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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校報

教學語言政策獲教育局讚許
跨科活動增學生英文信心
教學語言暨跨學科英語委員會
吳北海老師、何家豪老師及陳思華老師
教育局質素保證視學團隊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五
及七日到臨本校，進行教學語言的視學，目的是檢視本校
推行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效能。視學團隊其後撰寫視學報
告，高度讚揚本校的校本教學語言政策的安排，其意見如
下：
一、學校推行校本語言政策是具高度透明，廣泛參與及持
續性的。
二、跨科英語延展活動增加學生在英文科以外接觸英文的
機會。此外，學校亦投放很多資源製造豐富的英語環境，
例如跨科合作的奧林匹克英語日、英語午間論壇、校園電
視英語頻道、國際文化校園及英語朗誦節等等，大大增強
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
三、學與教的評價也很正面。教師備課充足，態度友善，
能以簡單英語進行教學。在科學科的課堂上，老師悉心關
注學生學習詞彙的需要，如製作詞彙冊及在考試前提供常
見英文生字予學生作溫習之用。在課堂上，老師利用投影
器向同學示範實驗，讓學生觀察箇中的科學現象，並有機
會親自參與學習過程。老師利用適切的問題並加以提示，
協助他們掌握概念。老師在教授詞彙時能有效地運用圖
像、符號及類比方法解釋意思，協助同學掌握概念和詞
彙。學生能使用英語學習英文，態度正面，普遍能遵照英

多元化的英語活動讓同學樂在其中。

美國義工團隊每年均到訪學校，與同學進行文化交流。

語指示，以簡單英語和單字回答教師的提問。能力較好的
同學更能以完整句子提出問題。
四、數學科在課堂裏因應不同級別的學生，對課本內不同
的章節及各評估作業的深淺程度作出合適調節。視學隊伍
亦非常欣賞部分數學同工參與香港大學語言教學微調的專
業課程，更能於科組內互相分享，互相學習。科組內透過
定期的觀課、課業檢查及作業評估的分析，使教師能就語
言微調後的學習需要適當地作出不同的教學策略。
五、視學團隊對中一英文班同學的表現極為欣賞。部分同
學可以用英語回答問題及主動以英語發問，教師與學生的
互動非常足夠。
視學團隊在視學報告中亦作出幾點建議，包括學校可
培養共享教學策略的文化、利用評估數據檢視來年的策略
及設置目標，按學生強弱剪裁課程及擬定試卷，並設置更
多元化的課業等。
總結而言，我們可藉
着今次的質素保證視學
檢視現有的教學語言
政策，並積極地參
考報告建議，於來
年實施某些措施，
以達致教學相長，
最終獲益的便是我
們的同學！

午間論壇增加同學運用英 在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取得第三
語機會。
名的5D班唐詠文同學獲校長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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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支援提升學與教水平
中文科發展校本文言課程

本校教學語言政策的制訂和推行獲得教育局讚
揚，而本校中文科老師同樣在教學方面努力不懈，追
求卓越。2012-2013學年開始，本校中文科獲教育局
語文教學支援組挑選合作，開展校本支援計劃。在這
計劃中，局方派員定期與教師交流，提升教學專業，
試教校本文言教材

包括規劃校本課程、開發學習材料及教學策略，以及
設計可促進學習的評估模式。
在局方支援下，本校將推行小規模的校本教研活
動，就特定的學與教課題，進行辨認問題、提出解決
方案、蒐集顯證，以及教學反思。藉此匯聚知識、積
累經驗，推動校本課程發展。本校以文言人稱代詞作
為起步點，於中一級試教；下一步將為擴闊學生的文

論，各嘉賓分析台上同學值得稱讚和需要注意之處。嘉賓們又
講解如何審題和如何處理考試中常見的問題。
在約兩個小時的講座中，同學們都全神貫注，並摘記嘉賓
的意見。講座完結後，嘉賓們更留在禮堂耐心詳細解答同學的
問題。黎主任表示，他曾到訪個別名校，但本校同學踴躍發
問、虛心受教的學習態度，比名校學生更佳。

