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進2015年，期望有新的開始，忘記過去數月來香港所經歷的張力、撕裂。新的一年，香港人更需要的是互相

包容、了解和關心。

2014年十二月底，我收到一個電郵，立刻被題目吸引了――「關懷貧窮學校」舉辦「聽『不／得』見的貧窮」

活動。原來，香港有一所「關懷貧窮學校」！這所學校，沒有校長、沒有老師、沒有校舍，甚至連學生也不是固定的

一批人。不過，肯定的是我們都應該去學習如何關懷貧窮。於是，我決定「報讀」這所學校，還邀請太太一同做「學

生」。

事先收到的「備課」資料是一些文章、簡報，以及視頻片段。作為盡責的學生，當然要認真備課。

上學天是一個簡介會。我們還未進入課室，便先要到大角咀一帶的公園附近，進行探訪體驗。期間，我們的小

組曾跟一位在公園負責清潔的女士和一位在垃圾站當管工的先生談話，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那位女士五十來歲，

卻是來港不足一年的新移民，現住在面積只有數十尺的「劏房」，談話間，她多次說現在的居所比起鄉間的「雞籠」

也不如！那位先生在垃圾站任職十多年，現身為管工，也曾返教會，對自己的工作頗有滿足感，也為了管理的工作不

斷進修。

完成體驗活動後，我們便正式進入課室，老師開始「講課」。老師的講解很簡單，若說這一課最寶貴的學習重

點，就是――「在街上走慢一點，用眼看清、看真一點」。要走路慢一點？這不是為了安全的原因，而是讓我們有空

間（包括心靈的空間），去觀察和感受路上的人的需要，並且以行動回應他人的需要。說起來，香港人以步伐急促聞

名，整個城市都以迅速而繁忙的行動，造就了城市的繁華，同時

也築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聖經中有一個十分出名的比喻――好撒瑪利亞人（所以香港

有一個社會服務機構叫「撒瑪利亞會」）。主耶穌說，最重要的

是撒瑪利亞人對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動了慈心。經文最後討論了

一個問題――誰是我們的「鄰舍」？只要大家走在街上，慢慢的

走，用心去感受，便會看到大家的「鄰舍」。也許是公園的一個

大嬸，也許是垃圾站的一個管工，也許……不論你會否入讀「關

懷貧窮學校」，但其中的功課――「關愛社羣」，總得學習和實

踐！

錦明

二零一五年一月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

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又有一個利未人，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

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路加福音10：30-33節錄）

第二十二期
二零一五年四月

顧問：鄧錦明校長、張巧芝老師
委員：王菊英老師、呂以碧老師、林君敏老師、廖美儀老師

與李中師生一起參與義工服務

「肩負責任　關愛社羣」



 各位李中師生，你們好！祝願你們在新的一年經歷更多上帝
的帶領和恩典。本人有幸於2014年加入校董會成為李中大家庭的
一份子，實在感到十分雀躍。而今次獲邀分享上帝在我身上所作
的工，更十分感恩。

 從事社會服務已超過15年，回想當初高中畢業後，因家庭的
需要而沒有繼續升學，唯當時年少而不太了解自己的我只一心想
於商貿行業發展，入行後始發現商業世界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
單，行內的價值觀也與當時初決志信主的我有著很大的差距。幸
得當時的牧者提醒，他見我於團契中勇於表達，也願意關顧他
人，鼓勵我投身社會服務，十分感謝牧者的引領，為我的社工路
展開序幕。

 那時我在青少年工作上很有負擔，一心想以青少年人作為服
侍對象。可是苦等1年多仍未獲得於青少年服務單位服侍的機會。
上帝十分幽默，祂竟安排了一個於長者服務單位工作的機會讓我
嘗試，考慮到家庭及發展的需要，我就在不太情願下投身長者服
務。

 投入長者服務之初，我對長者全不理解，不知道他們的需
要，也沒有體諒他們的限制，不明白他們為何有說不完的話，也
不明白他們為何老是重複問相同的問題……。當初我並不覺得服
侍長者很有意義，也常尋問上帝為何要把我放在這工作崗位上。

 然而，上帝比任何一個人也清楚我們的缺欠。在服務長者的
過程裡慢慢讓我審視到自身的軟弱及不足。服務長者讓我磨練出

徐宇麒校董校 董 分 享

助人者該有的堅毅和信念；訓練出聆聽的耐性；學習到從軟弱無
助的受助者裡找出他們的強處；學會欣賞，學會簡單的感恩，這
些都是我當時沒有意會到的不足，但上帝就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狠狠地磨練我，這是上帝對我人生和事奉上最大的裝備。

