姊的用心，戲劇的
趣味，演出成功與讚賞，令參與同

學們更感受到「扶輪一家」
的精神。

樂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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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之旅

獨木舟

攀石

歷奇活動 青衛谷

甜品製作

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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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 繩網

赤柱水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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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扶輪學生的語文水平，提高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本校一直致力推廣閱讀，同時又鼓勵同
學參加不同的校際朗誦賽事，亦能增強其學習語文的信心。

2007年北大國際朗誦節冠軍得
主：（左）丘麗霞（右）劉榮燊
劉同學早於2003年第55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獲得中四級男子組散文
獨誦總冠軍。

2007年第三屆香港作家詩文朗誦比賽三
甲得主與指導老師合照。

2009年第五屆當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獲得六亞二季。

2010年第十六屆聖經朗誦節獲13-18歲少年組粵語集誦冠軍。

2011年第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甲得主。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對朗誦
藝術的興趣，讓學生參與不

同機構舉辦的朗誦比賽，累積
經驗，無論是粵語或普通話的
賽事，至今已薄有成績，
為學生帶來了課堂以

外的成功感。

智─朗誦

2010年第六屆當代作家
詩文朗誦比賽普通話合誦
冠軍，並獲邀公開表演。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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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由知識改變，改變由閱讀開始。

良好的閱讀習慣能夠增進知識，擴闊視野，沉澱涵養，
最終能洗滌心靈。為了培養學生擁有一生受用的閱讀習

慣，扶輪閱讀組早於2002年已推展校本閱讀計劃，整個閱讀
計劃融合了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並加入了不同的閱讀活動，

例如：早讀、校長好書分享、老師空中話好書、更配合午讀室的
「我愛閱讀」、「小型專題好書分享」及一連串的活動，令校園

整年均洋溢著書卷氣息，使同學浸淫在閱讀的氛圍。2010年，
閱讀小組更引入了通識科、數學科、科學科、科技科及商業
科作為合作夥伴，學生在各科老師的指導下，透過閱讀進一

步涉獵不同科目的課外知識，拓寬閱讀廣度；同年
亦首次舉辦「蘇義有盃閱讀獎勵計
劃」，冀進一步提升校園閱讀氣
氛，鼓勵同學作深度閱讀。  

閱讀窺探世界‧知識開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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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included...
Game Stalls:

Tourist Survey:

Eco Fashion Show:

Drama Appreciation:

Workplace English:

During lunchtime, 
students can play 
l i be ra l  s tud ies , 
maths, sciences 
a n d  c o m m e r c e 
games in ENGLISH.

Form 4 students 
in terv iew some 
tour ists in Tsim 
S h a  Ts u i .  T h e 
tourists are chatty 
and friendly.

Fashion competition for F.1 to 
F.3 students. Do you know the 
materials used to make the 
cloths?

Let’s watch the time 
travelling journey of 
Miltion Keats!

Students used 
their tokens to 
redeem prizes!

Cross Subject English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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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莫燕詩同學在香港理工大學聯校
競賽的數理範疇中獲取卓越佳績。

數學大哥姐：由高年級同學教導中一同學學習數學的方法。

師生一起玩棋類遊戲。

同學對數理週活動甚有興趣。

同學在歷屆新南威爾斯
大學國際聯校數學科評
估獲得優良成績。

為擴闊學生學習的視野領域，啟動同
學多元智能的學習，提升學生邏輯

思維，並運用數學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
題，數學科每年皆舉辦多項活動，例如數
理週、數學大哥姐、數學應用軟件興趣小
組、棋類活動等。本科積極鼓勵同學參與
校外比賽，如香港理工大學聯校數理科競
賽、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聯校數學科評
估、香港數學競賽、培正數學邀請賽、棋
類比賽等，使同學建立自信，亦能彼此互
相鼓勵、切磋及分享。同學亦在校外比賽
中獲得理想的成績，為校爭光。

同學積極參與跨課英文週的數學活動。

提高學生學習數理科目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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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通識教育科一向著重培養學生關注及回應社
會事務，並希望學生能理解各持分者的立

場，從多方面分析議題。為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時
事和多元思考的態度，本科每年均會舉辦角色扮
演（Role Play）論壇，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在這項活動中，學生將就不同社會議題進行公開
討論，並飾演議題中的角色（如內地孕婦、本地
孕婦等）。學生透過代入角色，學習從他們的角
度思考，表達立場、意見和回應，從而提升學生
的時事觸覺和分析能力。

比賽以公開論壇
形式舉行，各同
學均可發言及向
其他角色提問。

台下的同學飾演各角色的支持者，參與比賽。

台上的角色隊伍
需即時回應其他
同學的提問。

團隊合作是致勝的重要因素。

年度 題目

12/13 香港政府應否促請中央取消「一簽多
行」政策？
角色例子：香港商人、香港居民、
深圳居民、香港政府官員

11/12 香港政府應否全面禁止內地孕婦來港產
子？
角色例子：香港官員、內地孕婦、
本地孕婦、私家醫院院長

歷屆比賽題目：

飾演不同角色的中一級同學

同學細心打扮，
投入角色。

通識教育科－角色扮演論壇

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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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社際辯論比賽由通識教育
科及四個學社合辦。活

動目的是重培養學生多元思
維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在這項活動中，學生將代
表自己的社別進行辯論比
賽，辯論題目將以當時社
會 廣 泛 關 注 的 議 題 作 基
礎，從而提高學生對時事
的觸覺及分析能力，讓學
生實踐在課堂中學到的分
析技巧和本科知識。

