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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過去的暑假，經歷了不同的事情，讓我對生命的承傳有了頗深的反思。

 暑假期間，到加拿大溫哥華訪友及遊玩。溫哥華位於加拿大的西岸，位處洛磯山脈河流出口
的三角洲位置，從雪山溶化而成的冰水，最終會在那裏流入太平洋。友人自從移居加拿大後，不
經不覺培養起釣魚的嗜好，對魚的認識也增加了。朋友說，每年八月份，太平洋的三文魚都會逆
流而上，到上游產卵。它們需要艱辛地逆流而上，甚至要躍過一些小瀑布，最終返回自己的出生
地。可能是用力過猛，血管崩裂令鮮血染紅了全身肌膚，這時的三文魚，混身殷紅，肉質並不好
吃。而當雌魚産完卵、雄魚射完精後，它們的生命也來到了盡頭。它們的身軀，染紅了河流的上
游――它們的出生地。
 卵子受精孵化後，小三文魚會順流而下至太平洋，到了一定的時間，生命的周期再次出現。
成年的三文魚不會忘記自己的出生地，一定會再次逆流返回故地……
 為何三文魚能記得起自己的出生地？為何要千辛萬苦返回故地，為的只是要產卵？那種不畏
艱苦、頑強的意志從何而來？

 三文魚這種特別的行為，成就的是生命的承傳。

 

 當我思想「生命承傳」這四個字時，我不期然問道，我們要承傳甚麼給下一代？如何承傳？三文魚的基因中，似乎
隱藏了它們對故鄉的記憶，也刻記了艱苦不拔的能耐！反之，現代大都會的孩子，似乎
不會自然而然培育出刻苦、純善的品格。在耳濡目染下，孩子可能更易從經濟掛帥的社
會學懂貪婪，從互聯網上部份不負責任的言詞學懂粗鄙，從部份虛偽的成人身上學懂不
誠實……

 幸好，聖經中卻提到美善的生命。如加拉太書所記：「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些美善的生命特質，源
自上帝所賜的生命，使人能靠著上帝，改變生命。上帝為我們在黑暗中帶來光明，在憂
傷中帶來安慰，在爭鬥中帶來和平。

 新學年伊始，唯願李中師生同心，不但在知識上不斷增長，更在生命中經歷主耶穌
的美善，知行並重，生命承傳！
   錦明 5/9/2011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五章22-23節

 三十周年校慶的慶祝活動過去，但這並不是一個結束。踏入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以

致更多個年頭，每一天仍然會是新的挑戰。

 本年度，杜仁廉校監退任，接任的是陳有樑校監――一位對李中人來說看似陌生，實際上卻

又與李中息息相關的人物。新一年的開始，在回顧去年的活動的同時，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我們

的新校監，認識李中本年度的主題，並繼續感受李中情誼。

編首語

校長的話——生命承傳校長的話——生命承傳

堯聲編輯委員： 
顧問：鄧錦明校長、林君敏老師
委員：呂以碧老師、陳施穎老師、張巧芝老師、廖美儀老師

 暑假期間，英國因一宗警民間引起的慘劇而爆發了連串暴動。數日間，英國首都倫敦市和附近的城市，陷入令
人困擾的混亂之中。我說困擾，是因為倫敦一直是我們心目中的國際大都會，是文明的象徵。但在暴亂之中，看到
的是陷於火海的建築物、被推倒的汽車、被搶掠的店舖……看不到半點文明的樣貌。更令我困擾的，是人們的貪
婪、衝動、橫蠻，當中包括了成年人、青年男女、以至年紀小小的兒童。
 英國首相卡梅倫事後評論，這是反映英國這個傳統上給人「紳士風度」的國家，其實正面臨道德淪亡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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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們在基督裏有無數的導師，卻沒有許多父

