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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釗美校長與教院研究人員合
照，本科正副科主任獲教院委
任為本計劃的「榮譽課程發展
主任」

通識教育是新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由吳釗美校長帶領籌備多年，課程順利開展。本科安排老師參加不同的專業學
會，更到大學分享教學經驗，及支援多所中學的通識科教學。本科也安排學生走入社會，著重對外交流，放眼全球，因
此學生多次考察社區，參觀國際性的機構，與友校學生討論及研習通識議題。本科亦推薦學生參加領袖培訓，到香港大
學上課，培育學生成為社會精英。過去一年，本校學生獲得專題研習、環保龍舟比賽等獎項，學術成果得到外界認同，
展現本校學生的優異潛能。

教材發展及教學支援計劃
本校參加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的「全球倫理與通識教育」教

材發展及教學支援計劃（2009-2010）。教院研究人員︰何榮漢博士、盧日高先生、
曾家洛先生於11月12日到校，與吳釗美校長、盧惠群助理校長及通識科老師商議合
作事宜。本校通識教育科科主任盧慶良老師、副科主任鄧錦輝老師獲教院委任為本
計劃的「榮譽課程發展主任」，協助設計教材，以優化通識教育科的教學。

本科老師在浸會大學教育系分享
鄧錦輝老師應浸會大學教育系邀

請，於4月24日到該校向修讀教育文憑的
大學生，分享通識科的教學經驗。

專業觀課交流
為提升教學效能，本科參加「新

界西通識教育專業網絡」主辦的觀課
交流活動，4月29日「香港合作學習
協會」派員到本校進行觀課交流。

通識科講座
1月28日本科舉行中六級「香港

廢物處理」講座，由香港環境保護協
會主席樊熙泰先生及沙田專業教育學院修讀「環境保護及管理」高級文憑學生主
講，講者以儀器示範空氣質素的測量方法，更引導學生分組討論興建焚化爐的利
弊。講座內容豐富，講解專業，學生獲益良多，最後由盧惠群助理校長代表本校
向講者致謝。

本科為了讓學生掌握通識科的研習技
巧，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於2月25日邀請
了《香港經濟日報》通識教育版主編梁啟
業先生蒞臨本校，為中四級學生主講「讀
新聞．考通識」工作坊。講者指導學生如
何透過閱讀不同類型的新聞報道，提升學
生分析及批判事物的能力，讓他們學好通
識科，準備將來的公開試。講解深入淺
出，學生專心聆聽，備受嘉許。吳釗美校
長致送講者紀念品，以表謝意。

走入社會   放眼世界
學習通識

鄧錦輝老師在浸會大學教學系分享通
識科的教學經驗

與「香港合作學習協會」進行觀
課交流

吳釗美校長致送「讀新聞考通
識」講者紀念品

盧惠群助理校長與香港環境保護協
會主席樊熙泰先生於講座後合照

盧慶良老師
鄧錦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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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上水環保回收公司

「全球化」課題三次參觀及工作坊

3月20日上午中四級學生到「香港公平貿易動力」考察，下午到香港教育學院參加體
驗活動。學生把握機會與友校學生交流，獲益良多。

4月9日安排中四級學生首先參觀中環金融管理局和香港交易所，考察香港股票的交
易運作，了解香港貨幣的政策，再到香港教育學院參加工作坊，反思「金融海嘯」倫理
價值的問題。

5月29日中四級學生考察觀塘循道衛理會「食物銀行」，了解本港社會企業和社區支
援的現況。是日更到香港教育學院參加工作坊，了解本港貧窮問題和「社會企業」的運
作。

考察環保回收公司
本科舉行「環保回收公司考察活動」，修讀通識教育科「環保教

育」單元的中六級學生，於3月24日到上水環保回收公司考察，了解塑
膠物料的回收、分類、壓縮、切碎等過程，學生獲益良多。

專題研習比賽優異獎
4月30日本校高中學生參加由「香港

減碳及能源管理專業同學會」、「青桐環
保教育基金會」主辦的「香港環境與可持
續發展」專題研習比賽。比賽在公開大學
進行，6B張嘉欣及畢業生（2009年）王凱
倩的隊伍獲得優異獎（第二名）。

環保龍舟比賽亞軍

本校修讀通識科的中六
級學生參加由香港環境保護
協會主辦的環保龍舟比賽。
本校學生運用回收物料製作
龍舟，於3月31日在赤柱正
灘參加下水禮，又於5月30
日在香港薄扶林史丹福室內
泳池參加環保龍舟比賽。比
賽吸引傳媒採訪，本校學生榮獲亞軍。

青年領袖課程
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青年領袖人材，本科推薦4D鄧芍玲和曹婉文修讀由香港大學、香港青年協會及恆生銀行合辦的

