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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2016年已走到盡頭了！

一年匆匆過去，在這送舊迎新之

際，大家會自我總結反思嗎？

古人云：「窮則變，變則通。」我

就認為「歲月在流轉，更變乃常態」。

回想七月份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放榜日，我校學生在忐忑不安後，有的

熱淚盈眶，有的興奮歡呼，因為他們都

達到預期的成績，更重要是能入讀心儀

的大學，真的為學生們、家長們高興非

常。

此情此境不就是「變」的果效嗎？

培英有一群充滿朝氣、熱誠與幹

勁的教師團隊，彼此群策群力，衷誠合

作，學子皆能受惠，更令學校向前跨進

一大步。「變」是艱巨的，是要付出時

間的，是要賠上心血的，但其收穫卻是

何其甘美！何其香醇！

培英中學將要邁向80周年了，悠久

的歲月固然珍貴，「白綠」精神及「一

家親」的優良傳統，凡培英人皆應承

傳，使之繼往開來。不過，倘若凡事墨

守成規，因循怠惰，那又如何面對急促

的時代巨輪呢？所以，教師們都在傳統

以外想方設法，為要解決學生學習的多

樣性，「MAKER」正是其中的一環。

本學年我校銳意推行「MAKER」

課程，除了把數學、科學及科技工程等

融合外，更包含了保育與持續發展的概

念，把教育局「STEM」的理念更推而

廣之。「MAKER」課程的成效如何？

本校深信是理想的，是有果效的。

有人這樣說：「現在的培英早已不

是當初認識的培英了。」

真的「不一樣」了。培英更追上時

代脈搏，培英更積極進取，為要持守理

念，追求卓越，開拓更美好的明天！

老師們已準備就緒，同學們亦願意

隨隊出發，為豐盛的生命、璀璨的未來

而努力。這旅途毫不輕鬆，毫不短暫，

是要持久奮鬥，卻是為學者應該要經歷

的。培英學生啊！切記「不經一番寒徹

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千萬不要失去

後方悔不當初。前面花團錦簇，同路者

遍布各處，我們並肩進發，向著「陶造

品德，啟發潛能，豐盛生命」的目標努

力吧。

主必救我脫離一切的兇惡，也必救

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

永遠遠。阿們！（提後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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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成果
本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我們再創佳績！多科持續正增值，各科競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經濟」、

「資訊通訊科技」三科達100%及格率！核心科目亦繼續發力，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摘下五星佳績。

有20位同學獲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我們訪問了當中7位同學。透過師兄師姐的分享點滴，鼓勵學弟學妹力求進

