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的話
第三十三期

你以恩惠為年歲的
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
油脂。（詩篇 65:11）
培英中學是一所平
凡的學校，但在天父恩
典的引領，教師團隊無
微不至的關顧、孜孜不
倦的指導，培英學子都
能學有所得，為個人啟
動了航行的明燈。

培英學生多來自小
康之家，更不乏基層
家庭，礙於成長環境的限制，他們或會見聞短淺，
多怯懦，常畏懼，口頭語是「不可能」、「我不
會」、「未想過」……但卻千萬別小覷這群學子，
只要細心培育，澆以適當的養份，他們天賦的才能
當可迸發，也能展現光輝燦爛的成就。關鍵在於：
甚麼是觸媒劑？如何能燃點那團鬥志之火？如何激
發他們面向目標勇往直前？
教育不是按模型而雕塑學生，乃是啟迪學子的
潛能，讓他們盡展所長，為未來發熱發光。本校銳
意在正規課程以外，營造更多的平台，提供更多的
機會，為迎合學生獨特的性格與興趣，更兼顧他們
的成長背景。今天，個別學生努力學業，期待進入

心儀的專上學府外，也有學生積極儲蓄，斥資購入
專業咖啡機，為咖啡拉出精緻的花款，開拓個人的
前程。那邊廂，同學專心致志隨吳江乾師傅紥出火
龍 電 車 外 ， 又 有 校 徽 「鷹」及 「帆船」， 他 們 的 創
造力與手藝或許已為未來奠定基礎。電腦衣車看似
普通，卻為學生開了一扇窗，啟發了時裝設計的前
路。誰不願當上大老闆？要知當一位行政總裁，處
理一盤企業卻是殊不簡單，「趁墟做老闆」好讓有
志於經濟學及商業事務的學生汲取實戰經驗。愛爾
蘭駐港領事館又派出專業木匠到校，讓培英學生觀
摩並切身體驗愛爾蘭文化手藝，真是機會難逢！凡
此種種，培英學生不但樂在其中，更能學以致用，
這就是我們的期望。
興趣及愛好可以誘發人才，能力與方法可以培
育人才，勤奮兼意志可以鑄造人才，但願培英學生
體會學校的苦心，看重特備的平台，珍惜難得的機
會，他朝必定有所收穫。因為：機會是留給有準備
的人！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盼望白綠兒女
能擺脫稚嫩與畏縮，運用智慧、毅力和膽識揚帆遠
航，向著自己的新天地進發。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哥 林 多 後 書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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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Irish Craft Experiences
O n 7 t h M a r c h 2 0 1 8 , K e n B o l g e r, J o e L a i r d
and Colm Murphy who are Irish artists with high
reputation showcased the best of Irish arts and
craftsmanship and held a Craft Workshop with more
than 100 students in our school! Ranging from wood
turning demonstration, appreciation and Irish Ogham
and Slate workshop, students were so inspired and
had a wonderful cultural exchange with our honorable
guests from Ireland!

Students are having fun in speaking English with a wood-turner
from Ireland during the workshop.

Leading by example, Principal Lam is showing how
to wood carve a soup bowl in a light moment with
Colum Murphy from Ireland.

English Week 2018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different marvelous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were held during the week. To summarize the
activities, we had Song Dedication, Film Appreciation – The Oscarwinning movie, “CoCo”, English Reading Activities and Quiz Show
2018. All of them were enjoyable and intriguing activities. Of course, all
participating students had a great time with them!

Participants really enjoyed the
English games – Job Matching,
Phish the Fish and Blocks Building.
Student helpers did a great job in operating
the game booths, well done!