親，因我是在基督耶穌裏用福音生了你們。所以，我求

你們要效法我。」

哥林多前書四章15-16節（和合本修訂版）

 我是兩個就讀中學的孩子的父親。兩個孩子正在面

對三三四學制的洗禮和挑戰，雖然並不是第一屆新學制

的考生，但是他們是第二和第三屆的考生，挑戰仍然近

在眉睫，自己亦要陪伴他們同行面對。校長和各位家

長、老師、同學亦同樣要面對相同問題，雖然身份角色

略為不同，挑戰亦有分別。就讓我們一起共同渡過教育

的改革。

 三三四學制是教育制度和教育目標修訂及改變下的

產物，為的是配合知識型社會的發展和需要，三三四學

制在可見將來是不會作出重大修訂和改變的，有的可能

只是小修小補，其他仍然會按照三三四學制架構繼續運

作。但是，我還是要問，教育是甚麼？教育的副產品可

以滿足社會的發展需要，但教育不應只是為社會的發展

和需要服務；教育是要去建立整全的人，建立一群有血

肉靈性的生命。

 中華傳道會一直本著基督教教育辦學理念，努力建

立新一代，除了從德智體群美五方面建立年青人，亦以

靈育切合他們靈性的需要，盼望以生命影響生命，建立

新一代整全的人生。所以在中華傳道會興辦的學校之

內，均會設立教會去協助培育學生的靈命，使學生有適

切的靈命栽培。昔日使徒保羅建立教會的信徒，不是以

導師的身份，單單傳授知識，忽略生命的建立；保羅是

以父親一樣的心去教育他們，以身作則，並且要求他們

學效保羅，好能建立他們成為成熟的信徒。

 我跟李中的校長和幾位老師一樣，是中華傳道會辦

學下所結的果子。自己的父母親是勞動階層，年少時居

於葵涌石梨貝村，當日父母親替我選擇安柱中學，只因

可以回家吃飯，亦可步行上學，省去交通費用，我卻因

而在安柱中學獲得救恩，蒙受了最大的福氣。昔日老師

們言傳身教，正好像使徒保羅建立信徒的生命。現今那

曾經居住的大廈因重建關係已經被拆卸了，只留絲絲記

導 師 無 數  為 父 不 多導 師 無 數  為 父 不 多導 師 無 數  為 父 不 多導 師 無 數  為 父 不 多

憶，但那份生命上的領受卻是縈繞心間，仍然有說不盡

的感謝。 

 今天，我相信李中的同工同樣會忠心地服侍新一代

的年青人。他們不是以導師的身份，單單傳授知識給學

生，更加會以為父的心建立學生的生命。

 然而，教育不單只發生於學校或教會之內，亦同樣

發生於家庭之中。家庭是建立人的一個重要地方，家庭

成員有著血緣之親的關係，父母親愛護子女，努力教育

下一代成長；同樣，學校懷著使徒保羅一般為父的心去

教育學生，使下一代得到更好的照顧。盼望學校和家庭

可以有更緊密的合作，以致我們可以一起肩負教育我們

下一代的責任。

 感謝神給予我在李中服侍的機會，令我有更多的學

習。願主賜福給你們每一位！

校監簡歷

於葵涌石梨村長大，畢業於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專業會計師，現於銀行任職會計

曾修讀會計、電腦、應用財務及神學

興趣多樣，喜歡閱讀、羽毛球、橋牌等

已婚，有兩個就讀中學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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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有樑校監

陳有樑校監與家人合照



 1982年的夏天，我從中三評核試的派位結果中獲

知被派到李賢堯紀念中學升學。一所陌生的學校，只聽

說是剛成立一年和擁有自己的校舍，並且要跟另一所中

學――迦密愛禮信中學共用校舍，校址就在葵盛泳池對

面。

 同年九月第一天開學，接觸的儘是新事物，沒有一

位老師或同學是認識的，學校的設施全是簇新的，最特

別的是同一校舍內有兩間不同學校，感覺總是怪怪的；

而大家相處下來，總免不了有點兒磨擦。

 雖然各科老師們都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和盡心盡力

地教導我們，但可能我們大多不是讀書的材料，亦可能

是少不更事，大部份同學的讀書成績只是一般。我們上

課時總喜歡搗蛋、不守規則、不留心、愛拿老師開玩

笑、與老師對著幹；放學後四處流連，甚至打架。即使

同班同學之間的凝聚力也不強，除了少撮同學較投契

外，也談不上有甚麼友誼了，對學校當然沒有甚麼歸屬

感。

 每天就這樣的上學放學，兩年的輕狂歲月就這樣不

知不覺中溜走了，留在腦海中的只有一堆老師的名字與

容貌。

 畢業後我們各散東西，大部份都出來社會工作，偶

爾會相約出來吃飯，但較少回母校探訪，亦甚少與老師

們聯絡，大家有各自的發展、際遇，為生活打拼……

 

 一次的機緣巧合將我帶回離開多年的母校――李賢

堯紀念中學，校園改變了不少，亦沒有多少個面孔是我

認識的，我只能從教員室旁的一些舊相和名字中，回憶

起一些陪伴過自己成長的老師；再在校園四處走走，細

想三十年前在相同地點發生過的事，彷彿就在昨天，感

覺原來是那麼的實在，回憶是那麼的清晰。

 說老實話，自問不是那種很積極關心母校的人，但

經過這次後，發覺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母校原來在內

心深處已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於是我發起與其他舊

同學相約參加校慶的晚宴，他們的積極和踴躍也令我有

點兒意外，這也正好解釋了這種對母校的感情是很多同

學也有的，也不會因各人在學校時或離開後的際遇而改

變。那管經過三十年的歲月，始終是植根在每位同學的

心靈深處，不能磨滅。不管我們在學校時成績是好是

壞，回憶是否美好，畢業後的際遇如何，經過多少年的

歲月流逝，始終不能磨滅的是這個曾陪伴我們成長的地

方和身處其中的人物。

 在我們熱切期待的晚宴上，同學們與昔日的老師久

別重逢，大家的感覺都是那麼的激動、滿足，就像與失

去聯絡多年的好朋友重遇般，大家都珍惜這個難得的機

會互道近況，互相問好和拍照，彼此有說不完的話題，

短短數小時實在不能滿足我們。遺憾是因種種的原因，

不能再與更多昔日的老師和同學相聚。

 物換星移，除了物質改變，時代進步，客觀環境轉

變，我們所走的路何嘗不是前人所走過的。每個人生活

在歷史洪流裏的一小段時間，都應該發光發熱，為的是

留下美好，可以造福後人的東西。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繼往開來，有更多更多在李中

