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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感恩！

2017年是香港培英建校八十周年紀念的大日子。

本校已於4月23-24日一連兩天舉行重大慶祝活動，嘉賓、

校友的惠臨，不但喜氣洋溢，更令我們倍添光采，爰有出版《紀

念特刊》以資紀錄。

今年，培英中學也創新猷。本校成功參加了由九龍倉舉辦

的「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並獲第一太平戴維斯

作為我們的企業夥伴。

猶記得2016/17學年，本校配合教育局的發展而推行創客

（Maker）教育，為學生建立了創客實踐的基礎能力，果效有目

共睹。又從學生與長者的對話中，發現長者對很多創意科技感好

奇。於是，2017/18學年本校銳意推展「關愛教育」，旨讓學生

把科技知識與社區人士分享，把所學的創客文化予以推展。

在第一太平戴維斯的支持與協助下，我們的創客空間

（Maker Studio）終於誕生了！學生可盡情發揮創意，既享受學

習的樂趣，又可運用所學技術，將科技知識推廣，貢獻社區，是

切切實實的「關愛教育」，並可成就勇於創新的新世代。

「與成功有約」更是我們的夢想！

為使學生廣闊視野，強化自信，刻苦拼搏，本校在各方協

助與聯絡下，已邀請了三位成功人士，包括：第一太平戴維斯的

董事總經理袁志光先生、奧運香港劍擊代表江旻憓小姐、兩屆奧

運得主美國游泳代表倪麗雅小姐（Lia Neal），他們親到本校與

學生交流。白綠兒女興奮投入，不只為睹風雲人物，更讓他們明

白成功非僥倖，堅毅奮鬥才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

耶和華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

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詩篇138:8）

盼望成功的故事能啟迪培英學生。盼望白綠兒女真的「與

成功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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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師長

“Live and Learn” – Ms. Chan Yau Yu（English teacher）

Before I came to Pui Ying, I also taught in other secondary schools. 
Students would ask me how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I would tell them "Live 
and Learn". What does it mean? It means you "learn" from your everyday "life". 
For example, young people like to watch videos on YouTube, so you can look 
for videos (better with subtitles) that interested you to learn English. Besides, 
listening to English songs is a good way to relax yourself and improve your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ond way to "Live and Learn" is to g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ravelling is not only for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t can also broaden your 
horizon. You will learn more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customs. If you go to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you can also practise your spoken English. 

Hope all of you will try to "Live and Learn"!

Work Hard Play Hard – Ms. Wong Jane Wai（English teacher）

Some students have asked me why I chose to teach in Pui Ying. My answer has 
been consistent, 'I will ask God'. As a Christian, I have faith that 
God led me to Pui Ying for a reason and very likely it's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He wants me to learn here. So, I'm very happy 
to be teaching in a Christian school like Pui Ying and meeting new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every day. 

Some of you don't know me yet. I'm Ms. Wong Jane Wai, 
one of the new English teachers this year. Like most people, I love 
popular culture and travelling. After work, I can be a couch potato 
sometimes and just watch dramas all day long. However, when I 
am working, I put in all the effort I can. I always ask myself, 'have 
I done my best?' If my honest answer is 'no', then I'll continue to 
think of ways to do it better. I never aim to be the best but I always 
aim to do my best - work hard, play hard.

享受過程—黃淑貞老師（英文科）

看見培英校旗在香港仔運動場徐徐降下，站在頒獎台上的

健兒露出年青燦爛的笑容，坐在看台上的我也替他們高興。

中學時期的我熱愛運動。對於好勝的我而言，比賽失敗的

滋味很是難受。每次比賽我都懷著重大壓力，壓力多是來自好

勝心，因為我太介意別人對我的評價，太介懷最終的結果，這

反而令我未能發揮應有水準。在跑道上，我明白到，無論運動

比賽、學習，甚或做人處事，盡力做好、享受過程，總讓人有

所得著、豐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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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喜歡到外地觀光，增廣見聞。

With my inner twin

An eye-opening travelling 
experience at London, the UK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at Banff, 

