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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練習向教主釋迦牟尼世尊行三問訊禮

理念及願景 李卓興校長

校長的話

  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變動急速，充滿挑戰與競爭的社
會，亦充滿了機會。未來香港中學必須循多元化的方向發

展，每所中學都會因應所處社區的人口度及社群的需要，為

該區提供教育服務。

  我們需要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多元的能力、團隊協作
及與人溝通的能力，使他們能適應不斷快速改變的社會；

另外需要培養學生對國家、社會的歸屬感，成為良好公

民。此外，課程與教學策略上都需要不斷轉變，令每個學

生都能適性發展，成為不同領域中的人才。當中老師角色

的轉移最為重要，老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而是協調

者、督導者、學習環境的設計者。老師和學生共同學習，

不斷啟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新知、新事物的能力。教育

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老師，因而協助老師建立一個可以持

續成長學習、相互支援的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本人作為校

長，會積極促進老師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照顧他們的學習

差異，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未來是需要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而學校教
育只是終身教育體系的其中一個環節。因此，學校在社區中

的角色亦非常重要，不單提供學習的機會予學生，更要肩負

社區教育及發展的角色；學校與社區的聯繫及合作，亦是未

來需要的發展重點。

  因此，作為一所中學校長，需要思考學校未來的定位，
並且依據傳統，發展學校特色，以學生為本，領導學校提升

效能，邁向卓越之道，這是現今學校領導不得不深思的課

題。基於現時社會變遷急速，知識不斷更新，單以過去謀劃

未來，是絕對不足的，故任何校長、主任、

教師都必須不斷進修。本人會積極推動同

工參與外間不同工作坊或講座以提升專業成

長，才能保證我們能勝任教育這一個被視為

「專業」的行業，帶領學校及整個教育專

業，走向卓越之途。

  本人深信，人材是辦學成敗與績效優劣
的主要關鍵。因此，學校是否與教職員深入

溝通、充分協調、使全校教職員均能同心協

力，共謀學生學習之提升，一直是本人從事

學校教育以來，所秉持的一貫理念與準則，

這也是本人在經營一所學校的最高信念與處

事準則。
本校全體老師大合照

香港佛教聯合會秘書長暨本校校監演慈法師出席本學年開學典禮

同學在舍內專心溫習功課

老師教授學生在公開試之應考策略
全體學生在早會練習誦佛號

李校長拜訪中華基督教會 
長洲堂錦江小學吳孖洲校長

李校長拜訪長洲聖心學校
王玉嫻校長

國民學校賴子文校長 ,  MH
蒞臨本校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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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勤班陳德澤同學榮獲由長洲鄉事委員會主
辦之中秋花燈創作比賽高中組季軍。

獎項豐富

  由長洲鄉事委員會主辦長洲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六十七週年“欣賞、中國＂活動徵文比賽。

20161001

中秋花燈創作比賽

行樂優異獎學金

慶國慶寫作比賽

長洲區鄉事委員會主席翁志明先生, BBS, MH（左三）為獲獎學生頒發獎狀。

六勤班劉冰潔同學榮獲高中組季軍
六勤班鍾孟良同學榮獲高中組優異獎

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離島）尹卓偉先生（左二）
頒發獎盃給四勤班陳德澤同學

  四勤班盧雯雪同學熱心服務社群、成績優
異、有目標、有理想，已連續兩年榮獲由香港行

樂社慈善基金會主辦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2016
頒發之「行樂優異獎學金」。

盧雯雪同學（右二）參加行樂社活動，增加溝通能力，提升自信

前排盧雯雪同學（左四）參加行樂社公益活動

香港行樂社慈善基金會主席黃萱庭女士
為盧雯雪同學頒發獎學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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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勵計劃由馮漢柱教育
信託基金資助，萬鈞教育基金

