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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 許婉芳校長

36週年田徑運動大會

許婉芳校長  區巧芬副校長

丘光遐主任  葉啟明主任

劉國禮主任  黃桂秋老師

賴燕萍老師  馮潔瑜老師

曾達輝老師  林秀娟老師

這是一個變革的年代，舉世皆是。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成功當選了，他在整個競選活動
中都以「改變」作口號，對於不滿現況極度渴望求變的美國人，很自然地投下了期盼的一票。奧巴馬強
調「改革已降臨美國」（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在地球另一方的香港，改革何嘗不是進行得如火
如荼？

教育局自2000年起，在課程、評核及入學機制三方面推行重大改革。教育界同工對「教改」由當初
的疑慮、擔憂、無奈，至今已逐漸消化掌握，準備落實，其間老師不斷接受培訓和進修，校內無間地舉
辦交流及反思活動。半年後，「新高中學制」將正式登場，研討會、工作坊、發佈會⋯⋯排山倒海般把
我們壓得透不過氣來，但我深信，不管制度及模式怎樣改變，我們始終如一的信念是不變的：一切以學
生為本，讓他們在自由開放的氛圍、充滿和諧關愛的環境下學習及成長。

以「積極人生」為主題的3 6週年田徑運
動大會， 12月 1 1至 12日假深水埗運動場舉行，
教育局學校行政及支援分部首席督學李少鋒先

生擔任主禮嘉賓。全場焦點所在，是頒獎典禮
上的綜合操表演。在歌曲《一事無成》及音
樂《Everyone is  No.1》配襯下，女同學婀娜
多變的舞姿，男同學高難度的體操動作，合力
演繹出凡事不要氣餒，最終必會成功的主題思
想，獲得現場賓客一致好評。

比賽成績

全場總冠軍 黃　社

男子團體冠軍 黃　社

女子團體冠軍 綠　社

男子甲組冠軍 吳庭威（5B）

女子甲組冠軍 江詠詩（7A）

男子乙組冠軍 葉建宏（3E）

女子乙組冠軍 黃苑姍（4E）

男子丙組冠軍 嚴啟華（2D）

女子丙組冠軍 葉可茵（1E）

男子丁組冠軍 李明輝（1A）

女子丁組冠軍 黃惠寧（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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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再添殊榮

本校辯論隊參加了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的「性別觀
點」辯論比賽，獲得亞軍。

「性別觀點」辯論比賽共有32間學校參加，賽事在去
年 10至 1 1月間進行。本校6A張俊傑、古奇岳、岑家麒、溫
美儀及3A畢超玲同學表現優異，在多場賽事中勝出，張俊
傑和溫美儀同學並獲「最佳辯論員」獎項。決賽在 1 1月28
日於奧海城二期進行，當日本校有80多位師生觀賽打氣，
氣氛熱烈，充分體現團結一致的精神。結果本校獲得亞
軍，獲頒獎學金五千元及獎杯。

辯論組顧問陸倩民老師與參賽同學並於 1 1月9日及2 3
日，兩度出席新城知訊台教育節目《越學越強》，討論
「港鐵應否設立女性車廂」及「合法性行為年齡應否降
低」。節目內同學觀點有理有據，從容應對，予人好感。

透 過 辯 論 比

賽 和 參 與 電 台 節

目，本校同學從性
別角度深入探討和

反思不同的社會議

題，獲益良多。

從張建宗局長手上接過獎杯

「羽輕情重」
 服務學習計劃

生活通識科去年得到「匯豐銀
行社區慈善基金」贊助，推行「羽
輕情重」服務學習計劃。此計劃配
合校本專題研習，於中二級實施，
內容分三部分：首先是安排學生、
家長義工和老師一起探訪區內長

者，並為他們清潔家居，藉以讓學
生了解長者的生活概況、面對的困
難和需要；其次，學生須就自己對
長者的關注點探究，提出改善他們
生活質素的建議；最後是呈交書面
報告給區議會跟進。

