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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有天賦才能，等待被發掘和發揮。我校的目標就是創
設一個舞台，讓不同風格和能力的學生在舞台上展現潛能。記得學年剛
開始，我藉馬丁路德金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在開學禮上勉勵每位
梁書人擁有一個梁書夢，夢想讓他們為自己訂下學習目標，朝着目標奮
鬥。我期望每位梁書人投入六年中學生活，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成功經驗
和滿足感。

本學年快將過去，在學生、家長、老師和學校攜手同心下，學校爭
取了不少額外的資源，也獲得很多令人鼓舞的成就。在學術方面，本校
畢業生在2014文憑試成績比去年進步，多位同學成功入讀本地的學位課
程。2014畢業生張嘉煒同學及中三級龔曉紅同學亦在2014年「香港島傑
出學生選舉」中，獲選為香港島優秀學生，實在令人欣喜。我校在課程
設計上兼顧縱向和橫向發展，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
接受最適切的教育，獲得最大益處。本校計劃把更多英語學習元素滲入英文科以外課程中，在校園營造英語學習氛圍，使學生多
接觸和應用英語。另外，我們的教師團隊非常重視教學質素，本學年中文科及數學科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QSIP)，中文大學的學者定期到校跟教師進行專業交流，透過共同備課觀課、一系列的培訓和工作坊，提升教師的教學能量和學生
的學習效能。本校課堂研究組教師亦開放示範課堂予其他學習領域的同工，互相觀摩借鏡，為整個教學團隊提供一個互相交流及
教學分享的平台，優化學與教。

除此之外，我們十分重視學生的多元發展，學校於本年度參加了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獲得五十萬元
資助，進一步加強學生品德、潛能發展及學業三方面的支援。如本校英文科正密鑼緊鼓籌備六月下旬演出的英語音樂劇，並由專
業導師教授學生，以英語樂曲、歌詞、戲劇及舞蹈活動形式啟發學生英語學習能力和興趣。為配合戲劇教育、學校大型活動及校
園電視台的攝錄需要，本校將添置先進的攝錄器材、優化禮堂音響及燈光系統，有關禮堂改建工程將於暑假全面開展，為學生提
供更理想的表演平台，培養學生後台工作的興建及熟練拍攝技巧。

為了讓學生將學科知識與生活結合，本校鼓勵學生參與聯課活動、學術週、考察交流、職場參觀、義工服務和校際比賽，務
求讓學生透過全方位的學習經歷，拓寬知識領域，培養和發展不同的興趣，以利生涯規劃。本年度推出的「摘星計劃」，配合各
項全校性、科本及活動獎勵，幫助學生建立自信，讓他們在一個充滿關愛和獎勵的校園生活，透過獎勵，表揚學生在不同範疇的
學習成就，以助他們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獲取更多成功感。

我們一向重視環保教育，鼓勵學生每天自備水樽，學校已於二樓至七樓安裝飲用水機，提供衛生和安全的冷、熱水，減少使
用和購買即棄膠樽飲品，為減廢出一分力。此外，藉著全體師生的努力，本校獲香港地球之友「知慳惜電節能比賽2014學校組勁
減百分比大獎」亞軍及一萬五千元獎金。獲獎是一種榮耀與肯定，更是一份責任與承擔，本校將繼續致力推動環保教育，教導和
鼓勵學生節約能源，實踐低碳生活。

踏入廿一世紀，資訊科技學習逐漸把教育模式推向嶄新的領域。本校銳意發展資訊科技教學，除現行的多媒體教學工具及電
子白板外，為了優化電子教學設施，本校已於所有中一教室裝置65吋觸控式大屏幕電視(Multi-touch Interactive Panel)，有助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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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互動性，若效果理想會考慮於其他教室安裝。我們
亦計劃讓學生利用配備輕觸式屏幕的個人電腦配合Wi-Fi網
絡，即可於校園任何角落進行學習活動，善用資訊科技教學
資源推動自主學習，以培育我們的學生為未來作好準備。

