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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正一帆懸

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乃為社會提供完善及多元化的教育服務，作育英

才，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

為本港兒童及青少年進行「全人教育」，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使能發

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有獨立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

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

培育兒童及青少年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勤儉忠信」

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人生。

Our mission in education i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multifarious 
services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enable them to exert their full 
potentialities and, eventuall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 are committed to achieving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our young 
generation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 congenial learning environment 
equipping young people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nurturing them to become good citizens with a willing commitment to 
worthy causes and a genuine concern for social affairs.

We firmly believe in the school motto: “Diligence, Frugality,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in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e strive to promote 
proper values and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encourage them to lead a 
full and meaningful life.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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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儉忠信

東華三院學校校訓東華三院學校校訓

校訓

勤

信

儉
忠

就是教我們要夙夜匪懈；能奮鬥，知進取。

就是教我們要淡泊明志；尚節約，不妄取。

就是教我們要奉公守法；負責任，肯犧牲。

就是教我們要誠實不欺；重言諾，務實踐。

3



風正一帆懸

海天一片，宏播仁風，屬校遍港九。

有教無類，作育英才，歷史最悠久。

晦明風雨，努力前程，良機莫辜負。

愛東華，愛母校，他日成才服務社會報恩厚。

愛東華，愛母校，他日成才服務社會報恩厚。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國歌 校歌國歌 校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東華三院校歌

作詞：田漢   作曲：聶耳

作詞：謝扶雅   作曲：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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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五周年特刊

我們尊重學生的獨特個性，深信每個學生都可以從教育過程中得以成長、

向善，以理性和創意應用知識，以關愛和情感體現生命的美。

我們重視學生的潛能，深信透過不同的教育內容和方式，每個學生的潛

能都得以發揮。我們以提升學生的中、英、數的邏輯思維水平、拓展生

活領域、激發創意為經，以培育學生的個人品德、訓練團隊紀律、建立

積極人生態度為緯。

我們深信學校乃年青人求知識、學做人的重要地方，因此，我們以樹立

優良校風、締造和諧校園為己任，使學校成為令家長放心，學生安心的

地方。我們更希望學生在享受校園生活的同時，學會愛惜自己、關心別

人、服務社會，兼具中國情懷、國際視野。

盧中的教育理念盧中的教育理念

盧中的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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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入春風滿洛城
楊德強專員題辭楊德強專員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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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綺慧主席題辭陳文綺慧主席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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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入春風滿洛城
何超蕸副主席題辭何超蕸副主席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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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敬偉副主席題辭馮敬偉副主席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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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入春風滿洛城

楊德強太平紳士、盧楚鏘校董、各位董事局成員、嚴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家長、

老師、校友、同學：

今日本校舉行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暨開放日，荷蒙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

平紳士蒞臨主禮，在座嘉賓光臨指導，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同寅及全體師生，致以衷

心謝意。

楊專員一九九四年加入政務職系，先後任職前政制事務局、行政長官辦公室、創新

科技署，以及民政事務局，並於二零零八年出任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期間一直致力

與各界緊密合作，建設元朗社區。最近本院在楊專員的大力協助之下，得到各政府

部門、區議會、地區團體的支持，將於天水圍建立一個以社企模式營運的墟市，即

天秀墟，以紓緩區內缺乏就業機會及物價高昂的情況。天秀墟計劃在楊專員的協調

下進展順暢，可望於農曆新年前投入服務。本人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楊專員對東華三

院工作的熱心支持。

一九八七年盧幹庭教育基金慨捐一百八十萬元興辦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開校

以來，一直得到捐辦人盧氏家族的支持和指導，學校奠定了穩固的基礎。為慶祝成

立二十五周年，盧幹庭教育基金又特別捐款二百萬元發展電子學習，成立跨境學習

基金及增撥款項到獎學基金。在此我謹代表董事局同寅向盧氏家族表示深切的感謝。

本校創辦以來，在歷任校長和全體老師的努力下，學生在學業上取得良好的成績，

並於二零一零年成功獲認可為一所英文中學。學生在課餘時間亦積極參加各種體藝

活動及義工服務，其中以排球的表現最為突出，十五年內十四次奪得元朗區男子甲

組排球冠軍，並代表元朗區參加全港精英賽，於二零一零年榮獲全港學界精英比賽

累積最佳表現學校大獎。我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學校一定能繼往開來，與時並進，

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最後，本人謹代表東華三院再一次多謝楊德強太平紳士及各位嘉賓光臨指導，並祝

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暨開放日

主席兼名譽校監陳文綺慧女士致辭

主席致辭主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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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This is my fifth year of service at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In recent 

years, we had quite a number of changes and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be part of the scen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hand in hand and heart to 

heart with dedicated colleagues and to achieve 

what I may describe as gratifying results. I have also 

witnessed the unstinting support of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the Lo Family, parents and alumni, 

which have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of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to grow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hroughout the past 25 year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optimiz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establishing a loving campus. We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vision and hard work of 

my predecessors who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to make further development possible. In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faced challenges and tackled 

problems, yet resolved issues and come up with 

the best solutions for our students and staff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our school. We have shared our 

concerns and worked together as a team to fortify 

our beliefs, so as to carry out our responsibilities with 

devo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on various 

fronts. Among all,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has 

become more highly esteemed,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community, which gives a strong boost and further 

synergy to all of u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remains the focu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continuing to improve as demonstrated 

by the fact that more and more of our graduates 

secure degree cours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Vigorou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repare them to become 

people with all-round competencies 

and preferred candidates for 

the universities. They have 

lived up to our expectations, 

as seen from the public 

examinations results, 

their man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open 

competitions and the 

dedicated service they 

have provided to the 

underprivileged groups.