「青年領袖2010」課程，兩位學生於5月至7月期間
在香港大學修讀有關課程。

環保生活賀端陽
本科舉辦了「環保生活賀端陽」活動，把中國

傳統節日及持續發展的概念串連起來，讓學生親身
探究學習。學生能寫出一項生活上達致節能、低碳
的方法，即獲派「環保低碳素粽」乙隻，學生反應
熱烈。

考察循道衛理會食物銀行考察「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參觀金融管理局留影

專題研習比賽獲獎合照

環保龍舟比賽獲獎合照
參加赤柱正灘環保龍舟下水禮

參觀香港交易所

本校學生製作環保龍舟

「環保生活賀端陽」師生齊參與 學生獲派「環保低碳素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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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區
不少外籍人士，部份是跟你我一樣以元朗為家。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吸引各地的外籍人士來港旅遊、公

幹和定居，他們的文化既獨特又傳統。根據統計處公布的香
港少數族裔人口資料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現時約有27萬9千名
少數族裔人士在港居住，佔香港總人口4.1%。隨著這些非華
語人士自我意識的增強，他們提出訴求，要求機會平等，從
形式上的入學機會均等到實質上的平等對待，他們的呼聲，
備受關注。

承先啟後
對伯特利中學的學生來說，跟非華語學生相處並不陌

生。早年有來自英美的學童於本校就讀，部分雖已到外地升
學，同學之間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們的形象在學生心裡
活著，令人記憶猶新。

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並提供學生豐富的多元文化生
活，本校近兩年增收非華語學生。本校的教師團隊在挑戰中確定路向，主動打破文化隔閡，消除不必要的誤解及歧見，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態度，尊重、接納、欣賞、珍惜不同文化的差異，積極建設多元文化校園。

教師團隊的專業配合
英語是非華語學生在課堂上的主要溝通語言，本校老師已積極裝備。本校教師因應教學的需要，根據學生的學習

差異、入學時間的長短，進行分組教學。本校近年更增聘少數族裔同工，向非華語學生進行教學及輔導工作。

發展多元文化生活平台
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共處一班，沒有種族歧視或爭執，在這多元文化校園，透過日常的互相接觸，消除文化隔

閡。學生相處融洽，實有賴本校老師對非華語學生有基本的認知，熟悉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加上老師豐富的教
學經驗，為未來非華語學生的教學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石。

多元文化校園，愉快生活發展多元智能，有靜亦有動

分組教學，愉快學習活動多元化，各適其適

課餘時間，融洽相處

本校支援非華語學生工作 

校園生活剪影

真正的共融
不單止於基本的接納，
而是要每個人真誠的互相欣賞；
不計較能力的不同，
只是珍惜彼此的存在和相遇

李志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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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彬校牧
親愛的伯特利家眾師生同工：

這是一封不易落筆的信，內裡夾雜著我複雜的感受和思想，然而因著神的恩典和祝福，在此盼望能與您分享我從
神而來的異象，期望得著您們的支持。

時光轉眼飛逝
回想我於1995年自神學院畢業後，神帶領我返回自己的母會荃灣靈糧堂事奉，因著神的感動，有機會於1998年於

伯特利神學院進修「臨床牧關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課程中認識了當時的基督教伯特利會遵理堂
女傳道姚關少文師母(姚鏡鴻牧師之妻)，從中得悉伯特利中學的使命“To teach the‘unteached’, to reach the
‘unreached’”(意思是有教無類及接觸福音未及的群體)。因著神的呼召，我於1999年4月15日開始受僱於基督教伯
特利會(香港總會)，於伯特利中學擔任全職校牧。

過去伯特利中學因環境和學生的特殊需要，在早期的事奉裡，我一直積極探求適切本校之堂校合作模式，除了嘗
試引入校外教會資源，邀請不同堂會之傳道同工帶領團契小組課程外，亦嘗試於週末定期舉行學生宗教活動(動力部
隊訓練課程、活泉詩歌敬拜隊)及福音性聚會(少年福音綜合聚會)，期望建立福音平台，在「臨床牧關教育」概念的
啟發下，以「院舍牧關」(院牧)作為堂校合作之參照模式，期望本校學生得著校外教會群體之關懷，並轉介予他們居
所附近的堂會裡去。自此，我積極與學校各部合作，透過不同方式開放校園及引入教會資源，期望本校能成為元朗區
的福音平台，仿傚現時醫院裡的院牧事工。同時，在校內亦從事師生之牧養、關懷和輔導、學校行政、主領早會及週
會、策劃全校恆常性佈道及團契事工、任教各級聖經專題課堂、文字事工等多方面與基督教信仰相關之工作。

時光飛逝，轉眼間在伯特利中學事奉己十一個年頭。

上帝早已預備
我自小極之熱衷排球運動，中學至大學都是排球校隊隊員，亦是我在眾多才能上最感到自豪的一項；加之，從

過去參與校隊的過程中，更深深經歷運動如何幫助個人性格和正確價值觀的培養，對我的品格建立有顯著的幫助。因
此，自入職不久看見當時的高中校隊練習，常禁不住與學生一同參與，卻由於當時已有專職老師主領，因此不便委身
投入指導。

