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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仰 知上進 學貫中西
孝父母 施良藥 見證主恩
校友崔紹漢博士
崔紹漢博士於1967年畢業於伯特利中學，先後
獲香港中文大學臨床生化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學博士、英國生物醫療科學學院高級院士、英國皇
家化學學院高級院士、英國認可化學師及特許科學
家，任職臨床生化顧問、中醫師。亦同時擔任澳門
科技大學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院副院長、澳門科技
大學健康科學學院副教授。

2015年6月6日，崔紹漢博士獲邀在北京國際會議
中心舉行、經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港澳台辦公
室批准、由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主辦的2015首
屆兩岸四地中醫藥循證高峰論壇上，發表題為“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e or integrative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medical care of cancer
patients in Hong Kong - a personal view (〈香港中醫
或中西醫結合腫瘤診療現況之我見〉)”的報告。會議
上崔博士獲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聘請為海峽兩
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中醫藥專家委員會腫瘤學組名譽
委員，相等於國家級腫瘤專家。據悉在上述會議上全
國只有41名中醫獲聘任，其中香港委員包括崔紹漢博
士在內只有3名。

伯特利中學「65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日暨聚餐」
活動中，崔博士與校友一起接受訪問

崔博士於重聚日聚餐擔任嘉賓抽獎

崔博士在中醫藥循證高峰論壇發表報告

崔博士曾在國際醫學刊物發表過廿多篇研究論文，並在國際學術會議發表過十八篇論文撮
要。近年崔博士致力寫作有關中醫書籍，著有《打針定把脈、不是大對立》、《養生秘笈—四
季防病篇》、《踢走都市病》、《崔博士教你虛得受補》及《會保養的人最長命—永保青春
術》等等。以下是一位老牧師為崔校友其中一本著作所寫的序言，文中敘述崔校友的成長與奮
鬥歷程，堪為在校學弟學妹的學習榜樣。現徵得崔校友同意，轉載如下：