步，追求卓越。

袁心儀︰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

林景新︰香港大學工學

文詠琪︰香港公開大學動畫及視覺特效

李致君︰香港教育大學全球及環境研究

陳家誠︰香港城市大學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

倪日昌︰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

肖莉婷︰香港中文大學政冶與行政學

文憑試以30分佳績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的心儀

憶述：「中三插班入讀培英是個美麗的巧合，想不到如今

竟有如此豐盛的收穫！」回想當初人生路不熟，心裡難免

有些落寞，幸得眾多老師鼓勵，邀請參加校內不同活動，

心儀很快便融入培英大家庭。心儀笑語：「我所取得的成

績，正見證了培英老師勤勤懇懇的耕耘。」大學生活多姿

多彩，心儀正抱持開放和期待的態度繼續探索。

作為曾經在公開試失敗過的考生，景新同學最感恩

的，是在培英重新確定了方向，重拾了自信。

歷經一季寒暑，這段刻苦銘心的「修行」終於圓滿結

束，培英也為景新的學習畫上了完美的句號，但與培英老

師的情誼卻不斷的延續。

景新的一番肺腑之言，可說是師弟妹的強心針：「各

位師弟師妹，請珍惜當下，你們需要更加努力，搏盡，無

悔！」

回想雖然只經歷過一年的校園幸福生活，但景新已領

略到老師疼愛的窩心，同學相伴的鼓勵，如果再選一遍，

景新仍堅定地說一句：「我希望自己仍是培英的學生，做

培英大家庭的兒女！」

詠琪同學永遠是笑容可掬的，她坦言：「『知識』與

『自信』是培英給予我最寶貴的東西。有了知識，我才能

在公開考試考獲理想成績，入讀心儀學系；有了自信，我

才能抬頭挺胸，在眾人面前淡定自若、揮灑自如。我永遠

感激您—我的母校！」

現在升上大學，無論上課模式、課業取向、師生關係

等都跟中學截然不同，這裡各式各樣的學會、精彩的住宿

生活、深奧玄妙的知識，都等著詠琪用心經歷與發掘。

詠琪充滿自信的向母校承諾：「我會把握現在，為未

來而努力！」

能夠順利入讀大學，全賴培英恩師的教導和鼓勵。致

君要特別感謝在學時的師友，沒有他們，學習的路途一定

滿是荊棘。

徜徉在大學生活，致君真正體會到生活的廣闊和思想

碰撞帶來的快樂。她亦不忘勉勵學弟學妹力求上進，因為

培英有最體貼和最關心學生的老師。適逢母校八十周年校

慶，致君亦衷心祝福母校生日快樂！

憶起中學生涯，家誠馬上想起悉心培育指導的恩師，

師長們除了督促他的學業，亦給他許多人生指導，家誠就

是在這種亦師亦友的學習氣氛中成長。家誠要感謝的老師

太多了，只能銘記師恩，有機會再回母校，一定親自再向

老師致謝！

大學生活自由，身邊再沒有耳提面命的老師。家誠仍

提醒學弟：「同學們，請大家珍惜有人提點你的階段，盡

快培養出『自學性』和『主動性』，這才有利將來的發展

呢！」昔日稚氣的小伙子，搖身一變成為處事成熟、自信滿

滿的大師哥。日昌坦言自小並非優才生，但母校卻無私地

加以栽培，參加口琴隊、温哥華遊學團、作文比賽獲獎，

這些經歷如露水養份

般使他成長，造就他

勇奪五星佳績入讀香

港中文大學經濟學，

繼續追夢。大學生活

忙碌，充滿挑戰性，

但這位大師哥仍不忘

培英，「這一切得來

不易，沒有培英沒有

我！」

培英，讓莉婷認識一群良朋摯友，走出新移民對陌生

環境的恐懼；培英，讓莉婷遇到為她點亮明燈的恩師，培

養了讀書求知的興趣；培英，陪莉婷走

過青春時的酸甜苦辣，跨過了應付文憑

試的風霜雨雪。

今日，莉婷終於入讀香港中文大

學，修讀政治與公共行政。大學生活可

謂多姿多采，剛入讀兩個月，她便參與

學院裏的一個校慶節目，從中學習到不

少社交技巧。她知道未來還有許多不同

的挑戰，但相信作為培英人的莉婷，沒

有難關是跨不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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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起白袍的心儀（左二），成為
專業人士

參與宿舍的high table dinner(右二)

大學生活多姿彩

精彩的大學系會活動

「上莊」顯才能(左一)，
參加「社會服務團」

莉婷（左二）盡情投入大學生活

寧靜一隅，享
受舍堂生活

珍惜當下，增進知識

陶醉書海世界

由這裏開始了解全球，
向世界出發

要主動，才能投入大學生活
(左一)