 經過多年的琢磨後，我如願地參與青少年事工，期間也協助
中年人士及婦女，回想沒有當初的經歷，決不能與受助者走過不
同的道路。今天，本人重投長者服務，服侍離院的長者，支援他
們剛出院的身心靈需要。面對患疾，服務提供的支援其實相當有
限，作為社工的我未必能助他們重拾健康，面對幾位因疾病厭世
而有尋死念頭的長者，我也感到十分無奈和無助，可是靠著與上
帝同行，靠著初入行時上帝給我的裝備，讓我能有信念和心力與
受助者同行。

 各位，在動盪的社會裡更需要關愛連繫著我們，唯要成為真
正的助人者，關愛有需要
的人，必須先檢視自己的不
足，並存謙卑的心學習，讓
不同的經歷豐富自己，以生
命影響生命，與有需要的
人同行，相信你我都做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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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正向心理學始創人Martin E. Seligman所說，一個人快樂
與否，有六成是取決於個人氣質及周遭環境，這些都是不易改變
的。但餘下四成是來自「自主的活動」，即每個人自己選擇的
活動。如此說來，我們原來在相當大的程度下可以控制自己「快
樂」與否！那麼，究竟有甚麼活動可令大家快樂？

 正向心理學中提及到「快樂七式」，大致內容如下：
  1. 感謝與讚美：用一個感謝讚美的心去留意身邊發生的事或遇
 到的人。
  2. 健康生活：均衡飲食，作息定時，讓自己由內到外感到快
 樂。
  3. 敬業樂業：在忙碌中，為自己找一些合適的挑戰和目標，使
 自己感到人生的意義。
  4. 嘉言善意：多用正面的字眼去鼓勵自己和別人。
  5. 為善最樂：日行一善。
  6. 常懷寬厚：「嬲」最辛苦的總是自己，而不是「嬲」的對
 象，所以還是別苦待自己。
  7. 天倫情話：刻意安排一些時間，或花點心思去維繫自己的家
 庭及朋友圈子。

　　筆者有兩個寶貝兒。雖稱寶貝，但他們有時也像披著天使翼
的小魔鬼！在此特別分享一下如何「常懷寬厚」。面對他們的搗
蛋，有時心中會有一個想法：「怎麼他們都是跟我對著幹？」每
當這個惱人的想法浮現，我嘗試提醒自己：「我是一個恆溫器，
而不是一個溫度計。子女煩躁時，我就要想辦法去將整體的氣氛
拉回水平，而不是被把煩躁的氣氛擴大。」「這些壞行為的背後
代表著他們有甚麼的需要呢？」「我需要教他們學習一種怎樣的
表達方法才對呢？」

　　這其實也是回應其餘各式：照顧子女是我的責任，我在此看
到自己的挑戰和目標，並不只是勞苦之處（敬業樂業）。當我能
懷著感謝的心，知道過程中我也一同成長，即是我也成了其中一
個得益者（感謝與讚美、嘉言善意），這樣，勞苦中我也能快樂
起來。

 以上只是例子，作為父母的你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叫自己「快
樂」。方法是多樣的，但相同之處是：「你有沒有選擇去做！」
這才算是「『自主』的活動」。

推薦書目：
香港心理衛生會(2009)：《全方位減壓手冊――加強版》，零至壹
出版有限公司。
羅澤全(2008)：《快樂人生自助手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
務處。
劉志雄夫婦(2002)：《按照聖經作父母》，道聲出版社。

張婉琴姑娘

上帝在陶造我的社工路上帝在陶造我的社工路上帝在陶造我的社工路

◆ 徐宇麒校董（後左一）一家

◆ 天倫情話：
　 張姑娘與兩位兒子



This is a vicious cycle. Without enough sleep, you will fall asleep 
and feel hard to concentrate in class. Then, you need to rely on 
self-study. It is not worth getting half the result with twice the 
e�ort. Therefore, make sure you get enough sleep every night 
so you will not be nodding o� during the lessons. Besides, 
please prepare notebooks for each subject, take notes and jot 
down key points from class. You can also rewrite the questions 
that you answered wrongly in order to remind yourself. Before 
quizzes or examinations, your own notes will assist you in grasp-
ing the main points quickly. 