成長的老師同學們參與重聚，讓大家都有機會感受這種

奇妙的感覺。

三十年，物換星移，我懷念當年一起上學的日子三十年，物換星移，我懷念當年一起上學的日子

當年我們一起「上學」當年我們一起「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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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班照，第三排左四就是黃繼超校友

三十同年聚餐重聚，後排右三為黃繼超校友

 黃繼超校友
（本校第一屆中五畢業生，現任職於海關。）



 二零一一年對李中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因著　上帝的愛和祝福，李中自創校至今已經三十年

了。我們為了紀念、慶祝、見證和感謝　上帝的恩典，特別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感恩崇拜、

開放日、英語話劇和聚餐。這些活動讓不同時期的李中人又再連繫在一起，一起緬懷昔日情

誼，互相關心近況。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三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生態徑

開幕禮」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至十一時

三十分假本校禮堂完滿舉行。本校有幸邀得創辦人李銘標夫人及中

華傳道會總幹事褚永華牧師擔任主禮嘉賓，與杜仁廉校監、校董會

成員包括李摩西律師、劉文健博士、劉穎先生、鍾志強先生、許嘉

敏女士、唐靜女士、黃玉明副校長、陳偉文老師，以及鄧錦明校長

主持開幕禮。

 黃菊英老師帶領一眾師生高唱〈數算主恩〉，以悠揚嘹亮的歌

聲讚美上主恩典。褚永華牧師與一眾來賓、師生細數李中三十年來

得到的祝福和眷顧，並展望未來，期望李中不斷成長，造福社會。

李中舊生李應春老師與前家長校董鄧永紅先生的感恩分享表揚了李

中教職員熱心教學，育人

成才。莊嚴的傳光禮由李

銘標夫人、杜仁廉校監、

李應春老師及中一戊班李

紫晴同學一起主持，象徵

李 中 薪 火 相 傳 ， 生 生 不

息。感恩崇拜後，主禮人

移步到李中後花園參加生

態徑開幕禮。簡單而隆重

的開幕剪綵儀式完結後，

生態徑導賞員引領來賓參

觀李中師生攜手共建的生

態徑。

感恩崇拜暨生態徑開幕禮感恩崇拜暨生態徑開幕禮

感恩崇拜

褚牧師分享

李夫人李小姐參觀生態徑李中學生任導賞員生態徑開幕剪綵

傳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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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開放日開放日

溫浩揚老師到1D班的攤位為
同學打氣

看同學設計的攤位多精美！

你也來粵普對對碰吧！同學樂於做實驗示範

囍帖街的特色擺設龔錫雄老師與同學一起當李
中親善大使，接待來賓

柔情的黎可基老師合拍的舞蹈演出樂隊用力獻唱勞苦功高的舞台工作組人員

中三級各國代表一起合照，
宣揚愛與和平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的雜
技團人材濟濟

感謝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為我們高歌

感謝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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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遊戲及學科展覽攤位遊戲及學科展覽  感恩崇拜暨生態徑開幕禮後，是一連兩天的開放

日，本校師生齊心協力，「炮製」一連串的活動歡慶李

中建校三十周年，也期望與眾同樂。一連兩天操場均設

攤位遊戲，以及於不同課室設各學科展覽，來賓參與小

遊戲，即可換領紀念品。本校中一、中三、中四級各班

同學設計不同類型，有趣又新穎的攤位遊戲，讓來賓玩

得不亦樂乎，樂而忘返。學科展覽除介紹各學科之趣味

知識外，更可讓來賓動手製作葉脈書簽、小風車，又或

展示書法才華……

藝術交流齊齊玩藝術交流齊齊玩

 四月十六日的有蓋操場亦有多元小舞台表演，本校師生於小舞台上

施展渾身解數，盡展學習成果及不同才藝，贏得全場如雷掌聲。花式跳繩、花式足球、花式搖搖、雜技表演突顯同學

身手不凡，充滿活力。搖滾樂隊及舞蹈表演牽動全場熱烈氣氛，觀眾一同投入節奏拍和。有「跑步基」之稱的黎可基

老師演奏色士風，讓同學見識他動若脫兔以外的一面。最後，鄧錦明校長、袁達枝老師、陳志亮老師、余健輝老師、

張廸生老師及羅家碧姑娘一起高唱勵志歌曲，帶領全場觀眾同唱校歌及〈歡欣〉，為小舞台表演畫上完滿句號。

 本校有幸邀請到三所小學的同學與本校同學合作，於

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正一起參與名為「藝術交流齊齊玩」

之綜藝匯演。當天，本校合唱團與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合唱團合唱〈紙船〉及〈大海呀！故鄉〉，聲韻悠揚；柏

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手鈴隊與本校2D及2E

學生口琴合奏〈獅子山下〉及〈溫暖的詩句〉，悅耳動聽；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與本校學生一同展示雜技才藝，表

演轉碟、扯鈴、拋球，賞心悅目。匯演還有本校舞蹈組的舞蹈表演、1A陳浚良同學的中國笛子獨奏及中三級國際日

時裝表演，節目多姿多彩，有聲有色。

陳浚良同學的演出十分精彩表演雜技的同學多有活力！

多元小舞台表演多元小舞台表演



 The third annual drama show, one of the main events 
during LIY’s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was staged by 
last year’s S.2 students. Our S.2 students performed “If 
You Want To Be Somebody” on 30 April 2011 in the 
school hall. It turned out to be a tremendous success! 
This year’s show was comprised of a play within a play 
that was about the obstacles faced by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putting on a school drama. Despite over-
whelmingly unfavourable odds these courageous students 
overcame obstacles such as disapproving principals and 
parents, unfriendly classmates, the loss of their favourite 
teacher and other unfavorable conditions. With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perseverance, they made the show a 
reality.

