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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機寫我心
	 本校視覺藝術科成功申請到優質教育基金，
以推行「我機寫我心」的創作課程。

	 在視覺訊息爆炸的讀圖年代，以視覺傳播的
視覺新文化正帶動下；在傳統價值觀受到沖擊
之際，我們仍然未有普及的視覺寫讀訓練，所
以，我們會從視覺藝術語言及評賞、視覺文化與
寫讀(視覺識讀)、情感表述(視覺表達)三個方向
去啟動「我機寫我心」計劃。以「一機在手，拍出
真我」的形式來推廣有關普及視覺寫讀和視覺
藝術創作。同時，通過以影像去創作個人的「視
覺日記」，提高同學使用視覺傳播雙向能力和表
達情感能力，進而豐富個人對藝術創作的經歷。

本學年的各位中一同學，將會獲得一部數碼相
機進行這個課程，我們更將本計劃推廣到區內
的小學，屆時更由本校的同學擔任小導師，豐富
學與教的經驗。

小豆意興
本校4D班駱嘉欣同學為了配合學校未來發展的

方向，特別設計了一粒小豆，喻意同學們在可藝中

學的學習和成長，慢慢由小豆苗長大為樹，為家

庭、社會和國家盡一分力。未來的日子裏，這一顆

豆丁會經常出現在可藝中學的活動、刊物和佈置

中，希望大家見到小豆丁的時候，便會想起我們

這一群在可藝成長中的小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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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向前邁進的
可藝體育教育 陳鉅賢副校長

科的物理學、生物學、化學、急救學等，充分對

應到新高中課程要培養新世代學生—文理兼

擅的方向。

	 新高中體育課程裏，除了理論部分，還有

30%是考核同學的實習能力。我們可藝同學

活躍好動、精力充沛、喜探究新奇的事物，樂

於與同學合作、溝通，相信在修讀新高中體育

的實習部分，一定能發揮他們的潛能和興趣，

只要能勤加練習，相信在實習方面取得好成

績是不難的。而事實上，可藝同學參加會考

體育科的實習試，不少同學亦取得A級、B級

及C級的優良成績。加上，可藝為配合時代的

進步、課程的改革、加上配合學生的興趣和

能力，早在三年前已開辦會考體育科，就是為

了新高中課程的發展做足準備。在課程中佔

70%的理論部分，負責的老師和同學都有了好

開始，加上準備充足，相信一定能在迎接新高

中課程時一展所長，亦可為香港的學界體育

發展盡一分力。

	 隨著新高中課程的發展，香港的學校體育教育可以說是進入了

一個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年代，體育教學工作者如何抓緊這個機遇，

對香港體育日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1989年考評局史無前例將體育科列為會考課程，開始時社會人士、

家長、學生、甚至老師們也視體育科為只重技術培養的科目，現在開始

了解體育科原來也有著科學的根據。雖然在廿年間，每年參加會考體

育科公開試的人數只是徘徊在四百至六百人之間，而且在高考裏，體育

科並沒有被列為課程，形成在中學升至大學真空期，猶幸經過一班熱

心推動體育發展的熱心人仕，這悶局終在數年前被打破。在新高中學

制廿多個選修選課程裏，體育是其中一科。這標誌體育是進入大學門

檻其中的一條鑰匙，與其他科目無分別，再不會被人標籤為「閒科」。

從前同學修讀體育科碰到的斷層，現在被填上完美的句號。

	 新高中的體育選修科課程，乃建基於現時的會考體育科，因為上課

時間的加長了，課程內容會隨之增加，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上運動心理

學和運動力學；而課程的精神，則是注重培養同學思考、批判、溝通、

創意和解難能力，相信研習這科後，對同學日後在大學的進修有很大

幫助。新高中體育選修科的課程，與其他科目最分別，就是它具有文、

理科概念兼備的訓練；它既有文科的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又有理

班際比賽讓同學明白團結合作的重要性

社際運動比賽，除給予同學鍛煉技術外，最重要的
還提供不同級別同學一個相互交流的平台，而且給
同學磨煉意志的機會。（左上圖）

為迎接新高中課程的到來，學校成功向「優質教育
基金」申請撥款卅萬元，在學校內成立全港中學首
間的「人體運動實驗室」，為修讀體育選修科的同
學提供先進的體測儀器和技術，以幫助同學明白體
育是一門「科學」來的。（左下圖）

