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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壬辰年大家好。見此文時，新高中

中六及舊制中七的同學相信已經踏入公開試的試場，期望

他們能盡力應付考試，發揮學校多年來培養的勇於面對挑戰的精

神。過去三年，老師們不單致力調適教學法，亦關顧同學之間的

學習差異，提升他們的學業水平。學校亦增加了德育課時，提供

藝術課及義工服務活動，令第一屆新高中同學得到廣闊而有意義

的學習經歷。本期通訊的內容豐富，有「大龍鳳」得獎報道，開

放日花絮及各項活動的介紹，希望各位欣賞之餘，亦可向學校提

供寶貴的意見。

校長的話 校外得獎

校長的話

大龍鳳營商活動 -最新得獎紀錄妭

寶林禪寺方丈紀念卓越獎

我是中六勤班黎婉婷，我是其

中一個得到獎學金的學生，

我得到獎學金的原因除了是老師推

薦外，另外的原因是因為我積極參

與校內活動及在擔任領袖生長時的

表現良好。

雖然，我在成績方面仍有不少

進步的空間，但每個人都有

長短處，我的長處是喜歡與其他人

溝通，樂於接受其他同學的意見，

令我在擔任領袖生長時十分順利，也可能令我獲得老師的推薦，繼而獲

得這次的獎學金。

其實，這次獎學金是令我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劣，而清楚了解

自己的強弱可以協助自己站出重要的一步，希望各位師弟師妹明

白，儘管你在成績上未如理想都不應放棄，因為天資有限；努力是無

限，如果只依賴自己的小聰明去過一生，相信結果一定不比努力的同學

出色。但如果努力後成績還是不滿意，只要盡力去做，已對得起自己，

難道不是嗎？成績不理想，還會在運動方面，音樂方面，性格方面上

找到自己，所以不要灰心，只要找到自己長處及優點，還會找到自己

的一條路，能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寶林襌寺方丈紀念卓越獎：4D 林惠鵬 

6D 黎婉婷 江曉彤 李焯鈴

得獎感言

由中四勤班學生創建的大龍鳳公司從「74」間本地及國際學校的

競賽中脫穎而出，贏得展銷會「最佳攤位設計」亞軍和「最佳

產品 /服務」冠軍。



第 63 屆香港校際詩詞獨誦節 (2011)

Participants	 	 	 Score	 	 Awards
1D	Kwok	TszHin	 	 81	 	 Merit
1D	Kwok	Wan	Man,	John	 80	 	 Merit
1D	Lai	Lok	Tim		 	 80	 	 Merit
1D	Sin	Ho	Yin	 	 	 81	 	 Merit
1D	Law	Ho	Ming	 	 80	 	 Merit
2D	Lu	Xing	Yu	 	 	 80	 	 Merit
3D	Tse	Ho	 	 	 84	 	 Merit
3D	Leung	Wing	Ki	 	 80	 	 Merit
6D	Lam	Choi	Yan	 	 81	 	 Merit
7A	Law	Ho	Hin	 	 	 80	 	 Merit
7A	Lee	Kin	Hang	 	 84	 	 Merit
7S	Chan	Tsz	Chun	 	 82	 	 Merit
7S	Sin	KaShing		 	 83	 	 Merit
7A	Cheung	Sze	Man	 	 81	 	 Merit
7A	Kwok	Hon	Kiu	 	 81	 	 Merit
7A	Wang	Yin	Sin	 	 82	 	 Merit
7S	Fan	Hei	Tung,	Angie		 84	 	 Merit
7S	Li	Wing	Yee		 	 82	 	 Merit
1D	Lee	Kai	Ming	 	 75	 	 Proifciency
1D	Po	Ka	Ho	 	 	 75	 	 Proifciency
2D	Leung	Tsz	Hin	,	Peter	 78	 	 Proifciency
2D	Lo	Tsz	Chun		 	 77	 	 Proifciency
2P	Ning	Chung	Laam	 	 76	 	 Proifciency
2S	Lo	Chi	Kit	 	 	 77	 	 Proifciency
2D	Chan	Sin	Ying,Yumi	 	 79	 	 Proifciency
2D	Cheung	Wai	Yee	 	 77	 	 Proifciency
2S	Chan	Chun	Suet	 	 77	 	 Proifciency
3D	Chan	Hiu	Tung	 	 75	 	 Proifciency
3D	Lai	Wing	Ki	 	 	 78	 	 Proifciency
3D	Wong	Po	Yee	 	 78	 	 Proifciency
4D	Kwan	Man	Cheuk	 	 74	 	 Proifciency
4D	Law	Ho	Fai	 	 	 73	 	 Proifciency
4D	YeungKa	Ho		 	 78	 	 Proifciency
4D	Ko	Tsz	Shan		 	 78	 	 Proifciency
4D	Mak	Wing	Lam	 	 78	 	 Proifciency
4D	Mok	Ka	Yee	 	 	 78	 	 Proifciency
5D	Kwok	Yuen	Kwan	 	 78	 	 Proifciency

