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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眼簾下的疫情；眼簾下的戰火！何時落
幕？讓一切回復平靜！這份期待，每人都懷
抱著，冀盼著！儘管如此，對芸芸學子而
言，學習生活總不能因此停下步伐，即使在
艱難中匍匐向前；然而，只要仍堅守信念，
學習總會突破局限，闖出一片天。
   疫情間，善用資訊科技教學無疑是打破
學習障礙的利器。今期焦點，我校數學科林
愷敏老師，黃欣老師，展現她們在教學過程
中，如何使用資訊科技平台，將教學上的電
子評估，加以運用及實踐。
   學期初，我校在全港學校中首間復課，
因此，很多活動都可正常展開，英文科，用
了不少篇幅報導節日活動概況；還有值得一
提的是中四回歸生活營，難得在此時回復；
如嚴冬後，綻放春色。
   今期校訊，本以為活動受疫情所限，只
能報導片段，寥寥無幾！幸好！同學憑自己
的實力，默默結出成果，用比賽文章豐富了
校訊內容。
    最後，可藝迎來了兩位新老師，她們的名
字，她們的容貌與一些你想知道的，都網羅
在今期中。

積極向上

友愛朋輩

感恩師長

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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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焦點

數學科分享
電子評估的運用及實踐
   於電子學習趨勢下，善用電子評估持續地收集學習數
據，有助分析及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及成效，從而建構個
人化學習，同時變革教學策略，實踐優質學與教。
   香港教育城舉辦以「深化評估素養‧活用電子評估‧
建構個人化學習」為主題的教師專業發展研討會。
   本校林愷敏老師及黃欣老師獲邀擔任講者，分享本校
從多元電子評估的實踐走向高階學與教效能的經驗。

數學科分享
學校配套-「自
攜裝置」(BYOD)
計劃

BYOD課堂活動
• 自主互助學習模式(小組討
論﹑小組滙報)
• 課堂活動
• 網上比賽 (Kahoot!, Quizizz)
• 網上測驗 (STAR, OQB)
• 網上遊戲 (數獨, 魔力橋)

• 中一至中四學生，一人
一機(iPad)
• 學生必須每日帶iPad上
學
• iPad需有90%充電量 (配
合全日面授課堂)
• 小息或午息需要在老師
看管下使用

課堂實錄

課堂實錄

• 堂課練習
• 延續自主互助學習
• 分享解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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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測試
• 手寫步驟
• 手寫筆記
• 網上遞交
• 即時檢討

友愛朋輩

感恩師長

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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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ighlights

   Halloween, a festival which is loved by many as it’s the time where
people get to dress up as what they want and go trick or treating. Every
Halloween night from kids to grown-ups choose their favourite dress, it
could be a cartoon character, a scarlet witch, a joker costume or even a
pumpkin. Dressing up also gives us permission to engage in boundless
creative self-expression with our costumes.
   This school year our students got to experience Halloween in an
exciting and informative way. A trick or treat game which students had to
pick a piece of paper out of a paper bag and expect either “trick” or “treat”,
trick where they would have to do an activity such as “hop on one foot”
and the latter being getting an actual treat which was candy or a sticker.”
   Feel in the Boxes” in which there were things hidden in some
cardboard boxes and students would have to put their hands in the box to
guess what Halloween related item it would be.
   The Halloween-themed booth which students could see and
learn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Halloween such as its origin and
historic customs, related English
Halloween vocabularies.

   Com
e and see t
he spooky
Halloween
Booth set
with skele
pumpkins,
tons,
spider web
s and Scar
y Hallowee
feel Boxes
n
.......
  
Dare to pu
t your h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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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ighlights

   Guess what …… teeth (canned corn), dry skin (cut up balloons),
witch warts (canned peas), worms (cooked spaghetti), eyeballs (peeled
grapes), spider legs (Grape stem), witch hair (corn silk) were placed in
the creepy Halloween feel box to spook our guests……

e we have
Yes, of cours
teachers
got some brave
tery!
feeling the mys

Don’t freak out! Student testing
her nerve in this Hallowe en Feel
Box...... Describe it in English lol!

Studen t reachi ng his hand
into the dark and not knowing
what could be lurking beyond
sight...... Sound spoo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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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ighlights

It was fun activity keeping idl
e hands busy
at our Halloween get-together
...... Halloween
Co st um e, eye Ma sk , Wi tch
ha t, Va mp ire
cape were worn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embrace the chilling spirit of the
festival.