新高中的體育選修課程下，不少從前會考時，不
被列入課程的體育項目，例如攀石，但在嶄新的
課程下，都可被同學作為應考項目，以發掘同學
的潛能。（右上圖）

	 我們可藝的體育教育發展，除著重同學運

動技能和體育理論的灌輸外，還非常重視情

意上的培養，因為我們深信，一個成功的運

動員，除了精湛的技術外，他的公平競技精神

和體育道德的培育也不可缺。所以，除在課堂

上，我們將正確的體育精神教導學生外，還十

分注重他們在課餘活動的表現，例如舉行各

式各樣的社際球賽、陸運會、環河長跑賽孕育

他們與不同年級的同學相互溝通、相互支持、

堅毅不屈、解決困難的能力。還加入以橫向的

班際活動培育其與班內同學的互動、協作、團

隊、互助等精神。透過不同形式的體育活動，

希望能提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使同學們能與老師們並肩一起，快樂而充實

地渡過有意義的中學生活。

2009 二月號



嗇色園主辦
可道中學、可藝中學及可譽	暨可譽小學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聯合畢業典禮

中四學位安排機制及新高中學制
家長講座

	 本年度的聯合畢業典禮在12月4日
舉行，承蒙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玉

樹教授親臨主禮。還記得陳校長鼓勵

同學要提昇自己，可從閱書開始，可從

人物傳記開始閱書。他的一席話讓同

學更了解閱讀的重要，相信各位畢業生

也獲益良多。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新高中學制的內容、學校準備的情況及諮詢家長
的意見，本校特別舉辦一次新高中學制家長講座，講座內容包括334新

高中學制簡介、評估方法簡介、課程概覽及本校將開設的科目、介紹應

用學習、其他學習經歷、大學收生要求及多元化的出路。

畢業生與各位嘉賓的大
合照。	(上圖）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
玉樹教授親臨主禮。
(下圖）

何校長親自講解新高中
學制的安非，家長和同
學都用心細聽校長的詳
述。同場設有展覽協助
家長了解新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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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成長營