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王惠欣 朱萬淇 陳堃亮

1B 梁國滔 羅菀瑁 黃惠寧

1C 葉本達 區建驄 李思珏

1D 李業祥 倫柱均 馮熙敏

1E 梁志豪 陳奕希 羅慧怡

2A 任咏儀 黃穎瑩 柯偉義

2B 黃曉冰 張卓敏 張嘉敏

2C 張成浩 何傑森 陳靖邦

2D 吳梓揚 劉遠明 潘佩珊

2E 龐彥琮 楊梓岳 張嘉輝  

3A 易　泰 高寶欣 羅雅文

3B 徐偉杰 羅子傑 王佩儀

3C 陳善敏 畢超玲 梁石麟

3D 陳祉婷 曾鴻標 侯嘉杰 

3E 鄧安晶 黎詠欣 施朗妮

4A 藍　天 周漢敏 葉妙萍

4B 劉柏通 鄭德豪 張惠婷

4C 黃嘉華 黃福京 潘宇航

4D 黃莎莎 游志龍 何海堅

4E 陳瑞琛 陳恩淇 侯家盛

6A 岑家麒 黃祖兒 林芷雯  

6B 楊　梅 張沛欣 沈健龍

「性別觀點」辯論比賽決賽

　我的領益
陸 小 萍 ( 2 A )— 我覺得活動很有意義。我站在椅上替婆婆清潔
時，發現櫥櫃滿佈麈埃，我要伸直身子踮着腳跟才可以把櫃內物品
取出來，相當辛苦。由於婆婆行動不便，我給她清潔櫥櫃是很有用
的。櫃內的食物很多都過了期，有些甚至過期達五年之多。她看見
我們送給她的東西，十分快樂。

林　虹(2A)—探訪獨居長者後，我感到很開心。替他們清潔，
對我來說只是一件簡單的事，但他們卻表露出非常感激的神情。這
個活動讓我更了解獨居長者的需要，就是子女的照顧和關心，以及
更多的政府資助。我覺得他們很堅強和獨立，他們一再強調做人要
自強不息。

馬寶明(2A)—參與這個活動後，我了解到一個人居住的寂寞；
沒有親人關心，生活原來真是很艱難的。他們需要自己解決種種問
題，例如身體不適時仍要獨自一人到醫院看病。我的體會很深刻，
希望日後可以多些關注長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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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Up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has been created in our school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There are many English 

activities such as Youth Weekly Programme (反斗英語), Lunchtime 

Chat, Song Dedication, English Games, English Speaking Day and 

Thanksgiving Day celebration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More-

over, interesting storybooks, DVDs of the most recent films and 

English board games are available in our English Corner for stu-

dents to enjoy. Such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can help to boost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心得˙體會

English Speech
Congratulations to the winners of the 60th Hong Ko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This year, 47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

titions and they were awarded a total of 6 big prizes, 30 certificates 

of merit and 9 certificates of proficiency.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the Speech Festival as it was a great chance 

for them to enhanc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Let's join it and be 

the winners next year!

Winners and their teachers

Thanksgiving Day

腦基礎教學法

學校為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能

力，一向致力教學新方向的探索。07
年暑假，校方為全體老師安排了一
次長達兩天的「腦基礎教學法」工作
坊。本年度，我們得到柏立基爵士信
託基金的贊助，再為老師安排多次的
培訓工作坊。自07年至今，我校每位
老師都已經接受了超過三十小時的相

關培訓，不少老師已於課堂上實踐所
學。

我們當中四位老師參與其中的

先導計劃，率先於課堂上運用「腦基
礎教學法」。導師透過觀課及交流分
享，進一步鞏固老師運用「腦基礎
教學法」的能力。藉著先導老師的經
驗，我們往後的日子將進一步於校內
推行此高效能的教學新法。

「腦基礎教學法」工作坊

賴燕萍老師—常言道：「活到老，學到老。」已有十多年教學年
資的我，沒想到去年又學到一種新事物—「腦基礎教學法」。我驚豔
於它的強效與多變，主動參加了學校為我們安排的先導計劃。經過課
堂多次的實習和兩次的觀課後，我大致能初步掌握這種全新的教學法。
但愈用得多，愈用得深入，遇到的困難就愈大，挫敗也愈多—總把我
往回頭路上推。但是「腦基礎教學法」是有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基礙的，
藉回饋與反思就可以找出課堂設計的好壞，再一步一步把課堂的流程改
善。不服輸的心驅使我想學得更深入，想學到更多的技巧。幸好先導計
劃仍在進行中，希望我能多向導師學習，能於課堂上實踐所學，更熟練
地運用所學的技巧，進一步優化教學。

吳啟昌老師—畢業後，人生走向另一個階段，從有考試範圍的校
園，到沒有固定評估標準的職場，我碰到的挑戰是挺多的。面對新挑
戰，我覺得唯有不斷進修，才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路，最大地發揮我的
才能，貢獻社會。這一年，我有幸有機會接觸到「腦基礎教學法」，它
開拓了我的眼界，使我對教育有另一層的體會。

