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監的話                                                                    

校監譚萬鈞教授(右一)與學生相處融洽，無所不談。

譚萬鈞教授

時間飛逝，轉眼又到三月，中六同學要面對文憑試，在此祝願每一
位同學能全力以赴，考獲佳績。

    
過去數月流感肆虐，奪去無數生命，在這環境下同學要提高健康生

活意識。除了注意個人衛生外，更要關心周邊的人，同心對抗疫情。有
著健康的身體，良好的生活習慣才能做到上學百分百；繼而做到每日一
讀、一寫、一講、一算、一動；求「明明德」，事事努力追求真、善、
美，培育良好品格。

在羊年伊始，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和睦。

訓 勉



校長的話 
雷志康校長

二零一四年九月開學以後，香港很

多中學皆因學生關心香港未來特

區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把「這社會議

題」連結了「學校的教育」，學生們在

這「不平凡」的學習過程中，已牢牢地

體會當中的得與失。我也藉乙未羊年的

開始，陪伴著學生們把這「活」的知識

沉澱，成為自己人生中學習到的「知識

和經驗」的一部份，用以迎接未來的各

種挑戰。

回歸學校本位，我在上一期的校訊中已經與大家分享：本學年開始，學校以「全方位及自主

學習」為起步點，推動同學們熱切地追求知識。未來的時間，我校將積極進一步「以關愛」帶動

學生的優秀學業表現，這優秀表現將充分體現在學生的英語運用、學業成績持續「增值」、及全

人發展上；並期望由現在近八成畢業生在畢業後升讀大學或相關課程的水平，爭取將來達到百分

之一百的學生取得學士學位。

另外，我藉著二月到新加坡參與「反轉教室」教育研討會，了解到亞洲地區教育的發展步

伐，好讓我作為借鏡，前瞻地構思著未來學校教育如何配合新一代「面對將來資訊科技世代」的

趨勢，當中令我思量我校教學成效的種種改善、發展和準備。雖然，一切的構思可能只是「千里

之行」，但我相信學校是時候需要「始於足下」。而行動也是這趨勢引起的發展的重要一環，因

此，借用海明威的睿智名句「切勿把移動誤作為行動」(Never mistake motion for action) 與大
家共勉。

最後，在羊年之始，祝各位同學成績美滿；各位畢業班同學更上一層樓；各位老師、家長身

體健康；更祝願香港繼續成為具有特色的國際城市。

雷志康校長(中)認為家長若可以與子女有更多

溝通，學業成績定有進步。

訓

雷志康校長(右三)以「自主學習」作學校其中一個重點發

展方向，圖為雷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到廣州景泰中學作自主

學習交流與該校校長及老師的合照。

勉



輝  煌  佳  績

恭賀本校學生榮獲
2014校園拔萃盃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金獎

及
「善竹盃」國際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總冠軍

李岱老師

2A 周菀靖

二零一四年九月，我參加了由香港善行教育協會舉辦的「善行杯」

國際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獲益良多。因為通過參加比

賽，我的自信心大大地提升，相信這對我以後都會有著很大的影響。無

論是比賽前，還是比賽中，對我來說都是難忘的。這種難得的朗誦經驗

和比賽中的樂趣更是難能可貴的，是無價的，是多少金錢也買不到的。

這次交流大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們充分展現自己的長

處，找出自己的缺點，以及觀摩、學習其他同學的長處，以取長補短，

例如：咬字發音，腔調的抑揚頓挫及眼神的表達......

由此可見，「學無止境」這句話一點也沒錯!

2A 司徒凱琪

我很慶幸有這個機會代表自己，代表學校去參賽。這場比賽不但令我更進一步掌

握朗誦的技巧，更令我知道事前準備的重要性。而且這場賽事讓我找到了自己

的所長並且發揮得淋漓盡致!參加「善行盃」朗誦比賽前，老師和我都爭取每一分一秒

作練習。雖然很辛苦，但在比賽當天，我能流暢地把材料朗讀出來，多虧平日的練習!