言閱讀面，讓其接觸不同文類；繼而認識不同人稱代
詞背後的文化含義。

同儕交流

分享經驗

此外，本校教師又經常參與工作坊和研討會，與教育界同
工交流經驗。1月30日，唐詠賢老師與李慧儀老師代表本校中文
科，出席教育局舉辦的文言文教學研討會，與友校老師分享結
合課文與文言知識的經驗。
去年11月29日，在簡校長邀請之下，廣州語文特級教師徐
自強老師蒞臨本校，與本校中文科老師分享文言教學技巧，福
建中學（小西灣）三位中文科老師，亦到本校進行公開觀課。
本校老師對提升教學專業的熱切追求，令徐老師留下深刻印
象。

學生好學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庭
先生為同學講解應試技巧。

更勝名校

同學的學習表現，亦令師長欣慰。1月4日，本校有幸邀
得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蔡若蓮博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
耀庭先生及支援主任黃俊文先生，親到本校為中六同學舉行中
文科文憑試小組討論技巧講座。五位同學即場進行模擬小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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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教學研討會上分享經驗

廣州語文特級教師徐自強老師與本校老師分享文言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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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周年校慶師生同賀

邱校董允捐500萬開辦小學
2012年11月9日，本校迎來3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及開放
日。在感恩崇拜部分，路德會第二副會長陳煜新牧師為會眾
證道和祝福，馬和生校長、雷慧靈博士、梁雅怡女士及楊靈
匯牧師四位校董為會眾昭示、讀經及祈禱。在第二部分的校
慶典禮，先由校監李日誠牧師致歡迎辭，校監更在這高興的
日子宣布一個好消息，就是本校家教會前主席、校董邱慶平
先生，承諾捐助本會500萬元開辦一所小學，台下會眾隨即熱
烈討論新小學的名稱。由此可見，本校辦學理念深得社區人
士認同及支持。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主禮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本擬光臨本校，擔任校慶典禮主禮嘉賓，惜凌秘書長臨時有事，未
克出席，但仍派出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左圖）代表主禮，顯示對本校三十五年來興學育人貢獻的
重視。而創校之時曾捐助本會的呂明才基金會代表呂元信先生，亦在這大日子到校與師生共享這份
喜悅。最後，在簡校長向各位來賓致謝辭並與全體嘉賓主持剪綵儀式後，緊接着的是綜合表演。集
誦隊、舞蹈組、管樂隊、合唱團、拉丁舞、古箏獨奏……緊湊而精彩的表演，展示本校同學豐碩而
多元的學習成果。

合唱團

管樂合奏
現代舞

古箏獨奏
拉丁舞
開放日

藝墟攤位

英詩集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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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三小將嶄露頭角
羽毛球 胡依廷

泰拳 陳錦標

5B班胡依廷同學早前贏得學界精英比賽羽毛球女子單
打冠軍，更獲香港羽球代表隊總教練何一鳴重點栽培，有
望成為香港羽毛球好手葉姵延接班人。
胡同學對羽毛球的興趣源於小時，「看到林丹扣殺的
動作很有勁，就跟家人說想學打羽毛球」，從小學開始學
習打羽毛球，初中時已代表香港遠赴日本比賽。現在每星
期總有好幾天，一下課後就到沙田體院接受訓練，包括技
巧、體能等各方面，每次訓練都好幾小時。幸好胡爸爸全
力支持，管接管送。至於早前接受《明報》體育版專訪，
更以「一字馬球后」形容她，她笑着解釋：「其實那是很
平常的步法，只是我腿筋較鬆，雙腿可以較開闊而已。」
新學年開始，她將暫時放下學業，轉任全職運動員，
但也希望退役後能重返校園，繼續學習。