辯論比賽以團隊形式舉行，各同學需擔任不同崗位，互相合作。

雙方團隊將按照
指示進行發言。

台下的同學也可向參賽隊伍提問。

出任評判的梁家傑議員正為參賽同學作回饋。

歷屆比賽題目：

年度 題目

12/13
個人遊計劃對香港利多於弊

香港政府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市民應以「佔領中環」方式表達普選訴求

11/12
主動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政府應全面禁止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
世貿全面取消藥物專利權利多於弊

10/11
現時香港中學推行小班教學利多於弊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應在全港中學全面推行
本港申辦2023年亞運會利多於弊

通識教育科－社際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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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學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方面由來已
久，最早可追溯至八十年代中期引入高中電腦

科及後來的初中普通電腦科。至1998/99學年政府
推行第一個善 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投放大
量資訊發展硬件設備、建立電腦網絡及對教師進行
培訓，期望於所有科目推行「範式轉向」，改變教
師、家長和學生的上課理念及文化。

本校亦自1998/99學年起陸續建立全方位資訊科技
設備，先後建立五個大電腦室，包括「電腦實驗室
Computer Laboratory」(206)、「資訊科技學習中心ITLC」
(208)、「初中資訊科技科專室」(308A)、「高中資訊科技
科專室」(507B)及「多媒體研習中心MMLC」
(607)，為本校師生提供充足的全班上課電腦
設備。普通課室方面，全部課室及專室均設置
可上網電腦及投影機，供師生使用。

在網絡平台方面，本校近年引進eClass系統及
校園電視台，促進本校由以往教學模式由「教
師為主」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因此，
教師由「教授的角色」轉變為「引導者的角
色」，學生由「被動的學習者」轉變為「主動
的協作學習者」。

提升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學習。

「扶輪資訊通」手機程式

校園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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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電子學習的新時代，最
核心的要求是「互動性」，從
老師到學生的單向信息發放已經
不再有效。雙向互動的教學環境
是提升學習體驗的關鍵因素。互動課堂可
以縮短教育反饋的循環時間，並提高教學
效率。為達到此目的，有必要從有線上網
發展到流動式平板電腦甚至智能電話的層
面。在剛過去的暑假裡，本校新添置了45
部平板電腦，以配合本學年於普通課室推
行。使用平板電腦閱讀電子書及進行平電
腦融入學與教的計劃。應用平板電腦融入
教學當中，能補足教師教學時教具操作演
示不夠生動的缺點，增加互動與互相學習
的機會。教師講解的時間，透過圖片教學
與搜尋資料增進學生主動學
習的興趣與能力，對於教
學更有莫大的助益。

除此之外，本校亦舉行了
一些講座，邀請嘉賓向學
生 講 解 與 資 訊 科 技 有 關
的課題，例如「如何正確
使用互聯網」及「如何裝
備 自 己 成 為 新 一 代 創 意
人」。目的是讓學生能從
課堂中獲得使用電腦的技
巧之餘，亦可培養個人的
資訊素養，並有正確使用
資訊科技的態度。

課外活動－平板電腦遊戲製作

老師學習使用平板電腦。

正確使用互聯網講座

「如何裝備自己成為新
一代創意人」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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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學生透過這項活動可將商業知識和技能具體地應用，
並在過程中讓學生運用和發揮多方面的共通能力，如創造

力、溝通技巧、領導才能、批判思巧、解難能力等，體現了從
實踐中學習的理念。

在活動當中，學生須策劃和組織整個流程，包括設計和
製作產品，佈置攤位、拍攝宣傳短片、銷售貨品等，此
外學生亦須製作商業計劃書、財務預算、財務報告等報
表，把課堂上學懂的知識應用出來。活動完畢後，學生
還須自我反思記下學習成果和活動感想以固其所學。

同學在製作香甜粟米杯。

冰糖葫蘆大受同學喜愛。

同學穿上圍裙，似模似樣，
功架十足。

老友鬼鬼，一起食件糖蔥餅吧！

各組同學在宣傳短片內精彩的演出，獲師生一致讚賞。

營商體驗計劃

從實踐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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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宵攤位活動

埋黎睇，埋黎揀！
班主任幫手，旗開得勝！

剪綵儀式十分隆重。

吸引不少途人光顧，
今次有賺了﹗

學生在推銷吉祥物。

同大家拜個早年先！

本校商科與升
學就業輔導委員

會每年均會合辦農曆新年「年
宵攤位活動」，透過帶領學生參
與投標攤位、到廣州或深圳購買貨
品、到真正經營年宵攤位，讓學生
體驗營商的過程，並認識市場運作
及推銷之道；從而訓練學生的溝
通能力、處理不同顧客的情
緒智商等，均令學生獲
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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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製作課程屬綜合學習領域，
在製作過程中會涉及電腦程式、

電子、電路及機械原理。機械人製作課
程的優勢是好玩，而且砌出來的東西會
動，正所謂「要動腦又要動手」，學生
會覺得很有趣，再從而激發他們對科技
及科學的興趣，同時也可以訓練他們的
創新及解難能力。就像進行專題研習一
樣，同學們都需要搜尋資料、互相溝通
及共同解決問題。

很多同學喜歡玩機械人，但一般家長都
認為玩機械人是「不學無術」的遊戲，
卻不知道當中的意義。扶輪中學舉辦的
「機械人創新科技」活動，從淺入深教
授同學製作機械人的原理、技巧和知
識，令他們能夠親手製作機械人，不但
從中享受到凡事親力親為的樂趣，更可
以啟發他們的創意思維。

