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的話
第三十期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 5:3）
現代社會突飛猛進，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智能電話的功能已成為大部
分人不能或缺的必需品外，智能眼鏡能用作語言翻譯，智能照明系統能以
聲控調校燈光的顏色及亮度，以致早陣子世界圍棋冠軍、南韓著名棋士李
世 與人工智能AlphaGo進行圍棋大賽，結果竟是電腦勝人腦。
所有智能科技都是由人類構思、設計與創造，顯示當下的學習模式已
改變，不單是知識的灌輸與接收，更重要是培育獨立的思維，激發靈活創
新的元素。為使社會持續發展，教育的理念不應只為鍛練學生成為機械式
的應試能手，而是發揚他們潛藏的素質，讓學子們都能各展所長，創造自
己的新天地。
培英學生有甚麼專長？在音樂方面，本校的中樂團與管樂團已為坊眾
熟悉，恒常獲各類社區活動邀請表演。近年，口琴隊更嶄露頭角，導師韋
恒熹學長對隊員讚口不絕。圖書館學會與閱讀推廣組又籌辦各類推廣閱讀
的工作坊或攤位遊戲。各類運動項目和校際中、英文朗誦比賽等則捷報頻
傳。至於學生們參加各類學習交流團也認真投入，不但備受讚賞，甚至獲
教育局選取為示例。
許慎《說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又云：「育，養子
使作善也。」本校的教育目標就是令學生學習知識技能，陶冶道德操守，
發展個人專長。為使學子成為才德兼備的接班人，培英中學看重基礎，致
力先讓初中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故有「課後輔導課程」，除了鞏固
學科知識外，亦涵蓋了各類體藝文娛活動，以啟迪學生的興趣與潛能，達
至「學習時學習，遊戲時遊戲」，以期造就文武兼備，動靜皆宜的白綠兒
女。本校又積極推動尊重體諒，和諧共融的愉快校園生活，以體現「誠信
互愛，追求卓越」的年度主題。過程儘管是艱辛的，學生亦不一定樂於接
受，但我堅信古諺所謂「習慣成自然」，好的行為一旦被潛移默化成習
慣，那股牢不可破的威力當能成就大事業。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馬太福音 7:7）
各位同學，你願意挑戰自己，接受學校的薰陶改造嗎？你的成果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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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趟200年的旅程
—「南區文化遊蹤」
白綠文學社及閱讀推廣組聯合舉辦了「南區文化遊蹤
暨情味沙龍比賽」，全賴南區區議會支持，本組於2015年
11月至2016年1月籌辦了一系列活動，致力推廣南區歷史
文學、生活文化，當中信念更得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
的鼓勵及讚賞。

「南 區歷 史文 化談 」講 座( 12 月8 日)

長丁 新豹 博士 ，
我們 有幸 邀請 到香 港歷 史博 物館 前館
實早 於香 港開 埠， 南
為坊 眾主 講「 南區 歷史 文化 談」 。其
資料 蒐羅 極廣 ，由 清
區已 有一 定發 展。 丁博 士旁 徵博 引，
民間 生活 照片 ，娓 娓
末官 修地 圖、 英殖 民者 檔案 文件 ，到
講當 天， 除本 校師 生
道出 南區 二百 多年 來的 發展 歷史 。演
至， 將南 區歷 史進 一
外， 不少 坊眾 及中 西區 同學 均慕 名而
步推 廣開 去。

宗教組 福音週

白綠文學社
及
閱讀推廣組

「南區 文化遊 蹤」導 賞活動 (12月 27日 )
聽畢讀 過萬卷 書的丁 博士分 享，也 得走上 幾里路 親身
看個究 竟。我 們先到 歷史逾 280年 的薄扶 林村參 觀，由 村
民黃廣 長先生 為我們 講解， 然後到 大學堂 欣賞西 式建築 ，
並得到 宿生們 熱情招 待。到 訪鴨脷 洲洪聖 古廟時 ，華人 廟
宇委員 會亦派 員作講 解導賞 。最後 一站， 我們到 南區文 學
徑中的 淺水灣 段，欣 賞以張 愛玲創 作階段 為意念 的藝術 擺
設，發 思古之 幽情， 遐思那 一段傾 城之戀 。

樂隊Unix帶領同學敬拜上帝

本校為了讓同學更認識福音，於2016年2月22至26日舉行福音週，是次主題為「彼此
欣賞、凡事謝恩」。福音週內容豐富，透過多元化的福音活動帶領同學認識基督。
打響頭炮是競技遊戲「搓」「猜」畫畫，在遊戲中同學需要過關斬將，每個環節都考
驗同學的速度、腦筋、手部平衡、創意，以及運動神經，而今次最特別是參賽者在各個關卡
上每遇到其他戰友也要互相讚賞，以達至遊戲的目的─ 彼此欣賞。另外，在午膳時間，
邀請了樂隊Unix於操場上帶領同學一同以歌曲敬拜上帝；還請來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FES)於雨天操場擺設書展，除了見證書籍外，還有不少精品，同學反應熱烈，滿載而歸。
而佈道會則由循道衛理佈道團主領，除詩歌分享外，還有福音話劇《面具》、見證分享及信
息分享，同學們都非常投入。

感動人心的見證分享

車頤姊妹詩歌分享

感謝神的恩典，整個福音週非常激勵，有不少同學信主，得著神的盼望和喜樂，並已
開展新一季的栽培小組，讓同學在生活上感受神的同在。

同學以單手夾走碗中
的波子
福音話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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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隊伍展露笑顏

同學投入選購心頭好

「情 味沙 龍攝 影比 賽」 (11 月1 5日

至1 月1 4日 )

