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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承責   兼容互信 1

前言
民主與科學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以來，已成國人追

求強國夢想的目標。是故，自清未民初，不少求學之士紛

紛放棄傳統經籍的探究，踏上尋找西方價值之路，冀望這

劑西方良藥（民主與科學）能為當時沉痾頑疾的國體，投

下治癒良方。自此，科學興國之念，民主救國之想，不斷

在中國近代史的洪流中跌宕起伏。然而，科學相較於民主

而言，其發展的歷程，尤其耀眼。君不見，中國傑出諾貝

爾獎科學家輩出：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及高錕等。

踏入二十一世紀，科學的研究及發展是推動社會進步

的主要動力，未來人類的生活，在資訊數據的超速運算及

基因科學的革新之下，必然衍生更多新生事物，面對科技

命革命時代的來臨，新生代的學習，需打破傳統框框，從

新思維方向，學習及掌握有用的知識，為未來的前景作好

準備。

在這新時代裡，本校的科學科配合STEM教育趨勢下，

不只為同學打下良好的科普基礎，更為同學發掘興趣，逐

步帶領有志者，走向多姿多彩的科普世界。今期校刊，朝

著這方向，訪問了我們的科學老師，讓他們道出學習的真

諦及期許。

老師篇向來是最矚目的篇幅，今次以春節為主題，窺

探老師們如何歡度春節；也許，其中一些的趣事或反轉傳

統的慶祝活動，會增添不少溫馨及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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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理科及科學科包括了科學科、物理科、

化學科和生物科，任教老師的教學常與生活掛勾，希

望學生可以在生活之中，掌握相關的學科觀念。課堂

上，老師多給予學生任務，然後交由學生討論，然後

進行實驗，再從結果中學習、反思及改善。

以製作水火箭為例，老師先教授相關原理，由學

生組成不同小組討論及製作屬

於小組的水火箭，然後進行實

驗，實驗後加以討論及檢討，

令學生對相關理論印象深刻。

這種結合理論及實驗的課堂貫

穿整個學科：生物科會檢驗不

同糖份的飲料；物理科會高空

擲手機驗證力學；化學會自製

肥皂及不同的晶體。

我們的生活脫離不了理科及科學科：我們的身體

結構是生物；不能缺少的地心吸力是物理；課室中的

桌椅粉筆等等物質構造的問題是化學；科學本身就是

以上三者的結合……涵蓋內容又廣又深，全靠我校一

班同心教學的理科及科學科老師，讓學科及相關活動

生活化且有趣，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探究精神！

—理科及科學科
藏在生活中 悟出智慧和道理

我們這一科

同學精心設計了水火箭，
投入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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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及科學科任教老師：饒志彬老師、胡家俊老師、梁樹基老師、莊安琪老師、劉鳴老師、柳志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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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志彬老師說：「物理按字面就是『萬物的道

理』，簡單來說就是從現象看本質。」劉鳴老師補

充：「物理和數學的關係密不可分，要懂得物理必須

掌握數學的概念！」柳志皓老師則

認為化學最引人入勝之處，就是把

兩種物質混合後會出現與原有物質

截然不同的結果，而且只要平日細

心留意一下身邊的事物，你會發現

「吃喝玩樂」都與化學有關！胡家

俊老師說科學就是生活，學生生活

中常見而「貼地」的事物都成為他

的教材。

莊安琪老師指生物科涉及的學習範圍也很廣泛，包

括：大部份生物（例如：植物、細菌等）、生理過程、

遺傳學和進化學等。她進一步說：「生物培養和訓練了

我的邏輯思考、解決問題和統整複雜知識的能力，這對

我處理人生中不同的任務及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讓

我成為了一位終身學習、樂於自學的學習者。」

理科 STEM內地交流團

學校開放日 -理科及科學科攤位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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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堂外，理科及科學科還舉辦了不同的活

動，包括：參觀可口可樂、理科STEM內地交流團、

科學週等等，擴闊學生的眼界。最近，我校還開始

養殖了馬蹄蟹，讓同學可以近距離觀察這可愛的生

物，還讓學生在照顧馬蹄蟹中，學習責任感及對大

自然的關愛。

負責同學用心地照料馬蹄蟹

參觀可口可樂

科學學會 -葉脈書籤 科學週 -水墨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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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及科學科由莊安琪老師帶領，她認為學生的