Canada

New landmarks of 
Singapore at the 

back



生活教育—羅顯東舍監

一次偶然的機會，或許是耶穌基督的安排，我加入了培英的大家庭，當了學生宿舍舍監。

我擔任舍監的工作，已踏入第十個年頭了。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沒錯！這句話真的很

有意思。這十年間，我除了見證舊校宿生們的成長外，自己也有不少得著。坦白說，似乎從

未聽聞，有誰會立定志向當舍監的，但在我看來，舍監卻是很有意義

的工作。舍監的職責，不只是看顧宿生那麼簡單，我也是他們的生活

導師。除了訓練宿生自律、自理外，我也重視他們的心靈成長，因此

我與宿生有一個特定的分享時間，彼此分享自己的感受、生活經驗。

與此同時，我也跟宿生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工作以外，我喜歡打籃球和游泳，以保持身心健康。如果日後在

學校跟大家碰面，歡迎跟我打個招呼，互相認識。

創意無限—袁嘉怡老師（國文科及視藝科）

很高興今年能加入培英的大家庭。我會在餘暇畫畫、做手工藝或雕鑿

篆刻印章。最近，我開始練習書法，以準備農曆新年前為沙田區的街坊寫

揮春。

我很欣賞培英的學生很有創意，尤在藝術方面，授課時可謂教學相

長，我也得益不少。我相信藝術感不是單靠天賦，不少人將現況歸咎於先

天限制或前事之上，卻不願發揮個人潛能，克服困難。我想藉此寄語同

學：「天道酬勤」，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相識是一種緣分，今後請各

位同事多多指教，也歡迎同學找我傾談和分享。

Live your life – Ms Cheung Yuk-yeung（English teacher）

I'm very glad to join the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During my free time, 
I like playing piano and badminton. I also love surfing the internet to gain 
some insights and connect to the world.  I enjoy sharing my insights about 
life with my students and growing with them. I always believe everyone 
has his/her unique strength and potential which could be highly likely his/
her passion as well. As a teacher, I wish I could give as much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as I could to my students. 

 I sit in the staff room on the 7th floor. If you are one of my students and 
want to talk to me about study or anything interesting, just knock on the door 
and don't be shy! If you can, try to talk to me in English though!

堅持信念—陳偉華老師（通識科）

每一次去到一間新的學校任教，開學日前的晚上都會難以入睡，整夜反覆想著新

的學校會是怎樣呢？學生又會是怎樣呢？既感到好奇緊張，但又充滿期待。其實，無

論到哪所中學，人物、環境縱然有不同，但作為老師的我，目標及初衷

都不會改變：透過我的經驗，令同學的生命有一點的改變。不僅是學科

知識，更希望與同學分享做人處事的經驗，好讓學生有所成長。

「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我熱愛教學工作，也熱愛體育活

動。我閒時喜歡踢足球和去旅行，而健談的我其實更喜歡與同學聊天。

歡迎各位志同道合的同學於課餘時找我「談天說地」、「講東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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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遊歷多觀察，能豐富創作意念

運動能紓緩壓力

舍監與宿生在肇慶考
察時留影

與陸運會得獎健兒合照

袁老師愛好書法，
筆力扛鼎

健談的陳老師很受學生歡迎



學習的成果

2017德國世界口琴節冠軍李俊樂

2016年中學文憑試，同學憑藉出色表現，入讀各院校。其中，潘幸

怡同學更早於放榜前，以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優秀的校內成績，成功獲得

北京大學取錄。

李 俊 樂 （ 志 社 ） ， 於 1 1 月

取 得 「 2 0 1 7 德 國 世 界 口 琴 節 」

冠 軍 ！ 每 四 年 一 屆 的 「 世 界 口 琴

節」(Wor ld Harmon ica Fest iva l )

在 德 國 巴 登 符 騰 堡 邦 特 勞 辛 格 市

(Tross ingen)舉辦，是全球最盛大

的世界級口琴活動。李俊樂在世界

口琴好手中脫穎而出，足見他的努

力及母校的栽培。

入 讀 培 英 後 才 開 始 接 觸 口 琴

的李校友，自2006年起，隨韋恒

熹學長學習半音階口琴，在學界嶄

露頭角。畢業後，俊樂繼續在音樂

路上推廣口琴，現已為口琴老師，

在香港大學音樂系高級演奏課程兼

職導師，並在2015年成立香港口

琴藝術學院，致力培育口琴人才。

除此以外，俊樂近年亦常與歌手合

作表演，如譚詠麟、徐小鳳、盧冠

廷、李克勤、謝安琪、林一峰，藉

流行音樂進一步將口琴推廣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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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愉︰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學士）

