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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餞別梁國基校長
「傷離別，離別雖然在眼前，說再見，再見不會太遙遠，若有緣，有緣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燦爛的季節。」陳錦昌副校長、劉洛恒老師與陳怡老師的合唱充份表達
離別之情。
人之相和，貴相知心，不管你身在何處，我們深信幸福與美滿將時刻伴隨著梁校長，
願你將我們永記！

家教會執行委員會亦藉《祝福》一曲送上無限心意，正是「拜託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春雨滋潤了學生的心田，他們也相繼送上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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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老師紀念室─白綠攝影社 (香港分社 )數碼製作室

  揭幕典禮
為紀念王堯老師對攝影藝術的貢獻及令白

綠攝影社的優良傳統得以發揚，由培英校

友會全力支持的白綠攝影社 ( 香港分社 )
數碼製作室於 6 月 25 日舉行了簡單而隆

重的揭幕典禮。當天除了蘇棉煥醫生、蔡

建中教授、李偉庭主席、陳宜校董、曾集

祥醫生出席外，美國攝影學會副主席──

文社吳振亨校友專誠由美國歸寧主持剪綵

儀式，令典禮錦上添花。

主禮嘉賓與出席師生大合照

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

校董們試用最新穎的數碼器材

吳振亨校友致辭及分享攝影心得

校董蘇棉煥醫生與校董會李偉庭主席交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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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是香港培英校友的大日子。當晚校友會為離校多年的培英兒女安排了一個

既熱鬧又温馨的聚會，讓不同級社的培英人齊集校園，松園憶舊外，信社、德社、望

社、東社等校友更施展渾身解數，載歌載舞，一同盡歡。

   

香港培英校友日2012

白綠兒女的新一代齊齊領獎

由「舞林高手」張剛先生、張鄭艷梅女士表演的拉丁舞，看得
觀眾拍案叫絕

德社王瑞珍校友、勰社曾惠貞校友獻唱《醉打金枝》

競賽優勝者──信社、望社與校董會主席李偉庭醫生大合照

校友濟濟一堂，場面熱鬧

校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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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發展組

培英中學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執行委
員會選舉於 11 月 3 日順利舉行。是次執行委員會
選舉共有十位家長參選，可見家長們非常支持學
校的家長工作。祝願家長與學校能彼此配搭，讓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健康、愉快的環境中成長、學
習。

大會當日設老師與家長彼此交流時段

第十五屆委員於周保華主席帶領下進行就職宣誓

我們的家長義工接受嘉許

本會會章進行大規模的修訂，獲會員一致通過

第十五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
顧　問：梁國基校長、陳錦昌副校長、林淑芬副校長
主　席：周保華先生
副主席：侯嘉倩女士、黃麗婷老師
秘　書：盧少娟女士、王煒彤老師
司　庫：葉婉儀女士、劉秀容老師
宣   傳：梁少娥女士、黃思婷老師
康　樂：李曼莉女士、何聰琪老師
總　務：何綿基先生、曾金榮老師

周保華主席參與陸運會歡樂跑

家教會委員及義工踴躍支持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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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校園時，校園事

這是一個校方與學生溝通的平台，促進彼此了解及交流，務使校園生活更愉快。

  

前屆學生會主席向校長提問關於校政的問題 校長回應學生會和同學的發問

學生會選舉

本年度的學生會選舉共有兩個候
選內閣參選，分別是 1 號 Galaxy
及 2 號 Innovation。候選內閣於
簡介會內先介紹內閣成員，繼而
投入辯論環節和學生發問環節。
整個過程相當激烈，更加深各同
學對兩個內閣的認識。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旨讓全校師生見證本年度學生領袖宣誓就職，亦感謝和肯定上屆學生領袖作出
的貢獻。

新任學生會主席帶領學生領袖宣誓 學生會顧問老師與新一屆學生會幹事會合照

同學向候選內閣發問問題

Innovation 成員凝神商議

候選內閣開展辯論環節

1 號學生會候選內閣 Galaxy

2 號學生會候選內閣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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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北京城規模型