中大乒乓球公開賽奪得冠軍

進入中大藥劑學，喜上眉梢



1A吳婷婷

「當你不開心，有人陪伴你；當你哭了，
有人安慰、關心你；當你和朋友吵架，有人協
助調解。」這就是我的第二個家—培英是我
家，這是我在這三個月中切切實實的體會。

2A利駿驄

今年是第二年入住宿舍，感覺截然不同，

因為加入了十多位同學，氣氛熱鬧。校方亦從

善如流，接納宿生的建議，令我們的校園生活

亦更多姿多采。

6A潘幸怡

我是宿舍中的大姐姐，有不同性格和習慣

的妹妹，正所謂：「相處容易共住難」，大家

習慣及意見不同在所難免，但是我在寄宿的最

重要得著就是學會包容和耐心。

宿舍有不少規矩，但是每一條都是合情合

理，同學習慣之後就能將作息、娛樂與學習的

時間平衡了，所以我認為宿舍生活是一個很好

的鍛煉機會。
5B香熙歷

感謝校方今年答允為我提供良好的居住及

學習環境，為我省卻了上學的時間，我會全力

以赴應付文憑試，報答培英給我的恩情。

3A王琳睿

一幢七層高黃色外牆的建築物在清幽的華富道特別耀眼，沒錯，這就是我的宿舍—金銘樓。寄宿生活的起居作息十分有規律，全靠一位既有愛心又盡責的男宿管—張Sir，他每天都會為我們安排娛樂及作息時間，亦為宿生排難解紛。張Sir雖嚴厲，卻滿有慈父的關懷，兩個多月以來，我充份感受到張Sir的關愛，我亦發覺自己愛上了培英，愛上了宿舍生活。

其他學習經歷課程—Maker 宿舍生活漫談
本校初中其他學習經歷課程推行Maker教育，以科

學為本，科技為用，培養學生靈活運用課堂所學，實

踐創意。學習內容有「創意編程」、「持續有營」、

「魚菜共生」。另外，為一盡社會責任，我們以「華富

保育」為主題，透過「模型製作」及「華富訪談」等活

動，加強學生對社區的歸屬感，以不同方式紀錄華富點

滴，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今年金銘樓可真熱鬧呢！皆因共有19男4女，共23

名學生寄宿，真正體現了白綠一家的精神。宿生平時除

了按舍規作息外，閒時還會在舍監及宿舍家長的安排下

參與不同的活動，生活既充實又多姿多采。

創意編程

華富訪談

宿生感言

持續有營

魚菜共生

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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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像化編輯工
具學習編程語言及
邏輯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設計營養
食譜

由專人教授同學如何組裝魚缸

同學們將心愛的金魚帶回去悉心飼養

合力拼砌模型底座

砌出對未來的願景

以自家種植的大豆芽製作出
「有營」菜式

在老師指導下同學能充分發揮創意

課餘集體遊戲，不亦樂乎？

齊下廚，顯功架，一樂也！

美味佳餚，爭相品嚐！

紀律培養，作息有序

邀請華富坊眾於培英電
視台進行拍攝訪問

嘉賓娓娓道出華富愛心花園的
由來

銀都冰室店主難忘50年來
街坊的熱情捧場

享受閒暇，全情投入



動靜皆宜的

潘幸怡同學
家校發展組

學生領袖發展組

潘幸怡同學常掛著微笑，舉止閑靜，平易近

人。她在中四時入讀本校，很快就融入了培英這個

大家庭，去年更當選為學生會主席，為同學服務。

筆者問及她在高中轉校的原因，她一臉無奈。

原來她的夢想是升讀大學，選讀醫科，故必須在高

中修讀生物和化學，可惜她在舊校未能獲派心儀學

科，只好轉校。但幸怡在中三時與舊校校長有些誤

會，以至操行由一直以來的A等突降至B等。她曾到

過幾間學校報讀，可是幾乎所有老師只見到她急跌

的操行，先入為主以為是因犯錯而被逐出校，故沒

有給她面試的機會。

直至到培英中學遇上許榮中老師，許老師細心

聆聽她的故事，相信並給她入學的機會。幸怡在受

訪時仍記得許老師的話：「我相信你和前校長之間

有點誤會，但不要緊，來到這裡，就當是給自己一

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很感謝這位恩師，要是沒

有他，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幸怡笑臉重現。「入

讀培英之後，學校接納了我的申請，安排我入讀英

文組的生物和化學。但開學不久，我已感到十分吃

力，那時候我很無助，遇到一點小事就哭。慶幸老

師都很樂意幫助我，化學科區婉霞老師每天放學替

我補課，用中文把課堂上所教的再說一遍，班主任

李舜娥老師也很關心我，了解我在適應和情緒方面

的問題，周方圓老師不厭其煩地為我處理轉組的事

……實在很抱歉！抱歉為老師帶來那麼多麻煩！」

感謝主！新一屆(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於11月19日順利誕生。我們的家長向來支持學校，他