2017德國世界口琴節冠軍李俊樂

李俊樂歸寧，與母校分享喜悅

李俊樂經常與不同
歌手合作表演

網上重溫李俊樂
在德國世界口琴
節中的演出

莫詩琪︰ 
香港浸會大學 
(理學士)

聶家欣︰ 
暨南大學 
 （新聞與傳播系）

潘幸怡︰ 
北京大學 
 （臨床醫學系）

黃鈺斐︰ 
香港城市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杜文傑︰ 
暨南大學 
 （土木工程）

戴智行︰ 
University of Kent  
BSc (Hons) -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周榮軒︰ 
暨南大學 
 （經濟學）

羅梽煒︰ 
香港科技大學理學士 
(環球中國研究)



中文科

英文科

藝術教育
「午間藝術週」

今年的藝術週舉行了一連串的藝

術活動，包括玻璃畫創作、花之畫班

際繪畫比賽、班牌設計比賽，以及同

學最期待的欣賞各項藝術的創作成果

及給予作品評分。活動中除了同學投

入參與之外，各班主任還到場支持並

參與其中，享受師生繪畫樂！同學表

示繪畫布畫很有新鮮感，也很喜歡活

動中播放的音樂，使人陶醉！

文憑試應試講座—卷二作文訣竅

為了備戰中文科，本科亦於11月舉辦了「文憑試

應試講座—卷二作文訣竅」，由資深評卷員梁嘉惠老

師為同學講解寫作得分關鍵，同學亦有所裨益。學生獎項

僑聯文教基金會—2017年海外華校徵文比賽

3A王琳睿
初中組佳作獎

3A林偉基
4B楊凱晴 高中組佳作獎

2016-2017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作文入圍賽—徵文比賽)(香港賽區) 

5A李萬紅 初賽一等獎
5A張伊文 決賽三等獎

Summer English Camp 2017

We proudly provide Summer English Camp to PY 
students annually and Summer English Camp 2017 was so 
much fun! This camp emphasize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literacy,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necessary for success in academic and daily life! Most 
importantly, the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enjoy the Water Day, 
make new friends, grow in confidence and be encouraged to 
take on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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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畫的魅力

梁嘉惠老師深入淺出講解奪分奧妙
海外華校徵文比賽得獎同學， 
左起︰楊凱晴、林偉基、王琳睿

5A李萬紅 5A張伊文

We have made it!

Participants were so 
proud to present a talent 
show in English on the last 
day of the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has been 
greatly boosted because they 
had a plenty of chances to 
communicate with NET teachers.

The most thrilling game 
– Water Day!

班主任也愛畫畫

在輕鬆的音樂下，同學正
享受午間藝術氛圍



多元化的Maker教育
本 校 推 行 M a k e r 教 育 踏 入 第 二 個 年 頭 ， 籌 建 了

Maker Studio，增設各項儀器，讓學生在科技的基礎技

巧上發揮其創意。今年有多位同工加入Maker組，老師

們各擅勝場，同學們在多元化的課題中愉快學習，體驗

Maker精神，培養他們勇於創新、享受嘗試過程的探究

精神，使他們能成為新一代的Maker。

傳承‧匯

本年度Maker的「傳承‧匯」活動，邀得城中多位

師傅傳授學生手藝，同時認識各種傳統文化。

創意手作

「創意手作」活動應用各種科學原理製造小手作，

教育同學環保的概念。

玩轉公園

我們將傷健共融元素融入「玩轉公園」活動中，同

學代入不同需要人士的角度，構築一個既好玩，又能達

致傷健共享的無障礙公園。

電腦衣車

同學利用「電腦衣車」，輕鬆實現各種縫紉技巧，

樂趣無窮！

藝術啫喱

利用巧妙技術製作「藝術啫喱」，同學發揮創意製

成各種既美麗又能吃的藝術品！

遊戲製作

本校新添置RPG Maker軟件，同學從中學習編程及

邏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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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扶林村吳江乾師傅
傳授紮作手藝

