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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許婉芳校長 區巧芬副校長

黃桂秋老師 何燕萍老師

劉樹森先生 6A 畢嘉欣

6A 譚奕齡 6A 梁淑興

我們擁有三十四年歷史的學校，今年別有一番新景象。舊有的教師專業隊伍加入了新成員，添上了

新朝氣和動力;羅馬廣場換上新裝，增置了全天候音響設備和電動天幕;期待已久的新校服終於面世⋯⋯

我們的校園、教師及學生，將以新面貌、新氣象去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

今年學校訂立的三個關注事項，分別是為「新高中學制」作出全面準備及籌劃、優化學生的素質及

加強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在固有的優良制度上，學校會更堅定地發展成為與時並進、自我完善的教學

專業社群，讓同工的教學效能發揮得更理想，讓同學的自學自律自治精神更能實踐。

在這裡，我深深希望透過《樹情》，學校與家長、學生、社區有更緊密的連繫;透過《樹情》，我

們有更接近的脈搏、更相近的呼吸。

我的祝願 區巧芬副校長
本學年我們以「提升及優化學生素質」

作為全年關注項目之一，當中培養學生負責

任及尊重他人的價值觀和態度為主要的學習

重點，例如勤學、守時、有禮、關愛⋯⋯

等。開學自今，我很高興看到同學在多方面

已有顯著的進步，尤其在守時和秩序方面，

然而，還有不少地方同學需要不斷反思、學

習和自我完善。良好的品德不是一朝一夕能

培養出來的，做得好的地方，當然值得欣

喜;未能達標的更須努力不懈。深深祝願每位

同學都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耳目一新的羅馬廣場
校園記者∼6A 譚奕齡

相信很多同學都知道學校的羅馬廣場進行了翻新

工程，由本來的黯淡無色，搖身一變，成為色彩鮮明的

休閒好去處。原來是陳校監和許校長都覺得羅馬廣場很

適合進行午間音樂會或作為其他表演的場地，因此在暑

假期間為羅馬廣場進行翻新。負責工程的張偉賢老師表

示，在一個半月的施工期裏，遇到多次困難，其中「天

幕」所用的窗簾形式更是他費盡心思才找到的，加上天

幕、地台及音響工程又不可同時進行，所以時間十分緊

迫，而天雨關係更使進度延誤了一個星期。

最 後 ， 翻 新 工 程

終於在九月順利完成，

並立即舉行開幕禮。開

幕禮當天人頭湧湧，同

學、老師們都到場湊熱

鬧。首先由享負盛名的

步操樂隊奏起序幕曲，

接著是同學唱歌及花式

雜技表演，然後由許校

長及校友會主席張達明

先生致辭，並與各嘉賓

剪綵。

事 後 我 訪 問 了 當

天司儀之一─ 3A劉特

陞同學，他表示能夠擔

任開幕禮司儀，感到十分榮幸，亦是一個自己應變能力

的挑戰，因為當天準備時間緊迫，只有十分鐘寫稿。雖

然忘記了不少台詞，但仍能應付自如，所以也很滿意當

天的表現。「現在羅馬廣場保留了固有半圓形石級的特

色，髹漆色彩艷麗，又有新天幕和先進音響設備，實在

是休憩和舉辦不同類型活動的理想地方。」劉同學喜滋

滋地對「新」羅馬廣場作出以上評價。

校友會張達明主席小檔案

張達明先生是香港演

藝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首屆

畢業生，師承「戲劇大師」

鍾景輝與「劇壇教父」毛俊

輝兩位先生，曾任中英劇團

全職演員，創辦「沙磚上劇

團」，一直積極從事編劇、

導演和演出工作。

近年，他全情投入跨媒體創作和表

演藝術，撰寫過七部電影劇本，銀幕演

出多達六十部，其中舞台劇《客鄉途情

遠》和《阿Dum一家看海的日子》被香港

中文大學選定為通識教育系「香港舞台

劇研究」相關科目之必讀劇本。兩劇分

別在九二及九三年榮獲香港戲劇協會(劇

協)第一屆香港舞台劇「最佳導演獎」和

「最佳劇本大獎」。九七年更得劇協頒

發第七屆香港舞台劇「風雲人物獎」，

以表揚他在劇場上的傑出成就和貢獻。 

發刊辭 許婉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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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新姿采 校園記者∼6A畢嘉欣
本校的校服已沿用了30多年，驟眼看和其他學校的校服沒有太大分別，較為平

