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道三十一號   電話︰2576-4852   傳真︰2882-4540   網址︰www.lhymss.edu.hk  電郵︰info@lhymss.edu.hk 1

 

                                                   2004年9月份至2005年2月份通訊 

(一) 校舍新翼落成籌款活動 

為慶祝校舍新翼落成，本校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在操場舉行「剪綵典禮暨步行籌款

及義賣活動」；經過眾多師生連日來的籌備工作，加上各界熱

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共籌得善款港幣$89,970.20，並把所有

善款全數撥捐「基督教勵行會」，以幫助中國青海地區的殘障

孤兒。 

 

本校藉是次校舍新翼落成舉辦步行籌款及義賣活動，目

的是希望學生學懂凡事感恩，珍惜眼前一切，並能坐言起行，

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學生於步行籌款及義賣活動中籌得之

款項，將透過是次活動的協辦機構「基督教勵行會」捐助中

國青海地區的殘障孤兒；由於當地人民生活貧困，被遺棄的

小孩大都患上不同程度的殘疾，生活在絕望的困境中；只有

透過適切的醫療服務和教育關懷，才能讓他們重獲新生，燃

點生命的希望。 

 

剪綵典禮於下午二時正開始，由本校校監招天欣醫生致

歡迎辭，其後由嶺南教育機構主席陳林麗冰女士致辭，陳主

席勉勵同學在享用新校舍落成的喜悅之餘，亦能以自強不息

的精神和自主的學習態度，持久地保持學習興趣和探究精

神，這樣，在日後的學習旅程上必定會無往而不利。其後，

在管樂團的獻奏下，嶺南教育機構校董會成員及嘉賓進行了

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戳球儀式，步行籌款及義賣活動隨即正式

開始。 

 

是次籌款步行之路線，由本校操場出發，沿富怡道轉入小

西灣道，經海濱公園至歌連臣角交界處，再依原路折返。當

日天公造美，在和煦的陽光照耀下，由梁偉強老師帶領眾師

生，一行約二百多人，浩浩蕩蕩地出發，大家為慈善而參加

步行籌款，坐言起行，群策群力，慷慨解囊。 

校舍新翼的面貌 

校舍新翼開幕戳球儀式 

步行籌款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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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周淑屏小姐到校舉辦座談會暨簽

名會 

 

當二百多名師生一起步行籌款時，在操場的新翼校舍

前，有各學會設計的特色攤位；內容包羅萬有，包括富學術

性的「推動閱讀文化組」及「家教會」義賣書籍；創意十足

的「攝影學會」及「戲劇學會」舉辦「百變照相館」；富藝術

性的有「園藝學會」義賣的西瓜葉和哈兒草等特色盆栽；「藝

社」會員親自製作的燭台和肥皂等手工藝品；「攝影學會」及

「戲劇學會」的「百變照相館」，令同學圓了一場「大俠」的

美夢；還有「推動閱讀文化組」及「家教會」的書籍義賣活

動等均令同學獲益良多；而「基督教勵行會」亦提供林林總

總的玩具、衣服及日用品等進行義賣；此外，「美味小廚」更

與小食部各自製出不同的特色小食，好讓各熱心人士能品嚐

豐富的美食。 

 

此外，攤位對外的空地同時亦設置了一個小型舞台，由本

校舊生會舉辦慈善音樂表演，眾多老師及歌唱比賽得獎同學

一起為慈善籌款獻唱，台下同學反應熱烈，歌聲、鼓掌聲及

歡呼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當舞台上傳來悅耳動聽的歌曲

時，操場的另一邊廂正展開師生對壘的慈善籃球及排球比

賽，戰況相當激烈，最後由學生隊伍以六分之差險勝；然而，

勝負並無損眾人喜氣洋洋的心情，因大家的目的都是為籌款

而共同努力。 

 

 

(二) 本學年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推動閱讀不遺餘力 

為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本校特成立「推廣閱讀文化

組」，以有系統地推動閱讀文化。上學期，「推廣閱讀

文化組」曾舉辦多項計劃及活動。 

 網上閱讀計劃 
本學年開始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由教市日報主

辦的「都市新閱精讀計劃」及由中文大學主辦的

「每日一篇」，同學可透過互聯網閱讀新聞及有

關篇章。由於成績理想，兩項活動於下學期繼續

推行。 

 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設計了多款閱讀工作紙給學生選用，學生可按自

己的能力和興趣而選用合適的工作 紙，閱讀

工作紙形式多變，有助提升學生參加此計劃的興

趣。 

各式各樣的義賣攤位 

師生合唱 

師生籃球比賽戰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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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展及親炙作家座談會暨簽名會 
中文科及圖書館在上學期九月及本年一月先後邀得森記圖書公司及士林圖書服務