同學親嘗利用廢紙製作紙張

同學深深感受到傷殘人士的不便

電腦衣車已有程式設定，同學
較易上手

利用針筒將食材注入啫喱之中，
以作點綴

試玩其他遊戲並分析當中所
用的程序

同學在「手寫小巴牌」麥錦生師
傅的指導下完成創作

製作草藥托染小布袋

用心反思現有公園的利弊

輕鬆完成各種圖案文字

同學製作的月兔啫喱藝術品

難掩成功完成遊戲的喜悅！



走出去看世界
為擴闊學生視野，我校每年都舉辦不同類型的文化交流活動，華南華北、台南台中，及至日本沖繩，都是這數

月來同學往返考察觀光的地點。

肇慶之旅

中一同學浩浩蕩蕩的到肇慶考察自

然風貌，同學乘車上鼎湖山，再步行上

山，沿途瀑布小徑已美不勝收，回頭再

俯瞰湖光山色，登山雖累，也感值得！

同學亦到七星岩考察，在奇幻的岩洞中

深悟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前進不斷沖繩遊  

本 校 得 香 港 航 空 贈 送

來回機票。讓部份體育組師

生到訪沖繩。同學每天提早

起床集訓，梳洗過後便參與

遊歷，參觀當地歷史建築，考察地質公園天然地貌。體

育老師將觀光與體能訓練連結起來，讓同學一邊在炎炎

高溫下操練，一邊享受美景，別有一番滋味。

七星岩前留影

同學在鼎湖山的「端溪龍皇硯前」合照
同學到北京，考察國內航天科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院長趙貴祥教授作簡單介紹

一團精兵浩浩蕩蕩出發了

到處都是大型的康樂設
施，正是訓練好場所

在沖繩沙灘上留下足印

同學與電池三輪車合照

同學研究機械人的結構原理

台中「國際機械人夏令營」 

七 月 上 旬 ， 本 校 挑 選 了 八 位 同 學 參 加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的「國際機械人夏令

營」。 八位到台中大學學習編程，指示機械

人挑戰各項任務。本校同學年紀較輕，但表

現絕不遜色，終得到全場亞軍及佳作獎兩項

殊榮。而當地大學更安排了同學試玩該校畢

業生的樣品，同學皆增廣見聞、大開眼界。

善德關愛科研  
2017北京、西安  
航天科技發展考察團 

我校推薦了6A張文斌及陳啟彥參加

「善德關愛科研2017北京、西安航天科

技發展考察團」，這考察團既能提升學

生自信，又能改善他們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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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WeCan（「學校起動」計劃）

本校於本學年成功參與「學校起動」計劃。此計劃旨在體現「社．企共勉」精神，為中學生提供各種機會，並

透過多元化活動，建立學生的自信心。

今年我們有幸與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 l ls)結為夥伴，透過跨年緊密合作，使我校得到更多財政和義工支援。

校長帶領同學作學術及考察交流  

我們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粵港姊妹學校交流計劃，由校長

親自率領學生三十人到廣州執信中學交流科技及體藝文化，7月上

旬，又帶領學生到東莞參觀玩具廠，均讓學生眼界大開。

與成功有約— 
袁志光先生（Savills董事總經理） 
分享座談會 

Savi l ls 的董事總經理袁志光先生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也

是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袁先生雖身居要職，事業卓然

有成，但誰也沒想到，他中三時竟有8科不及格！是什麼原因，令

一個初中讀書「滿江紅」的學生，今天能成為跨國公司的董事總

經理？袁先生以過來人的身分，鼓勵學生不要輕言放棄，只要肯

努力，夢想一定有機會實現。看到學生專心聆聽袁先生的經歷，

相信這次分享會給予他們不少啟發。

與成功有約— 兩屆奧運游泳獎牌得主
Lia Neal到校交流 

在Project WeCan的籌劃下，兩屆奧運游泳獎牌得主Lia Neal(

倪麗雅)於11月到訪本校。倪小姐為人親切友善，除了舉行講座分享

成功經驗外，更與本校泳隊在室內泳池進行泳術交流。一眾師生當

然不會錯過機會，趕到泳池的觀眾席一睹倪小姐的風采。

到執信中學上陶藝課

校長率領同學到東莞參觀玩具廠

袁先生從百忙中抽空
到學校與學生分享

同學們都能把握機會，向袁
先生請教成功之道

美國領事Kurt Tong 也特地來校支持Lia
交流前來張大合照

倪小姐在台上分享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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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那年，他舉家搬到交通不便的新屋邨，熙歷