而直至2004-2005年期間，我因著神的感動，嘗試透過配合我的排球運動恩賜和經驗，以體育運動為切入點，關
心學生的全人需要，期望藉此機會幫助他們認識聖經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由於過去多年來本校只剩下高中級的排球校
隊，於是我與當時的排球隊老師協定，嘗試從中一級開始，開荒組織及創立本校以加入福音和信仰為基礎之排球校
隊。自始陸續有初中學生加入，而適逢後期該排球隊老師離職與家人返國，於是我便開始接手主領本校各組別之排球
校隊，將全校的排球校隊定名為「福音排球暨排球校隊」，積極發展以靈育為中心的排球體育事工。感謝主的帶領，
自從委身成為全職事奉的傳道人以來，從沒有想過自小的專長能於今天可以發揮，上帝早已預備！

積極委身開拓
近年，我除透過校內早會分享有關體育運動與靈命成長之信息外，同時亦經常撰寫反思文章、製作球隊小組資

料、建立福音排球網誌及「基督教體育事工」群組，此外亦於午膳時間與隊員進行團契小組，引入校外堂會傳道同工
關心隊員，角色像球隊之領隊和贊助商，與隊員建立進深關係。經本人禱告、有系統地整理以及神學反思，嘗試建構
一套適合於堂校合作之「基督教體育事工」模式，期望有助建立青少年之靈命塑造，透過排球運動及校隊，實踐本地
校園宣教工作。

過去多年我透過本校福音排球校隊，曾緊密接觸及牧養過數十位學生，雖然每年在人數參與上亦有起伏，參賽
成績只屬一般(曾於2006-2007年度元朗區學界男子甲組排球賽中獲取殿軍)，然而值得感恩的是，整體來說，尤其願
意委身每年持續參與的隊員，他們的生命和品格卻有顯著的成長。自此，神進一步明確地感動我透過整合體育運動、
基督教神學和聖經教導，建立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塑造青少年的全人生命。除有感動透過排球運動傳福音
外，更積極探討如何在體育運動這平台上，推動香港的堂校合作之事工。因此，近年我除了繼續為本校隊員安排定期
訓練外，更在週末於校外進行之室內排球訓練時段，開放予各區中學排球隊及教會群體參與，促進聯校及堂校合作之
渠道，帶領本校學生及參與訓練之教會青少年認識福音，建立整全的屬靈生命。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由2008年起曾
透過上述平台而與本校合作過的教會及中學共十多間，亦曾有教會同工在網上搜尋慕名而來的合作伙伴。

回應異象呼召
三月一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神透過那天早上的經歷催促我回應呼召。事緣於那天早上，我需要出席神學院

安排的博士課程綜合筆試，由於神學院行政上的問題及我個人的疏忽，原定收到神學院考試通知信的考試時間是上午
九時至下午一時(即場作答四條題目)，竟在那天上午在試場上突然口頭通知已將考試時間「修改」為上午九時至中午
十二時，由於個人疏忽和緊張，只管專注準備運用手提電腦作答，並沒有留意以上通知。因此當監考員通知還只剩下
十五分鐘的考試時間時，我還有一條題目未完成，雖然那問題已胸有成竹，但因時間不夠，只能以重點式簡單回答，
考試後感到非常無奈，也很不甘心，明明是有能力作答，卻因誤會而沒有時間完成。然而那天下午神向我說話，祂告
訴我已不年輕了，近年亦因訓練過勞曾受傷，甚至醫生曾囑咐我以後也不要再跳，雖然深受打擊，卻是神給我謙卑學
習和信靠祂的試煉，往後神竟將我的傷患一一醫治；並且經過重重波折，神讓我能神蹟地可考獲「香港排球總會一級
排球教練」的資格(這一切的經歷都上載於我的網誌「耶穌教我打排球」內)。可是，更重要的是神藉此呼召我要好好
把握時間服侍祂！我深深體會神藉著以上的經歷給我當頭棒喝，提醒我要好好珍惜神所賜予的機會，把握現時的健
康、體力和時間，進到前線層面以排球運動作為平台，專心發展及開拓「基督教體育事工」，推廣本地校園宣教及信
徒靈命塑造為目標之堂校合作模式。

給眾伯特利家師生同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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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校福音事工委員會主辦「第二屆福音排球師生挑戰賽」各項賽事已順利舉行，挑戰賽共有七隊勁旅，不分
年齡性別，每隊必須包括一位老師及一位女隊員，方便師生交流和配搭。各隊積極備賽，課餘勤加練習，排球氣氛
在本校熱烈起來。賽前何校牧帶領禱告，說明團隊精神和彼此尊重的重要，不可只著眼於比賽結果，更應重視參與
過程，提醒健兒比賽的正確心態和目標。隊員按著排球比賽的禮儀，學習真正的體育精神！

　　大會更於頒獎日安排師生精英挑戰賽，由優勝隊伍選出精英學生與老師對壘，局數２比１，學生以兩分之差險
勝。學生青出於藍，老師雖敗猶榮。

　　「第二屆福音排球師生挑戰賽」優勝隊伍：

冠軍隊名：My God （主場老師：任健老師；隊長：4E黃雅詩）
亞軍隊名：路邊的一隊（主場老師：林偉傑老師；隊長：5D何蘇娜）
季軍隊名：願主打救（主場老師：吳麗潔老師；隊長：5A李淦皓）