Results	-	ENGLISH	 					中文科成績
參賽學生
獎項：詩詞獨誦良好證書

2勤	葉穎琳	2 勤	葉寶琪 2勤	張慧儀
3勤	黃寶兒 3勤	張芷盈	4 禮	張小慧
4勤	陳曉琳 4勤	梁詠儀 4誠	布敏兒	

獎項：詩詞獨誦優良證書

1勤	冼浩然
2誠	陳頌雪 2勤	韋琳琳 2勤	何卓穎
3禮	吳嘉麗 3勤	黃嘉詠 3勤	黎詠琳
3勤	陳曉彤 4勤	周嘉穎 4勤	黃煒彤
4誠	葉佩詩 4誠	陳芷琪 4禮	葉詠思	
	

													普通話科成績
參賽學生
獎項：詩詞獨誦良好證書

2勤	盧子俊 2誠	盧子杰 3勤	陳葉濃
2勤	葉穎琳 2勤	韋琳琳 2勤	盧星宇
2誠	陳頌雪 3勤	蔡嘉敏 3勤	陳曉彤	 	
2 勤	張俊					3 勤	謝灝

獎項：詩詞獨誦優良證書

3勤	黃嘉穎 3勤	黃寶兒 4勤	姚尚仁	
	

校外得獎 校外得獎

水警海港港區 -禁毒壁畫創作比賽

冠軍		六勤　鄭文雅 季軍		四誠（吳惠玲）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辦
「中國傳統文化於今日香港」

專題研習比賽 -亞軍
四勤班　 

羅浩輝　麥詠琳　黃煒彤　莫嘉儀

佛聯會聯校陸運會

男子丙組個人全場「優異」

傑出青年協會

二勤班　張俊

明日領袖獎

三勤班　彭惠達

教育局及羅氏慈善基金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六勤班　李天杰　劉沛芬

綠色力量環島行

十公里青年隊制「冠軍」

六勤班　 
吳梓健　陳明朗　杜靖怡



慧因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成立目的：

1.	增強創意思維，接觸更多的創意方法。
2.	增強同學表達能力及語言能力 ,建立自我價值及責任心，
提升自信心。
3.	透過學習電視台的運作 ,增強同學分析能力及應變能力。
4.	透過製作節目，增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和了解。

王牌教學節目
學廚出聲

王牌訪問節目

遐邇貫翠

由學生拍攝教煮食的烹任節目

學生為一些舊人舊事拍攝
訪問節目

王牌清談節目

揮出我時事

學生對各時事輕鬆清談節目

短片廣告製作

還有更多節目，詳情可在網上觀看
http://www.waiyan.edu.hk/TV

人工島論壇

家長教師會活動

畢業生爬畢業牆

學校其他活動

鮮花表愛心

2月26日，本校在長洲碼頭舉行社區教育活動。當天，除了設有展覽，

還邀請了土木工程署副處長李鉅標和長洲區議員等，進行論壇，主題

是「長洲興建人工島的利與弊」，現場反應熱烈。

一如以往，家長教師會

家長代表蒞臨本校代

表子女送贈鮮花予校長，

老師和工友，以表謝意。

護生環保素宴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主

辦的「護生環保素

宴」，一向深受長洲坊眾

歡迎，本年度筵開廿八席，

場面熱鬧歡欣。

一年一度的畢業牆攀爬於 2 月 10 日

舉行，見證了新一屆應考中

學文憑試的同學

踏入新里程。



訓育組　和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訓育組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課外活動組 -各社際比賽

