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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保教育
享阴El校晨

在璺蕾 ,擐保教育更蕖碓的名桶

是可持檀凳展教育 °後者涵盍的

鲍圊鲛前者要大得多 。要人媛可

持檀癸展 ,我亻卩目要解泱的不罩是

晨境罔题 ,也要同峙解泱人□

膨眼利戢孚等罔题 °封逼些罔

题 ,不少人都抱掎鲛悲醌的看法 ,所以我
∷
.~¨

在本荸年中的薷座 ,便向同荸薷迹人颊在解泱漳些罔

题所取得的成果 ,蔟他亻尸目更有信心面封将爽 °富然 ,

更要藩他lPg知道 9保藿擐境的勰桠目漂不是保镬地球

先生 ,而是保藿我亻卩彐和下一代 。逼些看法亚不是今年

才胃始揉舾 9而霆我校遵行多年的大原刖 °

依循逼些原刖 ,我亻卩g在擐保教育儆了不少工作 °在睬

堂教育方面 ,地理 `科擘 `偏理和通裁科等固然窨教

尊保藿擐境的知黜和儇值鲵 °但我亻卩目同檬倚重髁外活

勤去富躜擐保 °璺雷有圊蘩荸曹搦助及推勤碌化擐

境 °此外 ,最保荸窖更有一隧多连四五十人的擐保夙

+·a和班辰 °他俨gxvA多 蹦嬲之一 ,是嗣控淳氟楷的使

用 :他亻卩目利用地理科彀置在天台的自勤氟象站 9碓保

在酷熟指敦超遇撮氏⒛ 5度峙才使用冷氟榴 9逼勖割

推行以爽 ,每年都减少了畿干儋的碳耕放 ,也钸省了

近禹元的鼋矍 °舄服到境外避荸的鲕生耩荑碳排放

獾 ,也鼋助减少了二氧化碳   的摁悱放量 9雎然

因此要多付徇百

份之-的旅蕈 9

但能舄得锾全球

暖化泰一分力 9

我亻尸目瓠扁是值得

的 °雷教之外 ,

我 lPi也 着 重 身

教 °故此 璺 雷

采翅 9泰量用

充鼋鼋池和迫

量使用再造舐等等 °逼些

措施的成效不错 ,就以舐娠的勰用量爽蕺 ,

我亻卩5要比-般典型的荸校要少得多 °

遣到新校畲後 ,我们能做的就更多了 °作舄擐保示鲍

荸校 ,璺雷有全港最多 `最弯储的瑕保歌施 ,吸弓了

逮至北京和菲律寅的嘉寅 ,年蛭至幼稚圜生爽参鲵 °

他lPg封我校近十棰太惕能板 `夙力癸鼋和蛩光二桠管

嶝等等鬻幞不已 9也盛攒援待他亻尸目的擘生熟惰萧蠡的

解骱 °新彀的家政室藩我亻尸彐和德望中荸翠瓣了第一次

的低碳煮炱活勤 °我lPg也 勤用自己的窦金槿植了一些

竹捌 ,比趄一股澍木 ,竹捌能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

墨雷中孽槿植的竹

展望将爽 9我
lPg

希望做得更多 `

更好 °但随著教

育局提供的特别

攒款 日益减少 ,

我亻卩目能做的未必

太多 ,需要峙 9

希望各位家辰能

支持我lFi°

宴客 B岢 不窨 吃



主席的韶 在家教宫的日孑 邵荑惠娥 主席

鳟眼圊 ,最後一涸在璺雷就霞的孩孑文浩亦於今年霉美了 ,意味蓍我在家数窖的工作亦怏将薹上句虢 9真的有黜

兄猞不得的感矍 °想趄由薷腈劁窨至今 9敦算手指整整有十四涸年蒴 9在逼十四年裎面 ,由-涸静默性格的我鳟

燮成琨在多雷的男一面 ,藉著参舆家教窖工作 ,我握罔了生活圈子 9例如 :

主持窨羲 `作舄腹奖嘉勖 今年逋逢璺蕾中荸遣校 9更有幸作舄代表出席新

校勤土磴活勤等等 ,使我的人生更添姿彩 °逼-切一切永逮留在我的心裎 °

藉蓍逼涸楷窖 9多翮-班曾耱舆我共事家教窨的家辰和老gT,他亻卩5舱我很

大的包容和接舾 ,令家教曹的活勤得以幅利莲行 9繁浑了家校台作橘棵的

功能 °盼望以後更多家浸能委身参舆家教曹的工作 ,艟檀癸挥家校台作精

T●
,使孩孑能在厦簟教荸擐境下茁H±成晨 °

黉志强 副枚晨

玄≡ 逞△ |饪Ξ手艹△

今天 ,在我 {卩目的荸校裎 ,有一群年青的小伙孑 ,他lP3将爽是T±窖的楝棵 9圃家的支柱 °然而 ,铿遇新高中的洗澧

後 9他lPg将鲁燮成怎麽的檬孑BFu?