除了「一字馬球
后」，西英亦有一位
「少年拳王」，他就是
6B班陳錦標同學。陳同
學初中時熱愛打籃球，
但高中時看到學校裏開
設泰拳小組，就抱着一
試無妨的心態參加了，
「在電視上常看到打擂
台的情節，我想試試站
在擂台上的感覺」。
楊健民老師與陳錦標同學
陳同學形容泰拳是
易學難精的運動，看似只是有幾個技巧，但要運用自如，
絕非易事，更遑論在擂台上克敵制勝。他習拳之路亦非一
帆風順，「初學時打比賽，輸得很慘，鼻子也被打得流血
了。」面對失敗，他學會刻苦，從跌倒處重新站起來，所
以他認為泰拳是很好的磨練意志的運動。
平時每周兩次練習，比賽前增加至每周五、六次，每
次三、四小時，陳同學很感謝楊健民老師的悉心指導。升
上中六要為公開試作準備，於是暫停了練習和比賽。畢業
後，他希望能保持練習泰拳這興趣。

主要獎項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中學組）單打冠軍
•學界埠際羽毛球錦標賽冠軍

主要獎項
•虎威盃港澳泰拳慈善爭霸賽57公斤級冠軍
•體育節拳擊邀請賽57公斤級亞軍
•學界57公斤級亞軍
胡依廷同學

單車 黃振軒
家住元朗的同學，可能曾在本區的大街小巷見到3B班黃振軒同學帶着單車，感受到他對單車的喜愛。黃同學參加過多項比
賽，包括香港公路繞圈賽、香港多日賽、新世界單車慈善錦標賽等等，取得不少獎項，更獲香港單車聯會的「明日之星甄選計
劃」挑選受訓，每周五次到烏溪沙的白石單車場訓練。
黃同學笑言自己不只喜歡踏單車，更喜歡清潔和維修單車。有一次，有位朋友帶着單車到他家中，請他修理。當他打開工
具櫃，朋友嚇得呆了，說：「你是不是瘋的？整個櫃都是工具，你真是一個單
車怪！」黃同學解釋，如果你喜歡一樣事物，當然想方設法令那事物變得更好
了。
黃同學鼓勵大家，如果喜歡運動，那就不要再猶豫，因為機會是稍縱即逝
的。雖然他將會離開西英，但仍非常感謝母校給予他的學習機會。
主要獎項
•全港公路單車繞圈賽第一回合季軍
•新世界單車慈善錦標賽男子青年組季軍
黃振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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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舞兩校友再傳喜訊
獲東華三院頒發獎學金
方僖卉

蘇婉琴副校長（右）與方僖卉校友共享獲獎喜悅

方僖卉校友去年在文憑試中考取驕人成績，並順利
香港大學精算學課程。在本校推
進入聯招首個志願
薦下，方校友成功取得「東華三院141周年獎學金」，獲
頒二萬元獎學金、卓越獎狀及五百元書券。
方校友就讀本校之時，已是校本尖子計劃「育苗計
劃」着力栽培的同學，亦連續兩年獲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取錄，修讀資優課程。2011年，他代表香港參加第十一
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在機器人創意設計賽勇奪一
等獎，更連續三屆在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取得三甲成
績。這次獲獎，絕對是實至名歸。

升讀演藝學院主修舞蹈
簡家麒
本校除重視同學的學業和運動
外，對藝術有天分的同學，同
樣悉心栽培，以求人盡其才。
在陽光燦爛的夏天，昔日的幼
簡家麒校友憑
苗終於開花
着過人的藝術天分和造
詣，獲香港演藝學院
舞蹈學院取錄，修讀
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課程，主修中
國舞。課程內容包
簡家麒校友與香港演藝學院講師
括多樣性中國傳
Miss Mandy Petty
統舞蹈文化與方
法，並強調學生須達至中國舞在國際上的技術要求和專
業水準。
簡校友自中一開始積極參與本校的舞蹈組訓練、表
演和比賽，畢業後即獲演藝學院取錄修讀「青年精英舞
蹈課程」，今天，能考進收生名額只有十個的中國舞課
程，絕非幸致。

方僖卉校友（左
一）就讀本校時
積極參與活動，
2011年奪得全國
機器人獎項。
簡校友（前排中）與青年精英舞蹈課程同學

龍的文化獎學金
本校三位同學在學業、服務、活動及操行四方面表現優
秀，獲頒發「龍的文化慈善基金」設立的「龍的文化──薪
火相傳」獎學金，表揚幾位同學品學兼優、熱心服務社會及
積極參與各類活動。
「薪火相傳」計劃由幾位早年畢業於中文大學的社會人
士成立，他們有感於教育決定社會的未來，決意提升教育的
質素及普及化，設立獎學金鼓勵在生活習慣、理念、人生目