我與崔紹漢博士認識超過半世紀，也可以說是看
着他的成長，結婚生子直到今日成為一位享負盛名的
專業化驗師和中醫師，而這兩種專業皆有博士名銜，
故我一直以來都以他為榮，常用他的奮鬥和對信仰的
堅持，在教會與會友分享和見證，因此當博士告訴
我，他正計劃出版一本有關抗衰老的書時，希望我能
為他寫篇序言，我立即毫不猶豫就答應了；一來感謝
他不嫌棄我這老人，二來我亦藉此講述一下他的大半
生，見證上帝的引導祝福來勉勵讀者。
時為一九五八年正是我在牛頭角開始傳道的工
作，那是一個貧窮的山區(記得博士曾接受電台訪問
時，帶同記者同往牛頭角佐敦谷的工廠大廈，在那裏
遙指牛頭角的山頂，因昔日的景物已遭拆卸，並改建
成今日的樂華邨，相信兒時的生活點滴會永留博士腦
海，成為他的回憶)，除了石屋就是木屋，居民每日
出入都得走上一條很長很斜的山路，我亦和他們一樣
的出入探訪傳福音，在此認識了一個十二人的家庭，
其中最大的孩子就是崔博士，他們居住的環境小得可
憐，更不要想有甚麼書枱用來寫字讀書了，我看到他
是用一個紙皮箱放在膝蓋上做功課的。但奇妙的主卻
在那時讓他聽聞福音，接受救恩，成為我在初期教會
工作的第一位少年會友，他的屬靈生命也隨着年日在
信心、愛心中日漸成長，在教會參與過很多聖工的事
奉及議會。
博士身量不高，但智商極高，記憶力特強，又肯
向學，每期考試都名列前茅，因此在他的小學畢業
紀念冊上，級主任特別贈了一句「小子有造」來勉勵
他。窮家孩子早當家，這是當時父母對他身為長子的
要求，他總是來與我商量，究竟是繼續學業還是出來
工作，而我總是鼓勵他向前行，不要浪費上帝賜予的
聰明才智，因此我亦成為他父母的眼中釘，他們說我
是一個專教孩子不聽父母話的牧師。感謝上帝，幾經
艱辛，博士終於大學畢業了，再無理由不出來工作養
家，於是我陪他去見一位中學校長，很快就被聘用為
生化教員，並簽下受聘合約，月薪九百五十元，在當
時實在是一件大喜事，為人師表又可養家糊口，減輕
父親的擔子。可過了才幾天，他又來找我，說有重大
事情要商量，原來有某醫院聘請他為化驗學徒，月薪
五百五十元，但有機會給他進修，他不想錯失此機
會，但已和學校簽了約，又不想毀約不守誠信，問我
怎辦，我見這孩子眼光遠大，求學心切，不為目前收
入而滿足，又敢於向環境挑戰，寧願放下目前所得，
甘願作個窮書生，又再次令父母失望，背負逆子之名
再征求學戰場。我何忍見此青年難過，如不幫助他，
可能他的前途就毀在一紙合同之上，但若助他，一旦
他不長進或不能有機會出國進修，那麼，我不是成了
罪人，使這青年人兩頭不到岸?在我接觸牧養青年人的
經驗中，我好肯定這孩子不會叫我失望，也不會為此
職務而令教會失去見證。於是我又再陪他去見校長，
當時的我的經濟環境也不是很寬裕，但為了博士的前
途，我也忍痛花了一點錢為他買了一個生果籃送去給
校長，和他商討解約問題，感謝上帝，校長只要求他
找一個和他學歷同等的人來代替就可以，最終找到自
己的同學接任，博士才得以接受化驗學徒工作，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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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有機會到英國皇家化學學院和
英國生物醫療科學院攻讀高級院士。一個牛頭角山區
貧窮小子，第一次乘坐飛機出國留學，真是光宗耀
祖，也是我們牛頭角信義會第一個在職能有機會出國
進修的信徒，為年青信徒留下信心、堅毅和有理想目
標的好榜樣和見證。當然這一次的機程為他帶來以後
無盡的飛行，因為之後他為提升自己的醫學知識，多
次出國深造，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博士言談不多，常見他低頭靜思，但常語帶幽
默，令人開懷。博士自小家貧，可他從不隱瞞掩飾，
常和別人提到往昔窮困軼事和今日富裕生活的對比，
內心充滿感恩。博士為人不浮誇，總是踏實做人，從
小至今都對自己要求甚高，從不肯放鬆自己，博士富
而不驕，貴而不傲，他常記住識於微時的朋友，從不
嫌棄同在教會或山區成長的朋友。博士重情義，念
舊，記得他在中文大學博士畢業禮時，他特別買機票
訂酒店請我們夫婦二人回港參加他的畢業禮，當時入
場券只得四張，他寧願讓父母在場外等他行禮完畢，
卻將兩票讓我們入座看他行禮。他又承諾若我能活到
八十歲，他就一定來美國參加我的壽宴，三年前他真
的信守諾言，兼且和他一同成長的團友及會友來美國
為我過生日。博士念親情又孝順，讓父母親安享晚
年，友愛弟妹又同時愛屋及烏，凡與崔家沾親帶故
的，他都能一一照顧。博士更愛妻顧家，盡夫盡父責
任，常為當年讀書求學，事業打拼而忽略妻兒自責，
幸蒙上主憐憫賜恩，賜他一位默默相陪又體貼、溫順
和支持他的賢妻，以及有他同等聰明智慧的兩子。正
是虎父無犬子，最近更榮升祖父母，實在為他感恩。
博士有今日的成就，我相信他在奮鬥過程中所遭
遇的高低起伏和面向成功之路前進時，他所經歷的
難處定比別人多，但憑藉他的信仰，從小就學會了倚
靠、交託、仰望，他靠着那賜力量的主，作成了他的
理想和目標。一生能擁有兩個博士學位，一生能研讀
兩種不同文化醫學，語言能力高，寫作文筆暢通。博
士擁有和睦家庭，父慈子孝，三代同堂，真叫人欣
羨，相信這是上帝特別的恩賜，聖經上說：「然而我
今日成了何等樣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在結語之前，我寄語崔博士「醫者父母心」，除
了每日診症把脈，使病人藥到病除，又給予健康長壽
抗衰老的提示。但聖經卻提供一些比藥物更美好的良
藥，就如「喜樂的心，乃是良藥。」，「祂右手有長
壽，左手有富貴。」，「祂的道是安樂，祂的路是平
安」，「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等等金句，
盼望博士能在診症上加上一點聖經安慰話語，不單有
父母心，並且有上帝愛世人的心，那真是全人的醫
治，不單能治病，更能將求診者帶入永恆，享受永遠
的生命，那就是永生。願上帝祝福每一位讀者，身心
健康，永享天恩。