RTHK Broadcasting
Students had totally brand new experiences and
exploration in English! Four students, Kennis Chan (S.1A),
Jea Chan, Kitty Lau and Minnie Wong
(S.5A) have voiced their thoughts on
current teenage issues in a RTHK
We are your hosts today!
Program in mid March 2018! They
all felt so enthusiastic that they can be guest hosts in an English
Radio Program! If you are also interested in this program, scan the
following QR cod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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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教育
Maker教育自去年啟動以來，師生們越加投入。Maker搭建一個多元平台，為學生提供接觸不同技藝、不同界別
專家的寶貴機會。過去的半年，Maker組老師繼續開發不同活動課程，擴闊學生眼界及接觸面。

藝術啫喱

傳承‧匯

3月中旬，我們與華富邨東華三院王少清長者中心
合作，以藝術啫喱作為吸引點，邀請華富邨的長者來到
學校與學生一同體驗製作啫喱的樂趣，實現長幼共融。

下學期「傳承．匯」我們繼續請得薄扶林村吳江
乾師傅，與學生創作不同的竹紥作品。同學手工有板有
眼，獲吳師傅盛讚。

姚蕙芝老師向長者們分享
製作竅門
長幼合作，製作藝術啫喱

傷健共融
同學到訪東華三院樂群地區支援中心，在遊戲中
體驗傷殘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從實際的體驗
中，了解到傷健共融公園應具備的要素。

Maker Studio
培英 Maker Studio 的設備已陸續投入運作，同學
用心聆聽老師的分享，並商討在下一輪活動中如何應用
Maker Studio 的工具及技巧。

戴上眼罩，體驗視障生活

多媒體製作

從活動中體驗傷殘人士
的困難

Maker多媒體製作邀得陳頌聲先生與學生分享電影
的起源和發展。學生平日被五光十色的多媒體包圍，這
次欣賞黑白片段，特別留意光影技巧，同時亦學習到一
些電影用鏡及理論，為日後創作奠下根基。

學習使用小型工具

陳頌聲先生與學生分享黑白電影

從討論中反思製作電影
的目的和意義

隨著 Maker Studio 及 Maker課堂逐步完善，我們
期望學生可以將所學所得回饋社區，成就更出色的創客
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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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墟做老闆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於1月下旬在鑽石山荷里活
廣場舉行，是「學校起動」計劃一年一度的大型聯校活
動，為學生提供機會一展創業精神，體驗如何籌備一項
零售生意。
本年的主題是「環保、創意」，宣揚善用資源、惜
物減廢的訊息。參加展銷攤位的有42所中學，約一千名
中學生參與其中。
在張慧珠老師、陳
建業老師和梁麗娟老師指
導下，同學撰寫營商計劃
書、進行市場分析、成本
與盈利預測、訓練匯報等
等，過程充滿挑戰。
同學親製環保酵素

展銷期間，學生面對陌生顧客，仍落力地推銷貨
品。不少老師、校友和校董前來攤檔購物、支持和鼓
勵學生，為他們打下強心針，展現有如攤檔取名「白綠
坊」的白綠精神。

落力推銷
白綠坊

此外，團隊有幸取得了「最佳營商計劃書匯報獎」
的優異獎，而鄭禧年同學除獲得「最佳銷售大使」外，
更被挑選為大會開幕禮的司儀，接待張建宗司長，相片
在政府網頁發佈。
同學們的投入、團隊的合作和成長，確是一個深刻
而嶄新的學習，希望活動有助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啓發
他們規劃人生，為日後升學和就業作好準備。

營銷團隊、表演隊伍與師長們合照

鄭禧年同學擔任大會司儀，
亦獲得「銷售大使獎」

中五級同學勇奪「營商計畫書最佳匯報獎」
自製酵素，響應環保

跳繩隊「趁墟」表演，贏盡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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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鼎力支持

聯校藝術展
百花齊放— 中華基督教會
創會百周年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覽
適逢中華基
督教會創會百周
年，中學聯校視
覺藝術科舉辦了
第四屆視覺藝術
展覽。參展的中
學共有27間，本
校也參與其中，
感到十分榮幸。
同 學 們 對
於自己作品獲得
展出，都表現得
十分雀躍。開幕
禮當天，大會邀
請到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太平紳士
作主禮嘉賓，還有香港藝術界和教育界，以及區會總幹
事蘇成溢牧師、教育事工部主席及學務總監等人一同剪
綵。林校長及各師生們到場支持，家教會更致送花籃，
祝賀展覽成功！