教育局在zOOg年 9月起落寰新高中荸制 9荸生在中四至中六期圊缜修霞中 `英 `敷及通裁 4亻固必修科 9及徙⒛涸

邀修科中邃修 2至 3科 ,茴批睾桨生於今年参加茵涸中擎文愿贰 °逼侗教改躲疑有其僵黠 °在琨今硅曹的高速蝥

展中 ,我 lF3需要在全球一瞪化的髓系下 ,增加自己的兢孚力及 T±鲁能量 ,我亻卩目需要高鬟量的人力童源 °在知谶型

铿酒下 9我亻尸目需要挽有矍富知黜 ,多元技能 ,高增值 9高隐燮能力 ,有割造力及解黜能力的人材 ,教育改革隐逼

而生 °在睬程改革方面 9四佃核心睬程加丽科或三科的殷尉增加了荸眢的震度及深度 °

本校骰立三涸邃修科 9ˉ方面能鑫同荸懿裁多一涸荸科的锱曹 ,攮圃荸留颌域 ,男一方面更能提高他佃上大荸的

檄窖 °

我亻卩目已造入了-佃大峙代 ,瀛身於-涸知黜型槛酒的lT±窖中 ,同荸隐骸泰力在中荸睹段荸罾不同的知裁 ,璺富及

充富自己 9不同的科囝涵盍不同的知谶及概怠 ,亦能培育出不同的荸眢技巧 ,促追同荸多元蝥展 °另外 ,本校的

科目邀挥徂台 9最道切本校孽生 °本港有很多擎校主振自由邃挥及多邃挥的做法 9藻同荸任意修镣科囝 9逼涸做

法封同荸其富溲有好虚 ,臆知相嗣的科目可以使同荸在荸罾中更容易理解 9藩同荸把 1匕豉愎雉的概念荸罾得更透

徼 °因舄相朋荸科之圊有密切的昀连 9封同荸的荸罾稻封有利 °

很多大荸 9如香港大擘 `科技大荸等 ,在收生锱制中已列明第三科的成艟是考虑的因素 °融想-下 9若丽位考生

的第一及第二科的成腈相若 ,有修霞血糨考第三科的同荸将窨有更高的入荸槛窨 ,所以修蘸多一科明颡地鲛扁侵

膦 °

除此之外 ,我矍得最重要的 ,修蘸≡涸科目是培藁璧毅「彐志的方法 °我lPg的 lT±曹需雯臃有璺富知裁及多元技能的

人才 ,但我亻卩目更需要有璧强惠志 ∴勇於面封困黜的人 °成功不是舆生俱爽的 ,而是要耱遇躲歙磨觫而麈生的 °根

檬我胛g教荸的槛黢 ,同荸修薷三涸荸科富在不嶷 ,只要他亻卩目有泱心 9不花太多Ⅱ寺圊玩檠 ,家浸能横桠以精砷及财

政支持 ,老鲕教薄有方及循循善锈 ,黢豌必能跨越 °琨兮的年青人是有溜能 ,有睨力的 9不要以扁舱他亻卩目蛭鬏舄

意的荸罾生活 9就霆聿助他lP3成辰的最佳策略 ,相反 ,逼檬只窖培壹出一群又冁散又急功近利 ,期望守株待兔的

人 9内耗我亻卩目T±窖的正能量 °

同筢

白一云 ·自蠡桕龟孑毪行畲距tt疳 °̄ 四饴 ·Θ淘兔孑ee自 蠡跑槔忸 ·所ls/ie自 弱潼

潼铋酣 ·@不么2馊 ·Θ淘兔孑塑澉 ·懿淘自鑫永溢舀筢不上 ,便倒在一旁睡罔 °笨

而自鑫钟霞荀谕咿 不斟蝴镭向前跑 9晶煞成了吕螃ee骞的冠璺 °

渲⑥敌孽具自荀祖多歇汞 °自蠡的爬行滂葭十佾镙熳 ·具臣02-9皂 筢霪蓄巷-⑥
重遢垦的0静走路 °在渗埽甯力憩砩∞te畲Φ ·自鼹唾m了 ⒔大的力氟 ·不qO卑繁地