很多人都認為機械人這麼複雜，同學怎
麼可能親手造出來？誠然機械人的結構
是複雜，但只要明白箇中的製作邏輯和
道理，其實任何人也可做得到！機械人
每行一步，是由好幾步組成的。機械零
件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只有通過科學及
科技的邏輯安排才能做到。我們相信輕
鬆活動能使學習更事半功倍，參加「機

械人創新科技」活動的同學很多都有極
強的自發性，喜歡接觸像「機械人創
作」的活動。透過參與各類機械人競
賽，培養同學對科技的興趣和認識，並
為他們提供一個發揮無限創意的空間，
將創意科技得以傳承。本校的活動包括
了邏輯思考及科技原理，一般來說，活
動像小班教學，導師最多僅對數個同
學。

製作機械人揉合綜合科學、資訊科技及
美術三個學科知識，若學生出外參加比
賽，更需運用自己的兩文三語能力，表
達其創作意念。例如學生在外地比賽時
要用英文，而在內地則用普通話。參加
比賽確實可以讓學生發揮創作力及解難
能力、訓練他們的協作能力，以及擴闊
他們的國際視野。同學透過參加活動，
明白到設計與製作機械人原來十分實
用，而他們都不負所望，發揮出無限創
意，把科技融合機械人做出多種意想不
到的內容。有專家預測，設計與製作機
械人技術將會在很多範疇都大派用場，
我們希望同學掌握了相關技術後，能貢
獻未來的香港業界。透過思考設計時遇
到的實際問題，更能引發同學的潛能，
把所學的科技知識實踐出來，為他們創
造輕鬆學習的環境。 

培養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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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機器人的花絮

人際交往智能：與人溝通，分工合作

自我認識智慧：透過反思，瞭解自我

自然觀察智能：直觀外界，創造靈感

語言智慧：表達構思、創作理念

身體運動智能：動手製作機械人

視覺空間智慧：設計、裝置元件

音樂智慧：加入各種音樂元素

數理邏輯智慧：計算、輸入程式

製
作
機
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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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兒童每天應進行最少60分鐘體力活動；成年人每天亦應有最少30分鐘的
體力活動。本港學童的活動量遠低於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根據教育局於04至06年的調查顯示，

少於50%的中小學童除運動課堂外，會於每週進行最少三次，每次達二十分鐘或以上中等劇烈程度
的體力活動。

有見及此，體育科、公民及品德教育委員會及家長教師會聯合主辦全校班際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比賽。目的為配合學年主題  「建立正確價值觀 創造健康校園風」，提升
同學對健康及體重的關注。

體育科老師在體育堂時為同學量度身高及體重，然後計算出身體質量指數BMI。該班達BMI標準的百
分率最高為冠軍。

亞洲人的BMI指數 健康狀況

低過 18.5 體重過輕

18.5至 22.9 正常身高體重比例

23 至 24.9 過重

25 至 29.929.9 一級肥胖

大過 30 二級肥胖

班際BMI比賽

注重體適能發展

本校體育科根據「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把課程劃分為六個學習範疇，學生除學習運動技能
外，更能獲得相關體育知識、健康資訊、運動價值觀及態度等，學習全面而有系統。

本校體育科課程著重學生體適能發展，在各級體育課中加入適量體適能訓練，並讓同學參與體適能
獎勵計劃，以提高學生的體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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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體育活動
本校體育科安排學生參與多項體育訓練
（田徑、足球、手球、舞蹈、羽毛球、排
球、籃球、保齡球、高爾夫球、滾軸溜
冰、花式跳繩、壘球、飛盤及泰拳）及帶
領學生參加校外運動比賽，積極推動熱愛
運動的風氣，培養體育精神。另外，本校
體育科提供恆常校內體育訓練活動給學生
參與，如社際及班際體育比賽，以及週年
陸運會，讓學生養成積極運動的習慣，藉
此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另外，本校體育
科亦會安排學生完成運動日誌、Sports Act
及健康模式檔案等，以加強學生的認識並
發展多元的健康概念。

多元化體育活動，為同學們提供多姿多彩
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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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課

箭藝活動

師生跳繩同樂

跳繩強心JUMP

同學愉快上體育課

沿繩下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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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齡球課

體育課師生合照

泰拳課－同學認真學習

藝高人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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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 年三月七日，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建校四十周年運動
會在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後便揭開了序幕。　　

這一天風和日麗，全校師生來到了九龍灣運動場出席活動。從高處望
下去，一片美景盡收眼底。運動場呈橢圓形，經簡單佈置後，旗幟飄
揚，加上各社啦啦隊員鮮艷的外衣，百花齊放，愈發顯得奪人目光。
　　 
上午九時正，運動會正式開始。全體師生起立齊唱校歌。校旗徐徐上
升，全場肅穆，師生一同仰望隨風飄揚的校旗。接著，校長宣告：
「四十周年運動會正式開始！」全場又響起了驚天動地的掌聲，每個
人的臉上都揚起了甜美的笑容。 　 

運動員及工作人員都精神抖擻，容光煥發。所有裁判員、運動員、大
會工作人員都準備就緒迎接這一年一度的盛事。在司令台宣布召集各
位健兒後，激烈的比賽正式開始了。運動員均全力以赴為社爭光，其
餘的同學都自覺地充當了啦啦隊的成員，拼命地叫喊著：「加油！加
油！」嗓子都快喊破了。運動員除了贏取獎牌外，更贏得了我們的大
聲歡呼。中三級李嘉怡同學破了好幾項大會紀錄，成為會場中的風頭
躉，她的一舉一動都吸引著同學們的目光。

