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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大家好。

本年度是學校充滿挑戰的一年，舊

高中中七的同學將與第一屆新高中

的同學同時畢業。由中一開始就讀

本校的同學，將參與第一屆中學文

憑試。大部份同學很緊張，感到欣

慰的，是不少同學能善用學校的晚

間溫習室，努力溫習，全力以赴。

去年推出的「以區為本－－非物質

遺產課程」，除得到優質教育基金

的資助外，在「根與魂」的公開研

討會上，亦受到與會者的重視。本

年度的開放日亦以此為主題，歡迎

各家長及各友好蒞臨本校檢視學生

的的學習成果，支持學校的發展。

獎項

中秋花燈 紮作比賽 亞軍 中四　
林惠鵬　姚尚仁　楊嘉豪

校長的話

盛世中國徵文比賽 冠軍 
六禮班 叶瑞華

義工計劃　（社會義工服務獎）

廚神比賽 冠軍 六勤班 -- 陳穎心、
黃頌欣、黃凱琳、劉沛芬

少年警訊「禁毒杯」足球比賽 
季軍

2011 年交流團

潮汕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察團

北帝廟文化空間考察 功夫茶示範

參觀楓溪陶瓷廠

交流活動

非物質文化遺產 -- 木雕藝術

中五境外考察潮汕三天文化遺產探索團

　　文化遺產探索團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周邊及鄰區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透過

跨區及跨境的考察，拓闊學生的視野，並從中審視自身對所屬社區文化空間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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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參觀「根與魂」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

通識教育科參觀

「根與魂」研討會
吳鳳平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
學部助理教授

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相關活動

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

劇場觀戲：粵劇『新莊周蝴蝶夢』中五境外考察：潮汕三天文化遺產探索團

長洲搶包山比賽四屆冠軍　郭嘉明先生　分享 慶祝長洲太平清醮獲提名非物質文化遺產嘉年華會

長洲北帝誕戲棚粵劇欣賞 名伶　鄭詠梅女士　帶領劇棚後台導賞

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計畫
第一階段成果匯報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去年推行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

以全校參與的跨學科模式，帶領學生探討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及意義。

　　現已完成第一階段的課程，並由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吳鳳平博士在國

家文化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主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與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承辦的「根與魂 ‧ 中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研討會中進行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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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經營講座 - 本校

舊生鄺官穩先生（八對半堂負責人）

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

從國際視野看語文教育的文化學習 - 吳鳳平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部助理教授 )

古巴洋人粵劇表演者何秋蘭女士訪

談講座

中國語文科選修科文化專題講座：

搭棚藝術　陳煜光先生

非物質文化遺產講座 -

阮兆輝先生（粵劇表演藝術家）

「棚‧觀‧集」作者謝燕舞女士

分享講座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及香港相關發展 -
鄒興華博士 (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

教師發展日 -中文科共同備課

藝術教育 -送戲到校園

送戲到校園　學生戲服造型

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

　　香港青苗粵劇團成員在本校禮堂除了介

紹粵劇中各種元素及作基本功示範外；也有

讓學生親身體驗「粵劇裝扮」及「刀槍雜耍」

的互動環節，使學生可以由淺至深地了解粵

劇文化。最後劇團分別以兩段折子戲 ( 三岔

口及帝女花之香夭 )作結。

　　五勤班李焯鈴同學及鄭

海傑同學請纓到台上「粉墨

登場」-- 短短十數分鐘間，

劇團成員已為兩位同學

完成化妝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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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為本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

中史科 化學科

English 倫理及宗教科

家政科

同學前往天后廟收集廟中的空氣樣本，
以探究樣本中二氣化碳的含量。

同學努力地搜集與北帝廟相關的歷史資
料。

潘雅貞老師與中三級學生在家政室
合力炮製的平安包。

The students are presenting their 
report on the Bun Festival.

盧紫瑩同學正就民間信仰及地方神祇
進行匯報。

English Activities

The Halloween Party (28 October, 2011) 
was a chance for all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to have fun!

Hi! Who am I? Got you! I'm scared ......

