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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精英羽球冠軍   31-10-2012 

 

5B 學生胡依廷於本年度的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中勇奪女子

單打冠軍為校爭光，其後更獲邀接受訪問並刊登於明報上。在過

往的日子中，她勇於面對自己的弱點及苦練身體的柔軟度，才能

在比賽中不時施展近乎「一字馬」的「瞓身」救球技術，最終獲

得勝利。她更期望將來能以港隊身分出戰大型運動比賽，成為一

個全職運動員為港爭光。 

 

 

 

年青跆拳道新星   19-11-2012 

 

3B 劉珈彤於本年度勇奪由大埔體育會及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的全港跆拳道比賽女子重量

級組別冠軍，為校爭光，其後更接受本校校園電台訪問。在訪問期間她向同學分享在練習

過程中雖然曾經想過放棄，但因為在家人和教練

的鼓勵下再次站起來面對困難和克服一個個的挑

戰，因為有這些支持才能有今天的獎項。她更把

這些經歷應用到學習上，更透過校園電台與同學

互相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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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搏擊路上重燃生命之火 19-11-2012 
 

4B 梁家紹先後在本年度的學界拳擊賽(亞軍)及世界華人武術

技擊聯盟國慶盃(冠軍)等多個全港性比賽中奪得獎項，更在本

校校園電台中接受訪問分享這份喜悅。在訪問中，他坦然說

出自己過往沒有人生方向，但在老師的鼓勵和教導下開始學

習拳擊並努力學業。當他學習拳擊後，家人、身邊的同學和

其他老師也看到他明顯的轉變，人也變得積極。他在比賽過

程中要面對不同的對手，有的更令他感到懼怕，但他仍勇於

面對，在一次次的倒下中再次站起來。 

 

 

名人成長路(一)   28-11-2012 

本校有幸能邀請「騰訊公司副總裁馬斌先

生」及「國家舉重運動員石智勇先生」百

忙中抽空親臨本校，他們先後接見本校領

袖生及於禮堂與全體師生分享成長經歷

和成功訣竅，並且鼓勵同學努力學習。兩

位嘉賓在與同學互動期間教導同學們，要

獲得成功便要尋找並認清自己的目標和

方向，在成長的路途上也要努力奮鬥，方

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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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 01-12-2012 

本校設計與科技隊多次代表學校出外參與比賽

和交流，更在國際比賽中獲得多個奬項。在本

年度的「第七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中他們更勇奪高級組亞軍，展現了本校學生在

科技領域的驕人成績。設計與科技隊的同學透

過一次次的比賽，不單有助發展思維能力和創

意，更增進了團隊之間的合作和友誼。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18-12-2012 
 

本校於本年度參與了由教育局協助推行的「粵港姊妹學

校締結計劃」，簡校長與深圳市美中學校校長俞宗友先生

進行締結儀式後並希望透過此計劃讓彼此老師們能多作

交流，共同提升教育質素，為學生提供優良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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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防毒之旅－聖誕福音佈道會 24-12-2012 

 

本年度聖誕節佈道會邀請「ＥＴＥＲＮＩＴＹ音樂事工」 

前來學校進行巡迴佈道。佈道會中由多個著名歌手擔任大

使親身到場表演及宣講福音信息

和遠離毒品的禍害。另外，亦有

見證的分享和改編自浪子回頭的

福音短劇。此次佈道會除了讓學

生明白毒品的害處外，更讓他們

明白及認識神的愛和那份讓人

生命改變的大能。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親臨指導－討論技巧 04-01-2013 

本校十分榮幸能邀請蔡若蓮女士(教育局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中文教學支援)、 黎耀庭先生

(教育局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中文教學支援) 及 

黃俊文先生(教育局語文教育發展支援主任) 親

臨本校擔任「中文科 DSE 小組討論技巧講座」的

評審嘉賓。在講座中老師從本校應屆文憑試考生

中抽出五位同學即場進行模擬小組討論，並請嘉

賓為我們分析台上同學值得稱讚和需要注意的地

方。嘉賓們亦與台下同學講解如何審題和如何處

理考試中常見的問題，在講座完結後嘉賓們仍留

在禮堂耐心詳細解答同學們的問題幫助他們在文

憑試中能有更出色的表現。是次講座除讓同學更

了解小組討論的評分準則外，更重要是建立同學

的自信心，這對同學的未來學習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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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節（甲級獎） 28-01-2013 