協辦，以支持本地教育，鼓勵

資優及優秀學童努力奮進、持

續進步，將來成為貢獻社會的

出色人才。得獎同學透過獎學

金可參與不同學習活動、增進

知識、擴闊眼界；促進他們領

導才能的發展。

  舊生盧星宇同學積極參加各類型之校內
及校外活動，熱心參與公益工作，在臨畢

業之際榮獲離島區高中組十大傑出學生優異

獎，此獎項旨在鼓勵品學優良、具領導才

能、熱心公益、積極參加校內及校外各種活

動之同學。

獎項豐富

第12屆離島區傑出學生選舉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6

學 生 得 獎 感 受 :
四勤  陳德澤

盧星宇同學與母親合照，共同分享喜悅

  再一次感謝委員會給予我這一次寶貴的
機會，透過參加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令

我擴闊視野，增長知識，進一步提升領導

才能。我感到十分高興能夠成功取得這筆

獎學金，我一定會好好珍惜這筆錢。我會

把獎學金用於支付參加領袖訓練課程和報

讀補習班的費用。我已訂立了短期目標，

來年參加一年一度香港馬拉松及香港童軍

領袖訓練課程，希望藉此鍛鍊心志、增強

抗逆力及提升領袖能力，為日後投身社會

工作作準備。另外，我會參與一些有關設

計及視覺藝術的課程，希望能提升自己在

美術上的水平，擴闊自己眼界，增加創作

靈感。我還會報讀中文科補習班，從而提

升閱讀及寫作能力，為新高中學習打好基

礎，因為機會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六勤班布健生同學榮獲由南華體育會主辦第4 8
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賽男童組66至90公斤級季軍。
布健生同學勤於練習柔道，屢次獲得全港獎項，今

年9月曾榮獲由香港柔道總會舉辦的柔道總會4 6週
年香港柔道錦標賽男子初級組73公斤級季軍。

李卓興校長頒發獎盃給予布健生同學

第48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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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日有7位初中同學代表本校參加了澳洲科學比賽BIG SCIENCE COMPETITION並且獲得了參與證書。李卓興校長
於校內早會時向參與同學頒發參賽證書，以資鼓勵。

獎項豐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

澳洲科學比賽早會頒獎儀式

  中六級白晉匡同學積極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活
動，熱情參與義工服務和社會活動，在參與獎章活動的

過程中表現可嘉，從中學習瞭解個人的潛能和取得成功

感，被授予香港青少年獎勵計劃銅章。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
簡稱AYP）於1961年成立，是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成
員之一。獎勵計劃擁有一套國際性的嘉許制度，讓14至
24歲的年青人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挑戰及堅毅
的精神。一直以來，本港的獎勵計劃很榮幸獲得歷屆香

港總督及特區行政長官於在位其間出任贊助人及頒發金

章獎狀，以表彰得獎者及義工們所付出的努力及貢獻。

二勤班梁梓健同學 二勤班周兆豐同學 三勤班黃傲雪同學

三勤班郭曉諾同學 二勤班何逸朗同學 四勤班江肇天同學 四勤班陳德澤同學 4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開心玩遊戲

為讓中一新生更快適應中學生活以及提升對傳統節日的認識，
德育組特別安排了新生宿營活動。 熒光棒組成學校英文簡稱

  2016年9月14日中秋佳節，本校中四及中
五級的學生們帶著滿滿的月餅和福袋，走出校

園，造訪長洲長者。

大合照

致送紀念品給予嘉賓

福袋滿滿，準備出發

佛教聯合會賣旗日

中一新生中秋團圓營

長洲區區議員李桂珍女士, MH
為同學們打氣

長洲區前區議員鄺國威先生
發言鼓勵同學們

「中秋月餅顯愛心」

社區關愛活動

長者們收到同學贈送的中秋節禮物，十分開心

10月31日高中的同學的身影出現在長洲街頭巷尾，為佛教聯合會賣旗活動出一分力，贏得街坊們的支持和讚許5



訓育組
06

Oct 2016/10 禁毒小先鋒營

中一 迎新 營

  10月6日在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
營，中一新生們經歷了一天的戶外

訓練，雖然在酷熱的天氣下，每位

學生都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每年舉辦的「中一新生迎新營」已成為中一新生最快互相認識對方和熟悉老師的快樂平台

家 校 交流茶 聚

李卓興校長致辭學生家長發言

家教會主席致辭

班主任與家長們傾談學生情況 老師、校長與家長們愉快地交流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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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已於上學期為中四學生安排參