 Our students, like those characters they acted, 
underwent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to make the produc-
tion happen. Nearly 200 inexperienced actors and 
actresses, together with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crew, 
put in half a school year’s hard work and their best 
efforts into producing this drama show. Hundreds of 
students worked together as a team through six acts and 
they were all devoted in their respective tasks including: 
script writing, auditioning, choreographing, music making, 
costumes and props making, diction training and back-
stage management. In the Perfor-
mance, with a well-written script,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performed their well-practiced 
lines enthusiastically, projecting 
their voices with correct pronun-
ciation, appropriate articulation 
and intonation. Apart from oral 
communication, they also 

Shine and shine and never fall...... We are the brightest. We have the spirit. What a lovely cheering team!

I am a talented actor with guts and heat. Do you think we are cool?

dramatized their emotion naturally through facial expres-
sion, body movement and other stage performance skills. 
The audience was totally involved in the well-
coordinated show and it won repeated rounds of 
applause. Students were so excited about the drama and 
still remain proud of their great accomplishment. It was 
thoroughly entertaining while also inspiring with great 
lessons which may be remember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LIY’s students undertook a rewarding and enjoyable 
learning journey. Sometimes some of them forgot lines or 
dance steps. They, however, tried hard to overcome 
challenges by sacrificing their invaluable time for extra 
rehearsals within a tight schedule. The drama program 
and the Drama show definitely arouse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boosted their confidence in express-
ing themselves fully in English and enhanced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It wa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English and use it in an amusing 
and authentic way. Moreover, it helped foster their 
personal and social growth through imag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and the fruit-
ful and integr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will stay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for many years to com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outstanding drama 
performance. See you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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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慶祝建校三十周年的最後一炮，本校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晚上，假荃灣綠楊坊美心皇宮舉行了三

十周年校慶聚餐。聚餐筵開三十席，約三百六十位新舊師生聚首一堂，一同感謝上主宏恩。老朋友聚舊，一起

緬懷當年情，並交流工作和生活經驗，彼此問候互勉。席間笑語盈盈，師生頻頻舉杯相賀，鎂光燈閃個不停，

氣氛熱烈融洽。當晚三百六十位新舊師生同唱校歌，歌聲激昂；黃麗雯老師為〈歡欣〉一曲譜上新詞，憑歌寄

意，慶賀李中三十周年，在她的帶領下，全場響起感恩的旋律；舊生分享讓眾人回味母校的恩惠及成長的甘

甜；抽獎環節掀動眾人興奮的情緒，為聚餐畫上完滿的句號。聚餐雖曲終人散，李中情卻常存眾人心中，而李

中亦會繼續造福杏壇，生生不息，邁向四十周年、五十周年……

袁達枝老師

 剛過去的星期六，我和黎可基老師到警察訓練學校

參與兩位舊生，許永慧及彭杰文的畢業典禮。每次看見

李中畢業的同學能找到方向，我總按捺不住心裡的激

動，陪他們灑一灑淚。在臉書分享我的感受時，一位舊

生問我，有沒有為十九年前加入警隊的他而感到驕傲，

我不假思索的答道：「我為每一位李中同學感到驕傲，

因為你們全都是我的超級巨星！」
 

 三十周年晚宴中，喜與近二百多位的校友重聚。曾

經也有同事擔心校友們會否反應冷淡，填不滿當晚的位

子。結果我只打了數個電話，校友們便一呼百應，最後

向隅者眾，我們還要多加兩席！那一夜師生重聚，令人

難忘。我有幸參與他們的成長工程，更感謝　神讓他們

勇敢面對生命，找到工作目標，找到人生方向。

 期待著下次重聚之日。

杜仁廉校監、褚永華牧師、鄧錦明校長及
一眾校董舉杯祝酒，晚宴正式開始

幸運兒從杜仁廉校監手中接過禮物 當晚大會司儀周修光老師、吳碧琪同學與
校友會主席鄧永紅先生主持抽獎環節

良師益友見證李中學生的成長 難得聚首，話題不斷 三十周年聚餐座無虛席

林麗華老師

 我認識的母校，是七年的李賢堯學習時光。天父、

老師、玩伴、摯友、校舍、公開考試、校簿、校服……

這一切拼湊了「我」。李賢堯於我，是快樂的符號。翻

開陳舊的回憶，雖已泛黃斑駁，但仍是窩心。

 校慶晚宴，師生同唱校歌「願我莘莘學子，努力向

前。求學識，礪品德，做個好青年。」――我驚訝母校

培育了三十屆學生！這晚，李賢堯於我，是樸實的符

號。因她不求學生立大功，顯名聲。在這個求變求新的

時代，母校仍是默默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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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伍梓峰