未來三年梁書將在此堅實的基礎上，循以下四個方向
發展：

一、自主學習 

誘發學生學習的好奇心，提高學習積極性。我們會從做
筆記和預習入手，讓學生掌握學習方法，從而更有效地
進行自主學習。

二、電子學習

教導學生正確使用電子媒體，尋找適合的網上資訊，與世
界接軌，是電子教學的首要任務。老師誘導學生以電子平
台作為自主學習的工具，深化學生對　各樣知識的探求。

三、生涯規劃

提升學生對自我認識、多元出路、抉擇、過渡性學習等概
念的認知和體驗，為人生作出正確的規劃。

四、多元學習

尊重學習的多樣性，為學生提供多元的發展條件、平台與空
間，讓學生發揮所長，體驗成功。

校園生活多姿多采，獎勵無疑是對我們的嘉許和鼓勵，更是

鞭策。作為梁書的一分子，我由衷盼望家長和老師並肩攜手，努力堅守教育理念，提供優質教育，悉心培育我們的孩子，啟發他
們的潛能，讓他們在人生舞台發光發熱。

   羅文彪

         2015年6月



本學年環保周主題為「綠色生活，你我做到(GREEN LIFE IN OUR HANDS)」，
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攤位遊戲、書展及課堂討論等等，讓師
生及家長上下一心、身體力行建立全方位的綠色校園，並帶動身邊朋友關注環
境保護議題。於啟動禮中，羅文彪校長、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郭德女女士、教師
代表及學生會主席代表全校，共同簽署「環保約章」，承諾從節約能源、減少
廢物、減少廚餘、環保採購及提高環保意識五方面作出行動，全面實踐環保概
念，並為校園建成長遠和可持續的環保文化。

環保學會幹事定期透過校園電視台發放本校用電量及相關資訊，向全校師
生推廣綠色生活。由9月份至5月份，本校用電量為309754度，比上學年同期
322591度合共減少了12837度，成績不俗。

環 保教育在梁書

322591度合共減少了12837度，成績不俗。

基礎環保章-橋咀考察活動

基礎環保章-海星灣考察活動 基礎環保章-橋咀考察活動

環保周啟動禮環保攤位遊戲同樂日

環保清潔劑製作工作坊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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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日

萬人行

義工服務

多 元活動

學術
樂善糖甜心行動

中文周攤位

科學周-化學日

科學周-自組飛機飛行大賽
數學周

藝術

四社戲劇匯演

音樂發展日

服裝設計比賽

社際泡泡球比賽

體育

聯校運動會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讓本校高中
學生及早部署升學出路，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2015
年4月13至14日舉辦為期兩日一夜的「廣州升學考察團」。在升輔組的老師帶領下，師生一同參觀了廣州暨南大學、中

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及廣州中醫藥大學，透過招生講座、校園參觀及交流，了解各間院校
的特色及優勢，進一步掌握在內地升學的情況。

隨著近年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愈見頻繁，許多香港學生在面對升學決擇時往往不再局限於
香港，而是前往內地尋找更多元的升學出路。

早於舊學制時期，廣州已是最多港生升學的城市，因為路程近和交通方便，由香港到廣
州只需兩小時，不少在廣州升學的學生可以經常回港，而且當地的語言、文化和氣候都和香
港接近，容易適應。加上入學門檻較香港為低，學費廉宜，港生亦享有不少優惠政策。

在出發前，許多隨團同學對內地大學的環境，設施、學術水平及認授性表示疑惑，擔心
和香港本地大學仍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但當本校學生參觀了幾所廣州重點大學後，均對內地
大學面積之廣及優美的環境表示讚嘆。而且在經過學長學姊及各院校的招生辦公室人員分享
後，同學們亦了解國內大學在世界的排名及學術水平實處於一個不俗的位置。