品行和進步是最重要

的事：「我從不要求學

生考獲第一名，我只要

求學生有良好和正面的

品格為先，其次是在學

業成績上有爭取持續進

步的態度，因為做到以

上兩點對他們的人生非

常重要。」

回顧教學路上，她

想起數年前曾任教的一

位學生，這位學生前後修讀她任教的學科共兩次，第

一次是完成中四後便輟學，第二次是再從中四重讀至

公開試畢業。「這位同學第二次修讀我科時，轉變很

大，由學習非常散慢、缺課和脾氣暴躁，變得很積

極、學習很投入、待人處事很溫柔，而且更取得綱琴

八級的資格！這位同學有這麼大的轉變，是因為中四

輟學後，眼見社會很現實和殘酷，而且他很喜歡生物

科，結果他在公開試生物科的表現也不俗，現職是消

防員。」作為老師，莊老師很開心可以看到學生有這

麼大的進步和成就，但她也惋惜這學生消耗了不少寶

貴的光陰，所以她希望可藝同學能藉此借鏡，實踐適

合自己的正向人生路。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是莊老師的人生座右

銘，這一直的人生「明燈」推動她跳出自己的安舒

區，在今個學年借調到教育局一年，透過與其他專業

人士、學校和教師的合作、交流和經驗實踐，豐富教

學人生，回饋可藝中學。

學科首重品行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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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來，醫學界均認為胃潰瘍的成因主要跟生

活緊張有關，導致胃酸分泌過多，弄損胃壁，因此人

們多用制酸劑醫治胃潰瘍。1980年代，醫生馬歇爾

（Barry Marshall）透過觀察，發現人類胃部可以有細

菌生存，而不是道聽途說，像一般醫生認為細菌不能

在胃部生存，他更毅然「以身試病」，喝下一杯含幽

門螺旋桿菌的飲料，繼而出現胃潰瘍，證實了胃潰瘍

是由病毒感染。

人生在世，一定會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難，

你能否克服，就在乎你是否「正面」面對和「堅持」

的人生態度。當你解決問題時，不是憑自己嘴巴說正

確就是正確，而是要透過「觀察和提出解釋」、「邏

輯思考和想像」和「努力不懈」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

法。就像馬歇爾，他不惜用十多年的光陰及付上健康

的代價，力排眾議，以證明自己的解釋（假說）是正

確的。如果沒有馬歇爾，今天人們仍只用制酸劑醫治

胃潰瘍，然後不斷復發，甚至患上胃癌，感謝馬醫生

的鍥而不捨，貢獻社會，造福人群。

莊安琪老師— 尋求科學真諦 :「鍥而不捨，
金石可鏤」的生物學家精神。

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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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樹基老師—冠軍 x 冠軍
最近中一科學在教「人類生殖」，其中一個話題就

是每個人都是冠軍，因卵子只會和「游」得最快的精子

結合。其實，不單精子是經過激烈的競爭，才可在上億

同伴中突圍，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個卵子何嘗不是經得起

挑戰的勝利者？

原來每次排

卵之前，就有一

批原始卵泡（每

個卵子都包覆在

一個卵泡中）經

四個不同階段，

重重淘汰，最後成熟排出的卵子是來自生長最快的一個

「優勢卵泡」，而同一批次生長較慢的則會退化、被身

體吸收了。如果精子爭相游向卵子像長途泳賽，卵子的

產生過程或可比選美：由百強、五十強、三甲到冠軍。

人生的競爭太多了，連處於生命起點的精子、卵子

都難倖免，煞是無奈。競爭處處可見，但好像上面「勝

之則生、敗之則亡」那樣的生死相搏總不常見，日常更

多的是不同的「較量」，透過較量我們一方面知道自己

的優勝和不足，使人更趨完善。況且，「先天上」每個

人都來自萬中選一、最優秀的精子和卵子，只要選對了

跑道，難道連落場一試的資格也沒有嗎？

有人或覺得人生的競爭不是太多嗎？連處於生命起

點的精子、卵子都難倖免，煞是無奈。競爭處處可見，

但好像上面勝之則生、敗之則亡那樣的生死相搏總不常

見，日常更多的是不同的「較量」，透過較量我們一方

面知道自己的優勝和不足，使人更趨完善，遇到對手實

力相當，不少人更樂此不疲。況且，「先天上」每個人

都來自萬中選一、最優秀的精子和卵子，只要選對了跑

道，難道連落場一試的資格也沒有嗎？較量也好、競爭

也好，你或可以選擇對手，但不可完全避免競爭，希望

同學有為自己選擇適合跑道的心思和智慧、更有擁抱挑

戰的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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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鳴老師—處處可見的不平凡
物理學中眾所周知的萬有引力是由牛頓所發現，他因

