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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長迎新日 

我校在 8 月 17 日舉行中一家長迎新日，讓中一家長

在開學前先瞭解學校的辦學理念，通過信仰，提升學

生的學習能力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校長在當日除了

介紹本校的教學團隊及辦學宗旨外，更分享學校與家

長如何共建一個擁有良好校風和優質學生的美好校

園。 
 
聯校教師發展日  

 

8 月 19 日，我校出席路德會呂祥光中學舉辦的聯校教師發展

日，活動開始由本校老師帶領詩歌敬拜，並邀得中華基督教

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分享主題「愛裡同行，培育全人」。聚會

後，各校自行分組禱告。聚會皆在老師的豐富領受中圓滿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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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靈修分享及展望 

 

8 月 26 日的全體教職員集中日，校長與同工分享聖經的

話語及學校的發展方向。指出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並

以「學生是主體，教學是焦點」貫穿全年的教學方針，

又充分利用可調配的資源改善學與教，讓同學能得到優

質的教育。本年度除了關注學生的知識學習外，也關注

同學在品格和靈育的成長，希望能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有

知識及有正確價值觀的社會棟樑。 

 

 

 

教師發展日 

 

8 月 28 日邀得香港班級經營學會副會長黃鳳意副校長，在百

忙中抽空前來與老師分享如何提高同學的成績。黃副校長除

了與老師講述課堂遇到的困難和處理方法外，更指導老師如

何為同學訂立學習目標，

幫助同學建立自信、自

省、自理等能力。這次

的講座讓老師獲益良多。在講座後，黃副校長與各級的

級主任進行座談，個別指導如何掌握做級主任的角色，

分享中讓老師建立信心嘗試做好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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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日 

 

9 月 2 日開學禮當天，校長與同學分享成功的秘訣，鼓勵同學在學習方面需要有明確的目標

及提升學習效率。校長勸勉同學，速度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一時間完成要完成的事

情及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該完成的事，是成功的最大秘

訣。比喻第一時間完成功課，第一時間溫習書本，第一

時間……等等。結束時，更以「黑髮不知勸學早，白首

方悔讀書遲」鼓勵同學珍惜學習的時間與機會。 

 

 

 

 

 

 

 

 

 

 

 

 

 

 

早讀及午讀新措施 

 

 

本年度我校為提高同學的語文水平及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在早上

及午膳後同學需在課室進行閱讀。同學在早讀時段，可閱讀圖書館

借來的書籍或課室內為學生新添的圖書。在午讀的時段則需閱讀預

訂的報章。同學除了閱讀外，老師亦會邀請同學分享自己所閱讀的

書籍或報章的新聞，為同學建立分享文化和訓練同學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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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 

 

9 月 10 日為一年一度的教師節，我校教

導鼓勵同學要尊師重道，並感謝老師。早

上校長分享教師節的來源，並精心為老師

設計了一份小十架的禮物，送給每一位老

師，並表揚他們過去的付出和努力。 

 

 

 

 

 

 

教師團契 

 

9 月 10 日放學後我校舉行本年度第一次教師團契，我校的基督

徒老師抓緊時間彼此相聚，除了一同享用美味的食物，更一同敬

拜讚美上帝和聆聽神的話語。在聚會中，

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分享和祈禱，肢體

互相效力。校長除了分享自己的領受外，

亦鼓勵老師努力把福音傳開，首先要邀

請基督徒老師出席一月一次的聚會，然後商討策略，發展聖工。 

 

 

 

表揚教師計劃 

 

本年度我校受表揚的教師，分別由袁達榮老師和鄧詠怡老師獲得。獎

項肯定了老師在過去一年的努力，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肯定。表揚教師

計劃是由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每年舉辦一次，以鼓勵在教學表現出

色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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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職員會 

 

9 月 11 日的教職員會，校長在靈修分享了謝坤山的奮鬥

歷史，以不怕困難作為會議的開場白，然後有幾位校政

組成員分享開學後同學的表現。接著，以教研的形式進

行，老師分成小組，分享課室內常見的問題和同學的需

要。在小組討論後，每組派出代表作 2-3 分鐘的總結分

享，收集各組意見後，研究如何改善學校各項措施，務

求為同學創設優質的學習環境。 

  

 

午間福音小聚 

 

本年度除了關注同學的學習情況外，也十分關心同學的身心靈

健康。靈德育發展主任曾文偉先生會定期邀請老師和同學在午

膳時間，一同到地下淋靈堂享用午膳和觀看福音電影，希望同

學能在學校認識信仰。 

 

 

 

午間中秋燈謎會 

 

適逢中秋節日，本校中文科舉辦的午間中秋燈

謎會，除了有傳統茶點外，更準備了一道道燈

謎讓同學思考。同學能在輕鬆的環境下認識中

國文化和藉著活動建立師生的互動關係。在活

動中，同學踴躍、投入，與老師和同學一同研

究問題，得獎的同學也十分雀躍。此次的活動，

讓老師和同學一同學習及渡過了愉快的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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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晚會 