 

舞蹈組是由專業導師進行培訓，課程富藝術感及要求嚴謹。

學員能在培訓中認識藝術的真

諦，她們亦經常有機會參加不

同的大型比賽及舞蹈節，又在

各嘉年華會及慶典中獲邀表演。

在本年度的舞蹈節中，她們再

次擊敗無數對手擠身決賽，更奪得甲級獎的殊榮。學生能透過

舞蹈提升節拍感和身體協調，在排舞時更能訓練她們的記憶力。 

 

 

 
 
家長日 23-02-2013  

2012-13 年度家長日已圓滿結束，家長日除了讓家長能有機

會與老師會面了解子女的校園生活外，更能讓家長與老師一

同協助學生面對學習上的困難和將來的挑戰。 

家長日當天，本校亦舉辦了「中四選科」講座，由簡校長講

解及協助學生尋找合適自

己的科目。同時在禮堂內

也擺放了不同年級學生的美術作品供家長欣賞。另外「家

長教師會」亦舉辦了家長 IT 工作坊，讓家長認識電腦基

本操作及本校的電郵系統「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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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團契燒烤樂 28-02-2013 

 

學生團契除了有恆常聚會，與學生一同唱詩敬拜、分享信

息和分組代禱外，負責老師亦會考慮學生好動一面的需要

而偶爾舉辦一些戶外活動，增進彼此之間的認識和友誼。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很好的

天氣，在整個活動中，學

長照顧學弟、學弟照顧學

長，同學和老師一同合作燃點爐火，實踐彼此相愛，互相服

事的教導。 

 

 

家長教師會－新春嘗鮮遊名勝 03-03-2013 

 

當天老師與家長一同在學校出發，前往為於大埔的有機士多

啤梨園、蘆葦天地、樹屋古榕和便母橋等景點，讓家長及同

學能一同享受大自然的新鮮空氣

及採摘新鮮士多啤梨。除了能讓

老師、家長和同學能增進彼此認

識外，更能在輕鬆的環境下學習

書本以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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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輔導組－關愛校園獎 07-03-2013 

 

本校一直致力全方位關顧輔導，以愛育人，照顧不同能

力的學生，教導學生「愛己、愛人、愛社會」。關顧輔導

組及老師們的付出亦得到外界認同，並獲頒「2012 年度

關愛校園奬」。關顧組老師把奬項轉贈學校，簡校長接過

奬項後更鼓勵同學繼續支持及配合關顧組的各項措施，

讓校園變得更美、更和諧。這個奬項亦成為老師們的鼓

勵，支持老師們繼續用神的愛去關顧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相信會蒙神更大的賜福。 

 

中一開平同根同心交流團 07-03-2013 

 

本校希望學生能透過參加交流團增廣見聞及認識更多不同

地方的文化和特色，故每年亦會為不同年級學生舉辦交流

團。  本年度舉辦的「中一開平同根同心交流團」讓中一學

生能更認識我們祖國和地道

風情，3 日 2 夜的旅程中先後

參觀了多個著名景點，如陳白

沙紀念館、五邑華僑人博物館、

赤坎古鎮、梁啟超故居等等。 

 

 

獲東華三院頒贈二萬元獎學金 09-03-2013 

 

上年度中六畢業生方僖卉同學在文憑試中考取驕人

成績並於本年度入讀香港大學精算系，更在本校推薦

下獲頒「東華三院 141 週年獎學金」。方僖卉同學除

獲頒二萬元獎學金、卓越獎狀及五佰元書劵外，更讓

外界認識本校是一所師資優良的學府，能培育優秀的

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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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家長荼聚 16-03-2013 

 

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對學生的學業和成長是十分重要。校

長與家長的會面，閒話家常讓家長了解學校和學生在學

校的學習狀況。另外，在茶聚中校長播放了“恩雨之聲

系列”黃愛恩姊妹的見證影片，向家長介紹信仰對人的

改變並希望同學能通過信仰的力量去面對困難和增強學

習的信心與能力。 
 

 

健樂行步行籌款 17-03-2013 

 