Playing and watching students
do their tricks. If lucky, you
might pull out “treat” card.
That’s what I always hope for
anyway...... keep our finger cross!
   English Department would like to thanks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participated as a team by dressing up and engaging in the
activities energetically. A holiday like Halloween can bri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friends closer and that certainly made Halloween a bit more
special in Ho Ngai College.
   We were grateful to se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cross all divisions walked around with smiles while
enjoying the delicious treats. Happy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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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ighlights

It's Christmas at
Ho Ngai College
   A very Happy Christmas to all our Ho Ngai
College family!
   As the warm and festive season of Christmas
approached winter came along too, and as we got ready to welcome
Christmas here were some activities we did to improve our students’
skills in English and also enjoy the warmth of Christmas. Students made
Christmas cards and wrote them to whoever they wanted to, with that they
got more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also take part in
age old Christmas tradition which has been around for years.
   Christmas word search lets our students pair and hunt for Christmas
themed words. They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see who can complete
the word search the quickest. Wound words for instance carols, reindeer,
jolly and Santa Claus. This activity allowed students to develop word
recognition; context clues that build fluency; pattern recognition; improve
spelling skills; develop problem solving skills. On the whole, it creates a
relaxed and fun environment that prompt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bonding
with anyone around.
   To make the season holly, jolly, and bright, students can collect
stamps and redeem Christmas gifts to enhance everyone’s enjoyment of
the festive.
   We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very
best wishes for 2022. Have fun,
be safe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in
2022.
Best wishes,
English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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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篇

屯元區小學校際常識
問答比賽(STEM)
   一年一度的屯元區小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今年有17間學校
參加比賽，同學都積極參與，務求為自己學校爭取冠軍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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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篇

中四回歸生活訓練營
   為了促進同學適應高中校園生活，並提升自我認知及探索自我
角色定位，本校在2021年12月為中四級同學舉辦生活日營活動。

4A 周嘉濠
   中四生活營玩了很多不同的活動，我們分開3班一起玩，每
班都分不同的組別，所有遊戲都是團隊合作，能訓練我們的合作
精神和團體合作，最深刻的遊戲就最尾個一個，因為我們要去找
一些東西但是在黑暗的環境下進行加上我們沒有電筒和手機，所
以都是很害怕，最後我覺得一般般，對這活動沒有太興趣。

4A 李

政

   不知大家有否聽過「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雖然疫情
最近越趨嚴峻，但之前情況還尚算穩定，所以學校為我們舉辦了
一個「回歸中四生活營」名字真響亮。學校剛出這個生活營的通
告時大家都不想參加，因為覺得一定很無聊、軍訓之類……但事
實真的如此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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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早上，只是改一個班名，就已經改得笑聲滿地。其他班
別的名字太正經沒有記憶點，我們班叫做「柑蕉桔 椂 柚」，那個
導師絲毫不懼怕並全程不間斷大聲叫「柑蕉桔 椂 柚」，我們便大
聲叫「Hello」，使得整個氣氛不再沉寂。
   我們先玩了兩個熱身遊戲，一個是踩氣球，一個靠一張報紙
令腳不著地上山，接下來鬥遠的水彈是真的精彩，一粒比一粒
遠，有一些原地高空下墜，導致大家濕身離場。之後到射箭，每
個男生都打算耍帥，但過後訪問女生們得出，射中的不帥，射不
中的姿勢卻很帥，令到幾個神射手略顯尷尬，像我這種又射不中
又不帥的更是直接走去下一場。水管運彈珠，我們運第一粒已經
是三班中最快的了，所以直接玩二人三足升級版，先是二人三
足，之後循序漸進加人，最後加到全班不知多少足，雖然很累，
但大家還是玩得很盡興。
   最後一個遊戲找砌圖，每班要找三塊，在我們班找到一塊自
己班和一塊別班的時候我疑惑片刻，其實自己班找三塊是拼不了
拼圖的，但我的同學告訴我別班也藏了我們班的，我就沒有理會
這麼多，並繼續努力尋找。
   時間到！進入briefing環節，導師說出了我的猜想，根本是
同一張拼圖，只不過分三班尋找，為何要搶呢？
   一整天的日營，從抗拒到接受，由盡興至難捨，每一個環節
都學到了team work，是一個既好玩又能學以致用的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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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鄭綺靜
透過回歸生活訓練營，
我學習到團體合作，互相體
諒的重要性。在二人三足的
遊戲，我見到大家一起同心
合力，一步一步地由起點走到終點。雖然過程很困難，但感覺和
同學的距離感近了點。還有最後的藏寶遊戲，其實是三班的合作
才能知道答案。尋找的過程中，有發生過不開心的事，但同學們
互相體諒，大家一起把謎底打開。
最後，這天是個難忘的日子，大家努力合作取得遊戲勝利的
氛圍很好。