福排師生賽

經過長時間之禱告、等候和上述的經歷和引證，我已蒙神清晰呼召，已於本年三月頭向辦學團體請辭(當時並未
知道新工場的去向)，並於四月尾獲回覆接納，任期至本年八月三十一日。

往著標竿直跑
事實上，要決定辭退已有十一年的校牧職事並不容易，那份信心比起我將來要往那裡去事奉的信心大得多。然

而當我憑信心向總會請辭後，還不知要往哪裡去？經過數月來懇切的祈禱，亦曾與資深教牧同工及長輩分享，更從
讀經和祈禱中得蒙神的應許和引證，於是憑信心決定以自由傳道的身份，並透過神所賜予我社工與排球教練的專業
資格，拓展以堂校合作為本的「基督教體育事工」。我期望至少能在未來三年，能將過去的異象，整合體育運動與
聖經真理作為塑造教會或學校青少年生命為目標的事工模式，在前線層面向不同的堂會及學校推介、傳遞異象、親
身示範、並提供培訓，以完成神託付給我以體育事工塑造青少年全人生命(身、心、靈)的使命。

轉換角色而已
事實上，如能配合本校需要下，我極之盼望能於新學年以新的角色繼續帶領本校的福音排球校隊，發展本校以

靈育為中心的體育事工，帶領學生認識福音及轉介予教會；此外，我亦已預留時間與本校同工可作定期小組祈禱和
關顧。因此，盼望大家也能夠接納我的角色轉換，給予我機會，在新學年與眾伯特利家的師生繼續一同更新成長。

最後，在此衷心感激伯特利總會、伯特利中學的各位同工和學生十一年來給予本人學習的機會，能與你們一起
生活與成長，是我莫大的福氣。送上神的話語，彼此勉勵：

第二屆福音排球師生挑戰賽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

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12：1-2
       祝

主恩常在，愛主更深！
                                                                                                                      主僕

何志彬 敬上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個人電郵：hochibun@yahoo.com



English Activities

S2 Popular Culture Student Workshop
　　The S2 Popular Culture Student Workshop was held in April. In the workshop, foreign tutors were 
invited to carry out group activities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the help and 
guidance of the tutors, our students we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On 30th April, an outing was arranged for S1 students. They were taken to the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 
Stanley, along with English teachers. Their “mission” was to interview foreigners in order to practise their 
oral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Our teachers are giving help to the S1 students!

S1 Outing Activity

Our students are having a good time in the class! Students are given special guidance and support.

S2 Reading Workshop
　　The S2 Reading Workshop of 
National Geographic Living English was 
held on 23rd March. A foreign presenter 
was invited to carry out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ith ou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A group of hard-working students are preparing for TSA.

　　The after-school tutorial class for 
S3 new arrival students was held from 
March to Ma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reign tutor, ou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group activities and in-class 
exercises, which we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match their needs. 

S3 Tutorial Class

The students are listening attentively.

S4 Student Workshop – US Popular Culture 
　　A workshop was held on 22nd March to introduce US popular culture to S4 students. Two guest speakers from 
the US General Consulate Hong Kong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 students. 
During the Q&A session, our students actively asked questions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popular culture in the US. 

Guest speakers are presenting their 
lives in the US.

Our students are eager to ask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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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arner Reading Programme 
2009 – 2010 
　　A speaker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to S1 students 
about the use of the i-Learner Reading Programme. In 
the talk, our students found out how the Programme 
can help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in a modern and 
efficient way.

　　Students who performed well in i-Learner were given certificates by the Principal in morning assemblies to 
praise their hard work and positive attitudes.

Mrs Chung, can I try again? Where can I redeem the prize, Mr Lee? Mr cheng, can you help me? 

Ms Yau is helping the students. Nepalese students are playing 
the game.

Come and dedicate a song to 
your  teachers and friends! 

English Week 
　　The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17th May to 20th May. Som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English 
games with the help of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 Ambassadors during lunch time, while some took 
part in the song dedication and the film show. They all had fun!

The guest speaker Students were keen to learn 
about the Programme.

Students are giving talks in English to share about their daily lives and social 
issues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Our teachers are 
learning how to 
teach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Elect ive – Short 
Story.

S 2  s t u d e n t s  w e r e 
invited to attend “High 
School  Mus ica l ”  at 
Car i tas  Yuen Long 
C h a n  C h u n  H a 
Secondary School.

S6  s tudent s 
attended the 
6th Chinese 
U n i v e r s i t y 
Shakespeare 
Festival.

Congratulations and keep it up!