非常感謝學校給他入住宿舍的機會，讓他省卻不少往

返的時間，並為他提供一個安靜的讀書環境。在此他特

別感謝區婉霞老師，雖然熙歷化學科的成績並不理想，

但老師仍然堅持教他，令他非常感動。在學校遇上不開

心的事情，班主任吳嘉民老師總能看穿他，能適時給他

安慰及提醒。他在宿舍和學校遇有任何困惑，第一時間

都會去找陳建業老師，只要他說一句「一切都是有安排

的」，他就會放下心頭大石……在此他十分感謝各位老

師對他不離不棄。為了一圓自己的中醫夢想，他在中四

時已報讀香港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的「中醫研究基礎課

程」，未來他希望能夠入讀浸會大學中醫學系，他會努

力上進，希望回饋父母、培英和社會對他的栽培。最

後，他想分享一句名言，希望大家能夠終身受用—

「我沒有失敗過，只是還未成功」。

勇往直前—培英奧巴馬

香熙歷，或許大家對這個名字有點陌生，但若說是

「培英奧巴馬」，你應該猜到他是誰吧！香同學在訪問

開始時慨歎時光飛逝，沒想到六年的中學生活，一眨眼

便已進入尾聲了。

香同學感謝學校給他全方位的栽培。在藝術方面，

他自中一加入中樂團，樂團的師兄師姐都很體貼新成

員，又耐心教導他們樂理上的知識，表演的時候又會帶

領他們，讓他們勇敢地面對觀眾。其後在二胡老師蘇純

賢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技巧突飛猛進，代表培英參加校

際音樂節二胡獨奏比賽。而二胡的興趣也為他們一家提

供了有趣的親子活動，原來香同學的父母對粵曲很有興

趣，近兩年，他們一家有機會在珠海區的春晚演出，父

母合唱粵曲，兒子則負責二胡伴奏，在排練及演出的過

程中增加了不少共同話題，這是同學學習二胡的一個意

外收穫。

體育方面，香同學喜歡多元化的運動，有水中的、

陸上的、還有沙地上的……他是本校排球隊隊員，期間

雖因成績問題而兩次被父母要求退隊，但最終他都因熱

愛排球而再次歸隊。在2015至16年度香港學界排球賽

中，本校男子排球隊在甲乙丙三組比賽中均獲冠軍，同

時取得男子團體總冠軍，為奧巴馬的排球生涯畫上一個

完美的句號。他曾擔任羽毛球隊隊長三年，每次練習結

束後都要留下善後，確保隊員安全，以及每件工具都妥

善保存，提升了他的責任感。2017年3月，體育組馮

淑儀老師請來香港飛盤總會的代表到校開訓練班，讓奧

巴馬有機會接觸這個有趣的運動，而且深深被吸引。其

後更有機會參與選拔，正式加入了U24組香港飛盤代表

隊，有機會代表香港參與國際性的賽事。

校園星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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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盃英語辯論比賽前與隊友合照