廣州番禺文化考察團

福建廈門、泉州文化交流團

中國語文科於 6 月 25 日至 6 月 28 日舉辦了「福建廈門、泉州文
化交流團」，參加者共38人。是次考察加深了學生對厦門發展過程、
古代泉州建築及土樓文化等的認識。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 4 月 5 日至 4 月 6 日舉辦了「廣州番禺文化考察團，參加者共 27 人。是次活
動乃透過情景考察，了解嶺南文化及中國城市的發展。

師生於嶺南園內坐仿製電車

參觀華僑博物館

與表演發炮的「士兵」合照

同學對書法藝術深感興趣

參觀胡里山炮台

老師正探究土樓的傳聲洞
同學於土樓品茗及吃花生

嶺南園內的白綠兒女

參觀紡織印染廠於互太 ( 番禺 ) 紡織印染公司留影

同學熱衷研究物理知識

學生多元學習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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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華大學中國國情研修課程

通識教育科與北京清華大學於 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合辦國情
研修課程。是次有 30 位中四級學生參加，課程全由清華導師設
計，包括講座、參觀及訪問活動等，藉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引導
學生了解及探討祖國的發展和首都的文化特色。

北京胡同吃冰棒

長城好漢及巾幗英雄

故宮大合照

留心聆聽導師講解

攝於清華園前

學習匯報

觀看北京城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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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工作小組於 7 月 21 日
至 7 月 26 日舉辦了一個饒有教
育意義的文化交流團。柬埔寨多
年受戰爭影響，發展未算理想，
部分地區較為貧窮、落後。是次
參與的學生不畏艱辛，事前準備
充足，在當地進行義教、探訪及
交流活動等，行程十分充實。

義工服務小組於７月４日至７月８日舉辦了「河源文化
遺產考察親善服務之旅」。是次活動包括探訪當地福利
院、參觀新豐江水庫大壩及恐龍博物館，並到農村小學
義教等。

柬埔寨義工及文化交流團

河源文化遺產考察親善服務之旅

探訪當地福利院

夜宿土樓探訪農村小學

永定土樓留影

義教當地兒童 與孩童玩遊戲

師生齊摘新鮮蔬菜

與當地居民大合照

跟當地孩童玩遊戲

義教當地小孩

遊戲示範

送禮物給當地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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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曾金榮老師及陳怡老師參與「學校校長、訓導主任及社
工網絡交流會」，會中與西區警區副指揮官蔡偉思高級
警司及其同僚合照

防火演習井然有序

中三級參觀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風紀組於大埔林
村愛丁堡公爵訓
練營集訓

中一級舉辦「自律自覺比賽」，九月份優勝者為 1B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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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早晨練跑

基富堂義工帶領玩集體遊戲

彭楚穎老師與同學玩遊戲

數學科羅玉冰老師的悉心教導

護苗基金導師指導學生如何保護自己

「正向心理培育計劃」的同學與社工部分同學出席「世 茂新家園」助學金頒發典禮

青年步樂大使代表接受紀念品

中一適應營

升中導向週

性教育活動

青年步樂正向心理培育計劃

「世茂新家園」助學金計劃

本港首位失明女音樂創作人
汪明欣小姐分享積極人生

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總監與「正向心
理培育計劃」師生大合照

小導師指導吹奏口琴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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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開設「國民教育科」？請來閱覽相關資料！

升學及就業指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本組老師於 9 月至 11 月期間帶領高中學生參觀了高等法院、臺
灣高等教育展及內地高等教育展。前者讓學生更深入了解香港的
司法制度、以及律師及大律師的工作，擴闊學生視野；後者協助
學生探索多元出路，計劃明確的升學路徑。

同學向內地大學代表查詢升學問題香港大律師公會代表與本校師生合照

參觀高等教育展的家長、學生與本組老師合照

參觀學生於內地高等教育展留影

9 月 28 日舉辦「國慶同樂日」攤位遊戲，獎
品非常豐富，讓同學感受祖國國慶的歡愉。

 中國時事，人人都識！    

看！我倆贏取了最受歡迎的「冰凍飲品」！

區老師解答家長有關赴台升學的問題

小導師指導吹奏口琴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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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觀吸引的橫額

