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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
同學、街坊友
好：大家好，學
校的二十五周年
校慶已在歡樂動感的氣氛下順利
舉行，謹代表校監及法團校董會
成員向支持學校的賢達，坊眾及
舊生致謝，更要多謝全校的師生
盡心盡力投入校慶活動，當日盛
況，令人印象難忘。學校的「以

區為本-非物質遺產課程」本年度推廣到全港的學
校，增加其他同學對長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
亦藉此讓我們反思如何優化這課程，把保育文化的
工作做得更好。第二屆的中學文憑試已經開始，希
望所有的同學努力不懈，爭取佳績。學校、老師更
為考生於試前安排溫習，特此感謝老師對這屆應試
學生的多年關懷與教導。

鍾全明校長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2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黎寶儀
黎欣欣

胡家榮　男子高級組+90KG　季軍

黃浩天　男子高級組-73KG　亞軍

布健峰　男子初級組-66KG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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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得獎最新得獎紀錄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12-13)學生成績                                                        

中國語文科

普通話科

64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012
Results-English

參賽學生 獎項

1D黎可盈  1D郭詠芯  2D布健生
2D黎詠玲  3D盧淑程  3D葉穎琳
4S杜芷婷  5D陳淑嫻  5D何寶欣
5D何寶盈

詩詞獨誦良好證書

1D林曉殷 1D陳凱嵐  2D冼浩然
2D曾霈鈴 2D林月明  3D韋琳琳  
3D葉寶琪
4D黃寶兒 4D黎詠琳  4D張芷盈
5D麥詠琳 5D温曉盈  5D鄭芷晴
5S陳芷琪 5S葉佩詩

詩詞獨誦優良證書

參賽學生 獎項

4D張　俊  4D盧子俊  4D鄭師銘 詩詞獨誦優良證書

3D張慧儀  4D黃嘉詠  4D黃寶兒 散文獨誦良好證書

3D韋琳琳  3S陳頌雪 散文獨誦優良證書

Participants Solo-Verse 
Speaking Awards

(3D) Lu Xing Yu        (4D) Chan Hiu Tung
(4D) Wong Ka Wing   (4D) Choi Ka Man 
(4D) Wong Po Yee

Certificates of 
Proficiency

(1D) Chan Hoi Laam   (2D) Yip Wing Lok
(2D) Law Ho Ming     (2D) Lam Yuet Ming
(2D) Tsang Pui Ling   (3D) Leung Tsz Hin
(3D) Lo Tsz Chun       (3D) Yip Po Ki
(4D) Tse Ho             (4D) Leung Wing Ki
(5D) Ko Tsz Shan       (5D) Law Ho Fai
(6D) Ma Wai Yin

Certificates of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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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珍惜光陰」這句說話是我在中學生涯最後一個正式上課天裡說得

最多的一句話。回顧六年的中學生涯，即將要結束了，心裡確實有點不

捨，說多少安慰的話，整班同學也不會再坐在六勤的課室內上課，再也

不會聚在課室裡說笑、聊天。班房從此變得冷清，空氣變得凝固，希望

在七月十五日放榜那天，班房傳出的是歡樂的聲音，不會是悲傷的哭

聲。

在六年的生活中，令我難忘的事實在多不勝數。而較為難忘的事是

和劉惠萍老師玩「糖黐豆」。那天心情真的異常地興奮，玩完再去爬畢

業牆，直至放學大家也不肯離開，玩到學校關門才肯離開。

還記得在中六考試前，每當放學鐘聲一響起，腦裡只會想著回家，

或去玩樂。但到了考試後，心情轉變，開始變得不捨。每天放學總是不

離開，就算是沒事做，也要找個小遊戲去玩一下，滿足自己。

最後，是時候開始燃燒起那團火，為文憑試作好準備，要為自己前

途著想，更要報答老師多年來，嘔心瀝血的教導，報答父母的養育之

恩。在此，希望各同學在文憑試中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黎寶儀　同學

中六學生　惜別周會

這六年在慧因的生活，有開心、有後悔、有不

捨。

開心的是六年的同學，跟我笑過、哭過。後悔

的是自己這六年沒好好盡力。不捨的是六年來同甘

共苦的同學快要分開。

這六年裡，每一年學到的知識，都會儲存在腦

海中，六年來的收穫總算沒有歸還給老師。老師的

教誨促使我們在任何事上都有所改進，學業、人際

關係、人生規劃，我們沒有忘記過所有的忠告。

羅芷瑩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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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年來的校園時光匆匆的消逝