青花瓷碗
同學親製，別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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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確價值觀
踏出積極人生路

輔導組

輔導組透過各個成長小組的活動，導引同學建立積
極人生觀及正確價值觀。「我們這一家」活動是為新來
港學生而設，讓他們彼此認識，建立社交網絡，增加對
新環境的認識，以加強歸屬感。

蛋糕製作體驗活
動讓學生初嘗製作蛋
糕的經驗，從過程中
探索未來路向，並提
升正面的生活態度。
夢高飛生涯規劃小組
透過學習咖啡拉花的職場技
能，讓同學以體驗的方式了
解職場世界，啟發思考自己
的生涯發展。

新來港同學在社工帶領下遊玩中環摩天輪

「好心情@學校」計劃是要帶出尊重生命、逆境同
行的正向心理，計劃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從家長、
老師及學生三方面入手，培養學生感恩的正向生活態度
和習慣。

聯課活動「 好 友 型 」 今
年以手工製作提升自我效能
感及小肌肉訓練，同學都能
投入製作小玩具，並且
訓練專注力。

護苗教育課程教導同學
如何保護自己

護苗教育課程今年推
展至高中，目的是教導同
學認識兩性相處及如何保
護自己。

開幕禮

品德陶鑄

實現全人教育

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與南聯教育基金合辦「第二屆品德教育傑
出教學獎」，評審當天適逢是本校藝術周，同學以「正面思維」為主
題，設計了別出心裁的活動，既有歌唱環節、又有拍照及小手工製作
攤位，教育局官員、中學校長及教育大學講師親身體驗到同學在藝術
方面的天賦，也感受到校園歡欣的氣氛。此外，他們亦與本校家長及
同學會談，更參參與了生命教育科的課堂，了解本校推展品德教育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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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委員分享本校推展品德教育的情況

教育局官員參與生命教育科課堂及藝術周活動

「讓愛循環」福音周
宗教組於2月份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福音周，並以
「讓愛循環」為主題，透過多元化的福音活動鼓勵同學
仿效基督，多關心身邊人，讓這份愛得以循環。

基富堂協助籌辦午間音樂會

除了早禱、
午讀及午間音樂
會外，適逢新春
佳節，宗教組
更與生命教育
科 合 辦 「『 愛 』
筆 生 『 揮 』」 活
唐桂成醫生邀請同學上台互動
動，邀請同學於操
場即席揮毫寫揮春，送予親朋好友以表祝福，師生踴躍
參與，喜氣洋洋。最後，佈道會先由團契遊樂園團員分
享詩歌，再由唐桂成醫生以三原色解說基督的救贖，於
呼召時喜見不少同學舉手決志，令人雀躍，但願這顆靈
命種子在同學心田茁壯成長，活出豐盛人生。

One step 樂隊用心表現，
以樂韻見證主恩

「愛」筆生「揮」

同學們滿載而歸，讓愛傳遞

數理周
本年度的數理周於3月12日至16日舉行。
午間攤位方面，同學可從「扭計大作戰」
的攤位中認識扭計骰的基本玩法。至於「數學電
競」的攤位則利用iPad，讓學生挑戰數學難題。
同學們都踴躍參加活動，場面熱鬧。
魔力橋比賽是每年數理周的焦點。今年有26
名同學報名參與，參賽者都絞盡腦汁，希望突圍
而出。經過激烈的賽事後，得獎的學生如下：
冠軍 5A陳巧欣
亞軍 4A梁衍維
季軍 4A陳綺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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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合作
學以致用
通識科、生物科、旅遊科及地理
科合辦活動，實地考察米埔自然保護
區。是日活動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導師
帶領，介紹米埔這片具獨特生物多樣性
的濕地，沿途參觀浮橋、野生動物的棲
息地及觀鳥屋，老師從旁指導學生思考
城市發展時需考慮不同持分者立場。透
過這次實地考察活動，同學可以將課堂
知識學以致用，獲益良多。