「加油！加油！」觀眾席的「加油聲」震耳欲聾。瞧！一千五百米跑
步項目的參賽健兒整裝待發站在跑道上，同學們也在觀眾席上嚴陣以
待。「呯！」槍聲響起，健兒像脫韁的野馬奔馳出去。觀眾席上啦啦
隊的吶喊助威聲也隨著槍聲而嚮徹天際。有的同學激動得跳了起來，
那些緊張求勝的同學，有的緊縐眉頭，咬緊嘴唇；有的舞動雙臂，大
聲附和著啦啦隊員的吶喊。比賽到了最後階段，陳景揚老師咬緊牙
關，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衝向終點，取得了第一名。勝利的喜悅，在
這一瞬間爆發出來，觀眾歡呼聲此起彼落，使運動場上充滿生氣！ 

第二天的比賽，壓軸的節目是四十周年友校接
力邀請賽，本年度共邀請了四十多隊友校健兒
出席，場面空前偉大，十分熱鬧。各運動健兒
都集齊在起跑線上熱身、積極備戰。當我校女
子田徑隊稍為墮後的時候，同學們都很擔心。
怎料，李嘉怡同學一使勁便超越了對手！到最
後當然能順利摘冠，同學們都豎起了大拇指。
而亞軍及季軍分別為寧波第二中學及啟思中
學。而男子友校接力邀請賽方面，則由中華基
督教會基協中學奪冠。而亞軍為高雷中學，季
軍則為佛教黃鳳翎中學。

在 這 次 四 十 周 年 運 動 大 會 中 ， 紅 社 取 得
七百二十三分，奪得全場總冠軍！獎項由我校的大師兄香港中文大學
運動科學系教授許世全校友頒發。在啦啦隊比賽方面，由黃社衛冕成
功。各社啦啦是隊都全力以赴排練、落力地表演，為是次的陸運會添
上幾分色彩。

男子接力賽跑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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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得更高

李嘉怡同學的跑步英姿。

於師生同樂1500米賽事中，陳景揚老師一馬當先。

預備

跳得更遠

為努力的成果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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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精神

本校自創辦以來，一直重視合作與團隊精
神。為使同學能養成和諧合作的美德，消

除班級隔膜，達致「扶輪一家」的崇高理想，
因此全校同學，不分男女、班級，混合
分為四社。每社的同學都來自不同
班級，但彼此上下一心，群策群
力，消除了各種界限。每個同學
於入學時被編分入社，直至完成
完成學業離校為止，藉此增強同
學對社、校的歸屬感。 乒乓球比賽

分社目的
學校除灌輸德育、智育的知識外，還
會為同學提供不同類型的競賽性活
動。若純以班級為單位參與比賽，往
往有人才不均的情況，效果難言理
想。有見及此，全校學生分編四社，
則可以有組織、有計劃地參與各項競
賽。此舉簡化了賽程安排，亦可提高
娛樂趣味，促進合作精神，盡顯分社
之利。

 社際辯論比賽決賽  紅社對藍社  啦啦隊表演

各社每年最少召開社員大會一次，選出該年度幹事，並計劃全年活動的報名、選拔工作和社內交誼
活動。近年本校舉辦之社際活動包括：
一、乒乓球、籃球等球類活動﹝體育學會主辦﹞
二、辯論比賽﹝通識科主辦﹞
三、全方位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教務委員會與學生活動委員會合辦﹞
四、運動會及啦啦隊比賽﹝學生活動委員會主辦﹞

社際籃球比賽

「傑出社員」選舉
近年隨著新高中的推行，高年級的同學

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校內領袖的活動，而

各社社員亦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有見及

此，校方早於十年前開始舉辦「傑出社

員」選舉，目的為促進合作互助精神，

表揚傑出社員，加強各社的凝聚力。

全方位學習社際常
識問答比賽

四社－紅、黃、藍、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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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2013年度本校共有59名風紀員，分別負責於日常上
學日及其他學校活動崗位。每組一名風紀隊長、一名風紀

副隊長及九名組員，另配合四名風紀總隊長，以維持學校良好
的生活秩序及學習環境。風紀隊為學生提供服務機會，培養個
人紀律，並發揮領導、負責的才能。

隊長的話：
風紀員的責任是維持校園的秩序，要讓同學遵守校規。自從我
加入了風紀隊後，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成為同學的榜樣。去年，
我有幸能成為風紀隊隊長，即是說我的責任也大了，除了原有
的職責外，同時亦要帶領隊員努力地為學校服務。在此，我感
謝老師給予我接受領袖培訓的機會。（2011/12 風紀隊長 郭
嘉詠同學）

每年風紀隊均會為新加入
成員舉辦訓練營。

風紀隊講求團隊精神，故每年
培訓活動都加入歷奇元素。

為促進全人教育，培養同學熱愛祖國、持守紀
律、提升自理能力、體驗中國文化及擴闊視野，
本校自2007年起，每年舉辦「軍校訓練及中國
文化體驗營」。

2009/10佛山市南海
區國防教育訓練基地
師生大合照

2010/11廣州黃埔軍校青少年訓
練基地，同學正在練習軍體拳。

2011/12佛山市南海區青少年軍校師生大合照

2011/12佛山市南海區
青少年軍校百米障礙

扶輪風紀隊

軍校訓練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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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了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社會福利署與教育局

