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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02 校長的話

　　生命教育，以認識生命，尊重生命為基礎，由此成就個體生命與其他生命。

　　成就生命，建基於個人的知性與健康成長，能讓生命得以傳承。這傳承，可以擴

展至其他生命與社會層次，包羅歷史與文化，美德與品格，價值觀等。

　　本校對於學生生命教育的實踐，貫穿於各個年級，透過全校教師、各個科組，以

及善用校外資源，發展為全校參與、校本模式的生命教育。

　　多年來，初中各級施行「G4成長計劃」，包括初中各級各班配置雙班主任，中

一級教育營、種植活動；中二級外展訓練營、健康教育、跨學科專題探究學習；中三

級長者服務，撰寫生命故事，廣州考察學習。小組活動有「強者本色」、「朋輩輔

導」，輔助學生懂得接納自己，尊重他人，互相扶持，改善溝通。 

　　高中年級，包括中四級生涯規劃課程，學生可以認識不同行業，探索個人未來發

展出路；中五全級上海考察，中六全級反思營、畢業營，總結六年中學歷程，重新思

考個人所學，也要維繫師生情誼，互相支持與鼓勵。

　　個人成長，人間有情，既培養學生健康的自我，也要關顧、包容、欣賞他人，互

勵互助。至於人與環境，學校是小天地，一花一草、一樹一木，展板上的笑臉，壁報

張貼的活動證明、獲獎項目，都是學生的經歷、珍惜與肯定。近年營建的陳黃園圃，

師生熱愛種植，既要面對失收的奈何，也樂見欣欣的收成，還發揮著學生輔導與園藝

治療的作用。正在搭建的魚菜共生系統，目的不單止施行STEM教育，也在優化校園環

境，借助課堂以外的聯課教學，促進師生感情與共事的機會。

　　善用早會、周會，為學生講述生命故事，分享各項活動的參與，發揮著學科知識

以外，學生成長更需要的價值觀教育與品格塑造。

　　這幾年，組織及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活動，比較突出的，有球隊的練習與比賽，其中包括男女子的手球、籃球、排球、足球

等，絕不輕鬆的團隊訓練，校外比賽的激烈，學生面對勝利與失敗，生命態度就是付出汗水，勝不驕、敗不餒。

　　另一個範疇是擴闊視野，得助於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學生參觀各類型企業的機會多了，這是生涯教育的一個部分。從

小天地跑出課堂，有香港境內的全方位學習，加上資助學生港外的考察、留學、遊學，學生近年足跡遠至美國、紐西蘭、哈薩

克、新加坡、台灣、及內地各個省市。眼界擴闊、視野更廣；從學校看生命教育，就是歷史、文化、知識的沉澱與天空海闊的擴

充，更多的歷煉與反思，是師生共同充實與欣賞生命的歷程。

生 命 教 育 ‧ 傳 承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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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中 課 程
本校初中課程開展多元體制，通過八個學習領域的設計，既完整學生之學習範疇，也為高中學習鞏固基礎。

學習領域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普通話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數學教育 數學   

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

通識教育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科學教育

科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科技教育

設計與科技   #

家政   #

普通電腦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   

音樂   

體育 體育   

# 選修科目

 高 中 課 程
中四至中六級學生必須修讀「核心科目」，另可選擇兩個「選修科目」修讀，打破文、理、商選科的組合限制。

文憑試

課程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中國歷史、歷史、地理、中國文學、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旅遊與款待、視覺藝術、數學(單元一)、音樂(聯校課程)、體育(聯校課程)

其他

學習經歷

正規課程
攝影與錄像、流行曲創作、手機程式研發、舞蹈、造型設計、陶瓷製作、微電影配樂、

設計與科技、家政、體育、STEM教育、生涯規劃

非正規課程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服務教育、體育與藝術、職志教育(職場參觀及實習)、考察研習

班級與課程架構 (2016-17)

中一 4班

中二 4班

中三 4班

中四 4班

中五 4班

中六 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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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教 學 相 長   並 肩 同 行
　　本校的課程與教學由課程及行政委員會統籌，由副校長(課程)出任主席，教務主任出任副主席，其他委員包括中、英、數及通識教育四個學

科科主任、人文社會學習領域統籌老師，及科學及科技學習領域統籌老師。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商討課程發展及教學事務、策劃課程架構、促

進各學習領域學科的持續發展、推動多元化學與教策略、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及培養學生共通能力等工作。今期校園傳真報導中英數通史地六個

學科在上學期舉行的一些教學活動，讓大家一起回味。

漫遊南生圍
　　配合「描寫與抒情」的教

學重點，安排中一級學生參觀

南生圍。透過欣賞原野風光，

將美景化為文字，抒發對大自

然喜愛之情。

中文提升班
　　為協助中六級同學應考中學文憑考試，舉辦「文憑試綜合能力提

升班」，得到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及社會福利署「扶弱基金」資

助，參與學生豁免收費。

　　同學認為修讀提升班後獲益良多，對於中文卷三綜合能力部分的

寫作要求、用詞、格式及結構均更清楚，卷三的成績有明顯提升。

「漁村風貌」大澳行
　　配合教授中五級「南丫島」一文，讓同學瞭解大澳漁村的人情與

風貌，體會文章所述情景與感懷；並進行實景真情的寫作活動。

紙飛機
　　「紙飛機」創意寫作班由「學校起

動」計劃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聯合舉辦，透過閱讀與寫作

並行的創作理念，以及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擴闊學生眼界，激發創意，培養寫

作興趣，助其發揮潛能。

　　學習過程中，學生獲益良多，優秀

作品更結集成《文字直航》，既可展示

創作成果，亦能透過文字互相交流，彼

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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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Week – The World Around Us
英文周  -  向世界出發
The long-awaited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7th to 9th December, 2016.  Over the 3 days, 
a variety of fun and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were held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is year, the theme was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all the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around 
the theme.  For instance, the ‘Bingo Game’, which marked the opening of the English Week, 
introduced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national flags to students.  ‘Speak English Day’ 
provided a chanc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travelling experience.  
Junior form students made pen friends with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CWSF X JAPAN 
Christmas Card Writing Workshop.  There was also a Board Display introduc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cluding USA, New Zealand, Singapore, Pakistan, etc.  The sharing session of 
returned exchange students was certainly a highlight of the Fun Afternoon on 8th December.  
Wilson Tsoi (F.5B) and Katherine Tsang (F.6B) shared their one-year experience of living 
and s tudying in  USA whi le  John 
Cheng (F.6B) introduced his ten-week 
experience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The climax of the Week must have 
been the Singing Contest where student 
performances won rounds of applause.  
The champion went to a band (members: 
F.3B Leo Lee, F.5A Tommy Wong, F.5B 
Vic Hung, F.6A Jacky Fok and F.6A John 
Wu), singing the song ‘21 Guns’.  

Reading Club 
英文閱讀小組

The programme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and School Library.  It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and confidence,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competency through reading aloud.  

This fortnightly programme involves a group of volunteers from 
Harbour City reading with our students. Each volunteer mentors 2 
students.  Through this programme, we hope to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of “learning to read” and “reading to learn” to 
increase their overall capacity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This year, a total of 20 senior form students have been enrolled in 
the programme. The first meeting was held on 7th February where 
mentors and students got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ading materials selected are mainly stories with a moral 
lesson.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reading and discussing these stories 
with mentor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character-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may be instilled in 
students. 