19th School Athletic Meet

春城無處不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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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was one of the schools approved 

by EDB to adopt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all 

subjects in junior forms in the 2010/11 school year. Since then, 

we have striven to provide a congenial environ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e school tries to enhanc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nglish teachers and other EMI teachers and devises a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improve our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Hong Kong, being a cosmopolitan city and an important financial 

centre, is best served by people with a global outlook. For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our sponsoring 

body and the EDB, we have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expl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to grow and 

excel as independent teenagers and to travel far and wide 

while they are still at school. Every year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an English Immersion Camp lasting 2 weeks is 

organized. As all the tutors ar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coming 

from Cambridge or Oxford University, our student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confidently in English. The tutors’ 

superb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commitment to teach also 

heighten students’ awarenes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hone their thinking skills. The footprints of our students can 

also be found in many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We believe that 

such experiences have broadened our students’ horizons and 

all these exchanges have enabled them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our Motherland.

In academic pursuits, we achieved 98% pass in the 2012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while 93.3% of students 

have satisfied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the government 

fund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programmes. In the 2012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the percentage of subjects that realised Level 2 or above was 

99.4. The total number of graduates in the 2011/12 school year 

securing an undergraduate place in Hong Kong was 117. This 

is testimony to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teachers to realize the 

academic potential of every child. We have produced many fine 

graduates and will continue to attract students of high ca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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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Activity

20th School Athletic Meet

F.1 Parent Gathering

Due to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parents, students and our staff,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enjoys a fine reputation for her 

students’ achievements and conduct. Over the years, our students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many competitions and have won 

many awards. Our senior volleyball team has kept up the tradition 

of being placed in top position at the ‘All Hong Kong Schools Jing 

Ying Volleyball Tournament’. Their consistency also ensured that 

our school claimed the overall championship in both the boys’ and 

girls’ divisions in Yuen Long in the 2011/12 school year. Many of 

our volleyball team players also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selected 

to represent the HKSAR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It is an opportune time to look to the future with great hope and to 

make realistic plans to meet our educational goals. Our past has 

been a bright one. These 25 years have been years of development, 

growth and achievements, and have provided a solid ground for us 

to face the new age.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ahead are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and the ever-increasing demands on education. The 

imminent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structure has far-reaching effects 

on curriculum design as well as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need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the school walls demands additional resources. All of us must 

possess greater courage and the capacity for innovations, and a 

willingness to learn new things. Ultimately, we hope to nurture core 

values we all cherish among students to help them find the proper 

anchorage for life. Our school is continually undergoing changes 

in response to a variety of influences coming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est preparation is to go for the basics and to instill 

in our youngsters positive moral valu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life, 

despite the rapidly deteriorating moral values prevalent in society at 

large. We should also share with them the joy of learning,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and develop a passion for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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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I am glad to say that I can look back with pride and joy when considering the achievements 

of our school.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has been fortunate in getting indispensabl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practically every circl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for their quality leadership in providing us with a clear vision and mission, 

our teachers for working towards the better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our parents for entrusting 

us with their beloved children’s education. Thanks should also be given to the Lo family and 

our alumni for their invaluable advice and unfailing support in school development. We are 

also indebted to all the members of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giving their 

precious time for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can meet all upcoming challenges and we can nurture our students 

to be ones with a firm knowledge base, global vision and absolute integrity.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fly high. With 25 years of history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we look forward to an even more exciting and prosperous future.

2012-13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nnual 

General Meeting-cum-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25th Anniversary Dinner

Our beloved principal, Mr Yim Chin Ming, passed away on 

11th May, 2013. His devotion to our school is greatly appreciat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met him. He shall always be remembered in 

our hearts for his prudence, diligence, and passion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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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

本校慶祝創校二十五周年，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正假座學校盧幹庭紀念堂舉行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慶典，厚蒙元朗

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士蒞臨主禮，並得「盧幹庭教育基金」盧楚鏗

先生伉儷、東華三院主席兼校監陳文綺慧女士、東華三院副主席兼學務委

員會主任委員何超蕸女士駐駕為各項校慶活動揭開序幕。

在陳主席和楊專員的訓辭後，便是紀念牌揭幕儀式，感謝「盧幹庭教育基

金」慨捐港幣二百萬作優化教學之用；其中圖書館獲撥款六十五萬元購置

四十部 "iPad" 和附帶裝置，以完善多媒體設備，並由學生在典禮上介紹及

示範這個全新的電子學習平台。

最後是學生表演，本校同學將不同時代及風格的音樂、舞蹈融為一齣短劇，

創作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跨界別表演，贏得眾人一致的讚賞。

開放日一連兩天，緊接在校慶典禮之後進行：升中親子熱聽學校介紹講座、

中小學生穿梭於各學科各組別的攤位遊戲、街坊同工觀賞教學成果展示、

校友重尋良師舊友；校園絡繹，盡是歡顏。

校慶聚餐於三月一日假元朗明星海鮮酒家舉行，筵開三十餘席，新知欣逢

舊雨，同敘今昔濃情。

校慶壓軸節目為七月五日上午在本校盧幹庭紀念堂舉行的二十五周年綜藝

表演，盧中師生以音樂、歌舞及中英話劇作為對學校銀禧華誕的獻禮。

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暨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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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

盧幹庭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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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楚鏘先生代表盧幹
庭教育基金捐贈盧中

盧幹庭教育基金捐

贈盧中揭牌儀式

典禮表演

校慶典禮剪綵

校慶典禮

頒發長期服務員工獎

左起：何副主席、楊專員、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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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春城無處不飛花
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

展示新購置學習媒體

親子升中觀校講座

Welcome!!!