們與學校彼此配搭，為的是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健康、

愉快的環境中成長、學習。我們衷心感謝上一屆委員積

極努力地籌辦了不同形式的活動，更不斷尋求突破使本

校家長教師會得以持續發展。在此祝願新一屆家長教師

會，在主席林秀梅女士及副主席梁佩華女士的帶領下，

使家長工作更能發揮果效。

11月上旬，本校舉行了學生領袖就職典禮，讓今

屆的學生領袖在眾師生見證下宣誓就職，亦同時感謝去

年學生領袖的貢獻及付出。

去年5月份，學生會及家

政科合辦：「健康廚神爭霸

戰」，用水果設計健康菜式，

以配合健康生活主題，藉此培

養學生健康飲食的習慣。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培英廚神爭霸戰

校園
記者

一切適應了之後，幸怡為不辜負老師的期望，

也為了自己的未來，不斷鞭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很高。她說：「培英的老師真好，給我很多練習、

補課，甚至犧牲私人時間教我，就像羅健文老師給

我很多練習，穩固我的根基，也讓我有高度的自

由，聽懂了課堂的內容可以自己『操數』；郭嘉豪

老師拍片給我們自習，這樣，我們在家遇上不會做

的題目也能上網看看視頻溫習；何頌雯老師評估我

在文憑試可以拿到的分數，讓我不會因在校內考得

高分就驕傲自滿……事實上給予我幫助的老師遠遠

不止我提到的這幾個。就連沒教我的老師，在我融

入校園生活和參加比賽方面，都給予我莫大的支持

和鼓勵！」

幸怡動靜皆宜，除了努力學習，她也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她喜歡表演，也喜歡運動，學校給她很

多發揮的機會，主持、演講、話劇、唱歌、跳舞

……都不難見到她的身影；參加風紀隊期間，報讀

過高結構技術課程、山藝訓練等。她在校外也參

加了青年獎勵計畫，今年年初剛考獲野外鍛煉科銀

章。實在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能夠忍受野外

訓練的挑戰。她當了六年女童軍，眾所周知，童軍

一向重視全人發展，要獲得嘉許，必須在服務、品

格、體能和技能四個範疇有卓越的表現，幸怡在今

年八月獲得了「香港總監榮譽女童軍獎章」，這是

女童軍生涯的最高榮譽獎章。幸怡能脫穎而出，真

令人不可以輕看這小妮子呢！

目前，幸怡的目標是全力備戰文憑試。著實幸

運，今年校友會的宿舍開放給女生申請，校方也

批准她入住，這個安排讓她每天節省兩小時交通

時間，也為她提供了一個優良的環境，讓她專心溫

習。校長、學長們和老師都不時到宿舍探望宿生，

關心他們的適應情況，令同學很感溫暖。「我知道

校長和老師對我的期望都很高，也用最好的資源全

力支援我，我希望明年考進心儀的大學，不負師長

們的栽培和厚愛。」

筆者放下了筆，暗暗祝禱，祝福她能夠如願以

償……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

顧　問	：林淑芬校長、陳錦昌副校長、侯嘉倩女士、周保華先生

主　席	：林秀梅女士

副主席	：梁佩華女士、黃麗婷老師

秘　書	：郭桃鳳女士、沈雪綸老師

司　庫	：陳純玲女士、劉秀容老師

宣　傳	：譚金好女士、黃思婷老師

康　樂	：楊珠珍女士、何聰琪老師

總　務	：孫雪萍女士、曾金榮老師

義務核數員：洪昌寶先生

義工隊隊長：林小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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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李偉庭醫生為宿生
送上月餅和水果

第十九屆培英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三位資深家長委員
盧少娟女士、梁少
娥女士及蘇偉基先
生服務本會多年，
隨著子女畢業而卸
任，本校全體師生
祝他們生活愉快。