林國修老師—在教學的生活中，有一些問題常在心中：學生學到
甚麼？學了多少？怎樣可以知道學生的學習成果？人是怎樣學習的？在
甚麼情況下人會學得更好？⋯⋯

這一兩年間，我接觸了「腦基礎教學法」，經過多番的嘗試與實踐，當
中有成有敗。

成功的是：我知道了在甚麼情況下學生會學得更好（自己的子女亦然），
老生常談的鼓勵、肯定、讚賞，是有效的方法；而較新鮮的看法，如為學
生建立室溫適中的環境、讓學習者感到安全，鼓勵學習者身體肌肉的參與
等等，原來也十分重要。我也知道了怎樣能即時知道學生學到甚麼或學了
多少，可以利用口頭或肢體方式表達，讓全班同學參與等方法，都令我很
有得著。

受到挫敗的是：要精準掌握「腦基礎教學法」技巧的要點並不容易，勉強
施行而令教學流程變得生硬的經驗不下於一次。古語有云：「失敗乃成功
之母。」我希望繼續累積各種經驗，務求教得更好，讓學生學得更好。

Miss Louisa Chan—Using Brain-based Learning in the English class-
room is a new experience to me! I hadn't heard about this approach when the 
school first introduced it to all the teachers. I was doubtful about the benefits 
of Brain-based Learning to students until I tried it in my classroom. Actually, the 
Brain-based learning strategies get students more engaged in the lesson, and 
therefore learning becomes more effective and fun. No matter what techniques 
we use, the aim is to motivate our students to learn. I am sure I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these techniques in m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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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為了擴闊同學的視野，放眼神州大
地，本校於08年12月19至24日，參
加了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
員會贊助的「泉州與客家土樓學習
之旅」。

考察團共有二十五位同學，由
葉啟明主任率領，隨團還有陸倩民
老師和中國教育服務中心的三位領
隊。同學們入住客家土樓，親身體
會農家生活。

多元化的行程活動讓同學學習
書本上學不到、摸不到的事物。在
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同學認識到
中國古代航海科技的偉大；開元寺
裏不同宗教的遺跡，給同學上了一
節生動的宗教歷史
課；小組討論、手
工藝工作坊、話劇
表演和與當地學生
交流等活動，亦為
同學增添寶貴的學
習經驗。

六 天 旅 程 很
快結束，但我們深
信 這 次 遊 學 之 旅
不是終結，而是起
點。

08年8月 1日是天文愛好者的重
大日子，當天七時許在中國中部和西
北方可以看到日全食奇景。本校聯同
伯特利中學合辦「新疆日全食歷史文
化學習團」，在7月27日至8月4日期
間到甘肅和新疆參觀和學習。我校32
位同學沿途遊覽蘭州炳靈寺、敦煌莫
高窟及鳴沙山、吐魯番火焰山，以及
烏魯木齊南山牧場，不單一覽祖國壯
麗的山川景色，更體會到中國文化源
遠流長的風貌，不同省份少數民族的
風土人情。

團員帶同精良的天文望遠鏡和

濾光設備，在8月 1日到達伊吾葦子
峽官方指定的觀測場地。當地天氣
酷熱，但無損同學期待日食降臨的
熱熾心情。同學對日食奇景無不讚
嘆，全食來臨時更與在場的中外人
士一同歡呼。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同學不單大開眼界，也上了人
生寶貴的一課。

伊吾葦子峽觀測場 日全食奇觀 壯麗的天池

泉州與客家土樓學習之旅

土樓建築特色—北斗七星陣

與曲江中學學生交流 宋代商船遺骸

旅後反思

團員感想

吳易晉(2C)—這個考察團對我意義重大，因為福建泉州正是我的家鄉，
這次旅行正可以加深我對故鄉的了解。

我們參觀過不少地方，例如開元寺、海上交通博物館、安踏鞋廠和客家土樓
⋯⋯，還認識到不少歷史人物的事跡，如鄭成功、鄭和、戚繼光等。而我最
喜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居住在客家土樓，因為它確有特色，而且農村空氣
很清新。每天起床時氣溫只有幾度，我從沒經歷過這麼寒冷的清晨，幸好有
滾熱的白粥和煎蛋做早餐，整個人都溫暖起來。