Meeting with Mentors

Bingo Game

CWSF X Japan 

Christmas Card 

Writing Workshop

̏Speak English 

Day˝

Singing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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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同學考察花崗岩的風化

數學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課程」

　　本校獲得由九龍倉主辦的「學校起動計

劃」資助，本年繼續開設「奧林匹克數學訓

練課程」，聘請合資格數學導師，與本校教

師協作，為本校數學尖子提供不同範疇的數

學學習機會，課程以小組學習方式(10人一

班)，讓學生接受有系統的訓練，既提升學

生學習的興趣與能力，亦可鼓勵學生參加校

外數學比賽。

地理科岩石、地貌、海岸考察
　　香港雖小，但地貌多變、景色優美。

　　高中地理科學生需要學習香港的地質和獨特的地貌，因此，走出課室實地考察，對學生甚有裨益。

　　屯門是很好的考察地點。一班中六同學在本學年走到麥理浩徑屯門段，考察這一帶的岩石地質—花崗岩，看看花崗岩造成的突岩和火

山作用形成的岩脈。同學也在沿途找到不同防治山泥傾瀉的措施。

　　離開麥理浩徑，同學們走到黃金海岸一帶進行海岸考察。這裏的土地利用、海岸地貌和海岸建設也是考察重點。在海豚廣場來過大合

照，為這天的考察畫上句號。

體驗農田工作
參觀廣汽豐田車廠訪問農村伯伯

2017年3月初，地理科組織學生考察珠三角，研究當地農村生活、
工業及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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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

學 生 感 想

3B鄧月榕
　　十月在現代的中國本是個不平凡的日子，對我來說今年的十月

也許是我出生以來最大影響的一個月份：這是因為參加了「紀念孫

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內地交流計劃」活動。四天的考察活動，打從

孫中山先生為了我們的民族奉獻了他的一生，使我領悟到，也開始

想著：我要幫助更多的人，給身邊的人帶來更多幸福！在總統府，

望進總統辦公室，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張小茶几和沙發，

就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我想著孫中山先生來回踱步，每日每夜不

停的為人民費盡心思，為推翻滿清、為建設新的中國埋頭苦幹……

他的辛勞我們全都看在眼裡；他的付出，我們也心懷感激！是他將

古老的中國帶進現代，也是他的堅持，讓我們有現在美好的生活。

這就是他無私的奉獻，讓人尊敬！這些都是我們要學習的精神！國

父、國父，他真當之無愧！

　　中山陵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走進那莊嚴神聖的祭堂，不

禁令人肅然起敬！孫中山先生是我們的榜樣，是國家的榜樣，是世

界的榜樣，而也是他的無私奉獻，造就了我們現在的國家！他不只

是教科書上的孫中山，更是我們祖國的國父！

　　還有上海復旦大學，我看到了來自香港學姊的演講，她的自

信、對未來充滿信心、充滿鬥志，她愛學習，也愛啟迪潛能。是復

旦大學孕育她成長，同時，也是她教會了我，「只有自己經歷過才

能真正領悟到經驗」！為了目標奮力向前才是對青春無悔！我們對

生活充滿信心，生活也會回饋我們以希望……這些，這些，細嚼四

天南京、上海行，至今仍是回味無窮！

3B劉丞杰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境外學習，也是第一次在空中飛行，四天的

孫中山先生學習之旅，看似漫長，回望原來回味無窮！這個旅程使

我了解到孫中山先生對革命的熱愛和渴望，真的使人熱血沸騰！

　　滿清的腐敗，激起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他不但結束了

二千多年的帝王制度，還拯救了中華民族，免於被西方列強瓜分的

危機。此時此刻孫中山先生已留名於世，並且受到中國十幾億人民

的景仰，對他的妻子宋慶齡更是傾慕有加。宋慶齡不管冒著多大的

危險和家人的反對，她還是深愛着孫中山先生，付託終生！由此可

見，他們之間的愛情是多麼美妙啊！

　　來到南京，以前我對南京的印象只有「南京大屠殺」，直到親

臨這個六朝古都，我才開始覺醒！原來這裡不但有孫中山的遺跡，

還有春秋戰國、明朝和三國時代的風雲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當

然是春秋時代的古青銅劍喔！這不純是簡單的軍事武器，也反映了

我們的國家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生產技術已相當發達，見證中國的歷

史文化源遠流長，這一切都使人流連忘返！

　　我想，我們應多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還記得在上海，那導遊

講解員的一句說話，「多一點的包容，我們的眼光會看得更遠！」

這話也使我對自己有深切的認識！因此，在這四天，我們學到的不

單單是認識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跡，從他身上，從南京到上海，由

雨花台中學到復旦大學等的所見所聞，都使我這位中三學生一夜成

長，真是不枉此行！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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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揮春
　　農曆新年是我國最重視的傳統節慶！為慶祝

新春來臨，中國文化學會和美術學會合辦「寫揮

春　迎新歲」活動，讓全校師生參與，藉毛筆書

法寫揮春，既讓同學感受過年氣氛，亦承傳陳黃傳

統，弘揚文化。在此祝願各位：三羊啟泰、萬事勝

意！

曾少芸老師與一眾籃球隊精英的新年

願望！
吳凱平老師與眾同樂，揮毫賀新春！

　　19/10至22/10日，中史科老師與初中學生一行廿二人參加了教育局「薪火

相傳」平台系列：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內地交流計劃，前往南京、上海

考察交流。我們這次考察的主題是探究孫中山先生為何走上革命之路？

　　孫中山先生是家喻戶曉的革命家，他畢生致力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功勛

舉世公認。孫中山先生不但受到海內外各地華人的敬仰，在世界上亦享有崇高

的聲譽。

　　孫中山先生與香港關係密切，他是廣東省香山縣人，在香港接受中學和大

學教育，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並在此孕育革命思想和籌劃革命起義活動，推

翻帝制，為現代中國奠定楷模。

　　孫中山先生畢業後，曾於澳門、廣州等地行醫。本是知識份子的孫中山，

又有執業醫生的資格，本應前途錦繡，何解走上反清、革命之路？他的革命思

想是如何產生的？凡此種種都是有趣的課題，我們希望藉這次考察，可以從中

探究孫中山先生的人與事，從中展現孫中山先生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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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是通過不同環境來學習，如學校、家庭、社會及工作間，而從中獲得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

習經歷。教師利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配合時、地、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境，讓學生獲得在課堂以外不同的學

習機會，包括課外活動、聯課活動、課程延伸、考察交流、遊學、社區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歷等。