	 本校一貫以來，除了努力使學生在學業和操行方面有所成就以外，
亦著重學生的校園生活能多姿多采，令他們盡快投入可藝的大家庭，

有着一個愉快的中學生活。

	 開學初期，同學之間，以及跟老師較為陌生；學校於九月十九日（五）

至九月二十日（六）在校內舉辦中一成長營，鼓勵全體中一學生在校內

留宿一宵，以訓練中一學生獨立成長。同時為了增添生活營愉快的氣

氛，校方特別安排學生代表進行亮燈儀式和為九月份出生的學生慶祝

生日，給他們留下美好快樂的回憶。

	 此外，為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及培養親子關係，本年度更邀請中

一學生家長一起參與活動，讓他們與子弟一起共渡一個歡樂的晚上。

社際環河長跑比賽

	 為增強同學們的體
能和意志力，學校在

2008年10月24日首次

舉辦社際環河長跑比

賽，全校師生均熱烈響

應。是次賽道在屯門河

旁的緩跑徑，高年級約

5公里，低年級及女同學則跑4公里。同學除在賽前加緊練習外，還在當

天自動組織「水站」及「啦啦隊」，沿著賽道為參賽健兒打氣，發揮同學

互助合作的精神。

	 賽後，由何潤和校長主持閉幕典禮，向賽事的優勝者頒發獎狀。

活動在全體高唱校歌聲中，完滿結束。
開跑了！跑出校園。
(左圖）

頒獎時間。	(右圖）

看我們人多多的大合
照，家長們也來打氣。

早操時間。	(右下圖）

小豆　 手記



社際攀石比賽

學校秋季大旅行

	 一年一度的社際攀石比賽在10月16日舉行，四社的健將在早前已
經準備十足，所以在比賽的時候，戰情緊湊，令在場的觀眾看得如痴如

醉，原來要當「可藝蜘蛛俠」可真不容易。

	 賽後，由何潤和校長主持閉幕典禮，向賽事的優勝者頒發獎狀。活

動在全體高唱校歌聲中，完滿結束。

	 領袖生歷奇訓練的目的是訓練個人對時間的掌控；對社交互動的
信心和能力；對自己能否採取行動、追求卓越；在轉變中的環境和資訊

來源多樣化的情況下，能有效把新訊息融入到既有的思維系統；對任

務必須完成而效率是首要條件時，自己能有效領導他人；對自己在面臨

壓力時，能自我控制情緒；在新處境下，採取主動；個人對自身的能力

和完成任務的信心等等培訓。

	 透過歷奇訓練，讓領袖生更能勝任目前
的職務，未來更敢於面對變化多端的挑戰。

	 學期開始，本校的師生都齊集禮堂，參與由訓導組及輔導組的訓輔
介紹暨領袖生宣誓授章典禮，目的是：

介紹訓導組及輔導組老師的職責；

點名學校對學生的要求和期望；

強調領袖生乃執行校方之政策；

加強領袖生與同學的溝通；

介紹新一屆的領袖生，讓師生認識；

講解學生輔導工作。

	 為協助中一同學適應可藝大家庭的生活，輔導組舉辦了為期一週的

「可藝自己友」，透過遊戲、問答比賽及天穚示範，增加同學對學校的認

識。透過天穚示範，讓同學在刺激的比賽環節中了解校規及校服儀容。

	 今年度學校大旅行於

10月31日（星期五）舉行，

當日天朗氣清，全校同學都

分級或分班去到不同的地

點，大家除了可以與大自然

有直接接觸外，還學習到許

多班房以外的知識。同時，

大家透過今次旅行，師生關係更進一步，看看當天的相片，大家就能明

白，何謂團隊精神。

我已經準備好了！
(左上圖）

看！「可藝蜘蛛俠」
大賽正在進行。
(左下圖）

快些啦！無力啦！
(右圖）

1.	各就各位。

2.	嘩！蟲蟲呀！

3.	美女廚房。

4.	與牛合照。

5.	咦！看！

6.	步步為營。

大合照！2E。

1

3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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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聖誕歷奇訓練