著，但是當中所經歷的，卻是顯得那麼

珍貴，那麼深刻。學習的路上固然有著

辛酸的地方；但是六年來與同學、老

師、各樣校園的回憶卻沖洗了那份苦

澀。時日愈走愈快，心中對校園的種種

依戀亦愈來愈濃。

由只會嬉皮笑臉、玩玩樂樂的

小頑童，變成一個為未來苦惱著的

小伙子，這間校園帶給我的改變真

不是一絲半點。回想著六年來發生

過的大事小事，當然有喜有悲，但

是「喜」的倒是佔了大部份。

時間飛逝，六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只是六年的時間，而

在這段時間裡，我開心過、傷心過、感動過、瘋癲過，這是我在校園發

生過一切一切。

而我最感觸的事，是加入慧因這個大家庭，和慧因的老師和同學一

起生活了六年。由一個懵懂的小女孩到了現在懂事，成熟的女孩。而校

園留給我最多的是笑聲，是友情。要感謝的是一班陪住我的好同學，還

有一班為我們默默付出的老師，多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教導。

到了離開校園的這一刻，有說不出的心

聲、也不知道要用怎樣的心情去面對？

笑著跟校園的一切說再見？還是哭

著說時間可不可以過得再慢一

些？我捨不得離別校園的生活

啊！

趙偉良　同學

黃海花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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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未來新星

型男學生跳出我天地
師生唱出英語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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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歌唱比賽

師生唱出英語名曲
明社最當紅的兩位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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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各社際比賽
社際越野跑

社際籃球比賽

社際乒乓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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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講座

香港著名人像攝影師
龍君兒到臨本校教授人
像攝影的要訣

中樂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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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C話劇講座

廉政互動劇場「威尼斯衰人」

由中英劇團演出，該劇以輕鬆的
手法闡釋4A，即僱員／代理人
（Agent），未得主事人的同意
（Approval），接受利益（Ad-
vantage）及作出行動（Act），
便已屬受賄行為，觸犯《防止賄
賂條例》。劇情指船長非法接受
回佣，購入劣質帆布，不但令
個人誠信盡失，更有機會觸犯
法例，負上刑事責任，反映出貪污的風氣一旦蔓延，不單破壞誠
信，影響社會的公平秩序，其他人亦會受害。該劇讓學生明白貪
污對社會的禍害，從而掌握面對道德兩難時的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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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兒情」計劃

中四級社會服務計劃 - 清潔沙灘

由醫院管理局主辦的「兒情」計劃 - 教育講座，讓學生明白焦慮
和身體反應的關係，並以故事的形式，令學生掌握情緒管理的基
本方法。

中四級學生在30/11/2012進行了一次清潔沙灘活動，地點為東灣
仔，主要任務為處理沙灘上的膠粒，在活動後進行了一次服務後
分享及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獲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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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元宵燈謎會

新春對聯書法比賽

姚副校長藉揮春勸勉同學努力上進。

看！同學多專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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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同學在北帝廣
場觀察北帝誕戲棚
搭建的初始階段，
同學拿起紙筆記
錄。

參觀戲棚

參觀油麻地戲院和油麻地社區

配合選修單元傳統文化之學

習，中文科老師帶領中五級

同學參觀油麻地社區及到油

麻地戲院觀賞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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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春風化雨25年　各人同賀慧因校慶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25周年銀禧校慶暨開放日開幕禮，於本年十二

月七日進行。本校邀請多位主禮嘉賓及各所佛教學校校長（圖３），親

臨現場，同賀校慶。其一主禮嘉賓吳鳳平博士（圖２）指出︰「佛教慧

因法師紀念中學，是首間香港學校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列

入正規的課程，令我感到十分高興，而且會繼續支持慧

因中學推行這課程。」

本校同學也用太平清醮的歷史為題演出了

一台舞台

劇，令

台

下

觀

眾

熱烈鼓

掌。在所有人的祝福及一片掌聲下，佛教

慧因法師紀念中學，一連兩日的銀禧校慶

暨開放日正式開始。

 慧因中學一連兩日的開放日，吸引

了大批不同學校的學生，各位街坊及舊

各項開放日活動　吸引大批市民

五勤　麥詠琳

 1



P.15

五勤　麥詠琳

生前來支持。本校正門也放

置了兩個身穿慧因校服的吹

氣模型公仔（圖１），有街

坊指出：這吹氣公仔十分特

別，造型也十分可愛，吸引

她前來拍照及參與這次的開

放日。

 2

 3

慧因中學在地下遠程教室作長洲區非物

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計劃第二階段成果

展覽，展出長洲太平清醮的模型及各科

目的成果報告，當中也有小學學校學生作出麒麟獻瑞的表演吸引在場人

士圍觀及掌聲，但有在

展覽室當值的學生指

出︰「前去觀看的市民

人數不多，場面有少許

冷清。」

師生共同宣揚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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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在本校小球場，各個班級也設置了一個攤位及設有不同