標、課餘活動、運動、音樂、藝術、操行品德及學業等等
不同領域發展良好的中學生。
獲頒「龍的文化
薪火相傳」獎學金同學：
金獎：6E蘇健佩（3000元）
銀獎：6E陳詠文（2000元）
銅獎：4D葉航銘（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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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機械人賽奪一銀三銅
暑假中，本校設計與科技隊同學代表香港遠赴吉林省長春市，參加第
十三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與來自全國共631隊、1500名參賽者互
相切磋，並取得一銀三銅佳績，更以參賽作品「庇護奇俠」奪得「機器人最
佳設計獎」。
「庇護奇俠」在晴天時會停泊在行人路旁，當雨點散落於傳感器時，機
械人的大門便會開啟候命。沒有雨具的市民可走進機器人並啟動按鈕，機械
人會偵測使用者的位置，伴隨使用者的移動前往目的地。使用者離開時，只
需再按一次按鈕，機械人便會停止移動，並會在新的位置等候下一位使用
者。
去年十一月，設計與科技隊亦參加了「第七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
賽」，並於「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獲高級組亞軍。

創
在第七屆創協盃

青少年領袖獎由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資助設立，以支持本地教
育，鼓勵優秀同學努力奮進、持續進步，將來成為貢獻社會的出色
人才。獲獎同學更有機會參與本港或海外青年會議、交流及活動，
擴闊視野，促進他們領導才能的發展。

元朗區優秀學生冠軍
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由新界青年聯會及元朗青年
聯會協辦，以表彰傑出學生，啟發學生明白個人潛
能，對社會、對國家的影響及重要性，並對學生的奉
獻精神加以肯定，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建設
香港未來的棟樑。
獲獎同學：4C曾向鑒（冠軍）
1D鄭詩晴（初中組卓越寫作大獎）

勝利笑容

明日領袖獎
明日領袖獎由傑出青年協會設立，目的為對具
有領袖才能而且品行優良的學生予以肯定，並透過
頒獎禮及明日領袖高峰論壇，進一步提升
及鞏固各得獎學生之領導才能，鼓勵
學生與不同界別傑出青年交流，
從中學習。

獲獎同學：4D吳家濬

校長向吳家濬同學頒授
明日領袖獎獎狀

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跨國攝影比賽香港區第一

學校舞蹈節由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旨在
提高香港學校舞蹈水平、提供機會讓學校交流舞蹈文化、
藉着舞蹈讓學生認識不同國家及地區文化特色。

跨國教育計劃「Global Travel & Tourism Partnership」舉
辦第二屆數碼攝影比賽，世界各地的學生均可參加。該計劃
旨在向學生介紹旅遊業工作機會。

獲獎同學：舞蹈組成員

獲獎同學：6C亞米沙

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舞蹈組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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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中又獲銀獎

意科技機械人大

青少年領袖獎

獲獎同學：4C曾向鑒
4C鄧栢禮

設計與科技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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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鳳萍主任兩獲教師獎
積極推動藝術教育，並有卓越表現的招鳳萍主任，在一個學年裏兩次得到中國
及香港半官方機構表揚，成績斐然。
今年四月，招主任帶領本校多位同學參加第十二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
書法大賽」，並得到多個獎項，獲主辦單位頒發「一等輔導教師獎」。六月，招主
任憑藉積極和持續地協助學校推動不同的藝術活動、在藝術教育工作上卓越的表
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老師獎」，表揚其貢獻。且看兩位參加藝發
局舉辦「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的同學，經歷本校安排的藝術學習活動的心聲：
至名歸