協辦的「共創成長路」活動，讓初
中學生得以參加多項豐富精彩的活
動。透過全面的培訓活動，學生懂
得與人合作、關愛他人，並建立了
健康的信念和正確的價值觀。各項
活動多姿多彩，學生留下了美好愉
快的難忘回憶！

「共創成長路」（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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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哥、大姐姐關懷計劃

為了讓中一新生易於融入校
園 生 活 、 認 識 新 同 學 ，

各位志願參加「大哥哥、大姐
姐關懷計劃」的高年級學生都
盡心盡力參與領袖培訓，然後
悉心照料學弟學妹的需要。每
年，大哥哥、大姐姐都與中一
同學打成一片，彼此間建立起
深厚情誼，為校園營造了和諧
關愛的氣氛。中一同學能愉快
成長，各位付出了愛心的大哥
哥、大姐姐實在功不可沒！

大哥/姐在參與領袖訓練活動。

他們正在合力把同伴運往繩子的對面。

11個人如何以8隻腳、6隻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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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食物豐富

BBQ燒燒燒……美味！

閃避球大戰……「我閃！」

野地足球賽

為使學生於求學期間能夠得以發展身心健
康，因此除了課堂學習外，本校每學年

都會安排全校集體活動。修業旅行是一項主
要的戶外的群體活動，讓學生可以透過這個
機會到郊野遊玩，舒展筋骨，享受大自然的
樂趣。

郊外煮食

師生同樂

修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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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課外活動繁多，歌唱比賽可算是其中一項最
受同學歡迎的活動。歌唱比賽主要分兩部分，

其一是班際比賽，其二是個人／組合比賽。每位同學
都熱情投入、並精心設計舞步、動作，務求吸引在場
的每一位觀眾。部份班別為求爭取分數，更邀請班主
任粉墨登場，登台演出。在比賽當日，禮堂內洋溢一
片歡欣融洽的氣氛！

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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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高中學生藝術發展，給予學生展示藝
術才華的機會，本校於2009/10年度開

始，由視覺藝術科舉辦「中四級學生壁畫比
賽」。於每年試後活動日期間，全體中四
級學生分為20組，根據題目製作壁畫，最
後於禮堂向同學及老師評判解說壁畫內容，爭取
冠亞季軍殊榮。

同學向台下同學及評判介紹作品。

本校第一屆壁畫比賽作品

同學正努力繪畫壁畫。

同學分工合作製作壁畫，
發揮合作精神。

為增強學生自信心，給予同學展示才華的機會，視覺藝術科於2011年在校內舉辦「扶輪畫
展」，安排了家長及同學觀賞作品，並於是次展覽設立最受歡迎作品及最佳評賞等獎項，參

觀的同學均十分踴躍投入呢！

同學十分投入欣賞作品。 學生作品

台下同學及評判老師全神
貫注聆聽同學解說作品。

歐陽校長與獲勝組別合照

壁畫比賽

扶輪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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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fashion show proved even 
bigger, better and more beautiful than 

ever before! And that’s all thanks to the combined and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Visual Art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lish departments!   Many thanks to each and everyone 
in those great subject teams who made this event such a stunning 

success!      

What a great array of original designs were modelled by our S.1-3 
students!   The creativity on display was hugely impressive, and ranged 
from the lovely bridal designs of Form 2, the great flower-inspired 
creations of Form 1 to the sophisticated garments designed by Form 3.

The purpose of this annual event is to rais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issues, 
provide a showcase for our students’ great talents and inspire all of us 
to create our own eco- masterpieces.

We can have our own imaginations fired by the fabulous styles 
on offer.   Materials used included refuse sacks, scrap paper, 

discarded textiles, sequins and cardboard.   That such 
commonplace items can be used in the creation of such 

intricate designs is testimony to the talent of all the 
students who took part.

Eco-fashi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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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開始於2010-2011年度，計劃的目標是希望推展一生一藝術，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透過
各項的音樂活動，培養學生的專注力及耐性；以及透過校內的演出，讓學生學習互相欣賞與接

納，並從中增強學生的自信，獲取成功的機會。

在計劃中，每位中一的學生會按自己的興趣選擇參與一項課後的音樂活動。完成活動後，校方會
安排學生參與校內的表演活動（懇親會、午間天才表演、試後音樂會等），表現突出的學生更有
機會獲挑選參與校外的比賽。

「一人一音樂」計劃中有以下的活動可供同學自由選擇：

1) 詩歌班

2) 牧童笛班班

詩歌班於四十周年綜藝晚會中演出。 聖誕感恩會詩班獻唱

四十周年綜藝晚會牧笛演奏

梁美雪同學曾獲校際
音樂節牧笛比賽多個獨
奏獎項。

「一人一音樂」計劃

98

六育並重



3) 口琴班 

5) 古箏班

6) 非洲鼓班

4) 小提琴班

懇親會口琴演奏。 同學們在小提琴課中認真上課。

古箏班課堂情況。

四十周年綜藝晚會古箏演奏。

四十周年開放日中的非洲鼓表演。3C班的李學祺同學正帶領同學準備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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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

舉辦懇親會目的

為令到家長、校友，街坊更加深入了解本校學生在課業學
習以外的校園生活，亦可以使學生透過表演，增加舞台

經驗，所以學校特此舉行懇親會，展示同學們參與課外活動
學習成果。

每年懇親會內容十分之豐富，表演學生人數更高達１5０人，
而家長教師會亦安排於會中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及教育活動
証書，以答謝家長們對學校支持。

廖文奇校友搖搖表演

舞蹈

牧童笛演奏

話劇表演

懇親會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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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欣賞