為此我感到無比的滿足!事後知道獲得獎項更是激動萬分，小小的獎項雖不能稱得上成

功，但卻印證了我的汗水沒有白費。

2A司徒凱琪的獎狀。

2A司徒凱琪在中學組普通話散文
中獲總亞軍。

獎盃金碧輝煌。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2014-2015
吳詠芝老師

本年度本校派十九組共二十六名同學參與元朗區英文歌唱比賽，

取得極佳成績!

總共五組同學取得銅獎；十一組同學取得銀獎；三名同學取得金

獎。元朗區英文歌唱比賽由元朗大會堂主辦，每年均有超過二百組學

生參與賽事，參賽者不限於元朗區，參賽者有來自港島區及九龍區的

跨區參賽者，實為一個全港性比賽。

評判團有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評判，也有區內有名音樂人，參與

是項比賽能推動學生透過歌唱積極學習英語。

4A 陳樂家同學唱出Goodbye。

5E 鄭芷茵同學(右)與黃健斌同學 (左) 
組隊參賽。

6B 莊鳳婷同學初賽比賽情況。

6E 何詠霖 (右) 和沈穎思同學 (左) 在台上唱
Just give me a reason。

6E 楊曉彤同學唱出Crazier並由3C王兆
坤同學結他伴奏。

初中組銅獎得主2D何俊賢(左二)、2A麥
藝桐(中)、2A 陳啟華(右二)、3C 胡家翹

(右一)在校內早會頒獎禮領取證書。
金獎得主3A吳穎俙(左二)、 6B莊鳳婷(右

二)、6E 楊曉彤(右一)獲頒證書及獎座。
金獎得主6B莊鳳婷(左一)及6E 楊曉彤

(左二)與評判合照。

輝  煌  佳  績

組別 班別 姓名 歌曲 伴奏 獎項

中學高級組 6B Chong Fung Ting Goodbye Piano GOLD

中學高級組 6E Yeung Hiu Tung Crazier Guitar GOLD

中學高級組 6E Ho Wing Lam
Shum Wing Sze Just give me a reason Piano Silver

中學高級組 5E Cheng Tsz Yan
Wong Kin Pan Time to grow Piano Silver

中學高級組 4A Lee Cheuk Ling Speak now Piano Silver

中學高級組 4A Chan Lok Ka Goodbye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3A Ng Wing Hei Teardrops on my guitar Guitar GOLD

中學初級組 3A Choy Wan Ling Loving you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3A
3B

Tang Yuen Chi
Chan Tsz Ching The show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3B Ng Yat Tung Reflection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3B Lam Yin Hei
Yuen Po Lam Sakura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3B So Ka Ki
Yuen Sze Ching When you believe Piano Bronze

中學初級組 3C Woo Ka Kiu Reflection Piano Bronze

中學初級組 2A Tsui Hoi Lam Shining friends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2A
2D

Lo Yuen Ting
Tang Hoi Ch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Piano Silver

中學初級組 2A Mak Ngai Tung 
Jeanie My heart will go on Piano Bronze

中學初級組 2A Chan Kai Wa You raise me up Piano Bronze

中學初級組 2D Ho Chun Yin A little love Piano Bronze

中學初級組 1A Lo Ka Ki Niki
Man Hoi Ching The show Piano Silver



男子甲組團體組獲得亞軍的健兒們。

精神抖擻的田徑隊隊員。

獲獎時刻。

鄭詠聰(後排右二)及黃誌健(前排

右一)跑出不錯的成績。

2014-2015 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2014-2015年度元朗區校際越野比賽得獎名單

簡達明老師

個人

男子甲組 參加人數:150人

姓名 班別 名次 時間

張耀祖 5E 8 24’17

男子乙組 參加人數:168人

姓名 班別 名次 時間

鄭詠聰 4D 5 24’45

黃誌健 4B 10 25’21

女子丙組 參加人數:138人

姓名 班別 名次 時間

何允伃 1D 9 19’30

團體

男子甲組  亞軍

成員姓名 班別

林曉智 5A

張威成 5A

冼智聰 5A

黃繼樟 5A

梁煇邦 5C

盧明智 5D

張耀祖(隊長) 5E

輝  煌  佳  績



勤 學

由本校主辦及教育局協辦的「第十一屆

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已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圓滿結束，感謝各參與