任獲獎實

招鳳萍主

5C麥家儀
學校給我很多學習機會……我
參加了蔡景東校友的漫畫班，學到關
於畫漫畫的基本要素，如人物、框架格
式、次序的看法等；在袁老師的立體創作
班中，學會了以石膏、矽膠等的物料複製
作展
視藝創
生
實物；黃永生校友教我以普通的黑箱
學
中
生參觀
學
一
中
拍照……我又在郭老師的素描班中學習
靜物的素描，如水果、布
等；更第一次接觸烙印
畫，非常有趣。

漫畫家校友

蔡景東（前

學生獲獎，老師也獲獎

排）回校分

享

關愛校園獎
由教育局、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聯合舉辦的「關愛
校園獎勵計劃」，成立目的是鼓勵和嘉許學校在促進不同種族、文化共融
的成果。評審團就學校的關愛工作按以下五個範疇作評選：
B—（Belief 信念）：
學校推行關愛工作所持的信念
L—（Leadership 領導）： 領導者帶領學校推行關愛工作的能力
E—（Environment 環境）： 學校的配套、制度、氣氛
S—（Support 支援）：
對相關的學生、家長或老師的實際支持行動
S—（Sharing 分享）：
將關愛精神向外推廣，感染更多人
獲獎單位：關輔組

齊心共建關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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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交流助靈命成長
下學期試後活動期間，洪靜安主任帶領本校三位同學，與路德會其他友校師
生一共二十人，到訪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進行為期兩周的交流活動，並
寄宿於當地家庭中。同學無論在信仰、眼界、待人接物和英語等各方面均有得
着。以下是三位同學的感想：
青年團契
4B布可兒
這次交流團的目的是到美國進行一些服務，例如我們會到當
地教會作暑期聖經班的大使。在聖經班度過的日子很開心，大家
都樂在其中，我們更和當地的小朋友一同唱歌跳舞，一同去認識
主。相處了十數天，我覺得他們十分可愛有活力！另外，透過聖
經班，我對神加深了認識，明白神為我們創造萬物，更為我們捨
身釘在十字架上。
我和三位交流生住在當地的家庭中，他們熱情的款待讓我們
感到十分窩心，就像爸爸媽媽一樣！這次交流團改變了我的人
生，是一個轉捩點，更是我在中學階段最難忘的回憶！
暑期聖經班
Wong Cho Ting, 1D
This was my first trip to Omaha, Nebraska. I think this was
an unforgettable trip and I hope I have met some friends in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I had a fever before I came back to HK, my peers in the
States always took care of me and so I got better when I came back
home.
Thanks to the hospitality of my host family, I could feel the
warmth from them.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also learnt to be more
independent from this trip.

Yu Chung Hang, 1D
I am honored to join this mission trip. Thanks God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erve HIM. I feel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trip because it was my ﬁrst time visiting America.
From this trip, I have learnt how to serve the God and take
care of the others. It was a great trip and I can’t wait to go back to
Omaha again!

軍訓營學習紀律自理

我們的學生在物質豐富、父母保護下
成長，往往在面對挫敗或不如意事時，心
情沮喪，甚至逃避問題；為了讓學生們能鍛
鍊自己，超越自我，增強個人解難技巧，發
揮互助互愛及團體精神，本校於四月帶領中
二級同學到深圳黃埔青少年軍校，經歷三日
兩夜的軍訓生活營。
軍訓內容分為內務整理、軍體拳及步操
三大部分。內務整理讓學生學習軍人整理床
鋪、放置個人物品等日常生活的技巧，目的是
加強學生的自理能力；學習軍體拳培訓學生的
專注力和精神集中，提高他們控制身體的能力，
以及眼耳手腳的協調；步操強調紀律和整齊，加
強學生的服從性，並能促進團體合作和協調。
是次活動得到家長的信任和支持，同學訓練
雖然辛苦，亦學習到服從和互助的重要，在初
中學習生活留下難忘的回憶。

整齊軍容

軍體拳

彩彈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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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迴響
羅淑冰老師

營中膳食

步操

2C 馮智行
我感受到軍人辛苦的訓練，學習
到自律、照顧自己、解決困難。教官
的聲音、他責備我們的說話，我永遠
也不會忘記。
2B 蘇翠珊
我體會到團隊精神是十分重要
的，好像步操時動作要一致，不然會
被教官責罰。我還學會照顧自己，整
理房間，獲益良多。
2B 葉泳鋒
我學會了很多事情，例如與同學
互相合作，關心別人，做事要有耐
性。