 我第一年加入校友會便要籌辦三十周年校慶晚宴，

除了要佈置會場，擔任迎賓，還要安排遊戲，實在有點

吃力。不過，當我看到數百位新舊師生聚首一堂，大家

興高采烈地暢談往事，場面溫馨感人，我就更確定李中

真是個溫暖的大家庭。

聚餐聚餐聚餐



 說話的技巧對於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尤其重要，有見及此，本校積極推動即席演說活動，希望藉着比賽，使參賽

者互相觀摩、交流心得，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提升學生的演說能力和技巧。踏入第六屆的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

賽，本校邀請了教育局計劃主任（語文教學支援／中文）曾宇丹小姐及香港普通話研習社老師吳良媛老師分別擔任粵

語組決賽及普通話組決賽評判。另外，感謝教育局荃灣及葵青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林漢荃先生、青衣區小學

校長會主席王雲珠校長及葵涌區小學校長會主席胡艷芬校長擔任榮譽顧問。

 本年度參賽人數增加至接近200名，來自葵青區18所小學。經過緊張激烈的比

賽，每組成績最佳的首三名進入決賽，而最終順利誕生了粵語組和普通話組的冠、

亞、季軍，如大家想感受比賽當日的盛況及得獎同學的喜悅，可以到以下網頁瀏覽：

http://web.liymss.edu.hk/~websubject/web/school/album/1011/activites/Chitalk/

第六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第六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第六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

得獎名單如下：

粵語組 普通話組

獎項 參賽者姓名 所屬學校 參賽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 許綺晴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丘家寶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亞 彭佩儀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莊熙樺 聖公會仁立小學

 季 劉樂生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曾瑋貽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謝綺慈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莊啟倫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蘇慧彤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梁綺霖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余溫儀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郝思媛 祖堯天主教小學

 林紫恩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黃嘉怡 祖堯天主教小學

 司徒燕兒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李鵠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顏朗哲 保良局陳溢小學 李雪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葉智斌 保良局陳溢小學 張絲竹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陳曉嵐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王思彤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許逴賢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袁心亭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林思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羅緯珺 聖公會主恩小學

 胡文雅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林煜鑫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蘇彥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鄧俊華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黃諾妍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胡嘉蓥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許湖洪 慈幼葉漢小學 胡嘉譽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陳琪嫻 慈幼葉漢小學 張江龍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賈寶言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林晴晞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賴穎彤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優
異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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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組優勝者

參賽者正預備初賽賽事

普通話組優勝者

參賽者於決賽中投入演說

觀賽同學熱切期待精彩的決賽

同學表現優秀，評判評分十分苦惱

各優異獎得獎者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

多收，這話是真的。」（聖

經：哥林多後書9:6）尤其在

教養孩子的事上，這句說話

更顯真實。

 

 我 其 實 不 太 喜 歡 小 朋

友，不過既然神賜我的家庭

有兩個活寶貝――我的大兒

子和小女兒，我和太太就定

意要盡心栽培他們。沒有人

天生就懂得如何當父母，我自己就更覺沒有為人父親的

天份。除了請教別人之外，我們不時會一起參加有關教

養孩子的講座，虛心學習如何做一對好父母。當然，沒

有一招可以走天下，所以我們也需要在學習別人的方法

之後，按着自己孩子的特性作出調節，從而發展出一套

自己的方法。

 子女長大總會有獨立的一天，所以作為父母的就需

要好好珍惜家庭時間。孩子喜歡吸收新知識，我們也樂

意帶他們放眼世界，所以一家四口在去年（2010）暑假

到了上海參觀世界博覽會。雖然此行花費不少，但卻是

極之難得的親子時間和學習機會。家中平日晚上不開電

視，反而是一人一書，各自在靜靜閱讀，孩子也就容易

培養出閱讀的習慣了。除了旅遊和閱讀，我們一家假期

時又會去露營、到水塘捉螃蟹、觀賞流星雨等，盡享家

庭樂。在剛過去的中秋節，我們更一起炮製了數盒冰皮

月餅，拿去與親友分享呢！

　　在剛過去的暑假裏，太太和兒子前往柬埔寨參與短

宣（短期宣教體驗）（只可惜我和女兒不能同去）。我

們都以為是將我們所有的帶給當地的貧窮人和孤兒，但

結果得到最多的其實是我們和孩子自己。在行程中，牧

師問了所有孩子們一道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去宣教？」

結果我兒子的答案得了牧師的讚賞和禮物，他的答案是：

「因為要了解主耶穌的心。」作為父母，相信沒有什麼

比孩子有好的品格來得開心。

 今年，兒子升上小六，少不免要面對呈分試、升中

選校和面試等惱人的問題。當然，父母總是希望孩子入

讀一所「好」學校，不過最重要的是藉着這個機遇，與

孩子一起溝通，了解彼此的期望和想法，一起經歷當中

的喜與樂、苦與憂。而女兒今年升讀小四，由普通班轉

為精英班，在功課上的要求明顯地增加了不少，對於我

們也是新的挑戰。

 廣告說：養大一個孩子要四百萬！的確，為了養育

孩子，家中變得沒有什麼積蓄。而我只能和朋友們說

笑：「我沒有什麼，只有八百萬在家中行來行去！」我

們不期望孩子將來怎樣回報我們，不過，我們仍然相

信 ： 教 養 孩 子 是 要

付 出 努 力 、 時 間 、

精 神 和 心 血 的 ， 神

必 會 親 自 賜 下 恩

典 、 滿 足 和 喜 樂 。

孩 子 們 給 我 們 的 價

值 又 豈 止 是 區 區 的

數百萬呢！

蔡家銘老師

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到處有不少紀念活動。當中不乏一些有意義、又能加強學生學習此段歷史的活動。本校

