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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17日傳來噩耗，陳麗

玲主席在睡夢中離世！要不是親耳

從校監陳耀璋先生口中得知，實在

不敢相信。太突然了！與陳主席見

面的次數不算太多，每次在大型活

動中，她一到場總會與師生家長談

談天，說說笑。陳主席外表雍容嚴

肅，為人卻是親切得很，與她接觸

多了，更感受到她性情坦率真摯。

她對學校，就好像慈母關懷愛護自

己兒女一樣。猶幸陳主席在生之年

見到她一手創辦的陳樹渠紀念中學

不斷發展及進步，在社區及學界亦

得到不少讚譽。陳主席的離去固然

令我們深感惋惜，但我們必定堅守

她的辦學理念，繼續發揮學校現有

的優勢，把教育下一代的使命延續

下去。

新高中學制將於 09年正式實

行，學校在課程策劃、時間表編

排、教師在職培訓等方面都在積

極籌備中。在教改巨輪下，同工

肩負的擔子更重，但眼見大家的專

業及團隊精神並沒有因此被磨噬，

反之，對學與教的新模式更著力探

討，對新課程的設計更積極準備，

對提升學生素質更全面投入，是以

本人深信，面對新學制，本校必能

順利銜接。

學校踏入第35年，為優化同學

的素質，今年我們以「愛己愛人愛

學校，善思善辨善求真」為年訓，

並配合每月不同主題，例如「標竿

月」、「奮進月」、「誠信月」

等，鼓勵同學好好裝備自己、努力

學習、認清目標、勤奮上進、尊己

重人，將來踏足社會，成為良善而

充滿智慧的青少年。

陳氏教育機構校董會主席、香

港寶聲集團主席、北角街坊福利事務

促進會會長、已故陳樹渠博士夫人陳

麗玲女士於2007年10月17日辭世，

享年69歲。

陳麗玲主席1960年畢業於嘉諾

撒聖芳濟各女書院，1964年獲得香

江書院社會教育文憑。大專畢業後，

陳主席擔任教師，自此與教育結下終

身的不解緣。婚後，陳主席與丈夫陳

樹渠博士一起辦學。1973年，陳樹

渠博士積勞成疾，與世長辭，但他

的理想和偉大人格感召並振奮了陳主

席，使她更積極銳意發展教育，創立

陳氏教育機構。今天的陳氏教育機

構，在陳主席配合社會脈搏，不斷謀

求發展下，已包括幼兒園、幼稚園、小學和中學，造就不少傑出人

才，為香港的過去與未來，作出鉅大貢獻。

陳主席發展教育的同時，並經營房地產及金融生意，成為寶聲

集團董事長後，不斷擴展業務，積極發展新項目。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是陳主席的座右銘，她認為當人處於

幸福境地時，應伸出援手，關懷別人。陳主席以身作則，積極參與

社會服務。透過北角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會長的身分，致力改善區

內居民福利工作。

陳麗玲主席除了推動地區福利事務，亦積極參與地區選舉，

1981至85年間，兩度獲香港總督委任為東區區議員，又於1983年獲

授太平紳士銜。1990年，英女皇頒予陳主席英帝國員佐勳章，表揚

她對地區基層的貢獻。

「一分公益金，溫暖百萬心。」陳主席自1978年加入香港公益

金，為慈善付出難以估量的力量，歷任香港公益金董事、第一副主

席、籌募委員會主席、執行委員會主席、歷屆董事委員會秘書長及

副會長等職。陳主席任百萬行籌劃小組主席時，積極推動全港市民

參與百萬行，使參與人次打破紀錄，並列入健力士紀錄大全。

陳主席由1993至2003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第九屆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期間持續向中聯辦及中央政府反映意

見，克盡己職，尤以教育相關的提案，深受重視。1996年，陳主席

獲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1997年，香港理

工大學為表揚陳主席多方面的貢獻，頒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

陳主席嚴以律己，堅毅自持，待人至誠，對屬員關懷備至，對

青年學生宛如子女。她的一生，是自強不息、發憤向上的一生；是

培育學子、提攜後進的一生。陳主席溘然長逝，然遺愛人間，她的

懿德景行，將長記並活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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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迎奧運