從活動中學習領袖才
能。(上圖）

為學校服務的領袖
生。(下圖）

校長為領袖生授章授
章。(左圖）

領 袖 生 長 代 表 宣
誓。(右圖）

各班的模特兒都齊集
了。(左圖）

同學指出模特兒同學
的校服儀容特別之
處，看同學的反應便
之比賽激烈啦！
(右圖）

訓輔介紹暨領袖生宣誓授章典禮

可藝自己友之「我的模特兒同學」

小豆　 手記



08 09可藝中學 校 訊 2009 二月號

圖書館領袖生榮獲
『第二十屆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中學組冠軍

中學生閱讀大使
培訓工作坊

圖書館領袖生歷奇訓練營

	 為了提高同學的閱讀能力和對各範疇

書籍的了解，本校圖書館領袖生於11月8

日(星期六)前往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參

加由教協及康樂文化事務署主辦、優質教

育基金贊助的『第二十屆閱讀嘉年華』，

同學們透過參與介紹書籍的活動；攤位遊

戲、書展、作家簽名會，深深體會到閱讀

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必需品。

大家都滿載而歸，獲益良多。

	 而本校十分榮幸在全港四十多間學校之中脫穎而出，獲得中學組

獎項的「最佳美術設計獎」冠軍，肯定了本校圖書館領袖生對推動閱

讀風氣所付出的努力和熱誠，值得嘉許。

	 開學的第三個星期六，圖書館舉辦了本學年第一次外出活動。這次活

動是一個介紹校內成立讀書會的講座，不少熱愛閱讀的中六級圖書館領

袖生均有出席這次活動，可見圖書館領袖生十分希望把閱讀風氣感染可

藝的同學。

	 雖然這次活動形式是講座，但講座的內容並不沉悶，同學大多投入當

中。特別是在一節作家呂宇俊先生分享如何介紹一本圖書的心得時，在座

的同學都被他幽默的講解吸引，聽得津津樂道，當然我亦樂在其中。

	 活動過後，我們當然抓緊機會與呂宇俊先生拍照，他還鼓勵我們要

多閱讀、多寫作呢！這次活動大大提升了我對閱讀的興趣，有助我們將來

與大家分享閱讀心得作好準備！

	 		 	 	 	 			圖書館領袖生6A班蔡垠嫻

	 為了讓圖書館領袖生增加對自我能力的瞭解和歸屬感，並以積極

樂觀的思想面對各種挑戰，轉危為機，加強「抗逆力」，在12月24日，

我們一班圖書館領袖生到了大埔洞梓童軍中心，進行兩日一夜的歷

奇訓練營。我們利用野外空間及陌生的環境，讓小組隊友一起嘗試

解決各項挑戰和困難，從而克服個人心理及能力自訂的界限；活動期

間，導師會適時提供引導、協調，並引領小組進行分享及討論，讓我

們能夠領略活動的箇中意義。經過今次的學習經驗，對於我們的自

信心、解難能力、領導才能、團隊合作精神，及人際關係等有著顯著

的成效。最後，透過今次活動，我們對自己有更清晰的了解，達到進

一步的自我改進，對於日後返回校園，擔任圖書館領袖生的工作，有

重大意義。

  得獎圖書館領袖生:

	 4B	陳文傑	 4B	梁洛瑋	 4B	吳俊杰	 4C	鄭迪軒	

	 3B	梁雪華	 2A	何美芳	 2A	黎美恩	 1B	周家豪

看我們人不多。(上圖）

看我們取了獎！(下圖）

我們與呂宇俊先生合照

哈囉喂兵團

哈囉喂主持

「齊齊哈囉喂」

	 在十月三十日，圖書

館舉辦了「齊齊哈囉喂」

的活動。其實在早一個星

期，我們一班圖書館領袖

生便一大清早在學校門

口，向正在上學的老師和

同學宣傳，我們一邊派發

單張，一邊派糖，也一邊團

結地喊口號，希望同學到圖書館報名參加活動，結果並沒有令我們失

望，報名人數多達九十多人。

	 在當日午膳的時候，當我們一開館時，有很多

同學進來參加「齊齊哈囉喂」活動。我們有三個

活動：介紹神秘生物的書展、「心慌慌」電影

播放和有獎問答遊戲。為了營造恐怖氣氛，當

所有同學在聚精會神地看電影時，我們一班圖

書館領袖生扮成鬼怪，先混入同學堆中，再跳

出來「嚇人」，令到整個圖書館充滿尖叫聲，

場面十分熱鬧。

小豆　 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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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謎齊齊猜》活動

書展

	 今 年的中秋佳節

前夕，我們圖書館為了

迎接佳節，增加節日氣

氛，所以第一次舉辦了

《燈謎齊齊猜》的活

動。我們在九月十號（

星期三）就開始佈置圖

書館，把一個個色彩繽

紛的燈籠掛滿了圖書館的天花板，再在每個燈籠的下面貼上不同的燈

謎，難度有深有淺，有的是猜地名的，有的是猜用具的，也有的是猜字

的。大家聽猜燈謎就聽得多，但是實際上很少機會可以自己參與其，由

於「實戰」經驗少，同學們都為自己選中的燈籠而傷透腦筋。因為圖書

館會在九月十二號（星期五）午膳的時候讓大家來到圖書館猜燈謎，只

要同學猜中了燈籠下面的燈謎，我們就會送他一個燈籠。所以大家為

了贏得自己心儀的燈籠，表現得非常踴躍。看到猜中燈謎拿到燈籠的

同學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掛上了燦爛的笑容，我們都很開心，所以我們

來年也會再次舉辦這個活動。

我們很希望是次活動可以為大家帶來歡樂之餘，也希望

大家從中認識到中秋節的由來和習俗，學會在遊戲中學

習。其實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我們都可以學習和吸

收到不同的東西，所以圖書館在未來的日子也會舉

辦不同的活動，讓大家一起愉快學習。

		 	 	 	 													