的遊藝活動，包括名牌DIY，熱熨膠珠DIY等等給各位遊

玩，攤位的每一個設計都十分獨特，吸引了很多市民來

遊玩。遊客周女士指出︰「慧因中學開放日十分熱鬧，

各個攤位都十分好玩。各攤位的位置設置得十分集中，

可以一次過前往攤位，而且攤位工作人員指示也十分清

晰。」而且同學為了吸引更多遊人到己班的攤位遊玩，

各 班都出盡法寶，還有老師作

人肉宣傳，四誠班班

主任鄭老師（圖

４）指出︰「

自己是第一

次做人肉宣

傳，最緊要

豁出去，不

怕臉子，吸

引大家來玩。」在小球場，每個人的

臉上都充滿了笑容，而且還有兩個小朋

友獻唱中文及英文生日歌慶祝慧因中學25歲

生日，吸引

大批群眾

注目。

 慧因中學

開放日還有

兩 個的重頭戲，

分別是明星籃球隊友誼賽及第一屆「全港嬰兒包山

王」嬰兒爬行比賽決賽。

各班遊戲　大受歡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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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包山嬰兒爬行比賽決賽吸引了很多遊

客及舊生回來觀看，在熱身的過程中

有很多嬰兒都手舞足蹈，想一展自己

的爬行技術，在比賽進行時所有的家

長都出盡法寶吸引自己的嬰兒爬行到

終點。有在觀看嬰兒爬行比賽的舊生

指出︰「這些嬰兒十分搞笑，爬一

爬又停一停，有時候會反方向爬，

而且還可以宣傳太平清醮其中一項

項目搶包山，我覺得這一項活動十

分具意義。」在頒發獎杯後，第一

屆「全港嬰兒包山王」嬰兒爬行比

賽正式告一段落。

爬包山比賽　嬰兒齊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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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因中學開放日最引人注目的環節就是明星籃球隊友誼賽，在大球場上

的座位都坐滿人，有些人還要站在球場上的兩邊，令球場人山人海。學

生隊在打籃球比賽期間十分認真，把以往學懂的技術都施展出來，努力

拼鬥，而且因為觀眾的反應熱烈，還加長了一節

籃球比賽的時間。參與這場比賽的麥同學表示：

「友方的球員很有威脅性，雖然結果以慘敗收

場，但也覺得十分高興，能夠和其他球員切磋技

術。」

 整場的籃球比賽的氣氛十分高漲，街坊馮女

士指出︰「感到很意外，慧因中學能夠邀請到明

星的籃球球員來到參與這場比賽，而且感到慧因

中學這次的開放日辦得非常成功。」

 夕陽西下，佛教慧

因法師紀念中學25周年銀

禧校慶暨一連兩日的開放

日，正式完滿結束，有本

校舊生表示︰「期待慧因

下一個25年的金禧開放

日。」

慧因籃球隊VS明星藍球隊

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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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文化科

中三級長洲廟宇考察

學生感想：

3D 張廸文：經過這次活動後，令我更加明

白身為長洲的居民，我應該多認識長洲的歷

史。

3D 劉成鋒：我第一次進入廟裏，增加了對廟

宇的認識。

3D 梁晉熙：讓我認識長洲居民的傳統習俗。

3D 葉寶琪：每一間廟宇背後都有一個屬於它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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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活動

飄色製作工作坊

平安包製作

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展覽　暨長洲太平清醮文物展

中四級同學由飄色師傅
親自教授飄色設計及製作。

本校學生於家政科率先學太平
清醮平安包之製作，為日後推
廣本土節慶文化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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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展覽　暨長洲太平清醮文物展

戲棚搭建講座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講座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執行總監 

劉國偉先生

陳煜光先生在本校遠程教室分
享搭棚經驗。

本校邀請了長洲區中小學參與北
帝誕戲棚粵劇導賞活動，令本區
學童對本土文化增加認識。

北帝誕戲棚粵劇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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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護生環保素宴