為坐在蘋果樹下，被掉落的蘋果擊中，最後就發現萬有引

力，但天天在不同地方都有蘋果掉落下來，為何唯獨牛頓

發現萬有引力？全因為他喜歡觀察、思考和探討物質背後

的理論，才讓他因平凡的事物成了不平凡的人。

生活中有很多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希望同學們也可

以多觀察、多思考，追求背後的道理，從中悟出智慧。

物理科

饒志彬老師—甚麼繞著甚麼？
古人看見太陽永遠都由同一方升起，便思考為何有

這一現象，從而假設太陽圍繞地球而轉，後來又因為要解

釋其他現象而發現之前的假設錯了，於是再修改。由古至

今，理論不停因新現象而改進，漸漸成為現在的學說。

物理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循環：觀察現象→思考原因

→找出事物本質→驗證，其中「驗證」提醒我們，隨著成

長，我們有很多固有的觀念，我們必須有修正個人觀念的

胸襟，才可以擴深個人思考的深度及廣度，得著生活中的

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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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學中「反應」是指粒子的鍵合斷裂（Breaking）

後，再形成新的物質（Forming）。鉛筆芯與鑽石都是由

相同元素形成，平凡的筆芯只要經過極多的斷裂及形成過

程，終會轉化成絢麗奪目的鑽石！同樣地，若我們沒有經

歷過「拆毀，再建造」，我們的生命亦不會變得非凡！冀

盼同學們能忍受「拆毀」過程的痛苦，相信自己終會蛻變

成才！

化學科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VR）漸趨普及，

除了在電子遊戲、影視娛樂等範疇蓬勃發展，學生的學

習工具已不再局限於傳統教科書和電子書，現在教育界

將開始應用VR，而將來的科學課可能會以VR代替進行

危險實驗、解剖小動物、外出參觀等，其實VR正被廣泛

地開發及發展，希望學生不僅使用科技作為遊玩，也可

以用心學習使用不同的科技產品，裝備未來。

柳志皓老師—鉛筆芯 vs 鑽石

科學科

胡家俊老師—學習善用科技 助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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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知道嗎？每

一個實驗背後都有實驗

室技術員的默默付出，

而我校的實驗室技術員

分別是林賢司先生及陳永萬先生。

早前生物科進行測試水果維他命C的實驗，實驗室

技術員須依據不同水果維他命C的含量，準備適合實驗

的水果，還有相關工具及儀器：燒杯、滴管、試劑等

等，除此之外，還要因應實驗室情況和學生數量而作調

節，絕對不能馬虎了事。因此，實驗室技術員就像一名

細心、謹慎的藥劑師，專業非常，須考取專業資格。我

校的實驗室技術員不只是專業人士，也兼顧學校的其他

職務：林賢司先生負責學校的攝影項目及攝影學生工作

人員的栽培，我們可在大型活動中處處見到他的身影；

陳永萬先生兼任總務組，也負責安排校工的工作，他有

時還「落手落腳」，全因他助人為樂。

入行前，林賢司先生修讀醫療生物科學，可以在

相關行業發展，而陳永萬先生修理科，曾在商業機構打

滾，但在學校與學生的分享始終是林先生及陳先生最珍

惜的時光，他們都非常喜歡跟學生分享自己的發現及領

悟，這些工作的喜悅，讓他們一直在這裡工作至今。他

們專注、認真的付出，希望同學們在課堂上，也以認真

的探究精神回饋他們的付出。

實驗室的背後

細閱每位老師及實驗室技術員的分享，才知道世界

種種平常的事深藏深遠的道理和意義，發掘它們學需要

我們細心、耐心、堅持、有勇於探究的精神等等美好的

特質，因此，我校任教這些科目的老師言教身教，在致

力傳道、授業的同時，也傳承學科的優良態度。

10 自律承責   兼容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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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剪影及活動花絮