課外活動組活動

中五級社會服務計劃

本計劃的主幹為與溫浩根長者鄰

舍中心合辦的『社區關愛義工

行動』，共有三個服務項目，包括

『廚藝薪傳樂社區』、『探訪奇兵』

和『電話傳愛心』。除學生義工外，

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亦安排了長者義工，在服

務活動之前指導學

生有關與長者溝通

和製作美點的技巧。

讓師生互動，透過簡單動作，從「笑」中找尋「正」能量。是次活

動感謝呂慧妍老師義務協助。

開心「YOGA」 本校學生熱愛運動，在社際羽毛球、排

球、乒乓球、足球、籃球及越野比賽

中，均表現投入，為自己的社別爭取分數。

截至 3月份的賽果，智社暫時領先。

再由4月3日社際決賽日， 

進行多個比賽和幾項比

賽的決賽，令到各社際比賽

的熱烈推到最高。最後總冠

軍由智社獲得。

最注目的啦啦隊比賽
冠軍由因社獲得

總冠軍！

最新加入項目 -師生閃避球



開敦日

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長洲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二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本校當日以「長

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為主題，更特地邀請了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吳鳳平博士、與三名長洲區議員參與開幕禮。對於課程計劃的發展，吳鳳平表示欣賞本校的合作性。

當
日大部分的活動亦是以「以區為本」的課程計劃為主題，活

動有各學科的作品展覽、柔道比賽、校園營商、非物質文化

遺產成果分享交流會、樂隊表演和嬰兒爬行比賽等。

本
校以全校參與的跨學科模式，帶領學生探討長洲區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傳承和意義。當日，在地下遠程教室舉行了「開

放日開幕禮暨以區為本 –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成果分享交流會」，更特地邀請吳鳳平博士、李桂

珍議員、鄺世來議員和鄺國威議員四名嘉賓參與開幕及交流會。在交流會中，吳鳳平指出，課程發

展可以「灑鹽落海」作比喻，即課程發展是需要長期，並需有足夠的支持，如不能長期發展，便像

將鹽灑進海，前功盡廢；並表示欣賞本校能同心合力地去支持課程。而長洲區區議員鄺國威則表示，

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是需要全長洲的人及一代一代地承傳下去。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題    全校攜手支持
聯校柔道比賽 學科展版

各類攤位遊戰 開幕禮

親子及師生烹飪比賽

開敦日

長洲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開放日

當
日學校的地下、二樓和三樓均展示了各科參與課程後的作品，包括中文

科、英文科、通識科、家政科和中史科等。當日視藝科更在視藝室展示

了學生所造的迷你包山模型、粵劇面具和繪畫作品等，以讓參觀者觀看該校學

生在課程中的小部份學習成果。

本
校地下有蓋操場舉行了校園營商計劃，當中有三個攤位，其中一個名為「大龍鳳」，以非物

質文化遺產中的粵劇作標誌和產品主題，以配合本校開放日的主題，並邀請了匯豐銀行的資

深營商顧問作協助。「大龍鳳」的職員林子俊指出，當日人流非常好，約中午一時最多人；並表示

匯豐銀行的營商顧問能明確指導，讓「大龍鳳」能為客戶提供高質素的產品。而「大龍鳳」的行政

總裁楊喜豪則指，該公司的創意產品是以粵劇戲服及粵劇中的「唱、做、唸、打」為題，產品出售

數量十分理想；並表示該公司上下一心參與營商計劃。

今
年，本校舉辦了「第一屆慧因盃爬包山嬰兒爬行比賽」，比賽玩法是嬰兒在一張印了包山的

布上，家長以玩具等東西吸引嬰兒爬到終點，最先拿取平安包攬枕者便算勝利。觀看比賽的

女士表示爬行比賽不單可為長洲重辦已停辦多年的嬰兒爬行比賽，更可為下一代及早灌輸長洲傳

統。

另
外，本校亦舉辦了聯校柔道比賽，比賽時四周有不少觀眾。賽果方面，男子組的冠軍和亞軍

均由本校奪得，季軍則由友校南華中學奪得；女子組方面，冠軍是佛教黃允畋中學，亞軍是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而季軍是本校和天主教南華中學同時獲得。柔道隊教練羅偉強指今年成績