中一同學廚藝也很了得

校友余德淳博士分享
主題「戒打機的真
相」，家長認為內容
非常豐富並受用。

各級參賽者與評判和學生會顧問老師大合照

當日亦為上學期統
測成績單派發日，
老師及家長藉此交
流子女成績及品行
的表現。

本屆學生會主席5A班張汶烯同學帶領眾學生領袖一同宣誓

本屆學生團契幹事合照 上屆學生會幹事領受服務證書，與校長
及顧問老師拍照留念

風紀組隊長與老師合照

在女童軍周年巡遊
中擔任持旗手

代表學校參加滬港英語辯論比賽

舞姿優美，贏得熱烈掌聲

在南區文化遊蹤活動
揭幕禮中表演朗誦

攀石運動也難不到她



閱讀推廣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訓育組 輔導組

紅十字會

閱讀推廣組舉行不同形式的好書分享及創意閱讀分

享會，加強校內閱讀氛圍，並積極訓練閱讀大使，讓他

們透過校內閱讀活動和小學閱讀推廣活動，建立個人自

信心，學習自我欣賞。

本組於9月7日舉辦了「我的行動承諾2016」啟動

禮，讓學生學懂自愛，進而推己及人，關心別人的處

境和感受，發揚互助互愛精神。

於9月30日舉辦了「國慶同樂日」，本組在午膳

時間擺設了兩個攤位遊戲，增加同學對祖國的認識。

在10月13至14日，本組透過早會短講、午間閱讀

相關文章及短片以推廣「惜食」訊息，提醒同學減少

浪費，珍惜地球資源。

本校風紀組隊員於9月13日參與「思囚之路」活

動，體驗違法人士被捕後的經歷，從而提醒同學守法的

重要。

為期兩星期的升中導向周，為中一新生提供升中銜

接課程，讓同學逐步適應中學生活。當中的兩日一夜適

應營，除了團隊遊戲外，還有紀律訓練，在導師的循循

善誘下，同學們逐一完成各項挑戰，學習團隊合作並彼

此建立友誼，為即將開展的中學生涯作好準備。

此 外 ， 暑

假期間校方為宿

舍新生舉辦了迎

新活動，讓宿生

互相認識、學習

溝通，適應宿舍

生活。統一測驗

後，本組又舉辦

了歷奇訓練營，

藉攀石活動提升

同學與人溝通的

技 巧 及 抗 逆 能

力。

10月14至16日風紀組在薄扶林賽馬會傷健營舉辦訓

練營，藉此提升隊員的團隊精神。

9月30日中二級

同學於粉嶺機動

步隊訓練營參觀

P T U 結 業 預 演

操。

今年暑假，YU251進行了第三屆宣誓典禮，正式

加入紅十字會。這次宣誓有六位會員參與，他們在暑

假期間仍不忘回校步操，為宣誓作預備。宣誓時，除

了常規部份，會員還以「白日夢」作為主題，設計了

一連串的表演，大跳韓國熱門曲目pinkme，引起全場

歡呼，還有兩位男生勇敢穿上裙子跳舞，搏得不少掌

聲。他們辛苦籌備了一個多月，表現令人喜出望外。

湯婉儀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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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早會閱讀分享