曾任三藩市路德會迦南堂牧師
為前香港九龍牛頭角信義會首任牧師
(八十三歲，移居美國三藩市三十三年)

熱心公益 建樹良多

盡心回饋 殊堪榮耀
校友容永祺先生SBS, MH, JP

香港公開大學為表揚本校容永祺
校友對香港及香港公開大學之貢獻，
於2015年11月6日頒授榮譽大學院士
榮銜予容校友。以下為頒授典禮上由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鄺志良教授宣讀之贊辭：

本校容永祺校友榮獲香港公開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榮銜，
頒授典禮後容校友伉儷與前往致賀的本校榮休校長林漢偉
先生及陳志忠校董合照

容永祺先生SBS, MH, JP
   容永祺先生是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執行總監，熱心公共及社會服務，在商界廣受稱譽，尤其
深受保險界敬重。
   作為備受尊崇的商業領袖，容先生盡心竭力回饋社會，殊堪表揚。他在任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主席
時，致力維持博彩業的健康及平衡發展，表現卓越；在幫助弱勢社群及促進社會和諧方面，亦貢獻良多。
容先生熱心公共事務，多年來出任多個政府諮詢組織之成員，包括中央政策組、攜手扶弱基金諮詢委員
會、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以及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
督導委員會醫療小組等。
   容先生亦致力促進香港與內地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卓有建樹。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並曾任葵青區
區議會委任議員。
   在金融及保險業擁有超過三十年豐富經驗，容先生領導業界之專業發展，貢獻卓著。他是現任中國保
險精英圓桌大會榮譽主席、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協會香港及澳門區主席。容先生曾任國際人壽保險經理協
會董事兼國際委員會主席，為該會首位華人董事。他亦曾任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及香港人壽保險經理
協會會長。容先生榮膺2011中國保險年度人物，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香港保險業人士。
   容先生同時致力提升企業管治水平。他是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曾任香港董事學會
理事。他獲香港政府先後頒授榮譽勳章及銀紫荊星章，以表揚其對社會之貢獻；他亦曾獲選為「香港十大
傑出青年」，其後更擔任傑出青年協會主席。
   容先生熱心推動高等教育，分享其專業知識及經驗，不遺餘力。他曾任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為本校
達致高水平管治及卓越學術成就，貢獻殊偉。他亦曾出任本校委員會成員，包括財務委員會及項目管理委
員會，在不同範疇給予專業意見。容先生曾任職業訓練局理事會成員，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
委員、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院校董會成員暨顧問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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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周年龍城尋根
戶外學習日
為慶祝65周年校慶，學校舉辦龍城尋根戶外學習日，邀請本校前校長林漢偉先生
擔任演講嘉賓，為同學介紹本校發展歷史。同學參觀了名列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的伯特
利神學院及舊校舍，大家對伯中建築群都深感興趣，也增加了對學校的歸屬感。
吳校長向林漢偉前校長致謝

參觀大合照

參觀舊校舍

第一場講座

65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日暨感恩聚餐
感謝各位嘉賓、校友及師生支持，校友重聚日及聚餐
圓滿結束。當日於九龍城嘉林邊道伯特利中學舊校舍美
光樓筵開65席，十分熱鬧。闊別多年的師生校友濟濟一
堂，分享上帝在過去65年賜予伯中的恩典，緬懷過去，
展望將來。

校友合照
校友車淑梅小姐分享

校友與榮休老師一同接受校友徐少驊先生訪問
李美斯老師（左一），王樹森副校長（左二），高海藩主任（左三），
洪淑琴老師（左四），張寶珠副校長（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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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文物重逢

筵開65席盛況

盆菜宴濟濟一堂

65周年校慶開放日
伯特利中學創校65周年，春風化雨，樂育菁莪。本校為了與家長、
校友及學生分享這份喜悅，共證主恩，特於2015年12月11日下午及12日
兩天舉行「校慶開放日」，期間亦有各項表演活動，如學科展覽、活動示
範、多元體驗學習工作坊、遊戲及表演、校舍參觀、全港非華語學生才藝
比賽等，讓我們的街坊、友好、友校、關心我們的熱心人士，都與我們共
享這份喜悅和光榮，也體現「伯特利—我們的家」的精神。