4B 吳玟熙
我覺得中四生活營很有趣，因為有不同的活動，大部分也是
團隊合作的活動，例如：二人三足，扔水球等……我認為這個
生活營全部也是團隊合作的遊戲，相當的有趣和刺激，這樣不
但好玩，還可以訓練我們的合作
精神，由於疫情很久也沒有參與
這樣的活動，這次活動十分的深
刻，也很開心，我很喜歡這次的
生活營，我希望學校可以多一些
這樣的團隊活動讓學生參加。
12

積極向上

友愛朋輩

感恩師長

回饋社會

Search......

活動篇

4C 肖嘉怡
升上中四，我們也迎來了生活營。在那一整天的訓練、遊
戲、生活、相處下，我收獲滿滿。接下來就讓我來分享一下吧。
這次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報紙搭橋，然後走到終點這個
遊戲了。我們這組從一開始的一籌莫展到後面的從容不迫，一步
一步完成任務，到達終點，可謂是離不開每個人的努力及信任。
通過這次活動，我明白了在一個團隊裡，一定要信任彼此，然後
共同努力，那麼就一定可以獲得想要的成功，贏得團隊的榮譽。

4C 林漢彬
雖然我一直很抗拒生活營，但
沒有想到這次的生活營這麼有趣。
我印象中最好玩的活動是用羅
馬炮架發射水球，讓氣球射得更遠變為之勝利。而在活動的尾
聲，我們提現出班級的團隊合作，我
們將水球射向了老師，並正中紅心！
還在活動中，也發生了一些靈異
的事情，有一個活動我們需要尋找拼
圖，而當時夜色昏暗，而當時我們相
信拼圖會在天臺，誰知我們上去時看到一個黑色的人影，我們壯
膽時問他在這邊做什麼，而他卻沒有回應我們，當時我們見情況
不妙立刻拔腿就跑！
最後我學習到了團隊的重要性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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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我 校 參 與 了 2 0 2 1 「 全 民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 網 上 問 答 比
賽— 中學組及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明義辦
法、樂見姿采。憑著同學的努力，兩場比賽均獲得最積極參與學
校獎。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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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活動
Halloween活動
   為使學生可以對各種文化有更豐富認識，學生會聯同美術學
會和本校義工隊的同學合辦了「鬼同你玩照相館」和「鬼鬼手部
彩繪」。是次活動十分榮幸能與美術學會合作，當日同學可以穿
著或配帶萬聖節服飾拍照留念，使大家玩得盡興。
   其次，美術學會利用人體彩繪為同學們繪畫有關萬聖節特色
圖案。此外，義工領袖亦為同學派發糖果送給學生，他們的反應
均興高采烈，希望可以留下一個難以忘懷的萬聖節。

新年派發利是封
積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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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攀石比賽
   由聯課活動組、四社、學生會及攀石學會合
辦之社際攀石成績公佈
男子組成績：冠軍 綠社

亞軍 紅社

季軍 藍社

女子組成績：冠軍 紅社

亞軍 藍社

季軍 黃社

為中六同學打氣
   學生會特別為中六畢業班同學製作「打氣
包」，希望為大家打氣加油！
   預祝大家考試順利及2022虎年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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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2021-2022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為學界認受性最高，
參加人數最多的一項大型文學活動。本屆徵文主題為「追尋那
一束光」。初中題目為「關於時光的想像」及「      的力
量」，高中題目為「影子的聯想」及「青春的自覺」

2021-22中文科徵文比賽各級得獎名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冠軍
1C陳靜儀
2B梁寶麒
3C王駿軒
4A房穎盈
5A何文洛
6C梁敏怡