社到校舉辦兩次大型書展，更特意安排初中學生到場參觀及選購書籍。此外，在一

月下旬更邀請了名作家周淑屏到校舉辦親炙作家座談會暨簽名會。希望透過一連串

的閱讀活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培養本校的閱讀風氣。 

 

 推動專題研習 
中三全級學生分組進行專題研習，學生按自己興趣及參考老師的意見已訂定研習的題

目，現時，各組正密鑼緊鼓以問卷調查、人物訪問、科學實驗及實地考察等方法搜集有

用的資料，導師不斷從旁加以指導，學生可吸取多種的學習經歷。相信年假後，各組會

順利開展下一階段的工作──資料分析。 

 

 加強學生課堂參與 
為配合社會和教育改革的大趨勢，本校的教學模式正逐漸由傳統教學方法邁向多元化及

互動的形式，盡量令課堂由教師為中心轉移至學生為中心。今個學年各主要科目，包括

中、英、數、社會、科學、中史等均有系統地在初中(以中一級為主)增加多種互動教學

活動，在上學期已推展的活動包括教師提問、分組討論、辯論比賽及問答比賽等等；同

時，為迎合教學法的改變，各主要學科亦嘗試更多元化評估，如加入課堂參與分數等，

希望能進一步提高課堂的學習氣氛。另外，本校老師為了更有效地令教學上的轉變能真

正帶動學生加強學習能力，今年全體老師均一同推行同儕互助觀課，在剛過去的學期，

基本上每位老師均被同儕觀課兩次或以上，當中大致以具備互動教學活動的課堂為觀課

的重點，讓老師之間能更有效分享心得，從而促進學生更有效學習。 

 

2. 推動學生參與社會服務 

2004-05年度上學期共有387位同學參與校外服務，佔全校人數約35%；總服務時數達4162.3

小時，平均每位參與者有10多服務小時，其中28位同學服務超過30小時。在服務種類方

面，除了全校參與為基督教勵行會籌款的活動外，同學共參加了共39種不同的服務，種類

多元化，成績實在令人鼓舞！ 

 

 

(三) 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 

1. 參觀永隆銀行 

會計科與商業科於2004年10月30日(星期六)上午到位於中環的永隆銀行總行參觀。當中包

括有中五讀商業科及中六和中七讀會計科共三十位同學，由陳少麗老師及區國年老師帶隊前

往。永隆銀行的職員負責講解有關銀行的運作並帶領各同學於不同部門實地了解運作情況。  

 

2. 弦樂音樂會 

十月二十五日音樂事務統籌處弦樂小組到校為中一及中二同學舉行一場音樂會，並與本歌詠

團三十位同學合作「樂韻播萬千」一曲，全場掌聲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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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節青年之友到校演出 

參與同學表現投入 

蕭芳芳女士親臨觀課 

學生正講解自己的習作 

 

3. 香港藝術節青年之友 

香港藝術節青年之友於10 月21日為中三及中四舉行了一場

精采絕倫的藝術節目表演，同學都十分投入而且印象難忘。 

 

4. 會計專業分享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六及中七同學舉辦分享會。邀請98年

的中七文科畢業生方德程及潘培穎回母校作講座。他們大學

畢業後均從事會計及審計行業。今次專程返校向中六及中七

的同學分享大學會計科收生所重視學生的表現、會計行請人

所重視求職者表現、會計行業中成功的人所俱備的條件、會

計行業近年來的機遇及隱憂及他們工作中的苦與樂。 

 

5. 先鋒小組德育活動 

中三及中四先鋒小組於10月2日及11月12日，分別到東華

三院李志雄紀念小學下午校及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為同

學舉辦以「孝順父母」為主題的德育活動，內容包括熱身遊

戲、由中四級先鋒小組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及問答比賽，

同學反應十分熱烈，並得到該校校長及老師給予寶貴的意

見。經過今次的經驗，相信先鋒們稍後在其他小學會做得更

成功。 

 