雖然行程匆匆，同學們紛紛表示是次考察團能加深其對國內升學的了解及興趣。

學 習無邊界

潮州
同根同心 潮州歷史文化行

廣州交流團

�



2B 陳永福

我在這個多元智能訓練營中學了很多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在五天的訓練營中，我漸漸明白什麼是「自律」和「合
作」。自律的重要性是對自己不自誇、不自卑和尊重人等等；合作的重要性是在活動過程中和同伴合力完成任務的那份
團結和大家彼此幫助。

最後我很多謝各位教官，為了我們，教官的聲線都變得沙啞了，我在這訓練營學了很多寶貴的東西，多謝你們每一位！

2B 丘俊輝

在這個多元智能挑戰營中，我面對了不同的挑戰，而且學習了很多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技能及知識。還記得第一天入
營的時候，我抱著興奮的心情及認真的態度進入黃竹坑警察學院，我看見學警們整齊地步操，還有教官們嚴肅的表情及
聲音，我也不禁嚴肅起來，在那五日四夜中，我經歷了不同的事情，例如被罰做掌上壓，沿繩下降，洗廁所及步操等活
動，其中我最難忘的活動是沿繩下降，因為當時我要在四樓沿繩下降到地下，我第一眼看下去就感到害怕，可是我最後
也克服了那心理壓力，在這件事中，我體會了其實做事只要認真，勇敢面對和不怕辛苦，甚麼事情也可以輕鬆地解決完
成的。

2B 王愉龍

當我去完這個訓練營，我學到步操及規律。雖然在營中很辛苦，但我仍然不放棄，繼續接受訓練。我覺得教我們步操
的陳sir令我學得最多，因為陳sir認真教我們基本的步操同時，我和同學都會主動問他一些其他的步操。我也多謝學校，
家長支持及教官的賞識。令我可以拿到銀笛獎。

2B 陳栢寧

去完這個訓練營，我有不少的回憶，我們一班「好兄弟」，經歷了不少艱辛的訓練，我覺得這些機會是得來不易的。
在一開始，我不想參加這個訓練營是被父母強迫我去的，但當這個訓練營結束後，我不但沒有覺得浪費時間，還覺得依
依不捨，幸好當初沒有拒絕這一個挑戰，這些回憶和經歷我會記得一輩子。

多元智能躍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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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glish Page

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Serve

Twelve of our form four and fi ve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School Partnership Scheme--
-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Serve did fi ve 
visits to St. Charles School during March and 
May. With good preparati on, all the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arous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English books. 
They also learned other skills such as reading 
and teaching skills.and teaching skills.and teaching skills.

English Week
T h e  a n n u a l  E n g l i s h  We e k  w a s 

successfully held in late April. The theme 
was English Musical. There were lots of 
acti viti es including mini drama competi ti on, 
chitchatting with English ambassadors, 
movie show, scrabble competitions and 
exciting games in the English Fun Fair. 
All these activities helped to create an 
enjoyable English learning and speaking 
atmosphere in our school.

English Musical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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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Serve

Storytelling Workshops

Storytelling Workshops
The storytelling workshops were held between 2nd 

March and 24th April. Students from S.1-5 parti cipated 
in the workshops and they learned some practical 
reading skills from the Nati 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English Musical Workshops
English Musical Workshops
English musical workshops were organized during 

English Week. S.1-S.3 students learnt more about dramaand 
musicalsthrough interesting games. It is hoped that students 
can cultivate highe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iff erent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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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校視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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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珮琳 家中一角 線條畫
劉俐均 家中一角 線條畫