凡，欠缺獨特風格。故此，校監、校長、張偉賢老師及一名時裝設計師早在一年多

前已為新校服籌備和構思。該名時裝設計師Roy�Ng，從事時裝設計20多年，經驗豐

富。

新校服的特色是富有時代感，像一套行政套裝，較為吸引、時髦。整套校服的

色系偏向深灰色，再配上校徽所採用的藍、白、紅三種顏色，給人一種成熟穩重、

專業的感覺，男生的冬季校服屬西裝款式─深灰色的校褸、長褲配白恤衫及斜條紋

領帶;女生的校服屬辦公室款式─深灰長褸配白領藍底恤衫，頗為時尚。此外，新

冬季校服條子味道較強，可從男生的領帶、女生的校裙兩方面充分表現出來。

新校服的設計理念創新，款式亦相對地有特色，一改以往的單調。四位設計者

均花了許多時間和心思，務求令到本校學生更喜愛、更欣賞校服，從而增加對學校

的歸屬感。

今屆學生會選舉已順利完成。在投票前，我訪問

過候選內閣UNIQUE主席，6A班的陳子豪同學。

陳同學表示，他希望有渠道可以讓同學向學校

反映意見，所以便決定組閣參選，為同學爭取合理權

益。特別的閣名「Unique」，是代表與眾不同、獨

一無二，希望令同學印象深刻。他表示成立內閣看似

容易，實則經歷了很多的挑戰，因為最初6A和6B分

別組成候選內閣，其後雙方商討後，一致認為應讓更

多同學參與，互相交流，有利汲取不同意見，所以決

定合併。

對於如何為學生爭取權益，陳同學認為成立「民

主樹」可供同學發表對學生會、老師及學校的意見，

他們亦會舉辦文具集體訂購服務，為同學提供種種優

惠。對於被評為歷屆中最多成員的內閣，陳同學認為

是好壞參半，好處是可以廣納意見，分工更細緻，令

工作更有效率。但是「人多意見多」，往往很難取得

共識，在討論過程中，難免拖慢進度。另外，陳同學

又覺得在參選後增強了與人溝通的能力，加強了說話

的技巧，與老師亦有更多的交流。

最後，陳同學強調無論是否當選，也必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

當選心聲

6A 陳子豪（主席）

首先，必須對支持我們的同學衷心說一

聲「多謝」，沒有你們的支持，就沒有

我們這個學生會。學生會主席─一個任

重而道遠的職位。希望未來一年能夠竭

盡所能為大家服務，盡這職位該盡的義

務，不負老師和同學的期望。

6B 譚繼鳴（副主席）

很榮幸能夠成為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好

多謝各位同學對我們的支持，令我們成

功當選。我承諾未來一定會盡力為大家

服務，以報答大家對我們的厚望。我相

信一年後的我一定會學到不少組織活動

技巧，改善我的領導才能。在此再次感

謝大家給我這個學習機會。

6B 陳致銘（副主席）

雖然候選內閣只有一個，但是還要通過

信任投票，所以少不免有點緊張，不過

最後能順利當選，這點使我很開心。我

很有信心能把所有職務妥善處理，以回

報各位同學、老師和校長對我們的信任

和期望。

6A 畢嘉欣（副主席）

能夠擔任學生會副主席，我感到非常榮

幸。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我們必會盡

心盡力為同學爭取更多福利，絕不會辜

負大家對我們期望。

6A 黃靜汶（副主席）

我很榮幸當上了外務副主席一職，在當

選前用了許多時間準備，最終順利當

選，我覺得非常開心。我定必盡力做好

本分，不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政綱

福利

‧加入「學生福利聯盟」

‧成立「民主樹」 

‧爭取41M小巴增加班次 

‧食肆外賣訂餐折扣 

‧文具集體訂購優惠 

學術

‧「貧富宴」

‧聯校交換模擬試題

‧聯校中、英語會話訓練

‧壁畫設計比賽

‧舊書義賣

康樂

‧萬聖節化裝派對

‧秋季旅行

‧Funfare 賣物會

‧聖誕師生歌唱比賽

‧情人節歌曲點播

內閣成員

主席 6A陳子豪

內務副主席 6B畢嘉欣

 6B陳致銘

外務副主席 6A黃靜汶

 6B譚繼鳴

財政 6A車鴻意

文書 6A鄧翠雯

宣傳 6B李佩雯

 6B黃彩媚

福利 6B許東玲

 6B黎家慧

 6B方啟發

學術 6A陳靜雯

 6A歐陽海威

康樂 6A蔡嘉寶

 6A朱楚敏

 6A謝澄汶

總務 6B符誌仁

 6B曾翰華

新一屆學生會「UNIQUE」
校園記者∼6A 梁淑興

投票前的答問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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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婉芳校長(中)在歡迎會上講話 在葉啟明主任指揮下，步操樂隊落力演出