南區夕照、漁村人情、歷史建
築均 是鏡 頭的 素材 。大 眾信 步而 過，
置身 其中 或未 有所 得， 透過 攝影 的一
瞬， 將情 味捕 捉下 來， 距離 拉開 ，坊
眾反 而較 易觀 照。 是次 比賽 分公 開組
及學生組，參賽作品眾多，水準極
高。 是次 比賽 得影 聯攝 影學 會高 級榮
譽會 士陳 栢健 先生 及業 餘攝 影家 林國
樺先 生擔 任評 判， 並於 頒獎 禮為 坊眾
評判 分享
分享 拍攝 南區 風情 的心 得。

公開 組冠 軍《 神光 下旅 航》

「張 永霖 華富 遊蹤 」( 3月 31 日)

華富 村名 人輩 出， 當中 佼佼 者自 為張
永霖 先生 。張 先
生為 首批 入住 華富 村的 居民 ，見 證華
富變 遷。 人生 就是 如
斯奇 妙！ 闊別 華富 村多 年的 張先 生，
近年 出任 明德 學院 校
務委 員會 主席 ，繼 續與 華富 村結 緣。
閱讀 大使 專誠 到明 德
學院 拜訪 張先 生， 暢談 閱讀 心得 。隨
後更 到其 故居 （華 珍
樓） ，漫 談華 富觀 感。

學生 組冠 軍《 夕陽 漁港 》

「南區文化遊蹤頒獎禮」(1月31日)
1月31日在香港仔海濱公園舉行了閉幕及攝影比
賽頒獎禮。活動得以成功，除了區議會撥款支持外，更
得到區議員的鼎力支持。頒獎禮當天，區議會副主席陳
富明議員、歐立成議員、區樂軒議員、羅健熙議員、任
葆琳議員到臨支持。除擔任頒獎嘉賓外，眾議員亦在閉
幕儀式中，將一眾南區歷史文化景點張貼在地圖之上，
象徵將文化生活連成一線，繼續推廣南區文化瑰寶。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富明議員
張貼南區景點

攤位活動，
以遊戲推廣南區歷史文化

李偉庭醫生致歡迎辭

宗教委員會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吳嘉民老師

宗教委員會及生命教育科老師共九人，於一月份聯合參與本學年的退修營。是次退修營
的目的，乃冀望同工可從繁囂的生活中，學習安靜自己，以聆聽上主的微聲。另外，透過認識
天主教的靈修傳統，用心細嚼上主的說話，從而造就個人的信德，並滋養教師的心靈素質。
兩日一夜的退修營假摩星嶺的嘉諾撒靜修院進行。當日入營時間已屆傍晚，負責接待我
們的關修女，先介紹了該營地的歷史背景和設施，而神師許修女則向我們簡介了兩天的活動程
序。許修女在兩次的講座裏，講解了一些天主教的靈修傳統，包括聖本篤及聖依納爵等靈修方
式，當中包括了安靜、默觀、反覆細讀經課、倒空自己和實踐神操。靜修營的場地亦有助大家
思想上主的創造，在營內我們都學習放慢腳步，也透過清幽環境欣賞上主的創造，甚至連用餐
吃喝，也須刻意細嚼吞嚥，交談甚寡。對於習慣了急速城巿生活的我們，實踐起來確實不易。
整個退修營也開闢了與神師面見的空間，部分同工期望與修女心靈對談，從中獲取若干
的屬靈指導。個人退修過後，神師安排了在離營前彼此分享信仰的時刻。大家打破了寧謐，除
藉此反思個人信仰，亦使彼此增進了認識。在總結時，許修女特別引用了天主教慈悲禧年的禱
文和詔書，勉勵同工時刻注視和默想耶穌的話，以更親近天父慈悲的面容，並學習以這種慈悲
去善待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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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別會

5A
莫詩琪
徐子健

3月4日，校方為中六畢業同學舉行惜別會。同學們
魚貫入座，大都抱著期待心情參加。同學還在襯衫上簽名
留念。台上播放老師的訓勉，台下同學都泛起淚光。同學
們都把老師的訓勉，埋藏在心底，細意嘴嚼。

林校長送給中六學生
的惜別贈言

會上更放映同學們初中及高中時代的班相，場面令人
感動，可見同學離別依依不捨之情。

班主任林慶文老師
勉勵中六同學

中六級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

郭海笙宣教士為同學訓勉
中六同學全情投入，為中學生涯劃上完美句號

校園事．校園時

5A
李慧玲

2月26日周會，學生會舉辦「校園事．校園時」，我
們有幸邀請了林校長為我們的嘉賓。學生會的成員把同學
的意見，逐一向校長反映，校長也一一回應同學們的問
題。同學提問踴躍，可見各位同學都十分重視這次聚會。
希望同學能夠珍惜在培英學習的時光，正如校長

學生會幹事向
林校長反映同
學的心聲

所說：「把她當作我們另外一個家，即使缺乏，也能包
容。」

家校發展組

中六同學代表學弟，向校方提出有關學校設施問題
黃麗婷老師

校長家長早餐會
本年度的早餐會於2

今次早餐會適
逢新春期間，
我們加插了寫
揮春的活動！

月19日舉行，家長們及校
長有美好的溝通時光，校
友田慶豐教授更親臨與家
長分享培育子女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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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 長細 心聆 聽家 長的 意見