　　　圖書館領袖生長6A班	陳丹丹

	 為了讓同學一嘗購書的樂趣、培養他們愛書的習慣，圖書館安排了

商務印書館在10月8至10日到校舉辦書展。另外，同學在參觀書展期

間，會填寫一份《好書選舉》表格，圖書館會按照「好書選舉」結果，

選出最受歡迎的三十本好書，添購到圖書館，以供同學借閱。書展期

間，同學十分踴躍到圖書館，購買自己喜愛的書籍。

我估中啦！

謎底是什麼？

太多選擇了！(左上圖）

書中自有黃金屋。
(右上圖）

我本本都想買	
(左下圖）

書中自有顏如玉
(右下圖）

我們是第十排的成員。
(左上圖）

小心，別出錯！(右上圖）

出發啦！(左下圖）

畢業啦！(右下圖）

可藝新一代成員。
(右圖）

又是動手動腦的時候了。
(左圖）

黃埔軍訓初級體驗營

	 本年的黃埔軍訓改為在廣州正校舉辦，該校的學訓練環境較佳，

膳食亦較合乎學生要求。本年共有36名中一級學生參與訓練活動，大

部分學生都對訓練活動感興趣，尤其是對坐水陸兩用坦克、開步槍及

玩彩彈野戰留下深刻印象。經過三日兩夜的訓練，所有學員都順利畢

業，並獲得了合格證書。

明日領袖高峰論壇2008

	 「明日領袖高峰論壇2008」由傑出青年協會、教育局主辦，及聯同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

津貼中學議會、政府中學校長協會、香港科技大學校友會、傑出學生協

會、學友社、南華傳媒、香港電台、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

	 青少年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他們潛能無限，前程美好，能讓他們

在健康積極的環境中成長是最理想不過的。「明日領袖高峰論壇2008

」啟動儀式一「傑青新一代，無毒由我創」，旨在為全港青少年提供一

系列禁毒教育，而他們亦有機會學以致用，將訊息推廣至朋輩，攜手培

育新一代傑出青年。

	 本校有幸獲邀出席如此有意義的活動，現安排校內學生出席活動

的啟動儀式。

小豆　 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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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　 手記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2008