李子杰 家中一角 線條畫

張展誠 海龜 廣告彩 集體創作 圓形的變奏 紙浮雕陳綺婷 海底世界-魚 廣告彩

蔡雅蕾 迷離境界 塑膠彩

未知的前路看似是黑暗的，但鼓起

勇氣向前探索，也許是一片美麗

程灝恩 風的色彩 塑膠彩

鄧祉昕 水中世界 塑膠彩

黃景鈺 眼淚，缺陷，
炸彈 線條畫

中四同學 首飾設計 
混合媒介

中四同學 首飾設計 
混合媒介彩

中二同學 我的書包 
鉛筆紙本彩

羅敏婷 令人興奮的一次 塑膠彩

在現今的社會，很多年青人都會，

流行音樂。不論是歐洲的或者是韓

風的，都有很多歌迷為歌手而興

奮，為他們瘋狂。我覺得他們看見

歌手之後的表情真的很有，所以我

便把我們的表情繒畫下來

陳霆謙 享受的背後 混合媒介
人類為了享受自已的慾望而去
殺害動物，取牠們的皮毛製作
手袋鞋等，又吃牠們的肉，我
籍着這個作品期望人類反思對
其他動物生命的尊重

李穎詩 放工，落雨，返屋企 塑膠彩每逢下雨天，在到了放學的時間也會出現一場混亂的場面在大街大路，大馬路上。因此我用了些輕鬆的色彩和幽默的手法表達出來

中二同學 我的同學 
金屬線

馮韻妍 人物造型-我的路 塑膠彩 

這幅作品的題目是《我的路》，

中間的是代表我，我想表達的是

對自已未知的前路感到迷網

盧淑茵 歌聲的力量 塑膠彩這幅畫是想表達出韓國的軟實力其中一種，歌聲的實力

中四學生 布蛋糕 絨布

各級 自畫像 廣告彩/油粉彩



學 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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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24/05/2015
第二屆中華音韻

音樂比賽
2A朱晨笛 中一至中三級組冠軍

09/05/2015
全港校際網上個
人資料私隱保障

問答大賽

4A陳柏恩 
4A吳錦彥 
4A吳嘉銓  
4A韓興定 
4C謝富坤

冠軍 
最具團隊精神獎

21/04/2015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5D何卓軒 銀章級榮譽

02/03/2015至
01/04/2015

第67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2C張嘉峻
三級小提琴獨奏

第三名及
「優良獎狀」

4B賴家晴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3A曾煒杰
初級組結他獨奏
「良好獎狀」

21/03/2015
香港藝術節青少
年之友傑出學校

頒獎禮
傑出學校獎

03/02/2015

香港電台數碼台
舉辦『有聲好

書』全港中學生
聲演比賽

優異獎 5B王嘉峻

16/01/2015
世茂新家園精英

培養計劃
傑出中學生獎

黎曼思
 (上學年畢業生)

8至11/2014

2014-2015中西
區滅罪宣傳創作
比賽之中文標語

設計比賽

優異獎 5E黃棨楓

優異獎 2A朱晨笛

17/11/2014to17/12/2014

66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第66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英語)

87 (Third) 4A Brian Chan

86 (Third) 4B Tandra Paulus

16/12/2014

「青苗學界進
步獎」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2013-14

「青苗學界進
步獎」進步生

2A林永楷  2B程敏聰
2B王愉龍  2C李偉倫
3A陳　瑤  3B鄭梓烽
3B李卓熹  3C梁凱熙
4A楊焯然  4B韓興定
4D陳嘉明  4D張蔓壕
5A蘇欣怡  5B區嘉泉
5B徐尚豊  5C曾偉強
5D錢家樂  5D何卓軒
6A林真真  6B劉嘉穎

6C馮嘉楹

「青苗學界進
步獎獎學金」

得獎者
6D許金泉

06/12/2014
高中應用學習獎
學金(2013-14學

年)

高中應用學習
(航空學)
獎學金

6B譚燦華

30/11/2014
「家。情。真」
故事創作大賽

護老情真獎 5A蘇欣怡

獲選為表揚
作品

6A 蒲　媛  6A李舒曼

29/11/2014
第 26 屆閱讀嘉
年華話劇比賽

獎項：優異獎
劇目：

我在伊朗長大

2A 鄭泳宜(主角)
2A陳綺婷 2A陳玥因
2A朱霖婷 2A黃珮琳
2A許懿珩 2A關欣怡
2A林凱澄 2A林珈瑩
2A劉佩芝 2A梁逸菲
2A吳詠懿 2A佘詩美