參與才藝比賽的師生大合照

齊唱詩歌

學科展覽「微小生物世界」

嘉賓校董蒞臨參觀

學科展覽「打印技術新突破」

小學生校舍參觀

非華語學生才藝比賽

非華語學生獻唱

校慶開放日剪綵儀式

6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6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已於2015年12月21日圓滿結束。本校邀請到
校友彭家敏小姐及陳俊朗先生主持崇拜，宣道會錦繡堂傳道曾敏姑娘
與同學領唱詩歌及結束祈禱。本校前任校長林漢偉先生感恩獻辭，盧
明校監分享信息，陳志忠校董祈禱及讀經，曾永耀校董帶領同學唱校
歌及誦讀校訓。本校歌詠團獻唱，讚頌及感謝神。

盧明校監分享信息
前任校長林漢偉
先生感恩獻辭

校友彭家敏小姐及
陳俊朗先生主持崇拜
歌詠團獻唱

校監、校董及校友蒞臨65周年感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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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成長

福音事工
中一教會體驗日

2015年12月15日至18日，福音事工委員會為同學
舉行福音週，午膳時間進行福音大巡遊、福音廣播、福
音攤位、福音茶座、感恩讚美音樂會、詩歌點唱及祈禱
會等各項活動。福音週舉行兩場佈道會：播放影音使團
「殺人犯的石頭」電影，由沈鵬牧師親身分享見證；非
華語學生組佈道會由Scot主領，共48位學生決志信主或
回轉。12月21日舉辦重聚日，讓決志同學認識教會，共
有32位同學參與。

盧慶良老師分享見證

教會體驗日合照

2015年10月11日為中一學生舉辦教會體驗日，由
宣道會錦繡堂為青年人舉辦「令人飽足一世的食物」佈
道會，本校盧慶良老師也分享見證，共11位同學參加。
本年度舉辦基督大使、課後團契及聯課團契，讓同
學認識耶穌。同學也彼此交流，增進友誼。

福音週

青年人聆聽見證分享

一起聆聽福音
福音攤位

福音攤位樂在其中

福音茶座聆聽分享

師生合唱福音週主題曲

團契

福音攤位遊戲

詩歌點唱及感恩讚美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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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小組

基督大使大合照

基督大使完成任務

Gifted English Curriculum for learners with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chievement in the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Speech Festival

The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takes place during November and December each year.
The Festival wa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spoken word through the use of poetry and raise
the standard of public performance among students. Many of our previous participants in the
Festivals who got Proficient and Merit grad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students-in-charg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prominent ﬁgures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year 15 students
from Bethel High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Ms. Gurung Sumenta of 5A won the
3rd place in the Solo Verse category of the 67th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Project We Can English Courses

Our school has been cordial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Project We C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Hong Kong Wharf. We have been funded to arrange courses on Tuesday to cater for learning
diversities in English. All the S.2 and S.3 students are involved in this program. These include
Advanced Speaking Class and Writing Class for students in junior forms. Students who are
not confident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English are also given free courses in pronunciation,
foundational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tems. Our students enjoy the classes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made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Language.

Effective English writing
courses by Project We Can

International Culture Festival

Following the theme of “Learning English as Culture”, the 2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Festival
was held successfully on 30th October 2015. This festival has been held annually since 2014,
and is one of the remarkable events of Bethel High School. In the past 2 years, we have
always focused on the demand of students, reflecting the life of students and making cultural
innovations. The festival has become a splendid culture banquet for local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It has enhanced students’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as well.

Amaz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Festival

Seminar on HKDSE examination skills

In order to brush up on the performance of our non-Chinese students in the HKDSE, our
NET, Mr. Murphy, and Mr. Matthew Wong prepared a seminar on 15th October on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on different papers in the HKDSE. Students learnt how
to polish up their writing in the examination. They also learnt how to attain a higher level of
performance in the assessment by knowing more about the details of marking criteria.

多元挑戰

樂趣多
本校主辦「伯特利盃元朗區
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已踏入第
8屆，歷年反應熱烈。本屆共26
間元朗區小學，92隊約400名師
生參加。賽後隨即進行頒獎禮，
除設團體獎項，各細項比賽均頒
發個人獎項，以作表揚。當日部
分科組另設攤位遊戲，讓小學生
從遊戲中學習相關知識。

頒獎禮致辭

Professional HKDSE skills seminar

跨科活動 物理科
本校物理科及設計與科技科參加「2015應用可再生能源
設計暨競技大賽」，派出3隊共8位同學參加。參賽同學參加
工作坊後，於2015年10月31日赴香港科學園比賽。當天共
有148支參賽隊伍，本校6B班陳子強、曾澤龍及黃嘉豪同學
表現出色，在初賽分組賽獲第二名佳績。