攤
位
遊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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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聚餐  綜合表演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 五 周 年 特 刊

管弦樂

英文戲劇

爵士舞

合唱團中國舞

同盡暢飲今晚夜
校董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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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記：陳主席你好。請問你為何會想到參加家教會，競

選家教會主席？

陳：最初我對家教會只是一知半解，但是在七年前，

我首次踏足盧中的時候，有位朋友邀請我加入家

教會，而且我認為兒子在盧中就讀，自己就是盧

中的一分子，希望能對學校作出貢獻，並藉此更

了解學校和家教會的運作。縱使我平日要上班，

生活很忙碌，但最後我還是毅然參加盧中家教會。

記：你當選家教會主席後有甚麼發展大計嗎？

陳：大致上家教會已有一個運作的藍本，而我會致力

於推動家校合作，為家校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橋

樑，例如在學生學習方面，可以增加更多家長表

達意見的渠道。此外，隨着許多委員的子女逐漸

長大畢業，他們都會離開家教會。因此，現在我

最大的目標，是舉辦更多活動，令家長對家教會

有更深入的認識，以及更關注學校和其子女的情

況，從而培養新一代的接班人，讓他們可以繼續

為家教會服務。

記：當主席後，有沒有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呢？

陳：顧名思義，理想是任何事情都能辦到，譬如我

們希望學校可以撥更多資源，為學生提供更多英

語訓練。然而現實中並沒那麼簡單，首先學校會

依據原則辦事，其次是推行所有的項目都會經過

許多程序，最後就是財政方面的障礙。家長提出

意見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可是事情的背後可能會

遇到不少困難，而他們並不知情，所以當不能推

行的時候，家長難免會有些失望。因此，我們要

達成共識，發表意見的同時，也要理解並不是所

有的意見都可以推行，我想這就是理想和現實的 

矛盾。 

記：當上主席後一定會很忙了，你是如何分配時間的

呢？

陳：我想家教會主席和其他家教會成員一樣忙碌。不

過我們的不同之處是，我要負責一些管理方面的

工作，以及聆聽和傳達他們的意見。我的角色跟

以前調換了，現在，在他們發表意見後，我需要

再加以分析。畢竟我剛上任，仍在學習階段，跟

你們一樣，要不斷努力地學習，遇到有疑問時，

我會積極地與學校的老師，例如蘇碧蘭老師商討，

我們會一起參詳，各自提出意見。當選家教會主

席後，工作肯定較從前繁忙，因為我不能只是發

表自己的意見，還要顧及別人的想法，以及與各

單位作出協調。在分配時間方面，我會跟學校作

出協調。例如開會之前，學校會預先通知我開會

的時間，若我沒有空，再與學校商量。當然，我

會以學校為大前提，因為家教會的事情，不僅涉

及我和其他家長，更包括校長、老師們，這也是

我當主席後的壓力之一。不過，對我而言，壓力

會化作動力，促使我參與更多活動、涉獵更多知

識。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互相遷就，在此，我要

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委員和學校七年來的支持。

我們之間彷如老朋友一樣，無分彼此，會互相給

予意見、體諒對方。他們知道我的工作很繁重，

便會主動為我分擔工作，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記：為何為子女選讀本校？

陳：其實最初並沒有想到兒子會在盧中就讀，因為我

以前不是在元朗居住，所以對盧中的認識不深。

當我知道兒子派到盧中時，我第一個反應是：「邨

校」？會否品流複雜？於是我便在學校附近詢問一

些街坊有關盧中學生的情況，結果他們對盧中學

生讚口不絕，我頓時放下心頭大石。從兒子在盧

中就讀的日子裏，我更體會到當時我作出了一個

正確的決定。接著，我的次子也順理成章地進入

盧中的大家庭，這可能就是我們跟盧中的緣分吧。

記：你最欣賞盧中的什麼？

陳：我最欣賞的是老師盡心盡力為學生的精神。雖然

外面的好老師可能有很多，但當學生有不明白的

地方時，他們會叫學生去補習。但在盧中，只要

你有心去學習，老師都會盡心教導你。

訪問盧幹庭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陳麗琼女士

前言：家長教師會為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以促進家校合作。作為 2012-2014 年度的家長教師會第九
任主席，陳麗琼女士在訪問中分享了她的工作理念、未來展望等，同學可藉此加深對新任家長教師會主席的認
識，訪問內容如下：

記：記者 陳：家教會主席 陳麗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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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你覺得學校有什麼需要改善、強化？

陳：首先，我認為學校應該增加儲物櫃，但這又涉及空

間及安全問題，未必能增加。另外，學校沒有升降

機，但我知道校長一直有嘗試申請，可是，反應不

理想。即使如此，我們也會繼續申請，希望獲批，

讓老師、家長和學生不用那麼辛苦。除此以外， 家

長們都希望學校能投放更多資源在中文補習班，讓

更多學生能參與。而英語日，每星期只有一天，我

們希望能增加日數。我認為任何學習都像說話一樣，

天天說便會熟習。因此，我希望學校能更着重強化

學生中、英語文能力。

記：你覺得盧中的師生如何？

陳：從 25 周年校慶聚餐熱鬧情況可見盧中就像一個大

家庭。但我認為不應只是我和你覺得好，要令本來

覺得不好的人在將來都會回來多謝老師。

記：你覺得一所中學最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陳：我認為作育英才、有教無類、品德培養都是一所中

學的主要任務。社會變化很大，學生們應養成對人

生的正向價值和態度。現今社會多了人自殺，學生

們要什麼有什麼，而報刊又經常刊登負面東西，正

面的較少。因此要培養正面價值觀。

記：請描繪一下你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陳：愛做什麼，便做什麼。但理想和現實總有不同，人