學校的支持，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本年度賽事分為三組，共有十九所學

校參與。比賽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及十

二月期間在本校禮堂舉行。今年不少學校，

均不約而同地選取了以動物作題材的故事，

如《綠野仙踪》、《大家都是熊》、《狗不

可以貌相》等，有演繹名著的，有提倡「環

保」的，有發人深省的，無不精彩絕倫，演

員演來絲絲入扣；其餘參賽學校的話劇演

出，也是不遑多讓，故事題材多樣，內容

別出心裁，演員施盡渾身解數，博得連場掌

聲。在經過一番激烈角逐後，各組終於選出

三甲隊伍，再由本校選出一隊(合共十隊)進

入決賽。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早上，各所

學校的參賽隊伍準時抵達本校。同學們精湛

的演技、流利的普通話、製作精美的道具，

獲得與會者一致的好評。三位決賽評委:教

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周健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

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林建平教授、香港科技

大學語言中心顧問譚成珠教授皆表示透過

以普通話演出話劇，同學們不僅展示了自己

的才藝，鍛煉了自己的口才，而且促進了同

學們的團結與合作；而另一方面，對於觀賞

話劇的師生而言，也起著一種交流與啟導的

作用。此外，對於話劇的推動與普通話的普

及，更有其積極的意義。

隨後的頒獎典禮，在賽馬會毅智書院

校監譚萬鈞教授致歡迎詞後掀開序幕，並由

主禮嘉賓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創辦人及主

席蕭炯柱先生、評委及校董頒發各個獎項，

其後全體演員與嘉賓們進行大合照。整個舞

台擠滿了扮相奇趣，維妙維肖的小演員，最

後大會在一片熱鬧與和諧的氣氛下，為此次 

活動劃上完美的句號。

來 年 我 們 將 繼 續 舉 辦 「 第 十

二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

賽」，期能薪火相傳，讓

戲劇的火苗熊熊地繼續

燃燒下去。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李鴻森首席主任

決賽日，主禮嘉賓、評委、校監、校董、校長、老師與眾演員全體大合照。

主禮嘉賓 — 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創辦人及主席蕭炯柱先生致詞。

賽馬會毅智書院校監譚萬鈞教授

致歡迎詞。



本校衷心感謝以下評委的鼎力協助(排名不分先後)：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周健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林建平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語言中心顧問譚成珠教授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課程資源組高級課程發展主任鄭美儀博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蔡金霜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普通話兼職導師謝麗紅女士

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邱萬城先生

資深普通話老師刁尉庭女士

演員及主持人許鑒培先生

總決賽冠軍：拔萃女小學

總決賽亞軍：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總決賽季軍：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總決賽殿軍：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團體合作獎：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最佳視覺藝術獎：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最佳普通話演繹獎(組別一)：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最佳普通話演繹獎(組別二)：拔萃女小學 

最佳普通話演繹獎(組別三)：光明學校 

最佳男演員(組別一)：梨木樹天主教小學張樂鋒同學 

最佳男演員(組別二)：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陳家希同學 

最佳男演員(組別三)：藍田循道衞理小學馮希信同學 

最佳女演員(組別一)：荃灣商會學校梁穎詩同學 

最佳女演員(組別二)：拔萃女小學王沅喬同學 

最佳女演員(組別三)：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周殷而同學 

最佳導演(組別一)：梨木樹天主教小學陳榮傑主任、黃潔雯老師、麥佩雯老師 

最佳導演(組別二)：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陳鳳珠主任 

最佳導演(組別三)：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葉曉雲導師

勤 學

總決賽亞軍及初賽(組別一)金獎得主 

—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總決賽季軍及初賽(組別一)銅獎得主 

—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總決賽冠軍及初賽(組別二)銀獎得主 

— 拔萃女小學。

總決賽殿軍及初賽最具表演潛質獎得主 

—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團體合作獎及初賽(組別三)銀獎得主

 —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最佳視覺藝術獎及初賽(組別二)銅獎得主 

—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勤 學
陳綺梅主任

元朗區小學生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日 

本校對於藝術及中國文化活動的推廣一向不遺餘力。繼去年舉辦「十五周年視覺藝術創

作展」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首次舉辦「元朗區小學生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