同學用心設計太陽能模型車
參賽小學

生留影

競技大賽現場

科組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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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

通識教育

★邀請環保科技聯盟的行政總裁陳榮禮先生，到校主講廢物回收及再生能源講座。
★本校獲邀參加香港旭日扶輪社、海洋公園合辦的「學生領袖保育計畫」，10月在海洋公園舉行開幕
禮，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主禮。地理科和通識教育學會同學參加香港旭日扶輪社海洋保育
計畫，並在11月出席海洋保育講座。12月參加海洋保育考察，觀察香港海域中華白海豚的情況。
★參加由香港律師會舉辦的「法律研討會及辯論比賽」，增加同學對法律制度的認識。
★通識教育學會的同學前往屯門環保園仁愛堂再生資源中心，考察膠樽分類與回收。
★通識教育科科主任鄧錦輝老師獲教育局邀請，前往敦煌交流，考察國家在一帶一路策略的發
展情況。

香港律師會法律辯論比賽

海洋保育計畫開幕禮

探訪仁愛堂再生資源中心

鄧錦輝老師獲邀到敦煌交流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主禮

法律爭議辯論

與地理科合辦海洋保育考察

聯課活動齊參與

少年警訊榮獲元朗區撲滅
罪行委員會影片比賽冠軍
及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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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旭日扶輪社海洋保育計畫

課外體驗樂趣多

少年警訊榮獲預防科網罪行設計比賽冠軍、
亞軍、優異及最積極參與獎等7項獎項

民安隊講座

Prasai Kailash
榮獲屈臣氏集團運動員獎
曼聯足球隊青年軍總教奧拜恩蒞臨本校指導

馬術訓練學校

參與科技體育社會服務和生涯規
畫活動，與不同學校交流
與半島旭日扶輪社組成學校交流平台
音樂比賽最合拍獎
榮獲與校同行計畫
最佳進步獎，乘坐
直升機作為獎勵

校友晚會「夏日相聚 Wonderful」

半島旭日扶輪社社長洪文正先生擔任
領袖生就職禮監誓嘉賓

魔術隊與立法會議員交流

公益少年團榮獲傑出團隊獎
學生會選舉諮詢會
公益少年團舉辦慈善花卉拍賣
★ 活動組榮獲以下共12項獎項
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2015-2016年
度校際越野賽男子乙組「優異獎」。
2. 本校少年警訊榮獲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影片比賽
冠軍及亞軍。
3. 本校少年警訊榮獲香港警務處新界北總區主辦2015
預防科網罪行設計比賽冠軍、亞軍、優異及最積極
參與獎等7項獎項。
4. 6A班 Prasai Kailash同學榮獲「屈臣氏集團運動員
獎」。
5. 本校公益少年團榮獲2015年公益少年團「傑出團隊
獎」。
★ 活動組為慶祝65周年校慶，舉辦龍城尋根戶外學習日，
邀請本校前校長林漢偉先生擔任演講嘉賓，為同學介紹
本校發展歷史。
★ 本校獲邀參加九龍倉學校起動計畫，九龍倉學校起動計
畫將撥款八十多萬，支援學校多項建設，促進教學及活
動的優化。本校教師參加起動計畫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日，與各校教師交流教育專業，獲益良多。
★ 活動組參加賽馬會學校足球計畫，邀請英國曼聯足球隊
青年軍總教練奧拜恩到訪，指導同學參與曼聯模式的足
球訓練。

★ 本校為元朗區公益少年團舉辦慈善花卉拍賣，所得款項
全數捐助香港公益金。
★ 學生會選舉順利完成，新一屆學生會由「幸運草」內閣
當選，會長是5B班楊善榆同學，副會長4A班芯娜、5C
班袁文杰。學生會在上學期舉辦了班際足球比賽、班際
籃球比賽及音樂比賽等。
★ 活動組舉辦「中一迎新賀中秋」工作坊，讓同學認識及
體驗雜耍的趣味。
★ 活動組舉辦本年度領袖生就職典禮，邀請半島旭日扶輪
社社長洪文正先生為監誓嘉賓，參加的領袖生包括學生
會、風紀、四社、童軍、女童軍、升旗隊及圖書館等10
個學生組織。
★ 社長選舉順利完成，選出四社社長。
★ 活動組參加馬術訓練學校的策騎小馬體驗活動。
★ 活動組與半島旭日扶輪社組成學校交流平台，在科技、體
育、社會服務和生涯規畫等方面與多間學校交流。
★ 鍾美鳳同學榮獲扶輪社與校同行計畫的最佳進步獎，大
會以乘坐直升機體驗活動作獎勵。
★ 本校魔術隊獲香港質素保證局邀請，於理工大學擔任徵
文比賽頒獎禮表演嘉賓。
★ 學生會舉辦校友聚會「夏日相聚 Wonderful」，校友與
老師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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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活動