同學領取活動資料卡及望遠鏡，
開始觀鳥之旅

同學沿浮橋前往觀鳥屋

遠眺候鳥，樂趣無窮

家長教師會
雷公田生態園、
綠田園親子樂逍遙
3月11日，風和日麗，微風送爽，我們帶着
輕鬆感恩的心情，向着雷公田生態園出發。園內
環境優美，大合照後，大伙兒信步而行，沐浴在
和煦陽光中餵小羊，感受清風朗日。一個簡便的
海鮮午餐後，我們又向着綠田園出發，各同學和
家長們都盡興而歸。

寄宿生活多樂趣
聖誕節普天同慶，金銘樓濟濟一堂，聚餐、唱
詩、遊戲、抽獎等，趁機慶祝一番，會場洋溢著救主
降臨的喜悅。聖誕盆菜喜宴獲各家長、校董及教師鼎
力支持，與宿生們在寒冷冬日一同分享滿滿暖意。
雞去犬來，大家又喜迎新春，熱熱鬧鬧聚首一
堂，家長準備食物，宿生社工帶領遊戲，歡樂氣氛滿
溢會場。

前家長委員梁少娥女士
善於製造氣氛

家長談笑風生

積極投入問答遊戲
師生共吃美味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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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校友宿生齊齊參與

齊來慶賀救主降臨

李主席與柳校董鼎力支持

家長教師會主席譚金好女士為
各人製作的「多福」新年掛飾

白綠劇社
白綠劇社希望透過戲劇教育，培養學生的同理
心。學生透過演繹劇中人物，反思日常生活的一言一
行，從戲劇投入中學會珍惜、學會體諒。學生在戲劇
活動中都有成長、有反思，逐步成熟，令人欣喜。

當生命倒數至最後一刻，徐徐道
出心底未敢說出口的話

12月，劇社將同學的故事改篇成劇目《如果生命
能回頭》。演繹被欺凌學生的1A 陳宛澄同學，以槍
枝指嚇其他同學。同學在生死最後一刻，徐徐道出一
生中的悔疚。

收拾細軟，才發現值得
珍惜的事物

3月，劇社同學以原創劇目《最後的4號》，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劇本敘述三
位在華富邨長大的同學(3B 潘子穎、3A 郭曉婷及5C 徐熙檗飾)，因華富重建而分
開，它們約定在華富重建完成時重新回到華富，細說大家的經歷。這漫長的十年中，
年青人經歷了甚麼？遇上了多少挫折？
生死有命，活在當下

社區參與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我們參加了消防處舉辦的「防
火安全嘉年華暨薄扶林消防局及救
護站開放日2018」。我們的攤位
「火舞飛揚」設計獨特，老少咸
宜，吸引不少坊眾前來參與，更有
幸榮獲全場總亞軍。

黃筠嵐獲委任為
「警學關懷大使」

本校同學亦被委
任為警學關懷大使，積
極投入社群。

12月13日本校派出32名中二及中三學生，代表香
港學界出席於香港海防博物館舉行的「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國家公祭日」紀念儀式。
攤位遊戲比賽榮獲全場總亞軍

南區青年團— 足球訓練計劃
本校參加由南區青年團舉辦之足球訓練計劃，對象為
中一至中四學生，訓練內容以足球為主，並於1月7日的足
球邀請賽當中獲得盃賽亞軍。除參與賽事外，主辦機構還
於2月10日安排一次探訪安老院舍活動，藉以提升學生對
社區的關懷。

與長者在花園採摘香草

榮獲盃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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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本組為中六級學生籌辦了一系列講座，務求裝備同學了解各項
升學或就業出路，於畢業後作知情選擇，部份活動如下：
大葉大學台灣升學講座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青年向上流動
嚮導計劃介紹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課程講座
職業訓練局中六以上程度課程講座