水火箭
生物科水耕法

科學學會

理科STEM內地交流團

開放日

科學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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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Demonstration and 
The 20th Family Reading 
Scheme Presentation

2018-11-24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 
( Tuen Mun District)

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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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8 
Sports Day

Hong Kong Marching Band 
Contest 2018

201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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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Competition
2019-01-29

Presentation Day
2019-02-21

The 7th Sik Sik Yuen Joint-
school Sports Day

2019-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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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5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2019-02-23

School Assembly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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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陳卓怡 
學兄梁浩文在中學時萌生成為老師的念頭，途中雖然受

到不少挫敗，但亦無阻他的決心，最終成為一名小學老師。
他在訪問中亦笑言，如非自己的教學熱誠高，恐怕早就放棄
成為老師了。

成長中的轉捩點
梁浩文學兄在小學一事無成，升上中學後，他毫無自

信，在人面前會感到害羞、焦慮，直到中學的一次體育課，
當時仍在可藝任教的陳鉅賢副校長訓話了他一番，苦口婆心
地說了一番人生道理，這番話一直深存於梁學兄的腦袋中，
令他開始慢慢地改變自己，不再懦弱，變得有自信。因此他
希望成為老師，言教身教地幫助學生成長。

求職的嚴峻之路
求職的道路上，自然難關重重。當時，梁浩文學兄寄出

差不多五、六十封的求職信也沒有回音，最終在一次的面試
下，校方希望他能完成其他學術的工作，與他一心只成為體
育老師有所不同，他發現現實與理想的反差甚大，他說：
「當時我只知喜愛體育，主修體育，以為就能成為體育老師
呢！」話語中滿滿的挫敗感，不過，他並沒有選擇放棄，而
是面對現實，進修數年其他學術的知識，最終獲一間小學取
錄，成為老師。

工作的快樂
成為一名老師，除了教授知識外，還要傳授人生的道

理，看著學生們慢慢成長，不論是外表、體型、還是心智，
想必是老師最歡喜的事情，梁浩文亦不例外。他在職的三年
間，看著一個個學生由身高比他矮到變得比他高，心智慢慢
地成熟，他感到十分奇妙，這也是他繼續當老師的動力。

薪火相傳－梁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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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展現愛與夢－彭玉環

5B 萬凱晴
跟一般的上班簇不同，彭玉環學姐是一名自由工作者，

工作時間不受束縛，較為彈性，她把興趣成為了工作，在藝
術方面很有想法的她，以創作成就一番事業。

年輕不忘舊
彭玉環學姐的藝術工作主要是圖像設計，例如餐牌、海

報、刊物等等圖像上的排版，她亦對傳統工藝有特別的情
感，因此她致力保留傳統手工藝，尤其是陶瓷手繪，亦因此
創立的陶瓷手繪品牌，當中的成品有一些是參考了我們家中
也有的「萬壽無疆」，她希望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這些珍貴的
傳統手工藝。

把握與珍惜　成就自我
憶起在可藝的讀書的日子，彭玉環學姐認為可藝中學很

願意為學生提供機會及資源，讓她可以在不同活動中發掘自
己的興趣，她也很感恩在大學中同樣獲取了不少學習和實踐
藝術的機會，兩所學校是讓她一步步尋得自己方向的培育
室。因此，她勉勵可藝同學，即使前路不明確，但亦不能放
棄自己，要不斷嘗試，亦要好好珍惜及善用身邊的資源。最
深刻的是她在訪問中常常說：「人人的腦袋都一樣，別人可
以，你也可以！找到目標請不要放棄！相信自己可以！」

小個子懷着愛與夢
彭玉環學姐正籌辦出版兒童繪本，亦準備到外國修讀動

畫課程，她希望自己可以透過不同的圖畫將有關「愛」的訊
息帶給全世界，尤其是香港，因為她覺得香港很缺乏愛。眼
前的小人兒―彭學姐，個子嬌小，卻心懷堅定的大夢想，
她謙卑的說：「只因我不希望自己成為垃圾，想在社會上做
個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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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羅國顥
朱嘉濠學兄由私人物業管理公司工作轉到政府部門工