家長心聲
2B 黃紫珊家長
女兒自軍訓營回來後，說話、做
事都有所改變，願意主動完成家務、
不與他人比較，希望她能保持下去。
2D 曾星翔家長
在軍訓營裏兒子與同學和洽相
處，學習自理、服務，增強了自信
心，學到克服困難和團隊精神，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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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韶關悟環境保育
悟環境保育
梁庭禧老師
提起韶關，不能不提丹霞山。它是中國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及國家地質公園。於2004年2月13
日，丹霞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首批世界地質公園。我與
幾位同事懷着萬分期待的心情，帶領同學參加是次韶關保育與
經濟發展體驗之旅。
這次旅程真的是讓同學活生生地上了不同的課堂，包括歷
史科、經濟科、地理科及通識科等等。我們第一天參觀馬壩
人遺址，便是活生生的歷史課，馬壩人的腦容量估計超過北
京人，又具有智人的進步性質，是直立人轉變為早期智人這一
重要環節的代表。第二天參觀的丹霞山，結合了經濟課及地理
課，讓同學了解中國在開發旅遊經濟時如何做到環境保育。山
上並不會設有酒店，遊客都以纜車上山，減少車流排出廢氣對
大自然的影響，垃圾亦會有適當的收集及處理。其後我們遊船
看錦江，近距離觀察不同奇形怪狀的大石，人們亦給它們起了
不少有趣的名字呢！第三天參觀北伐戰爭紀念館，也是一堂歷
史課，讓我們了解孫中山先生北伐的經過及真實地觀賞當中的
歷史文物。
以上種種經歷，使我們真真切切地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了
解我們的祖國，走出課室，將祖國今天的發展活靈活現展示同
學眼前，讓同學作為一個中國人，建立心繫家國的理念。

列館

丹霞地質陳

馬壩人

遺址

出土文物

南華禪寺

遊開平看碉樓歷史
三月七日至九日，本校中一級同學參加了教育局的「同根同心交流團」，到開平參觀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
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碉樓，以及赤坎鎮、南樓、立園等等景點，讓同學認識上世紀初開平以至五邑旅美華工的生
活情況、抗日戰爭歷史等等。

梁啟超故居

陳白沙紀念館

赤坎古鎮

碉樓

南樓

1B曾叡君
第一天，我們參觀了陳白沙紀念館和梁啟超故居。陳白沙紀念館裏有
很多他的遺物和生平事蹟簡介，還有他的人像。而梁啟超故居裏，有很多
很陳舊、很特別的擺設，我們還走進了他的臥室和書室參觀呢！
到了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很多景點。例如：開平碉樓、迎龍樓、南
樓、赤坎古鎮和立園。參觀了這麼多景點，我最喜歡的是立園，因為那裏
的風景很漂亮。那裏的建築物都是西式別墅風格，如果我能永遠住在裏面
就好了，哈哈！還有很大的花園，和其他景點不同。開平碉樓和迎龍樓都
是一些碉樓，我覺得這些碉樓很舊，都是以磚築起的，所以不太喜歡這兩
個景點。而南樓，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南樓配備了很多機槍和探路燈，是
七位壯士對付日軍的裝備。我覺得赤坎古鎮的風景都不錯呢！因為那裏有
一條河，而附近的樓都有中、西風格。
到了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裏面展示了很多以
前華人的物品、證件等等。
在這三天裏，我學會了很多關於開平的歷史。真的很希望下次能再有
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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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講座學愛與管教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五月舉辦「西英家庭守護天使」講座，
再次邀得「香港有品」運動總幹事凌葉麗嬋女士主講。接續去
年來臨本校大獲好評的「6A品格教育」講題，凌太在今次講座
點出親子關係中三個重點：「時間、責任、權威」。大部分出
席的家長均認為講座對他們有幫助，並期望再有類似主題的講
座。
同樣大受歡迎的活動，還有去年十二月的燒烤同樂日和兩
次旅行活動。燒烤同樂日讓區內小學家教會委員及本校家長加
深對本校的認識，三月的新春旅行和七月的跨境旅行讓師生和
家長在上下學期考試後放鬆心情。
此外，為表達對本校老師辛勞教學的謝意，家教會在四月
又舉辦家長也敬師活動，以一朵朵手工花回報老師的付出。在
家長日又舉辦了家長IT工作坊，讓家長認識基本電腦操作及本
校電郵系統，有助與子女有共同話題及加強與學校聯繫。