抽出出席會
校友田慶豐教授特別 支持。
議，給予家長鼓勵及

家校發展組
家長日義賣
家教會每年都於家長日進
行本會經費籌款義賣活動，今年
所籌得的款項逾九千元，在此多
謝各位老師及家長的支持。

品，
校長 不但 慷慨 地捐 出義 賣物
呢！
攤位
們的
持我
空支
還抽

義工們非常落力地推

介義賣物品。

親子旅行日
為促進家長及子女的親子關係，家長教師會於3月20
日（星期日）舉行「西貢鹽田梓、橋咀島親子樂悠遊」。
當日我們共105名參加者於學校乘坐旅遊巴士出發到西貢，
再轉乘船到鹽田梓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天主堂、鹽田遺址並
觀看紅樹林等景點。

大合照

家長 學生 都很 用心 聽導 遊講
解石 頭的 種類 和形 成的 過程

試食鹽田 梓出產的 鹽

訓育組

全家 齊參 加

母子樂悠悠

家教會一眾委

員

曾金榮老師

1. 本組於11月至12月期間帶領同學參與由南區青年團
主辦之青少年足球訓練計劃及於1月2日參加青少年
足球邀請賽，並榮獲碟賽冠軍。

3. 本年1月風紀組共有14位同
學參加由西區警民關係組主
辦「滅罪領袖訓練營」，以
下是參與營內活動的情況：
攀樹活動

同學參與足球訓練時的情況

同學正欣賞南華對夢想駿其
的足球比賽。

入廚樂

大合照
榮獲碟賽冠軍

解難活動

與各參賽隊伍合照

2. 風紀組於12月14日舉行聯誼活動，透過聚餐及遊戲

4. 曾金榮老師於2月15日出席西區警區舉辦之新年團拜
酒會時與一眾培英校友及同學合照。

來加强隊員的溝通和聯繫。

聯誼活動
組員在聯誼活動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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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共創成長路青少年
培育計劃」透過午間小組，
歷奇挑戰及攤位製作等活
動，增強團體合作精神，學
習與人溝通的技巧。本校又
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推行聯
校「跳出框框多元發展計
劃」，學生透過多元藝術文
化和運動，發展潛能、擴闊
視野，以及重塑生活態度。
本組於12月份舉辦「專注學
習有妙法」家長講座，講座
由教育心理學家佘文基博士
主講，教導家長在日常生活
中提升子女專注力的方法。
3月份又邀請職業訓練局派
員到校介紹護理課程，為中
六級同學的出路提供輔導。

共創 成長 路歷 奇訓 練營 團體 照

共創 成長 路中 一級 歷奇 訓練 營

健康 校園 日的 脂肪 測試

長路 活動 表現
中六 級同 學留 心聆 聽 在共 創成
學獲 得嘉 獎
的同
出色
VTC 護理 課程 的內 容

佘文 基博 士的 精彩 講座 吸引 不少
中小 學家 長

跳出 框框 多元 發展 計劃 的蛋 糕班

同學 在健 康校 園日 玩
砌積 木

新來 港學 童英 文班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推展生涯規劃：本組邀請了駐校社工機構「香
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於去年11月16日為全校同學舉
辦「劃出你•想人生路」中學生涯規劃日活動，並
於1月27日帶領中四同學參加了由灣仔聖雅各福群會
籌辦的「職業體驗遊戲」，擴闊同學對升學出路及
工作世界的了解。
升學出路資訊：為協助中六學生面對未來升學
及就業的轉變，本組繼續籌辦各項活動，包括內地
澳門升學及選科講座、E-APP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
名工作坊、職訓局中六學生課程講座、模擬大學面
試工作坊、教務組學習及應試技巧講座（陳錦昌副
校長主講）、輔導組「有壓才會贏」工作坊、大學
聯招改選及應試個人輔導（校友田慶豐教授、李國
強同學），務求全方位支援高中同學。
推展職業教育：本組於1月30日帶領部份
高中同學參觀「香港貿易發展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6」，了解多元升學及就業出路。此外，亦於2
月2日帶領了18位中四同學參加了「職業訓練局薄扶
林訓練大樓開放日」參觀活動，增加學生對相關行
業的了解，有助籌劃個人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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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田慶豐教授(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於2月
份為部份中六同學提供小組及個人輔導，增加同
學對應付公開試及未來升學的信心。

校友李國強同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
與學生分享預備公開試心得。

中三級同學積極參與「選科第一
等」活動。

陳錦昌副校長向中六同
學分享記憶技巧。

中四同學扮演酒店接待
員，並努力回應模擬客
人(翁俊傑老師)的各項
要求。

中四同學積極參與旅遊業有獎問答
遊戲。

家政學會
教授運用廚餘的大師傅原來是本校校友

家政學會本年參加了由東華三院舉辦的「青少年惜食文化培育計
劃」。同學在活動中了解現今食物浪費的情況，親身參與回收食物的過
程，及運用回收的食物製作不同的美食。活動中同學發揮創意及合作精
神完成不同任務，培養珍惜食物，減少廚餘的環保精神。

同學按「食德好」義工指
示如何回收廚餘
學習使用廚餘烹調美味意粉
「食德好街市回收活動」滿載而歸

馮淑儀老師

體育組
田徑總會分齡賽
11月21日（星期日），
6F伍啟宏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田
徑總會3000米分齡公開賽，創
造自己最佳時間，勇奪亞軍。

田徑總會分齡賽
6F伍啟宏同學3000米
獲得獎牌的喜悅

由同學設計的廚餘美食

香港仔工業友校4x100米
接力邀請賽
12月10日(星期四)，本校派出4C胡文躒、4C
馮竣、5D江文傑、5C黃永強參加香港仔工業中學男
子4x100米接力邀請賽。今次參賽的中學包括有張
振興伉儷書院、
聖公會呂明才中
學等D1學校，
同學最後奪得季
軍，平日的努力
沒有白費。
香港仔工業中學4x100米接力邀請
賽季軍