校長向全校學生簡介「我的行
動承諾2016」活動意義

步操是宣誓的重要一環

蘇老師帶同寶貝女兒為會員打氣

同學積極參與攤位遊戲
在模擬法庭內，同學分別扮演
控、辯律師、被告人及旁聽者
的角色

協作遊戲

同學與PTU部隊合照

模擬剪草

木筏大戰

能與裝甲車合照，心情特別興奮

參觀馬坑監獄

攀石挑戰，勇往直前！

立正步操

蒙上眼睛學習互相合作和信賴

這個包裝看看能否保護雞蛋

宿生自行準備食材

飛氈集體遊戲

攀石訓練，步步小心！

以「白日夢」作為主題

閱讀大使以平板電
腦向小學生說故事

到訪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
學，加深兩校情誼



宗教委員會 多元學習
	 關愛校園

物理科

中文科
為向中六同學提供多元升學及出路資訊，本組預備

了一系列本地或外地升學及就業講座、工作坊、參觀升

學展覽等活動，並與生命教育科、輔導組合作，指導學

生參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香港事業興趣測驗：互聯

網版本》。此外，本組組織了中六同學參加10月8日的

「校友精彩人生路分享會」，學長們為一眾學弟學妹帶

來勉勵及支持，並啟發他們立定志向，開創未來。

與此同時，本組推薦同學參加10月15日舉行的

「瑪麗醫院—身體殘疾

探索之旅」，了解殘疾人

士面對的困難，並認識骨

科醫生及治療師的工作，

為將來投身醫療護理界的

目標作好預備。

為擴闊學生視野，我校去年舉辦了不少文化交流

活動，包括有湖北省武漢、宜昌文化與三峽水利建設之

旅、2016國際機械人夏令營、台灣升學資訊團、清遠

連南文化考察團等，並推薦了多名學生參加校外機構舉

辦的考察活動，有「善德關愛科研2016北京、西安航

天科技發展考察團」、「首都北京、歷城吉林」雙城文

化探索之旅，這些交流團既加強同學對中國的認識，又

能提升人際溝通的技巧，真是一舉兩得。

本年度宗教主題為：

幸福唯「多施」。

鼓 勵 同 學 多 為 人 設

想 ， 多 行 一 步 ， 學 會 感

恩。

為配合電子學習的大趨勢，本科特意設計了一個有

趣的互動課堂，利用	 iPad	及應用程式	 Video	 Physics	

進行研習。學生利用	 iPad	測量	 Lego	機械人小車及乒

乓球的運動，由此學習各種運動線圖的相互關係。

學生除了掌握繪圖的基本技巧外，更主動發問，提

出利用應用程式研究各種運動。學生表現獲前來觀課的

中大教育學院吳本韓博士及教育局劉耀漢博士讚賞。本

科積極鼓勵學生以此課堂為契機，利用智能電話自主進

行各種科學探究活動。

十月十九日，承蒙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鄧卓

莊校長蒞臨講授中文科試卷三綜合能力應試技巧，令應

屆中六同學獲益良多。

本校三位同學4A張伊文、6A李佩愉、黃佩欣同學

參加由僑聯文教基金會舉辦之「海外華校徵文比賽」獲

得初中組及高中組佳作獎。

為提升學生欣賞藝術的品味，我校於9	月7舉辦了

「才藝文化欣賞會」，口琴組、管樂團、中樂團及跳繩

隊的精彩演出，讓學生眼界大開。

本校致力營造「關愛文

化」氛圍，去年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能」和「培養學

生的自尊感」為關注目標，

又推行「奮進向上計劃」、

「我們這一家」、「課後輔

導計劃」、「南區文化遊

蹤」和「我最欣賞你」等活

動，藉此發動全校總動員去

關顧學生，為他們締造成功

希望，故有幸連續三年贏得

「關愛校園」之美譽。

境外交流

課堂革新　活用科技教學

才藝文化欣賞

關愛校園

八月份教職員退修會 開學典禮

開學崇拜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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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
會黎家翹牧師為
教職員證道

戴智行同學於上海英
語辯論比賽中表現出
色

才藝文化欣賞會之花繩表演

關智耀校友分享成為電影攝影
師的過程及預備

梁啟誠校友分享參與世界各地醫學義
務工作的體會

「瑪麗醫院—身體
殘疾探索之旅」活動

基督教樂隊UNIX帶領敬拜和見證分享

教育署前助理署長梁一鳴博士
作見證分享

敬拜隊宣讀年度宗教主題經文
—箴3:27及使20:35

中三級到連南瑤寨考察

鄭禧年同學介紹各種管樂

奪得關愛校園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富堂郭海笙宣教師為師生證道

林校長、黎牧師和梁博士的大合照

到清遠作農務所得的成果

學生拍攝LEGO 小車運動

感激鄧卓莊校長蒞臨演講

獲獎同學，喜上眉梢

學生與老師研究乒乓球運動

學生從片段中標出運動座標

大合照

讓同學學會感恩，短片《培
英幕後功臣》上、下集

敬拜隊獻唱年度主題詩歌—
《動力信望愛》



Summer	English	Camp	2016

創意科

體育科
How	did	you	spend	your	summer?	Catching	Pokemon?	Sleeping	al l	day?	