鮮花表愛心

3月15日家長教師會舉行護

生環保素宴，筵開廿七席，

當晚有學生表演、遊戲及抽

獎，場面歡欣熱鬧。

1月19日「鮮花表愛心」

活動，除了讓家長用鮮花

表達對老師的謝意，也讓

同學回贈鮮花答謝父母，

學會感恩圖報的高尚情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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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教育組

家長教師佛教活動日

參觀凌雲寺 參觀妙法寺

午間誦經

本年度 1月26日，佛化教育組舉行「古今寺院行」之活

動，讓老師家長和同學認識古老及現代的佛教寺院。

為培養同學認識菩薩行及利他的心，中五級師生於 3月22

日，虔誦「普賢菩薩行願品」藉此利樂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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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交流團

潮汕三天交流團　 陳淑嫻
　　這次的潮汕交流團讓我們抱有非常大的期望，除了可和

同學增進友誼之外，而且今年已經是中五了，距離畢業的時

間也差不多，所以這次的三天交流團，對我們來說

這就是我們畢業旅行，我們同學既興奮又期待，希

望能在這次的交流團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們在第一天，參觀元山寺，陸豐玄武山和鳳

山媽祖。這次的潮州汕頭三天交流團令我認識了許

多平日上課時學不到的東西和知識、例如歷史人物

的事跡、媽祖及玄天上帝，除此之外，我還學到

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例如媽祖捨己為人的精神，

又學會了一些地理常識，我知道了近潮濕地區不能用

木，要使用石柱。除了可防地震，而且可以令木不用

被蛀壞。

　　這次的交流團令我發現除了上課學習之外，偶然

轉換一下學習環境也十分好。但我對於這次的交流團

十分無奈又感嘆，因為我看到很多人處於這個水深火

熱的環境之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此發達，並超越

了很多國家；但民生卻非常惡劣。我認為中

國除了發展之外，還要好好地關注國民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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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三天遊之感想　 羅浩輝
　　潮汕三天的行程正式結束。以下我就分享一些感受。

　　在三天行程中，最令我感到深刻的是媽袓廟，媽祖原神仙下凡，負責幫助

當地漁民遠離災害。後來，媽祖被召回天間，於是人們就修建媽祖廟來拜祭

她，並視她為當地漁民的守護神。

　　從這個傳說中，我們了解到當地漁民「知恩圖報」的精

神。當地漁民知道媽祖是神仙下凡後，便修建媽祖廟來紀念這

位神仙。我們在日常生活上，也得到不少人的幫助。所以，無

論將來我們的路是怎樣，我們都要感謝身邊的朋友、老師、親

人一直從旁支持我們。

　　另一個令我印像深刻的，是與當地學生交流的活動。當

時，我與三位師姐和一位師兄一起談天，他們待我十分熱情，特別是名叫蘚藝

粵的師姐，十分健談。

　　有同學覺得他們的行為十分怪異，誠然，我也看到他們用奇異的目光看着

我們，感覺有些不自然。不過，我想他們大約是太興奮，導致行為有點失常。

以我為例，在與學生交流時，結果我興奮到用力拍了桌子，回想起來也感到不

好意思。又以我所認識的師姐為例，她一旦興奮嘴巴就會變得很快，令我這個

普通話一般的人聽得有點吃力。回港後，我與她聯絡，才得知她所讀的學校甚

少有交流生到訪，所以難免會感到興奮。

　　老師說，這間學校並不太好，並認為這些學生應該是

讀不成書才報讀該學校，情況就像工商管理副學士的課程

一樣。的確，在中學時期讀書不好，就永遠不能夠回頭。

但失敗後深知要發奮的人，總比一些失敗後仍不知悔改的

人好很多吧。希望他們能夠珍惜學習的機會。

　　以上就是我對潮汕三天遊的所感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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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正向思考

一切從健康出發從遊戲
活動中向負面緒、毒
品、引誘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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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日

中二參觀石鼓洲康復院

訓育組每年均安排中二級同

學參觀石鼓洲康復院，透過

戒毒者親身經驗分享，讓同

學明白毒品的禍害，建立健

康人生。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
中五級同學參觀中華廚
藝學院，讓學生及早作
生涯規劃。

中五參觀中華廚藝學院



ICAC

校長的話
校外得獎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課外活動組

歷史及文化科活動
以區為本-長洲區
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
家長教師會

潮汕交流團

中文科活動
開放日報道

佛化教育組

二十五周年銀禧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