說到食物，福建的風味小菜果然不錯，那幾天最好吃的就是梅菜扣肉，肥瘦
適中，口感很不錯；還有客家土樓的特產麥芽糖和番薯糖，我買了幾包帶給
父母。  

黃映霞(3C)—我們參觀過海上交通博物館和鄭成功銅像，又騎單車去看土
樓，雖然天氣很冷，我們仍努力往前踏。到了洪坑土樓民族村，這是我第一次看
見土樓，樓中有很多人居住和做生意。土樓不是私人擁有的，樓中築有兩條木樓
梯供居民上落出入。我們又去過一間中學交流和玩遊戲，十分快樂。

袁東信(3C)—泉州的導遊很好，他為我們一一介紹當地景點，令我們更
了解泉州。那間酒店算是不錯了，洗澡設備卻很差，水勢很弱，早餐也很難
吃。我覺得土樓並不好，那裏的地板很薄，在自己房間大聲說句話，樓下的
人就會聽到。我覺得最開心的是和可以一些不相識的小學生溝通。

蘇澤康(3C)— 這次泉州之旅並沒有使我對中國文化有了非常深入的認
識，但透過與內地學生的溝通交流，卻令我說普通話更有自信。我最喜愛
的活動是小組討論，因為這種學習方法比較互動，可以加強我們的溝通。此
外，我的組長很有領導才能，值得學習。

最值得一看的是客家土樓。它構造特別，有好幾百年歷史，北京「鳥巢」的
設計也加入了土樓的元素，值得我們遊覽。最不感興趣的是伊斯蘭寺，因為
伊斯蘭教不大普遍，它複雜的歷史我也不認識。

新疆日全食歷史
文化學習團

方煒壹(3E)—在敦煌莫高窟，我們見到珍貴的國寶。千多年仍迄立不倒
的佛像，反映中國古代建築技術水平之高。到新疆遊覽，簡直就是在上地理
課，我們體驗到巴里坤的潮濕、火焰山的乾燥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

八月一日，我們終於有幸一同欣賞日全食。這是我見過最壯觀的天文現象，
令我對天文學產生強烈興趣。回港以後，找來了有關黃經、星座及月球的書
籍來看呢！

黃敏堯(4A)—這趟旅程是令人難忘和驚嘆的。我們到達伊吾葦子峽，經過
漫長的等待後，終於看到日食！耀眼的太陽瞬間被吞沒了，微弱的火星、木
星映入眼簾，那一刻的震撼至今不能忘懷。寓學習於遊樂，我學會不少天文
知識。

劉特陞(4C)—記得一個清涼的晚上，跟老師和同學在烏魯木齊的大街上吃
剛烤好的羊肉串。還有一個晚上，大概十一時許，我們還在旅遊巴上。我迷
迷糊糊的張開雙眼，窗外所見的不是高樓大廈，也不是荒漠原野，而是一望
無垠、掛著無數發亮星星的天空，間中有流星劃過，星星的閃爍似有規律，
配襯毫無光污染的漆黑晚空，彷彿到了地球以外的國度，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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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體  育

校際比賽獎項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三組  冠軍  鄒梓琦（3A）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三組  冠軍  劉雪盈（3E）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三組  冠軍  梁浩昌（3D）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五至中七組  冠軍  吳小敏（5A）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六、中七組  亞軍  吳浣曦（6B）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五組  亞軍  吳小敏（5A）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三組  亞軍  徐偉杰（3B）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二組  亞軍  黃烺熙（2C）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四組  亞軍  張穎欣（4C）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四組  亞軍  陳恩淇（4E）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一組  亞軍  鄧詠茵（1C）

英詩獨誦女子中六、中七組  亞軍  譚斯朗（7A）

英詩獨誦女子中五組  亞軍  陳樂婷（5C）

英詩獨誦男子中三組  亞軍  陳嘉駿（3D）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四組  季軍  張惠婷（4B）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六、中七組  季軍   岑家麒（6A）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六、中七組  季軍  區俊傑（6B）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三組  季軍  鄒梓琦（3A）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三組  季軍  邱秋林（3A）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二組  季軍  麥淑賢（2C）

二人朗誦粵語中三、中四組  季軍  張惠婷（4B）

  蕭文琪（4B）

二人朗誦粵語中一、中二組  季軍  陳鎵豪（2C）

  張智華（2C）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一、中二組  季軍  吳淇軒（2C）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五至中七組  季軍  譚結芳（5E）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一、中二組  季軍  張智華（2C）