2A朱晨笛

獎項：季軍
劇目：烈佬傳

4C溫志明(主角) 
4D黎健楓  5A曾家錫
5B鄧永鴻  5B吳樹基
5C劉漢新  5C李樂燊
5C洪立志  5C方浩文

5D周頌軒

28/11/2014
「2014年香港島
傑出學生」選舉

頒獎典禮

香港島
優秀學生

張嘉煒

香港島
優秀學生

龔曉紅

23/11/2014
防火奇兵城市定

向追蹤

中學組
亞軍

5B李雅詩  5B岑海恩
5B張慧儀  5B王不凡

中學組
季軍

3A張蕊荺  3A周海濤
3A陳媛游

中學組
優異獎

5B蘇紫棠  5B楊梓晞
5B鄧永鴻  5B張敏君

日期 活動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

10/05/2015 世界田徑日 5B黃汝舟
男子16-17歲
800米銀牌

04/04/2015
全港學界跳繩

比賽2015

2C譚俊民
2C黃玠衡
3A李彥偉
3B吳樹勛
3B何聲龍
3C黃俊豪
4C簡智榮
4D梁浩揚

中學組
（團體項

目）
男子組2分鐘
8人大繩賽 - 

冠軍

18/01/2015
香港學界跆拳
道比賽2015

男子色帶12-14歲
41-45kg組別季軍

2B陳浩銘

12/2014
浪姿盃2014香
港公開冬泳錦

標賽

男子公開組
第八名

3B趙朗然

12/12/2014
慈幼英文中學
接力邀請賽

季軍

6B蕭卓維
6C李浚軒
6C趙偉濠
5B黃汝舟

07/12/2014
南區分齡
田徑比賽

女子公開800米
季軍

5B肖椅明

男子丁組鐵餅
亞軍

4C梁傑嵐

女子丙組200米
季軍

5A陳嘉晞

男子丁組鉛球
亞軍

3B陳澤森

男子丁組鉛球
冠軍

4A鄧皓樺

女子丙組400米
冠軍

5A李雅詩

女子乙組鐵餅
冠軍

6C吳依琳

女子丙組跳高
亞軍

6B陳施儀

男子乙組110米
欄季軍

6B譚庭超

10/10/2014

中學校際
游泳比賽

2014-2015第
三組

（港島區） 

50米自由泳
第十二名

3A陳漫程

50米自由泳
第九名

3A張蕊荺

50米蝶泳亞軍 3B趙朗然

100米胸泳/
蛙泳亞軍

3D林德熙

07/09/2014
中西分齡游泳

比賽

女子青年組4X50
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3A陳漫程

女子青少年G組50
米背泳季軍女子
青年組4X50米自
由泳接力冠軍

3A張蕊荺

男子青少年G組50
米蝶泳亞軍100米
蝶泳亞軍及200米

蝶泳亞軍

3B趙朗然

男子青少年G組50
米胸泳亞軍

100米胸泳季軍
3D林德熙

08/2014

2014年度童軍
賽船大會

禮帽級風帆錦
標賽

亞軍 1C朱霆峰

體育獎項



羅文彪校長致詞 頒發獎項-優異生6A蒲媛 校監韓世灝博士致詞

中五學生表演

6A 梁凱琦 畢業生代表時光荏苒，日月如梭，時光恍如白駒過隙，轉眼間六年過去了。今年是我校自創校以來第一次為中六學生舉行畢業禮，我有幸參與其中，且更能代表全體畢業生致辭，感到十分榮幸。
當晚同學們穿上畢業袍，齊集於禮堂內，從校監和校長手中接過畢業文憑，我心中不禁百感交集，頓時百般滋味在心頭，在禮台上致畢業辭時，我難掩心中的情感，更於致辭時禁不住一陣哽咽。