Can you spe l l  the 
scary word?

We are the Halloween beauty 
queens.

Come and join us, won't you?

設計與科技科
由李家亮老師教授學生學習製作的
模型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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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 中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 中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大龍鳳」於 2011 年 9 月成立，是「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的學生公司。在行政總裁與副行政總裁的帶領下，公司由生產部、銷售及市場推廣部、

財務部、人力資源部和資訊科技部所組成，管理層及職員均是來自四勤的精英。

　　「大龍鳳」人才濟濟，生機盎然。在資深的營商顧問的協助下，公司上下萬眾一心，

致力提供優質的創意產品，為品牌的打造奠基了成功的基石。

 　　我們的使命：提供高質素的創意產品和文具用品，致力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為本

公司的股東與持份者帶來最大的利益，並盡企業公民責任，回饋社會。

　　我們的願景：承諾成為最優秀的學生公司，同時推廣粵劇的傳承，鼓勵學界及社區

共同發展與保存這個已被列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中國傳統。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2011, “CALL NOW YEAH” is a student company of the 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 Company Programme.  L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and the Deputy CEO, the 

management team and their team members are all elites from Class 4D.

  The dynamic pool of talents is structured into five departments – Production, Sales & Marketing, 

Finance, Human Resourc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support of two seasoned 

business advisers, “CALL NOW YEAH” is dedicated to showcase the company’s creativity and to 

build up the brand through a series of remarkable products.

  Our Mission – We determine to fight for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share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and to 

be a good corporate citizen by providing not only quality products but also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s.

  Our Vision – We are committed to become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company.  We help to promote 

Cantonese Opera as part of an essential cultural expression as inscrib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UNESCO) in 2009.  We create a platform to facilitat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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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四勤同學一起踏上營商之旅，喜見同學們齊心協力，眾志成城。短短數月，同學成長了、成熟

了、勇敢了、開朗了，變得更有責任感、更有主見。磨練是成長的基石，自信是成長的後盾；希望四

勤同學能夠更進取、更堅持的裝備自己、突破自己，成為能為社會帶來正面能量的全人，讓生命得以

璀璨綻放。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加「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有幸成為四勤班的營商顧問，我希望學生們可以透

過這計劃更加了解營商的喜樂與挑戰 ，並學習更多適用於商業社會的知識和軟技巧。雖然過程很艱難，

但我會和另一營商顧問鼎力合作，好好鞭策他們， 使他們的營商初體驗更豐盛、更多姿多彩。 

　　 作為大龍鳳的行政總裁，我深感榮幸。要領

導一間公司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沒有人

是絕對完美的，而我深信做任何事情總有進步的

空間，我會努力當一個稱職的行政總裁，不會令員工們的努力白

白浪費，亦不會令股東們失望，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們大龍鳳！

行政總裁的話 ~ 楊嘉豪

飛利浦電子香港有限公司集團會計及財務服務部會計師徐泳茹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傳訊經理黃海翎     

筆記本

Memo 便條紙

「大龍鳳」的創意產品：

以粵劇戲服及粵劇中「唱、做、唸、打」四種表演藝術手法為題，設計充

滿創意、極具美感又實用非常的產品。

「打」是指武打，包括舞水袖、弄水
髮、跳大架、翻騰、
舞刀弄槍等等；以此
為主題並配合「昭君
出塞」的意念，設計
出既有傳統戲曲文化
特質又充滿時代感的
筆記本。

「唱」是指唱功，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演唱方式，包括
平喉、子喉、大喉等；以此為主題並配合「帝女花」的
造形，以簡單線條設計出獨一無二的 Memo 便條紙。

文件夾

「做」是指做功，當中包括手勢、走位、
台步、做手、關目、身段、水袖等等。
「唸」是指唸白，即唸出台詞；以此為
主題設計兩款顏色豐富又充滿藝術感的
文件夾。

暖手包

利用粵劇戲服布料裁製暖手包，手工精巧，在寒
風吹徹的冬日為你送上無限溫暖。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是為期 18 個星期的青年發展課程，學生在商界顧問的指導下自組公司，並於真實市場中運作。每