加JA小生意大創意工作坊、銷售技巧講座

及校園銷售計劃，學生順利於開放日完

成銷售活動。校園銷售計劃有助學生切

實了解銷售態度，明白不同部門之分工

及合作之重要性，提升處事能力及明白

應有的工作態度。

升學及就業組

  升就組落實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為全校學生提供

更有系統的生涯規劃課程。部份生涯規劃講座、工作坊及體

驗活動屬於校本課程，主要由班主任及升就組老師協助完

成，另一份部則善用生涯規劃津貼透過外購服務提供。生涯

規劃工作坊有助初中學生他們了解自己的性向和特質，提升

時間管理能力。生涯規劃課程有助高中學生了解興趣與工作

的關係，明白工作價值和自我增值的重要性，提升訂立升學

或就業目標的能力及規劃未來的動機。

職場考察活動
  為了讓同學更加了解職場世界，本組為中五學生安排職

場考察活動，包括參觀諾富特世紀酒店及入境事務學院。職

場考察能加深左學生對酒店及政府部門的認識，如工作崗位

要求、工作前景及入職途徑。

每年為學生安排參觀本地大學資訊日，藉此了解課程資訊。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日

生涯規劃輔導課程

  本年度透過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ISS合作，安排專業社工全年駐校

40天，以單對單個別輔導形式在生涯規劃輔導室為全級中六學生及中五學

生，提供生涯規劃及升就諮詢輔導。計劃運作暢順，反應良好。學生同意

個別生涯規劃輔導能協助他們解決在升學及就業的問題並學懂如何決擇及

規劃未來。此外，駐校社工與升就老師會定期溝通，跟進輔導學生進度。

高中個別生涯規劃輔導

  設立生涯規劃輔導室，配合完善設備有

助社工及老師為學生進行升學及就業輔導及

小組面試訓練。本組亦安排升就領袖生於午

飯及放學時段於生涯規劃輔導室當值，開放

生涯規劃輔導室，讓學生接觸升就資訊。

設立生涯規劃輔導室

  本年度透過與知識教育中心合作，為初中學生安排為期5堂的<提升學

習動機成長課程>，激發學生創意思維，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自信心。

提升學習動機成長課程

參觀本地大學資訊日

青
協
成
功
在
夢

生
涯
規
劃
遊
戲

暑期事業體驗計劃2016 工作實習體驗
  升就組安排多名高中學

生透過不同計劃參加本地及

內地實習體驗活動，吸取職

場經驗，加深他們對不同行

業的了解。

暑期事業體驗計劃

6D張俊、6D韋琳琳參加
DSE畢業生內地實習計劃

5D黎耀昇、5D葉永樂參加
「職涯起動」暑期工作影子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MoCC中學
實習生計劃

校園銷售計劃

參觀入境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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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仲夏夜之夢戲劇欣賞

17
Sep 2016/09

2016中秋
綵燈巡遊文藝會

結他班 急救班

橋牌班 禪修靜坐班

課外活動堂

泥塑班

Busking班

  2016年9月19日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
梁挺雄醫生, BBS, JP到訪本校，為本校同學做
出鼓勵及訓勉。

粱挺雄醫生, BBS, JP

到訪本校參觀

梁挺雄醫生, BBS, JP致辭

李卓興校長致贈紀念品予梁醫生

眾位嘉賓與老師大合照

制服團隊

中一新生代表表演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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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及數學課後補習班 音樂小組 烘焙工作坊

多元課餘活動予小學生

  2016年11月4日在深圳麒麟山莊舉行了盛
大隆重的2016粵港姊妹學校締結儀式。自粵港
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實施至今歷時了十個春秋，