35週年田徑運動大會已於2007年12月

14日圓滿結束。為慶祝2008年北京主辦奧運

會，大會將主題定為「活力迎奧運，健兒顯

繽紛」。

一如往年，除了有緊湊的田徑項目外，

還加插了特別為中五、中七級同學而設的

「Adidas畢業班挑戰盾」，藉此希望所有畢

業生留下一個美好及難忘的回憶，結果5C班

以些微分數險勝7A班奪得挑戰盾。

閉幕禮由約六百名中小學生同場演出。

節目分三幕：活力迎奧運、CSK迎奧運及笑

臉迎奧運，包括啦啦隊、技巧體操、雙槓、

平衡木及花式體操表演。其中啦啦隊節拍強

勁而優美的舞姿和男子花式體操的高難度動

作，博得全場熱烈掌聲。

今年承蒙滙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女士撥

冗光臨，擔任主禮嘉賓，令大會生色不少。

葉太在致辭時一再勉勵本校師生努力向上，

不斷求進，令我們獲益良多。

健兒顯繽紛

4C 王晴正（體育學會主席）

今年的校運會，我感受良多。運動

會前的準備功夫，一浪接一浪的湧過來，

實在叫人疲累得要死。原來一個大型活動

要成功舉行，實在一點也不容易。雖然這

樣，我仍然感到開心興奮！

兩天的賽事及表演，贏得一連串的掌

聲，但掌聲過後，剩下的就是一片寂寞又

空洞的場地，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反思。我

認識到要做好一件事情，絕不可臨急抱佛

腳，而是需要事前的周詳策劃，並且群策

群力，努力拼搏才能成功的。

4C 黃政嵐（田徑隊隊長）

辛苦了幾個月，看見運動會順利舉

行，感到十分開心，同時亦十分欣慰，因

為在各項短跑賽中，隊員爭取到不少佳

績，只可惜……

「男子甲組800米最後召集」，大會

司儀說出這句話時，我的最後希望也幻滅

了—此刻我本應身在召集處準備比賽，

奈何因為錯吃東西弄至肚痛，只好留在休

息區。

800米和 1500米賽事的缺席，令田

徑隊失去長跑的獎項，我內疚得很，幸好

隊員在短跑中取得優異成績，不枉他們長

久以來的辛苦練習。但願各位隊員繼續努

力，在接下來的學界比賽全力為校爭光！

這次意外令我學會了冷靜地處理問

題，實在是一次難得的寶貴經驗。

賽後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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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基礎學習工作坊

