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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本年度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共有150間中學參

加，教育局藝術教育組從約1200件個人及小組參展作

品中，選出400多件作品展出，而本校中五級王嘉露

及黃英琦同學的創作有幸獲選為本年度的參展作品。

另外，約90件2008年香港中學會考視覺藝術科考試作

品，包括素描、繪畫及平面設計，亦在是次展覽中展

出。因此，本校視覺藝術科老師安排中四及中五級學

生分別於2009年1月及2月到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參

觀，以擴濶他們的眼界及加強他們對會考卷的認識。

「東區健康城市壁畫展新姿」

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多機會嘗試不同的藝術，十多位同學參加了東區區議會所舉

辦的「東區健康城市壁畫展新姿」。學生於繪畫壁畫前，須以「健康的都市」為題

繪畫作品一幅，其中中三級趙詩婷同學的作品「花花世界」獲選作壁畫，然後中二

及中三級十多位同學一同將壁畫繪畫在小西灣道綜合大樓地盤外的圍板上。是次活

動中，同學均表現興奮和雀躍，他們不但於視覺藝術的層面上增廣見聞，獲得良好

的創作經驗，而且更可認識到公眾藝術，透過繪畫服務社群，實在獲益不淺。

亞洲電視、有線電視主辦
2008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選(學校組) 

紀念獎2F 戴凱駿

基督少年軍261分隊升旗典禮
基督少年軍261分隊於2月8日獲邀出席金紫荊

廣場的升旗典禮，場面隆重。 

籃球隊於今年學界籃球比賽港島區男子丙組
奪得季軍

女子乒乓球隊於本年度學界乒乓球比賽中取得港島區
(第三組)女子甲組亞軍、丙組殿軍，以及女子團體季軍。

學生成就

本校積極開展多元輔導活動，以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展；另一方面，為配合新高中
課程，本校亦積極推動學生實踐生涯規劃。透過不同選科、升學及就業介紹，學生明白到及早為未
來籌劃的重要，以實現豐盛人生。

 中四級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2月20日，中四級到灣仔會展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2009」。同

學先要確認自己未來的生涯目標，再尋找可行的方向，以規劃未來。

中三生涯規劃輔導活動
3C及3B兩班學生於2月26及27日分別參觀了香港城市大學

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服務及旅遊學系。這是本校中三生

涯規劃輔導活動的參觀部份。學生透過參觀，亦了解大專教育

設立的目的及教育機構的設施，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中 一 A、B 班挑戰營
兩班同學分別於2月12至14日及3月26至28日期間，在

上水展能運動村接受無界全人發展導師的訓練。在三日兩夜

的訓練中，同學需要分組完成各項歷奇活動。他們要學習照

顧自己，建立信心，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並學習與人相處之

道。過程雖具挑戰，但都阻不了同學的熱情和投入。

學生會訓練營

學生會幹事是本校學生領袖之一，為了訓練學生會幹

事成為更出色的領袖，學校在1月期間舉行為期兩天的學生

會領袖訓練營。同學藉此明白更多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亦

學會如何團結一致解決問題。

 親子校園燒烤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月7日舉辦「親子校園燒烤」。是次活動得到家

長和師生的踴躍參與，場面非常熱鬧。家長、老師和同學共聚火爐邊齊享

燒烤之樂。家長教師會為參加者安排了一連串充滿挑戰的遊戲，老師、家

長與子女一同參與，發揮合作精神，場面熱鬧溫馨。家長教師會主席莫女

士更特地自製花燈讓大家競投，籌募經費資助學生活動。到了抽獎時刻，

大家緊張的心情、興奮的歡呼，將燒烤同樂日的活動推向高潮。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家長教師會於5月16日舉辦了「親子旅行」，地點是新界大埔，並以夜觀螢火蟲為