香熙歷已成了中樂團的大師兄了

參與陸運會的接力比賽

在香港飛盤隊接受訓練

努力向中醫之路邁進

在學界單打羽毛球
賽中展英姿

擔任周會司儀



本 組 安 排 了 初 中 同

學參觀位於九龍公園的綠

化教育資源中心，同學可

透過活動認識不同的食用

植物及了解環境保護的重

要。

為了讓學生認識不同

毒品的禍害，本組與訓育

組一同帶領中三級同學參

觀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中 風 有 年 輕 化 的 趨

勢，本校參加了香港中風基金舉辦之「談笑用Brain講中

風—全港中學中風常識問答比賽」，透過早會短講、

相關展板讓同學及早認識中風的相關資訊。

宗教委員會︰讓愛循環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愛的散播
本年我校參加了「滙

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挑選了同學擔任校園社區

大使，以提升他們對弱勢

社 群 的 關 顧 。 此 外 ， 為

推廣社區健康教育，本校

參加了「港島西醫院聯網

舉 辦 的 暑 期 義 工 大 學 堂

2017─ 學生健康大使

訓練及服務計劃」，這計

劃包括訓練課程、組織活

動、探訪社區及醫院等。

我們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在充滿關愛的校園裏

學習，透過各措施扶助學生成長，故有幸連續四

年贏得「關愛校園」之美譽。

10

中國周象棋比賽情況

談笑用Brain，同學積極了
解「中風」的病徵

本年度宗教主題—「讓愛循
環」 Let Love Go Around，
延續「施比受更為有福」的訊息

同學積極參與國慶暨中國周攤
位活動

校園社區大使義工服務

學校健康大使計劃

開學禮訊息分享：從基督教的角
度解釋主題「讓愛循環」的意義

由大師姐吳思敏與我們分享如何在靈命上有所成長 同學把自己屬靈經歷記錄下來。
（屬靈日記由袁佩儀同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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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發展組

輔導組

家長教師會二十周年會員大會暨
第二十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家校看顧孩子的心從沒有變，但新時代的來臨與

挑戰卻時刻在變。新任委員滿心期待透過舉辦活動及倡

議，讓孩子在更周全的環境下茁壯成長。選舉當日，除

了會員大會和選舉委員之外，我們更邀請余德淳博士主

講「讓孩子飛得起」，內容緊貼現今孩子打機問題，家

長非常投入並向余博士徵求良方建議。最後大會更安排

家長會見老師，讓家長、老師互相了解學生學習和成長

的需要，並適時給予安慰及提醒。

每年的「升中導向週」

都讓中一新生認識學校，融

入培英大家庭。我們安排主

科 基 礎 課 程 ， 銜 接 中 一 課

程。為配合多元發展，我們

讓同學參加多元學習活動，

有跳繩、排球、田徑、桌上

遊戲及非洲鼓等。

新生與學長結為朋友，

更易投入校園生活，加強歸

屬感。隨著升中導向週結業

禮之後，我們又舉辦兩日一

夜的「中一適應營」，由社

工帶領同學透過遊戲建立個

人目標，當晚的「夜行」環

節讓師兄姊與師弟妹們一同

挑戰蒙眼團隊行，同學體會

到合作的重要，建立朋輩的

團隊關係。

家長交流

中山廣源學校有近100名學生及14名學生家長參觀

本校。本會副主席梁佩華女士向各家長作簡介，下午交

流活動中，一眾幹事及家長義工熱心參與，為參觀家長

留下良好印象，亦加深對香港中學體制的認識。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同學互相合作，完成任務挑戰同學在中一適應營中互相認識 同學於晚上進行蒙眼團隊行挑戰

紀律大獎英班同學 經過各項挑戰活動，同學之
間更加認識對方

樂器班

營地活動大合照

副主席分享本會資訊

去屆家長委員接受感謝狀

兩校家長投入活動環節。

大會安排老師與家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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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發展組

閱讀推廣組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新一屆學生會Divers i ty 已經誕生了。Divers i ty 的意