 Apart from this, you should �nd an e�ective way to make 
your notes clearer. For me, I used to use di�erent color pens to 
categorize di�erent contents: de�nitions in blue, examples in 
green, important points in red, etc. As a result, there were 
always a bunch of color pens on my desk during lesson. If the 
teacher spoke too fast, I would use a pencil to take notes �rst 
and rewrite it later with color pens. I was once scolded by a 
teacher due to this habit as she said it wasted too much time. 
Anyway, just �nd a way that is comfortable for you in making 
notes. An organized notebook de�nitely helps you a lot. 

 After high school, someone told me that university is like a 
paradise in which you do not need to study and can enjoy your 
life every day. It is just a white lie and the reality is totally  the 
opposite, especially in HKUST (alia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 In university, you can wear your favorite 
clothes. There is no parents’ day and no one asks you to 
lengthen your dress. However, you need to arrange everything 
yourself including the lecture schedule. Assignments, reports 
and examination even deprive most of your tim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sophisticated and broad as well, so paying atten-
tion in clas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temptations in university like skipping the classes. In a 
class of 50 people, there may be only 10 students. Now, I would 
say another word: Determination. Regardless of what core 
subjects or electives are, you should be determined to attend all 
lessons even though all of your friends skip the classes. People 
thought that I was studying day and night to get good grades. 
To be honest, it is not the truth. Getting good grades in univer-
sity is not that di�cult as long as you attend classes and pay 
attention.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nd my sharing using a verse from the 
Bible:

 Let us not become weary in doing good, for at the proper 
time we will reap a harvest if we do not give up.   

 (Galatians 6:9)

Reap a HarvestReap a HarvestReap a Harvest Chang Mei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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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Mei Wa’s pro�le
  
2011 – 2014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Engineering, graduated 
with �rst honour

2004 – 2011  
CNEC Lee I Yao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F.1 – F.7)

 This year, a new chapter in my life has begun. After nearly 
20 years of school life, I �nally stepped into this society. 
However, I �nd life is more di�cult with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plicat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rom work.

 In the past, I always wanted to �nish my study as soon as 
possible since I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tons of assignments 
and examinations. Now, I start to miss my carefree campus life, 
even though it sounds cliché. Thus, please treasure your time in 
school and enjoy being a student as you can never repeat your 
youth once it has passed.

 Looking back to ten years ago, I was still a little girl showing 
childishness on the face, obsessed with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events and meeting new friends. I had joined many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chool’s volleyball team, handball team, dance 
group under the school policy, “ONE MUSICAL INSTRUMENT, 
ONE SPORT, ONE DISCIPLINED GROUP”. With these plentiful 
activities, I could only go home after 6 p.m. After settled all the 
stu�, it was already time to sleep! If I say it is impossible to spare 
time to revise and stud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n advance, I 
believe most of you will agree with me. You can imagine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get worse when you become a high school 
student. There are countless make-up lessons or tutorial classes. 
If you do not want these things to drive you crazy, please follow 
the useful tips below. 

 I have to admit that being a competent student is abso-
lutely not a simple task today. If you spend all the time studying 
every day, classmates may call you “bookworm”. On the 
contrary, if you participate in lot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ut 
fail the exam,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give up your interest till 
your result get improved. In order to prevent such situations, 
studying e�ectively is the key to lighten your school life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leisure and study. 

 The main thing you need to learn is concluded with four 
words: Pay Attention in Class. It is di�cult to achieve if you 
study or play with electronic devices for too long every night. 



與商家對話活動2014與商家對話活動2014與商家對話活動2014

4A吳嘉惠

　　問答環節中，我們了解到現今社會營商所需要面對的難題，包括如何了解客戶的需要、租金的壓力、與合夥人遇到分歧如何解決和

處理廚餘等等。其中，我最欣賞周永賢先生處理店舖位置問題的態度，就算遇到如此大的難題也沒有放棄，更發揮創意……問題最後都

能解決！整個訪問，他一直提到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要有良心去做每一件事情。經過這次訪問，使我們獲益良多，也成長不少！