 

9 月 20 日我校舉辦了校友會聚會，並準備了豐富的美食

和節目。負責這次活動的老師，帶領校友參觀校園的新

建設，讓校友了解母校

的轉變。當晚也進行了

校友會會員大會，並且

在會議中選出新一屆的

委員會委員。校友們盡

力回饋學校，且樂意捐助校園各項建設。相信有校友的支持，

學校還能更上層樓。 

 

 

國慶 64 周年 

 

 

國慶期間，校監和校長出席了教育界不同的慶祝活動。校監更

獲教育局邀請到北京出席大型的慶祝活動。本校升旗隊隊員在

曾永華老師的帶領下，於 10 月 1 日亦出席了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活動，與社會人士及各制服團隊一同慶祝國慶。我校同學穿上

制服，展現升旗隊的紀律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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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 
 

本年度，我校所有中一同學都參加基督少年軍，讓同學體驗

基督少年軍的紀律訓練。基督少年軍除了希望透過制服隊伍

集會讓同學認識福音外，也利用步操培養同學的紀律團隊精

神。集會期間，負責老師會帶領同學禱告、唱詩和步操。另

外，基督少年軍也會定期進行一些活動學習和義工服務，

讓同學能學習書本以外的生活知識及服務社會，明白施比

受更有福的道理。 

 

 

 

 

 

 

 

 

 

 

圖書館改善工程 

 

學校關注同學的學習，在暑假期間，圖書館進行了裝修及

擴建工程，讓圖書館能存放更多不同種類的書籍和增加閱

讀的空間。圖書館擴建後，設立不同區域的閱讀閣。同學

可選擇在閱讀區安靜閱讀，也可選擇在休閒區坐地享受閱

讀的樂趣。在環境上，也採

用了古典優雅的風格，營造

一個良好的閱讀氣氛。在正

式開放後，前來圖書館閱讀

的同學比過去多，同學亦表

示新圖書館的設施完善，環

境氣氛也適合安靜閱讀和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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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圖書館 

 

在社會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同學需要更多課外知

識和技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力。本年度為了鼓勵同學多

閱讀課外書，在課室內也增設了圖書櫃，由負責老師

挑選合適的書籍放進課室，供同學在早讀和課外時間

閱讀，相信假以時日，同學能養成閱讀的習慣。 

 

 

校園改善工程 
 

在暑假期間，學校進行了多個校園改善工程，讓同學能有

一個較好的校園環境進行學習。本年度同學已改由南門出

入，讓同學避免與車輛在同一出入口而發生意外。校舍的

外牆也邀請了在大學修讀美術的本校畢業生設計，給人一種

煥然一新的感覺。另外，為了讓同學能有更好的上課環境和

空間進行小組教學及討論，學校的課室進行了重新的分配和

整理，增加了多個小型課室

和會議室作教學用途。學校

因此而多了空間，感覺比以

前寬大了許多。 

 

 

小食部改善工程 

 

為了讓留校午膳的同學，能在夏季有一個較佳的環境享

用午膳，在學校的飯堂增設分體式冷氣機及玻璃外牆。

在開學後，多了很多同學留校午膳，節省了外出的時間，

可利用這些時間溫習或進行校內活動，因改建而起了雙

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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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体憩區 

 

學校在暑假期間把草叢填平，改建成平台花園。這項工程能

順利完成，是得到邱慶平校董捐贈 10 萬元，學校非常感謝校

董的支持，讓同學能在課餘時間有更舒適的戶外環境進行學

習和休息。同學更可在戶外休憩區與同學一同溫習功課及進

行小組討論，這是個很受同學歡迎的地方。 

 
校友消息 

 於香港大學修讀精算的方僖卉校友獲東華三院頒發「東華三院 144 周年獎學金」二萬元。 

 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政治與行的吳翠盈校友獲頒發「王寶儀先生紀念獎金」二萬五千元。 

 郭文煒校友獲嶺南大學頒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府獎金」四萬元。 

 馮樂煖校友獲香港教育學院頒發「視覺藝術教育獎學金」。 

 

本年度(2013)入讀大學學位課程的同學名單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 

李詠琳 香港教育學院  林樂妍 嶺南大學 

莫均朗 台灣國立中正大學   歐陽紫欣 香港城市大學  

黃朗明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 方曉鈴 香港樹仁大學  

蔡昌濤 北京法政大學 張永前 香港中文大學 

梁豐裕 嶺南大學 黃祖兒 香港大學  

鐘志康 香港浸會大學 簡家麒 香港演藝學院 

文逸朗 香港理工大學 吳思思 嶺南大學  

曾嘉儀 香港中文大學    

 

 

地址：元朗公園北路一號 

網址：http://www.gslc.edu.hk Tel: 24782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