而第十五屆常務
委員即將卸任，新一
屆常務委員將於十月
品格教育講座
二十日的周年會員大
會選出，各位家長可
均可參選及投票。敬情密切留
意有關家教會選舉消息！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出爐

燒烤同樂日

另外，在四月二十八日的
家長校董選舉中，劉達偉先生
及樊詠芝女士取得最高票數，將會分別獲提名註冊為本校第三
屆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選舉

新春旅行

師生家長團契同感主恩
團契是凝聚基督徒的好平台，學生團契除了恆常聚會，一
起唱詩敬拜、分享信息和分組代禱外，為了把人帶到主面前，
尤其是未信的和初信的同學，亦會舉辦戶外活動，令同學有機
會領受福音。今年二月，學生團契在校園裏舉行「燒烤樂」活
動。同學在準備用具、燒烤及事後執拾中互相幫助，互相事
奉。三月，教師團契在校內進行簡單的感恩聚餐，已退休多年
的張普安老師到來，分享退休後的生活如何帶領家人信主。農
曆新年時，家長團契一起烹製賀年美食和寫福音揮春。屬靈氣
氛傳遍各類持分者。

教師團契

家長團契美食班

學生團契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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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訓練培育明日棟樑

戶外訓練

風紀隊和「教、學、社」綜合學習獎勵計劃聯合舉辦訓練活動，帶領同學
參加「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就業準備研討會。國際成就計劃為本港註冊之慈
善團體，致力啟發和培育年輕人，幫助他們了解在社會的工作實況，並發展他
們的事業準備、企業精神、理財知識及正面的生活價值觀，為他們日後在全球
經濟中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戶外訓練

就業準備研討會

趣味活動
啟發數理思維
四月下旬至五月上
旬兩星期，分別是本校
數學周和科學周。數學
科老師以攤位遊戲讓同
學領略學習數學的樂
趣，又舉辦緊張刺激的
數學問答比賽，並以校
園電視台節目介紹生活
飲管飛機比賽
中應用數學的例子，讓
同感受到數學與生活息息相關。緊接下來的是科學周，除了攤位
遊戲外，今年最矚目的應是飲管飛機比賽，各班同學只以膠紙和
飲管為材料，運用科學知識，製作飲管飛機。在禮堂向所有同學
介紹自己飛機的設計特色和概念後，作飛行比賽，絕對是數理科
雙周的高潮。

科學攤位遊戲

數學問答比賽

5D 李慧君
十分慶幸本年度能再次成
為風紀，讓我有機會參加學校為我
們這群小領袖舉行的教學社活動，讓我
們實踐所學，發揮所長。而我參加的國際
成就計劃目的為啟發年輕人，找到人生目
標，助我們就業發展。當中更提及了對我們
現時十分重要的「學習黃金三角」──專
注力、筆記力和發表力。當我們做好這三
點時，學習定必事半功倍。我期望學校
能舉辦更多類似的活動讓同學們參
與，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學
5C 鄭巽瑤
習。
我很榮幸能夠與一眾風
紀員參與在瑞士銀行講室進行的就
業準備研討會，更有該計劃的行政總裁劉少坤女
士作分享嘉賓。在研討會中，我學會在學習、工
作時應持有的心態，學會待人以寬、律己以嚴；
學會適當地與人溝通，尊重別人；學會堅持，相
信自己。是次研討會令我獲益良多，以後必定
把其中重要的技巧應用在生活中。感謝學校
提供寶貴的機會，期望學校有更多類似的
活動，令同學可以發揮所長，服務更
多人。