英詩獨誦女子中四組  季軍  郭奕伶（4E）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季軍  羅菀瑁（1B）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季軍  黃嘉敏（1C）

婦女事務委員會全港中學生

性別觀點辯論比賽

中學組  亞軍  本校辯論隊

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粵語或普通話初中組   季軍  畢超玲（3C）

深水 區田徑運動大會2008

男子甲組跳遠  冠軍  何海堅（4D）

男子甲組二百米  冠軍  吳庭威（5B）

男子甲組二百米  亞軍  林康泰（7A）

男子甲組四百米  亞軍  吳庭威（5B）

男子甲組四百米接力  亞軍  蔡曉翊（3B）

  吳庭威（5B）

  陳偉恆（5C）

  林康泰（7A）

男子丙組跳遠  亞軍  李明輝（1A）

男子甲組一百米  季軍  何海堅（4D）

男子甲組四百米  季軍  林康泰（7A）

男子甲組千五米  季軍  劉鈞升（5D）

男子乙組一百米跨欄  季軍  陳嘉豪（3C）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賽  亞軍  本校乒乓球隊

香港欖球總會學界英式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  本校男甲欖球隊

深水 區欖球比賽暨嘉年華2008

中學十二歲以下帶式欖球組  亞軍  本校初中欖球隊
中學十九歲以下帶式欖球組  季軍  本校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冬季

非撞式及帶式欖球錦標賽

男子甲組非撞式  冠軍  本校男甲欖球隊
女子乙組非撞式  季軍  本校女乙欖球隊
女子乙組帶式  季軍  本校女乙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劍擊比賽

男子甲組花劍團體賽  亞軍  本校劍擊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劍擊比賽

男子甲組個人花劍  冠軍  劉特陛（5C）

2008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

中學組  銀獎  本校步操樂隊

5



校友會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

當然會長  許婉芳校長
主　　席  張達明先生
副 主 席  陳天倫先生　何錫添先生　李日安先生
 梁建楓先生　麥長青先生　莫中生先生
 譚榮勳先生　譚幹森先生

秘　　書  吳國枝女士
司　　庫  何錫康先生　謝偉雄先生
執行委員  陳梓超先生　吳少菁女士　鄭慧儀女士
 施凱欣女士　李友榮先生　程嘉慶先生
 龍灝之先生　蘇尹駿先生　馬君誠先生
 謝穎紅女士　許鎮邦先生　蘇維俊先生
 鍾文輝先生　黃雪婷女士　劉偉賢先生
 蔡曉鳳女士　王妙琴女士　賴明俊先生
 陳仲斌先生

0 8年 1 1月 1 5日，
校友會舉行聯歡日及

會員大會。百多位出
席 的 校 友 及 家 眷 當

中，有三十多年前畢
業的祖父輩，也有剛
離開校門的新丁，大
家都為有緣在母校相聚而興高采烈。會上，張達明先
生「大熱」連任第四屆主席，各會員並推選出新一屆
執行委員會。新任的執行委員，不乏來自不同行業的
精英，或是熱心和年輕的新血，相信他們更能凝聚校
友力量，為學校和師弟妹的發展提供助力。

顧 　 問  陳耀璋校監
 許婉芳校長

主 　 席  郭榮輝先生

副 主 席  鍾宛康女士
 區巧芬副校長

執行委員  陳艷紅女士  徐莉娜女士
 陳鄧善玲女士  余慕斯女士
 蔡珍華女士  溫曉玲女士
 唐雅儀女士  麥錦華先生
 張麗紅女士  盧青雲女士
 李寶瑤女士  黃麗影女士
 譚榮宗先生  馬詩鴻女士
 呂少慧女士  莫惠瓊女士

0 8年 1 1月2 8日，家教會舉行「親子師生聯歡聚
餐暨第七屆家長教師會選舉大會」。當晚近 160位師
生及家長出席，整個禮堂擠得水洩不通。節目除豐富
晚餐和抽獎外，還進行了新一屆正副主席的選舉。

家長教師會 活動剪影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

主席郭榮輝先生（右）及
副主席鍾宛康女士講述當
選感受

第七屆執委會全體成員

聯歡聚餐樂隊助興

聖誕聯歡暨便服日（19-12-08）

郭家麒醫生講座（3-10-08）

性教育講座（30-10-08）

捐血日（11-11-08）

午間音樂會（26-11-08）

「與CEO對話」：譚炳勝校董向同學介紹銀行業
（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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