What	 is	 better	 than	 spending	 your	 summer	 brushing	 up	 your	 Engl ish	 ski l ls?	 Three	 groups	 of	 forty-four	

students	made	 the	 best	 decision	–	joining	 our	 Summer	 Engl ish	 Camp	2016.	 In	 this	 camp,	 the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enjoy	the	Water	Day,	make	new	friends,	grow	in	confidence	and	be	encouraged	to	take	on	

new	chal lenges.	Most	importantly,	they	could	learn	new	Engl ish	ski l ls.

開學初期，本組積極招攬新隊員，期望有更多中一

同學可以接受田徑訓練，除此之外，也讓同學多參加賽

事，累積經驗，好讓大家充滿信心地迎接學界陸運會的

來臨。

本校游泳隊自9月至今已參加了三項比賽，分別是

南區水運會、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及香港仔工業中學水運

會4x5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同學於南區水運會4x50米

接力賽中奪得男子組亞軍佳績。

本校剛完成了泳池改善工程，同學可重新投入訓

練，希望各隊員於訓練後皆有明顯的進步。

本校同學應南區婦女會邀請出席南區國慶活動，表

演花式跳繩，以新音樂、新花式、新拍檔、新火花贏得

坊眾的熱烈掌聲。

於10月14日，本校10名同學應網球總會邀請出席

香港保誠網球公開賽，有幸能在現場目睹世界著名網球

手的比賽，令同學大開眼界。

製作杯子蛋糕

田徑隊
游泳隊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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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isn’t hard, right?

平板電腦是電子學習的好工具 在香港仔海濱公園演出

顯理中學友校接力

勇奪南區水運會男子接力亞軍

跳繩隊在校內表演，贏盡掌聲

田徑練習

參與南區水運會比賽的健兒

有幸能觀賞到國際性賽事，同學表現興奮

同學們發揮互助精神

製作成功，給自己一個讚

Say “cheers”. 

Everybody, move your body. 

Tsui Tsz Ying (5A), Cheung Man Hee (5A) and Leung Choi See(5A) 
were awarded the 3rd Place in the Public Speaking Team category 
of  the 68th Speech Festival (2016)

We have made it! Come on, let’s fight back!

Before we say “goodbye”, let’s take a selfie.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友校接力