向著傈枰卣踺 ·最锲助捍醋利 °

荸们 !我亻尸目臆效法稹桠的舄蠡 ,荸留他不怕颠辛 `不蠼困嶷的佃性 9目棵是一定可连到的 °



百世修得 同艄渡

徙婚姻襄覃做父母 郭鄞美玲 副校晨

扁人父母者 ,营孩子向你要求-仵事 ,如 「嫣嫣 9我想把瘾中的鼋Ⅱ甾搬到自己的房圊 ,以便在稠上搜集寞料作荨

题留作之用 9可以嗝 ?J而你又不碓定你的男一半的看法 9你有否想遇怎漾回隐aFb?

道富的回瞧霆 :Γ 等爸爸下班田家 ,我窖和他蔺量逼件事 °J如孩子羲必缜舄上做泱定 ,但爸爸翎是很晚才回

家 9或是仍在外地/Ax薷 9三天後才回家 9嫣嫣的逋菖回臆是 :Γ 邪麽就不可以了 °」富爸爸的也是一漾 ,雨涸人

奏育孩子峙 ,雨人的重心必缜放在彼此的身上 ,逼-黠一定要藩孩子清楚知道爸嫣是有共同泱定 °

蠢兄育女逼天臌是由婚姻而爽的 9夫妻嗣傈臆舄生活的核心 ,亚持镇雒蘩著 9泱不可把全部精砷及注意力放在以

孩子作舄重心的事情上 ,例如 :根璩孩子之喜好作舄遁末及晨假期之尉割 °更重要的是霞孩子知道爸嫣是彼此尊

重及爱藿封方 ,孩子的 Γ安全感」是建於父母互爱之基石上 9累密的夫妻嗣傈 9就正好舄孩子作一涸好榜檬 °

父母的角色霆徙夫妻的角色而爽的 ,菖一封夫埽泱定生完育女前一定要有-涸怡如具份的夫妻角色 9彼此忠融僵

任 9才能怡如具份的做到父母的角色 9重要的是干寓不要把利孩子之圊的B曷保放在夫妻彼此圊的踟傈之前 ,也不

必要将父母教蠢孩子的壹任放在婚姻之前 °

Γ干世修得共枕眠 J睨在融想像一涸是以夫妻作舄核心 ,业不是以孩子潲中心的家庭 9舄下三件你窨改燮的事

情 ,业舆你的另一半-趄尉萧可洼到目漂的万法 °

猗fg的诋
瞌榭



第十二届目年♀黾大窨 璺 雷 中荸家晨 教 em窨 在⒛冂1年

11曰 11日 於本校澧堂搴行第十二

固周年曹橐大曹 °

首先由郭弼校辰致歇迎爵 9血由

他致送感蒯状予第十二固常搿委

橐曹各教鲕及家晨委橐 ,接著由

第十二固主席夤惠娥女±颠告本

窖遇去一年的曹搿及司库镪告财

搿状沉 °

今年共有9位候迭家辰兢逐新一

屉常潞委曼窖的 8亻固席

位 9逗 同 8位 教 gT委

景 ,便徂成了第十三届

家辰教鲕窖常膀委曼窨

了 °此外 9奥窨者亦一

致通遇委任校友鄣炎潘

律Bm舄羲耪法律霖罔及

校友姚辉明先生舄羲潞

核敦 eFF°

是夜本窖邀得香港理财教育搦

鲁主持
F具他荸留耨胚之薷键

得感惰 彐荨题薷座 ,使家辰更

能掌握技巧舆孑女清通 9减免

衡突 ,好能培甍荸生有正面的

儇值觐和熊度 °於第十二眉周

年窖曼大窖围始前 9本窨更舆

校方安排了 Γ新校巡磴J,藩
家辰参鲵新校畲的彀施 °

第十≡届常移委曼鲁
委橐之谶位在豉早前已槛互邃崖生 ,表列如下 :

刊 物 膈 辑 萧志攉老鲕

司  库 梁淑莲老gT

康檠斡事 翁烈漏老颔

垒莒中孽冢畏敬0m宫

201彳 /⒛彳2年度曹蕈

20彳 1/2012年度老鲕窨蕈

教局津贴 〈行政蕈 )

数局津贴 (具他荸罾槛屋活勤 )