中國歷史科為了讓學生通過這些坊間的資源有效學習，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並配合校本評核課業，作為活動的延伸

鞏固，也參與了不同的紀念活動。我們觀賞了一齣名為<旭日>的音樂劇，

講述青年孫中山的叛逆與激情，少年時的孫文早已有為國犧牲的精神。另

外，我們觀賞了「百年中國大型多媒體製作」，180度的巨大屏幕上，展

示由鴉片戰爭始，中國受外強欺侮，內憂外患交迫，至新中國成立，一步

步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在紀錄片中加插了舞蹈、朗誦、歌唱等現場表演，

新穎活潑，令學生印象深刻。

 另外，公民及健康教育組推薦了九名學生，由陳炎華老師帶領，參與

了鄂港青年促進會主辦的大型考察活動，接近千名的師生及工作人員，親

歷辛亥革命起義地武昌及相關地北京，進行實地考察及與當地學生交流，

既加深學生對辛亥革命的歷史知識，又促進他們認識國情，一舉兩得。 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訓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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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多媒體製作

5A鄭宇奇 

 參觀完百年中國的精彩片段後，我對中國歷史有更

多認識。回顧中國的100年，由結束帝制統治開始，一

直貧窮被欺負，到現在變

成發達的國家之一，這些

都使我感觸良多。在中史

科的辛亥革命活動中，我

學會了因著孫中山爭取自

由民主的政制，才會有今

日開放自由的社會。

音樂劇<旭日>――青年孫中山在香港

5A林俊康 

 看完這套音樂劇後，令我對孫中山的認識加深了。

有很多人誤以為孫中山的革命思潮是來自西方國家，但

事實上是來自香港。他本人曾在香港西醫書院（即香港

大學前身）發表的演辭中提及「我的革命思潮來自香

港」，在某程度上來說香港算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孫

中山發動起義，但可惜失敗了，直至1911年10月的武

昌起義成功後，辛亥革命的序幕揭開了。最後孫中山先

生臨終前表明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辛亥革命的出現成功推

翻了清朝數百年的專制

統治，建立共和政體，

為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總括而言，這部音樂劇令我獲益良多，還加深了我對年

青時孫中山的認識。

辛亥革命百周年體驗考察團

6F王婉媚

 我們參觀了起義門、孫中山銅像及紀念碑、武昌起

義湖北軍政府及辛亥革命紀念館。當我踏進城門，幻想

到當年革命軍站在城樓上，為革命的勝利而歡呼的場

面，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仰望孫中山銅像時令我想

起他為革命熱誠的付出。即使經歷了十次的武裝起義失

敗，孫先生仍然奮鬥到底，終在武昌起義得了成功。

7A吳碧琪

 適 逢 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親身到訪當年起義的

地方――武漢，並且站在

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前，這

段百年歷史來得更真實更

具體。期間還有機會和武

漢的大學生交流，不單只

是認識了更多朋友，更重

要是讓我看到內地與香港

學生在學習態度上的分別，使我有所反省。在體驗國情

方面，更是叫我又「驚」又「喜」。「驚」的是曾經去

了一個完全沒有門的「開放式」洗手間；「喜」的是買

東西能殺個半價，絕對是超乎我所想的。

7A馬嘉綿

 感動的是陳炎華老師在每一個場合都興高采烈為我

們拍照；高興的是認識了一班

新同學，說笑了一個晚上。難

忘的是在武漢認識了小楊，面

對我們的問題和搗蛋，他都盡

力去解答。欣賞的是一位敬業

樂業的老北京導遊小祁，她以

自己對北京的熱愛和認識，告

訴我們很多很多。

 我反思：作為中國人，我

愛中國有多少？我又能為國家

付出多少？

對辛亥革命的再思

5B楊星龍  

 辛亥革命表面看起來與我好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

是再想一想，如果沒有香港作為辛亥革命的發源地，今

時今日的香港可能還是當日的小漁港，我們的祖國還是

實行專制的政權，人民根本沒有發表言論的自由。如果

沒有辛亥革命，我今天可能還要面對當時一些完全不平

等的措施。

百年中國多媒體製作

辛亥百年音樂晚會

在黃鶴樓大合照

5D曾麗珊

 辛亥革命與我有很重大的關係，全靠辛亥革命將帝

制結束，建立共和政體，我現在才有現代化的生活。否

則，我可能仍然要活在天子制度之下，受到不文明的法

律所制約，而且我認為當時的社會對生命完全不珍惜，

人民犯錯輕則受皮肉之苦，重則要被人斬首。在一個沒

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中生活，我簡直是不敢想

像，所以辛亥革命對我來說有很重大的意義。

音樂劇〈旭日〉

參與武漢大學體育館的
辛亥革命歷史講座

參觀故宮博物館

參與傑出青年分享會 武昌起義軍舊址



類別 比賽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賽學生
數學

朗誦

音樂

游泳

越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第三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World Music Fiest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葵青區游泳比賽 2010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全港學界精英越野跑比賽