活動賣點。是次活動有50位家長、學生及老師參加。當日早上先乘搭旅遊巴前往大尾

督，之後前往有機桑果園。傍晚時份，大家於沙田龍華酒店享用完著名的乳鴿餐後，再

前往大埔滘自然教育徑，夜觀螢火蟲，共渡難忘而愉快的一天。

 歌詠團台山音樂之旅
本校歌詠團於去年12月28日及29日到台山，與台山市師高級中學進行音樂交流。今

次活動主要通過台山市師高級中學的元旦聯歡晚會，作彼此觀摩。當晚台山市師高級中

學作舞蹈表演、樂器獨奏、獨唱及時裝表演；而本校歌詠團表演有牧笛四部合奏、古箏

獨奏及三部合唱。當晚會場氣氛熱烈，有千多名觀眾，樂而忘返。除了元旦聯歡晚會，

學生更與台山市師高級中學同學交流學校生活，並參觀中學教學大樓，眼界大開。

 台山地理及旅遊科考察及交流
本校中六地理科及中四旅遊科師生33人於復活節期間到

台山巿進行考察活動，並到友校台山巿師高級中學進行交流活

動。是次考察的地點包括當地的石窟口及漁港、都斛的水稻

田、皮革污水處理廠及亞洲最大規模的華美鎖廠，讓學生了解台

山漁、農、工及旅遊業的發展情況。此外，同學更有機會參觀梅

家大院及台山華僑文化博物館，令學生明白僑鄉發展的歷史及建

築物特色。本校師生更到台山巿師高級中學進行交流，同學們有

機會了解國內學生的學習及校園生活，亦深深體會到兩地教育制

度及課程上的差異，並表示會更珍惜在香港的學習機會。

衡怡喜訊
2009年1月至6月期間，校內多位同事喜添家庭成員，令人欣喜。

老師 新添成員 姓名 期望

蔡青霞老師 兒子 黎峻睿 健康快樂地成長

李建  老師 兒子 李晞朗 能成為一個堅強、盡心、蒙神喜悅的人

劉素華老師 女兒 胡己萱 快樂健康地成長，成為神所喜悅的僕人。

胡文珊老師 女兒 趙潁蕎 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同時，鄧智勇老師亦喜添孖女，在此送上全體師生的祝賀。

　　陳志聰老師於

6月6日在本校禮

堂與曾任教本校的

陳靜儀老師註冊結婚。

謹在此祝賀陳老師新婚

愉快。

「高中選科技巧」家長講座 校友會校友工作經驗分享週會

香港第一屆的三年制新高中課程將於2009至10年開始，本年

度中三學生將成為首屆新高中學生。為協助中三學生家長更深入了

解新高中學制的課程及高中選科技巧，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

5月8日晚上，安排「高中選科技巧」家長講座。當晚劉德華副校

長詳述了新高中學制與現時學制的分別，並就本校新高中推行的各

項計劃加以闡釋；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鄺少權老師則向家長介紹學生

選科的注意事項。當日講座後亦設有問答時間和班主任面見家長時

間，出席的中三學生家長對當晚的題目均感興趣，並與班主任作深

入的分享。

5月14日，本校的校友會三位校友高凱廷(活動策劃)、

張彩珠(製衣業)及龍偉洪(互聯網業務發展)在百忙中回母

校與一眾中六的師弟妹分享他們經歷了多年工作的磨練後

的心得。是次週會以訪問的輕鬆表達手法，達到鼓勵同學

為職場作好準備的目的。同學從三位校友的分享中，對職

場的人與事及三種專業的入職要求有更深的了解。最後，

學長在勉勵學弟學妹的同時，亦鼓勵大家在未來多參與校

友會以回饋母校。

 家長日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於2月21日舉行，學生家長們均有應邀與班

主任晤談，就學生第一學期的學習表現詳細溝通。當日，本校亦安排

了一系列與家長日有關的活動供家長參與，計有：圖書館學會的親子

書籍展覽、公益少年團的敬師紀念品義賣、家長教師會的「親子九型

人格」工作坊、家長茶聚及義賣小食，以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三

家長舉辦的「新高中學制面面觀」講座等。雖然各位家長工作繁忙，

但仍抽空出席，這絕對是關心子女的表現，亦是對學校最大的支持。

本校積極開展多元輔導活動，以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展；另一方面，為配合新高中

輔導活動及生涯規劃 衡怡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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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因此，學生在參與課外活動之餘，亦踴躍參與區
內不同機構的服務，以實踐校訓「弘基格致、服務社群」，並充分體現新高中學制的精神。他們從
中體會到身邊仍有不少人需要關顧，學會將「愛」與「快樂」和別人分享。