白綠文學社

在培英體系學校總顧問兼校董蘇棉煥醫生的倡議下，「白綠文學社」終於成立了。香港培英
作為培英體系學校「白綠文學社」的總部，定當積極鼓勵及推動文學風氣。

「白綠文學社  讀書會」已於本年度舉辦兩次聚會，與會學生踴躍，獲益匪淺。

10 月 16 日「閱讀小說的樂趣」――《鬼吹燈》

讀書會現場座無虛設

11 月 6 日《人情物理楊振寧》

梁校長娓娓道出如何愛上閱讀小說

初中同學也發表對閱讀小說的看法 主持劉秀容老師回應梁校長之分享

答對問題者獲書籍獎勵

鄧思麒老師的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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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中秋綵燈會。幾位穿著
中國傳統服裝的工作人員在人群中穿梭往來，不斷
鼓勵同學嘗試猜謎。同學有的獨個兒全神貫注，有
的三三兩兩互相討論，場面熱鬧。 

中國語文科

中國歷史科

工作人員穿上中國
服飾，為活動增添
節日氣氛。

我們都猜中了！

絞盡腦汁在思量

10月 17日中一至中五級一行58位學生參觀了「一
統天下秦始皇的永恆國度」展覽。學生們留心聆聽
導賞員的講解，並拍下照片及抄寫摘要，以備回校
報告。

師生在歷史博物館門外留影

同學用手機拍下資料
展出的盡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同學當然要把握拍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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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 跳繩活動同樂日

專程由美國到港的知名跳繩運動員，
與陳怡老師及馮淑儀老師一嚐中式點
心

外籍跳繩運動員與同學分享難度動作

你跳，我跳，齊齊跳

6B 何漪雯 ( 左一 ) 及 5E 李瑩影 ( 左二 ) 參
加女子雙打的情況

5E 李瑩影 ( 右二 ) 獲得女子單打第八名

小學生，外藉跳繩運動員與本校師生大合照心光盲人學校體驗日

體育組幹事等 20 多人於 10 月 19 日應邀
參加盲人體驗日，並獲得熱情的招待。

飯後清理餐具也非易事！

再困難也要嘗試

傷健共融樂無窮

體會失明的感覺，同學
們一同蒙眼吃飯

我倆可能剪出圖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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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跳，我跳，齊齊跳

中樂團

學界水運會

4A 周希敏手持獎牌笑逐顏開
50 米自由泳 冠軍
50 米蝶泳 季軍

教育主日獻奏《天上人間》，並由校友會王瑞珍副主席及陳錦昌
副校長獻唱

吹管組於招生音樂會中演奏《四小天鵝舞曲》

本校參賽健兒於九龍公園泳池大合照

拉弦組於校友日演奏《新賽馬》

敲擊組於校友日演奏《歡樂的校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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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蔚園同學於本年 10 月 22-26 日遠赴歐洲，參加「荷蘭恩斯赫德國際鋼琴比賽 2012」（2012  The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for Young Musicians, Enschede, Netherlands) 勇奪亞軍，並榮獲兩
項特別獎：Audience Prize（觀眾大獎）及 Press Prize（傳媒大獎）。詳情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pianocompetition.com/index.php

「國際鋼琴比賽 2012」獲獎者大合照

榮譽榜

黃蔚園同學的演奏神態

評審 Andrea Bonatta 與黃蔚園同學合照

編輯委員會
顧 問：校董會主席李偉庭醫生、校監蘇成溢牧師  
編 輯：林淑芬副校長         
資料整理：劉秀容、李婉珊、梁達峰、黃玉森、王煒彤
總 務：霍鳳儀小姐                      
出版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承 印 商：唯美印刷製作公司

陳映竹同學與三位評審合照

陳映竹同學參加聖若瑟書院主辦「第八
屆全港校際即席演講比賽」榮獲普通話
高中組亞軍，並獲資格晉身「亞太華人
即席演講比賽」，終於再闖高峰，勇奪
高級組冠軍，為校爭光。

王浚銘同學及李瑋崇同學一同參加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主
辦「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11/2012)」之「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
兩人皆獲「菁英銅獎」。

頒獎禮
王浚銘 ( 左 ) 及李瑋崇 ( 右 ) 手持獎
狀合照

本校參加九龍社團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親親我家──雙親節徵文比賽 2012」，獲獎者包括：鄧
天穎（初中組冠軍）、林智信（初中組優異獎）、程香青（初中組優異獎）。

                                    優異獎林智信                                              冠軍鄧天穎                                          優異獎程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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