日」並且得到元朗及屯門區內學校和家長熱烈支持，參加比賽人數接近二百人，實屬難得。

不論硬筆組和毛筆組的同學均認真書寫，作品表現同樣出色。

我們更邀請了林律光博士、楊書譽先生和鄧潤鎏先生擔任評判，評判對於學生們優異的

表現，也極為讚賞。

得獎學生與評判及大會工作人員合照。

一眾書法比賽評判。

小一學生的硬筆書法比賽。

參賽的小學生專心致志。

評判認真地評審中，作品難分高下。

家長也支持是次元朗區

小學生書法比賽。

得獎作品被張貼在本校校內，讓公眾觀賞。 頒獎典禮進行中。

書法比賽後出席者可參與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



3A 鄭嘉輝

在這次旅程中，我對蝴蝶谷的

印象是最深刻，因為那兒有不

同的蝴蝶樣本，展現了牠們的不同美態，非

常漂亮。那裏還記錄了蝴蝶在不同時態的形狀和

顏色。經過不同階段的成長後，牠們終於變成蝴

蝶，展開翅膀在天空中飛舞；但蝴蝶的生存

週期只有五至七天，牠們的美麗非常短

暫。這樣我更珍惜牠們飛到我身上的

時間，令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中三級同根同心交流團
朱會強副校長

我的學習心得

3A 李詠欣

在這次旅程中，我學會了保

護環境的重要性，因為我在

參觀鼎湖山時，透過認識它的天然資源及

旅遊設施，了解鼎湖山天然資源的價值和開

發，同時讓我思考當地政府在自然保育上的困

難和挑戰；另外，透過參訪蝴蝶谷，讓我

認識不同種類的蝴蝶，明白了牠們的

成長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係，從

而明白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3C 梁嘉慧

在這次旅程中，我對鼎湖山

的印象是最深刻，因為它的

湖水十分清澈。在陽光照射下更是閃閃發

亮，令人目不暇給；湖水清澈見底，若不是

導遊說湖有大概十四米深，我還真想跳下湖裏感

受那冰涼、舒適。爬山的過程雖然辛苦，但上到

高頂，看着下面綠油油而深不見底的山底，

我的腦海浮現一種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滿足

感。我和同學們齊聲呼叫起來，以泄

心頭興奮的感覺。瀑布的流水聲也

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3A學生在閱江樓內合照。

3B學生在閱江樓前留影。

三尊小佛像？

七星巖真的別有洞天？

同學對墨硯也有濃厚的興趣。

過了海關，3A同學興奮地拍照。

好大的鼎！

勤 學



韓國生活文化交流團  

我們準備出發了！

到大學圖書館一遊。

張家騏老師

4A 李甄微

韓國六天遊學團已圓滿結束，現在真的有點依依不捨，過

去在韓國的快樂時光卻浮現腦海。

先從吃的說起。韓國人喜歡吃辣，對於不吃辣的我來說，

就是一個挑戰。但在這六天的遊學團裏，我也慢慢的愛上了韓

國的泡菜。泡菜是世界三大健康食物，有多種功效，對身體很

好。韓國的食堂大部份都是自助形式，自己去拿餐具，水；吃

完後要自己收回去，很有規律的。

然後，韓國對環保很重視，四周都是樹，街上根本沒有

太多垃圾筒，而且通常都是可以分類的垃圾筒。儘管很少垃圾

筒，但街道依然很乾淨，由此可見韓國人的公民素質好，有公

德心。我認為香港政府可參考韓國的公民教育，為香港做就一

個環保的城市。

再者，韓國人對禮貌很重視。在韓國有很多禮儀要注意。

例如要跟長輩說「敬語」，同年紀的人就說「平語」。分別

在於跟朋友對話比較隨和，話語會較短，但不適用於跟長輩說

話。香港根本沒有這樣的分別，相反香港漸漸對禮貌也不太注