中六級惜別會
中六級惜別會充滿着離別依依的氣氛，在這別離之
際，各畢業班同學準備了一份小禮物送予班主任，以報
答栽育之恩。離別聚會中，畢業同學回首六年的白綠生
活感到無限温馨，此後，他們將如鷹展翅，也為公開試
而努力！

林校長勉勵中六學子要自強不息

6A班代表向區婉霞老師和
黃淑貞老師致送紀念卡
中六同學臨別依依

6B班主任吳嘉民老師自彈自唱感人樂曲

感受惜別會的動人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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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同學細心聆聽嘉賓的分享

學生會放大鏡
學生會— 常被人形容為「吃力不討好」的差
事，花時間、花心機，卻回報少。但主席與副主席，
以至一眾幹事皆津津樂道，異口同聲：「我沒有後
悔！」他們表示擔任學生會為他們累積了很多課本以
外的經驗，包括團結精神、分工合作；又學懂如何策
劃活動；再者，能夠為學校、為同學服務，那份滿足
感更令人回味無窮！

副主席5B吳麗
樺補充：「Diversity
有多樣化和多元化的
意思，我們會舉辦一
連串豐富的活動，
為同學帶來多姿多采
的校園生活，使大家
留下美好的中學回
憶。」這正是當初成
立Diversity的理念。

五人足球賽

Diversity學生會幹事與顧問老師合照

師生賽
主席區梓豪同學帶領眾學生領袖一同宣誓

主席和副主席不約而同地說：「我們想為同學服
務，為同學爭取更好的東西！」學生會主席5A區梓豪
回想組閣時的艱辛︰「參選期間不斷有成員退出，多次
換人，自己也曾經想過放棄，幸好最終堅持下來，才能
成立現在的學生會Diversity。」

敬師周「師生踩波波」活動花絮

然而，理想和現實總有差距，主席憶述剛上任時，
經常聽到批評聲音，面對眾多質詢，令人氣餒，但想到
競選時的承諾，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這堅持最終得
到同學的肯定，特別是中六的學兄學姊，「我們為中六
同學籌備惜別會，事前找了任教老師拍攝，為畢業生送
上祝福；又為他們編輯了一本紀念冊，精選了六年來的
校園照片。中六同學一邊翻開紀念冊，一邊細數往事，
百感交集。事後更有同學走過來跟我們道謝，說他們很
感動，單單是這句話我已覺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於惜別會上為中六學兄學姊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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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學界陸運會
本年度學界陸運會參賽的學校及參賽同學比去年
多，競爭更激烈！三天的比賽中，其中兩天氣溫低至10
度以下，身處這逆境之中，對運動員來說亦是自我考驗
的絕好機會。最後本校奪得9個獎項︰冠軍1項、亞軍2
項、季軍3項及殿軍3項。