生路並不平坦。而我希望能快樂地生活，和子女聊

天，學唱大戲，畫畫和烹調健康的菜式。

記：你認為家校合作應如何進行才會暢順及成功？

陳：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主動把問題提出來，互相交流，

雖然未必一定能達成共識，但我相信雙方都會有妥

協和讓步的空間。每一件事情都涉及多方面因素，

絕不能單一方決定一切，這絕對不是一個良好的家

校合作關係。我認為現在的家校合作已經挺好，但

當然絕對不是一開始便完全暢順，沒有任何摩擦，

但經過磨合後，現在家長教師會及學校的溝通是不

錯的。

記：你希望你的子女將來會成為如何的人？

陳：當然望子成龍是每一個家長所希望的，但老實說，

我並沒有仔細的想他們會成為甚麼人，我只希望他

們能開心地生活，但當然是不能讓他們偏離正軌，

只要他們開心，不愁生活，這就足夠了。若令他們

感到太大壓力，反而會阻礙了他們的發展。雖然有

些家長與我的想法不同，但我認為若是由他們自己

訂立方向，他們會更有動力去完成目標。我會給予

他們一些建議，但不會強迫他們必定去遵從。我會

選擇一個誘導的方法去教導他們。所有事情都要是

他們樂意去做，這樣他們的人生才會過得開心。

記：你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些家庭樂？

陳：沒什麼特別的家庭樂，哥哥進了大學讀書，少回家。

爸爸在內地工作，每周大概只回家一、兩天。我本

人也很忙，我會盡量抽時間陪弟弟。我覺得最開心

的時刻是，一家人坐下談天說地，無所不談，閒時

進廚房煮一些家常小菜，這就令人很開心。

記：近年香港社會變化甚大，你認為這些變化孰好孰壞？

陳：是的，這幾年香港不斷變化，以學校為例，高中課

程增設通識，我認為這是不錯的，從通識課堂中，

學生能認識及討論政府政策，表達意見的機會及渠

道也增加不少，從而令政策更臻完善。而且可避免

下一代產生政治冷感，不會對社會漠不關心，從而

令他們對社會抱有希冀，將來貢獻社會，所以我認

為這些變化是正面的。

記：多謝陳主席接受訪問。

後記
我們很高興能成為記者，為25周年校慶出一分力。在這次訪問之中，我們不但學到訪問的技巧，更加深對家教會
的了解。家教會是家長和學校溝通的主要渠道，而主席更是一會之首，對家教會起領導作用。在此祝願家教會愈辦
愈好，令盧中家教合作更融洽。

記者：陳慧儀 (5C)  簡良芳 (4D)  葉蒨儀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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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老師當初為甚麼會選擇在盧中任教？

關：盧幹庭中學不是我第一間任教的中學，我第一

間任教的中學都是東華三院屬下的中學，它位

於葵涌。當時我住在屯門，每天都要花上一個

多小時回校，頗覺不便。後來，得知東華三院

在朗屏邨創建新校，我便申請調職，主要是上

班比較方便。

記：今年是盧中建校二十五年，在這二十五年來

學校改變了許多，老師你認為改變最多的是甚

麼？最深刻的又是甚麼？

關：改變最多的是環境吧。開校初期校舍未備，有

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們需要借用東莞小學上課。

後來新校入伙了，但朗屏邨很多工地還沒有完

工，每天上班、上學都要走過塵土飛揚的地段。

後來接收了校舍，但正門外的那條馬路還沒有建

好，同學每天上學都要經過鄰校鄧佩瓊中

學到盧中，也算是開校一景吧！

最深刻的，我想是走錯路到鄧佩瓊

中學吧。那時盧中的禮堂分上下層，

有幾次從禮堂拐路到校務處，到了

校務處發覺為甚麼書記職員都換人

了，才知道原來走錯了路到了鄧佩

瓊中學，當時也挺尷尬的。

記：請問盧中初年的學生和現在的學生有

甚麼分別？

關：剛開校時，因為是新校的緣故，我

們只收中一及中四兩個級別的學生。

中一級共開設八班，中四級共開設四

班。當時元朗區高中學額不足，部份

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不能原校升讀，

會被派往其他中學，那時我們所收的

中四學生就是他們。他們來自不同的

學校，成績和品德差異也很大的。但

隨後學生不斷進步，現在的學生無論

在學業或品德上都比初年的較優。

記：二十五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盧中有甚麼吸引

着你，讓你留下來？也曾想過離開嗎？

關：雖然當時的學生不多、也挺頑皮的，而且當時

老師也只有約二十人左右，但由於老師的年齡

相近、志趣相投，大家一同工作、互相鼓勵，

儘管辛苦也沒有想過要放棄或轉校。

記：請問當老師是你的志願嗎？

關：小學時的志願不是想當老師的。我的志願和一

般男孩子一樣，想當警察或消防員。升上中學

也不知道自己長大後會做甚麼工作。曾經有朋

友考督察，我也有想過去試一試，但並未實踐。

中學時一位英文老師跟我較熟絡，我也感到他

非常有教學熱誠，或許受了他的影響，所以我

便想當老師了。

今年是我校創建二十五周年，我們特意訪問陪伴我校走過二十五年的開校功臣關國成老師。以下為大家獻上關
老師的訪問。

記：記者 關：關國成老師

廿五周年元勛一關國成老師訪問記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22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 五 周 年 特 刊