教局津贴 (窨副 )

辊子日管

利息

29,300 00

3,000 00

4,4彳 8 00

5,000 00

5,000 00

2,820 00

彳 07

萧座

花篚

耜子日鳖

掼奖澧 `粽台表演晚窨及Pfa放 日花篚

文具及印刷

常璐窨羲 (歆品 )

隆逼曹 (欹芒示己)

Γ璺雷中粤教莆基金J年蕈及入窨簟

二零——年九曰一日至二雩一二年四曰十六日 迥年大曹/典磴

盈腙 (收人删  : 359g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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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逸碹女±eD漏钧彦家辰)

又是-年一度家辰教鲕曹搴珈的耜子活勤 °有别遇往 9今次在荸校内犟珈耜子日訾 ,主题是
r富由心生J° 在

璺雷新校搴珈日訾 ,感矍很特别 9因舄作扁家晨的很希望多一黠了解兄子的新荸校 °藐子日訾前敦天 9一直下

着雨 9天文台也预告活勤富天是雨天 ,我也澹心活勤是否可以恨利翠行 ,但天/Ax造美 ,富天的天氟颇佳 ,心情

也就特男刂殂蓄 °

活勤主要分漏三部份 °第一部份全皑参加者缜分舄四徂,我lFg~徂由隙s丨 r带颌 ,分别到五涸榭位 °我印象最深

的是第-涸榭位——藐子薹手指薹 °我和完孑一趄台作 ,我的感受像返回完孑年幼 a寺 ,我搦助他做努作功睬 ,

一段段快檠的毳噫重睨在我的淄海中 °再看看琨在的他 ,真的感矍晦固瓜逝aPu!

玩完具懿四涸榭位後 ,我俪分别剩笛-些 "镌 “9一娠跟完孑的台照及-些Ⅱ古舐 ,咭舐上舄着享受 `美簏 `糯

惰 `流正羲凳謦等等 9蘧有一些在槲位置爽的霓器鼋孑崖品 °之後我亻卩目圃始活勤第二部份——小租封腧 9题目

是假如我亻卩习琨在-趄去到天堂 9镌没有了 9物簟溲有了 9我亻卩臆 窨臃有和剩下些什瘿gFu?着看我手上的咭舐利

相片 9是的 ,封我来藐 9逼些束西比趄金镄利物笪更加重要 9更加有意羲Ⅱ阿 !中荸生封物簟的煞望越爽越多,逼

正正藩我完孑藉此反省一下自己的儇值醌 °

用睾璺富的午夤美炱後 ,活勤追入第≡部份 °我亻尸目逞了新簇簇的噩文棕蘩瞌内觐看霓影 "刂 、鞋孑 "° 逼是我全日

感受最深刻的一部份 °逼鼋影薷迹一涸伊朗的小朋友 ,他着重耜惰 9看重壹任 9看重理想 °小主角人霸志不

霸 9相比我lFg的 城市人 9有富足的生活 ,但老是不湔足 ,愁望不断 °我翦重心辰的勘勉璺雷仔 ,不要常常埋骏

玩逅戥楷 9及不断追求新霄子崖品 °逼些束西不能箱你佃理想 △~軎迨成很多悲果 9引凳家庭矛盾 °霓影逼有

很多赉人深省的惰茚⋯∵小主
-中

璧讯鹎不断蠛鼷蠃醢褊躞蟊藁户成舄他嗫强嗄 ,最後 9在比謇中镬

诼Ⅰ茬篷堇恚莳誓靥,真叠着丬搠氍曩跫摇罾雨而慧箱鎏饕詈曩愀崮罾圉标衲想一獯舀己的理想9花黠峙圊扁
自己的理想而蝥奎和追求Ⅱ阿 ! ∷∷∴  :∵∶
我很感翮璺雷中荸家辰数gT窖的委曼在逼次活勤付出的辛笋和心思 °希望各位家辰以後能-同参典往後家辰教

颔窖翠珈的活勤 °藉著活勤 ,不但可以利兜孑增迮感情 ,藩完孑知道家辰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睨他亻卩目,也可以

彼此了解 °我越爽越矍得 ,不覃完孑是璺雷一份子 ,我也是璺雷一份孑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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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出汞辰送睾
中六丙班鄣文洁