大師兄6A張柏斌奪得冠軍
新力軍1A趙梓宏同學，在100米、
200米比賽皆能晉身決賽，最終於
200米得奪季軍

同學亦積極參與校際越野賽，6D李偉雄在超過120
名參賽者中奪得男甲第十名，令人鼓舞。

大家領取獎牌後開心分享

2A許君名同學100米欄決賽
一刻，勇奪亞軍

4A梁衍維同學100米欄以第三名
時間進入決賽，最後奪得殿軍

女子甲乙組精神抖擻，參加越野跑
6D李偉雄取得學界越野跑
男甲第十名軍

男子甲乙丙組越野跑前鬼馬一番

跳繩隊
本年度跳繩隊參加的第一個比賽由元朗
體育會、繩研跳繩運動學院及元朗區議會協
辦，共80多所學校參加，人次達1000多
人。是次代表學校參加比賽的同學分別是
4C梁嚴之、5A陳紀鋒、5B陳天賜、5B蘇
子康及5C謝鈞儒。參賽項目包括30秒單車、30秒二重跳、60秒朋友跳、
4X30秒速度等。大家抱著緊張的心情熱身、比賽及戰戰兢兢的等候賽果，
當教練宣佈各比賽成績的一刻，大家都屏息以待，結果為︰2X30秒單側迴
旋跳第四名、60秒朋友跳第四名、4X30秒個人速度跳接力亞軍，於接力賽
中只僅次於拔萃男書院，而且大家在各比賽中更創造了自己的最佳成績，
今次的比賽可謂枉不此行。
另外跳繩隊應國際社會服務團邀請出席於灣仔修頓體育館的灣仔動
「融」迎新歲(Merry Olympics)跳繩表演，當天除五位中五骨幹隊員外，還
首次加入中一的學生，頓時令表現陣容加強，希望小伙子能吸收經驗，為
跳繩運動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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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淑儀老師與跳繩隊員合照

教練張曉生為師弟作出最後指點

排球組
培英排球過去一年
參加過多項賽事或球技交
流，隊員在連串賽事中無
論在心理或技術上也有極
大進步，成績令人鼓舞。
南區少年盃排球賽
男乙冠軍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排球邀請賽
男甲亞軍

榮獲聯校新秀排球賽男丙冠軍
與柳勤榮校董合照

女排齊心，其利斷金

女排戰況激烈

學界排球賽(港九區第二組)
女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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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近況
李佩瑜

李慧玲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

（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流行演唱系）

在慧玲還小的
時候，追求音樂已
是她的夢想，長大了
她察覺到自己有這個
天賦，便下決心發展
自己的夢想。「我很
幸運的找到了這所院
校，名氣不大，沒有
所謂的學位包裝，但
卻有我想去學的音
樂！」
闊別中學生活，越過文憑試的難關，佩瑜如釋重
負，能入讀港大，她表示要多謝細心教導她的恩師。
她認為文憑試是人生中最難熬的一戰，憑著堅守在
旁，細心教導的恩師，總算考獲不俗的成績，入讀大
學，她坦言：「會銘記老師的付出，有機會要親自向
老師致謝！」
大學生活自由，佩瑜十分享受這種學習方式。除
了有充足的時間做自己喜愛的事情，還有空間思考人
生、遊名勝、交益友、讀好書，生活自在又能充實自
己，甚有意義。在享受大學生活的同時，她亦不忙勉
勵學弟學妹力求上進，努力讀書，希望將來能在大學
與培英的兒女相聚。

莫詩琪
（香港浸會大學理學士）

白駒過隙，為了DSE而拼搏的日子仍歷歷在目，
殊不知已過了大半年了……
作為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無論在學習還是生活
上，詩琪享受到比中學更大自由度。她正專注學習自
己心儀的學科，也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亦正因如此，詩琪時常要提醒自己，努力考入大學的
目的，避免浪費寶貴時間。在環境變得相對輕鬆的同
時，她會為自己打氣︰別忘了「進步」，要不斷提升
自己在學術和品德方面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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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課的時，老
師們都表示每個人都
要從零開始學起，即
使有沒有底子，亦一
視同仁。這可能是最好的安排：樂理、節奏、視唱及
表演，沒有一項是慧玲擅長的，重新出發，對學習更
有助益。
每人也有不同的選擇，慧玲只想鼓勵年輕人要有
自己的夢，也敢於追夢，即使不知道前路是怎樣，但
起碼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潘幸怡

霍庭弘

（北京大學臨床醫學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中學畢業，
對庭弘來說是人
生的一個里程
碑，同學各散東
西：有的留港升
學、有的到海外
學習、有的跑到
社會上工作，但
無論大家去到何
方，培英兒女仍
然不時聯絡，互
報近況，大家總
是心連心，他相
信這是作為培英
人值得驕傲的地方。
大學生活跟中學相比有很大差別，而且教育方式
都有很大的不同。大學裡再沒有耳提面命的老師，很
多時候只能靠自己，此刻令庭弘回憶起中學幸福的生
活，他不時會想起中學老師疼愛的窩心、同學相伴的
鼓勵，憶起大家對他的期望，他又再次充滿動力，向
著目標邁進。他知道未來還有許多不同的挑戰，但相
信作為培英人的庭弘，沒有難關是跨不過的。