　　除了日常課堂外，本校亦甚為重視「第二課堂」—讓學生在課堂外進行學習。2009年1月

至6月期間，多個學科先後舉行了多個大型的學科活動，學生們藉此實踐所學之餘，亦能在課堂外

繼續學習，豐富所學的知識。

 環保週
一連五天的環

保週於4月20至24日

舉行。本年度以「有

機生活」為題，鼓勵

同學改變現有的生活

方式，在日常生實踐

有機生活。

 旁聽東區區議會會議
為增加同學對地方行政的了解及對社區的歸屬感，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及

高中綜合人文科老師，於4月23下午安排了旁聽東區區議會會議的活動。活動

當日，有三十六位學生及家長出席，反應相當不俗。大家藉此對區內的事務、

區議會開會實況及議員表現等，有更深入的認識。

 嶺南之風戶外參觀活動
為配合學生學習「文化專題」中有關傳統中國園林建築藝術的特色，讓學生對園林藝術有實際認

識，中文科老師於5月5日放學後為中六全級同學安排了一次走出課室學習的機會，實地參觀具有嶺南

園林建築風格的「嶺南之風」，拍攝富有中國園林藝術特色的實景。

 福音週
4月6日至8日是本年度的「福音週」。團契職員會安排了多個活動，包括

午間詩歌播放、師生見證分享、攤位遊戲、福音電影欣賞、參觀教會等。

除了團契職員會內十多位同學參與籌備是次活動外，更有數位基督徒老師

分享個人見證、基督少年軍在不同環節上事奉，且有一班中四的基督徒同學於

操場上獻唱，吸引了不同師生前來欣賞。

中史學會於3月25日

在禮堂舉辦了中三中史班

際問答比賽。比賽分兩回

合進行。第二回合的搶答

環節中，3A及3F爭持激

烈，台下氣氛熱鬧，最後

由3F獲取亞軍，3A奪魁。

  參觀北角海逸酒店
26位中四級修讀旅遊與旅遊業科同學於3月9日下午到北角海逸酒店參觀，從中認識了酒店業

的部門運作及入職要求，更難得有機會由酒店西餅部主管教授，讓同學親身體驗如何做蛋糕。

 綜合人文科攤位設計比賽
綜合人文科於3月10日舉辦了中二級班際攤位設計比賽，比賽主題為

【中華文化— 傳統習俗】。各班代表均花盡心思，設計出內容豐富、遊戲

新穎的攤位。最後由2B的「舞火龍」勇奪冠軍，而亞軍則由2C班的「許願樹」

奪得。

The S.2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13th May, 
2009 and all the students had a great performance that day. All 
the audience enjoyed a lot in the activity and appreciated the 
great efforts made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hampion 
of this year competition is 2A and the fi rst runner-up is 2B.

  中文科口語溝通大比拼
為加強中四及中五同學的口語溝通能力，中文科聯同演辯學會

於1月22日在禮堂舉行了參照會考公開考試模式的「口語溝通大比

拼」，作為校本評核的語文活動。是次比賽中四、中五各班均有派

出代表參加。在逾三百位師生面前，各參賽同學仍然毫無懼色，表現

卓越，妙語紛陳。最後由中五丙班的劉文鴻勇奪冠軍，中四乙班李祖

欣、中五丙班丁愷婷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參觀中央書院遺址
本校中四修讀旅遊與旅遊

業科的同學於2月23日前往參觀

中央書院遺址(即舊中區警察宿

舍)，當中他們從遊客角度認識

了部分旅遊詮釋設施的重要及歷

史遺跡如何吸引遊客，更可以見識

到如何將歷史遺跡活化。

  JA環球市場英語增潤課程
2月28日及3月7日，經濟科及綜合人文科有幸得在高盛(Goldman Sachs)任

職的商界義工馬賢慧小姐到本校為中三同學講授環球市場課程。此課程目的是透

過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幫助同學了解環球經濟的運作實況，國際貿易如何影響

他們的日常生活。另外，同學亦能從中吸收與商科有關的英文詞彙。這對同學將

來投入社會和英語學習上，均獲益良多。

 中一科學 能源初探
3月6日，30位中一同學被選出參加由「可觀教育中心」舉辦的「能源初探」

通識課程。同學可以探討現今能源的使用情況及其對個人生活、社會發展、經濟和

環境的影響。同學亦可學習能源的規劃及管理對能源使用及環境的影響，以多角度

探討使用各種能源的利與弊，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君比講座
2月25日中三級中文科

週會邀請到作家君比蒞臨演

講。為配合是次活動，小作

家閱讀天地學會於當天展出

君比書籍的介紹展板，並於

放學後舉辦作家簽名會，希望

藉以提升同學閱讀的興趣。

           
To promo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our school English 

Ambassadors have prepar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for their schoolmates 
at the Canadian Food Festival. The Festival is held on 11 February 2009. 
All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join in various games to collect some stamps. 
They can then redeem some Canadian food with the stamps they have got.