聿妈 丁
佃十分出色的家晨 9由哥哥滇中三圃始 ,到今年我中六睾美 ,嫣孀在璺雷家教曹耱胚了 C⋯

鹦            涸普通的家庭主埽 9逼

嚯謇裹塌誓屮磬赢氇辈墅犟淦爹舅謇晶矗露置帚肀

蠢 llll舆春 黄 -韬 唰 m倮 出 家 辰 斟 黄 惠 姒 攵 芷   中五丁班司徒信傺 `强浩勤

渠停堇绩冕昱帮嚣怒智蠡笪螯瞿蔓霎量:悬薏樯景
次我伊g非常檠幸遨薷到家教窨主席兼本年度傈出家晨鄙

加Λ家教雪增造囵孑翮繇

堂遭主席任重揎遍

台作熙固偷造里言色彩

蹯   :曩黯

~    r   、‘ 凵廴



潘雒瑁 副校畏

璺雷中荸新校畲的围幕醴暨 lTR璺 儒式已於

⒛12年 3用 1日 圜满搴行 °整涸典磴包括三侗瑗

箭一第一涸擐筋是由璺雷窖大中莘匾曹辰柏殿

宏砷父及具他璺雷窖砷父舄澧堂 `操埸 `睬室

及教橐室等主持矶璺傣式 ;第二涸瑗钸是由天

主教香港教匾潺溪橱槛主教舄璺雷幅傅

堂主持砜璺傣式 ;第三涸擐茚是由主磴

嘉寅香港特匾政府擐境局副局辰潘漯太

平胂±主持新校畲岗幕澧 9具中包括舄

奠基石及特别室主持揭幕儒式 °典磴後

本校逯安ld|了蓦藁圜 9带弓各位嘉寅参

鲵新校畲的擐保歌施 °

作舄香港第一所擐保示鲍荸校 ,我 fs

的罔幕典澧加入了不少缳保元素 9如

致送雪孑杞怠品舱嘉霓 `霓子揭幕橇式 `典醴後

奈黠所用的夤具器皿完全不用即窠用品 ,充分醴琨本校的猿保信念 °

典澧後 ,嘉寅封各同荸 (包括台上及台下)的表睨 ,以及由老鲕及璧生扁新

校畲而剧作的歌曲及短片 Γ展翅 ·圜萼 J都舱予高度的郭儇 °美中不足的

霆 9由於嘉寅罴多 9磴堂座位有限 ,以致中-及中二同荸未能参舆逼次盛

窨 ,寰在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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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筷 雨年多前Q孑入茜磬言 ·我在Θ胶霪多了一⑥身伤 ·弭窑璺言校友台的一/n^孑 ;@成 淘
了璺言家教拿∞邕然鲁昌 ° 昏CL豉雨者的匿迪逊砬 ,葛繁窑校友盒硝白躔趑 ;然而曹敲起封
狡稍的影辔力 ·o家数畲@静Φ淘董曹 o昌憾的窑 ·我昌濞耒饱 r±’峙曾局家教畲稍鑫绵力 °

自ε锏在璺言Φ謦篱謇 ,霆我生命Φ累犒彩的礓卧 ’非常蒿舆导桨以谵 ,码然能锏黛曾斟的淘
校友畲哏骼 。 雨年前 ,更承幕锘爱獾卺 ~ /̄主席一聃 9鞠昏Q搐了θ校澧址的舀猩 ,迹荀辜出
席号大小伺脚毛勖 ·富在舆荀繁雪 °@冒⑥改饴牌韶淘瞢敏封罾校的痔镥意鼾 ·农厦数勖鲁
酌捍霾曰擂棰 9± ° 溃耒荀家s/K台 的峙曜 ,教 尊罾生 ·侑碑就ρ窑喾校的蓄任 9O谵骇孑窘辖
窑赢 9@都营9|校芍的购上 ,匿辜邕年邂逅∞导柬仅髓黛画匹敲的矍言Φ罾 °

翕⊙ ·睛著家昙的知懿水平撂高 ·霹θp家窿教畜封骇孑 FPK昙 的重昏性 ·加上数畜圄豸 /s堆
勖 ,解於名囡謦磙ρ笱ρ分成立了家浸教颤盒 ,椠起了家校♂作的擂墚 ° 《农校C湮 C脚 爱嘀一
生》 ·瞢培高出品褐舆昏桨兼礓的某萦社畲婕墚 ,罾胶田农窿的篙ヵ缺一不a。 fcl嘲 在aQ
的⊙孑 9我 t0能锏~s/家 教菖畲圉的钭伤多些淘Θ胶卩β硌 。

rⅠ⒈Ι∷Γ

澶侏老勖 李茹硷先生

■巳     
辽7在

渲五年由峙四 ·瞿言育雨大巨馔 ;