來到北大醫學部，
幸怡終於完成了第一個
學期的學習。
培英老師的話時
刻縈繞在心：「現在必
須為文憑試努力，上了
大學，大把時間給你
們玩，給你們談戀愛
……」幸怡還記得初入
北大時的雄心壯志：要
拿GPA多少，要認識多
少朋友，要怎樣愉快地
度過在北京的六年。可是理想與現實總有差別，北醫
的生活絕不輕鬆，早上八時正上課，即使睡眼惺忪，
也要抖擻精神；教授的理論、講解總是深奧無比，基
礎不穩的幸怡亦倍感吃力：「課程極深，唯一解決方
法就是自習。由於是醫學的關係，相信這種高強度的
學習將會充斥著整整六年，我必須自我調節。」為了
心無旁騖，幸怡刪掉不必要的手機遊戲，騰出時間看
書，拓寬眼界，亦逐步適應沉重的功課壓力了。
下學期亦開始了，面對的難題亦會與日俱增，惟
幸怡早已有良好的學習計畫，為這充滿挑戰的北醫準
備就緒。
幸怡，我們期待著你成為懸壺濟世的北大醫師。

羅梽煒
闊別母校已逾半載，匆匆而別……我並非於培英完成整個中學課
程。我在第一次文憑試名落孫山後，在機緣巧合之下，經一位牧師引薦
下入讀，由入讀到公開試，也不未一載，匆匆而來又匆匆而過。
我很感激培英在我最危難的時候接納了我，給予我資源，甚至待我
如己出，亳不偏頗，使我有足夠的「本錢」再戰。最終我不負師恩，僥
倖入讀科大修讀心儀學系。
的確，培英同學未必每一個人也可摘星奪冠，成為公開試贏家。然而，培英有一份獨特的人情味。我的
兩位班主任欣庭和鄭sir，一個似母親般關懷，一個似知己般坐而論道，儘管觀點角色未盡相同，彼此亦同有喜
樂，此情此景仍歷歷在目。師弟妹們，請好好珍惜你們的師長，因為我敢保證你畢業後再難覓像他們般的長輩!
此外，亦有很多老師想感謝柳師兄、林校長、許sir、Miss沈、羅sir、達峰、馬sir⋯⋯數之不盡……
最後，借用岳飛一言送予各師弟妹:「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有目標的，便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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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榮譽榜
科組

比賽名稱
2017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2017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學生領袖

2017南區「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學校起動計劃—
「趁墟做老闆2018」

參賽時班別

吳婷婷
王文智
林明揚
林樂稀
陳紀烽
張伊文
陳可螢
楊家昇
郭曉婷
林樂晞
陳家惠
李嘉豪
區梓豪
楊家昇
李嘉豪
陳啟彥
李雍華

3A
6A
2A
3A
5A
5A
5A
5C
3A
3A
3B
3B
5A
5A
3B
6A
6B

「白綠坊」團隊

獎項
南區傑出學生

南區優秀青年

「星中之星」獎

學生領袖證書

優異獎
「最佳營商計劃書」
匯報優異獎
最佳銷售大使

鄭禧年
張文斌
樊筣筵

5B
6A
6A

黃頌豪

5A

黃毅鑫

5A

二人朗誦—
粵語(中五、六級)

學界陸運會

張柏斌
楊進傑
黃志偉
梁衍維
梁衍維
許君名
趙梓宏
洪海
吳洛恩

6A
6D
2B
4A
4A
2A
1A
1A
5A

冠軍
男甲鐵餅冠軍
男甲鐵餅殿軍
男甲110米欄季軍
男乙100米欄殿軍
男乙跳高殿軍
男丙100米欄亞軍
男丙200米季軍
男丙鐵餅亞軍
女甲鐵餅季軍

學界越野跑港九區
第三組第三區

李偉雄

6A

男甲第十名

升就組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中文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17

排球隊

學界排球賽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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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女排甲組

高中學生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