促進學生成長

訓輔組繼續推行中一及中二級「特色課程」。每名學生必須參加一項制服團
隊，如童軍、女童軍或升旗隊。「特色課程」定期舉行步操、露營、集體活動、歷
奇遊戲、手工藝製作、興趣班、運動訓練、行山遠足、義工服務等不同活動和訓
練，讓同學學習自律精神，參與社會服務，以培養同學自信、自律和自尊。

防賭博wargame遊戲

本校邀請校外機構為同學舉辦各種活動，以鞏固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包括邀請
警方代表舉辦講座，向學生講解「預防電話騙案」，以有趣的wargame活動預防學
生賭博，與博愛醫院慧 雅集新Teen地合作，舉辦「踏出人生路」青少年運動培訓
計畫，以極限體育活動鍛煉學生的體能和心智等。另外，安排放學前的反思課，讓
班主任指導學生自我反思，並自評個人學習進度和行為表現，主動求進，邁向關愛
共融。
防賭博wargame射箭比賽

女童軍興趣班自製小食

青少年運動培訓計畫：訓練體能

真誠回饋

青少年運動培訓計畫：
極限體育運動

特色課童軍活動

聯繫社區

★公共關係組參與由元朗家長會舉辦的中學巡禮，為元朗區家長介紹本校教育理念。
★本校舉辦非華語學生才藝比賽，邀請社區人士參與音樂、舞蹈等藝術表演。
★本校與世界少年奧林匹克數學總會合辦世界少年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亞洲精英邀請賽香港總決賽，
8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到本校參賽。
★本校參與由深港教育交流中心舉辦的深港教育展，為深圳區家長介紹本校教育理念。
★本校參與由元朗文藝協進會舉辦的新年嘉年華會，服務元朗區巿民。

才藝比賽得獎合照

世界少年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香港總決賽
深港教育展本校展區

師生參與元朗文藝協進會嘉年華

中學巡禮本校展區
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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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

健康校園

中一中四家長座談會
2015年9月26日本校舉行「中一中四家長座談
會」，向家長講解本校辦學方針與管教措施，以促進家
校合作。會後班主任及任教老師與家長面談，增加彼此
了解，有效教導學生。

老師與家長有效溝通

中一、中四級非華語學生家長講座

週會安排
本校一向關注學生的德育發展，與不同機構合作，定期
提供學生各種成長課程，包括由衛生署舉辦的「成長新動
力」課程、那打素社康服務（SAHSSP）的「健康大使」訓
練、基督教勵行會閃耀坊（Shine Centre）的成長課。

健康大使訓練

「好人好事 LIKE」活動

初中成長課

「班際龍虎榜」計畫
為配合學校的發展計畫，提升學生的自律能力、領導才
能及加強各班凝聚力，健康校園發展組安排了不同類型的班
際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對象包括全校師生及教職員工，以表揚學生良好行
為，共建關愛校園。全年分4期舉辦，全面收集校園「好人
好事」，凡讚賞者及受讚賞的同學均可獲發飛躍卡乙張。
每期選出具代表性的好人好事，讓學生投票。最高票數
者，可得「好人好事LIKE人氣獎」，並獲禮物及獎狀。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初中組：
高中組：

冠軍 1C
冠軍 5C

亞軍 2B
亞軍 4C

季軍 2A
季軍 6A

班際65周年校慶祝賀語設計比賽
初中組： 冠軍 3A
高中組： 冠軍 4C

亞軍 3B
亞軍 6B

季軍 3C
季軍 5C
1A 張雨琳同學分享好人
好事-讚賞李菊鳳老師

第一期「好人好事LIKE」
1A張雨琳同學得獎合照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本校舉辦一人一花種植活動，每位同學獲發長春海棠花
苗，以培養同學種植興趣及喜愛大自然，更設「班際最積極
參與獎」及「花姿招展獎」。健康校園發展組並舉辦種植工
作坊，讓參加同學了解種植該花竅門。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種植工作坊」