作，一路走來，需要要多跌碰和摸索，尋找理想從不是一蹴
而就。

 
生活挑戰的苦樂  成就個人成長

在房屋署的工作主要是管理不同的商舖和房屋，朱嘉濠
學兄表示這份工作最困難和最有趣的地方是接觸不同客人。
困難是這份工作上最大困難之處是經常要接觸不同類型及背
景的人，聆聽及處理他們的訴求亦成為工作最具挑戰的一部
分，或許他們有不滿意的地方都會發洩在別人身上。正因如
此，他依然會耐心地聆聽他們的煩惱及解決他們的問題，這
份工作亦為他帶來不少滿足感及成就感。有趣也是因為他可
以接觸不同類型的人，從中了解不同人的想法，在回應對方
的訴求又要平衡到持份者的利益，這些都是有趣而有挑戰性
的工作經驗。

朱嘉濠學兄從讀書到工作，他都堅持一個宗旨：「讀書
和工作都要堅持自己的目標，遇到問題先反省自己做得不夠
好的地方，然後盡最大的努力去解決，當然，遇到困難時亦
需要尋求別人的幫助，這樣才能令自己在別人身上學習到更
多。」因此，他從就學時期就不斷反思、改善自己，在進入
社會工作時，難免會經歷跌跌碰碰的階段，但他都可以一一
調整自己，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難並從而令自己成長。

不放棄努力有所成
朱嘉濠學兄認為現時的學生比以往幸福，因為新一代的

資源充足、科技發達，因此我們要善用科技學習，而不是讓
科技導致我們忘記學習的初衷，他更認為學弟妹要善用學校
的資源去學習，不要自暴自棄，其實讀書是靠個人的努力付
出，他深信只要堅持就能有所成果。

生活中的種種有讓人成長的元素
—朱嘉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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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不停步—張証棋

5A 彭偉生
在中學時張証棋學兄修讀資訊及科技課程，因著興

趣，一直進修，成為了資訊及科技行業的一員，他仍一直
努力，築成他的資訊及科技行業路。

具興趣和能力  仍須不停掌握新資訊
資訊及科技行業包括了電腦程序編碼的工作、數據分

析、技術支援、防止黑客入侵等等，這一行業需要很多知
識，每天都要更新自己，讓自己緊貼社會資訊科技的進步
及需要，因此，資訊及科技工作人員需要不停的努力，常
常留意新電腦產品及發展，所以說資訊及科技之路並不是
容易之路。張証棋學兄無懼困難，投入這行業，因為他在
大學修讀資訊及科技時，愈讀愈看到自己的興趣，期間亦
得到了老師及學校的肯定，因此他深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應
付工作，便義無反顧地入行了。

終身學習
尋工作期間，張証棋學兄並不一帆風順，他第一次去

面試時，發現學到的知識與市場的需求不一樣，在他進入
公司後，他積極額外學習一些新的知識技術，讓自己與社
會的需求接軌。其實，任何行業也有自己的要求準則，我
們不只要在現階段用心學習，更要有終身學習的心，才可
以一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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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構思生涯規劃
用心助學生成長

中一 –「人人有責家務」計劃

生涯規劃簡單說，就是面對未來的歲月，做好構思
與有所安排。本校生涯規劃則透過各班主任對自己的班
別以及全級的細心觀察，設計及舉辦不同的活動及計
劃，讓學生參與、學習和自省，從而有所改變及成長。
在剛過去的大半學年，我校不同年級舉辦了林林總總的
活動，讓我們一同回顧一段段精彩的時刻吧！

為了讓中一的同學更自律並懂得為家人付出、學會
感恩，特設「人人有責家務」計劃，要求同學回家分
擔家務，與家人一同為家付出。

1C 葉臻霖
晚飯後，我經常協助媽

媽打掃桌子、洗碗和地板，
媽媽很欣賞我的工作並讚美
我。我喜歡做家務，因為可
以保持我的家乾淨、整潔。

1C 林漢彬
我的母親平日工作非常

努力，但她下班後還要做很多
家務，我決定幫助她。當我
母親去市場時，我開始打掃房
子，例如掃地、洗碗、清潔桌
子……我母親回來看到後感到
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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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何德儀
在第一次做家務時，我是萬分不情願的，尤其是我在剛

好做完功課、想休息一下的時候，然而，我明白我必須要養
成做家務的習慣，因為現在不做，我將來也要做，過好自己
的人生，我希望我可以堅持學習做家務。

1A 布詠琪
我每天見到爸爸從早到晚工作回家，身心十分疲累，但

爸爸也會做家務，我心想爸爸為了一家的生計，整天辛勞地
工作也沒有怨言，我實在十分難過，我決定要幫輕爸爸的負
擔，除了要努力讀書外，還要幫助家人做家務和照顧弟弟，
好讓我們一家人幸福地生活。