亞軍
1A吳迪希
2C梁穎桐
3B邱鈺怡
4C陳凘錡
5C林齊煌
6C馮偉洲

季軍
1B葉悠翔
2C陳澤濤
3A馮翠兒
4B吳玟熙
5B蘇堯舜
6A趙卓然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積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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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的聯想》

6C 梁敏怡

   影子渴望着陽光，同樣渴望你所未能珍惜的一切。你又
是否辜負了那個影子，那片美好？
   我 一 直 有 一 個 形 影 不 離 的 僕 人 ， 我 們 生 活 在 不 同 的 維
度，但總是心意相通做出一個個相同的動作。我沒有色彩，
總是隨着燈光而移動，但我的僕人有我所嚮往的一切美好，
她有色彩，有精緻的面容，能聞到花香，吃遍美食，而我只
有一個輪廓，所以我聘請她成為我的專屬僕人，代替我表達
出我的喜怒哀樂。
   最近，我卻發現我的僕人好像出現了一點小問題。她開
始變得沉默不已，喜歡把自己隱藏在黑暗之中，蜷縮在一
個小小的角落，大門一關，我和她都被鎖在那個牢籠中，沒
有一些光亮，當然就不會有我的存在。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
和抑鬱，因為時常沒有朋友，她總是形單隻影只得獨自一人
去任何地方，一開始穿過昏暗的路口，孤獨的她總會全身顫
抖，葡萄大的眼睛裡盛滿了淚水，卻不敢流出一滴眼淚，生
怕驚動那黑夜中的魔鬼，那時的她是喜愛陽光的，因為有了
陽光就能掃蕩出所有的陰暗。而我也如她一般，能在陽光中
玩耍，我想有光我就可以陪着她了。漸漸的，那條道路她已
經有了記憶，走過了無數遍卻還是沒有一個人陪在她左右，
她也不再會害怕黑暗，甚至開始享受起躲藏在黑暗下的感
覺，因為她認為沒有一個人需要她，所以無論她存不存在於
光明中都沒有關係。
   僕 人 的 這 種 狀 態 持 續 了 很 久 ， 沉 默 與 遺 忘 逼 得 我 很 煩
躁，因為她雖然是我的僕人卻能控制住我的存在，沒有光，
我就無法存在於她的世界，而我又怎麼忍心留她一個人獨自
面對這個冷酷的世界？她不僅是我的僕人，也是我最了解的
朋友。於是，我開始想辦法出現在她的面前，在她推開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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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食物時，停留在她的腳底，發出無聲的喊叫希望能引起她
的注意，可惜的是她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也沒有發現我的存
在。我憤怒的想她根本不懂珍惜，她明明擁有比我更多美好
的東西，有鳥語花香，有色彩繽紛，有花花世界，卻每天沉
溺於陰暗之下。
   終於，有一天我再次站在了她的對面，也再次讓她露出
了笑容。那天昏黃的燭光下，我借助微弱的光芒，出現在她
對面的牆上，燭光的晃動使我變得不規則，像魚，像蟲，就
是不太像一個人形，她盯着我不斷晃動的身形，呆了一會，
卻突然發出了一聲大笑聲，嘴唇繃直，露出白白的牙齒。我
知道她終於看到了我，雖然看到的是印在牆上，有一點像鳥
頭的我，她感到神奇，不同的角度卻能讓我勾畫出不同的圖
案，而我也順勢，借用她的舞動而起舞擺動，與她一起重回
往日的快樂時光，忘記了自己原本只是一個小小的影子，那
一刻只有我和她在一起，仿佛到了永遠。
   燭火滅了，長時間的燃燒使它漸漸消亡了光芒，直到熄
滅的那一刻，我與她才發現，我難過而她驚恐。「嘭」的
一聲門被她撞開了，刺眼的陽光終是照進了她的心窗，而門
外等待她的是一片新生的一切，不再是陰暗無光的小徑，而
是寬闊乾淨，燈光璀璨的通天大道。她被眼前的一切給迷住
了，就像長期在囚籠中的犯人重獲了自由一樣，奔跑着，跳
躍着，大口呼吸着新鮮空氣。我卻被她遺忘在腳底或身後，
但我不怪她的「忘恩負義」。我其實一直知道的，我才是她
身後的僕人而已，我才是那個不起眼的影子，但我並不害怕
自己的消失，只是害怕她會孤獨，我願意變成她喜歡的所有
樣子，只希望她能重獲笑容，珍惜我所未能擁有的一切。
   影子渴望着陽光，渴望着你得到現在的美好，更渴望着
你能記得在深淵時我們彼此的陪伴！如影隨形，身前身後，
我能陪伴你渡過黑夜，走向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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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的力量》