Othe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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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多姿彩
慈光社啦啦隊

陸運會領獎

班會師生活動

東亞運師生火炬合照

多元智能挑戰營分組比賽大合照

歌唱比賽得獎者

互聯網教育活動

義工訓練活動

環保考察活動

歌唱比賽獲獎學生與評判留影

恩光社啦啦隊
歌唱大賽得獎班別 領袖訓練營

元朗最佳進步獎頒獎禮

榮光社啦啦隊

多元智能挑戰營-營外參觀

多元智能挑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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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多姿彩

學生會籌款活動

美光社啦啦隊

男生賽跑雄姿

爭分奪秒接力賽

福音排球友誼賽

新年寫揮春

升旗隊進場

師生迎東亞運動會

校園燒烤樂 新同工茶聚吳校長早會時間頒獎

班會燒烤活動

升旗禮

團隊訓練活動

環保龍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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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義工服務
綜合人文科與公德組、本校社工協作，為中一級學生舉辦義工服務活動，服務對象是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

心的長者。透過義工服務活動，培養學生與長者相處的技巧及服務社群的美德。

服務日期：27/4/2010(1C)    4/5/2010(1D)

服務時間：1：45 - 3：00P.M.

服務地點：伯特利中學家政室

學生人數：25名(1C)   15名(1D)

服務內容：教授長者製作麥餅

學生分享：

． 我很開心跟長者一起進食親手製成的麥餅，很有成功感；看見公公婆婆的笑容，真的令我很高興！

． 我和婆婆一起吃自製的麥餅，婆婆稱讚我製作的麥餅很好吃，我很感動。

． 我可以做得更好，就是要放膽主動跟婆婆聊天，雙手遞送婆婆心意卡，能讓婆婆覺得我更有誠意。

． 我可以做得更好，就是一進家政室便跟老人家打招呼，口罩不要放在桌上，以免細菌散播，還要主動跟老人家溝通。

． 烤焗曲奇時，我跟婆婆聊天，我先自我介紹，婆婆則說說生活瑣事、趣事、人生道理，我真開心。

服務日期：15/4/2010(1A)   22/4/2010(1B)

服務時間：1：45 - 3：00P.M.

服務地點：伯特利中學MMLC

學生人數：30名(1A)   26名(1B)

服務內容：教授長者簡單的電腦應用

學生分享：

． 這次當義工要消毒雙手，老人家的身子原來很虛弱。我教婆婆用電腦，她竟然送我一包餅乾，令我很驚喜。

． 我難忘的是教婆婆用電腦，婆婆仿似孩子般聽著我的教導。

． 長者很親切，還很認真學電腦，充滿幹勁。他們學會使用電腦時，開心的樣子令我難忘。

． 下次不要再遲到，以免長者等候，我應更有耐性，離開前向長者推介他們有興趣的網站。

． 婆婆學用滑鼠點擊網頁，竟然花了十五分鐘，仍未學會，我顯得有些不耐煩。下次做義工時，我定要平心靜氣了。

本科一向著重培養學生對生物科的興趣，讓學生找到當中的趣味，從而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本科為延伸生態學的課程及豐富學生非正規課程的學習經歷，安排中六學生參加兩日一夜的生態營，研究長洲岩岸
自然生境，進行生態考察，並與友校學生一起研習和交流，獲益良多。本科還安排了學生參觀由浸會大學舉辦的學術展
覽和講座，了解醫學美容背後隱藏的危機，增進學生的課外知識。

本科為學生安排專題探討，包括研習人類對環境的影響、舉行基因如何操縱人類的辯論比賽、專題匯報、探究性實
驗活動等，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

6B生物科長洲岩岸生態營參觀講座(美麗解碼)參觀學術展覽學生進行實驗

綜合人文科

生物科

為方便本校學生搜尋本校圖書館的藏書，增進學習的趣味，這學年本館添置「Web2.0新世代
檢索目錄」，由香港圖書館科技小組研發，一些大專院校的圖書館早已採用，現正推廣至中學圖
書館。搜尋方法是將館藏目錄文本化，好處是任何項目內的資料如書名、出版社都被視為文本，
只要讀者按入目標關鍵字，電腦不只按特定欄位搜尋，增強檢索能力，供讀者選擇。請往以下網

頁試試吧！(http://bhs01.bethel.edu.hk:82/slsblio/)搜尋軟件更可讓讀者留下閱讀心得，成為互動閱讀平台。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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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安排中二級學生參加由教育局與香港海關合辦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其中為期五日四夜的「多元智
能挑戰營」於上學期在海關訓練學校圓滿結束，下學期的躍進計劃包括小組跟進活動、義工訓練及服務，旨在鞏
固及延續學員的團隊精神、成功經歷，發展學員的優良本質。

本組利用聯課活動發展學生多元化的潛能，包括語文智能、人際智能、肢體動覺智能、數學邏輯智能、音樂
智能等，藉此增加學生自信，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價值，訂立人生目標。

在領袖培訓方面，承接上學期促進溝通的聯誼活動及領袖培訓營，下學期本組舉辦野戰訓練、領袖工作坊和
優秀風紀選舉，藉此增加學生自信、增強團隊精神、溝通技巧，發揮學生的領導才能。