新高中課程已正式推行，「其他學習經歷」是三個組成部分
之一，與核心及選修科目相輔相成，讓學生達至全人發

展。為符合課程的學習目標，讓學生有足夠的體驗以達至均衡
及全人發展，本校近年舉辦了多項藝術欣賞活動。

唱出藍天互動音樂劇

青少年之友巡迴演出

粵劇《三國》工作坊

於 荃 灣 大 會
堂 演 出 奇 異
旅程音樂劇

少林文化推廣

英文話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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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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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校合作的模式一直致力在校
內推動宗教教育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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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使命，宗教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和堂會教牧同工，主要朝下列的三大方向為本
校學生提供各類型的宗教聚會和活動：

1. 策劃宗教性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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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福音週、佈道會、宗教生活營、夏令會、聖誕節和復活節等節期的感恩會、
    週三的早禱會、堂校合作活動（成長在扶輪）等，幫助學生認識信仰，歸相基督。

3.  組織學生團契和成長在扶輪
    讓學生透過靈命栽培、肢體生活分享、實踐彼此相愛的真理。

全校宗教活動事工一覽

9月份 本校與堂會聯合舉辦中一級教育崇拜

10月份 舉行福音週的活動╱全校師生的佈道會

12月份 舉行聖誕感恩會

1月份 校慶感恩會

3月份
舉行復活節感恩祟拜活動

舉行戶外宗教生活營

5月份 舉行畢業感恩會

7月份 舉行中一級迎新營

全學年活動 學生團契（週三）／成長在扶輪（週六）／午間小聚活動

全校宗教活動事工一覽表

堂校合作  培育學生美好靈性

本校為培養及造就學生有美好靈性，宗教教育委員會及堂會於籌辦不同類型的宗教信仰活動，供不
同需要的學生參加，全年宗教活動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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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學生用心聆聽詩歌班悅耳的歌聲。

海南堂林真義宣教師於
崇拜聚會中擔任講員。

學生於週會中同心祈禱。

扶輪中學詩班獻唱詩歌。

李祖耀牧師於週會中擔任證道。

中一級教育

週一早上的

崇拜活動

宗教週會

陳妙芳老師於週會中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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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入參與聖經
故事問答遊戲。

學生於禮堂一同欣賞福音
電影（毒海遇上愛）。 張潤衡先生擔任佈道會講

員（分享生命故事）。

校長、宣教師及基督徒老師一起獻唱詩歌。

學生在團契時一同研讀聖經。

李暉宣教師在團契中帶
領學生一同玩遊戲。

福音週的

學生團契

各項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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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時間學生一同愛筵分享。

區會錦江堂同工為學生預備精美午餐。

學生團契舉行秋季燒烤活動。

白泰宗校友在聖誕感恩會中分享信主經過。

文錦棠先生在復活節崇拜中作見證分享。

戶外旅行

節期崇拜

午間小聚

活動

活動

活動
學生團契舉行暑假中一同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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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一張「全家福」。

社工和學生一同參與小組活動。

鄭雪梅副校長、老師們多麼投入遊戲活動。

海南堂同工帶領學生一起唱詩歌。

看我們的葉德軒同學多麼投入「扑傻瓜」遊戲。

大家一同發揮合作精神玩「彩虹傘」遊戲。

中一級迎

新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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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堂同工作見證分享。

學生參加「成長在扶輪」的合組集體活動。

林真義宣教師帶領學生參
加「成長在扶輪」活動。

學生很認真玩「射箭遊戲」。

在錦江紀念禮拜堂進
行開幕的遊戲活動。

學生投入合組遊戲活動。

在生活營裡進行分組討
論，增加彼此認識。

我們來個大合照，影張「全家福」。

成長在

宗教

扶輪

生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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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本校一直致力為學生籌備國內及國外交流考察團，從而加深學生對國內的認識及擴闊國
際視野，並讓學生從經歷中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及反思，建立積極的處事及學習的態度。

11/12年度－武漢江西交流考察之旅

12/13年度－西安及內蒙古考察之旅

國內考察活動

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國外考察活動

11/12年度－南韓文化及科技考察之旅

12/13年度－馬來西亞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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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年度：西安及內蒙古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11/12年度：革故鼎「辛」 邁向「共和」－武漢江西考察之旅

09/10年度：「門」當「戶」對－廈門、金門及台北交流考察之旅

參觀兵馬俑，了解秦
朝的歷史及文化。

體驗沙漠風光。

參觀革命廣場，了解辛亥革命的點滴。

與南雄小學的學生作交流及分享。

野柳地質公園留影。

參觀軍營設施。

國內交流考察活動

109

擴闊視野－國內及國外交流考察活動



參觀當地國家清真寺。 雙子塔前留影。

攝於魚尾獅公園。 與當地居民交流及分享。

同學正學習製作泡菜，體驗當地文化。
參觀SAMSUNG科技中心。

12/13年度：馬來西亞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11/12年度：南韓文化及科技考察之旅

06/07年度：衝出中國，放眼世界－新加坡遊學之旅

國外交流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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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但應用科技知識，發揮創意與團體合作精神， 
亦可藉此機會與國內外的學生交流，擴闊國際視野。

赴外地參加機械人科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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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義工隊自1998/99學年成立以來，每年
均配合不同的學年主題，為同學提供不

同範疇的義務工作機會，透過工作坊（實際
知識增進）、義賣活動（與人溝通技巧）、
實地探訪（多角度及多元化了解不同的文化
及人士）等，引導同學提升個人修養，培養
積極的生活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
亦教育同學從自身出發，再擴及社區，回饋
社會，培養良好的世界公民素質。