意了。

最後，真慶幸我能夠參加這次遊學團，拓闊自己的視野，

去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和歷史。

4A李綽玲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我參加了韓

國六天遊學團，起初懷著期待興奮的心情參與，

絕想不到去旅遊也能學習。

這數天，無論身處何地，也發現當地人非常有禮，

儘管互不認識，亦會點頭微笑，盡展友善，可見韓國當地

從小孩到成人都灌輸良好的公民教育。而據我認識，韓國

對於長輩倫理非常重視，當看到長輩時，需要顯得恭敬有

禮，這是我能觀察到的。

另外，我在其中一天參觀了愛茉莉化妝品工廠，令

我感到驚奇。那裏盡顯科技的進步，當中一些設計、屏

幕、制式非常新穎，令我難以忘記，也讓我明白到現今化

妝保養品的市場極為發達，市場的需求量亦越來越多。

整整六天，我體驗到購物的樂趣，亦了解到韓國是

一個能經濟發達及能保持公民教育的國家。

我們都變成大長今！

到景福宮看看。

有幸參觀韓國著名的KBS電視台。

勤 學

很美的雪景！

戰爭博物館的塑像很有氣勢。

學生感想



服 務 義工服務

四川義工之旅

奇「義」果義工領袖培訓計劃

社會服務繼續舉辦奇「義」果義工領袖培

訓計劃，期望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並不只是參與義工活動服務社會這麼簡單，而

是學習成為一個義工領袖，培養他們的領袖素

質，協助推動社會服務，建立個人自信和積

極性，將來在不同的學習和工作階段能發揮所

長，貢獻社會。

 校友鄧國樑

很難得有參加這個活動的機會，其實不是親身去看地

震遺址以及進行家訪，我猜我也不能知道原來汶川

大地震的威力多麼大；而且也會失去了解四川人民生活狀

況的機會。

還有我很榮幸可以認識到一班香港及四川的好朋友，

所以這個機會真的難得。

 5E 李沁禹

時光蜂擁而至狹窄的隧道，以疾行的節拍前進。五

日四夜轉瞬即逝，讓人措手不及。記得第一日，

天未亮就和著睡意來到成都，熱情的成都義工一早就在機

場等待我們，看著他們明媚的笑臉，兩個鐘的顛簸疲倦也

一掃而光，很快地和他們打成一片。接下來的幾日，我們

參觀了老北川的地震遺址和探訪老人，中小學聯誼，其中

讓我們明白了一個人應該有的責任和義務，最重要的是讓

我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最純真而美好的友誼。

五日四夜說長不長，卻足以讓我們銘記，或許在未

來的日子，我們偶爾想起心中還是有那麼一些觸動與感

慨，感受這段屬於我們最好的青春。

希望你們一樣，記住彼此在一起的日子，記住愛，

記住時光。

這個聖誕不太冷！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們(5E張愛兒、郭晞

晴、陸峻賢、蘇嘉琪及張玉儀老師) 參加

了由公益少年團所舉辦的「關懷弱智顯愛心」活

動，聯同元朗和天水圍區的中學生參觀屯門神召

會庇護工場，並且與在職智障人士一起慶祝聖誕

節，為他們增添節日的歡樂和氣氛，活動有聖誕

歌曲演奏表演和抽獎，他們也為我們表演了唱歌

和舞蹈，他們舞得很起勁呢！

張玉儀主任

羅榮康總主任

愛心四人組 (左起：陸峻賢、

蘇嘉琪、郭晞晴、張愛兒)
去天耀邨找資料。

同學認真地思考

解決方法。

走訪2008年四川地震災區北川      

喂！去哪裡找資料呢？

災區遺址 — 國旗和籃球架下是一所學

校，仍埋下不少未被掘出的屍體。

惜別會。 探訪災民。



領 導 學生會活動 

升學就業資訊、生涯規劃活動  

 