預防工作方面，下學期本組透過小組活動Smart Team，鞏固學生正面思想，培養學生良好品格。紀律方面，
本組推行全校參與模式活動，名為「九月行動」和「五月行動」，師生一同參與，建立良好校風，營造和諧校
園。獎勵活動方面，上下學期本組均舉辦班際勤到守時比賽及個人勤到守規比賽，也舉辦班際秩序和禮貌比賽，
使學生的品格更全面發展。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本組以聖經的教導為宗旨，教導學生
走當行的路。

五月行動班際秩序和禮貌
比賽頒獎 大帽山田夫仔野戰領袖訓練

班際勤到守時獎換領獎品 多元智能挑戰營-營後活動(復活節前聚會)

訓導組

中二級戶外學習日學習

竹文化

普通話活動

胡丙豪老師帶領6A學生參觀海防
博物館

中史科

本校主辦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贊助第五屆元

朗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於三月廿七日在本

校舉行—吳校長與各位評判及獲全場總冠軍

師生合照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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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成長路
本校參加「共創成長路」這青少年培育計劃已多年了，計劃是透過不同的活動和訓練，增強學生自信心，培養學生

多元化的興趣，建立團體精神，發揮朋輩的正面力量，迎接挑戰。
本校「共創成長路」第二階段各級活動：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兩日一夜成長挑戰營 兩日一夜歷奇成長訓練營 兩日一夜生涯規劃成長營

魔術訓練班 魔術幻影訓練天地晉級班 旅遊業介紹

舞蹈班 創意DIY製作天地晉級班 美容業介紹

手工藝班 雜耍技藝訓練天地晉級班 酒店業介紹

汽球雜耍訓練 飲食業介紹

義工服務 參觀中華廚藝學院

參觀天水圍青年學院

感謝「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社工及「啟域發展中心」導師協助本組籌辦活動，一同為伯中學生的成長
付出努力。

輔導組

中一義工服務—

探訪長者中心

中一義工服務—

教長者用電腦

學生表演雜耍

共創成長路中三學生大合照

整齊的隊伍

一起做PIZZA

尋覓理想，找社工談一談
學生教長者做曲奇餅

我想讀大學

中一學生整裝待發

合作完成創舉

好好計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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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
3月6日本校升旗隊參加由香港升旗隊總會舉辦2010周

年檢閱禮，是日共20間學校升旗隊參與。各隊伍排列整
齊，精神抖擻，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向升旗隊致

訓，鼓勵隊員努力向上，貢獻社會。
本校升旗隊會場

留

影

升旗隊檢閱禮

公民教育及德育組

學生感想

貴州考察團
本組已於3月29日至4月2日復活節假期舉辦「5天貴

州考察團」，共30位高中學生參加。學生除飽覽祖國
山川如黃果樹瀑布，更與當地三間學校作文化交流，為
一間老人院服務，也到巴朗苗寨了解少數民族的風土人
情。交流團培養學生關心祖國民生，體會知足常樂的道
理，增加學生對祖國的歸屬感，此行實為難得的經驗。

6B劉芷恩
　　這次交流活動，我認為頗

有意義。
　　第一，讓我們更瞭解當地學生的學

習狀況，他們專注學習，不放棄學習機
會，的確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第二，我探訪老人院時有點緊張，因
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我要在學識和普通
話能力兩方面好好增值。

　　最後，氣勢雄偉的瀑布沒有令
人失望，沒有帶來遺憾。

6B黃淑媛
　　我見到很多不同的貴州

人，無論男女老少都非常親切
熱情。雖然生活條件遠不及我們城

市人，他們不自怨自艾，反而樂觀生
活，真令我佩服。
　　我在南明區福利院探訪時，跟一
位老爺爺聊天，他說：「貴州是中國
最窮的地方，不好！」貴州清新的

空氣，美麗的山川，每個人都
擁有潔淨的心靈，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地方。

6B張嘉欣
    我們所探訪的第一間學校是小屯

小學。該校課室簡陋，操場只是一小塊空
地，沒有洗手間，不知道他們怎樣方便。其後，

我們與幾位小學生玩遊戲，互相認識。我們送上小
禮物，想不到他們以簡單的手工藝和心意卡回禮，雖不

是甚麼名貴的東西，卻足以表示他們的心意﹗
    接著探訪天龍中學。雖然它比小屯小學的環境和設備都

要好，跟香港的學校還差很遠，但操場常常滿載歡笑的聲音
和面容！他們沒有電腦和高科技的教具，亦能開開心心地學
習。
    最後探訪牛角井小學。這間小學是由一位善心的香港人捐
辦，規模雖小，每位學生都珍惜上學讀書的機會﹗
    我以四種味道來總結這五天的旅程。甜，是同學之
間、組員之間互相溝通、互相幫忙的甜美回憶；酸，是