4B林秋曉

 我很欣賞周先生在問答環節時的態度。對於我們短短幾十個字的問題，他很認真詳細地解答，因為怕我們不明白，所以不斷地補充

資料，又舉例子，目的是讓我們更容易明白，就像營商一樣，不管客人點的是便宜或貴價的菜，他都會全心全意去做好。這種負責任的

態度很值得我去學習，也令我知道Stanley Cave成功的原因。

4B曾卓馨

　　周先生指出要在市場上競爭成功就必須要精益求精和憑良心做好。他舉例說：他曾認為麵包即使過了一晚也還能繼續銷售，沒想過

客人真的能夠吃得出麵包的製造時間，因此他們決定麵包要每天新鮮製造，當天剩餘的就會拿去送給有需要的人或自己吃掉。周先生堅

持客人能開心地在店舖裏享受高質素而低成本的美食，工作雖然辛苦也是值得的。我相信這個信念解釋了為何Stanley Cave能給予客人一

個親切的印象。是次活動實在令我獲益良多，大開眼界，周先生真誠開懷地分享了許多人生道理和營商之道。儘管我們在籌備訪問上花

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但也是物有所值的！

4C袁偉樂

　　以下的東西都是我從周永賢先生身上學習得到的：保持樂觀、冷靜，好好控制情緒；生意上控制成本，拉上補下；管理員工方面，

按員工的長處分配工作；透過和別人談天去了解自己的短處，改善自己；做事要有遠見，不要只看現在的好，要作長遠的打算；留意時

事，對工作有幫助；成與敗不要看得太重；愛惜生命……我所學到的，實在很豐富！

 本年度，有幸誠邀得著名餐廳──Stanley 
Cave負責人周永賢先生親臨本校與中四級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學生分享從商的經驗。
之後，學生又親身到訪Stanley Cave，觀摩營
運餐廳的實際情況。周先生在分享自己由「打工
仔」到成為Stanley Cave合夥人的心路歷程
之餘，也讓學生明白在面對困難時，要勇於承擔
和積極面對，才能成功。而且，營商之餘，也要
用愛關心別人的需要。這一切都成為學生的正面
鼓勵和榜樣。在此，真的萬分感謝他。

4D何綺婷
　　到Stanley Cave實地觀察後，發現店員互相合作的重要性，每位店員都有不同的工作崗位，當我
們要訪問周永賢先生，有店員會替代他的位置，互補長短。

4D 梁曦澍
　　到赤柱參觀的那一天，我看見很多事物，也學習很多。雖然只是短短兩小時，我從餐廳的運作
及和顧客相處中，明白了很多道理。店舖所賣的食物美味，店員英語能力很厲害，看見他們用英語
與顧客對答如流，讓我很羨慕。最深刻的是我們正要離開時，有兩位外國人過來跟我們說Vincent
（周先生）人很好，店舖十分出色，那時，我終於明白Vincent經常強調的用愛心去對待客人，是什
麼一回事。就是這種愛成功令Stanley Cave奪得客人的歡心，令我明白「愛」的重要。

◆ 座談會中與周永賢先生（前排右四）
　 合影

◆ 大家踴躍發問

◆ Hannah與同學分享店中工
　 作體驗後留影

◆ 4X2組成員與周先生於Stanley 
   Cave 門外留影◆ 4X1組成員與外籍店員Hannah留影 ◆ 同學專心了解餐廳的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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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嘉賓後的感受：

外訪點滴：



4A陳玟頤對4E柳彥良的真心話：
 雖然你不擅長說英語，但仍十分努力地背稿，把自己最好的
一面呈現給客人看，而且你還會問同學自己的發音準不準確，勇
於接納別人的意見。我希望你能努力學習英語。

4B彭美君對4D陳朗棋的真心話：
 接待客人的時候，雖然英語說得不是非常好，但仍盡力用英
語去接待，亦保持禮貌。接到客人「柯打」後，馬上跟進，做事
快速而不馬虎。

4B郭慧欣對4D周凌峰的真心話：
 你完全令我出乎意料之外！你願意配合我們的安排，又不停
幫忙搬運工作。你完全投入角色，也用心背稿及主動問及活動流
程，值得讚揚！

4B 黎俊樂對4E陳楚文的真心話：
 你做好自己的崗位，十分盡責。Café開張時，你就真的如一
位侍應一樣，十分專業。英語雖不太好，仍努力工作。

4D吳筠怡對4B樊子晴的真心話：
 不論在訪問嘉賓，籌劃及比賽中，在任何時間，對任何人都
有禮貌。親切的笑容，令彼此合作的氣氛良好。

4D何綺婷對4C熊曉澄的真心話：
 有創意，在宣傳時想到用信封作宣傳的卡紙。英語有進步，
能夠上台用英語講解座談會和參觀Stanley Cave的經歷。

4D林偉對4C吳國謙的真心話：
 我認為你非常投入，你擔任廚師一職，見你汗流滿臉，做了
兩個回合，比起我做一個回合更加投入。你的溝通技巧很好，對
組員說話非常有禮貌。