南區陸運會4x100米
接力邀請賽

頌恩社區中心聖誕聯歡
跳繩表演

12月6日（星期日），本校派出5D江文傑、
5C黃永強、1A林樂稀及1B陳嘉惠參加南區陸運會
4x100米接力邀請賽。今次是本校首次派出中一的
同學參賽，奪得亞軍，成績令人振奮。

12月12日及21日，本校4名跳繩隊成員，包括
5B張佳雋、5B鄧偉良、5D黃永強及6B鄧信彥同學
應南區民政事務處及頌恩社區中心的邀請，出席典禮
進行跳繩表演，花式表演中包括高難度的速度繩、跳
馬、掌上壓、V形等花式，台下的觀眾掌聲雷動。

南區陸運會4x100米接力邀請賽亞軍

南區文化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跳繩表演

頌恩社區中心聖誕聯歡
跳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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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組

球來球往 笑聲不絕

本組成員約20人，大部分來自中四、中
五，他們大多是新手，技術幼嫩，不懂球例，隨
意發球，自由接球。不論手握殘舊沉重的球拍，
還是拍著羽毛零落的破球，他們都不介意，都樂
於投入練習；球來球往，笑聲不絕，氣氛輕鬆，
各人都享受著打球的樂趣。一些組員已打了數
年，板法逐漸成熟，嘗試參加公開比賽，雖暫與
獎牌無緣，然吸收了不少寶貴經驗。

圖書館組

組員大合照
組員球來球往

閱讀交流活動

本校於2015年11月26日與華富邨寶血小學舉行交流
活動。寶血小學老師帶領十七位小三至小五新任圖書館服
務生到本校參與培訓工作坊，與本校圖書館服務生交流圖

兩校師生大合照

書館管理工作的技巧及經驗。同學們的表現認真及投入，彼
此相處融洽。是次活動饒具意義，既可加強中、小學圖書館
服務生的互動與交流，亦可增進兩校同學的情誼。

同學們專心聆聽圖書館技能之範疇

同學們實踐圖書上架之技巧

本校圖書館幹事分享工作經驗

本校圖書館幹事講解多媒體學習區
之功能

本校圖書館幹事擔任活動導賞員

閱讀大使 呷一口濃情南區

領展大展拳腳，華貴村商場凋零，小商戶之情味一去不回。一橋之隔的華富
村 ， 頓 生 危 機 感 …… 「 南 區 文 化 遊 蹤 」 活 動 圓 滿 結 束 ， 提 升 了 同 學 對 社 區 的 歸 屬
感。本組於2月24日聯課活動時段，一同到訪銀都冰室，淺嚐西冷紅茶，細味酥皮
蛋撻。同學大多只會前往連鎖快餐店，走進餐廳，竟有種時空錯亂的感覺，豐富了
他們的人生體會。

時空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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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不曾聽聞
「市政事務……」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本校一向積極參與
環保活動，在2016年
1月底本組聯同生物科
組織同學參觀香港中文
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
物館，並圍繞中大未圓
湖作生態行。此外，上
林校長頒發獎品予「廢紙回收活
學期校內的廢紙回收活
動」上學期最積極參與的三班
動亦已完成，回收量達
2141公斤，而最積極參與的班別為6D、6F及4A。

張眉鳳老師

中國周象棋比賽，吸引了各級象棋迷參加，比賽結果：
冠軍

6B 麥寶文

亞軍

5C 陳浩文

季軍

4B 趙家揚

殿軍

1B 成尚禧

蘇應雄博士、林校長及中國周象棋比
賽各得獎同學合照

本校每年均舉辦中國周活動，今年的
主題為「認識基本法」，活動包括「法律
常識」篇章午讀、象棋比賽、「認識基本
法」尋字遊戲及攤位遊戲，希望透過不同
活動，加深同學對基本法的關注和認識。
攤位遊戲獎品豐富，一定要玩啊！

廣州文化交流一日遊

校園記者
蔡嘉敏

很榮幸獲老師邀請參加了去年11月8日的廣州文化交
流一天團。當天主要是探訪廣州培英中學，參加每年一度
的金秋茶聚，全球校友歸寧母校，歡聚一堂，好不熱鬧。
秋日的廣州培英校園風和日麗，校園四周遍插彩旗，
踏入校園的那一刻，看到800米的大操場、紅白色的跑
道 、 隨 風 飄 揚 的 國 旗 、 鬱 鬱 蔥 蔥 的 花 草 樹 木 …… 再 往 前
走，便見到不遠處有十幾個豔麗的花籃從藝術館大門兩旁
一直排放到展覽
廳，目標漸漸接
近，才知原來是
蘇錦煥醫生的攝
影展覽— 「荷
塘拾趣」在藝術
館舉行隆重的開
幕儀式。在歡快
荷塘拾趣攝影展開幕儀式
的音樂聲中，十
幾位剪綵嘉賓金剪齊啓，把開幕儀式推向高潮。蘇醫生熱
愛攝影，足跡遍佈大江南北，作品備受好評。此次展覽是
以「荷塘拾趣」為主題，在
蘇醫生鏡頭下的荷花千姿百
態，優雅動人，無論從哪個
角度，他都能利用現場的光
線，捕捉荷花最美、最精
彩、最靈動的瞬間，帶給觀
賞者美的感悟和薰陶，真讓
同學認真地欣賞作品
人佩服！