學界埠際越野跑錦標賽

10-11年香港渣打馬拉松

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三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一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散文獨誦　粵語男子組中一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五至七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男子組中一、二級

英文中一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三級男子組獨誦

英文中一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二級男子組獨誦

英文中五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一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二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二級男子組獨誦

英文中三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四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四級男女子組二人對話

英文中四級女子組二人對話

英文中五級女子組獨誦

英文中五級女子組二人對話

英文中四級女子組獨誦

笛子獨奏――中級組

女聲外文獨唱十五歲以下

童聲外文獨唱十三歲以下

女聲中文獨唱十七歲以下

女聲外文獨唱十七歲以下

鋼琴六級獨奏

鋼琴五級獨奏

童聲中文獨唱十三歲以下

女聲二重唱十九歲以下

女聲二重唱十五歲以下

女聲二重唱十七歲以下

女子青少年公開組200米捷泳

女子青年G組（13-15歲）50米背泳

男甲團體

男乙團體

男甲 100米胸泳

男甲 50米蝶泳

男甲 100米背泳

男甲 200米自由泳

男乙 200米胸泳

男甲 4x50米四式接力

男乙 50米自由泳

男乙 50米蝶泳

男乙 100米胸泳

男乙 200米四式

男乙 4x50米自由接力

男丙 100米背泳

男丙 200米四式

女甲 100米胸泳

女乙 50米胸泳

女丙 100米背泳

女丙 200米四式

女丙 4x50米四式接力

男子組

香港代表男子組

男子青年組半馬拉松

男甲

男甲

男甲

男甲

男乙

三等獎

二等獎

初賽銅獎

亞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良好

亞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良好

冠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初賽入圍

季軍

季軍

亞軍

殿軍

冠軍

季軍

第四名

季軍

第五名

第四名

季軍

冠軍

第四名

季軍

亞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季軍

第四名

第十一名

全場第六名

季軍

冠軍

季軍

第五名

團體冠軍

季軍

1E黃芍盈

2D伍鈞豪

1E李紫晴、1E張雄昇、2D伍鈞豪、2E潘穎豪

3C余瑋庭

4C陳煒彤

1E張曼桐

4C郭婉儀

4C關秀易、4C張希嵐、4D周螢沙

1E郭懷熹

4E劉嘉雯

4F沈倩琪

2D林穎真

1B余珊珊

5A羅　玲、5E莊清儀、5E宋　玉

4C陳珩璇、4F唐蓍蓮

1D留雯雯

1E李楊力

1E李紫晴

3D陸永翹

1E黃芍盈

2C王維鈞

5A陳　怡、5A林婷婷

1E區善雅

2A劉芷霖、2E郭曼茜

2E陳信銘

3D李幸珊

4C陳煒彤、4C鍾亦喬、4C郭婉儀、4C關秀易、4C葉愛華

4B梁鎮庭、4E吳楚合

4C黃嘉貞、4F沈倩琪

5A羅　玲

5A溫慧君、5F 吳欣怡

4C鄧可兒、4C鄧曉穎、4D周螢沙

1A陳浚良

3E張樂頤、4A謝芷恩、4D羅恩嫻

2A李志洪

4E吳楚合

5F吳欣怡

3E張樂頤

4E陳紫筠

1D沈文軒、1D陳煒林、1D簡嘉良、2D葉承謙

4C蔡詠儀、4F唐蓍蓮

3E馮加玟、3E蔣婷姿、3E翁曉誼、3E刁　敏

5E莊清儀

3E潘曉晴、3E羅楚昊、3E鍾嘉蔚、3E黃芷蔚、3E刁　敏

1B李宛霖

4E毛智釗、5A袁皓雋、5C趙俊健、5C黃暐璁、5D謝偉綸、5E朱烙謙、

5E何俊燊、6B 陳家陽

3A林耀聲、3B何承峯、3B梁凱傑、3C何嘉銚、4F黃海強

6B陳家陽

5D謝偉綸

5E朱烙謙

5E 何俊燊

5C趙俊健、5D謝偉綸、5E何俊燊、6B陳家陽

3A林耀聲

3B梁凱傑

3A林耀聲、3B梁凱傑、3C何嘉銚、4F黃海強

1C柳彥良

5A陳嘉穎

3B魏思蓓

1B李宛霖

1A陳穎妮、1B陳惠敏、1B李宛霖、1E區善雅

5C黃暐璁

4A石杰松

7B陳浩銘

4A石杰松、5A黎超煒、5C黃暐璁、5A袁皓雋、6B梁浚彥、5F關振鵬、

5F黃裕軒、7B陳浩銘

2B李城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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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賽學生
2B李城濤、2D吳光德、2E吳光禧、3B梁凱傑、3B陳強富、4D譚志偉、