4E梁兆竣對4D許鈞濠的真心話：
 雖然你一開始很被動，在參與過程中也不太積極，但之後看
得到你逐漸投入，表現有進步，開始變得自信起來，也放膽說英
語。

4E黃浩然對4E湯欣怡的真心話：
 能夠專注投入廚房的工作，較少出現混亂的情況，令到整體
運作暢順。能夠接納別人的意見，調整食物的製作。

◆ 多謝老師和同學們的支持！◆ 比賽完結，點票的一刻

◆ 早上宣傳活動

◆ 老師們很欣賞同學的服務

◆ 侍應們終可以休息，品嚐自己組的美食

◆ 廚師們忙過不停

◆ 舉手示意準備好「開擋」啦！

5

 為了讓學生有學以致用的機會，本科與英文科合作舉辦Melody Cafe營商比賽。學生在台
上以英語分享與商家對談中學到的東西，之後將訪問中所學的理論和經驗應用到比賽中，也藉
著歷境學習提升學生對英語的興趣。雖然比賽中勝出的只有一隊，但每一位學生都實在是賺了
不少非用金錢能衡量的寶貴經驗。

4B郭慧欣
　　好感謝組員對我這位新手經理的信任，也忍受我的脾氣。我更欣賞組員之間的合作精神，
大家都互不計較，所有組員都盡心盡力為組付出，用自己的午膳時間到各課室做宣傳，更有人
為了準備食物而到晚上十一時才回家。每一位都辛勞準備，讓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相信今次活
動會讓全班同學都有所成長，我的家人也覺得我比以前更為盡責，可能是經理一職讓我改變，
透過今次活動，使我更了解管理一盤生意到底是甚麼一會事。

4B黃仲寧
　　比賽時，我們十分忙碌，也要由原定的兩個廚師增加人手至四個，因為真的太多顧客了！
我們不停接到「柯打」，也不停做食物，斟飲品，一模一樣的動作不但不沉悶，相反令人樂在
其中！直至活動差不多結束，客人愈來愈少，竟有種莫名的失落感。

4C陳浚良
　　我在Café的職位是廚師，最初覺得廚師是最輕鬆的工作，但事實不如我所想，廚師是所有
職位中最忙碌的！出餐點的只有四人，但人流實在太多，根本忙得不可開交。在Melody Café
中，我學會了很多，例如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解決不同的意見、矛盾等等。這次活動
也令我的英語能力提升不少，因為過程中只能用英語溝通。

4E胡梓進
　　比賽當天，最困難是要用英語與客人溝通，因為我
本身的英語能力較弱，覺得很困難。但當我努力嘗試，
客人又似乎能明白，於是我更放膽地說英語。這次活動
令我英語能力有所進步，而且當天我盡力面對自己的困
難，令我膽量也有所提升。活動結束後，我發現原來真
正經營起一家餐廳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功夫的，營商不
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也明白之前訪問周先生所說的理
念――「先想像，後實行」是什麼一回事。