回想起校監和校長於畢業禮上的訓辭，我想同學們定必繼續學業，向自己的夢想邁進，同時亦不忘老師們的諄諄教誨，以梁書的校訓「仁愛勤誠」，迎接未來的挑戰。

中 六畢業禮

5B 張敏君 領袖生長

五月二十二日是我校第一次為中六的師兄師姐舉

行畢業典禮的大日子，我有幸能參與此活動，這令我

感觸良多：看著穿著莊重畢業袍的他們，我突然意識

到我離畢業的日子也不遠了，下一年此刻站在台上的

就是我們了。這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傳承禮，雖然

曾看過其他學校的傳承禮，當時只覺得那是個傳蠟燭

的環節而已，但當我有份站在台上接過師兄傳給我的

蠟燭，那突然感到一份使命感，接過的不僅是蠟燭，

更是一種責任，想必這就是傳承的意義吧。畢業典禮

是總結六年來的中學生活，也意味著師兄師姐們將邁

入人生另一個新的起點，一個階段的結束代表著另一

階段的開始。所謂學無止境，願所有的中六學長學姐

們，前程錦繡！

                
              

家長感受
Maria阮鳳儀（6A黃志華母親，本年度家教會委員）

「瀟瀟花雨落，渺渺水流聲，依依林中鳥，涓涓歲月流。」我深深體會到小兒

中學的六年生活轉眼已過，今年他在校內迎來人生的首個畢業禮，因為他在幼稚園

畢業時受沙士的影響，小學時又因豬流感襲港的原故，所以他是從未經歷過畢業禮

的，今年(2015年) ，他終於可以一嘗畢業禮的滋味了。作為家長的我，也感到極為

興奮，這次的畢業禮在校長、各老師、家長及各工友的支持及幫忙下，把首屆畢業

禮辦得有聲有色。我兒和同學們都感到非常難忘，希望以後每年的畢業禮能一年比

一年好，學生成績及品德各方面也能飛躍進展。在此再次多謝校長、各老師為學生

的所有付出。

嘉 賓 進 場

致 詞 及 頒 發 獎 項

畢 業 生 授 憑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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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梁凱琦 畢業生代表



Six years of studying in Lok Sin Tong Leung 
KauKui College may seem like a long period of 
time chunked out of your life. But to be frank, it was just like dipping your toe 
tips into that small partition of ocean on the surface, but then having to be called 'Let's head home now, it's getting 
dark out here at the shore, sweetie.' soon afterwards - it skips by, even without you noticing it.

However, in that short window of time, I have become attached to that L-shaped mansion on the cliff side, from 
though having to be transitioned from how I had cried at the time when I got my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slip. I 
felt like I was home, thanks to my teachers, my classmates and most importantly, my school, where warmth and love 
were found in my darkest swims of life.

I am glad for who I have become in this moment, because it is LKKC that shaped me in those very years - I have 
learnt ways to embrace knowledge, to give passion in things I have interests in, to love my surroundings and of its 
people compassionately and truly, to appreciate the finer details and the silver linings amongst the dark clouds, etc., 
in short - to be able live fully.

I am blessed.
That brief dip in the warm embracement has truly let me experienced the truest meaning of growing up in a 

loving home, floating amongst the other luminescent fishes that were circling around me and tugging me up to float in 
this part of the vast sea.

I saw the lights.
Therefore, no matter if you plan to be curious and just play around in the 

waters, or to excel yourself by endlessly swimming front - I still hope for you 
all, who are of LKKC, to love what you presently have, because things do not 
stay forever as they seem to be, or as you hope for.