	 不經不覺，這次已是銀樂隊

連續第四次參加香港步操樂團公

開，本年我們派出最強大的陣容

參賽，整個團隊共有42人。一如以

往，在比賽前的聖誕假期我們每

天都全日在學校進行練習，所有

隊員都將私人事務暫時擱置一旁，

為團隊的榮譽而努力。一個樂隊的成功，不可單靠少部份人的努力，

而是要靠所有人團結起來才可成功的！

	 本年的比賽共分為三個組別，以樂隊的資深程度劃分，由最資深

的第一組至新近組成樂隊的第三組，我們屬於第二組。幸運地，我們

今次再次獲得金獎。回想過去多年參與銀樂隊活動，逢星期五、六都

要練習，實在很辛苦，但多年來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在銀樂隊的群

體生活中，我們學到了做事要有清晰目標，還要有努力和毅力，並要

發揮團結、合作的精神，這樣才可以令整個團隊保持成功和動力。

	 還有一件事必須要提及的就是我們這班隊員對銀樂隊都有很強

的歸屬感，現在團隊中有共有8名校友隊員，他們畢業後都不捨得離

開樂隊，還堅持每星期回校集隊和協助訓練新隊員以回饋母校。在將

來銀樂隊還要面對無數的挑戰，相信我們這個團隊一定可以做得更

好的！

　　是此比賽為了獎勵參賽者曾盡力爭標，每個組別均多設優異獎，

此外，比賽當天，參予籌備工作的中文科老師及同學均盡心盡力，不

言繁重，真不可多得。至於四位司儀，陳珊珊、陳丹丹、張佳欣

及張凱瑩表現出眾，備受評判及老師的讚賞。

							比實期間各參賽者水平甚高，部分更難分高下，二

位資深評判(蔣治中先生、李虹女士)要多番斟酌，才可

定斷。端見奪標者的水準比之校際比賽的一級水平，

非但不相伯仲，更有過之。

							總言之，本屆比賽圓滿，兩位評判皆有同感，認為

我校推動普通話，確實不遺餘力。

第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英語劇場─西遊記

	 本校舉辦的第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已於十二月

六日完滿結束。是次比賽盛況空前，参加小學集誦比賽共8隊，初級

組32位、中綬組23位、高級組38位。總計參予學校共32所。

	 相信大家對《西遊記》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

一定很熟悉，這次由英語來演繹便更加添一份新

鮮和活潑了！英文科老師在十一月份邀請了香港

藝術教育為我們中四的同學表演了一場英語版的

《西遊記》。劇中的人物由外籍人士扮演，看起

來有型有格，場面爆笑。尤其是那位「豬八戒姐

姐」和「孫悟空哥哥」，玩足全場，真是一個不

留神就給他們帶去探「牛魔王叔叔」。

「豬八戒姐姐」和「孫悟
		空哥哥」他們找到了……
		(左圖）

「豬八戒姐姐」躲在我們
		當中。(右圖）

「牛魔王叔叔」在對牛彈
	琴，「牛魔王嬸嬸」在和
	唱。(下圖）

小豆 　  讀書樂



可藝暑期英語泰國交流之旅2008

	 本 校 已 連 續 三年 帶

領 高 中 學 生 前 往 泰 國

曼谷，與當地 著名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以 及 R a j a m a n g a l 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K r ung thep，和大專院校

Intrachai	 Commercial	

College的師生交流，一起

學英語。泰國學生不歆廣東

話，本校學生不通泰文，大

家要靠英文這「國際語言」交流。由於兩地學生英語水平相近，學習

環境、生活條件亦相若，故彼此容易溝通，融合。加上本校外籍老師

Mr	 Murray曾於當地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任教多年，精

通泰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泰國通」。整個行程均由本校英文老師

設計，不依賴商營旅行社，「剪裁」貼合本校學生興趣及需要的英語

學習活動。是故每一年的可藝暑期英語泰國交流之旅都能令參予的

同學過一個既充實、愉快，又有進益的假期。

	 感謝嗇色園慷慨資助，令各參予同學能用低廉價錢，享受優質的

旅遊學習活動。家境清貧學生更額外享有賽馬會學習基金資助。

入廟要拜神。

進行皇宮要有這樣的
衣著	(左圖）

與當地大學生晚餐
	(右圖）

可藝英語歌詠團及音樂科手鈴隊表演

　　本校英語歌詠團及音樂科手鈴隊在12月9日獲屯門錦薈坊邀請演

唱及演奏聖誕樂曲，為坊眾帶來一個小時溫馨妙曼，暖人心窩的應節

樂曲。另外，在12月10日及12日分別獲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和香港

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邀請為該校師生送上一個小時溫馨妙曼，暖人心

窩的應節樂曲。兩位外籍英語老師更以輕鬆有趣的方式介紹聖誕節的

相關習俗及文化，寓教學於遊戲。演出團隊與觀眾打成一片，現場氣氛

熱鬧融洽。

手鈴隊的成員。

四十多人的大合唱。
	(左圖）

外籍英語老師也一起
唱。	(右圖）

科普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自1992年起，為中學舉辦科學普及講座，特

派教職員到中學向中學生講授有關科學的知識，本年度講題達37個。

數學系講師劉智軒博士蒞臨本校演講，其講題為「微積分：它的歷史

和發展(Calculus: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微積分是數學歷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毫無疑問，這個強而有力

的數學工具是所有現代科學技術的最重要基礎。這次講座談論牛頓和

萊布尼茨怎麼在17世紀分別發現微積分和它在現代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同學都聽得津津有味，部份同學更把握機會向劉博士發問。而劉