以下是其中一些學生在參與歷境學習活動後的心聲：

學習欣賞伙伴：



 猶記得八二年中某一天，距家不遠的李賢堯紀念中學約我面試。當日，萬廣祥校長及石祥

明副校長在李一諤小學的一個房間接見了我，更安排我在數天後的一個黃昏面見校監聶錦勳博

士，最後校監聘請了我。我就這樣進入了李賢堯紀念中學這個大家庭。

 開校頭兩年，「李中」部份校舍借了給迦密愛禮信中學。雖然李賢堯紀念中學及迦密愛禮

信中學在第二年只收中一及中四級學生，但課室的使用仍是十分緊張。在同處一校的兩個年

頭，兩校的師生總算相處融洽。

 第一年要教五班數學，每六日循環有三十五教節，令我筋疲力竭，有時甚至聲音沙啞。當

時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視困難為挑戰。

 為人師表，看見學生不斷成長，也參與每一個生命的蛻變，是一份安慰。在學校工作的首

三年，我有幸參與德育、輔導等工作，讓我感受到作為老師的角色，是在學生最需要幫助的時

候扶他們一把，他們就能正常成長，甚至發光發熱。

 九一年我被委任為課外活動主任，負責學生會、社、學會、試後活動等工作，這是一個讓

我學習培育學生潛能的好機會，同時亦讓我有機會發掘自己的潛能，正所謂教學相長。

 我懷念作為學生會顧問期間，與同事帶領學生領袖一同參於籌劃學生會競選活動、歷奇宿

營、李中聖誕舞會等活動的日子，現在談起，還是教人津津樂道。

 負責戲劇學會時，與一班熱愛戲劇的同學，一同籌劃一年一度試後活動的戲劇表演，還參

加了校際戲劇比賽，取得了舞台佈景獎，這一役果真一生難忘。

 任教李賢堯紀念中學是我成長的一個重要歷程，在李中所學到的，我一生受用無窮。容我

趁此機會說聲：李賢堯紀念中學，多謝你！

 能夠帶領學生參與國際比賽，一向是我的心願。是次獲教育

局邀請，於去年十二月，率領本港六位科學的「資優生」，遠赴

阿根廷比賽，作為李中的一員，實在感到無限光榮。

 為期八天的比賽，來自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老師、學生，

互相交流切磋，實在是個讓我畢生難忘的經歷。作為香港隊的領

隊，主要職責是要指導學生比賽的技巧，帶領同學就比賽題目進

行討論、修訂等。除此之外，我們還須要進行一連串的學術交

流，以達致提昇科學教育水平的目的。

 當然，除了工作外，當地政府亦為我們安排了旅遊體驗的環

節，如參觀博物館，煉油廠和釀酒廠等，並曾到訪海拔達七千多

黃芳齡老師

米的安第斯山脈。八天的時間，讓

我這位「東方人」充份感受到這個

南美國家的異域風情。

 至於參賽學生，除了三天的正

式比賽外，其餘的都是交流時間。

試想想，二百多個中學生，來自不

同地區，擁有不同語言和文化背

景，會擦出甚麼火花？當我看見他

們能夠打破種種隔膜，熱切的攀談

起來，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最教我感動的，還是一群教育工作者的熱誠。為了學

生、為了教育，千里迢迢來到阿根廷，有些隊伍，用了四

天時間，轉了五趟飛機才到達當地，目的就是為幫助學生

實現夢想。頒獎禮當日，香港隊獲得了三金三銀，台灣隊

和中國隊一同走過來向我們祝賀，學生們都互相握手、擁

抱，那個情景你能想像有多令人感動嗎？

◆ 我（前排左二）在李中的第一個十
 　年。找找看，你還認識哪些老師？

◆ 我（左二）在李中的第三個十年

◆ 我（左一）在李中的第二個十年

◆ 參觀名勝

◆ 與隊員留影 ◆ 學術交流

吳勝文老師

李 中 情

阿 根 廷 之 旅 參與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有感參與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有感參與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有感

我在「李中」的日子我在「李中」的日子我在「李中」的日子



 作為去年的得獎班別，同學有甚麼獲獎心得？以下為去年三
丁班幾位代表的分享：

4A黃楚霆（1314年度三丁班班長）

 首先，感謝校方給予我機會分享感想。回想中三那年，作為
班長的我只想盡一己之能力完成責任，如放學時若值日生忘記清潔
黑板，我就會替他清潔，順便關上風扇和抽氣扇等。班主任交托的
事就要妥善完成。但畢竟「Class of the year」是以班為單位，而
非個人，因此，其他同學的投入參與也十分重要，如早晨閱讀要
專心，上學不可遲到。其實我們沒有為「Class of the year」這名
義去做好自己，我們只是盡上自己的責任去做好自己。所以，整
班團結一心，肩負責任，就是我們成功的原因！

4A吳雪青（1314年度三丁班班會主席）

 作為3D班的一員，我為獲得「Class of the year」而感到開心。
其實我們沒有刻意或者很關注這個獎項，因為我們全班都只是謹
記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獲得「Class of the year」也是靠著大家互
相提醒。例如，有同學在班羣說忘記了明天要交甚麼功課，這時
候另一位同學便會告訴他。有時候，也會有同學主動在班羣提醒
大家明天要帶齊功課。所以獲得這個獎項是靠著同學們的盡責和
互相提醒。