1B 林駿宇
不久之前我在家中跟我的媽媽一起做家務，體驗她平常

做家務的經驗。過程有點辛苦，因為要拖地、掃地，也要幫
忙鋪床鋪，雖然辛苦，但幫了媽媽的忙，她會輕鬆點，而且
完成後我很有成就感。

1B 肖嘉怡
我拿起掃把說幹就幹，

把整個房子打掃了一遍，幹
完活後，我感到非常疲累，
但看到乾淨的屋子後就覺得
心裡比吃了蜜還甜。通過這
次的計劃，我體驗到做家務
的辛苦，以後還應該多做一
些能力所及的事，為家人出
一分力。

1C 陳凱熙
我母親說我們需要打掃

房子，因為農曆新年很快就會
到來。所以我哥哥和我打掃臥
室，清潔廁所、窗戶、書架和
櫥櫃。我的母親感到非常高
興，因為我們樂於助人並做好
了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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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 —「感同身受」活動

更亭

圖書館

小食部

除了校長、老師外，學校還有一班默默付出的工作
人員，支撐學校的運作，是我們學校不可或缺的「大人
物」。為了讓學生更體會這些「大人物」的工作苦樂，
並了解求職的準備及困難，因此特設「感同身受」，讓
同學可以應徵校內不同的崗位，跟「大人物」一起工
作，有趣又難忘，同學經歷了深刻的時光。



校園點滴

自律承責   兼容互信 23

2A 麥慧儀
這次我選擇的工作是：圖書館管理員和物業管理員，我

學會了怎樣去處理新一批進來的書本，也學了平時學校有人
遲到該怎樣登錄名單。我體會到學校不同工作崗位的勞苦，
明白了原來學生是在學校裡最舒服的那位。

2B 高志鴻
通過這次「身同感受」的活動，讓我更加深入瞭解學

校中不同工作人員的工作，明白每一份職業都不是那麼簡單
的。我們生活中的舒適休閒，正正是別人用辛苦和汗水換來
的。職業無分貴賤，都值得我們去尊重。我們能夠有舒適的
生活環境都是別人的付出：家有父母的關心照顧，在學校有
老師、社工、校工等人的付出。我們應該去感恩現在的生
活，亦要抱著一顆感恩的心去待人處事，並向他們學習，學
會自律承責；在將來我們亦可以為自己、為家人、為別人提
供一個放心舒適的環境，成為可以遮風擋雨的避風港。

2C 楊芷欣
我體會到學校的校工、小食部姨姨、物業管理員等等為

我們辛勞的付出，例如：校工鍾叔天天要幫大家在後花園淋
花；小食部姨姨每天在我們上課時就會在 廚房忙著煮好美
味的食物，待我們小息時可以有立刻享用。我覺得這次活動
令我們真真正正學會體會別人更多。

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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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 選修分享、圍學計劃、同行小組

中三須經歷中學其中一個關鍵時刻—選科，同
學們在選科時總感迷惘，因此老師安排了學兄姐向學
弟妹分享選修科的課程、學習模式及難易之處，讓同
學對各科有更深入的了解。

6A 陳詩敏
在今次的分享之中，我分享了有關科技與生活科、旅遊

與款待科的相關資訊，我透過他們的問題，我明白到分享對
他們十分重要，因為他們並不太了解相關的科目，通過分享
可以使他們能夠了解以及再重申考慮此科是否適合自己，以
免選錯科目，因此這個分享的確可以幫助到他們不少，希望
這些活動可以延續下去。

3B 周咏琪
一天，有一些中四、中五的師兄師姐在班主任節分享他

們所選的科目和修讀感受。聽了他們的分享後，我更肯定自
己應該興趣和成績去選擇，並且更肯定對所選科目的感興。

選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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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小組」計劃則由學兄學姐與中三同學組成溫
習及成長小組，在學兄學姐的推動及關懷下，幫助學
弟妹學習及成長。另外，為了培養學生溫習習慣，特
設「圍學計劃」，鼓勵學生積極溫習。