學生領取花苗

學生支援服務
「中文喜閱寫意班」
開心生日派對

「義勇群英」義工服務
課程，同學開心做義工

建設共融校園

學生支援組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共融政策，建立共融文化，舉行多元化
活動，促進學生、家長及教師認識和接納學生的個別差異，照顧學生的特殊教育需
要。本年度推行項目包括：

學習支援

關顧及其他學習經歷

不再孤「讀」朋輩伴讀

中一級共融價值教育課

中二及三級「喜閱寫意」計畫

關顧面談計畫

「讀屏軟件」計畫

「相聚一刻」計畫

言語治療服務計畫

午膳聯誼活動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駐校計畫

共融週

個別學習計畫

「同夢TEEN空—共融戲劇訓練」計畫

初中課後功課輔導班（中英數）

「桌遊大師」課程

高中課後功課輔導班

「義勇群英」義工服務課程
非洲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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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

裝備未來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獲邀參加由匯豐銀行慈善基金資助，協青
社城市之峰舉辦的On Eagles’ Wings「就業輔導計劃 」活動，
藉以提升學生的興趣與技能，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鞏固正確價
值觀，提升學生將來就業競爭力。
第一階段： 2015年7月，挑選25名學生參加合共64小時的全人
成長培訓活動，包括5日4夜宿營及工作坊。
第二階段： 2015年10月29日，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在本校禮堂出
席「行業介紹及職業性向測試」講座。
第三階段： 2015年12月19日，參加培訓活動的學生參與On
Eagles' Wings競技比賽日暨頒獎典禮。同學回顧經
歷，分享所學，並透過競技比賽鞏固合作精神，發
揮解難能力。協青社根據同學表現頒發獎狀，以表
揚出色學員。

活 動 分 享
5A Kandel Kaushal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to join the 5 day - 4

night camping trip sponsored by HSBC. We gained totally new
experiences like never before. On the ﬁrst day, we played indoor
games which were very energetic, followed by different outdoor
games like the exploring city as well as water sports. Camping
and sleeping in tents and sleeping bags was a totally new
experience. We were also delighted with trying different Chinese
cuisine and barbeque.

Through this camping trip, I learnt much more about team

work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s in a team. I also managed
to be committed in my team and we learnt to help each other.
Water sports where we made our own boat and raced with other
teams taught me that,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I also
learnt to live in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where there is no roof
and walls surrounding us. Learning to cook Chinese dishes like
ﬁsh balls, noodles, and soup is really delightful.

This camping trip gave me new experiences and taught

互相支持完成游繩任務

me different things. I feel more determined and energetic after
camping. Learning with new tutors was also fun and exciting. I feel
better while working with teammates where I used to ﬁnd myself
weak and ignored. Overall, this camping trip has helped me to
gain psychological strength.

組別口號凝聚團隊

城市定向完成任務

挑戰高牆

划木筏奪寶

多元支援

閉幕典禮

融入社群

活力組為新來港學童提供適切的支援，包括舉辦學術課程，提升新來港學童的學習
能力及學業水平；舉辦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活動，讓同學認識香港社區；關顧新來港學童
及家長需要，加強與他們聯絡及溝通。本年度推行項目：
學習支援

關顧及其他學習
經歷

中文繁體字及粵音訓練課程
英文增潤課程
戶外學習系列：
認識香港一日遊
離島一日遊
碰碰球及攻防箭或皮革工作坊
聯課學習系列：
美容產品DIY班
機械人製作班
「朋輩關顧計劃」暨「家•港•情 」活動計畫（校本課程）

同學參與「朋輩關顧計畫」暨
「家‧港‧情 」活動計畫

「朋輩關顧計畫」暨「家•港•情 」活動計畫（校本課程）
高年級同學以學長學姐的身分作親善大使，促進新來港的學弟學妹適應校園及香港
生活；加強高年級與低年級同學的交流，提高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舉行聯誼活動及工
作坊，讓參與計畫的同學認識香港社區及文化，提升同學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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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一日遊」：參觀南丫風采發電站

學校刊物組
顧問：吳釗美校長
組長：梁壽如老師
組員：丘青峰老師、任萬立老師、Jamie Paul Mur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