颐̄僚酿穗牦生 第̂:景

鬈謇暑重蜃詈昼覃
甚缋蹙昌手骡擅繁氅暑

:

骥o斯校址 °
:璺言0蓥⊙槲往斯墙水

Q°

雪帚雪詈叠叠昌馨晷露
E霪二晷鲁亳愿帚叩砦鼍菖

啶

涅休老勖 拥撸南牦生

渲磬言的磙pq,碓 吱栽

营鼋帚鹜雩F疆乙的木

函校荀感
,吞想馥 9栽墙铆而上走

濠舍馊蕾了 ;等球埽的

量言坐一撸考勖需 ·馒

一伍tt年 初蓑的窠云

搏θa三十Cl年了 ·核曰瞪了璺言凼馔遭 °¤0曲
唱 ,不冬薹潋 °我zFl^帚

然喀璺 。君不Q等球
o校畲00馊 蕃 ,0-O卸不

。馊 ,我倡了 ’@靳劲矽

我Q耱了 。
匮遢 `蓬篚⊙咖硝柒了

D嬉斯雳 ,导馒菇曰五嬉

馊 。璺言馔捍成熟镱卦蛑一礓钯雳 ·
=z镲

♀婢

墨藩莱上毽的 ·年年@在

燹霞襄翌辱蜃纂矗叩罨

鼍叠帚:薹
幂漶拿耄霪

埽上漯醪酿的刈猩雪窒

鼋撂 ,藜蒈毅硌西新了 ,

髯篱 (:∶∶∶)1,∶∶:犭 i:J::)斯 校畲窆敝

疆 ,圊碍 ::∶::∶ 曾霆窆敝了

量 |.甘;:;钅茸9I::9峙 昏台碴你欣然堤勖 `校宸 `圄蒈都靛不

暑架人 ,白屺圊感 °馒

晷越么畲馔捍更雷 。
C噪浔的ηβt夕9篚 °我霆

:ξ∶°逻耳♀钅薹雪,嵩定筐 ’峙咕
我们C碾瀛的耶伤鬈鲁

|

sIrIo ⅥH sECoHDARY sCHooL
璺言校庋盒主席 礴亥塌



|``

退休考颜 埽犟嘌々±

、∷严℃∵          ~
谁三Fl孩獾瞢磙凼鲁翥 ’参9O斯磙凼四薷伫氇 °在馕式宗鲁谆 ·白寥翻新姣凼礓昏 ’’0碾召球斟新校

乏鏊麟案垦鬣蜃:套鼍屠邑亳鹦胗纛璀鑫罨玄鼯缭
乙癔曩

F薹暑箸篝雷蘩漏皆芘彗R鐾霪
亳

鳔
土,就畲Q争⒇酮

:耀 ;∶;l甘亏:i云言珏晶邵濂°   」

。t皂桨生 溧谲彬

三凼Φ昏生睚遏得想充唱 ’鬯Φ的人昏锂函重踵我暾急¨¨

~~ 珀 扣 湿 zi/~n靼室 上巯 劲 堂 ;想
胃 譬

量晏耋爨晏詈屠量叠窑帚量卺垂霪露惹孽量孱ξE瘟耋



′̈水逼宫
水逼窖於二零-—年十一用十六日在九能/Ax圜 泳池搴行 9

共有闪99位同荸参勖 全埸摁冠覃由黄T±鬻得 。

睦逞宫
陲逼窖初胄及泱謇分别於二零——

年十二曰五及十二日在九髓澶逼勤

埸犟行 ,共有1017位同荸参加各填

胄事 ,打破多填荸校杞碌 °噩 T±是

本年度的大嬴家 9除鬻得全埸勰冠

覃外 9离罘瞩目的颔生接力 1匕胄也

由雷硅颉生璐陔擘冠 °

音檠宫
啬祭比置於十二曰十九日翠

行 ,多位家晨出席澹任翮判

及由家辰教颔窨主席黉惠娥

女±及副主席橐雅如女±澹任

腹樊嘉寅 °同荸演出精彩 ,歇

呼磬此起彼落 ,埸 面熟阖温

晕墼萋°

鎏留黯胗 鞔 黛 霾 鼷 噶 炱晏
耜篌戛濡冕鲁磊襄耋卵彗雾橇繁主量蕉弯擢咒谭鼋蝥葚在蛰霍
的支持°希望各位在末爽的日子艟檀支持本窨的年宵活勤°

骊生篚球比寅
荸生窨於三曰三十日翠

行铜生篚球比胄 9是灰

活勤除了多位老颤参加

外 ,亦邀薷到多位璺雷

曹砷父参奥 9奥辈球校



Budding POetsin sing V∶ n(2011-2012)
During First Term、 students fron∩ F1-5were inVited tojoin threeˇ ǒrkshops heId