思是多樣化和多元化，從今年設計的橫額，可顯示出這個

獨特性。繽紛的色彩，象徵培英校園生活多姿多采，各同

學各有專長，發展個人的潛能，尊重多元，達致全人發

展。期望他們各自在不同崗位上，發揮才能，像繁星閃

耀，展翅高飛，在黑夜中帶來光明盼望。

「地球最後1秒鐘」李偉才博士閱讀分享會

閱讀推廣組於2017年10月20日舉行閱讀分享會，邀得李偉才博士到

校分享對全球暖化危機的看法。李博士是香港著名科普、科幻作家，曾任

太空館助理館長及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

是次分享會以訪談形式進行，主持人梁達峰老師向李博士提問有關

「350香港」、《巴黎氣候協議》、消費主義等話題，李博士以流暢的言

辭，淵博的知識啟發大家從多角度思考及探索不同的解決方法，令在場師

生獲益良多。

閃電足球五人賽

本屆學生會內閣Divers i ty第一項大型活動，名為

「閃電足球五人賽」。比賽的報名情況十分踴躍，報

名隊伍數目遠超參賽名額，最終須由抽籤決定六隊參

賽隊伍。觀戰的同學看得如癡如醉，歡呼聲四起。特

別是「6B」隊在陳偉華老師帶領下，踢出一場萬分刺

激的攻防戰，叫人津津樂道。經過兩個比賽日共四場

初賽後，最終由4A文樂峰帶領之隊伍成功奪得冠軍。

南區傑出學生

為增加學生自信，學生領袖發展組每年均推薦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領袖

選舉。經過多番挑選，我校6A王文智及3A吳婷婷在香港島校長聯會主辦的

2017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中，分別榮獲南區高中組及初中組傑出學生。

校長、老師與本屆學
生領袖拍照留念

李博士為同學的「獎品」親筆簽名

李博士耐心解答
同學的發問

說到全球暖化迫在眉睫，
李博士難掩激動之情

李博士與本校師生大合照

陳偉華老師截過傳球，
轉守為攻！

學生會幹事與和
顧問老師合照

廖震宇老師與冠軍隊伍合照



香港培英校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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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校友日在10月14日舉行，又是一眾白

綠兒女歸寧聚舊的好日子。

操場是排球健兒的天下，比賽一浪接一浪，另一些

校友則在雨陰操場閒聊、拍照或落力為球員打氣，一切

如同往時午息放學般。今年的小食攤位以一元的「超抵

價」出售雪糕、雞旦仔及花形棉花糖，吸引了長長的人

龍。室內球場則上演精彩的籃球比賽，不同年代的校友

也有一展身手的機會。

你攻我守，各不相讓

花形棉花糖

名社吳青豪校友與劉秀容老師喜相逢

韋恆熹伉儷合作無間

嘉賓接受紀念品後留影

剛畢業，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的
羅梽 煒同學感謝母校的栽培

令人引頸以待的抽獎環節

觥籌交錯，暢敘舊情

大家齊唱《培英咕哩頭》

本年「校友精彩人生路」分享會請來了韋恆熹學長

擔任主講嘉賓。韋學長為本地傑出的口琴演奏家，他退

休後全情演練難度極高及富挑戰性的口琴作品，同時專注

口琴教學工作，其學生在不同口琴賽事中屢獲殊榮；為了

回饋母校，他也回校擔任口琴導師將近十年了。韋學長當

天跟我們分享了他在母校求學以及學習口琴的經歷，特別

提起幾位對他待人處事甚具影響的老師，言詞間，我們很

能感受到他對恩師的懷念及敬意。除分享外，韋學長帶來

了他在不同學習階段使用過的口琴，並即場示範各種口琴

的音色及吹奏效果；最後他更夥拍妻子張蕙詩女士演出口

琴二重奏，為我們演奏了三首愛爾蘭民謠和友誼萬歲變奏

曲，那天的分享會簡直是一個小型的演奏會呢。

晚宴中既有美味的菜餚，也有精彩的節目及豐富的

獎品，最重要是可以跟師長、同學閒話家常，

相信這就是每年校友日的魅力所在了。



體育組

14

今年學界水運於維多利亞公園泳池舉行

香港仔工業中學水運會友校接力得亞軍

同學到場欣賞「保誠網球公開賽」 到小學擔任陸運會義務工作人員

香港仔工業中學友校接力比賽得季軍 陸運會後，校隊回校繼續練習

游泳隊游泳同樂日大合照

香港回歸廿載南區繽Fun情嘉年華跳繩表演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水運會友校接力得季軍

隊員的英姿

1 0 月 1 3 日 ， 本 校

有 1 0 名 同 學 應 網 球 總

會邀請，出席香港保誠

網球公開賽觀摩，現場

見到世界有排名的網球

手 ， 真 令 同 學 大 開 眼

界，見識不少，最幸運

的是一到場立刻一睹世

界一姐的風采，更是畢

生難忘。

游泳隊

本校游泳隊隊員自九月起，已參加了4項比賽，分別是南區水運會

4x50米接力比賽、香港仔工業中學水運會4x5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水運會4x5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及學界水運會。