多元文化實地考察－重慶大廈

我與少數族裔有個約會－金山郊野公園燒烤

多元文化工作坊－
少數族裔傳統飲食篇

中文課後義務導師計畫＠深水埗

社區

服務

弱勢

社群

宣傳

推廣

少數

族裔

super

義工隊

SUPER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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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工作坊

與社會人士分享義工
經驗－義工分享會

113

服務社群



扶輪少年服務團

不經不覺，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已經踏入第十五個年頭。扶輪少
年服務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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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0個團，遍佈世界約109個國
家及地域，團員有約200000人。

本團的宗旨在於提供青少年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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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迎合宗旨，扶少團每年最少辦理兩個服務計劃：一是服務社會，二
是促進對世界的瞭解。透過參與扶輪少年服務團，同學不單可認識到
一班學校以外的新朋友，還可以為改善一個屬於我們的社會而努力。

扶輪少年服務團就職典禮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
（由專業人士帶領學生認識各行各業的特色。）

槍戰活動

廣州清遠旅行

扶輪與校
同行計劃
（參觀雙
魚星號）

扶輪捐血日活動

114

服務社群



長者愉快地學習英語。

長幼共融活動：粵劇共賞。

長者高興地展示自己的製成品。

看！穿上畢業袍的長者多興奮。

參加歌唱表演興趣班的長者與
學生在本校的懇親會中獻唱。

扶輪長者學苑

本校在2009年與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
心成立了扶輪長者學苑。本苑成立的目

的是推動長者持續學習，令長者活出豐盛的人
生。另外，亦希望學生通過這有意義的義務工
作，擴闊視野，加強與長者的溝通，並有機會
回饋社會。本學苑曾舉辦英文班、電腦班、普
通話班、歌唱表演興趣班等，參與課程的長者
均表現投入，對本學苑的課程和本校的學生都
給予高度的評價，而參與義工活動的學生亦覺
獲益良多，確實使人鼓舞。

長者與學生都很專注地學習手工。

同學耐心地輔助長者學習電腦。

陳家賢老師與普通話班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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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學生成長

扶輪中學一向重視家校合作，將家長視為學校重要的持份者。本校的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已17
年，是聯繫家長、凝聚力量、支援學校的重要平台。家教會除了定期舉辦聯誼活動外，還會邀

請不同界別的專家主持親子講座，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歷任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幹事會的各位委員
藉參加家長教師會，加深對學校的了解。她們均十分欣賞校內教師對學生的關懷，循循善誘，因材
施教，讓不同能力、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得到照顧。扶輪中學建校四十周年，她們也一同祝願學校
能繼往開來，再創高峰。

選舉篇：家長校董選舉、周年大會

點票會結束，家長、校
長、老師們拍攝留念。

工作人員忙碌整理選票。

第十六屆周年會員大會後拍照留念。

第十一屆周年會員大
會後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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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觀課實況。 觀課後，家長與老師互相交流。

家教會主席為中一級博雅學習匯報作評判。 家長評判正頒發最佳演繹獎。

中一新生家長日講座。 老師及社工正解答家長的疑問。

「新一代社會意識及道德價值」講座。 「潮流多面體」講座。

講座訓練篇

學校體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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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正在協助分發碗仔翅。

家長義工於禮堂監考。

午膳飯盒試食。
家長也支持「跳繩強心」活動。

宣誓後，來一幅大合照！

義工篇

家長為啦啦隊比賽作評判及頒獎。家長們為老師及同學烹調美味可口的碗仔翅。

童軍步操多整齊，向家長及老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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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接受黃大仙家長教師聯會紀念旗區內家長陸續到校參觀

2012年中學巡禮合照 家長教師會委員與工作人員大合照

扶輪慶團年盤菜宴 家長們盛裝出席四十周年校慶聚餐，場面非常熱鬧。

親子深圳文化遊 2012年旅行日－1C班合照

家長網絡篇

聯誼篇

旅遊考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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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四十周年校慶感恩會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為本校建校四十周年校慶紀念節目的壓軸，感
謝11上帝深恩，當天全校上下，由早到晚都充滿歡樂的氣氛，喜氣洋

溢。感恩會安排在校慶日下午於本校禮堂舉行，主席為校監翁傳鏗牧
師，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擔任證道，出席的主
禮嘉賓還包括區會教育事工部主席陳應城教授、區會直屬中學中
央校董會主席李錦昌博士、區會學務總監余煊博士及九龍西區
扶輪社候任社長梁任榮博士，校董李祖耀牧師及黎錦強博士分
別負責祈禱、讀經及頒發長期服務紀念品。

建校四十周年校慶聚餐
為慶祝建校四十周年，學校特別安排聚餐小組籌備校慶晚宴。活動在2013年1月23日（星期
三）舉行，當晚出席的校長、老師、學生、家長、離任教職員、前任家教會幹事、校友等共
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為畢業多年的校友，座無虛席，熱鬧非常。大家共話當年，在悠悠四十
載的時光隧道裡重拾溫馨，一片良辰美景。大會並安排了多項表演、分享及抽獎遊戲，更添氣
氛，讓大家滿載而歸。

校監翁傳鏗牧師致辭

切餅及祝酒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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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綜藝晚會

由申請、策劃、籌備到演
出，是次「建校四十周

年綜藝晚會」歷時兩年。在籌
備的過程中，師生們有良好的
互動。校長、副校長、老師、
校友及同學們都忙於為表演節
目努力排練，甚至組織打氣團
隊為活動增添氣氛。由於我們
從來沒有舉辦這種活動的經
驗，過程中我們面對不少困
難，只好摸著石頭過河，不斷
從錯誤中學習。十一月二日，
這一場別開生面的綜藝晚會終
於誕生了。