ofterschoo|on OCt31st、 NoV7th and Nov14th The airn oftheseˇ ǒrkshops Vva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Various poetic deˇ ices used bv poets and to enhance

their aˇ vareness and appreciation of poetry by shoˇ ving and reading many

exa m p丨 es students were then ab|e to reflect on theirfee"ngs aroused bythe

imagery° fselected poems and to disCusstheir

ideas ofthe poem’ s meaning Fina"y`they began

drofting their own poemsˇ vith support from their

peers and the teacheR

Here are a few seIected poems

from our promising young

poets EnjoV! WAR

lArrapped in mv torn coat`

l an∩ standing here

zheng Yu Chen Kelvin3C

Looking atthe coming gunboat

l cannot be"eve whatis happening here

The sky co"apses

The ground crδ cks beneath me
screams fro|η  the trenches Qre passing through mY ears

ltis Comp|ete sadness right here

Crying`

Hoping`

screaming|

The eyes ofthe vicums are fu"。 f hope|essn ess

The tears of the victims ore fu"oflone"ness

丨cannot hear|aughter anymore
EXceptthat ofthe co丨ηmanderin the core

lt is not right

to havein ourˇ vorld such a sight

Whv s wara game forthose men?
、Ⅳhyis warthe re|ations bet、 veen nations?

War|eads us nowherein the end
And brings terror onto the|and

卜刀ountains shake furious|y

Winds shout angri|v

Nature is enraged

Due to the selfishness of the foo"sh man

A ch"d is CrVing for his mother,

shakingˇvith sⅡ ent screa丨ηs

one of h slegs s broken

His eves oreˇvrapped With c|oth

Heis|iving in darkness

He mav be b|essed for his b"ndness

Ye"ing,

shouting、

Praying!

Light、 is a|u× ury

Hope`is an impossib"ity

Peop|e|iving there

Are asking if theV are st"la"ve

ltis ourˇVor丨 d¨

ltis our War

Understand The Wodd L Chi Him5A

Hush and listen to your friends

stop being se|fsh and discover hoW marve|ous they are

Fathom and vour friends w"|give vou a hand

Learn to be|ova|and youˇ ǐ|shine|ike the stars

Hush ond"sten to the needy

stop spending e×trovogont|v and make a donation

Fatho丨η their deprived faith

Learn to丨 oVe them asif|ove has a tida|undulation

Hush and|isten to the cries of our earth

stop torturing nature as We stop torturing ourse|ves

Fathom or a menoCe vv"|give birth

Learn to preserVe or our b issˇ v"|be driven hence

Hush andˇ ou tv"I knoˇ v itis time to stop

stop and Youˇ v"l knoˇ ǐ1is crucia|to fathom

Fathom and it he|ps make aˇ vav to|earning

Learn or VVeˇV"|not makeitto see another day

The Future ofthe WorId Lu Pun Chun1C

Bump!卜刀ore trees crY and die、

We can hearthe sounds of engines through the sk%

Fewer and feˇ ver forests in the vvor d、

FeˇVer and fevVer anima|sin the wor d

、

^/hat shou|dˇ

ve do?

Ⅵ冫hat mustvve do?

No more trees should be k"|ed`

No more meotshou|d be eaten
Al|animaIs shou|d not be hunted`

They shou丨 d be saved

And not treated as slaves

1etthe Eadh be happy
Thatˇveˇvou|d丨 ike to see`

F|oˇ ěrs and bees`

Beautifu1big seas¨

Do it noVV,

Do notletthe chance go

Do t noVV,

You can do so!