泳隊練習情況



排球隊在15－16年度學界排球比賽（香港區第二

組）榮獲多個獎項（詳見第16頁「學生榮譽榜」），男

子隊全取四個冠軍，稱霸港島。

男女子排球隊在暑假期間舉行的「外展教練計劃排

球挑戰賽」，男子隊得亞軍，女子隊榮獲冠軍。

我們得到香港校友會柳勤榮主席及董事會贊助，在

8月份到台北華僑高級中學進行了集訓，除了技術練習

和交流外，還有體能訓練，更意想不到是有多位校友專

誠探訪我們，包括錢偉民老師、柳勤榮校董伉儷、梁啟

誠醫生伉儷、鄭則有醫師及張偉明醫生，梁醫生還請了

我們一行四十多人到品田牧場吃晚飯，他們都是畢業離

校超過三十年的校友，各同學都充分體會「培英兒女遍

全球，白綠一家互關懷」的精神。

排球隊 香港培英校友日	2016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在10月8日舉行，適

逢今年是校友會的七十周年誌慶，歸寧的校友

人數眾多，校園的每一角落都洋溢著歡樂的氣

氛。

大操場如常上演精彩的排球友誼比賽，打

氣聲、歡呼聲不絕於耳；幾位學長贊助了懷舊

小食車及雪糕車，以象徵式五角出售幾款地道

小食，廣受歡迎。導賞員帶領校友參觀校園，

學生宿舍及校史館是校友最感興趣的地方。

今年的特備節目是「校友精彩人生路分享

會」，請來香港電影界大師關智耀先生及高雄

長庚醫院外傷整形外科梁啟誠醫生兩位校友分

享他們的人生體會。

關學長認為自己的精彩人生從中二時接觸

攝影開始，後來他更毅然放下安穩的工作，到

日本學習攝影。關學長衝破重重難關，成為了

今天的電影攝影大師。最後關學長更勉勵同學

做人要保持心態年輕，不能與世界脫節，可以

的話多到不同地方，擴闊自己的視野，擴闊自

己的世界觀。

梁學長則認為他的精彩人生就是他的平淡

人生。他以前經常到落後國家義診，體會到世

事無常，人跟死亡走得很近的。學長呼籲同學

珍惜身邊的人。兩位的分享讓參加者上了寶貴

的一課。

晚宴筵開45席，是歷年參與人數最多的一

次。除了豐富的膳食，還有王秉謙老師的口琴

獨奏、大合唱、互動遊戲及幸運抽獎等節目，

各校友均盡興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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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偉民老師與兩地球員合照

望社張偉明醫生與女排合照

男排取得「外展教練計劃排球
挑戰賽」亞軍後合照

望社張偉明醫生及鄭則有醫師與男排球員合照

男排取得學界排球比賽(香港區第二組)男
子甲乙及團體總冠軍後與師長的合照

梁啟誠醫生伉儷及柳勤榮校董伉儷與男排及女排晚飯後合照

男排取得學界排球比賽(香港區第二組)男
子甲丙冠軍後與師長的合照

女排取得學界排球比賽(香港區第二組)女
子甲組季軍及乙組亞軍後與師長的合照

關智耀校友親切地回應學生的提問

懷舊小食大受歡迎

梁啟誠醫生講座後與一眾校友留影

校友在校史館聚首

剛畢業的銳社同學首次以校友身分參加校友日

校友會七十周年切蛋糕儀式

校友身手不減當年

王秉謙老師為大家吹奏口琴

女排取得「外展教練計劃排球挑
戰賽」冠軍，與張詩敏教練合照

校園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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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榮譽榜

視藝科
適逢本校創校80周年，視藝科本年將主力推動水

彩畫創作與欣賞。

為讓同學了解更多水彩畫的藝術發展和創作表現，

本科特別邀請本地藝術家曾潤漢先生蒞臨，講解和示範

水彩畫於藝術上的「韻」與「魅」。當藝術家示範時，

同學都紛紛被那種夢幻魅力的水彩畫吸引著呢！

夢幻水彩畫的「韻」與「魅」

同學被夢幻的水彩深深吸引著

同學急不及待地嘗
試水彩畫的魅力

齊齊與藝術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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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姓名 參賽時班別 獎項

中文科 海外華校徵文比賽

張伊文 3A 初中組佳作獎

李佩愉 5A 高中組佳作獎

黃佩欣 5A 高中組佳作獎

英文科
The 68th Speech Festival 

(Publ ic Speaking Team)

Leung Choi See 5A

3rd PlaceTsui Tsz Ying 5A

Cheung Man Hee 5A

數學科 中華基督教會聯校魔力橋比賽 張雪盈 4A
一等獎

最佳隊員獎

物理科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極速循線挑戰賽」

2016年國際樂高機器人比賽

陳啓彥 4A 金樂高獎

鍾芷浩 4D 金樂高獎

葉志豪 3B
機器人相撲佳作

障礙競速佳作

陳紀烽 3B
循跡競速佳作

障礙競速第二名

陳浩源 4B
機器人相撲佳作

障礙競速佳作

排球隊   學界排球賽（港島區第二組）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丙組 冠軍

男子團體 總冠軍

女子甲組 季軍

女子乙組 亞軍

田徑隊

     南區陸運會4x100米接力 亞軍

學界陸運會—鐵餅 張柏斌 4A 第三名

學界陸運會—100米欄 馮竣 4C 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