李嘉俊老師

羅榮康總主任及江新明主任

本年度，我們學生會舉行了一

些活動，這些活動都是能夠

讓同學玩樂之餘，另可以從中學習，

如訓練團體合作，以及堅毅精神。因

此我們舉辦了班際閃避球比賽，以及

即將舉行的三人籃球賽，讓同學們能

夠一起共同合作，互相扶持，發揮我

校「勤學、服務、領導」的精神。另

外，學生會亦成功為同學爭取於課

室內添置時鐘，讓同學培養守時的美

德及時間管理的重要性。在餘下的日

子，學生會仍然會繼續為同學舉辦活

動，以及為同學爭取不同的福利。

生涯規劃(2014-2015)                江新明主任

生涯規劃下半年分別有兩次大型活動，分別是

中六級的模擬放榜及中五級的教育職業博覽

2015。前者是中六以第一次測驗的成績，模擬在高中

文憑試所獲取的等級，提早使同學經歷放榜的一刻，

使他們盡早為自己將來的升學就業作出更妥善的安

排。後者是每年中五級必須參加的各行各業的國際及

本地職業博覽活動，使同學能預早認識升學及職業的

市場，為自己將來設訂方向。   

校監譚萬鈞教授(左)及執行校董容麗珍

女士(右)跟同學分享聖誕節的喜悅。

學生會負責聖誕才藝表演的司儀。

同學們對自己的將來非常著緊。

有消息通知我吧！ 余明海(右一)說：「我要想想我的將來。」

聖誕才藝表演(高年級)，

活潑生動。

學生會答問大會，兩個候選

內閣齊集。

2014-2015年度第十六屆學生會UNIQUE

升 學 就 業



  
     

        職業博覽參觀後感       5E 郭晞晴

我一向認為自己是一個特別隨遇而安的人，前路於我而言看

似非常遙遠也令我感到迷茫，對於來年的DSE和將來的升學就

業，在參觀展覽前我一直是抱着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但經過今次的參觀

活動後我卻有了新的看法。記得當日會場中有許多跟我一樣將要面臨升學就業抉擇

的學生，他們不停地打探着不同的升學途徑和仔細的觀察各種職業的要求，這也推動了

我更加積極的思考將來的路。

教育及職業博覽是由香港貿發局所舉辦，展品類別也很廣泛，例如香港、國內以及外國

的各種升學途徑、職業訓練機構、商業機構、政府部門、書刊及教材等等，都是為年輕人提

供有關升學就業的資訊和途徑，我很感謝學校能給予我們這個寶貴的機會。

活動中最讓我深刻難忘的，是看到有內地升讀大學的香港學生講述他們的故事，

由於考不上本地的大學，但為了夢想，他們到內地繼續學業希望他日能找到心儀的工

作，他們也鼓勵我們有夢想就必定有出路，不要因為失敗而輕易的放棄。我在佩

服他們毅力的同時也深受感動。

今次的參觀活動除了讓我了解到不同升學就業的資訊

外，更重要的是讓我重新審視自己，對未來作出新

的思考，真讓我獲益良多。

升 學 就 業

我們適合什麼類型的工作呢？
我想問一些升學的問題。

模擬放榜 — 同學正努力尋找工作。

模擬放榜 — 尋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真不容易。



升 學 就 業

        參加教育與職業博覽的感想                 5E 李

沁禹

寫這篇經歷的分享已經是距離參加這次活動的三日後，記得我的一個高中老師曾寫

給我一段話：我們不可以輕易改變自己的人生，或許很多事情早已註定，但我們可

以把自己喜歡的、理想的貫穿在一點一滴的生活中，很多天後，你的軌跡就會跟別人不一

樣，也更接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參加這次教育與職業博覽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在這個活動中雲集了眾多不同領域、不

同範疇的參展商為學生、青年提供一個關於升學、就業前景的諮詢平台；當中也不乏一些

協會與團體、政府部門、私人企業、留學機構與一些知名大學的專業團隊等等。

把握了這次了解的機會，就自己個人興趣，我諮詢了關於IELTS相關課程與類型的特

點，還有一些海內、外大學的收生準則，同時也參加了現場的英文能力測試，索取了相關

的宣傳手冊和單張，確實讓我受益匪淺，獲益良多。

這次短暫的活動讓我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目標，也明白只有朝著自己的方向，一步

一個腳印，打好每個基礎，才能讓自己活得更灑脫，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模擬放榜 — 溫瑪哈(左一)說 ‘This is my dream job.’