4A陳曉彤

 我很榮幸能成為2013-2014年度三丁班的一份子，亦十分高
興三丁班能獲得「Class of the Year」。其實我們並沒有特別的去
做些甚麼，只是每個人都盡自己的責任：交齊功課和不遲到等。
除此之外，同學們也會在班羣互相提醒。大家不論在學習上或日
常生活上均會互相幫助和關心，就好像一家人一樣。期望各同學
也能盡上自己學生的責任，同時亦能學習關心身邊的人和事。

　　「不要說幫媽媽做家務，這個家你都有份，有責任分擔工作。」這是雷淑銘老師常勉勵同學

的話。為了進一步培養同學的自理能力及勇於負責的態度，本年度校方設計了中一生活技能工作

坊，透過一連串有趣活動及家務實踐，期盼同學能在家中活出負責任的態度。活動中也鼓勵同學

多學懂欣賞自己及同儕合作，讓「責任」與「關愛」的種籽在他們的心中慢慢成長，不但滋潤了

自己的生命，也能把正能量傳到身邊各人。

以下是工作坊後一些同學的心聲：

 這次活動中，我很欣賞自己能分擔了很多家務，學習到各種不同的生活技能。雖然我當初

不懂得「包書」，幸好有一位老師細心地教導我，我非常開心。從今之後，我承諾一定愛我的

「家」，盡自己應負的責任。

1A 郭灝澄

 這次活動中，我很欣賞自己能學懂熨衣服，平時我不會有勇氣去用熨斗，因為怕受傷。今天

我終於做到了！我認為今天的自己已經進步了，而明天的我也會比今天進步。所以，不要怕自己

做不到，只要有勇氣，凡事也能解決。我有信心能把自己照顧妥當，Yeah！

1D李曉彤

 這次活動中，我很欣賞自己能煮食、清潔洗手間、包書及縫熨衣服。在這次活動中，我不但

能證實到我可以做得更好，也體驗到父母做家務時的辛勞。以後，我會努力去做得更好。我明白

到自己的家自己也有責任去做家務，不能只依賴父母。

1D 黃源毅

７

◆ 1314「年度班別獎」得主

◆ 一同煮食齊分享，樂趣無窮甜在心

◆ 縫紉樂趣多，個個笑呵呵

年 度 班 別 獎

中一生活
技能工作坊
中一生活
技能工作坊
中一生活
技能工作坊 家務齊做好，你我做得到家務齊做好，你我做得到家務齊做好，你我做得到

 1314年度，本校首次為初中同學設立「年度班別獎」，獎勵
於「功課大格鬥」及「守時比賽」勝出的班別。去年之得獎班別
為三丁班。

 本年度下學期，
此 獎 項 延 伸 至 高 年
級，初中及高中各設
一獎項。本年度之評
選加入了其他項目，
以期同學有更全面之
發展。

「年度班別獎」(Class of the Year)

理念：
 按學校「欣賞努力」的宗旨，鼓勵同學積極進取，努力參與，
以班的榮譽作為共同努力的目標，同時讓同學學習羣體合作，互
取所長，互補不足。獲獎的班別，堪作全校的模範。今年重新規
劃獎項的不同範疇，涵蓋更全面，亦讓全校不同班別有均等爭取
獎項的機會。

評選項目：
 「年度班別獎」獎勵於2014-2015學年，下學期功課大格鬥
（只限初中）、守時比賽、壁報比賽、陸運會、借書量、摘星行
動、成績進步各項，表現最佳的班別。

計分時段：
 由一月份開始至學期終結。

評分標準：
 每個範疇表現最佳的一班獲9分，次班7分、第三名6分，餘此
類推。



中五通識講座中五通識講座中五通識講座

小學參觀本校小學參觀本校小學參觀本校

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

同學踴躍發問
本屆女子甲組跳高冠軍得
主――5B雍祁鳳

中六中史科辯論比賽中六中史科辯論比賽中六中史科辯論比賽

女子丙組接力緊張一刻

看我跳得多遠男子丙組1500米賽跑開始了

賽後各組同學與校長老師大
合照

三位同學積極參與

家長教師會燒烤晚會家長教師會燒烤晚會家長教師會燒烤晚會

闔家燒烤樂融融美食當前甚開懷

講員吳福照先生與同學探討
選舉議題

女同學對做實驗倍感興趣

小學生們初嘗中學課堂的滋味

小學生們與校長愉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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