5A 鄭殷蕙
老師推薦我幫師弟妹輔導功課，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非

常沒有信心，害怕沒有能力輔導他們。然而當我盡力去嘗試
時，卻收穫不少的滿足感，感謝老師對我的信任和肯定，我
希望能夠改善他們的成績和克服自己最差或最討厭的科目，
並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幫助他們面對未來的日子。

3C 林芳君
學姐很好相處，她教導我的時候，解釋非常詳細及明

白，我很喜歡跟學姐上課及聊天。

5C 徐佳樂
這些參與輔導的同學都是我認識的，就我所認識的他

們，學習能力一點也不遜色，只是差一點自覺，只要他們肯
自覺的去學習，成績突飛猛進絕不在話下。希望他們在輔導
課程之外也能主動尋求學習知識的方法途徑，主動地學習。

5C 周卓能
輔導中三同學學習，讓我感觸很多。剛剛接觸他們的時

候，第一印象是較頑皮，但相處之後，他們其實都很聰明，
認真起來學習根本不是問題。回想自己中三時候，跟他們其
實都差不多：貪玩好動，但唯獨缺一顆認真向學的心。世上
無後悔藥，我不可能重來，但我希望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回那
顆我不曾擁有的心。

同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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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 – 生命歷程體驗館、參觀嶺南大學

隨著時代的轉變，長者佔香港總人口愈來愈多，
更多人探討老年生活及生死的問題。生命歷程館中有
一個二十分鐘的人生遊戲時間，讓參加者經歷人生，
由賺錢到死亡到棺材，都在遊戲中似乎可控制及不可
控制下發生，尤其身在棺材時，同學對生死的體會更
感深刻。

「生命‧歷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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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曾俊明
我參觀了「生命‧歷情」體驗館，重新勾起我與親人的

回憶，往日我不憧得珍惜眼前人，也從來沒有從其他角度去了
解親人更多。現在，事實已經不能改變，我心中還有親人留給
我的心結。每一個人都會離開這世界，去到另一個世界，但我
們的時間總是被學業、工作或其他瑣碎事所充斥，因而忽略身
邊的人事和別人對自己的關心，亦會因習慣而變得理所當然。
我去了體驗館體驗之後，讓我懂得重新認識自己、建立目標，
並且要懂得珍惜身邊的人和尊重他們。

4B 施澤國
我認為這活動可以讓我們體驗生老病死的經歷，明白生

命的可貴，使我們懂得珍惜生命。

4C 陳安妍
十幾歲的我們總覺得生命還很長的日子，面對生死這遙

遠的事，又有何懼呢？但未必！我以為時間多得很，便悠閑漫
步在各種「工作」中，突然「意外」降臨，使我「離開」了這
世界。回憶「我的一生」後，進入了「棺材」。在當中，我懊
悔自己浪費時間，生活中，不也如此嗎？十幾歲的我們總覺得
日子還長，但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明天與意外那一個先到步。
我們都不應再浪費時間和生命，要努力向前、擇善固執、不留
遺憾，真正做到無懼明天與意外那一個先到來。

中四級活動還有參觀
嶺南大學，讓學長帶領同學
體驗嶺南大學的學習環境及
生活，希望透過大學生的講
解，擴闊同學們的眼界，增
強他們升讀大學的信心。

關顧學生的情況，舉辦
具獨特性的活動，讓同學能
透過活動培養良好習慣或反
思生命，希望善用學校的空
間、時間和資源，給予學生
最好的，這就是我們作為老
師想做的。

參觀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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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24日，學科以「STEM教
學展示」為題，展現同學的STEM創
意思維及其活潑好學的一面。活動包
括：學科攤位、機械人大決戰、立體
眼鏡製作工作坊、VR AR創作夢工場
等。當天不論是嘉賓或公眾，對各攤
位所設的活動，甚感興趣，且非常投
入，而同學的表現亦得到參加者的讚
賞和激勵。

至於第二十屆可藝親子科閱讀獎
頒獎禮，誠邀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周
正偉副教授到場主禮，氣氛隆重。各
領獎者領獎時，均展現喜悅之情。期
望是次盛事明年重臨，將閱讀風氣不
斷推廣。

STEM教學活動 暨
第二十屆可藝親子科閱讀獎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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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劉俊希 
男乙 一百米亞軍及二百米亞軍