記：請問老師你喜歡數學嗎？

關：我十分喜歡數學。初中時，我的數學成績一

般，也說不上喜歡不喜歡，因為數學是主科，

所以必須讀好。幸好老師安排了一個數學成

績較好的同學與我鄰座，可能受到他的感染，

我也喜歡上數學。我是選讀理科的，除了數

學外，還有要做科學實驗的科目，但我不太

喜歡做實驗，一來要好細心，二來又要做報

告，我不喜歡，所以我選擇了數學。別人說

讀數學的人都是很懶的，既不喜歡背誦，又

不喜歡寫東西，這話我也同意。

記：請問你平日有甚麼愛好或休閒活動？

關：求學期間，我都不太喜歡看書，認為很花時

間。但近十年來卻開始去看書，更會帶孩子

們去圖書館看書，孩子在看書若自己不看是

會很悶的，所以也便翻閱一下。其後發現自

己都很喜歡閱讀的，書看多了，人會很開心，

而且又能獲得很多知識。除了閱讀外，有時

候也會去做運動，但沒看書的興趣那麼大。

有時我也去看電影或是旅行。旅行通常都是

短程，大約一星期左右，時間久了便想回家。

因為在家裡安靜，又能看書，感覺十分愜意。

記：請問關老師你對課外活動有甚麼看法？

關：適當的課外活動是好事，最重要是找到自己

的興趣；有些能鍛煉體魄、腦筋，或能學會

與別人相處的課外活動也是很有用的。我以

前很少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只愛自己一班

人去踢足球！現在學校都很鼓勵同學參加課

外活動。但有些學生參加的課外活動太多，

又或沉迷於某一樣活動，導致生活失衡。太

多活動不好，沒有活動也不行，所以要懂得

取捨。

記：請問關老師你會為你的孩子安排課外活動嗎？

關：通常是太太安排的，我只負責帶他們到圖書

館。學校舉辦的活動如果孩子感興趣，我也

覺適當的話便讓他們參加。至於坊間的活動，

如果是好的、孩子也感興趣想學的話，便讓

他們去學，若沒有興趣我們也從不勉強他們。

記：請問關老師你有多少個子女？你對子女有甚

麼期望呢？

關：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學業成績方面不

算是突出，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最

重要的是他們有愉快的校園生活，且能學到

新的知識。我和太太沒有強迫他們一定要升

讀頂尖的學校，但成績能符合學校的要求是

最基本的。他們將來也不一定非當醫生或律

師，要緊是要對社會有貢獻。

記：請問老師你覺得「為人父母」和「為人師表」中，

那個角色比較困難呢？

關：兩個角色也是不容易的，好像我太太一樣，

因為她只是專心照顧家庭，所以是比較簡單

的；而我同時兼任家長和老師的角色，有時

也要自己調節好，不可以在家中用老師的口

吻來管教子女，亦不可以用教子女的方法來

管教學生，所以要適當地調節好自己的心情，

做好自己的本份。

記：請問關老師你會否把星期六、日設定為家庭

日？在家庭日又會有甚麼活動？

關：其實大多數的活動都是由太太安排的，當然

也少不了家庭式的聚會，不過通常都會帶子

女到圖書館或者到公園玩樂，我和太太也會

兵分兩路，可能由我帶兒子到科學館去參觀，

而她則帶女兒去逛商場買新衣服。但當然我

們都需要些私人時間，可能其中一人負責這

個星期的家庭日，而另一方則可以出外和朋

友聚聚舊。

記：多謝關老師接受訪問。

後記
很高興能與關老師進行訪問。通過這次訪問，讓我們對這位和藹可親的關老師有更多認識。我們代表
學生再一次多謝關老師的教導，希望我們也能順利尋找目標，成就自我。

訪問及整理：鄭嘉潁 (2B)  劉懿滇 (2B)  葉美寶 (2B)

23



春城無處不飛花

與黃文苑校友一席談

記：記者 關：黃文苑校友

記：請問你何時隨家人移民到香港？你當時對香港

有什麼印象？

苑：我是在小學二年級下學期開始的時候移民來香

港的。我當時年紀太小，對兩地的文化差異感

受不大。當時第一時間就會到超級市場逛一圈，

買零食。香港的商品種類比內地多得多，還有

不同國家的出產，但都很貴，生活開支很大，

這是我對香港的第一印象。還有就是覺得香港

十分繁華，我是從東莞來的，那裡發展得比較

慢，人們都是開摩托車的，很少有私家汽車，

其他如圖書館，卡啦ＯＫ等什麼都沒有。來到

香港，看到那些玩具，還有冒險樂園等，就覺

得香港是個多采多姿的世界，有很多的娛樂。

記：剛才你有提及到一些移民到香港後在生活上遇

到的困難，那麼在學業上你又遇到什麼困難？

你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苑：中文，數學等都能應付，問題是英文科。我在

小二時，都還只懂得英文字母，不懂生字。來

到香港後，老師都是用英文授課的，我聽不懂

他在說什麼，沒有人給我講解。我當時很害怕，

因為自己一個字都聽不懂。就算我想問，都不

知道應該問什麼，這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困

難。當時想過去補習，但家裡沒有錢，補習的

費用難以負擔。只好買一本英文字典去查，但

查字典只能知道解釋，還是不會發音，因為那

時我不懂得看音標符號。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

放學的時候去問老師。這就是我所遇到的困難

和解決的方法。

記：父母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他們

對你有著怎樣的影響？

苑：我覺得他們主要是扮演著鼓勵的角色吧。他

們的教育水平不是很高，英文又不是很好，讀

書方面幫不了我多少忙。他們嘗試過讓我去補

習，但最後真的沒法只好作罷。因此家庭給我

最大的原動力就是給我鼓勵，父母一大早出外

辛勞工作，晚上還要準備晚餐和做家務，這都

是為了讓我們有更多的讀書空間。我明白家人

工作很辛苦，要哄他們開心，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讀書成績好。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可以鼓勵我