本校基督少年軍除了在學校進行步操訓練培養學生紀律和合

作外，亦會協助和參與校內和校外不同活動，培養學生的服

務精神和基督優良的傳統教

義。在「健樂行」當天，本校

的基督少年軍由負責老師帶

領他們前往「迪欣湖」進行步

行籌款和欣賞沿路景色，並讓

學生透過籌款活動體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狗仔隊之父－見證主恩 21-03-2013 

 

在復活節崇拜中，袁達榮老師與同學們分享詩歌「耶穌豈是凡人」

一同敬拜主外，更十分榮幸能邀請主內弟兄歐建樑先生前來本校分

享自己的生命見證，用生命感染生命。歐建樑先生在傳媒行內有「狗

仔隊之父」的稱號，是行內首屈一指的攝

影記者，曾經是一位為了拍攝相片、得到

新聞和名利而不擇手段的人，最後更染上

毒癮。但當他奇蹟地認識福音信主後，生

命便變得不再一樣，更在不同場合和不同

媒體上分享他的見證，讓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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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日 22-03-2013 

 

在音樂日當天，本校邀請了趙小芸校董、李毅明校董及 

鄭介德先生親臨本校擔任評審嘉賓。同學以班的形式參

與班際音樂比賽。透過事前的練習，同學學會彼此合作

和互相溝通的技巧，更能增

進老師和同學之間的情誼。

在比賽完結後，奪冠的班別

更在台上向老師致謝及邀

請老師們上台一同合唱。李

毅明校董對學生的讚賞亦成為同學們的支持，成為他們將來做

得更好的動力。簡校長在向評審嘉賓致謝時亦與同學分享，鼓

勵同學「不放棄必有成果及所得」的道理。 

 

 

 

 

 

 

 

復活節佈道會 22-03-2013 

 

本年度復活節除崇拜外，更為同學預備了由證道聖經神學院主講的

佈道會。佈道會中除了有十位神學生與同學分享福音信息外，也有

陪談的環節。在整個佈道會裡，有多名同學決志信主，願神繼續祝

福這些剛決志的同學，讓本校同工有從神而來的智慧繼續牧養這些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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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契感恩聚餐 22-03-2013 

 

本校除了注重學生的福音事工外，亦不忘同工的靈命增長和互相

激勵。老師會定期進行聚會，分享詩歌、近況和彼此代求。在聚

會中我們更會一同商討和分享如何在學校這廣闊的禾場上同心

合意的事奉主，傳講那美好的福音。在復活節的感恩聚會中，一

名在本校任教直到退休的

老師與他的太太臨時前來

參與一同聚會，並分享退休

後的生活和如何帶領家人

信主。最後，簡校長亦鼓勵

老師要把握事奉的機會，為

主多作一點事，把人帶到主

的跟前。 
 

 

壹等輔導教師獎－招鳳萍老師 08-04-2013 

 

本校視覺藝術科招老師先後取得藝術教育學士及碩士學位，並

且常常在課堂與同學分享學習心得及所見所聞拓闊同學視野，

提升他們對藝術的創意及興趣。招老師在職期間致力推動藝術

教育工作及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及校外的藝術活動，透過課堂習

作讓同學發揮創意和探索不同媒介、物料及技巧。其次在課堂

上同學也會互相評審對方的美術作品，培育同學審美能力，互

相學習欣賞。在第十二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大賽

中，招老師帶領同學參與比賽，並得到多個奬項，更獲頒「壹等輔導教師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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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校長會－南京交流團 09-04-2013 

 

校監與校長一同前往南京交流，在四天的旅程中先後參觀了不同

的地方，如金陵神學院和南京愛德聖經印刷廠等等。金陵神學院

於 1907 年創辦至今，一直致力培養人才並在中國內地傳揚福音，

南京愛德印刷廠則是全球三大印刷廠之一。在這次的交流中，能

讓團友擴闊視野及增廣見聞，更

看見上帝對中國的看顧和豐盛

的恩典。 

 

 

 

 

 

 

健康講座 15-04-2013 

 

本校為讓學校同工能有更多姿多采的健康生活，故特別邀請營

養師楊曉澄女士前來學校與同工分享日常要注意的飲食習慣，

如什麼是健康體格、出外飲食的選擇和最新的食物金字塔等。

這次的講座能讓同工更了解日常

飲食容易忽略的地方，並且如何從

飲食營養中維持健康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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