5A陳冠延 
男甲 標槍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學界校際田徑賽

6B李榮龍 港島徑 第二名

迷你四徑聯賽2018

1B賈彥任  男子少年組 亞軍
1B何毅龍  男子少年組 季軍

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公開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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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年組 冠軍

元朗盃三人籃球賽

冠軍

康文署主辦全港中學三人籃球賽

「屯結抗毒無界限」五人籃球賽 冠軍
6B黃子軒  最有價值球員

屯門區少年警訊會長盃2018

第三屆蔡李佛功夫佛山錦標賽總決賽

5B蕭平寬 男子組搏擊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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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春節是怎樣過的？或者你們會認為，他
們會依照傳統，拜年啦，逗利是啦，互訴祝頌……
不過，香港這個中西節日同樣並存的都會，除傳統
外，港人過年的方式往往喜歡另類選擇，今個己亥
豬年，這些選擇會體現在可藝老師身上。從年廿八
至初七，老師的慶春活動，會否讓你值得借鏡，給
大家未來過節時提供更多的選擇？

春節也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
我帶著大小公主走了不少山頭，賞
花觀樹，沐浴在暖和的陽光和微風
之中。大小公主蹦蹦跳跳，親身地
認識了不少天然的瑰寶，我則靜心
聆聽大自然的聲音，洗滌心靈。大
自然真是我們的老師！

農曆新年的意義是團聚，家
人的團聚固然很多，可藝大家庭的
團聚也絕不可少。這天老師們一同
到了湯泰方老師的家團拜，湯老師
家居清雅簡潔，大伙兒坐在客廳的
花兒畫下來個大合照，感覺溫暖洋
溢。湯老師最愛看書和聽音樂，所
以家中最多的也是書本和唱片吧！
在湯老師的熱情招待下，大家過了
一個歡樂的下午。

第一個問題：今年是什麼年？豬！
是什麼豬？……？
今年是己亥年，「亥」（音：害）是
豬。亥是陽水，流動之水，江河之水，瀑
布。「己」是陰土，濕土，農田，平
地。土是黃棕色，所以2019年是「黃
豬年」或「土豬年」。
今年，我們一家一起寫寫畫畫揮春，

為新一年寫下美好的祝願。這個新年你有許
願嗎？有為自己訂定目標？無論如何，祝各位
同學有個「肥」（豐盛）豬年！

最後一個問題：下一個己亥是哪一
年？……？（提示：一甲子）

我與親愛的大小公主

我們是同事，也是朋友！

自家畫揮春

己亥年的春節─老師度歲

楊少娟老師─新年遠足行大運

簡慧玲老師─朋友共聚樂融融

陳清貴老師─祝你過「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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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國亮老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這農曆新年，我完成人生裡
第八次的半馬拉松比賽。

由上年九月開始每星期八
公里的練習，印證完成任何事情
都必須從點點滴滴開始，我更因
此迎來了第二最佳成績：一小時
五十二分鐘。

　這是我最喜歡的比賽。

陳紀因老師─親友聚 嘗美食 心交匯

每逢農曆新年，最高興莫過於與一大班親友聚首一
堂，互相了解近況。一連兩天忙
碌的活動：從年三十晚吃團年
飯，到年初一互相向大家拜年，
再吃開年飯……最期待的不只是
能收到多少「祝福」，而是品嘗
公公烹調之菜式！兩天的晚飯，
八餸一湯都由公公一手包辦，真
的不得不佩服他呢！相比從前，
大家現在使用智能電話溝通方便
得多，結果真正見面相聚的時間
反而減少了，所以必定要好好珍
惜農曆新年這個悠長而熱鬧的節
日啊！

林愷敏老師─呱呱哭聲添喜慶

今年的農曆新年既簡單又熱鬧。
簡單是因為小寶寶在新年前出世，我
們都沒有時間為把家裡佈置一番：沒
有全盒，沒有年花，也沒有揮春……
看似一點新年氣氛都沒有。然而，卻
是熱鬧的，因為家中添了這位新成
員，除了她的呱呱哭聲外，還有家
中各人的笑聲；看著她每日的成長和
變化，我們都十分開心。此外，親友
們都趁着假期到我家探望小寶寶和拜
年，歡聚讓這沒有新年飾物的家，增
添了新年的氣氛。

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你跑得怎麼樣？

我與表姨甥女的合照

我和我的寶貝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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