This is a wonderful and fun lunch break tha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enjoyed a lot.

  中三中史班際問答比賽

 心靈加油站
本校義務工作小組於母親節前夕，到小西灣香港傷健協會參加一個名為「心靈

加油站」的活動，當日活動包括小食製作，母親節心意咭製作，還有考驗大家合作

性的遊戲。一班義工與協會小朋友都融入其中，共渡了一個難忘的下午。

  義務工作小組探訪老人中心
趁著農曆新年，義務工作小組連同一班中三級的義工在1月24日早

上，探訪柴灣環翠邨耆康會老人中心，向他們拜年，並一起玩遊戲、唱

歌，共渡難忘早上之餘，亦培養同學們對長者的尊敬和愛心。

「長者學苑」初級電腦應用課程
電腦學會為配合「長者學苑」活動，舉辦了三節電腦基本使用的課程，分別於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中舉行，接近20名長者到校參加。本次活動是由中三級學生擔當

小導師，教授每位長者電腦知識。課程有關基本的電腦控制、Yahoo搜尋器、電子

郵件及視像通話。過程中，各同學表現優異，盡力為長者講解。

 老少同歡日暨健康檢查
3月7日，超過一百位小西灣區的長者，在同學們的陪伴

下，從富欣花園路德會長者中心走進我校的大禮堂，參與活

動。約三百位同學的同心合力，讓所有長者欣賞到各式各樣的

文娛、康樂以及體育表演，又進行了身體健康檢查，共渡了一

段愉快時光。

 長者義工在柏逸
3F班於4月8日舉辦班際輔導活動「3F長者義工在柏

逸」。本活動得到本校社工杜姑娘幫忙，聯絡聖雅各福群

會柴灣「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並培訓3F班7位義工領

袖，好讓他們當天帶領活動，給長者一個愉快的上午。長者

除有機會表演唱歌外，亦可與一群年青人合作完成遊戲，增

進彼此溝通。班主任發起同學合唱一曲獻給長者，同學選了「友情歲月」，大家也很團結。另外，洗逸希同學更表演二胡獨奏，

博得全場掌聲。活動後，同學領略到對長者須體諒和關懷，亦認識了彼此在課堂外認真及有愛心的一面。

 長者棋藝活動
棋藝學會於3月20日下

午，安排了一次棋藝研習班，

讓參與活動的20多位同學教

授富欣花園長者中心的長者下

棋。長者投入學習圍棋、象

棋、波子棋及飛行棋等，而

參與的同學亦耐心指導各位長

者，彼此渡過一個難忘的下

 探訪長者活動
本校安排了一次初中學生

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並推廣

「跨代共融，和諧社區」的訊

息。是次活動由路德會富欣花

園長者中心代為聯絡，以探訪

長者家居的形式，於1月23日

下午二時，到小西灣村多戶長

者家中探訪，並送贈手織冷帽

以表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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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遺跡如何吸引遊客，更可以見識

　　除了日常課堂外，本校亦甚為重視「第二課堂」 讓學生在課堂外進行學習。2009年1月

學科活動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因此，學生在參與課外活動之餘，亦踴躍參與區

服務學習活動　體現新高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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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週
一連三天的地理週於

4月28至30日舉行。本年

度以「自然景觀及地貌」

為題，向同學介紹熱帶雨

林、熱帶荒漠及極地冰川

景觀，以及火山、石灰

岩、海岸及河流地貌的特

徵，讓同學對地球的自然

環境有進一步的認識。

 數理週
由科學學會及數

社合辦的數理週於5

月4至8日舉行。數

理週透過午間攤位遊

戲及放學後大型活

動，鼓勵同學利用學

科知識解決難題，提

高同學對科學及數學

的興趣。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