博士亦與同學分享追求學問的心得，建議同學們多閱讀、多發問及多

參加數學活動。
校長為我們致送紀念旗
予劉智軒博士。
	(右圖）

同學們留心聽講。

《數趣漫話》講座

	 香港大學數學系自1994年起舉辦「數趣漫話」講座，以有趣味的

數學為題材，促進大學與中學師生之間的交流，期望能啟發中學生對

數學的認識及興趣。我們的中三至中五級三十多名同學在2008年12

月6日(星期六)的下午，參與由香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吳端偉博士主

講的「拍賣中尋對策(Looking	 for	Strategies	 in	Auction)」。原來從

古羅馬開始，以至近年，利用拍賣方式成交仍十分普遍。拍賣方式林

林總總，其中「逆向拍賣」(Dutch	 Auction)便能應用在次按中作問

題資產定價。講座從「博奕論」的角度，深入淺出向同學分析拍賣機

制，找出對自己有利的策略。講座中除了播放「黑猩猩比人理性」的

實驗片段及進行模擬拍賣外，還派發資料，更加深同學對數學的認

識及興趣，大家都感到趣味盎然、樂而忘返。

看我們這班數學精英
	(左圖）

果然是資料豐富。
	(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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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樂暖音」-

小豆 　  讀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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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考察之旅 高中藝術營

戲劇大師中學巡迴劇

與眾同藝

　　為配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視覺藝術科在學期開始特別組織一

次境外的藝術考察之旅，目的是讓學生認識香港藝術發展以外的華

語地區的文藝發展，令學生進一步掌握中國近百年的藝術進程。另

外，10月初的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及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了多

個特備的國際藝術展覽，令學生大開眼界，擴闊視野。而參與今次的

考察的二十位同學分別來自中一、中四、中五、中六及中七，

除了學習有關視覺藝術科的知識外，更為大家

建立了一個互相認識，增進友誼的

平台。

　　在11月中，高中選修視覺藝術科的約六十位同學，到荃灣曹公潭

戶外康樂中心度過了兩日一夜的藝術營。大家除了享用中心的戶外康

樂設備外，還進行了三項創作活動。在課室以外的時間和空間的學

習，令大家一再了解藝術無處不在，活在藝術中。

　　在9月初視覺藝術科邀請了藝術工作室到本校進行【戲劇大師中

學巡迴劇】，演出莎士比亞著名劇目─《馴悍記》，讓初中各班度過了

一個輕鬆愉快的早上。劇中的演員以生動活潑的手法演繹莎士比亞

筆下的悍婦如何被改造的經過，惹笑抵死。同場還邀請同學發表意

見，互動交流，令大家更進一步認識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著作。

　　十月份視覺藝術科邀

請了黑犬劇團為中一同學

舉辦了另一個有關默劇的

工作坊。表演者除了作出示

範默劇外，還講解當中的

技巧，更即時指導同學如

何「摸牆」和「手指轉移」

等基本默劇表演。大家真

是邊講邊學默劇，成效不

錯！

出發了！

1.　我們中一學生也可去
考察

2.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
物館─2008陶瓷新品
評鑑展

3.	 朱銘美術館

4.	 台 北 當 代 藝 術 館
─ 2 0 0 8 台北數位
藝 術 節 「 超 介 面
─TRANS─」

5.	 野柳地質公園

看看我的大作	。
（左上圖）

這個姿勢會畫得稱心
點。	（右上圖）

蒙眼畫畫可以嗎？
（左下圖）

有沒有畢卡索的影子
呀？	（右下圖）

你有甚麼意見？我覺
得……

「摸牆」表演。

一起「手指轉移」。

1 2

3 4

5

小豆　 創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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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質素的年青人

有質素的年青人

木偶初探

「戒賭奇想」漫畫創作比賽

滅罪街板創作2008

無毒健康校園─中小學書籤設計比賽

　　「心創意劇場」在11月蒞臨本校為中一的同學演出了一場《有質

素的年青人》互動教育劇，內容是探討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通過四十分鐘的互動活動，讓同學了解這條條例的內容和背後