那天，家長出席人數達155
人，表演者及工作人數共285
人，我們在元朗劇院聚首一
堂 ， 共 慶 扶 輪 中 學 四 十 周
年。四十年並不是一段短的
日子，在扶輪這個大家庭中
成長，校長、各位老師、校
友及同學都有不少美好的回
憶。在這個綜藝晚會，我們
發揮了扶輪精神— 「扶輪
一家，天下一家」，所有參
與者均全情投入，將整個綜
藝晚會推至高潮，達到樂聚
天「輪」的目標。

為建校四十周年高呼！

在各位法團校董主持的亮燈儀
式後，綜藝晚會便展開了它的
序幕，200多位同學依次上台表
演了10多個精彩的節目。節目
形式多樣，異彩紛呈。師生校
友賽艇接力賽既緊張又刺激，
台下的同學叫得聲嘶力竭，台
上主持人王幹章老師的表現令
人捧腹大笑；校友樂隊演唱充
滿深情，鄭世豪校友帶領一眾
同學高歌《王妃》及《年少
無知》展現出專業歌手的水
準……表演者出色的表演，流
露了對扶輪大家庭的無限熱
愛；現代舞組的精彩表演，展
現了青春和活力；世界級搖搖
高手廖文奇校友及龐思彥同學
施展渾身解數，搖搖花式令人
目不暇給；合唱團人數眾多、
聲勢浩大，投入獻唱。晚會現
場始終洋溢着生動活潑、奔放
熱烈的氣氛，精彩的節目不時
博得觀眾的熱烈掌聲。

晚會的壓軸節目是由校長帶領
全體師生職工高歌一曲《真的
愛你》，隨著紙碎從半空中徐
徐落下，台下的同學亦情不自

禁地站起來，揮動著手上的螢
光棒，數著拍子，一同搖擺身
軀，一同和唱。而我們就在這
溫馨和諧的氣氛下樂聚天倫，
綜藝晚會就此圓滿結束。

這次演出能夠成功進行，首先
要感謝法團校董會的支持，校
長及副校長提供寶貴的建議以
及校友們的協助，與全體教職
員工的努力和付出，為本校締
造了光輝的一頁。

希望全體教職員能再接再厲，
繼續落實各項工作計畫並充分
展現卓越成效，扮演好培育人
才及創造新知的角色，且不斷
地追求卓越，作育英才。 而
同學們則發揮所長向著目標邁
進，為扶輪這個大家庭奠定更
鞏固的基石，繼續將扶輪中學
的傳統精神傳承下去。相信，
只要能上下一心，艱苦奮鬥，
我們的明天必然會加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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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的投入使晚會更有氣氛。

節目進入尾聲，但難
掩同學興奮的心情。

校長掀起全晚高潮。

晚會嘉賓們合照。

司儀生動有趣的介紹。

龐思彥同學的單手搖搖表演。

122

校慶活動剪影



現代舞舞動全場。

同學苦練跳繩的成果。

鄭世豪校友賣力演出 廖文奇校友表演雙手搖搖。

合唱團聲震全場。

校友Band Show竭力演出。

黃偉健校友技驚四座的賽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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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籌款活動及盆菜宴

教師及學生為籌得善
款施展渾身解數。

籌款活動其中一個是團年盆菜宴，當
天邀請到舊同工事、校友、家長、教
職員及學生的參與，令氣氛相當熱
鬧。而大家亦透過共享傳統食物，濟
濟一堂，共同慶祝建校四十周年。

由法團校董成員主持的隆重慶祝儀式。

校友與師生難得的重聚機會。

校長一曲「獅子山
下」令全場歡呼。

四十周年的籌款活動是為了完善
本校的校園電視台而設的，

同時透過舉辦不同的籌款及慶祝活
動，讓各師生都可參與其中，增加
師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籌款活動非常多元化：包括才藝表
演、賣物籌款、盆菜宴、便服日及
晚會籌款等，不少師生出錢又出
力，而校友亦慷慨解囊，令我們最
終籌到超過十二萬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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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歐陽家強校長
主編：鄭雪梅副校長
副編：陳家業老師
編輯小組成員：陳瀚龍老師、許自培老師、謝水燕老師、鄧永康副校長、
              黃慧敏老師
封面設計：許自培老師
校園記者：中三級朱舒華同學、浦  芳同學、黎文欣同學、譚影文同學
　　　　　中四級周安華同學、江欣彤同學、許耀林同學
　　　　　中五級莫燕詩同學、王冠豪同學、楊綺雯同學、余詩晴同學

建校四十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成員

由籌辦至出版，整整經歷了兩個年頭。採訪、編輯、校訂的工作雖費時，但能重溫不少扶輪的溫
馨場面，整理一下扶輪的歷史片段，感覺是叫人回味的。

在眾多的籌備工作中，最難忘的要算是訪問那些「傑出扶輪人」或是整理他們的來稿。從他們的分
享中，我們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扶輪的關愛文化，也體會到扶輪畢業生對母校及眾老師的感激之情。

今次建校四十周年紀念特刊能順利出版，除了多謝特刊顧問的寶貴意見、小組成員的積極投入外，
還要鳴謝副編陳家業老師的不時「補位」，也要感謝區凱莉老師、王名寬老師及楊鏐轅老師為特刊
拍攝各科、各委員會及小組的合照。

校園記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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