「 全 方 位 學 習 」

中三級廣州考察交流
　　2016年11月17日及18日中三全級學生到廣州考察學習，活動名為「廣州的國家出資、民營和

合資企業的發展」。行程主要是參觀國內不同類型的企業和到當地中學作交流。學生參觀的企業包

括香雪製藥、廣州造船廠和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而交流的學校是廣州美術中學。

香雪製藥

出發 廣州美術中學

香
雪
製
藥

在
廣
州
美
術
中
學
上
課

廣
州
造
船
廠

和
黃
中
藥



PAGE 09

一、考察簡介
　　一年一度的台灣考察又順利完結了！有別於以往以升學專題式

探究去了解台灣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本校本年度以學生的升學興趣

及意願為考察重心。由於台灣升學的個人申請報名工作於每學年

11、12月進行，本校特意帶領19位有志赴台升學的學生於11月份前

往台灣進行五日四夜考察，內容包括參觀五所受本港及本校學生歡

迎的優秀大學，所選之大學各有所長，以配合不同學生的發展。行

程中亦帶領學生體驗在台學習和生活，了解台灣學生衣、食、行方

面的狀況，並於過程中和多位在台港生交流。

二、有關台中
　　過去數次台灣考察之旅大多以台北為考察地點，然而，台北雖

然是不少港生首選之地，但消費相對略高，天氣也較多變。這次，

本校嘗試帶同學認識台中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在大學選校方

面，台中有很多知名大學，是次旅程便涵蓋了國立私立及有

開辦各科系之大學，包括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逢甲大學、

大葉大學、靜宜大學及東海大學。而在生活條件方面，台

中亦很適合學生就學。除了生活費較台北相宜外，台中甚

少天災，天氣之好更是一絕。當地同學笑說不少次強颱襲

台時，台中卻獨善其身，天氣好得可讓同學出外活動。故

此對首次離開家庭照顧，獨自升學之學生來說，是不錯的

選擇。

三、有關交流
　　這次參訪的五所大學過去曾取錄不少香港學生，所以在學生照

顧上也有一套完善基準，如去程接送、生活用品採購、學習環境適

應等。五所參訪大學中，有三所更有本校畢業生在校就學，讓本校

學生多一份親切感。在畢業生的分享中，除提及學習和生活的適應

外，更強調台灣的同學十分熱情友善，除了幫助他們適應環境外，

還會在閒暇時主動帶他們遊走台灣不同角落。這些分享，讓本校學

生更感安心。

升學考察交流團　　台灣篇

四、學生感想摘錄
6A 鍾浩文
　　　　這數天的台灣大學考察團，我們有幸遇到一位資深的導

遊，我們都稱他為鄒叔叔。他雖然有時候會很兇，但是我在他每

一句話中都聽到了一顆關心我們的真誠的心。俗語說：「好的開

始，便是成功的一半」，在數天行程中，資深的鄒叔叔都能夠把

台灣的特色、以及每一所大學的歷史鉅細無遺地介紹給我們。也

因此讓我了解書本外的台灣大學的風光，使我獲益良多，使我的

升學前路有了清晰的方向。

6A曾天賜
　　這次考察旅程讓我在不同角度認識了台灣。環保方面，是次

的考察讓我大開眼界。首先在旅遊巴裡，導遊鄒叔叔先給我們上

了一課。這一課一點也不沉悶，叔叔先請我們吃美味的草莓餡餅

和雞卷，然後一邊跟我們講解垃圾減量，一邊要我們把塑料盒收

集回收，連包裝袋子也要褶到最小才可扔掉。果然，在之後的實

地考察中看到台灣人都十分仔細地清理垃圾，可見他們的環保教

育十分全面。

　　參觀方面，雖然早在啟程前對選讀台灣大學已有定案，但

是，此程令我更了解及有具體的想法，對於所選的大學之學習和

生活環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確實有別於自己在網上搜尋。

　　最後，希望升學組老師能繼續舉辦類似活動，相信定必有益

於往後的學弟妹，幫助他們更認識台灣升學。

出發在即

要認真聽講喲！

歷
經
多
天
的
參
觀
行
程
，
最

後
來
到
台
中
有
名
的
旱
溪
夜

市
，
同
學
收
穫
甚
豐
！

同
學
對
逢
甲
大
學
圖

書
館
的
規
模
和
藏
書

量
、
多
媒
體
收
藏
量

讚
歎
不
已
。

還記得他們嗎？他們是本校去屆的畢業生：(左起)蕭文軒、劉家嘉、林瀚銘。他們都入讀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這天特別在下課後來為各位學弟學妹分享在台學習點滴

同學走在東海大學著名的文理大道上，感
受濃厚的文化氣息

全方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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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通識教育科、經濟科及旅遊與款待科

上海外灘

上
海
外
灘
夜
色

旅程前集會分組工作 出發

　　本校重視學生多元學習，甚至走出課室，向外接觸和研習。通

識教育科於本學年(2016年11月16日至19日)，聯同經濟科及旅遊與

款待科，籌辦中五全級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以增擴

學生的視野和配合學科課程上的學習(例如：通識教育科(單元三:現

代中國)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和保育、經濟科有關經濟和生活水平的關

係、旅遊與款待科的考察上海各景點)。透過旅程的親身體會，學生

結合已有的課堂知識來學習和反思相關元素；並透過觀察、訪談、

討論和反思，增加對國家的認識，提升多角度分析事情的能力。學

生須分組進行研習，藉此提升學生的研習和自主學習技能，例如學

生須在出發前進行資料搜集，在旅程中須進行實地考察和訪問，然

後作資料整理、歸納和分析，最後提交研習報告和匯報分享學習成

果等。

學習目標：

• 認識上海經濟、金融業及自貿區的最新發展。

• 認識上海經濟金融業及自貿區的最新發展； 

• 認識現今上海的城市規劃及反思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育；

• 藉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促進學生多角度

思考及探究問題；

• 透過交流、提問、討論和進行專題研習，增強學生的溝通、協作

和研習能力；

• 學生搜集資料及在當地親身遊歷，在老師的協助下發掘書本以外

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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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舊城（老城廂一帶）街頭訪問在上海城隍廟街頭訪問

考察朱家角水鄉的保育情況 考察南京路步行街在南京路步行街品嚐上海小吃

參觀上海汽車
博物館

與復旦大學學生訪談

復旦大學有關升學和自貿區的講座

在上海清算所出席講座

復旦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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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生活體驗計劃協作伙伴為協基會，計劃目的為：

　　透過服務、探訪及參觀哈薩克的學校、社區及社會機構，促進同

學深入認識和了解哈薩克的社會制度、經濟及人民生活情況。

　　透過探索古絲路國家的文化，增加同學與不同民族間的溝通和相

處，並透過親身體驗及直接交流，了解當地在古絲路至現時，當地居

民在發展的過程中面對社會制度轉變時之生活態度。

　　藉活動報告、展覽及分享會，向社區展示「一帶一路」其中國家

的生活及發展現況，促進同學思考及探索這項國策與其個人發展，以

至香港未來發展方面，可擔當的角色和責任，以及帶來的機遇和面對

的挑戰。

詳細行程
18/11 (五) 19/11(六) 20/11(日) 21/11 (一) 22/11 (二) 23/11 (三) 24/11 (四) 25/11 (五)

早

上

乘飛機往

哈薩克

阿拉木圖

探訪小學及進行

活動

如：集體遊戲、

製作小手工，藉

此了解當地學生

的生活情況

探訪當地企業及市

場，了解當地經濟

及平日人民的生活

情況。

探訪家庭

訪問當地家庭了解

平日生活的狀況

麥觀恰倫峽谷，有小

大峽谷之稱。154公里

長、深谷有150-300米

深，其中20-80米寬、

2公里長的紅色「谷中

的城堡(女巫峽谷)」。

因其險峻岩石經歷長

年的風化侵蝕而形成

怪異的砂岩雕塑而聞

名。

參觀市集或當地購物

商場，可了解當地人

民生活的情況。

乘飛機往首都阿

斯塔納。

阿斯塔納為一個

經濟特區是哈薩

克最大的文化和

藝術中心

了解青少年的生活

探訪中學及大學與

當地青少年交流、

探討發展中面對的

轉變及對生活影響

了解當地自然生

態　　參觀布拉

巴國家公園。乘

車前往位於阿斯

塔納以北250公里

外之布拉巴國家

公園，總面積超

過1平方公里有14

個湖，素有「哈

薩克瑞士」之稱 乘飛機

返香港

下

午

探訪社區：

了解當地人

民的生活情

況及發展過

程中面對的  

問題。

參觀博物館及澤

尼科夫教堂

了解當地歷史及

宗教。

麥觀迪奧高山滑冰

場，海拔1691公

尺，曾在2011年

舉辦亞洲冬季運動

會，被譽為「世界

上 最 出 色 的 滑 冰

場」。

參觀博物館及和

平文化宮，了解

當地歷史及生活

狀況。

探訪當地企業

及參觀巴伊傑

列克觀景塔，

了解當地經濟帶來

的機遇及最著名的

地標、體察城市經

濟發展

晚

上

入住旅館預

備下一天活

動

分享兩天活動之

體驗及得着

分享當天活動之體

驗及得着

分享當天活動之

體驗及得着

入住旅館，預備

下一天活動

分享當天活動之體

驗及得着

分享感想及總結

體驗

接軌絲路　　『探索哈薩克』生活體驗計劃

探訪當地哈薩克家庭

參觀哈薩克東正教堂 首張集體照，於阿拉木圖機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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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黃政豐
　　在這個遊學團中，我獲益良多，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不同

的生活習慣，若非親身前往，也不會真正了解這一個國家。

　　在旅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羊毛工藝坊，全人手製造，

用幾天至幾個月才可以造出一件羊毛製品，但才賣出百多元人民

幣，和其他名牌相比可算一毛不值，令我感歎名牌的威力，並反

思那名牌上的小小一行字是否那麼貴重呢?