考察中環
思考古蹟活化

5D蘇彩珊
中五選修地理科的同學，在一月時在地理科黃秀娟老師的
帶領下到中環考察。中環是香港商業中心之一，從國際金融中
心二期平台花園眺望維多利亞港兩岸，了解到商業中心的土地
利用和城市面貌。此外，中環也是一本活生生的香港歷史書，
它保留了香港昔日作為英
國殖民地的建築。我們參觀
中環街市、中區警署、荷里
活道警察宿舍等建築物，探
討政府現行的保育政策。其
後到達已被政府保育的永利
街，留意到這短短的小街已
被高樓圍堵，建築物背面殘
舊不堪，讓人思考保育古物
的目的和該如何進行活化保
育。我相信更完善的城市規
劃將有助香港在發展經濟的
同時，也能兼顧文物活化保
國金二期花園平台
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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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之聲第三十二期（甲）

A Book Report
Ms Jennifer Spiegel
One of my favorite books is called Anna and the King of Siam. It was made into a film in 1999 which
stars Hong Kong actor Chow Yun-Fat as the King of Siam. Siam is now called Thailand. The story is a semifictionalized biographical novel by Margaret Landon.
It is about Anna Leonowens, a proper Englishwoman, who was an unlikley candidate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Siamese (Thai) history. A young widow and mother, she was given a job as an English teacher in
the 1860's by King Mongkut of Siam. She was one of the first ladies to come from the West to work as an
English teacher without religious intentions. After a very long journey by boat from London, Anna found
herself in an exotic land she never knew existed with mystic faiths and curious people, and a king's palace
full of royal pageantry, ancient customs, and harems. One of her pupils, the young prince Chulalongkorn,
was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by Anna and her Western ideals. He learned about democracy from her, and
years later he would become Siam's most progressive king. He guided the country's transformation from
a feudal state to a modern society, abolishing slavery and making many other radical reforms.
I read this book when I was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and it impressed me a lot. I enjoyed learning about Thailand’s history and what
life was like for a foreigner in Asia almost 200 years ago. The story could capture my imagination and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a
society very different from my own. Perhaps reading it inspired me to be like Anna and come to live Asia and work as a teacher. I also have
visited Thailand (Siam) many tim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book.

好書推介講座

締結姊妹學校

范建梅老師在二月初來校，向同學推介各種類的好
書、激發同學的閱讀興趣及提醒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書。
范老師雖然已離開前線，但多年來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積
極 推 廣 校 園 閱 讀 風 氣 。 曾為百幾所學校主持過閱讀講
座，甚獲學生及老師的好 評。
在短短二十多分鐘
內，范老師一口氣介
紹幾十本好書，講
解或詳或略，看她
說得眉飛色舞，見
解獨到，一場好書介
好書推介講座
紹本身就是一場表演。
介紹完畢，台下掌聲雷動，相信不少
同學均被她對閱讀的熱情打動。

去年十二月，本校參加教育局「粵
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與深圳巿美中
學校共結為姊妹學校。計劃由2005年
開展至今，本港與廣東省多個城市超過
二百對中小學結為姊妹學校。透過彼此
的專業協作，共同提升教育素質，並為
兩地師生的學術、文化交流提供契機。 深圳市美中學校俞
六月，簡校長帶領幾位老師到訪美 宗友校長（右）與
中學校，與該校黃麗寧董事長、俞宗友 本校簡校長簽署合
作協議。
校長及中層老師會面，共商兩校各方面
合作的可能性。期望在不久將來，兩校合作，相得益彰。

編者的話
羅廣炎老師
校長帶同幾位老師到訪美中學校。

今期《英才之聲》有三十五周年校慶的消息，以及各
科組的活動報道。我最希望同學不要忘記兩位老師──馮
錦麒主任和楊健民老師。
馮主任幾乎將一生的青春全部獻給本校，貢獻自不待
言。我顧念的是他的身體，好幾次病魔肆意摧殘，仍不改
馮主任事奉上帝的心。
至於楊老師，帶領泰拳小組，讓同學重拾自信，這也
不是容易的。
衷心祝福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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