在晨罾新年 9黻使受西方文化洗礓的香港家庭 9在遣大峙钔

依然保留中圃人的傅髋 9一家人霖首一堂吃螈圊年颌 9往辊

友家拜年 ,那怕因平日工作忙碌而少冕面的韫朋戚友也趁逼

钸日
“一年冕一次

”
;簟者簟得年初三是

“
赤□

”
最洵特

别 9大家都避免那天蛩生□角 9竭力保守自己的嘴巴 9不惹

言需衡突 °

具寰 9和锴的家庭氧氛壹是年初三的蜀有 9中圃人槛常羲 :

Γ家和蒿事皿」 °事冒上 9缌腧封涸人和整涸T±窖而雷和锴

家庭 9都有非常正面的影警 °和静的家庭 9 “爱
”

就是它的

铜筋 9爱的覃量愈璺富及牢固 9逼家庭熙黼遇上任何夙雨 ,

也不蛭易被拆毁侄刂下 °

家庭是雨涸涸聩因爱而精含粗成 ,夫妻之F:a的 爱情就是家庭

爱的罔始及延澶 °可惜 9近年香港雕婚率上升 9揠zOOg年髋

勖 ,黢婚率跟箍婚率的 L匕例已接近5成 9即每雨 `三封新人

瞄婚 9同峙就有一封夫妻分踟 °爽自不同原生家庭 9生活肖

景及性格吴同的二人共同生活业,F容易 9就如一位家庭治瘭

gT所雷 ,夫埽二人相虚仿似跳舞 9偶雨错踩封方足踝 9你鳟

左峙我鳟右 9要铿屉彼此潦解 `铿得趄峙圊的考融及羼散屋

戢 9才得找到台道二人的旋律及舞步 9艟檀享受跳舞的檠

趣 °

在今天Ffa放的T±窨 9深信每封夫妻乃基於真挚的爱情才步入

征地毯 ,何以有些由爱演燮成恨 ?喜璺成怒 ?秸台燮成分

雕 ?簟者不敢妄下判断 9只徙日常辅凛所接镯的及醌察生活

融校 T±工 范簏媚

例子 9深感遇到婚姻危楷的家庭大多是
“
爱

”
不知不簟溜走

了 9徙教凛孩子 `家庭财搿 `婆媳阙傈等等可能出琨的分歧

只是表面的龚弓 9堂中因彼此的指控及期望封方作出藤步而

崖生的不满 `失望及忿怒 9霰二人不敢或不腋再付出爱及瘳

牲 °婚姻的破□容易招爽外遇FoB题 `家庭暴力Pog题
,逼些能

徼唇拆毁家庭 °

有人藐婚姻的意羲是二人可以互相在爱裎得溻足及成晨 9互

楠晨短 9藩生命可以不断的孽罾和蛩展 9得以圜湔 °我亻卩5慎

常期待刖人先±lJ我好 9我才 r。

=霞
,在婚姻裎 ,何妨孽罾先由

自己FFg始付出爱和翮翮 9利镨家庭的根基就建造趄爽了 °歌

惰羲爱不是年青惰侣或初臌情人的惠利 9作舄丈夫的你 9最

近一次向妻子羲
“
我爱你

”
是什麽峙候 9你遘前得嗝 ?做妻

子的你 ,有否兽贰一天放下照鼯孩子的需要 9全Ⅱ寺F:B陪 伴丈

夫做他喜爱的事 ?

父母在家庭扮演了彐F常重要的角色 9因孩子在不知不簟F:B,

或多或少都受到父母影誓 °父母以身作具刂9尊重婚姻 ,能赉

握本份成舄兜女的榜檬 9培育下-代懂得爱和被受 9便家中

成景融治相虚 9营涸人面封罔题峙 9一涸温馨的家碓能鬻助

他渡遇齄嗣 °

睾者洵你亻卩g每一封夫埽及家庭打氟 9遇到任何夙浪 9也能平

心静氟渡遇挑戢 °营然 9最盼望是你亻卩彐厢意打圃心扉 9有需

要恃放下一切鼯虑 9舆融校 T±工璐勰 9共同找出解泱困韪的

路向 °

Mr Ant° ny Lee

)"ght

lsIs my dream

奢矗翥鲩堇幂爨艋 J镡署幂簟 黝 篑饔鞔谶品黯P日
圜满搴行°是次鲁翮镯撑了

鑫T謦势虐氇 霁
雪跟营届新高中荸芾J辜荣生一檬 ,步入新的喈段 °但我忄目相信 9透遏家校的通力合作 9璺雷定能壳服困

是次鲁翮得以顺利出版 9寰有霜窨翮膈委成橐 `校晨 `老gTR同
粤Oj聿忙 °在此 9我

lPg藩代表家教曹向各位表示翮意 °膈委成鼻 :林镎殓先生 `何世炳老肺 、荠志攉者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