5C 練雅雯
　　我在這旅程中體驗了很多東西。

　　當地的人情味，陌生人之間可以透過一瞬間的談話和小互動

成為朋友。

　　當地的慢生活，哈薩克不會像香港什麼都要急速完成，讓我

慢慢地享受這國家的事物。

　　當地濃厚的宗教文化，哈薩克很多清真寺、教堂等，能夠在

城市中感受到濃烈的宗教味道，讓我認識這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

國家。

4A 方嘉淇
　　在今次哈薩克的旅程中，我感受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是十分舒

適和節奏十分慢。

　　從家庭探訪中我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情況，原來看似生活

很簡單足夠，但其實生活也很困苦，收入也不足夠，我覺得凡事

不能只看表面。

到訪位於首都阿塔納的和平文化宮

到訪當地中學及與學生交流

參
觀
當
地
的
企
業
單
位

與當地高中學生一同上化學課

與當地的小學生作互動交流，並介紹本港情況讓
同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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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發 展

　　本校聖約翰救傷隊仁愛堂混合見習支隊一直鼓勵隊員多參與不同

類型的比賽，以發掘自身更多的潛能，並盡展所長。本學年，本隊一

如既往參加了由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所舉辦的新界少青團「隊際急救及

家居護理比賽」，以及「隊際制服檢閱及步操比賽」。在各參賽隊員

全力以赴應付比賽，並初中隊員積極打氣之下，我們有幸榮獲「隊際

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的隊際急救組亞軍。

　　除了有關急救知識及紀律訓練的比賽外，本隊隊員亦參加了香港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非撞式欖球挑戰賽2016」。這是本隊首次派員

參加是項賽事，也是隊員第一次接觸非撞式欖球這項運動，然而經驗

聖約翰救傷隊

今年參加比賽及獲獎紀錄：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新界少青團2016年「隊際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 

亞軍(隊際 急救組)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新界少青團2016年「隊際制服檢閱及步操比賽」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非撞式欖球挑戰賽2016 銀碟賽」— 冠軍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特別服務盾(藍圈) — 田鋒麟、鍾浩文

的缺乏無阻參賽隊員盡情投入比賽，且帶來驚喜，最終本隊代表更獲

得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非撞式欖球挑戰賽2016」銀碟賽冠軍的

佳績。

　　隊員的優秀表現不只是反映在比賽上，同時也反映在服務上。本

校隊員鍾浩文及田鋒麟因傑出的服務表現，以及義務服務時數達200小

時以上，獲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頒予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特別服務

盾(藍圈)表揚。

　　總體而言，本校聖約翰救傷隊仁愛堂混合見習支隊各隊員面對不

同的挑戰均能盡情投入、全力以赴，表現令人讚賞。盼望各隊員能秉

承精益求精的精神，吸收各樣的寶貴經驗，加以檢討，並繼續努力，

不斷完善自己，服務他人！

本校代表榮獲隊際急救比賽亞軍，並與頒獎嘉賓合照。

非撞式欖球挑戰賽2016銀碟冠軍隊員合照。

本校隊員正在認真處理「模擬傷者」的情況。

本校的學生發展主要由學生發展委員會策劃、統籌及監察轄下功能組別的工作，以「關愛校園 品德為根 認知

為本 多元學習」的發展方向，當中以關愛校園為首要關注項目，旨在強化有關項目在本校的發展，讓學生、老

師、職工及家長更能了解學校對構建「關愛校園」的重視，再配合其他學生發展項目，讓學生能在健康、關愛

的校園中成長。今期校園傳真特別輯錄各組別在上學期策劃推展的多項活動，讓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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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教育營
　　2016-17的中一教育營於10月３日至5日假保良局北潭涌渡假村舉行。透過不同的

活動，令學生學會自律、守規和與別人相處的技巧。活動分別由營地導師、駐校社工

團隊及班主任帶領，活動既要求合作，又著重溝通，培育學生成長。學生於完成教育

營後，在緊接的兩個多月，需出席數次的G4活動，作為中一教育營活動的延伸。
1B學生的燦爛笑容

班際競技，衝線在望

同學投入活動

G4挑戰盃冠軍1C

早操提起精神，迎接全日的活動

G4活動後，全體同學合照



中二外展訓練
　　本校注重學生的學習與學業表現，亦重視培育學生全面成

長，包括學生要善於與人溝通，培養關懷、互助及互愛之精

神。過去多年，本校獲得校董張華強先生捐助，於初中級推行

「外展訓練活動」，目的是發展學生自我照顧之能力，促進學

生間的合作性及團隊精神，從而提升個人的潛能。本年度張校

董繼續捐助本校在中二級推行是項活動，全體中二級同學皆可

受惠。

PAGE 016 學生發展

團隊協作──同學自行紮作木筏作海上探索之旅

出發前合照

訓練內容包含上山下海活動，訓練同學的
協作及自信

個
人
突
破─

─

高
台
跳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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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誓師大會

管樂團平安夜海港城表演

校長給每班頒發上課天倒數牌，提醒同學們要越加努力。

誓師！文憑試Let’s Goal!

連續5年的12月24日中午，管樂團於海港城作公開表演，
場面熱鬧。

1B班學生組織合唱團參與表演，大獲好評。

管樂團成員用心演繹每一首樂章。

同學們將「星願」佈滿天空， 祈願

摘星！

藉試前倒數、誓師儀式、校長及老師的勉

勵和同學的許願提高備試士氣。

校長給同學們訓勉及打氣。



「摺蕉啦！」紙藝工作坊
　　活動由九龍倉青年藝術大使帶領，由紙品設計組合Stickyline「摺蕉啦！」紙藝工

作坊青年藝術大使負責，學生進行參觀、導賞等活動，並在Stickyline指導下，親手摺

出一隻隻獨一無二、栩栩如生的立體香蕉模型！

仁愛堂步行日
　　每年學校會安排全體中一、二年級學生參與是次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目的是培養學

生的助人精神，以及為仁愛堂籌募經費，拓展社區、教育、醫療及康體等服務。

PAGE 018 學生發展

與青年藝術家合照

參觀藝術家的作品 同學的「摺蕉」成品

同學全情投入「摺蕉」中



PAGE 019學生發展

「乘風航」海上訓練活動　　航後感想

5C班  劉綺雯
　　經歷了「乘風航」的海上訓練，我認為自己勇敢了。記得那天，乘車時和

跳海時是兩個不同心態和心情，在乘車時都一直在想我根本沒勇氣跳下去，又

不懂游水，不如放棄吧。結果還是踏出了一步，跳了下去。跳下去才發覺，其

實沒想像中害怕，那種恐懼是自己給自己的。那天的回憶真是十分珍貴，感謝

船上每一位導師和同學。

5D班  萬偉鴻
　　經歷了「乘風航」的海上訓練，我十分成功地挑戰自己，更加了解自己。

在活動當天，令我最深刻的地方當然是跳海的環節，在最後登上船上的最高點

跳下去，真的十分刺激。但在這個「乘風航」的海上訓練中，讓我真正學會的

並不是克服自己對高度的恐懼，而是學會鼓勵身邊的同伴，因為我在來這次活

動之前只是顧自己，自己能做到就好，不會理別人的感受，覺得做得到是理所

當然的事，經過這次「乘風航」後，明白了同伴面對的恐懼，只有自己能夠克

服是不足夠的，大家一起克服才能分享當中的喜悅，鼓勵和稱讚是十分重要

的，同伴不夠的勇氣通過鼓勵來彌補，最終大家都成功地克服了，所以我十分

慶幸有來這次活動。

「乘風航」海上歷奇訓練
　　合作 欣賞 鼓勵 真心 讚賞

　　目的：藉著「乘風航」海上歷奇訓練，為同學提供一個跳出課堂的學習和體驗平台，令他們有機會去學習克服困難、學習挑戰自

我、學習與人合作等，從而讓同學瞭解自我的優點及不足之處。

　　參與同學的年級及人數：中二至中五級共29名學生。

合力揚帆起航

10米高台跳水

「空中飛人」跳水

學習駕駛快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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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課程
　　航拍，是指在飛機或其他航空飛行器上利用航空攝影機攝取地面

景物的技術。

　　同學透過認識航拍器的分類、結構、遙控裝置操控、應變技巧、

飛行指揮、維修及影片拍攝與剪輯等從而掌握航拍之工序。

　　同學於每一課堂均會接受理論與實習的培訓，以加強在操作上的

信心。學懂基本操控技巧後，同學會有機會在戶外實習，並嘗試用航

拍器拍攝，最後把影象剪輯成影片。

模擬放榜

學友社導師向同學講解選報
院校策略。

雖說是模擬成績單，派發時同學
們都顯得緊張呢！

同學們預習院校面試。

同學們按照成績預習選報院校。

藉模擬成績單讓學生預先感受放榜的氣氛、檢視自己的學習

進度並能認真地備試。

在室內學習使用搖控器──「起飛」！
降落指定位置

組員協作──
「機件組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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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號

參觀國泰城
　　當我們到達國泰城，看到門外有一架飛機，起初大家都以為是

巨型的模型；經過導賞員的講解後，才知道是一架隨時可以起飛的

真飛機呢!