的意義，更培養同學學習從多角度去分析事物的能力。

　　中一級同學在10月份欣賞了由香港展能藝術會到校推廣的「與

眾同藝」公眾教育計劃。當日邀請了《無言劇團》的代表為我們演出

有關聾啞人士的「無言」創作。同時即場講解了一些簡單的手語，還

讓同學們一起嘗試「有口難言」的滋味，令大家更明白聾啞人士的

情況。　

　　聖誕節過後，「飛鵬木偶團」為本校中一同學進行了一個中國傳

統皮影戲及杖頭木偶演出暨示範講座。那天，他們一行四人，一早就

來到本校禮堂，為演出作好準備。他們分別演出了：《老鼠偷蛋》、《

水漫金山》、《豬八戒揹娘子》和《帝女花》之《香夭》，當中分別有

皮影戲及杖頭木偶兩個類別。原來沒有生命的小木偶也可以表現得

栩栩如生，可見木偶師傅的技術之高，最難得的是同學們可以親自嘗

試參演木偶劇呢！

　　4D吳浩生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參加了

香港青年協會的「戒賭奇想」漫畫創作比

賽除了取得優異獎項外，得獎作品更獲得

出版。

　　今年視藝科中

學參加了由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主

辦的「滅罪街板創

作2008」，其中7A

葉佩瑩和7A劉茵

瑜各取得中學組最

優秀作品。

7A劉茵瑜和4D吳浩生參加了由香港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惡辦公室

舉辦的「無毒健康校園─中小學書籤

設計比賽」分別取的中學組的亞軍和

優異獎。

一個從多角度觀賞的
場地佈置。	（左圖）

大家怎樣看這份刊物
呀？	（中圖）

多謝你們的演出！
	（右圖）

我們試一試讓「他」
來個飛躍吧！﹝皮影
戲﹞	（左圖）

哈囉！你好嗎？	
（右圖）

她在進行翻譯。	
（左圖）

「有口難言」果然有
難度！	（右圖）

7A葉佩瑩的作品。

7A劉茵瑜的作品。

7A劉茵瑜取我中學
組的亞軍。

4D吳浩生的作品。

7A劉茵瑜的作品。

小豆　 創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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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　  家校事

烹飪比賽

迎聖誕親子美食製作班

「百家珍味—共創溫馨家庭」 迎新春水仙花浸植班

西貢一天遊

　　為了讓家長、同學交流烹飪心得，切磋烹調技巧，提高對烹飪的

興趣及發揮創意，家長教師會特別籌辦「百家珍味—共創溫馨家庭」

烹飪比賽活動，藉此機會讓家長及同學大顯身手，烹煮出美味的食

物，與他人一起共享美食。各參賽者需為菜式取名及事先烹調好約6

至8人份量的特色菜餚，攜至比賽場地參賽，比賽評審期間由子女簡

單介紹其餸菜特色及創作意念。

　　獎項設有冠軍，亞軍，季軍各一名及六大獎項：最色香味、最佳

造型、最俱創意、最佳營養、最合經濟、最溫馨家庭獎。

　　農曆新年將至，家長教

師會特於農曆新年前舉辦「

水仙花浸植班」活動，讓各家

長及學生學習水仙花的裁種

歷史及產地、如何挑選水仙

花頭、雕刻、養護企頭水仙花

及蟹爪水仙頭等基本技巧，

好能趕上春節的花期，在家

中擺設合時之水仙花，增添

節日氣氛。

　　為增加家長與子女的溝通和接觸機會，培養親子和諧關係，並能

親身體驗西貢區豐富生態資源，本會舉辦了一項名為「西貢一天遊」

的活動，當天共有180位家長與子女及老師一同參加。活動主要內容

包括：遊覽西貢大坳門郊野公園，欣賞一望無際的海洋風景；體驗放

風箏的樂趣；參觀海下灣海洋保護區，乘坐小艇觀看珊瑚、海星、海

馬、海參及其他珍貴的海洋生物，享用科技大學自助午餐，還前往北

潭涌西壩景區，遠眺香港絕色風景。

　　聖誕節即將來臨，家長們除了忙於選購 禮

物，製作聖誕美食與身邊摯愛共享，也是慶 祝

聖誕節的選擇。本會特於十二月份開辦聖誕 美

食班，製作傳統聖誕美食，讓家長能與子女 一

起輕鬆掌握烹調「焗釀聖誕迷你火雞」，藉

以促進親子關係，又可與家人及親友共享美 食

好滋味，盡情歡度聖誕！

大合照。

步驟一：清除泥濘。

仔細雕刻。

西貢大坳門郊野公園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司儀講解比賽細則。	
（右圖）

食品簡介。（中圖）

頒獎禮	。（右圖）

1.	廚神一族

2.	姊妹組

3.	入爐前後

4.「焗釀聖誕迷你火雞」
	 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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