4E梁健斌、4F黃煒森

1B孔君濠、1C郭志宏、1C馬健朗、2A李志洪、2B黃百謙、2C陳珈翹、

2D邱悅瀚、2D梁浩楠

4D黃美嫚

2D夏永貽

1E楊樂心、1E文沛詩、2A邱寶欣、2B鄧卓然、2D夏永貽、2D陳煒坊、

3B魏詩蓓、4E吳依諾

2D許　盈

1A雍祁鳳、1E黃沛玲、2A彭康遙、2A鄒靄婷、2B彭子菁、2D許　盈、

2D符淑怡、2E古宣恆

5C黃暐璁

2D許　盈

2D夏永貽

3B魏詩蓓

4D黃美嫚

2D夏永貽、3B魏詩蓓、4C關秀易、4D黃美嫚

1A雍祈鳳、1A鄭宇妃、1D李芷晴、1E黃沛玲

5A黎超煒

5C黃暐璁

5A黎超煒、5A袁皓雋、5C黃暐璁、5F黃裕軒、5F方俊邦

4D譚志偉

2B李城濤

1A呂均烺、1C馬健朗、2A李志洪、2B黃百謙

4D黃美嫚

3E高家欣、4D黃美嫚、4D蔡雅瑤、5A溫慧君

4C關秀易

3B魏詩蓓

2D夏永貽

2D夏永貽、3B魏詩蓓、4C關秀易、4E吳依諾

2D許　盈

2A彭康遙、2B彭子菁、2D許　盈、2D符淑怡、2E古宣恆

7B陳浩銘

5C黃暐璁

7B陳浩銘

5C黃暐璁

4A石杰松

5C黃暐璁

2A李志洪

5A黎超煒

2D符淑怡

4D黃美嫚

2D夏永貽

6B梁浚彥

5F關振鵬

5A黎超煒、5C黃暐璁、7B陳浩銘

6B梁浚彥、5F關振鵬、5F黃裕軒

袁達枝老師、2B李城濤、3B梁凱傑、4A石杰松

黎可基老師、5A黎超煒、5C黃暐璁、劉震聲（校友）

2D夏永貽、2B李城濤、4D黃美嫚、5A黎超煒

3A朱柏林、3C林嘉豪、3D林耀星、4E韓景泉、5A羅康橋、5B伍梓峰、

5B葉景輝、5D王瑋琪、5E袁偉康、5F陳旭輝、5F劉嘉樂、7A何其封、

7B陳子揚

4B羅伊麗、4D蔡雅瑤、4D黃美嫚、4D葉美琪、5A陳嘉穎、5A郭艷媚、

5A李偉靖、5E林佩芬、6A馬嘉綿、6B梁齡心

2A莊世圖、3D溫家勝、4A陳嘉明、4B吳潤文、5A黎超煒、5A袁皓雋、

5B伍梓峰、5D許國超、5F陳旭輝、5F黃裕軒、5F方俊邦、6A林美森、

6A劉　健、6A袁栢銘、6B馮日勤、7A潘穎强、7B陳子揚

3B魏詩蓓

3D呂麗盈

5D潘鎮江

5C黃暐璁

類別 比賽項目 比賽地點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賽學生

越野 10-11亞洲中學生越野賽 外蒙古 男子組團體第四  5C黃暐璁

足球 2011全國運動會女子足球 南京 香港代表隊  4D曾麗珊

越野

田徑

遠足

籃球

足球

柔道

武術

其他

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2010 葵青區田徑比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2010年度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賽事三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10-11特步田徑聯賽

2010-11深水埗越野賽

心晴行動慈善跑10公里賽

綠色力量――環島行

青協青少年耐力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籃球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足球賽

2010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首屆香港中華功夫國際精英賽

屈臣氏集團

團體亞軍

團體亞軍

全場總冠軍

亞軍

亞軍

團體殿軍

亞軍

團體亞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季軍

第四名

亞軍

冠軍

團體優異

季軍

冠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冠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第四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排名第十

季軍

第四名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二

第七名

殿軍

第五名

亞軍

冠軍

第五名

第十名

隊際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第五名

季軍

季軍

季軍

銀獎

銀獎

銅獎

男乙

男丙

男子組

女甲

女乙

女乙

女丙

女丙

男乙800米

男乙1500米

女丙800米

女丙1500米

女乙1500米

女乙800米

女丙400米

女乙800米

女乙4x400米接力

女丙4x100米接力

男甲800米

男甲1500米

男甲1500米

男甲5000米

男甲

男甲4X400米 

男乙800米

男乙3000米 

男丙4X400米

女甲800米

女甲1500米 

女甲4X400米 

女乙400米

女乙200米 

女乙400米

女乙800米

女乙1500米 

女乙4X400米

女丙800米

    女丙4X400米 

男子A1組800米

男子A1組1500米 

男子A1組5000米

男子A1組800米

男子A1組1500米

09-10年度香港800米青年組

男子A1組5000米

男子青年組半馬拉松季軍 時間（1:20 0́4）

09-10年度香港青年組

香港男子青年組10000米　時間（34 3́9）

男子少年組

男子青年組

女子少年組

女子青年組

女子青年組

男子青年組

男子青年組

男子青年組

青年組25km 

綠行組25km 

綠行組50km（連續七年衛冕）

男女子混合組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男子甲組

女子高級組-48kg 

女子高級組-52kg 

詠春尋橋

詠春標指

詠春雙刀

學校傑出運動員獎

境外獎項 /  比賽境外獎項 /  比賽境外獎項 /  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