間學生公司自行遴選管理層、撰寫營商計劃書、籌集資金、生產及銷售產品或服務、保存財務報告、舉行股東大會，以及

在課程完結時進行清盤。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展銷會請到場支持大龍鳳 CALL 
NOW YEAH 購買我們精心設計的創意產品。
日期：201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葵青劇院廣場 ( 葵芳港鐵站對面 )
大龍鳳公攤位：46 號

Come and Support us CALL NO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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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活動

中一迎新營

和諧校園工作坊

訓育組活動

領袖生訓練營

三勤 黎穎琪

　　經過這三日兩夜的領袖生訓練營，真的獲益良多，亦令
我領悟到什麼是合作精神，學會互相尊重和照顧 ! 雖然過程
辛苦，但我也覺得十分值得；因為可以令我明白做一位領袖
生的辛苦，也令我深深體會到做領袖需要的忍耐是多麼大呢!

　　當我知能夠當領袖生時，我心裡驚訝卻接受了任命；因
為老師跟我說過，領袖生不只是為老師服務，而是為全校師
生服務，不可自私自利 ! 亦有領袖生跟我提過，做領袖生不
可中途退任，直至畢業 ! 這樣才更令我想嘗試一下 ! 我亦願
意承擔這責任 ! 既然我能成為一位領袖生，為何不給機會自
己嘗試一下呢 ?

三勤 梁詠琪

　　經過這次很有意義的領袖生訓練營，我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因

為有不同年級的人聚在一起，亦難得是全部人很齊心，不做自己事，

共同完成任務 !

　　雖然 camp 裡的活動十分困難和辛苦，但我們都沒有放棄，繼續不

斷地嘗試；從中，我們學會不要放棄，也增強了個人的膽量和勇氣，

令我們能夠接受任何艱苦的挑戰；還明白了同心合力的重要 !

這個 camp 讓我認識到很多朋友，也令我和班上的新同學熟絡了 !

最後 , 我十分感激所有老師和導師，因為沒有他們，我也不能夠嘗試

到辛苦的味道。

　　參加了中一迎生營後，感受到這學校的

特色和創意，令人更易接受中一的新生活。

之前我不太知道這所學校的校風，但是我現

在成為了這所學校的一分子後，也感受到這

學校的好處。

　　一勤班　盧耀南

　　在這個和諧校園工作坊裡，我學到了怎樣

可以和同學相處，還學到辨識甚麼行為是欺凌

行為，甚麼不是遊戲，我們亦都承諾了以後不

再有欺凌行為。迎新營的時候，我們首先學習的是紀律，之後才學唱校歌。這兩個活動，

令我學到了如何和同學溝通或者相處，還有明白紀律的重要。

　　一勤班　郭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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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黃毓民辛亥革命百週年講座

梁家傑「示威遊行言論自由」講座

黃先生全神貫注，聆聽學生的問題。
說
到
革
命

加
多
幾
分
肉
緊

校
長
向
嘉
賓
致
送
紀

念
旗
　
以
示
感
謝

梁家傑先生對學生的發言甚感興趣

中五級領袖訓練營

課外活動組活動

社員大會

慧社 因社

明社 智社

　　為配合新高中的課程要求，本校特別為

中五級學生提供領袖訓練營；目的為讓學生

在三日兩夜的刻苦訓練中，學習到溝通技巧、

協作能力及勇於承擔的精神，以迎接新學年

將擔任社務工作、社際比賽籌委會及學生會

等學生領袖的工作。

　　今年是辛亥革命

一百週年，除了舉辦

過的歷史資料展外，

本校更請來黃毓民先

生，從一個政治人物

　　因應近年本港出現多次引起警民衝突的示威遊行事件，梁家傑

先生和同學們分享他的感受。

的角度，由一百年前的事績，說到今天香港的政治氣

候，演說非常精彩。

每年的社員大會，都會由各社幹事設計遊戲活動，讓同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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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組活動