　　當日, 我們好榮幸可以進入平日謝絕訪客的模擬駕駛艙, 可以看

到平日飛行員模擬練習的地方，了解他們是如何訓練的。

　　之後，導賞員帶了我們到地勤人員的訓練室，讓我們了解他們

的日常工作，更可以一嘗地勤人員的滋味。　

　　接著，我們去到空中服務員的訓練室，包括有頭等艙，商務客

位艙及經濟客位艙，可以一嘗不同客位的設備！

　　最後, 我們去到飛行員準備起飛，安排飛行路線，預計燃料的地方，讓我

親身感受飛行人員的工作及認真的態度，導賞員更不時講解他們遇上不同突

發情況的安排及應變方法，令我們大開眼界。

更正： 獎助學金與支援津貼 (33期《校園傳真》第40頁)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學生獎助學金及學習支援 70,000

 潘俊彥校董資助學生瑞士學習：酒店課程 約110,000

 張華強校董資助學生外展訓練 約100,000

　　天河二號（TH-2，英文名：Tianhe-2或Milkyway-2），

　　是一組由國防科技大學研製的異構超級電腦置放於廣東廣州

的「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用於實驗、科研、教育、工業等

領域。

　　天河二號造價達一億美元，整個系統佔地面積達720平方米。

　　天河二號於2013年6月起至2016年6月期間，被評為世界上最

快的超級電腦。

啟用時間 2013年

承建商 中國國防科技大學、浪潮集團、「863計

劃」以及「核高基」

作業管理者 中國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廣州中心

置放地點 中國大陸廣東省廣州市

架構 英特爾Xeon E5-2692，

英特爾Xeon Phi協處理器/運算加速卡，麒

麟作業系統

最大消耗功率 17.6MW （整機附帶散熱系統時為24MW）

容積、佔地面積 720平方米

內部存儲器 1,375TiB （1,000TiB為系統記憶體，

375TiB為協處理器獨佔）

外部存儲器 12.4PB

運算速率 54.9PFLOPS（理論峰值） 

33.86PFLOPS（實際峰值）

造價 一億美元

用途 科學研究

與一眾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成員在「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合照

超級電腦「天河二號」

在國泰城門外與真飛機合照

頭等艙訓練室拍攝

陳
黃
師
生
在
「
國
家
超
級
計

算
廣
州
中
心
」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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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有約嘉許禮
花式跳繩表演

跳繩強心花式
跳繩比賽

1516男子丙組足球隊奪得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冠軍
1516男丙足球決賽

跳繩強心花式跳繩比賽

花式跳繩

跳繩強心花式跳繩比賽

1617男子甲乙組足球隊比賽

足球

1617男子甲組及乙組足球隊

手球

香港手球代表隊成員
4B魏嘉婷

香港手球代表隊成員
6A陳君傑

男子手球隊代表屯門參加全港手球精英賽

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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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籃球 男子籃球

排球 健體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沙灘
排球比賽參賽球員

比賽前的打氣

校際排球甲乙組比賽_6A徐欣兒

學生發展

1516女籃學界精英賽

1516女籃學界精英賽 校友及師兄見證1516男子丙組籃球隊奪得屯門區校際
籃球比賽冠軍

1617男子籃球隊
練習情況

聖誕籃球訓營練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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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的學生有很多機會外出學習，參加很多不同類型的多元活動，例如國內考察團、國外

考察團，校內也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學校鼓勵學生一人一體藝，並開辦不同課外活動，運動方面有手球隊、籃球隊、田徑隊

等；語言方面有韓文班、西班牙文班等；音樂藝術方面有無伴奏音樂、管樂團、漫畫班等。可

謂是多元化的學習。

　　出外的交流團，國內的有雲南交流團、武漢赤壁考察團、上海考察團等；稍遠點的外地考

察團有臺灣、新加坡；再遠點的都有，例如肯亞、美國、南極、北極等。

　　而對我來說，因為學校而得到更多外出學習的機會，例如我參加學校考察團，曾去過雲

南、武漢、臺灣、甚至哈薩克。我記憶最深的是哈薩克，這個學習之旅讓我瞭解到，這個國家

和我們想像中是不一樣的。他們宗教的包容度很大，一個穆斯林國家，他們其實挺開放的，尤

其是女性，和香港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並沒有特別要求女士包裹全身，只許露出眼睛。他們

國家的時裝啊，藝術啊，都發展得很好。在哈薩克，能自由在網上查找資料，他們都很熱情。

親身到訪哈薩克，我體驗真正的熱情待客。我們參觀小學和中學，他們對我們很好奇，他們也

同樣會上前打招呼，好奇地提問。他們真的很熱情，在街上只要你上前和他們打招呼，他們都

會回應，如果他們沒事做，還會和你閒聊。

　　除了外出學習外，老師也會費盡心思在學科

內加入不同學習模式，例如最常見的分組活動；

我個人覺得數學最有趣的是分組探討，這時老師

只會教授我們簡單的公式，我們需要自己探討其

中的奧妙，這個過程很有趣，又能學到很多東西

的。當然老師會在最後教會我們所有的知識，但

過程是有趣的。這個模式令我更積極地去學習，

同時能吸收別人的長處，避免和別人犯上同一個

錯處，一起討論更有樂趣。

　　在陳黃的日子裡，我最喜歡的是這裡的活動

和老師。不用擔心學習太過於沉悶，可以自己安

排時間去參加各種喜歡的活動。當然也不需要擔

心學習，因為老師會給予很多的幫助，放學也有

研習班。老師除了是教學的好手外，也是一等一

的「老友記」，有心事可以和他們訴說，平時一

起開玩笑，感覺真的很好。在陳黃，我感受到活

動的多元化和老師對我們的愛。

5B姚燕珍

陳黃學生體會

在哈薩克回港前與車長合照

道別哈薩克，不捨地回港

參觀台灣大學

車
長
大
叔
你
好
高
啊
！

認
真
聆
聽
茶
道

　　我校的同學有很多機會參加

多元學習項目，包括交流生計

劃，交流團等，而且在政府和九

龍倉等提供津貼的支持下，讓同

學有更多參加的機會，擴闊眼

界，體驗活潑互動的學習模式，

增值自己。而作為受惠的學生，

特在今期校園傳真寫下體會深刻

的文章，作為感謝學校，尤其老

師們多年來的培育和教導。

學 生 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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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陳曼湘

參加職場影子計劃 實習生工作體驗

參加聖約翰救傷隊

在哈薩克斯坦遇上冰雪

　　之前對聖約翰救傷隊毫不了解，剛開始加入這個團體是我很隨意

的決定，然而這改變了我很多，給我很多機會。我從中一便進入了這

個團隊，讓我從升中的不適應中建立了對學校、團體的歸屬感。尤其

是全港性的聖約翰救傷隊的活動、比賽，當聽到宣佈仁愛堂陳黃的隊

伍時，讓我對陳黃學生的身份認同感猛增。學校的聖約翰救傷隊給了

我無比的榮耀和機會。在校內，開學日、陸運會、家長日等都有機會

讓我們為學校服務；在校外，我們會定期在社區中心為老人家作簡單

的身體檢查，亦會協助其他友校的活動等。

　　至於我感到最特別的校外歷練活動，非「職場影子計劃」莫屬，

由於我校跟海港城是合作夥伴，去年暑假安排我在海港城的LCX銷售

及營運部當實習生。離開學校到外邊的大公司「上班」感覺很不一

樣，儘管他們的職員都很友善，但始終不是熟悉的老師和同學，而且

每天面對不同的客人，處理他們的疑問，一段時間堅持下來，讓我在

膽量和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至今走過最遠的旅程便是前往哈薩斯坦，去年11月我有幸參