6. 護苗基金 

本校與「護苗基金」合作，為中二C、中三E及F三班同學開

辦護苗基金課程。由於「護苗基金」首次在中學舉辦這類工

作坊，所以該會會長蕭芳芳小姐特於十月二十六日親臨觀

課，並於課程前一星期蒞臨本校視察場地，並與李守儀副校

長商討課程細節，以求活動順利進行，取得預期的成果。 

 

7. 利用圖像學習技術提昇學習能力 

為提昇老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能力，本校特別於 8 月

至10月期間，邀請資深人力資源培訓導師劉遠章先生為老師

及同學介紹圖像學習技術。鼓勵老師將圖像化學習的技巧和

策略融合在中學課程之教學及學生的評估課業中，以改善課

堂教學的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能力。 

 

8.  「地區僱主網路」支援計劃 

6A 班黃家雯及蔡明媚同學入選此計劃，她們經過 14 小時的

工作訓練，然後於工展會作18小時的工作實習，兩位同學均

認為上計劃令他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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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小組為中二同學舉辦「畫得精彩」

壁畫創作比賽 

公益少年團「織頸巾送暖」為東區長

者帶來溫暖 

先鋒小組為中二同學舉辦「畫得精彩」

壁畫創作比賽 

 

 
  

   

(四) 樂施會籌款 

 為響應南亞賑災籌款，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行籌款活動。共籌得$38,310.20。 

 

(五) 2004-05年度第一學期成績 

1. 中一至中三級 

 

全  級 中一級  全  級 中二級  全  級 中三級 

第一名 1B 

 
黃亮熹 

 第一名 2A 
呂子頴 

 第一名 3A 
佘詠熙 

第二名 1A 

 
鍾卓瑤 

 第二名 2A 
陳愛璉 

 第二名 3A 
饒念念 

第三名 1B 

 
丁愷霆 

 第三名 2C 
羅咏詩 

 第三名 3B 
馮詩儂 

 

 

 

2E班同學於民安隊挑戰營的畢業禮 參加「中華廚藝學院」開放日 3D班野外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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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四及中五級 

全  級 S.4A & S.4B S.4C & S.4D  全  級 S.5A & S.5B S.5C & S.5D 

第一名 4B 

 
劉淑韻  

4C 

 
李雪儀 

 第一名 5B 

 
何麗瑩 

5C 

 
呂超鴻 

第二名 4B 

 
盧翠怡 

4C 

 
施美婷 

 第二名 5B 

 
梁韋盈 

5C 

 
鄭汝潤 

第三名 4B 

 
劉婉雯 

4C 

 
黃紫媚 

 第三名 5B 

 
歐展南 

5C 

 
葉麗瑩 

 

3. 中六各科成績第一名 

科  目 中  六 

英  文 6B 何家慧 

中  文 6A 黃家雯 

純 數 6B 杜嘉鑾 

數學與統計 6B 周麗玲 

電腦應用 6B 黎翠儀 

物  理 6B 陸崇熙 

化  學 6B 杜嘉鑾 

生  物 6B 張麗雲 

經  濟 6A 曾浩鋒 

地  理 6A 任子成 

會  計 6A 容凱滔 

中國歷史 6A 任子成 

通識教育 6A 陳虹 

 

4. 甲級榮譽生 

3A 佘詠熙 3A 饒念念 5C 葉麗瑩 5C 呂超鴻 5C 鄭汝潤 

 

5. 乙級榮譽生 

1A 鍾卓瑤 1A 黃英琦 1B 鄧詩穎 1B 黃亮熹 1C 盧燕 

1A 劉文鴻 1A 譚慧琪 1B 丁愷霆 1B 林映麗 1C 王欣 

1A 羅梓鋒 1B 李家維 1B 王凱靖 1B 吳以婷   

2A 陳愛璉 2A 林希彤 2A 馬曉民 2B 巫敏儀 2D 陳穎芳 

2A 張可芮 2A 羅卓麟 2A 蘇立珠 2C 羅卓麒 2D 周煒倫 

2A 蔡燕妮 2A 盧珮婷 2A 翁貴玲 2C 羅咏詩   

2A 鍾淑怡 2A 呂子頴 2B 蔡煒晞 2C 黃妙津   

3A 張珮雯 3A 李嘉希 3B 馮詩儂 3C 張小婷 3D 張俊斌 

3A 方淑怡 3A 林軒頤 3C 林世彬 3C 鄭漫娜   

5C 黃楚冰 5C 羅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