不錯，並正在進步。

本
校在校慶開放日將「長洲區非物質遺產」變得立體、現實；並且全校亦上下一心地支持和探

討以區為本課程，盡力將「長洲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發展和承傳下去。

學步組　冠軍　黃穎姿
爬行組　冠軍　張凱喬

「爬包山」比賽

五勤　梁天兒報道



中三勤班境外考察

中三勤班境外考察

這
一次旅行，我擁了很多第一次。我

第一次過關、住酒店等等。這三天

兩夜，我在老師和導遊帶領下，和同學在

廣州進行遊學活動。

 
我們參觀了不少在廣州的名勝景點。

廣州的東西令我感到新奇。我們參觀

了番禺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陳家祠、農講所、嶺南印象園和新荔枝灣涌。我最喜歡的景點是

嶺南印象園，因為這個地方十分好玩。我和同學在此玩得十分開心﹗我們在嶺南印象園吃豆腐花

和雙皮奶。那兒的雙皮奶十分凍和滑，真是好好吃 !這是我第一次吃雙皮奶。而且，嶺南印象園

的風景十分漂亮。

 
這三天兩夜，我們大部份時間都在旅遊巴上，我在旅遊巴上發現廣州的行人路上差不多每走

十步就會有一棵樹。因此，我覺得廣州的綠化真的做得很好，就算在行人路和馬路上十分多

人和車，但是綠化還是做得不錯。

 
我在這一次遊學旅行認識到廣州的歷史。我見識到很多東西，我和同學之間的感情也增進了

不少。我明白到導遊說廣州的歷史和建築特色，也看到廣州的綠化。最後，我也想有機會再

去多一次遊學團，不但增進

我的 z 知識，也能令我見識

更多我從未試過的第一次。

我的遊學旅行  三勤班梁詠琪

學科活動

學科活動

中五同學 - 參與明愛陳震夏郊野學
院河流研究活動 ,	圖中為收集水樣
本及進行水質分析

中七同學 - 參與明愛
陳震夏郊野學院泥土
研究活動 ,	圖中為收
集樣本及進行實驗

中四同學	–	長洲小長城地質植被考察

中六及中七部份同學參
與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
「可持續城市發展」的
講座

地理科活動

中國歷史科及倫理與宗教科合辦
澳門宗教考察活動

本活動因得到賽馬會全方位學習

基金資助，得以成功舉行。本

次考察共有 2 名領隊老師及 11 名中

六同學參與。考察地點眾多，包括佛

教的觀音堂、道教的蓮峯古廟、澳門

林則徐紀念館、天主教的大三巴、玫

瑰堂及基督教的馬禮遜堂及墓穴等，

同學均十分投入參觀及學習，獲益良

多。



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相關活動

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相關活動

中文科活動 參觀新光戲院 參觀西九大戲棚

通識科活動

教師專業交流月 2012

在3 月 17 日，由優質教育

基金秘書處邀請，本校

朱劍虹副校長為教育界同工分

享有關「以區為本 - 長洲區非

文質文化遺產探課程」試行計

畫經驗。

配合選修單元之文化專題教授，

中文科老師帶領中五級同學前

往新光戲院及西九大戲棚，感受不

同場地觀戲之氛圍。

本校帶領中四、中五級同學參與「商學通識

年賽」，圖為「精彩旅遊通識盃」選拔面

試的過程。

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相關活動其他活動

其他活動

小學探訪 -送禮表心意

小學奮進班及興趣班

為了讓同學懂

得 感 恩， 本

校讓中一學生重返

小學母校，送贈於

視藝科製作的手工

予小學老師，以表

謝意。

本校為本區小

五、 小 六 同

學提供小學奮進班

及興趣班，參與的

同學均表現積極投

入，為未來的中學

生活做好預備。



全方位學習日（3月 16 日）

全方位學習日

　三月十六日是本校全方位學習日，同學均享受另類的學習方式。

中一級同學前往卓

嘉體藝學社學習

滾軸溜冰及獅藝表演。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二級同學去石鼓

洲 參 觀 戒 毒 中

心。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三級同學到屏山

文物館參觀。

中四級同學前往長

洲東灣仔沙灘進

行義工服務。

中五級同學前往香

港國際機場，對

與機場相關的工作進

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