職業博覽 — 紀律部隊一般都是年青人所響往的。職業博覽 — 求職廣場是同學們最想嘗試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教師專業發展日：自主學習講座及廣州交流團 

  麥美珍副校長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本校有幸邀請教育局資訊科技

組的借調老師，為本校進行一次題為「善用網絡環

境及流動學習裝置：促進自主學習」的專業培訓活動。

當天活動十分精彩，在李映蓮小姐作活動簡介後，文

可為先生向老師簡介移動學習於學與教的應用，並向老師

展示QR Code及Eduventure的應用技術。及後更安排將老

師所學，以小組形式進行互動探究考察活動。老師學以致

用，並於考察活動結束後進行回饋，討論使用移動學習於

考察活動的利弊。

在一輪小組活動後，老師分別在電腦室及禮堂學習使

用Google Form、認識QR Code製作及應用、Nearpod於

學與教的應用及Explain Everything/Doceri教學短片製作

與分享。

感謝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的安排，讓毅智老師愉快

又充實地渡過了一個不平凡的早上。

廣州景泰中學及江門博雅學校「自主學習」學術交流

繼一月二日的專業培訓活動後，全體老師於一月九日至十

日到廣州景泰中學及江門博雅學校進行「自主學習」學

術交流。

在 兩 天 緊 湊 的 行 程 中 ， 景 泰 中 學 及 博 雅 學 校 分 別 開

放它們的校園及課室讓本校老師觀課，老師們能在課堂中

體 會 內 地 老 師 就 「 自 主 學 習 」 的 大 前 提 設 計 教 案 及 學 習

活 動 ， 讓 同 學 的 學 習 更 「 自 主 」 。 另 外 ， 本 校 的 外 籍 老

Mr. Robert Bright及校友李兆熙老師亦在兩校進行示範課，當天

出席的學生十分享受兩位老師的課堂，課後亦有內地老師跟他

們交流、分享。

毅智的老師們在是次交流活動中獲益良多，盼老師們的經

歷經過消化後能轉化為合適的教學方法，成就學生更有效的自

主學習模式。

分組學習使用Eduventure應用技術。

在江門博雅學校的告示牆前，校長雷志康先生（右一）、

副校長麥美珍女士（左三）及本校老師與該校學生合照。

本校外籍老師Mr. Robert Bright (第一行左五)與校

友李兆熙老師 (第一行左六) 給廣州景泰中學的學生

一節愉快的英文課。 

校長雷志康先生在江門博雅學校全校師生前講話。本校老師與廣州景泰中學老師作分享及交流。

老師學習不同的應用技術。

教育局資訊科技組的借調老師到校進行

自主學習講座。

考察活動：以QR Code及

Eduventure的應用技術學習。

自主學習講座

「善用網絡環境及流動學習裝置：促進自主學習」



家 校 合 作 鄭筠壁老師 

什麼叫菜茶？聽說是潮汕的

美食，我只負責吃的呀!
本校家教會委員參與元朗家校聯會周年大會。

更試過在資源中心吃菜茶。

參與聯校教職員表揚晚宴。

元朗家校聯會主席何瑞眉女士也到校支持。

我們試過在家長資源中心火鍋，美味!

家長們經常在家長資源中心聚會。

美食聯歡濟濟一堂，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齊來享受美食。

家長們一起舉杯，並與聯校家長教師會代表交流。

學校簡介日，家長也來擺放攤位。

新年美食聯歡，家長們齊來動手

交流廚藝。
學校簡介日當天參與人數眾多。

家教會活動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