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圖書館「齊齊哈囉喂」
在十月三十一日，圖書館舉辦

喂」活動。我們有三個活動，第

了一個名為「齊齊哈囉喂」的活

一個是有恐怖故事的書架；第二

動。在當日一大清早七時四十五

是當然不可少的恐怖電影播放；

分，我們一班圖書館領袖生在學校

最後一個的是有獎問答遊戲。

門口向上學的老師和同學宣傳，而

當所有同學在聚精會神地看電影

且，我們一邊派發單張，一邊派

的時候，為了營造恐怖氣氛，我

糖，也一邊團結地叫口號，時間過

們一班圖書館領袖生會扮成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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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成長營

得真快，轉眼間已到八時三十分， 怪，先混入人群裡，再跳出來「嚇

中一成長營是學校為中一新生舉辦的重點活動，目的在於讓同學盡快

於是我們便懷著開心而期待的心

人」，令到整個圖書館充滿尖叫，

融入可藝這大家庭。是年的中一成長營由課外活動組、學生事務組、輔導

情，到操場集隊。

場面十分熱鬧。

組、訓導組及學生會合辦，活動當晚有數之不盡的精彩活動，例如：亮燈

期待的時間終於到了！在午

最後，我很開心各位同學踴

膳的時候，當我們一開館時，有很

躍支持，希望大家日後再來圖書

多同學進來參加我們的「齊齊哈囉

館參加不同的活動。
中級圖書館領袖生 2A 班李小寧

校訊編輯委員會：

顧問：何潤和校長

成員：陳鉅賢副校長

陳美珍老師

陳清貴老師

儀式、燒烤晚會、集體遊戲……等。是夜中一各同學均樂不可支，最重要
的是經過此夜，彼此間都增進了認識。

領袖生澳門一天遊

嗇色園屬校道德經書法作品巡迴展覽

學校為獎勵領袖生在過去一年的努力，特別安排他們在期考之後到

「道德經書法作品展覽」是 的書法作品。中文科老師在觀賞活

澳門遊玩一天。同學在整天的活動中，參觀了澳門多個旅遊點，包括︰

嗇色園向社會各界人士推廣道 見動前先作了簡單的講解，而學生

觀光塔、大三巴、炮台、賽車博物館等等。大部份領袖生均是第一次到

教精神的其中一項活動。展出的 在觀賞過程中表現投入，無論書法

澳門遊玩，他們在每個旅遊點都玩得興緻勃勃；當然，最使他們驚喜的，

作品全為本港各書法名家的墨 作品的內容、字體，以至書法作品

就是在拱北關口看見親切和藹的譚校長在等他們了！整個旅程直至晚上

寶，首先是在黃大仙祠鳳鳴樓禮 的作者都十分欣賞及關注。

十點多才解散，同學的評語是──舉起大拇指、正！

堂展出，然後在各嗇色園屬校逐

該項活動不但提升了本校學生對

一展出。一眾莘莘學子有機會一 書法的認識，亦引發了他們對藝術

《卡拉 O!BABE》飛躍可藝 2007
在知識產權署的支持下，新 藝校園作宣揚，同學都異常興奮，
城娛樂台再度舉辦此極有意義的 氣氛熱烈，是日高潮就是由高 Sir
活動，到全港各區宣揚「尊重原 上台高歌一曲作結。
創精神

互動增值人生」的訊

息。希望令學生明白尊重知識產
權的重要，從互動遊戲中增值人
生，以及鼓勵同學嘗試創作、不

睹道德經的經文，以及欣賞一眾 作品展覽的欣賞興趣。
書法名家的墨寶，實是一次難能
可貴的機會。
嗇道德經書法作品巡迴展
覽已於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1 日
在本校舉行。短短三天的展覽期
中，超過半數的本校學生在中文
堂時進入禮堂觀賞這些難得一

全球祭孔大典

要盜用別人的創作。
新城娛樂台一眾 DJ 和多位
年青歌星在 11 月 13 日便到了可

溫州市慈善總會考察人員到訪
經陳雲生議員聯絡，溫州市慈

山東曲阜祭孔代表團二百名

六大樂舞篇章所組成，包括《天

團員，於 2007 年十月七日，來港

人合一》、《與時偕行》、《萬

參與祭孔儀式。為此盛事我校師生

世師表》、《為政以德》、《九

獲遨參與其中，心感雀躍。

州重光》、《天下大同》。

祭祀儀式約一個多小時，恭迎

參與學生在整個祭孔過程

山東曲阜聖土聖水儀式後，主祭官

中，專心一致，全情投入，獲益

誦讀祭文，包括迎神、三獻禮及送

不少，尤是對儒家文化的認識，

令雙方都能在學校發展上獲益良

神禮。儀式中，祭孔代表團表演了

更進一樓，鞏固了及加深了他們

多。

屬於最高規格天子級的八佾舞，由

對我國文化的了解。

善總會一行十五位考察人員到訪
本校，了解嗇色園公益事務及資助
本校的制度。是次交流考察活動，

崑劇藝術進校園計劃
香港教育局、中華文化促進 ，實叫人拍案叫絕，不少老師亦陶
中心及江蘇省崑劇院合辦的《崑 醉其中，連外籍老師亦甚表興趣。
劇藝術進校園計劃》將於十一月
十五日到本校進行崑劇示範講
座，透過示範表演，將崑劇藝術
介紹給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認識。
是日參與演出的均是國內極
有名氣的崑劇名伶，演出之精彩