的原動力。

記：去年你在高考中取得 3A1B 佳績，更獲頒東華

三院 141 周年獎學金和東華三院李兆忠紀念

獎學金。請談談你的感受。

苑：能夠獲得這樣的成績，我首先感到很驚喜，這

個成績是在我預計之外的。為什麼我能夠考出

令自己意料之外的成績呢？這應該是老師幫了

我很多。我記得我在高考有幾科的成績是比我

會考的時候有跳躍的進步，例如是地理科和中

史科，葉老師和莊老師都給我十分給力的提點

和指導。另外我亦明白到，考試成績固然重要，

但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在等放榜的時候常常會

想到，上大學並不是一個學生最好或是唯一的

出路。好像我一直都想讀中文，我曾對自己說，

就算考不上大學又如何呢，香港有的是資源，

讀中文更是講究自己的悟性，而且在圖書館也

有很多前人對文學方面的一些評論。如果我考

不上，我想要讀中文，只要我自己努力仍然可

以做到。這是我想讓現在或是將會考 DSE 的

同學們知道，考試有壓力是一件好事，但我不

希望你們太過著重成績，給自己一些難以承受

的壓力。

記：聽說你從小就立志要宏揚中華文化，為何有這

個志向？現階段你如何裝備自己呢？

苑：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中國語文。我覺得語言

是很神奇的。它可以記錄和傳承資料，同時都

可以幫助自己去表達感情。另外，我覺得中文

有其獨特的魅力，因為中文字蘊藏了中國的歷

史、文化和思想。以「世界」作為例子，這個

詞語表達了中國人的宇宙觀和世界觀。「世界」

對中國人來說是代表「時間」和「空間」的。「世」

是世系的意思，而「界」是指邊界、地域。其

實，這個詞語我們日常生活都經常用到，但是

我們很少留意原來它是顯示了中國古人的宇宙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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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以我覺得中文這個語言的意涵很豐富。

它可以作為平常的生活用語，但若果想高深地

研究它都可以很博大精深。

此外，中國文化都很吸引我。例如，中國的文

學作品很講求文以載道。這些作品除了有美感

外，都存有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兩者的結合

就有很強的藝術感，就好像我們很熟悉的詩

人－杜甫，他的作品就表達了他關心國事和

其政治理念。平日如果我們光談道德，會感到

很沉悶。然而，若果以文學的形式去表達，就

會令人感覺到它是極富藝術感。因此，我覺得

「文學」既實用，又華美。我們常常認為藝術

是無用的，但中國文學就有其實用之處，使我

十分欣賞，並很想繼續鑽研下去。

記：如果你日後有機會，你會如何宣揚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廣博精深，你會重點宣揚哪些部份？

苑：我會宣揚中國文學。現在很少人想讀文學了，

在新高中學制下，有些學校甚至取消了中國文

學科，真是太可惜了！至於如何宣傳，我認為

教育是最佳方法。學生正在摸索自己的志向，

對事物不會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正如道家所

說，要有「虛」才有「實」，即要虛心才可以學

到更多知識。所以宣揚文學應從學生入手。我

教文學，不會具體地說明中國文學的優點、什

麼是中國文學，而是想送給他們一粒種子，種

子慢慢發芽成長，學生也在慢慢長大的過程中

摸索和探究，這樣得到的效果才是最大的。我

們給予別人的不應該是一個果實，而應該是一

粒種子。

記：有些香港人對於中國懷有負面看法，你會如何

令他們接受中華文化？

苑：首先，我認為最重要是先澄清現在內地人的

一些行為與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兩回事。現

在，為何香港人會抗拒內地人呢？其實是因

為某些內地人的不守規行為，如等車插隊、

小朋友隨處便溺等等。然而，這些行為並非

中國文化。追求「君子」、「仁」、「義」、「禮」、 

「智」才是中國文化，有「羞惡之心」的人是

不會做出那些行為。所以要香港人接受中華文

化，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先澄清現在他們的不守

規行為與中國傳統文化是無關係的。中國文化

是很崇高的。另外，香港人其實要覺得自豪的

就是他們有中國文化的影子，如香港人一直都

很鼓勵其他人參與政治，而中國文化都是很鼓

勵人民去關心國家，好像儒家的「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所以，香港人的行為與中國

文化是有相通的地方，而內地人不守規的行為

則是相違背的。澄清了這一點後，我想香港人

就不會抗拒中國文化。

記：謝謝師姐接受訪問。

訪問及整理：鐘穎珍（4C） 鄧盈慧（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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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賣部店長 ANN 姨訪問記

如果要在盧中選出一個最受同學歡迎的地方，這裡一定位在前列。對了，這就是學校的小賣部。小賣部最
受歡迎的是甚麼？有同學說是冰冰涼的飲品、有老師說是熱騰騰的小食，更多的人會說，是小賣部穿著醒
目紅Ｔ恤的店長 Ann 姨。好，那我們便去找她談談天。

記：記者     姨：小賣部店長許女士

記：阿姨好。我們在盧中這樣多年，來小賣部吃了

這麼多東西，但是還不知道你貴姓。阿姨，請

問你貴姓？

姨：同學好。我姓許，大家都叫我阿 Ann，你們還

是叫我阿姨好了。

記：好的，阿姨，請問你在盧幹庭工作了多少年？

姨：我是在零八年的九月份入職的，算算也有五年

了，準確點來說約是四年半吧。

記：可以談談你對工作的感受嗎？

姨：整體來說，我非常滿意我的工作。天天在這

裡看到同學讓我感到身心愉快，而且待遇也不

錯，福利上有醫療、勞工保險。沒人事上的競

爭，因為我們編制簡單，不分等級。工作環境

也乾淨、舒適，只是小食部內裡較熱，經常感

覺像焗桑拿一般，呵，就當瘦瘦身吧！

記：阿姨好搞笑！請問你覺得盧幹庭的校風如何？

姨：這裡的校風很良好，同學很純品，買食物時都

自覺地排隊、取食品、付款，很守秩序。但聊

天時，他們又很直爽、健談。我認為盧中校規

寬嚴適度，校風良好。

記：多謝誇獎！你可以再深入談談對盧幹庭學生的

看法嗎？

姨：盧幹庭的同學最難得之處是包容和熱情。有

時候我太忙，說話語氣有點急，但他們都會包

容我，這對我來說是件非常有感覺的事情。另

外，同學也很樂於助人，他們總是主動地幫助

我收拾餐桌、給我遞抹布等等。當然，學生們

也很自律，吃剩的食物會自己拿去扔掉，不會

把垃圾留在桌子上。總括而言，我覺得盧幹庭

同學待我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樣，彼此可以談談

生活、說說心事。從他們年青人的行為說話，

令我更了解我那剛中六畢業的兒子的想法和感

受，從而增進了親子感情，真的是意外之喜！

這也使我感到盧中同學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樣，

人在外邊也有在家的滋味。

記：盧中本來就是一個大家庭啊！對了，請問你在

盧幹庭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姨：最難忘的回憶莫過於每年畢業生找我拍照留

念。他們泛紅的眼眶、互搭着肩膀的手……每

層的走廊、樓梯，都瀰漫着依依不捨的情懷。

這情景讓我回想到自己當年畢業的舊事，真有

衝動馬上打個電話找老同學們聊天話舊呢！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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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我們明年也要畢業了，你這麼一說，我也開始