香港培英與廣州培英同學
的自拍

師生家長於沙面的大合照

享用過豐富的午膳後，我們
來到沙面島參觀。沙面島是一個迷
人的歐陸風情小鎮，是廣州著名的
旅遊區、風景區和休閒勝地。這裏
的樓房一般呈米黃色和淡綠色，大
廳外矗立著一根根方形的大理石柱
子，每個大窗台外都有一個小陽
廣州沙面島的美景
台，上面擺放著各種鮮花，讓人賞
心悅目。樓房前面是一個典雅的花園，花園裏綠樹成蔭，
特別是一棵棵巨大的榕樹拔地而起、枝繁葉茂；處處鮮花
盛開，綠草如茵；還有很多栩栩如生的雕
塑座落其中，構成一幅美麗和諧的畫卷！

蘇醫生分享
生活點滴

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還未讓我
觀賞飽足，我們便要登上旅遊車，踏上歸
途。

各校代表接受紀念品

大家一齊舉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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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人情味叫台北

5A 聶家欣

我懷着緊張的心情一直期盼着這一天的到來。這是
我第一次乘坐飛機，真的不知用什麼美麗的詞語來形容
這感受。還沒有上機前我已經很激動，不知乘坐飛機的
過程會是怎樣的呢？上機後，我不斷東張西望，帥氣的
空少，美麗的空姐，窗外的美景……簡直目不暇給。經
過一個多小時後，到達了目的地，那就是我渴望到來的
台北。偷偷告訴你哦，去年我已經買好了台北的旅遊書
準備前來，猜不到我終於可在2015年的7月6日來到了

到訪菁桐車站

台北，心中一直夢想到來的台北，我來了！

來到台北，真心覺得台
灣的空氣很好，就以野柳地
質公園作例子吧，那裡的藍
天白雲，海水的鮮味，遠遠
都可嗅到，從哪個角度拍照
都別有一番風味，當中我還
欣賞了自然風化而成的女王
我們出發了

頭，真是蠻逼真的。

第一天，我們去了誠品書店、淡水老街、忠烈祠

我們的第三、四天旅程

及漁人碼頭四個地方。這些地方對我來說都很有新鮮

更為精彩，分別到過年輕人

感，淡水曾經是台北第一個啟用的港口，因基隆港的開

都愛逛的士林夜市、西門町

通以及泥沙淤積，逐漸失去商務功能，而轉型為觀光用

等地方，那是一個令人變吃貨和購物狂的地方哦！有

途。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漁人碼頭，眼前盡是蔚藍

各種地道台灣美食，有少女少男的特色衣裳、化妝品、

的天空和海水，吸引大量情侶前來走走這條美麗的情人

鞋履等等，你想得到的有，你想不到的也有，很值得一

橋，我和友人都急不及待地要合影一張。

遊。

喜與野柳地質公園
「女王頭」合照

在台北的四天三夜讓我學會了很多，就像台灣人不
怕麻煩地實行垃圾分類，又購買政府規定的垃圾袋，並
跑下樓梯來送垃圾上車，可以看到台灣人為了環保，為
建立清潔的城市所付出的努力。
總的來說，這一次的台北之旅的確讓我流連忘返，
我愛台北那溫柔的話語，人們的熱情招待，台灣人對地
漁人碼頭「那些年」

第二天，我們去了九份
山城、十分火車站，野柳地

球環保的愛護，對文物的保護等等，我們都該仿效台灣
人，做一個文明的人，保護自己的城市。如再有機會，
我會再到台灣，再次感受那人情味，那風味，那空氣。

質公園等地方，這幾個景點
也是我的最愛，可能以前看
過《那些年》這部電影吧，
這次能親身踏上男女主角走
過的路，十分有趣。很多人
愛到九份和十分許願和放天
燈，聽說非常靈驗，我當然
也不會放過此次機會啊！

10

十分老街「放天燈」

參觀北投地熱谷溫泉

一「飛」鍾情
—探秘空中客車總部

5A 聶家欣

首先，我很感謝香港航空公司舉辦的贊助計劃，除了去年提供免費
機票讓我與老師、同學到台北遊歷，今年更讓我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
走進天津空中客車總部，感受人類製造業的奇跡！
短短三天兩夜的交流團，我們到訪了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行程排
得滿滿的，分別遊覽了古樂文街、靜園、古瓷博物館、天津眼等，然而
這一切都抵不過參觀一系列空中客車的機會。
在北京空中客車培訓中心，我了解到公司對從業員的技能素質有著
嚴格的要求，他們一般要送往法國或德國進行大約一年培訓，獲得技術
認證後才能上班。同時我們有幸體驗到模擬飛行的樂趣，走進駕駛室，
看到大大小小的儀表盤，機長向我們簡單介紹了操作的方法，準備起飛
了，耳邊響起發動機的隆鳴聲，仿佛這一切都是真的；而在飛行過程
中，機司要時刻注意儀表上的數字變化，確保飛機正常飛行。準備著陸
了，在飛機著地的一瞬間，我們感覺到強烈的顛簸，最後飛機平穩的停
了下來。模擬的時間雖短暫，但是次體驗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參加者一齊衝上雲霄

親身採訪機長及一同拍照留念

同學在導師指導下模擬駕駛

不一樣的旅程
去年七月，本校18名同學喜獲香港航空送贈
的免費機票，我首次乘坐飛機離開香港，五日四夜
的台北之旅行程豐富，讓我大開眼界。回來後每位同
學都要撰寫遊記，分享自己在行程中的體會，沒想到
這篇文章竟然為我帶來另一次坐飛機的機會— 最優秀的
十位遊記作者可以免費參與為期三日兩夜的「香港航空特
別交流團」，我和蔡嘉敏同學同時入選。今年一月遠赴北
京和天津參觀航空設施，深度體驗航空業。
在天津最令我難忘的是參觀空中客車A320系列天津