香港藝術發展局古典結他講座
陳杏芝老師為培養同學對音
樂的欣賞能力，以及認識多元化
的音樂領域，不斷邀請不同的音
樂家到校為同學舉行多元化的音
樂講解及演奏會。在 9 月 25 日就
邀請得香港藝術發展局到本校進
行古典結他講座，透過音樂表
演，將古典結他音樂藝術介紹給

中一級同學。是類音樂講座及演
奏會實拓寬了同學的識見，相信
同學得益良多。

容包括：上年度社導師及社幹事卸
任感言、社務報告、社幹事選舉、
社口號創作、社幹事宣誓、社活動
介紹及社務發展計劃等…….。
除此之外，各社的社幹事為了

事，同心合力籌辦屯門警區「暑 他們皆大讚天台戰場，設計有水
期護青計劃 2007」暨青少年戰術 準，實令他們一開眼界。這些讚
比賽（禁毒護青杯）賽事，事前 美，給我們鼓舞，促使我們更加要
籌備，當日程序皆暢順，在預期 做到最好。
中完成所有賽事，場面熱鬧。
再者，我校派出兩隊同學參賽，
在 27 隊中，由初賽至決賽，連番
作戰，最後，可藝 A 隊得季軍，
可藝 B 隊更勇奪冠軍，繼早前在

實有賴各同學的努力，專注及不

增加社員大會的氣氛，為此而準

當日各社分別在校內四個不同的 行遊戲活動時，不止社員玩得投
今年四社的社員大會主要內

組與訓導組共同協助屯門警區同 慧。場地方面，友校領隊閒談間，

軍後，再得此令人鼓舞的成績，

於 9 月 12 日第七八節順利舉行。 備了一些小遊戲給社員玩，在進
地方進行活動。

於暑假 8 月 18 日，課外活動 屈不撓的精神，反映同學冷靜的智

「屯」結同心戰術邀請賽中獲冠

四社社員大會
2007-2008 年度四社社員大會

可藝 B 隊智摘禁毒護青杯

入，連社導師都玩得十分投入。

警察講座
訓導組每年都會邀請屯門警察
學校聯絡主任潘道明為同學作講
座，今年的講座安排在 9 月 14 日在
學校禮堂舉行。是日，屯門警察學
校聯絡主任潘道明警長及兩位學校
聯絡大使到校與同學會面，會上潘
警長通過短片向同學闡述行為的後
果，勸籲同學珍惜前途，小心擇友。
訓導組希望借此類講座提高同學對

不當行為的警覺性，更應謹言慎
行，做個良好的公民。

「屯」結同心戰術邀請賽
本校射擊學會應屯門警民關 部署，在大家互相配合和支援下，
係學校聯絡主任邀請，參加在五 以不失一員的情況，先擊退侯寶垣
月十一日下午在譚李麗芬紀念中 中學，後再次擊敗屯門馬登基金中
學舉辦的『屯』結同心戰術邀請 學，取得冠軍。而出賽的同學全由
3E 班組成，分別是張國維、李文
賽，共有六間學校派隊參加。出
祺、潘敬樂、譚良偉及黃志翔。
賽前，同學曾接受警察學校聯絡
大使劉四強警長及曾任 G4 的周
志偉警員的多次戰術訓練。當日
的戰況非常激烈，初賽時，我們
最先面對屯門馬登基金中學，賽
事一開始，我校已有三名隊員被
擊中，只能以二敵五，最後憑著
頑強的鬥志，終於戰勝強敵。總
結經驗後，我校隊員打出事前的

捐血日獲百師生支持
學生事務組每年都會邀請香
港紅十字會到校進行捐血活動。由
於去年捐血的師生人數眾多，今年
的捐血日特地作出延長時間的安
排，時間由早上 9:305 至下年 3:35。
結果是日共有中四至中七學生及
老師超過 100 人到學校禮堂捐血
助人，你「捐咗未」？

看得見的希望—色彩捕夢器籌款計劃
美國土著色彩繽紛的捕夢器
傳說可以為人們帶來好運及祝福
。本校視覺藝術及圖像傳意科在
十月期間參加了由香港青年藝術
協會，渣打銀行贊助，為奧比斯
籌款的「看得見的希望」計劃。

中四、中六及中七的同學在課堂中
學習捕夢器的基礎創作方法，利用
課餘時間為全校的師生製作一百
多個捕夢器。大家都希望透過創作
除了為奧比斯籌款外，還送出一份
一份的祝福。

第四屆元朗屯門區青年創意作品比賽
本校視覺藝術及圖像傳意科在開學初參加了「創意領域新紀元」—第
四屆元朗屯門區青年創意作品比賽，其中有多位同學獲得多項殊榮，同時
大會更頒發西北聯青社團體榮譽杯給予本校，以表揚同學的創意無限。獲
獎名單如下：
4C 陳凱恩
5C 鍾昀早

銅獎

丘皓文

金獎

銅獎

丘皓文

中電榮譽杯

鍾麗華

金獎

鍾麗華

銀獎
中電榮譽杯

鍾麗華
韓仲策
梁秉章

銀獎
銅獎

羅貫沖

銅獎

巫麗芬

銅獎

黃詩棋

銅獎

藝趣廣場 2007
一年一度的藝趣廣場又在赤柱廣場舉行。二十多位中四和中六級視
覺藝術同學以「盒」作社為題進行創作，為當日參與者帶來一個愉快的
下午。其間同學還利用英語教導外籍小朋友如果繪畫，可以說是做服務
之餘，又可以學習英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