與光明中學同學一同上心理課

「光明之旅」上海學習交流團
為了慶祝姊妹學校上海市光明中學120週年華誕，本校由陳耀璋校監率領師生代表及步操樂隊共二十五人

於十月二十六日出發，前往上海出席慶典。代表團成員包括許婉芳校長、區巧芬副校長、葉啟明主任、黎瑞

晶老師、梁建成老師、錢建榮老師、四名學生代表及十四名步操樂隊的隊員。

團員攝於上海音樂廳

此次出訪，成果豐盛，不僅促進了兩校新領導層的認識，本校步

操樂隊在慶典上優異的演奏，更獲得在場嘉賓的一致好評，提昇了本

校在內地的知名度。而同學們在這次出訪中，能與光明中學的學生一

同上課，取得一次難忘的經驗。此外，藉着這次活動，許校長及區副

校長更制訂了兩校日後的學術交流方向。十一月十六日柳澤泉校長將

率領上海九名特級語文教師來港與香港教師進行交流，屆時本校將聯

合友校及卓越教師協會攜手招待;區副校長也計劃與光明中學德育組老

師加強在學生德育工作上的交流。

在繁忙的交流活動中，學生還有機會遊外灘及乘坐磁浮列車，親

身體驗上海的最新發展，實在獲益良多。

是次交流活動十分順利及愉快，全體團員在十月二十九日回港。

2A 譚金洪 我們很榮幸可以到上海，途中參觀的景點很多，包括宋美齡故居，上海灘和城隍廟等，我們
還到上海市光明中學與當地學生交流，真是十分幸運。

 宋美齡故居和城隍廟是歷史遺址，讓我們知道當地的歷史建築風格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到現
在，上海最著名的現代化建設是東方明珠塔，她高四百多米，外觀非常美麗，與當地的歷史
建築物相映成趣。我感覺上海差不多每年一小變，數年一大變，難怪上海經濟那麼繁榮，堪
稱為中國東方的一顆明珠。

2E 謝沛錢 今次我有幸參加上海交流訪問團，使我非常興奮。這次交流令我知道上海學生的學習風氣，
他們比香港學生更守規則，除了上課時非常留心聽老師講課外，也很主動發問及回答問題，
對比起來，香港的學生實在遜色多了。

 我們還有幸品嚐上海地道小吃和參觀上海著名的外灘及城隍廟，真使我們大開眼界。此外，
上海的繁華絕對不比香港遜色，我認為她非常有資格成為國際金融城市。

2B 黃福京 這次我很榮幸可以代表學校到上海市光明中學當交流生，我受益匪淺，眼界大開。到了上海我才發覺上海比想像中來得要好。

 上海的確是「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巨變」，其中以磁浮列車和黃埔外灘的景色最令我動容。磁浮列車每小時高達413公里的速度實在快如閃電。
而上海灘的璀燦更不言而喻，可媲美維港。經過幾天的所見所聞，我明白到今天的上海已經甦醒過來，抖擻精神。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見證著這個當代中國最大繁華城市的生活特色。一方面，摩天大樓聳入雲霄，光彩奪目的百貨公司，向追求時尚的精英階層
敞開大門;另一面，老人乞丐、流鶯和窮人卻聚集其中。上海，確實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城市，也是貧富懸殊的城市。

 這次上海次行，我們聽了一堂心理課，這是一堂意味深長的一課，主要教授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法，在觀課期間，我發覺當地學生的確勝人一
籌，因為他們上課時很專心，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而且能夠積極舉手回答問題，這種學習態度實在令人敬佩!

 上海和香港這兩顆耀目明珠，但願能永發異采，閃耀神州大地!