同學居高臨下參觀空中客車的生產線

5A 蔡嘉敏

總裝線，很榮幸我們是首批到訪這兒的
香港學生。我還記得參觀了總裝線區，見識
了總裝車間等相關配套設施，另外我留意到
每位工作人員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和團隊合作的精神，這
樣才可確保飛機的安全。
從前我只渴求坐一次飛機，沒想到自己也有機會近距
離接觸飛機的內部架構，有機會進入模擬駕駛艙，增加了
自己對航空業認識及興趣。同時，也提高了自己對將來的
信心，此時此刻，我也該努力去追逐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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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鱗爪
United and Talented Class 2A
UNITED
If you ask me to
describe my class in
a succinct way, the
adjective ‘united’
will surely be the first
word to pop up in
my mind. Having been their class teacher for
almost two years, I have witnessed their growing sense of
unity in not only group learning activities in English lessons
but also class activities. If you happened to walk pass the
classroom of 2A during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 you
would see my students ‘seriously’ indulging in different
games. With this group of students being at times egoistic
and self-centered, I am surprised to fi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lass activities fuelled not by the desire of winning but a
genuine contentment of taking part in the activities together
with their fellow classmates.

COOPERATIVE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Class 2A is
the high degree of cooperation among
students. The pictures of them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their group mates in
this year’s school picnic are imprinted
on my mind. For example,
their cooperation was seen
in their sheer determination
of lighting up the fire for
barbecue and grit for
playing group games.

Through doing the cooperative
tasks, 2A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up different roles
and trusting in their group mates. I am
glad to see my students being humble
enough to run with the pack – an
important social skill that they could
never learn in textbooks.

TALENTED
Having said that, Class 2A is
more than a harmonious class – they
are talented in studies and sports.
It is my impression that my students
respond positively to challenges posted
by their teachers and peers. They
respond to teachers’ questions
critically and attempt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lessons
to their assignments. Moreover,
many talented athletes in our
class are constantly challenged
by their teammates and
coach to extend their
limits in order to achiev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sports competitions.
I am pleased to see
Class 2A shine and glow!
And I would love to see them shine
and glow more – for others!

彈撥擊吹 吵嚷吃喝
5B班是一班活潑好動，有人情味
的同學。班內氣氛融洽，經常嘻哈大
笑。偶有鬥咀笑罵的場景，但同學們
守望相助，走過了這年半的歲月。
同學多才多藝，精通各種樂器，
如低音結他、鍵盤、鋼琴；當中亦有
不少同學參加了學校的中樂團，於校
內校外大小活動中演奏動人樂章。
班會亦經常組織活動，例如在老
師家中舉行火鍋派對。同學亦與班主
任的女兒— 巧柔建立了友誼。有時
候，巧柔甚至嚷著要跟姐姐玩耍呢！
願這班活潑可發的5B學生能在培
英這個大家庭中茁壯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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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大學同學專訪
灰暗中的白衣使命 —袁倩儀
去年，本校畢業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取得不俗成績，我們特意邀請了三位入
讀大學的校友進行訪問，讓他們與大家分享其在大學的生活點滴，以及對母校的回憶。
袁倩儀現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更以中文及通識五星星的佳績考進心儀的護理
系。成為大學生後，她發現大學確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地方，回想中學時必須嚴守校園紀
律，但大學則要求學生在沒有太多外在規範和嚴密監察的情況下，學會如何履行大學生
的責任。她說正因為大學的自由度高，交友圈子可真是拓闊了不少，但流動的課室、流
動的同學，往往造就了許多「Hi-bye Friends」的出現，大家只停留在姓甚名誰，淺嘗
輒止。但她補充：「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讀大學就沒有深交，這還是取決於一個人有否付
出心思去對待朋友，當真誠相待時，也是會遇到志同道合的同窗，一起結伴於大學路同
行！」

畢業後仍不時回母校探望恩師

多姿多彩的大學活動

袁校友表示畢業後，打算投身護理行業做一名白衣天使。「護士和病人朝夕相
對，照顧他們起居飲食，因此一言一行都會牽動著患者與其家人的情緒。年少時家中至
親曾患重病，護士悉心照顧直至親人安詳、有尊嚴地離去，從那時起，心中對護士總懷
有一絲敬仰。」她堅信以生命影響生命，希望憑藉陽光朝氣讓病人在病痛的灰暗中受到
青春活力的感染，對生命存有盼望。
她認為能夠考上心儀大學，要感謝母校培英的栽培，「培英未必是最優秀的學
府，培英學生也未必是最傑出的人才，但是我們受到的愛護和滋潤是最貼心的。作為白
綠兒女，我們要心存感恩，感謝為我們勞心勞力、嘔心瀝血的一衆培英良師。」她勉勵
培英人若果未能如願考入心儀學系也不代表失敗，條條大路通羅馬，人生有千百種可
能，無論將來自己走的是哪條路，都會有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最後，袁校友送上自己
的座右銘：「沒有盡力，失敗了，是自食其果；盡力了，還是沒有成功，問心無愧。」
希望各位學弟學妹可以搏盡，無悔！