促成了160餘對粵港學校締結。當日，本校十
分榮幸與深圳筍崗中學結交認識、牽手締結。

筍崗中學位於羅湖區，屬於深圳市重點中學，

初中學生人數超過1900人，師資優秀，學校設
施齊全，校風淳樸，與本校遙相呼應。

簽約儀式兩地校長合照

  李卓興校長積極與長洲三間小學聯繫，提供有益身心多
元課餘活動給予小學生參與，故開展中小學協作計劃如烹飪

班、四驅車班及Busking班等，以加強小學學生及家長對本校
認識，同時亦提升他們選讀本校之信心。

2016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四驅車小車手班

學生住宿地方相當寬敝。

老師指導同學做功課。
住宿服務培養出學生獨立
自理的能力。

校園內洋溢一片歡樂氣氛。

成立「慈愛之家」提供住宿服務的緣起
  香港的教育服務雖然已發展得非常成熟，但今時今日依然有

些孩子受到種種不同的原因而影響學業，部份甚至被迫暫時停

學，當中的個案包括：居所遠離學校、缺乏家庭照顧、與家人之

間的關係惡劣、家庭環境惡劣等等。與此同時，有些家長則希望

子女能學會獨立處事、自我照顧及管理，一般學校課程未能滿足

他們在這方面的學習需要。

  有見及此，位於長洲的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希望能幫助遇

到上述家庭困難的學童，為他們安排一些住宿服務，好讓他們

能在這個小島上有個合適的居住環境，同時亦可以和其他學生一

樣，接受到正規的中學教育。由於很難找到合適的機構去提供這

類服務，該校老師決定自行成立一間慈善機構，名為「慈愛之家

有限公司」，更全面地為這些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最適切的照顧。

新任李卓興校長及老師們的期盼
給孩子一個家

  透過「慈愛之家」，老師們為孩子找到了舒適的住宿環境，

同時又物色了一些提供膳食的機構，以解決他們一般生活所需，

老師更不時帶同孩子們一起到島上的商舖，為孩子們的「家」購

買日常用品，讓他們能感受到「家」的感覺，一邊享受校園生

活，一邊過著大家庭的生活，學習自理能力。

  在日常上課的日子，孩子們完成一整天的課堂後，老師會安

排他們到圖書館做功課和溫習。直至下午六時的晚飯時段，孩子

們會在當值老師的管理下自行負起「開飯」的工作，飯後亦須負

責清潔碗筷和桌子，之後就跟隨老師回到住宿的地方。

  同時，當值老師更肩負起延續及強化孩子學習的任務，除給

予日常生活上的照顧，亦會關顧到輔導和教育的工作。晚間回到

住宿的地方後，老師跟進學生的功課，並透過日常生活程序指導

學生有關個人衛生、用膳技巧、社交禮儀等生活技能。此外，老

師會定期與家長聯絡，匯報孩子情況，並透過家長日的面談，與

家長商討及交待孩子的生活及成長情況。

慈 愛之家居住支援服務

9



李校長頒發獎牌予各位冠軍選手

社際活動

加油啊！

閃避球比賽

老師們上場了！

我們贏了！

傳球給隊友先！
咦？隊友在哪裡？

羽毛球比賽

女將出馬

強強聯手

球來了！
社員大會

明智社社員大會

明智社社員大會－遊戲環節

慧因社社員大會－大電視

慧因社師生同樂踩氣球 10



香港中文大學 MoCC 中學實習生計劃
  中五化學科同學參加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

變化博物館MoCC中學實
習生計劃。這計劃為學生

提供博物館導賞培訓，提

升學生對環保、可持續發

展和博物館運作的認識，

學生完成培訓後須策劃博

物館義務工作及組織環保

推廣活動。

視覺藝術科與藝術館推廣活動
  今年9月初邀請了香港藝術館主辦『竹都很有
趣』活動，透過講座及活動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下，認識竹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生活、藝術方面的角