與貴州學生交流時引起的心酸感受，明白到「施比
受更有福」；苦，是參觀黃果樹瀑布和巴朗苗

寨，步行數小時的痛苦；辣，是當地的餸菜
口味，經過幾天的口味挑戰才克服了

辣的味道。

巴朗苗寨村民歡迎本校學生

與天龍中學學生留影

與巴朗苗族人一起跳苗族舞蹈

本校學生與天龍中學學生
進行拔河比賽

與巴朗苗族村民玩苗族嫁娶時的遊戲

與小屯小學師生合照

學生在南明區老人院向長者獻唱

與牛角井小學學生留影

與小屯小學學生一起創作手工

貴州小屯小學學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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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升學及選科輔導工作
下學期本組舉行了3次中三升學輔導講座，提供學生相關的機構及課程資訊。本組老師亦接見約七十位中三學生，

為學生詳細分析選科對將來升學與就業的關係。

與職業有關的活動
本組安排與職業有關的不同類型活動，包括班主任課、講座、職業訪問、參觀、午間活動等，豐富學生與工作有關

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標準，訂立事業上的抱負，讓學生明白社會存在不同的就業出路，引導學生發展個人
潛能，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三出路講座：介紹中四和職訓課程、海外升學等出路。

中三升學選科講座，簡介學生選科時必須考慮的因
素及本校中四編班的基本原則，並以攤位形式，介
紹本校新高中選修科目。

透過「中三模擬選科活動」，讓學生更了解本校的科目組合、
選科程序及學生成績對選科的影響。

本組老師以小組形式約見約七十位中三學
生，提供升學輔導服務。

中四及中六「職業好幫手」講座 中五旅遊及航空業職業講座 校友分享護士行業的入職途徑 香港職業服務發展處職業展覽

中五「職Action - 中學生職業導
向培訓」計劃的講座 家長日升學及就業展覽 家長日職業訪問活動

修讀應用學習課程(2008-10)形象設計的
學生參觀時裝表演 「未來工作世界體驗」午間攤位遊戲

介紹不同職業的主題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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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2月22日家教會主席聯同眾位幹事在學
校早會上致送紅封包給師生以示祝福

4月底家教會參加全港家長教師學生
乒乓球比賽，圖為本校家長教師隊

混合雙打

家長學堂 家教會設午飯感謝老師

家教會幹事義工致送老師紅封包

另一組混合雙打
男子單打

家教會為老師設宴

本校參與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TEEN會主辦、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協辦「200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成功進入第
二階段評審，角逐「最關愛家校合作」主題大獎。大獎雖然落空，本校已獲得「關愛校園」榮譽。是次獲獎，肯定了本
校師生共同參與、家校合作的努力，確認本校積極締造正義、平等、關愛校園的成果。本校培育學生，一直以關愛為
本，是次獲獎也加強本校朝著這目標邁步的動力。

升輔組活動花絮

中五及中七IVE課程講座

暑假期間，修讀應用學習課程(2008-10)
形象設計的學生在提供課程的機構VTC
上課

應用學習課程(08-10) 畢業典禮

喜 訊

畢業禮
中五畢業生Alex於11

月返回伯中探望校長和老
師。他現時於美國猶他州
攻讀四年制飛行機師訓練
課程，已考獲小型機師駕
駛執照，並晉升至二副職
級。一所大型的美國民航公
司已跟他簽約，我們日後也
許有機會乘坐他駕駛的客機
到外地旅遊了。

校友動態

中五畢業生Alex與
吳校長合照

伯特利中學畢業典禮(2009–2010)於6月5日在
本校禮堂隆重舉行，本校邀請到朱源和先生、賀國
強博士、黃彥文校董、曾永耀校董和鄭建德校董作
主禮嘉賓，分別為畢業典禮讀經、致歡迎詞、訓
勉、授憑、頒獎、致送紀念品及為畢業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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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1B 沈頌婷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項

1B 鍾康怡 優良獎項

2A 馮雅麗 季　　軍

2A 王琰哲 優良獎項

3A 劉凱盈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　　軍

3A 謝玉怡 優良獎項

3A 陳燕玉 良好獎項

3A 陳咏昕 良好獎項

3B 陳丹丹 良好獎項

3B 李婉綺 優良獎項

4E 林嘉怡 優良獎項

4E 黃雅詩 優良獎項

4E 曾超敏 優良獎項

4E 梁嘉韵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良好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1A 黃加冰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項

1B 陳綺華 良好獎項

1B 郭綺琦 良好獎項

3A 謝玉怡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　　軍

3A 鄺浩輝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1A 鄧諾霖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6B 吳景恆
元朗區學界水運會

男子甲組五十米胸泳及五十米自游泳
金牌

7B 簡兆通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狀及

獎學金
5B 李淦皓

4 x 100米友校接力賽 亞軍
5C 黃志鵬
5E 李德誠
7B 簡兆通
5A 卓裕良 學界田徑賽男甲鉛球 冠軍
6B 吳景恒 學界水運會男甲50米自由泳及100米蛙泳 冠軍
4E 黃雅詩 學界田徑賽女乙400米 季軍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2A 黃諾祺