跳繩隊

跳繩隊獲南區婦女會邀請，參與「香港回歸廿載南區繽FUN情」。繩隊為坊眾作花式跳繩表演，吸引遊人駐足

欣賞。初中同學初試啼聲，新組合擦出新火花，繩隊將不斷練習，繼續進步。



勰社喜訊

宿舍生活多姿采
今年宿舍熱鬧非常，宿生不少。新來的羅舍監，既

有耐性，又很疼愛學生，更善於組織活動，確為宿生帶

來多姿多采的生活。

宿生感言

陳倩儀：  ‧ 

入住宿舍後，我學會自律、睡覺要定時，感謝

舍監一直以來的照顧。

陳育朗：  ‧ 

在 家 ， 父 母 為 工 作 奔 波 ， 姐 姐 則 有 自 己 的 世

界，而我僅能留在房間終日對著電腦；相反，

在宿舍裏，有師兄師弟陪伴，有各式各樣的活

動，宿舍猶如一個大家庭。

魯瑞成：  ‧ 

我認為宿舍生活能幫助我們學習，下課後，我

們可以學習打鼓、學習打排球，有時還可跟羅

舍監學習英語，生活真是多姿多采。

 ‧ Choi Yat Ming：  
I can learn many things in dormitory, such as wash 
our clothes, take steps to do something. Mr. Law, we 
thank you for taking such good care of us.   
 ‧ Hung Hoi：  
I  think dormitory is very wonderful .  In here,  
I have many friends and always play with them. I feel 
so happy. Mr Law is very kind to us. He often teaches 
us English. l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him.
 ‧ Mah Sa Sa：  
I'm so glad that I can live in here. I can play volleyball 
and share my life with my roommates. I love to live 
here and also love my roommates.

本年度，勰社喜事一浪接一浪。校友兼

校務處同工葉長洪小姐於9 月27日結婚，老

師舊生們亦趁此機會聚首祝賀！

培英上下同工為新生命的到臨感到雀

躍！在此恭賀林慶文老師、郭家豪老師、黃

玉森老師，願孩子們行在主的法則中，順服

主的旨意，好使他們永不離開主的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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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牧師及林校長關愛宿生

柳校董時與宿生相聚

校長與一眾宿生飲茶，分享
中樂表演後之喜悅

宿舍生活規律，同學精神抖擻地上學去！

統測前大家把握時
間溫習，爭取佳績

宿生們聚首一堂，分享生活點滴

中秋活動的歡樂時刻

林慶文老師的全家福

恭賀黃玉森老師喜獲麟兒

洋溢着父愛的郭家豪老師

勰社及舊生們到來祝賀葉長洪新婚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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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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凱晴 4B 高中組佳作獎

林偉基 3A 初中組佳作獎

王琳睿 3A 初中組佳作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中文二人朗誦（粵語）

黃毅鑫 5A
冠軍

黃頌豪 5A

排球隊

港粵澳閩學界埠際排球錦標賽 簡毅希 5C 男子賽事冠軍

青苗排球培訓計劃2017—青年組 簡毅希 5C 南區最優秀表現學員

青苗排球培訓計劃2016

梁衍維 3A 最優秀表現學員

梁衍維 3A

港島區賽事男子組冠軍溫諾晞 2B

梁樂賢 1B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學生運動會

—排球預賽
蘇佩恩 5C 香港分組第五名

體育科
遊樂場總會迷你奧運會 

飛盤邀請賽(2017)—擲準賽

陳俊安 4C

冠軍

梁智鴻 4C

梁柏汶 4C

蘇柏皓 4C

楊家昇 4C

學生領袖

2016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潘幸怡 6A
2016香港島優秀學生 

(高中組)

陳樂洋 3A
2016香港島優秀學生 

(初中組)

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2016

徐子健 6A

南區優秀青年鍾海恩 6A

鄭禧年 4B

陳家惠 2B 南區優秀少年

機械人學會
台中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 

「國際機械人夏令營」

潘子穎 2B

全場總亞軍陳家惠 2B

林樂稀 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