校園營商計劃

升學及就業講座

中一新生活

本校學生回歸小學母
校送贈敬師卡給小學
老師，表達謝意。

　　升學及就業組為增進學生對升學就業的前景的了解，

進行多個講座，有「婚嫁市場發展與入行」講座，有「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為本校提供工商管理的學科講座，還

有「明愛白英奇專

業學校」提供的學

院課程簡介和升學

前路講座。

老師看到敬師卡的內容，
笑逐顏開。

　　我在中學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我在這裡學習到一些新的知

識，還認識了新的朋友。學校的環境好，活動又多，所以我喜歡

這間學校。在課堂時，我倍加認真，以求學習到更多的知識。我

覺得這間學校的老師非常友善，還很關心同學。感覺在中學比小

學更加好，我在這裡學習非常開心，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真是

一間好的學校，可以給我們溫暖呢！

一勤班　冼浩然

　　我在中學的兩個月裡，學

到了很多在小學裡學不到的知

識，例如柔道、木球等運動知

識，還有認識了新朋友，我覺

得學校的環境很好，希望我在

中學裡比小學學得更好吧！

一勤班　布健生

中一新生活

一如以往，升學及就業組讓中四級同學進行營商計劃為開放日擺放之營商攤位做好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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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智能挑戰營是由懲教署及教育

局所舉辦，對象是由老師挑選的 20 名

中二級學生。計劃目的是希望學生能透

過訓練營學懂自律及提升自信心等等。

藉著一連串的體能及歷奇訓練，讓同學

們挑戰自己，建立團隊合作精神。

中二級多元智能挑戰營

中二級多元智能挑戰營 陸運會

2011-12 年度陸運會

   　在校六年以來，一年一度的陸運會

未曾間斷於青衣運動場舉行。雖說每年

如是，但我還是會感覺到校內上上下

下對它的重視。在我眼內看，總有幾

群人為此忙得不可開交，無論是老師、

社幹事還是一般的同學，他們都盡力把

事情安排得井然有序。過程中，彼此

間的溝通和合作，打破了師生的界限，

亦師也亦友。

　　慧因學生人數雖算不多，但勝於每個人對陸運會的那份衝勁。儘管場內只有

數百人，掩蓋不掉的卻是「慧因人」的那股士氣。四社社員高呼著打氣的口號、

高掛在欄杆的每張橫額、運動員永不退縮的精神，都渲染了場內的整個氣氛，這

一切影像，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六年以來，我曾當上過社員、社幹事及社長；在這離校前的最後一年，我重

回社員的身份，終目睹我社（智社）重奪全場總冠軍的榮譽！六年之久，確是一

場訓練耐力的長久戰，亦證明努力從來不會枉費。

　　目睹學弟學妹們賣力的為社爭取佳

績及投入參與的精神，令我好不感動。

盼他們往後也能保持著這份熱誠和感

情，延續「慧因人，慧因心」的精神。

6D 鄭文雅
                                                       
10-11 年度智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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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上一屆學生會工作報告

新一屆學生會　PIONEER

　　大家好！我是第二屆學生會主席郭敬生。我的內閣取名為 PIONEER，

是希望我和我的閣員能夠繼續為同學開拓豐盛校園生活。本年度我們的工

作主要有三個重點：首先，是為同學謀求更多福利，例如擴展福利社運作，

為同學爭取更多長洲區內優惠。其次，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例如推

行不同活動，增加同學的校園生活體驗；同時，亦希望嘗試多為同學在學

習上打氣。最後是協助同學生建立健康校園生活，健康校園是我們學校發

展目標之一，我們亦希望出一分力，希望嘗試舉辨不同類型學術、康樂活

動等，為同學建立身心健康校園生活。希望各位同學支持學生會之餘，亦

多對我們的運作提供意見，多謝！

第二屆學生會
內閣主席 :郭敬生
內務副會長 :張子軒
外務副會長 :盧文洛
文書 :郭善兒
財務 :羅曉葶
學術 :梁詠恆
康樂 :羅曉塋
福利 :黃浩南
宣傳 :陳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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