3C 王駿軒

   親情是人一生中擁有過事物中最美好的，它可以使人擁
有無窮無盡的力量。至於為什麼親情可以使人擁有無窮無盡
的力量呢？且聽我娓娓道來。
     親情的力量可以是明顯的，有很多事例可以證明，這
裏我先說一個例子。在幾年前，一個美國的母親為了救壓在
汽車下的兒子，一人徒手抬起了一輛重達1.2噸以上的雪弗萊
羚羊車。
   這聽起來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議，別急，讓我再用一個事
例來證明，在幾年前的四川美姑縣那場大面積的泥石流中，
有四個村莊被瞬間沖毀，吞噬了近二百條人命。然而有一位
母親不顧自己已經受了重傷的身體，在齊腰深的泥石流中高
舉着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艱難地挺立了四個多小時。等到
了救援隊來的時候，嬰兒竟然絲毫無損！
   這 些 看 似 不 可 思 議 的 事 情 ， 主 人 公 的 力 量 泉 源 正 是 親
情。正是因為想拯救自己的孩子，才會短暫的擁有遠照常人
的力量。有心理學家指出在緊急情況出現時，例如母親想挽
救孩子的生命，大腦會給身體分泌更多腎上線素，而它會極
大地增強身體的反應能力，這是潛能爆發的原因之一。
   親情的力量也可以是無形的，親人的支持鼓勵可以使一
個對人生失去希望，想了結人生的人回心轉意，重拾對人生
的希望，重新出發。
   有調查結果顯示，有100位意圖自殺的青年中，有74位
青年放棄自殺的原因是因為親人的勸說下才放棄自殺的。有
14位青年則表示不想已去世的雙親傷心，其餘青年都表示不
想讓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可見親情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
   親情的力量可以使人變得強大，同時也可以使人放棄自
殺的行為。不得不說，親情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事物。

20

積極向上

友愛朋輩

感恩師長

回饋社會

Search......

老師篇

新老師介紹
   上 學 期 有 兩 位 老 師 加 入 可 藝 大
家庭，負責不同的職務。由於疫情
關係，同學只能看見老師們的眼
睛，現在校訊就為大家揭開他們的
口罩， 讓同學 一看究 竟。

黃洛嘉
   大家好 ！我是 新任的 健康校 園計劃 助
理黃洛 嘉。誠 邀各位 同學多 多支持 和參
與健康 校園計 劃舉辦 的活動 。未來
的校園 生活裏 ，我會 和大家 一起
學習、成長，希望同學們可以
「學以 致用， 勿忘初 衷。」

葉安娜
   大 家 好 ， 我 係 訓
輔助
學可能對我都不太陌
處工作，而今個學期
輔助理，大家不要聽
怕，其實我會舉辦一
望從活動中更加了解
間跟同學傾談，歡迎
談，什麼話題都可以
動都未能實體舉行，
就可以跟你們多一點

理葉安娜，有些同

生，因為我之前在校

初就加入了訓輔組做

到訓輔助理就覺得很

些活動給大家參與，

大家，另外，亦會抽

你們有需要時可找我

。鑒於疫情關係很多

希望疫情快點完結，

務

訓

可

希

時

傾

活

我

互動。

積極向上

友愛朋輩

感恩師長

回饋社會

21

2022年4月校訊
校園小記者
1A 李慧榆

1A 鄭璦灔

1C 陳靜儀

2B 梁寶麒

3B 譚頌桁

4A 李

政

4A 周嘉濠

4A 布芷茵

4B 鄭綺靜

4B 樊星宇

4B 黎有成

4B 林俊丞

4B 吳玟熙

4C 陳凘錡

4C 江家樂

4C 林漢彬  

顧問老師
湯泰方   葉汶雅   梁佩詩
本校地址：香港新界屯門愛明里八號
Address：No.8, Oi Ming Lane, Tuen Mun, N.T., Hong Kong.
電

話：(852) 2441 7100（香港）

傳

真：(852) 2441 6753（香港）

15219432012（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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