色，從而發現藝術源於生活。

課室門設計2016
  今年視覺藝術科推行課室門設
計活動，主題以和諧校園為主。

  由各班同學負責設計，並於
1 0月初前在視覺藝術課設計好，
並交與視藝科老師在每班作品中

選出佳作。並安排在視覺藝術課

時全班進行美化髹門，顏色及工

具由學校提供。

  同學們亦齊心合作髹上各自的
班房門，每班均有不同的風格。大

部份都以色彩鮮艷的圖案為主題，

透過這次活動，增強同學對自己班

房的歸屬感。
同學們合作無間地
填上不同的顏色 高中同學正在思考用色的安排

各科活動

視覺藝術科

化

學

科

非物質文化遺產探究課程－探討廟宇內空氣質素

李卓興校長向嘉賓致送紀念旗

同學們聽得聚精會神藝術館職員在介紹竹的不同用途

1D 1S 2D 3D 5D 6D 6S4D

中一同學正在合作填上色彩

透過小組活動，讓同學能夠投入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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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同學實地考察長洲住宿業的概況

  中四級同學當一天遊客, 遊覽長洲名勝，
了解北眺亭吸引遊客到訪的原因

  旅遊與款待科與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合辦台北考

察之旅，學生利用資訊科

技訂購旅遊產品及編排行

程，從實際經驗中學習。

  中一級學生自行策劃一次燒烤活
動，並自行到街市購買食物及用品。從

活動中學習成為精明消費者，亦能加強

協作能力及溝通能力。

認識長洲住宿業

各科活動
認
識
長
洲
景
點

家政科

台北考察

漫遊街市活動

旅遊與款待科

12



水
魅
影
比
賽

  中六地理組學生參加聯
校地理學會舉辦的水魅影比

賽。黎耀昇同學更獲得《最

具創意大獎》。透過這比

賽，學生反思水資源對人類

和生態系統的重要性。

拍攝時花絮

慧因農業體驗計劃   慧因農業體驗計劃，提供機會讓學生應用
理論、發展共通能力和體會農夫心情。

地理科

英文科

學生作品

各科活動

步驟1：搜集資料
步驟2：撰寫農業計劃書 步驟3：耕作

Halloween Blog
  Hats off (or should I say masks off), to 
the students of Buddhist Wai Yan Memorial 
Co l lege fo r  ho ld ing  such a  fan tas t ic 
Halloween party on 28th October!

  Many fun and exciting activities were 
held including Chopsticks for Apples, Face 
Painting, Eyeball Races, Halloween Tongue 
Twisters, Evil Laugh and Scary Drawing 
contests. We also had a fantastic Halloween 
fashion show with all sorts of frightening-
looking ghosts and monsters parading on 
the stage. Mr Chu’s Pumpkin carving contest 
was a big smash as well with over twenty 
contestants!

  A big shout out for all the wonderful help 
provided by the S6, S5 & S4 helpers as well 
as the teach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Happy 
Halloween!

Scary Costume Show Models

Ahoy! He is one of the 

nicest pirates on earth! 

Yo ho ho~
Come and get your treat 
-- if you're  brave enough

Scary-O-Lanterns!

It's a not-so-scary Halloween after all!
Our teachers are enjoying 
Halloween too!!

Scary but dedicated 
S6 helpers13



  中四級周家豪同學
及中五級曾凌兆同學，

參加 7月 6日『「陽」
帆之旅 - 太陽能模型船
創作大賽』，同學於初

賽及覆賽表現出色，由

於賽程臨時改變，未能

進入最後3強，未能獲
獎，但老師對學生表現

深感欣賞，有創意，肯

付出，鬥志可嘉。

  2016年7月26日，中四
級部份同學參加城市大學工

程學系舉辦的為期兩天的智

能車組裝及程式設計工作

坊，同學們前所未有的認真

表現得到各方讚許。同學們

腦洞大開，發揮長洲孩子們

獨有的創造力，贏得了一眾

好評，同時也開拓了眼界，

得到與其他學校學生交流的

寶貴機會。

物理科

佛化教育科

各科活動城市大學工程學系舉辦智能車組裝
及程式設計工作坊

『「陽」帆之旅 太陽能模型船創作大賽』

「慈悲願 行觀音誕嘉年華 2016」攤位遊戲

李校長（右一）與香港佛教聯合會行政總主任
張毅平先生（左一）及其他學務部同事合照

佛
青
團
義
工
服
務 荷蘭彩繪木屐美不美

看我們大展才藝

觀音聖像、慈光遍灑

校監演慈法師為本校
攤位同學打打氣

聯校青年義工大使，長青顯關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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