穿起套裝顯得精神奕奕（左五）

清幽樸實的宿舍環境

懸壺．歷練 —李國強
與大學同學相處融洽

中醫課程也不乏戶外活動

李國強校友遠赴北京中醫藥大學修讀中醫課程，立志他日學
成歸來要做個稱職的好醫師。問及中醫課程要修甚麼科目？李校友
笑道：「最難忘應該要算中國傳統文化科，當時當代國學大師張其
成教授親自給我們上課，他穿著一身黑色唐裝，一上課就教我們中
國傳統的敬拜禮，立了儒釋道三教的創始人的相，帶著我們一起
行禮，還有他的教學風格，就好像一個老頑童，令所有人印象深
刻。」
他指出大學與中學最大不同就是大學會給你更多的選擇，給你
更多的自由。在大學期間，他加入了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擔
任了專青會的幹事，並在學校擔任團建部部長，大大拓寬了自己的
眼界和開發了自己的能力。但他補充：更多的自由意味著更多的誘
惑，所以要懂得合理分配時間，學會制定自己的計劃，這樣大學生
活才是豐富而且充滿意義的。

學生宿舍提供了清靜
的學習環境

李校友在短短半年的大學生活中積極參與不同活動，有驚有喜，記得那次跨年晚會
開始前三天才被通知要做主持，時間非常緊迫，加上自己沒有擔當主持人的經驗，非常
徬徨，幸得主持人團隊在那幾天的地獄特訓，最終令他順利完成任務。在這次活動中，
他切身體會到團隊互助的重要性，受益良多。

規模盛大的跨年晚會

回想在培英的校園生活，大多都是在籃球場、圖書館，還有音樂室的回憶，他最不
捨的是培英的音樂隊，「在培英對我鼓勵和支持最多的是樂隊指揮張sir，他經常在排練
的時候教導我們做人的道理。」最後，李校友勉勵學弟學妹：「人生當中機會處處，只
要肯努力，一直堅持，生命就會變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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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大學同學專訪
林智信 精社畢業生
夙夜匪懈 錙銖必較
外表温文爾雅的林智信校友現就讀於中文大學工程

程緊迫，但林校友仍參加了網球訓練班，亦有機會並與

學院一年級，雖然今年學習的是基礎課程，但是由於林

傳統老牌隊伍聯合書院對壘，除了提升歸屬感外，校園

校友立志成為一名數據科學家，為求取得較佳的GPA順

生活可說是相當充實愉悅。

利入讀要求極高的計算機科學，故絲毫不懈怠，全力以
赴。

與林校友閒談間，不難感受到他對大學生活充滿幢
幜，最後他亦寄語培英學弟學妹：「成功沒有捷徑，勤

大學的生活對林校友來說到底有何不同呢？林校友
表示由於中大佔地極廣，要在短時間來往於山腳及山頂

奮及努力是唯一的方法。」林校友言簡意賅的分享，相
信同學們會銘記心中。

上課，有點疲於奔命。大學生活的確多姿多采，雖然課

校園 星 星 星

天就天縱
在台下我覓理想

袁天就，這名字讓人自然聯
想起「中樂」、「揚琴」。似乎
一切都是理所當然，這篇專訪，
會打破大家對天就「理所當然」
的印象。

琴，總是坐在指揮之前，眾多樂手簇擁其中，壓力大，機
會發揮亦較多。眾多演出中，要數算最深刻的一次，筆者
預計他要好好想一會兒。他只端坐了一下，立刻回應︰
「台灣太鼓交流團，柳師兄支持的太鼓交流團。」

天就擅長揚琴，大家姐愛玩
天就在中二已獨當一面
琵琶，二家姐嘉怡則兼擅古箏揚
琴。一門三傑，想必來自音樂世家，家門中樂造詣深厚，
理固當然……這就錯了！袁氏父母沒有高深的音樂造詣，
只是父母栽培有法而已。
兩位姐姐學的都是弦樂，順理成章，天就應由弦樂
學起吧！事實卻又不然……兩位姐姐弦樂早已成器，卻都
不是天就的啟蒙。談及啟蒙者，天就笑言︰「媽媽是我
的啟蒙。」這不是很奇
怪嗎？揚琴好手的啟蒙
者，竟是不擅音樂的母
親？天就輕抬雙手，在
空中敲了兩下。原來，
天就小小年紀就喜愛兩
手拍個不停，母親沒讓
孩子繼續踏上姐姐的成
中樂團給予同學交流的機會
功路，而是因勢利導，
特別讓他留意敲擊樂，
結果他選擇了屬擊弦樂
器的「揚琴」。

中樂團給他在音樂以外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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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中學中樂團有
不少表演或參賽機會，
揚琴好手袁天就亦因此
累積不少出場經驗。揚

天就在樂團中表
現可謂突出，但其為人
文靜內向，平日在樂團
中默默付出。這次交流
團卻給予機會，讓他帶
領一組同學一同熟讀、
熟 練 樂 曲 ， 分 批 引 導 同 組員敲得手也通紅，拍下訓練過程
學。「這是我平日很少接觸得到的領導機會。」中樂團給
他造就了機會，讓他在音樂以外得以成長。
中六畢業的天就，大概也會跟循姐姐嘉怡的路，向
演藝學院邁進吧！「不！」又是一個令人意外的回應……
「我小時候跟的老師，沒有太強調基本功。我錯過了不少
時間，現在或許已太遲。」天就有不少揚琴老師，但讓他
感激並記掛在心的只有余老師— 余美麗老師。天就得到
余老師栽培，改善了許多小時候積下來的基本問題，重新
穩固揚琴根基。現在天就已是余老師樂團的成員之一。雖
然天就並未有打算以揚琴為發展路向。
那末，性格文靜的天就打算往哪個方向發展？「我喜
歡跟陌生人溝通。」這出其不意的答案，筆者接不上口。
天就解窘說︰「我在APL（應用學習課程）中修讀酒店營
運，我發覺自己很喜歡這個行業。」培英從不同方面培育
同學，踏出的是擔任領袖的一步、是職場嘗試的一步。一
步步邁開來，天就最後補充了一句，一句沒再讓筆者意外
的說話︰