3A 劉特陞  我要先感謝許校長、區副校長及各位隨團老師，她們給我這個到上海交流的機會，使我大開眼界。校長及老師們對我們的照顧也無微不至。

 香港和上海都擁有共同的歷史源頭，也各有自己的歷史。1842年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香港及上海同時開埠，展開了近代史的新頁。不過，香港
被英國人佔領了一百五十年，成了殖民地;上海則被列強宰割，劃分成不同國家的租界。雖然各自走過不同的路，但1997年後，香港回歸祖國，
香港、上海又走在一起。過去的是沉重的回憶，今天是努力奮進的機遇。

 我盼望滬港兩地能攜手為國家的未來發出熱和光。

3B 吳艷萍 這次的上海交流之旅令我覺得十分充實及富有意義。

 我們參觀了上海著名的外灘，欣賞到亞洲第一、全世界第三的高塔。雖然是隔江遙望東方明珠，但我也能感受到她散發無限的魅力，她那燈火輝
煌，流光溢彩，深深地吸引著每位遊客。除此之外，一幢幢異國風格建築的大樓也替外灘增添多一份的色彩;「新天地」也是一個具上海歷史文
化風貌的都市旅遊景點。由「石庫門的建築舊區」改造成國際水平級的餐飲、商業、娛樂、文化的休閒步行街，那裏具有現代風格的主題餐廳及
酒吧，令我享受到上海另一番熱鬧風氣。雖是欣賞過那麼美的現代建設，但我還是最愛那清幽的「愛廬」。雖然我只是看到由蔣介石刻成的「愛
廬」二字，那鮮紅的二字鐫刻在一座山石上，在樓前的花園裏。我十分羨慕宋美齡能夠有一個這麼幸福的人生。

 除了參觀上海的名勝地方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我們的姊妹學校─光明中學上了一堂心理課。心理課的目的是替學生減掉生活上的壓力。
那裏的學生上課時十分積極和投入，他們樂意跟我們分享學習感受，令我獲益良多。

 上海，那裏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學習之旅。

4B 曾棱尉 這次上海之旅共四日三夜，實在令人回味。最初我懷著忐忑的心情踏上飛機，還擔心會因言語不通而不能隨心所欲地交流。不是!當我們到達上
海後，這些疑慮都一掃而空。

 我們在上海數日，已體驗到姊姊學校上海市光明中學好客友善的一面，而且對方都能用普通話和我們溝通，那裏的老師和同學均熱情地接待我
們。我們看見他們全校上下都忙著為校慶而工作，仍不忘招待我們，真令人感動。再者，看見他們為校慶認真熱誠地演出，那份投入感實在令人
佩服。

 這次交流具有深厚的意義，希望將來能再次探訪姊妹學校的師生們。

陳耀璋校監在光明中學校慶典禮上致辭  

團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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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通識教育科
近年，整個教育界均為籌備2009年新學制的銜接工作而

密鑼緊鼓，特別是今年的中一學生將是新學制的第一屆學生，

故本校的通識教育科亦因

此應運而生。藉着每兩個

循環週一節的課堂，利用

小組教學，引導學生研習

時事，同時亦希望建立學

生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

在過去兩個月，本科已開

展 了 三 個 學 習 單

元 ， 分 別 是 「 鍾

欣桐事件」、「迷

網 」 及 「 自 強 不

息」。學生高度投

入各項教學活動，

如 角 色 扮 演 、 討

論、答問等，充分

發揮他們的思維及

表達技巧。

與名人對話∼高永文醫生
由學生會主辦的嶄新活動「與名人對話」，十一月七日

於羅馬廣場打響頭炮，邀得醫院管理局前行政總裁高永文醫生

出席。透過一小時的「自述」及

「答問」兩個環節，大至「沙士

事件」期間承受壓力最終辭職的

感受，對香港醫療體制的回顧前

瞻;小至成長背景、讀書心得、

時間分配，高醫生無不娓娓道

出。活動完結時，高醫生勉勵同

學「要培養對祖

國的認同感，要

肩負對國家的責

任感」，當頭棒

喝之餘，更贏盡

在場師生的掌聲。

教師
  減壓工作坊

新學年開始，正值教育改革進

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教師面對的壓

力真不少!有鑑於此，教師專業發

展組邀得從心會會長吳思源先生為

教師主持了「減壓工作坊」，目的

為協助教師有效地處理壓力。當天教師除了學習如何化壓力為

動力外，校園福音團契的一班基督徒學生更獻唱詩歌為教師打

打氣，當中表達了對教師的感激和敬意，不少教師表示感動及

欣賞。此外，當天剛剛是中秋節前夕，教師們聚首一堂慶祝中

秋，樂也融融。

中西樂欣賞會

學生正在舉行論壇，透過不同的角色去表達對
「鍾欣桐事件」的看法

活動剪影

新設計的路線圖，
配 合 新 購 置 的 繩
柱，整體秩序井井
有條，購買食物更
快捷有效

敬師日同學向
老師致送鮮花

國慶日「認識祖國」早會 

中一新生家長晚會

學生領袖訓練
工作坊

崔日雄先生為中七同學講
解「聯招」策略

小食部
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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