加《探索哈薩克》體驗生活考察團。從一開始對這個面積世界第九大

的神秘國度一無所知，到後來經歷八天難忘的日子，可說這是我一輩

子最特別的旅程。首次親眼見證大雪紛飛的畫面，第一回感受負二、

三十度的氣溫。這個國家的人都很熱情，雖然人少地多，卻不影響他

們國家的發展。 我最大的發現是這個伊斯蘭教信仰的國家對女性的地

位也很是尊重，她們都無需包裹全身，只准露出一雙眼睛。我從旅程

中體驗了他們國家的歷史、文化等，正正的做到了開闊眼界。

　　學校除了提供眾多的課外活動外，在平時的課節有也安排多元文

化的課堂，就像《婚禮統籌》、《攝影》、《醫護》等的課程項目，

尤其能夠讓我們學習到書本以外的知識，一個讓我們了解社會工作的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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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姿彩，振奮團隊精神；興趣班如管樂團，是陳黃最有名氣的音樂代

表，曾於香港多個商場表演。活動太多，難以三言兩語訴盡。 

　　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令我進一步裝備自己，救傷、樂理、運動等知

識，令我終生受用。在田徑隊中我培養了運動習慣，長跑訓練培養了

我的毅力，毅然面對挑戰也不會放棄，因我明白到只要堅持，難題總

會有不同方法解決。堅毅精神是我在往後職業生涯的寶刀，多難的挑

戰相信也能披荊斬棘。而音樂能陶冶性情，令我懂得放鬆，一支吉他

在手，煩惱通通拋諸腦後，我常常在音韻中想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各科的學習方面，老師們打破舊有的教學模式，借用多元化的教

具，如生物的模型等來輔助教學。隨着年級增加也革新了我們的學習

模式，老師們希望我們自主學習，務求令我們靈活運用知識；也很少

罰同學抄寫，避免給予學習效率較低及帶來壓抑感的工作。至於學生

功課，老師強調功課是自學的過程，鼓勵同學要認真完成。這些模式

有助我們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學習，為自己而

增值。

　　在陳黃的日子，我最喜歡的是一班同學

一起坐在課室上課，共同學習新知識，輕輕

愉快地度過每一日。而我感受最深的是老師

們十分著重每一位同學的將來，對我們的前

途十分緊張，平時的提點，是緊張我們在以

後的日子勿再重蹈覆轍；大聲的訓話，是訓

練我們的韌性，盼望我們這些溫室小草在往

後的職場裡能夠站立得穩，熬過困難，成為

出色的人。
武漢交流遠觀黃鶴樓

6A曾天賜

台灣考察（逢甲大學、夜市） 台灣考察（日月潭） 生物考察（米埔濕地）

上海交流

上海活動作文比賽

明日領航者之
城市遊踪

迪士尼學習活動

生物攝影比賽 聖約翰服務證書 學生大使活動（服務）迪士尼學習活動證書

服務獎

　　陳黃學生都有機會參加多元學習活動，不會因為學術成績稍遜而

失去參加資格，有時更因活動繁多而難以取捨。同學們這時便需要在

活動中作出取捨，而我的經驗是圍繞「喜歡」及「多益」兩點去選

擇。

　　課堂以外的活動種類多不勝數，可以分多方面來講述。首先是服

務方面，例如賣旗籌款、公益少年團等，我也曾參加學校最出色的服

務團隊――聖約翰救傷隊，活動包括步操、家居護理及專業的急救訓

練，是有志從事救護行業的同學不二之選，當然學習救傷知識（有基

本及成人急救）也能令人臨危不亂。不知不覺間多年來已累積了厚厚

的服務證書，令我非常自豪。

　　參觀活動範圍十分廣泛，如到訪台灣、國內及香港本地，主要是

讓同學獲取有關職業及升學的資訊。出席了各大學的參觀令我不時重

整目標，更嚮往升讀大學；考察活動範圍更廣，包括南北兩極及熱帶

雨林等，不過在本地考察地質公園已經令我獲益匪淺，讓我能認識生

活的地方，親近大自然，即使小小的辛苦也是值得。

　　交流方面，我曾透過學校舉辦的活動到過內地的武漢、上海及台

灣的台中，參觀古蹟文化，走遍當地的大、中、小學和當地學生交

流，令我了解不同地區的學習環境，自感幸運，我能在陳黃這溫馨的

校園學習。

　　運動方面，普遍的運動項目都能在陳黃參加，其中最有名的手球

隊也是我入讀陳黃的主要原因，陳黃的手球場是屯門區最標準的場

地，令這裡的學生感到自豪，各球隊有自己的宿營活動，為運動更

陳黃學生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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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的同學有很多機會參加多元學習項目，不論是自願參與還是

學校安排，包括交流生計劃，交流團等，而且得到政府和學校的支

持，提供津貼，盡可能讓同學撇除任何經濟方面的阻礙，讓同學有

更多機會參加到多元學習項目。學校在這方面的確給予學生莫大的援

助，令同學能有機會參加更多學習項目。

　　學校給予我的學習機會多不勝數，有學生會，訓練營，上海經濟

及發展探索4日3夜之旅，籃球隊、田徑隊、乒乓球隊和越野隊等等。

　　當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上海經濟及發展探索4日3夜之旅」，

在學校的大力資助下，中五級全體同學都能一同到訪上海。陣容實在

是十分壯觀，試想象一百多人以同一腳步參觀一個地方，是陳黃從來

沒有出現過的盛大活動。能與一眾好友，老師出遠門，相信許多同學

都沒有試過，而這次的活動便能完全給予我們嶄新的體驗。但不要以

為我們在活動中就只有嘻嘻哈哈的玩樂，我們事前要開會準備、做資

料搜集，最後更要提交報告。這樣令每一組都有很多學習機會，更加

強了組員和老師間的交流。不論玩樂或工作，都令我們關係更上一層

樓，對日後的相處有莫大幫助。

　　這些學習機會對我與人相處的技能有幫助，要知道多元化的學

習機會需要分組合作，共同完成報告，這類學習方式十分普遍，特

別是到大專的階段。在這些活動當中我們要和組員合作，例如分

工，開會，交流意見等等，都令我們與人溝通和表達的能力有所提

升，因此能對我們將來升學或工作有幫助，令我們面對將來社會的

挑戰有充足準備。

5A李添朗 仁愛堂籌款節目：
學習計劃研討會

「善心滿載仁愛堂」
籌備電視節目

上海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在生物科方面，我們每年都有一次戶外學習機會，中四時我們到

海下灣觀察珊瑚生態，今年我們去紅樹林考察。戶外活動能令我們接

觸大自然，親身感受大自然。空氣、溫度、生物都實實在在呈現或被

我們感受到，能喚起我們維護大自然的赤子之心。

　　在陳黃的日子，我最有感受的是陳黃的老師都對我像家人一樣，

把好的東西留給我，給予我很多學習的機會，實在令我感動。這表示

老師們信賴我，對我有期望才會把寶貴的機會給予我，所以我都盡量

不讓他們失望，希望

把每樣事情做好。另

外，老師都對我十分

關心，閒時碰見都會

互相問好，詢問我的

近況，給予我一些前

路的建議和學業上的

幫忙，更重要的是，

他們會像家人一般教

導 我 做 人 處 事 的 道

理，讓我感到學校中

每一位老師，都是我

的家人。

英文科校外學習：訪問外國人

陳黃學生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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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金 歲 月  情 深 如 許