「音樂可以調劑，我不會放棄音樂。」

校園 星 星 星

機不離手

課外活動

校園大忙人
忙個不亦樂乎

如果他有名片，他的職銜定必鋪得
滿滿的。
如果統計留校時間，他一定超過
「標準工時」。
他不是職工，也不是老師。他，只
是一名中三同學，一名不普通的中三同
學— 鄭禧年。

緊守崗位

「我相信我不可能再擔任更多的崗位了。」禧年似乎
意識到學會職務跟學業快要失去平衡。「我自知自己的優
點，但這也可說是缺點，那就是我有時太堅持，對工作太
執著。」白綠攝影室在多個
晚上也透著光，禧年努力地
整理相片，修正一張相片，
平均需花上一分鐘。「相片
是學校給予外界的第一印
象。」愛校之情溢於言表，
學校網頁上的精美照片，大
多經由禧年選取整理。
情味沙龍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禧年醉心攝影，除了
「塔。香」
課室外，白綠攝影室是他
另一常到處。學校大小活動，你
都會見到他拿著相機到處跑。不
過，在活動花絮相片之中，卻鮮
見他的身影，他總是在相機後。
禧年熱衷參與攝影比賽，在情味
沙龍攝影比賽，憑著精彩構圖，
紀錄洪聖古廟中信眾的虔敬，勇
奪學生組亞軍！
從任葆琳議員手中領取攝
影獎狀

享受台後準備，台上盡情發揮
眼前明明是一名初中生，筆者卻忍不住問︰「你覺得
自己的童年……已經完了嗎？」他的舉止、想法太成熟，
初中生怎可能有這份世故，這份胸
懷？
中一時，禧年參加了普通話歌
唱比賽，選的是鄧麗君的《在水一
方》。你沒看錯，我沒寫錯。是鄧麗
君，不是鄧紫棋！同學很是訝異，這
應是祖母年代的歌曲呢！台下訕笑嘲
笑聲不絕，至於禧年的演繹，大家似 中一時演繹鄧麗君的
乎都沒留意。「因為哪首歌是《我是 《天各一方》
歌手》第一季的歌曲，我很喜歡。若果同學覺得開心，我
也沒所謂。」我想，有這份心態的，
大概早已不是小孩吧！
禧年享受台上的感覺，或多或少
是受到祖母的熏陶。「嫲嫲很本事，
在外間的組織中擔任主席，間中也會
擔任司儀。」受到啟發，禧年明白到
台上的功架，是來自台後的默默積
累。背的不為考試，背的內容比考試
的還是多呢！「我覺得背稿很好玩！ 校內校外也擔任重要崗位
嫲嫲也會給我意見和指導。」掌握誦
材，揣摩演繹，這都是樂趣。禧年更在升中三暑假，參與
南區民政事務處與南區青年團合辦的航拍活動，民政處更
邀請禧年擔任活動司儀。他能言善道，做事認真負責，校
內校外同樣得到賞識器重，工作繁多，分身乏術，家人可
有微言？
禧年笑言，母親最常說的一段話就是︰「讓其他人
做，不行嗎？總不能所有事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禧年
手上的文件夾，正是攝影學會的分工安排。禧年學會了一
書一劍，是時候鑽研一下萬人敵了。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南區及中西區)
為提升學生數學能力，培英中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
系合辦「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南區及中西區) 」，是
次比賽於2015年12月12日在本校順利進行，共有22間小學
及165名學生參與。參與同學專心作答題目，表現積極及充滿
信心，本校的初中同學亦有機會擔當服務生，獲益良多。
參賽名單：
南區

中西區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海怡寶血小學
華富邨寶血小學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保羅書院小學
鴨脷洲街坊學校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般咸道官立小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聖公會基恩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聖安多尼學校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嘉諾撒聖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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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講座及工作坊
《從陶土發掘本土文化》
視藝科於11月13日邀請了香港藝術中心的
陶土藝術家到校分享本土文化藝術講座，及帶領
學生陶藝創作工作坊，主題是《從陶土發掘本土
文化》，參與的級別為中三至中六學生。兩位藝
術家先從生活與陶藝開始，讓我們認識有關香港
陶藝發展歷史的情況，然後透過圖片和實地教授
學生，分享他們的陶藝創作。學生表現投入，對
陶土藝術都非常好奇。是次講座確實使學生認識
了更多有關陶藝歷史文化及其創作。

學生創作的成果

同學專注地繪畫陶碗
的裝飾圖案

同學專心學習陶藝創作

參觀恆生管理學院「動物心境」
──香港當代藝術五人展及與藝術家對談
一班高中選修視覺藝術科同學於10月14日參
觀恆生管理學院「動物心境」─ 香港當代藝術五
人展及與藝術家對談。同學除了欣賞作品外，最大
收穫是與五位藝術家對談，交流藝術創作心得，啟
發同學對藝術創作的意念。

大合照

參加維園花展繪畫比賽2016
視藝學會今年有12位同學參
加「維園花展繪畫比賽2016」，
是次活動有不少中一同學參加，
每位同學都表現投入，賽前主動
操練，比賽期間更全情投入，相
信這也為他們讀書生活增添藝術
氣息。
參加「維園花展繪畫比賽2016」同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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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專注投入於
繪畫的境界

繪畫期間同學
互相觀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