有點感觸起來了！

姨：你感情倒是挺豐富的哦！

記：言歸正傳吧。一直以來你在小賣部見證着我們

口味的變化，可否大概說說？

姨：這幾年我們不斷嘗試推出新的食物種類，像是

通粉、奄列、沙律蛋治等，迎合同學的口味。

食物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銷量不太好的都漸漸

淘汰了，銷量好的才留下。撈麵是同學們五年

以來一直所喜愛的，到現在還是賣得最好。如

果同學有甚麼要求可以跟我們說，我們都會嘗

試，銷量好的話便可長期賣了。

記：以民為本。阿姨很有生意頭腦！

姨：呵，經驗之談吧了。

記：請問你想對全校同學說什麼？

姨：最後，我想對全校同學說：「感謝大家的包容，

日後阿姨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希望你們能提出

建議，讓我們能不斷改進，更好地服務盧中。」

記：謝謝阿姨接受我們的訪問。

姨：謝謝同學。

後記
訪問結束，難忘的是阿姨親切的笑容，更難忘的是她在無意中流露出對盧中同學的愛護。希望阿姨繼續穿著醒目的
紅Ｔ恤在盧中開心工作，只要有她那爽朗的笑聲，小賣部一定仍位於最受同學歡迎榜上的前列。

訪問及整理：謝文鴻（5E） 秦嘉琪（5E） 梁偉巧（5E）

Ann 姨美食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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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我在本校任教已接近二十年了。還記那年暑假的某天，我把一些書

籍及字典等搬進校園的情景。那天陽光普照，在學校前門有一位工友迎面跑

來，親切地笑着說要幫我一把，跟著便接過我手上的紙箱。就這樣，我的人

和心都被接進這個校園了。

多年來，學校在不經不覺中起了很多變化。首先，學校的外貌並沒有因着年

月的增長而變得殘舊；反之，由於歷任校長的悉心籌劃和同事工友們的努力，

校園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優美。校內的牆璧、地磚都翻新過，四周被翠綠環繞，

前院還有一池錦鯉，實在是平凡屋邨中難得一見的景緻。無怪乎近年來，有不

少校友「申請」回校拍婚紗照！

除了校園的環境令人眼前一亮外，同學有否察覺到校內的教學設施亦不斷更

新？本年度，我們更獲盧氏家族捐款幫助學生在學習上的發展。圖書館因而

購置了多部 iPad 供同學在課餘時使用，增加同學不少學習的樂趣。

來年，我們初中全部學

科、中一全部術科均以英

語授課（中文、中國歷史

普通話及通識科除外），

可能部份同學須要多一點

時間適應，但我對你們有

信心，盼望同學們跟隨你

們優秀的師兄、師姐的腳

蹤，凡事不輕言放棄，

加倍努力，精益求精！

譚美玲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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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廿五載，本人在盧中任教了二十多年，對學校的發展和學生的成長都感

受良多，現借此機會與同學分享一下。

早期學校的設施比較簡陋、數量比較少，例如：全校沒有冷氣、班房沒有擴

音機、投影機及電腦。雖然如此，老師仍充滿理想及幹勁，在不斷努力下，

學校一步一步地踏上軌道。學生的成績及品格，越來越好，得到區內人士讚

揚；學校的設備亦不斷進步，為學與教均帶來不少的助益。

在二十五周年的開放日及聚餐中，遇見很多校友；他們有的已成家立室，有

的事業如日方中，有的在大學中做研究。他們不約而同地講出同一樣的心聲：

學校學到的知識很多都忘記了，但老師對同學的關懷及積極處事的態度，令

他們一生受用。想起以往讀書時，同學頑皮難教，老師仍然努力，運用不同

的方法去教導、鼓勵他們，給他們改過的機會，讓他們自

信可以成材。到踏足社會時，面對種種困難，常會以

老師作榜樣，用積極主動的態度來面對，努力找出

不同的方法來解決。

不錯，積極主動的態度是所有成功人士共通的能

力。學校以愛心、格言、明確的規範及老師以身作

則，培養同學的品德，讓同學建立積極主動的

態度，為將來的人生打好堅實的基礎。過

去二十五年我們一直如此，未來的每個

二十五年我們仍將如此。

吳幼祥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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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歲月倏忽，執教盧中轉瞬逾廿載，幸甚。銀禧誌慶，

標誌我們正邁向另一個四份一世紀。與學校的發展同步的就正也

是盧中同學的成長，喜見大部分同學無論在學習、行為、思想各

方面均有長足進步並日趨成熟，尤其欣見初中同學的努力與進步，

看在眼內，又正是為師者的安慰與動力。

際此良機擬提一教學樂事，與眾分享：老師在校多年，每於初中(中

一、中二級 ) 授課，皆喜語同學：光陰似箭，諸生現唸中一 ( 或中

二 )，唯「眨眼」( 轉瞬 ) 將成中五 ( 中六 ) 學生。同學每聽此，必

有即時眨眼者，並立即報告老師，他 / 她已「眨眼」，何以仍屬中一 

( 或中二 ) 學生？其時老師皆只笑言他日同學定必同意老師之說。

然後，當然是繼續課堂授業，事亦了了。迄數載，曾任教之初中同

學已升讀高中 ( 當時尤多舊制中六同學 )，在課堂上重遇老師，彼

此自當緬懷當年初進盧中之課堂點滴，繼而復詢諸生：覺眨眼已成

中六學生乎？笑皆稱是。果證初中之言非虛，師生之間，亦樂無 

窮矣！

白駒過隙，春去秋來。同學在不斷進步，盧中在茁壯成長。我們

必戮力同心，邁向金禧！

陳文達老師

師長的話師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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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加入盧幹庭到現在已經過了 21年，盧幹庭是我任教的第 2 間中學，回想