李華欣
　　我是李華欣，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學生，興趣多元，個

性獨立。

　　2013年畢業於陳黃，獲張華強校董經濟上的支持，我可以有機會

到台灣升讀大學。

　　十分感謝張華強校董，他的助學金給予我的不僅僅是物質的幫

助，解決我部分生活費，減輕了家庭負擔；更重要的是給予我信心與

勇氣。大學生活讓我學到了很多，也成長了很多，同時，我也深深體

會到父母的艱辛。以前的學習生活，我不是幸運的，但又是萬幸的，

得到了  老師和張校董的幫助。

　　升讀大學，發覺大學有很多不同的課外活動，我曾擔任逢甲港澳

地區學生聯誼會的美宣部幹部成員、美顏社副社長一職。投入幕後企

劃，多次協辦活動，了解一個活動前、中、後該準備的工作，以及事

前縝密籌備的重要性。成為社團幹部不但豐富了我的生活，更讓我了

解到社團的運作，並讓自己在團隊之中展現價值。在過程中讓我愉快

的就是認識到不同的人。

　　由於到台灣升讀大學，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要適應新的學習環

境；加上面對學科的挑戰，中學時期我修讀的是文科，大學修讀則是

有關商科的東西。課堂上所學的都是自己重新吸收，不像其他同學般

得心應手。遠在異地讀書，深刻體會到台灣和香港的不同。剛來的時

候，老師用台語授課，連一句話都聽不懂，甚至連猜都有困難，幸好

旁邊的同學幫忙解釋重點。

　　中學時期，主要是聽從老師指揮，老師教學生是「手拉手」領著

教；而在大學提倡自主學習，上課的老師來自學校不同的院系，師生

之間接觸時間很少，只在上課時見見面，且有的課程就只上幾周課，

大量的課外時間要自己安排。

　　意想不到的事是參與了國際學生聯誼會舉辦的大型聖誕晚會，為

我大學生活中留下一段很美好的回憶。而作為一位小小美宣成員，深

深感受對於他們舉辦活動的那份熱情和燃燒的活動魂，需要良好的團

體合作和溝通，每一位成

員都很捧。更看到參與者

所表達出的參與熱情，再

次讓我們感受到辦活動的

重要、一個經過用心設計

活動的成效。這一年的聖

誕節我過得特別溫暖和有

意義。

　　由於台灣離香港不遠，每逢寒假暑期，我也會回香港探家人或約

中學同學出來吃飯見面，保持聯絡。

　　在陳黃，我遇見的每一位老師都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盞燈，老師跟

每位同學都很像朋友。在我人生路程上，母校培養了我們，啟迪了我

們，激勵了我們，在那裡我的每一天都充滿朝氣，每一刻都過得很充

實。我們今天的拼搏努力，也是為了燦爛的明天。陳黃的一班老師給

予我的不僅僅是書本的知識，也給了我做人的道理，為人處事的原

則，知難而上的勇氣和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真諦。

　　六年的歡聲笑語，六年的友情都留在母校的每一個角落。它讓我

們成長，讓我們學會珍惜，學會包容。當畢業後的我們再走進母校

時，它給我們的感覺還是那麼熟悉，不時會懷念中學時期與班上同學

玩耍、上課的日子。

　　來台灣讀大學，走出舒適圈，追尋屬於自己的方向。來到一個新

的環境，開始新的人生，並不容易。放棄了香港的生活、朋友們才來

到台灣讀書，提醒自己莫忘初衷，更不能辜負老師、家人、還有關心

你的人的支持，繼續朝夢想前進。當面對無法改變的外在環境時，可

以選擇改變自己，把握住自己能抓住的所有機會，找到人生的出路。

　　老師的安慰，給我無限的動力，很感謝老師對我的關心和各方面

幫助。

　　與眾多的大學畢業生面對同一問題，就是就業問題。先為自己訂

下一個短期的目標，未來希望能從事人資方面，在人資方面多下點功

夫。在職場上取得幾年的工作經驗，再因應工作的需要，加強進修課

程，一兩年後會再視情況考慮自己其他的技能學習安排。

中學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珍貴的平台，相信大部分校友也認同人生中的良師、摯友，大多是從中學時期認識，但大家的關係可能由踏出校園

後因工作或各種原因而疏遠。

過去十多年，網上社交平台發展迅速，智能手機通訊程式可說是顛覆了人類的溝通模式；然而，我相信大部分校友仍希望透過校園傳真這刊

物，作為對母校師長、學弟學妹保持緊密連繫，盼望人與人之間直接及真誠的互動不會被取代。今天有幸可在校園傳真寫下對母校思念之

情，藉著我手寫我心，實實在在用文字重拾以往對校園的生活點滴，讓此情細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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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浩
　　我是2012年陳黃預科畢業生邱文浩同學，現於香港大學修讀土木

工程系五年級。「大學」除了讓人聯想起「讀書」，還是一個能讓我

實踐個人目標和享受大學生活的地方。

大學生活
　　我還記得我剛剛升讀大學的時候，最大的挑戰是重新適應上課的

模式，因為大學的上課進度比中學快，而且大學老師的講課語言和派

發的筆記內容均以英語為主，與中學的學習模式大相逕庭，所以我會

於課堂以外的時間自習，甚至多些查字典彌補自己英文的不足，這

「堅持」令我很快便能夠適應了。

　　中學的生活比較有規律，然而大學的生活比較自由，每天上課的

時間都不一樣，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每星期上課的時間大概只有

18小時。因此，除了讀書外，安排好自己的課餘時間能讓自己的大學

生活更多姿多彩，而我在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中決定加入舍堂，亦是

我在大學生活中最開心的時間。舍堂不僅是一個提供住宿的地方，還

能夠讓我認識一群來自不同學系的學生，一起參與不同的舍堂活動。

當中，我參加了大學舍制話劇比賽，為我的大學生活畫上完美句號。

雖然我享受大學的生活，但這些都不及我在陳黃七年的快樂回憶。

陳黃的回憶
　　在中六時，我與另外14個同學組織學生會，目的是要推動陳黃

的校園氣氛。因此，我們多次舉辦以往未曾舉辦過的活動，例如跳舞

比賽和樂器比賽等等。另外，我最開心的是陳黃的老師每次都信任我

們，接納我們的新方案，凸顯陳黃發展學生多元才能的決心。我最大

的收穫就是一群學生會成員能夠成為我的交心朋友，直到現在我們仍

有保持聯絡。

　　除了校內活動，陳黃還給予我一個寶貴的機會，參加「仁愛堂野

外長征北極考察之旅」。這是全港首支遠征北極的中學生考察隊伍，

進行關於環境保護的實地考察研究，這是我一生難忘的經歷。

　　我能夠有個愉快的中學生涯和能夠順利升讀大學，其實有賴陳黃

的老師的扶持和引導。多謝溫金成老師，你是我的人生導師，時常提

醒我們做事要有分寸，做個醒目的人；多謝黃子瑩老師，沒有妳督促

我學習英文，我必然沒有今天的成就；多謝李絜菁老師，是妳時常激

勵我，讓我在學業上不斷進步。你們的每一句說話我都銘記於心，你

們的付出造就今天的我，陳黃就是值得我留戀的地方。

給師弟師妹的話
　　其實我在初中時成績一般，在中三

時問自己未來的路應該要怎麼走，在黃

思琪老師的指導下，定下個人目標，便

開始努力學習，學業成績也不斷進步。

幾個月後我將畢業，成為一名土木工程

師，這亦是我十年前定下的目標。所

以，不要小覷自己的能力，「目標」

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最後，與大學的學生比較，陳黃

的學生更坦誠相見、互相幫助，你們

要珍惜校園內身邊的朋友，他們將會

是你一輩子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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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穎軒
　　我是2012年的畢業生葉穎軒，現時在香港城市大學主修化學及