Embrace it.
The sea is truly home, even in the dark, for as there is light beneath, 

and your shimmering stars above you.
FUNG, CHEE HIN JAISON

校 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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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豪（畢業於2012年）現於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受訓中

大家好！我是周思豪，我現正在入境處訓練學校受

訓，為期四個月。在學堂受訓，跟在學校上課大大不同。

在學校裏，有很多不同規則要同學們遵守，大家可能會覺

得很辛苦；但我要告訴大家，你們已經是很幸福的了，在

學堂裏，我要接受不同形式的體能、步操訓練，要背誦一

些有關入境的條例，還要接受戰術訓練！

現在，我每天清早五點起牀，六點半跑步，八點半開

始上課或加操；晚上十點半下課後，回到房間，便要洗衣

服、溫書、做體能訓練等，所以每天的睡覺時間，只有兩

到三小時！可能你會問，這般的訓練，你不覺得累的嗎？

我會答：「怎會不累？」不過，自我踏進學堂的一刻，我

便告訴自己：「這是你自己的選擇，選了便不能放棄！」

各位學弟學妹，在校園的日子是最開心、最快樂、最

幸福的，希望你們珍惜在校的每一天。你們也要珍惜每位

師長，他們會陪伴你走過中學階段，彌足珍貴。最後是你

的同學了，大家一旦投身社會，便各有各忙，不知甚麼時

候才能再聚了。我也曾走過這段路，我的經驗是足以作為

你們的借鏡的。

在學習方面，你們要及時努力，爭取時間去為自己增

值，你現在的努力，絕對會反映在你將來的成果上，希望

你們珍惜現在的一切吧！

區卓文（畢業於2003年）現職教師

「生命影響生命」，這是我在母校恩師身上學會的

事，也繫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從小的我只認為老師是至高

無上的「生物」，沒想過師生關係是可以這麼的走近。程

老師的調皮、杜老師的反斗，一眾訓導處老師的的教導，

總是這麼的難忘。韓愈《師說》云：「師者，所以傳道、

受業、解惑也。」從老師們的身上，我學會知識以外的人

生正道，不是單純的理論，

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見

證。正因為他們的影響，我

才當上了「人之患」。今天

的我，嘗試以自身的生命力

去感染我的學生：或一起走

訪深水埗的無家者，學習何

謂惻隱；或一起打場激烈的

籃球賽，學習何謂爭勝心。

我要繼續以生命去感染生

命！母校給我的，彌足珍

貴，足以令我畢生受用。

（博君一粲：相中嬌妻也是

在母校「尋獲」的，幸福美

滿生活由此起！）



不經不覺間小兒今年已考DSE了，在梁書的六年學習生活

也快要結束，作為家長的我也感到捨不得，我很多謝梁書校

長、老師們，永不放棄的精神對待學生，真令我佩服，由我

初初對梁書的默生到現在的肯定，我心裏有著一顆對梁書的

熱誠的心，我見証梁書的不斷進步，學生也不斷的前進，而

且也感受到梁書很有親切感像個大家庭一樣，小兒在這裏讀

書，真的獲益良多，而且也很有歸屬感。

另一方面，梁書也很關注親子活動，舉辦各種不同的親子

活動班，例如：種植、電腦，甜品，環保活動等等，很多完

化，我覺得讀書不是著重成績高低，而是要使學生健康地學

習，加強他們的自信心，而梁書就是這樣的使學生有自信地

成長學習，最後我衷心的祝梁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主席的話
家 教會

親子有機植植班
新春水仙花培植班

家長敬師201� 新春年糕製作班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在本校舉行新春交流會

親子烹飪班

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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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陳燕玲女士（家長代表）

副主席
郭德女女士（家長代表）
方美玲老師（教師代表）

司庫 麥勁明老師（教師代表）

稽核 麥少玲女士（家長代表）

秘書
李寧女士（家長代表）
劉乃鴻老師（教師代表）

康樂
阮鳳儀女士（家長代表）
何世才副校長（教師代表）

公關及宣傳
林美如女士（家長代表）
李芷珊老師（教師代表）
陳奕蘊老師（教師代表）

執委
鄭蓮琴女士（家長代表）
薩嘉峰老師（教師代表）

候補委員
侯芸女士（家長代表）
郁依玲女士（家長代表）
張銘耀老師（教師代表）

201�-201�年度 
第17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