澳洲數學比賽

良好獎項

3A 陳咏昕 良好獎項

3A 黃君豪 良好獎項

4E 門家悅 良好獎項

5E 吳雄彬 良好獎項

5E 吳勇彬 良好獎項

6B 吳景恒 良好獎項

7B 鄭學文 優良獎項

7B 林肇臻 優良獎項

7B 梁展培 優良獎項

1A 張蜀粵

第二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

銅　　獎
1A 鄧朗雯

2A 黃諾祺

2B 梁凱筠

組別 參加項目 獎  項

伯特利中學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教育局元朗區學校發
展組、元朗區中學校長會及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合辦，教育局贊助元朗區健康校園嘉許計劃

「健康校園」
嘉許木盾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3A 謝玉怡
元朗區內地新來港定居學生

獎學金
傑出學生獎及

獎學金
2B GURUNG SHRADDA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9-2010學年
融和獎學金

融和獎學金
2B ALE SHOBHA KUMARI
4A 謝家樂
4E 黃雅詩
5E 陳潤東

尤德爵士獎學金
6A 畢偉葦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7B 李曉慧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東亞運動齊參與」標語創作比賽(中學組)

季軍
5B 陳嘉駿 優異獎項
5D 雲同臻 優異獎項
3D 黃羲文 優異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2C 溫子鋒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元朗區議會贊助
元朗區初中學生最佳進步獎

最佳進步獎
3D 莫硯同 最佳進步獎
2A 張文杰 最佳進步獎

組別 參加項目 獎  項

伯特利中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TEEN會主辦、香港輔導教師協

會協辦「200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6A 柯福昕

香港藝術學院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09-10

傑出舞台
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6B 曾美君
6B 郭家榮
6B 黃仕宏
6B 吳景恒
4E 曾頌銘
4E 門家悅
4E 梁嘉韵
4E 王嘉希
4E 林梓豪
4E 阮敏兒
4E 黃耀瑭
4B 熊應東
2A 馮雅麗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6B 張嘉欣 「香港減碳及能源管理專業學會」

「青桐環保教育基金會」主辦
「香港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專題研習比賽

優異
獎項

畢業生
(2009年)

王凱倩

6B 李業晞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辦環保龍舟比賽 亞軍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4A 陳詩敏

邱帶娣議員辦事處舉辦
母親節咭填色創作比賽

冠軍
4D 白明莉 亞軍
4A 邱佩文 季軍
4A 陳家欣 優異獎項
4D 謝俊傑 優異獎項
4A 葉詠心 優異獎項
4A 周敏琪 優異獎項
4A 陳家寶 優異獎項
4A 葉夢涵 優異獎項
4A 張麗英 優異獎項
4A 蔣淑兒 優異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4B 鄭期瀚
第四屆全港經濟精英杯爭霸戰

之「經濟精英工作坊」
嘉許証書4B 叶冠平

4B 文耀康

2009-2010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學生名單

組別 參加項目 獎  項

本校女聲合唱團 16歲女子英文合唱組 優良獎狀

(2) 香港校際朗誦節(屯門及元朗區)
i) 英文朗誦   統籌：黃凱欣老師、吳 蕙老師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項目 獎  項
1B 鍾康怡

中一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女子組

季　　軍
1B 鄭加蔚 優良獎項
1B 郭綺琦 良好獎項
1B 林泳姿 良好獎項
1B 司徒安杰

中一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獎項

1B 蔡卓峰 季　　軍
2A 陳凱兒

中二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女子組

優良獎項
2A 馮雅麗 優良獎項
2A 魏倩兒 優良獎項
2A 王琰哲 良好獎項
2B 李忠儀 優良獎項
2B 冼靄儀 優良獎項
2B 鄭殷倩 優良獎項
2D 李臻妍 優良獎項
2A 徐堡焱

中二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獎項

2B 陳俊朗 優良獎項
3A 陳咏昕

中三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女子組
優良獎項

3A 朱慧妍 良好獎項
3A 謝玉怡 優良獎項
3A 黎智澄

中三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獎項

3A 竇國豪 良好獎項
4B 黃考詠

中四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女子組

優良獎項
4D 王美鈴 良好獎項
4E 阮敏兒 優良獎項
4E 劉子涵 優良獎項
4E 黃耀瑭 優良獎項
4E 林俊昇 中四級英文朗誦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獎項

(1) 香港學校音樂節(全港)合唱團  導師：張翠儀副校長、吳蕙老師

ii) 獨誦組：普通話朗誦(散文)   統籌：丘青峰老師、吳 蕙老師

iii) 獨誦組：普通話朗誦(詩詞)   統籌：丘青峰老師、吳 蕙老師

iv) 獨誦組：粵語朗誦(散文)   統籌：丘青峰老師、吳 蕙老師

(3) 數學比賽   導師：陳 超老師

(4) 學界體育比賽   導師：林偉傑老師、任 健老師

(5) 全港禁毒運動 (團體)

(6) 獎學金

(7) 標語創作

(8) 最佳進步

(9)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10)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導師：黃灝頤老師、羅培嘉老師

(11) 通識教育科

(12) 填色創作比賽

(13) 經濟精英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