生物科的四年級生。希望藉此與各位師弟妹分享我在大學的生活和體

驗。

　　剛升讀大學時，身旁沒有了相伴多年的中學好朋友，我十分不習

慣。還好在畢業前認識了回到中學分享的師兄，向他請教了關於註

冊、選科、甚至日常大學生活的細節，對於怎樣適應新生活還有一定

的心理準備。我也感恩在大學一年級有機會住到宿舍裡，在此認識了

一班有相似經歷的朋友，令我很快融入大學生活。另一方面，我仍經

常跟中學的好朋友見面，因為大家都住在相近的地方，而且我們非常

了解對方，所以都願意時常見面，分享生活的點滴。

　　大學和中學生活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在於與同學和老師的相處。在

中學時，跟同學每天相見，自然地就對對方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每位

老師都有機會教導過自己，所以對老師亦有一定的認識。但在每學期

只有十三周的大學中，每個新認識的同學可能只跟他有十三次見面

機會。或許你會在這十三周內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跟相處六年的

中學同學還是差得遠。更不用講教授們了，他們每節課面對幾十個學

生，除非你主動去跟老師交流，不然十三周後他就仿如陌路人了。有

幸的是我在不同的活動和實習中認識了幾位好老師，他們亦非常地關

心學生，令我們之間多了一些聯繫。

　　在大學中得到最多的是不同的學習機會，不論是學業上、工作上

和個人成長方面。在大學第二年的暑假，我去了日本九州大學作為交

流生，了解到當地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同時認識了一班日本朋友。另

外，在教授的推薦下，我去了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室作實習生。這給

了我一個全新的體驗，更拓展了我畢業後想到外國做研究的想法。除

了這些，在大學還有很多不同的機遇，說不定會突然成為你人生的轉

捩點。

　　雖然現在已經離開中學五年了，但往日在陳黃的片段仍然記憶猶

新。當中有一起為成績奮鬥的日子，亦有一起在校內搗蛋的時光，每

一天都充滿了未知的驚喜，我珍惜在陳黃的每一天。或許我們「陳黃

人」並不是人們心目中的10A學科精英，但我肯定陳黃人在未來有著

無限的可能性。陳黃的老師不只是在發掘成績表上的你，而是未來的

你。

陳黃校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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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時間能倒退，我希望能夠

再創造更多深刻的回憶，和朋友

多幹一些瘋狂的事情，然後在相

約聚舊時可再三回味。很幸運地

我在中學找到合得來的伙伴，一

直互相陪伴到現在，而且我深信

在中學時遇到的朋友是能當一輩

子摯友的，因為用整個中學生涯

建立出來的關係並不容易被歲月

摧毀。很慶幸在中學時遇到的老

師和同學都很善良，多虧了你

們，使我在大學遇上挑戰時，也

能正面樂觀面對，而這些人事物

亦是我對中學最留戀的。當我升

讀大學時，母校給予了很多重要

的資訊，而且有很多老師都給了我寶貴的意見。

　　各位師弟妹，不要為未來擔憂太多，更不要因為害怕結果就拒絕

嘗試，我自己也是走了一條崎嶇的路才能達成目標入讀大學，所以我

認為有時一顆不願服輸的心比甚麼都來得有用，堅持自我才能勇往直

前！

廖詠蕊
　　你好，我是廖詠蕊，現於香港理工大學就讀應用生物兼生物科

技，是一位三年級生。時光稍縱即逝，不知不覺間，我已離開了母校

數年，亦早已適應了大學生活。在大學的生活十分自由，彈性的上課

時間，令我可以安排不同的事情，例如兼職和參加興趣班。我現在亦

在享受宿舍生活，不但閒時可以和朋友一起煮東西吃，也能認識到不

同國藉的學生，交流文化。

　　雖然現在的我對於大學生活早已習以為常，但回想初入紅磚大

學，還是少不免要面對一些難關。當初我面對著全英語的授課模式，

感到十分無助和害怕，因為會經常錯過訊息，甚至完全聽不懂內容。

後來我為免進度落後，每次上課前都會把講義上不認識的字翻譯，而

且不只寫下釋義，更重要是聽清楚字詞的讀音，因為這樣就可以較容

易跟上教學內容。大學與中學的生活有很大分別，第一點要明白的是

大學的講師不再像中學老師般照顧你，不會百般提點，更不會遷就學

生的進度去調整上課節奏，十分著重學生的自理和時間管理能力。而

當中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大學中不乏自私的人，例如在做小組研習

時，有些人會我行我素，不理別人意見，更有些人會坐享別人的成

果，不勞而獲，猶如社會的小縮影。儘管如此，大學生活還是十分多

姿多彩的，有很多機會讓學生去外國交流，不論是做交流生、實習生

或是義工服務，除此之外，還可以獲得很多資助。

　　回首中學，晃眼就過了六年，既虛亦實，虛在六年間似乎沒有什

麼大的作為，但實在充滿溫暖的回憶。最深刻的就是最後上課日，那

天雖然一切照舊如常，但心裹卻明白這如常正在一點一滴流逝。和同

學分道揚鑣，踏上各自選擇的道路，縱然充滿著不捨和忐忑，仍要昂

首闊步，一瞬間，蛻變成大人。

陳黃校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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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敏瑜
　　中學生活尚歷歷在目，眨眼間卻成為大一新生了。簡單介紹下自己，我是嶺南大學文學院一

年級生。我眼中的大學生活，除了頭一兩個月適應期的空閒外，接下來的日子就因人而異：如果

參加了學校團體或幹事會，難免庸庸碌碌於各種活動；即使做個低調的學子，也有可能碰上不同

性格的組員。有時過了一學期也不知道隔鄰同學的名字；有時又會訝於旁人過於用力的社交作

態，也許大學，作為社會的縮影，就是讓我們慢慢摸索怎麼和十種人打交道。相較於中學，學生

的壓力更多來自於學業上。自己也曾經歷過公開試，明白這個社會已經將考大學一途神化，令學

生不得開心顏。然而，不妨將此當作征途，關關難過關關過，有幸能夠和師弟妹共勉，每道人生

軌跡都會是將來的伏筆，所以就談不上高下之分了，盡力而為相信已是對自己、家人和老師最好

的答卷。頹敗與朝氣，始終可以還歸個人的選擇。硬著頭皮撐過去，才對得起過去的自己！最後

祝大家夢想成真！

李俊華
　　大家好，我是李俊華，現正就讀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科三年級。今次希望和各

位分享我的一些經歷。首先是關於大學，我認為在大學中，最令人振奮的是有學生宿舍

居住。在宿舍中一切的起居飲食都要自己負責，令我們可以學習如何獨立自主。學生宿

舍中，與宿友朝夕相對，結識了一群知心好友，互相幫助及度過不小難關。在大學，所

有事都要靠自己解決甚至與他人溝通合作解決，不會再有人會預先安排所有事情，讓你

平平穩穩地生活 ，亦沒有人會再提你交功課、逼你上課，甚至連考試都可以缺席，當然

代價亦十分沉重。所以大學與中學最大的分別是在於自由度，如果不能控制自己，會遇

到不少難關。但如果可以學懂自制，大學對於學生來說是一個天堂，除了讀書外，有大

量的課外活動可以參與，亦可以安排自己的上堂時間，用剩餘的時間做自己想

做的事。大學生活雖然十分多姿多彩，但我亦時常回憶起中學生活的點滴。很

掛念每天與同學在班房談笑生風，一起無憂無慮生活的日子。除了同學，陳黃

的老師們對我亦十分重要。陳黃的老師十分幽默善談，與我亦師亦友，在DSE

期間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經常在午餐時間及放學後找他們補課，而老師們亦

十分樂意及全力教導我。我最記得有一次因為找不到地方補習，我的物理老師

羅sir主動邀請我們去他的家中補習。那些原本屬他們的休息時間卻被我佔用

了，我真的十分感激陳黃老師們對學生的無私奉獻。陳黃每位老師都對教學十

分熱情及認真，這點亦是我最敬重他們的原因。所以，各位同學不要害羞，陳

黃老師們十分樂意教導你們，如果你們肯主動努力付出，及認真向學，他們絕

對可以令你讀到大學，大學絕對不是一個夢想。希望各位不要漠視了你們身邊

的寶藏，陳黃的老師有可能是世上最好的老師。

陳黃校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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