日期：29 - 30 / 8 / 2007

主講：陳惠良先生（腦基礎教育學會會長）

為協助老師更有效掌握學生於青少年階段的腦部發展與學習

的關係，暑假期間特別邀請了全港首位腦基礎學習訓練導師陳惠

良先生，舉辦了兩天的「腦基礎學習工作坊」。透過理解青少年

的腦部發展，老師針對學生的需要，設計更有效的學與教策略。

教師減壓之「愛在中秋月圓時」講座

日期：26 / 9 / 2007

主講：洪裕發牧師

中秋佳節乃人月兩團圓之時，為協助老師減壓，我們邀請了

天樂浸信教會的洪裕發牧師到校舉行講座，講題是「愛在中秋月

圓時」，洪牧師以「愛」為分享的主題，透過講解聖經真理，協

助老師反思生命，從而強化積極樂觀的生命態度。

教師專業發展日講座及分享

日期：8 / 1 / 2008

主講：招祥麒校董、本校老師

面對新學制，惟有群策群力，為學生

建構更多多元化學習機會，照顧不同能力、

興趣及性向的學生，新高中課程才能獲得成

功。有見及此，我們匯聚老師的專業知識和

經驗，彼此交流，互相勉勵。當日的活動分

五大部分：(一)老師分享「如何透過課程

培養學生的德育素質」的心得；(二)「其他學習經歷」策略發展組簡介校本「其他學習經歷」的籌

備進展；(三)招祥麒校董透過短短二十分鐘的精采演講，分析新高中學制帶給學校的挑戰及回應，

贏得全場老師熱烈掌聲；(四)老師分享「腦基礎教學心得」；(五)各學習領域會議/分享會。

最初我參加家教會

只是想瞭解兒子在學校的

情況，後來發覺，家教會

活動不但能加強自己和兒

子的溝通，更能擴闊自己

的視野和人際關係。在家

教會內，不同背景的家

長，可以互相交流管教子

女的心得和分享生活上的

經驗，使我獲益不少。

以往我很少上台演講，當上家教會主席後，

這方面的機會多了，真是很大的挑戰！因此，每

次講話前，我不得不做足準備，兒子也會給予意

見，這樣母子關係就更親近了。將來兒子長大

後，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和事業，這種親密接觸，

自然成為美好回憶。對我來說，加入家教會，獲

得遠遠多於付出。

我很希望各位家長能踴躍參加我們的工作和

活動，並努力和兒女建立融洽關係，使我們的孩

子更健康更快樂地成長。

家長教師會

教師專業發展

我在家教會的日子
家長教師會主席 李淑芬女士

家長也「通識」
全方位學習主任 呂宇俊老師

學生怎樣能學好通識？

我認為三方面若配合得好，定能事半功倍。它們分

別是：學生的努力、教師的付出和家長的配合。

這幾年，我一直著力主持有關學生及教師的通識工

作坊，一直未有機會為家長開辦。很感激許婉芳校長讓

我有機會在學校推動「通識家長特攻隊」，但最要感激

的，是有一群家長願意參與其中，並且反應十分熱烈。

在工作坊裡，我與他們分享了「通識教育是甚

麼？」、「怎樣使學生成為通識高材生？」、「家長可

以怎樣配合？」等等。兩個多小時的課堂沒有人打瞌

睡，他們交功課時的認真態度更令我雀躍。我有一個夢

想：若每一間學校也設有「通識家長特攻隊」，那便一

定能夠讓學生更

有效和更愉快地

學習通識！陳樹

渠的家長，你們

真的樹立了一個

很好的榜樣，你

們的終身學習精

神肯定能感染你

們的孩子，對他

們將來的學習一

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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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愛心之旅 活動剪影

同學嘗試挑水做鈑的辛苦

探訪隊伍路旁休息

探訪高義村受到熱烈歡迎

陳校監代表陳樹渠博士基金會捐助母親水窖活動

「作家到校講座」嘉賓張宏艷小姐(13-11-07)

學生會主辦「與傑青對話」(30-11-07)

學生會選舉答問大會(11-10-07)

感恩節聚會(23-11-07)

數學週「計算24比賽」(22-11-07)

聖誕聯歡(20-12-07)

陳樹渠博士教育基金會一向關

心香港教育發展，適逢國內「母親

水窖」項目實施七周年，基金會十

分認同這項慈善活動的「支援西北

貧困地區，努力減少缺水人口，消

除貧困」的理念，因此資助來自廣

東、香港和台灣三地的學生前往甘

肅省缺水地區考察，藉此把節約用

水、扶助貧困、關懷同胞的精神帶

回所屬地區。

2007年11月19至24日，在陳

樹渠博士教育基金會全力支持，中

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及廣東電視台協

助下，同學進行了為期六天的愛心

之旅，行程包括甘肅省東部平涼市

靜寧縣及天水市郭川縣等山區的缺

水村落。

這次旅程共有三位中六學生參

加，分別是關鳳琼、彭庭娟及章文

杰。他們均認同此行收穫豐富：

親身體驗大西北缺水現狀，對

祖國的發展多一分理解。

以國民身份與內地及台灣的學

生一起進行宣傳工作，是一項

難得的交流活動。

加強了自己對黃河流域和西北

農村的認識，對於構建和諧社

會，減少城鄉差距有深刻的體

會。

他們又承諾，日後積極向校內

同學、家長，甚至是社會人士推廣

節約用水、保護環境及扶助貧困等

信息，已安排的活動包括向家長教

師會匯報，製作專題展覽及進行學

校巡迴匯報等。

1.

2.

3.

我的體會
6A 關鳳

今次的甘肅之旅帶給了我很多深刻的體驗和感受，深切地體

會到「幸福不是必然」的道理，也不再覺得現有的東西是理所當

然的。

6A 彭庭娟

我以前也從很多報章雜誌看過一些貧困地方的情況，但這次

親身到這些地方體驗當地的生活，感受特別深刻，讓我更能體會

窮困的艱苦。這次甘肅之旅把我短淺的目光擴闊了，真是獲益良

多。

6B 章文杰

建有「母親水窖」的村子，屋子是磚頭水泥蓋的。從村民的

衣著來看，有「母親水窖」的村子與沒有「母親水窖」的村子差

別極大。我第一眼見到「母親水窖」，就像香港的圓形溝渠，沒

想到這小小的「溝渠」竟然可以改變整條村的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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