20 年前，午膳需與老師外出巡邏，又要不定時搜書包，又要調查，又要與「犯人」

落口供，似足警務人員。不過這情況只維持幾年時間，情況便慢慢好轉，學生質素

越來越好，就像同學現時所見的。所以，大家要知道成果得來不易，要學懂珍惜。

以前每朝早會，差不多都有學生不適暈倒，這時我想，如果身體強壯，經常做運動，

會這樣嗎？這時開始，我的願望是不要再有學生在早會暈倒，方法大家都猜到了，

除要注意身體健康，早睡早起外，就要加強體質訓練，如跑步，體能訓練等。學生

上課時常提出的問題是，又做體能？又跑步？有無得自由活動？幾時打波呀？我想，

上課不打波，男生放學後都會相約到球場打波，但多數不會放學跑步或做掌上壓。

男生無「老鼠仔」怎見人呢？當年歲漸增，才發覺缺乏運動的後遺症時，便可能有點

遲了。

多年來一定會遇到有開心或不開心的時

候，遇到不開心時，對心情、對之後的課

堂氣氛，或多或少都會有影響；經驗累積

後，慢慢學懂放下，處理其他事之前，要

放下先前處理的事，特別是不開心的事，

要待平靜後才處理下一件事；學懂放下，

自然輕鬆。所以好多時都見我面帶笑容，

很簡單，笑著工作會做得快些，有效率

些，盡早完成工作，又會開心些。我覺

得，對人報以微笑，他人亦會報以微笑，

大家都會開心些，良性循環。經常有人

講，開心又要過，不開心又要過，為何

要選擇不開心呢？希望大家都能找到把

負能量變成正能量的方法，學懂放下，

開心過每一天。

最後，希望盧幹庭的學生學業進步、學

有所成、身體健康、生活愉快、EQ 比

IQ 更高！

余達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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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偶爾哼上幾句歌詞：

「回看遙遙歲月　竟彷彿這樣遠  這夜若說遺憾我一生豈止一點 

誰計較成與敗　其實什麼都重要  記著　夢想中的一切  心始終微酸」

人生的遺憾往往如繁星，盤旋在我心頭的，總有這一件事。

那年我是中三級的地理老師，剛巧乍暖還寒之際，正是中三同學選科之時，身為地理老師

的我，自然向同學簡介高中地理課程之餘，亦不忘鼓勵同學修讀地理。修讀地理能知天下

事，這門社會科學既要理科生的邏輯思維，亦須文科生的感悟記憶，真是一門不容易應付

的學科。學生能仔細觀察大自然一山一石，一花一樹，一雲一水，也要敏銳洞悉城市變化，

土地改動，人口流動。故此能讀地理的人，必定是個有全面思維的人。我侃侃而談，霎時

一雙火紅眼睛睥睨著我，我自然感到被厭惡了，最初我相信同學覺我囉唆，我沒有察覺自

己已被討厭了！

到了遞交選科表之日，我在走廊遇見那雙火紅眼睛，但我已忘了睥睨著我的情狀，便問他

選科意向，他斷斷續續地回答我選擇理科，我向來對這位中文作文比賽冠軍及辯論隊隊員

寄予厚望，相信以他的感悟力和觀察力，必定是文科人才，他朝必成大器。我毫不吝嗇地

勸勉他改選文科，如數家珍地指出他的優點，他禮貌地點頭，我深信我製造了一個人才！

最後他被派往理科，自此也不再跟我問安說早，彷如陌路，我好奇向其他同學查問，得悉

這個我心中的文科人，原來認為我小看他，鄙視他，不能為理科生，不能成為傳統成績優

異生，所以不再理睬我，我頓時感到此生非我所教，不懂老師苦心，反而認為被看低，我

也不欲理睬他，直至會考放榜日。

放榜日的學校是醫院的產房，有喜有悲，但喜總比悲多。他，是唯一

的悲。他以最低成績終究升上中六，但不是受人擁戴的六優生，我

見他暗偷拭淚，我心淌淚！我遺憾不堅持下去勸勉他，鼓勵他，令

他這些年來成了一頭失去嗅覺的獵狗，不知方向，到處碰壁。我非

偉大，但至少我不應因一時之氣而放棄他，他不知東奔西滾了

多久，如今他的寂寞與悲鳴，又有誰去了解？我不敢去觸碰

他，只由他在我視線中淡出……

我這個遺憾在數年後卻由他為我消除。他當時正在嶺南大學

唸社會科學學位課程，而我在唸中文碩士，一次校園的偶

遇，掃去多年彼此的嫌隙，他仍是我心目中的他，一個可

成大器的人才。

溫國榮老師

師長的話師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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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桌上一角的小白威狗月曆，不知不覺間我加入盧中已是第三個年頭了，

一切都彷彿是昨日發生的。真有幸能見證盧中踏入 25 週年，並能參與她的

慶典。

盧中是我第一所任教的學校，亦是開展我教育事業的地方。猶記得在修讀教

育文憑時，大學導師指導我們必需與學生保持一條明確的界線，階級可要分

分明明，不可踰越。但這理論很快便被盧中學生的熱情和溫暖所溶化了！聖

誕節色彩繽紛的賀卡、情人節自製甜蜜的朱古力、生病時學生們的串串慰

問……這些窩心的舉動都為工作繁忙的老師們注入了無比的動力與能量！於

盧中這個大家庭裡，師生打成一片，相互關懷，相互鼓勵。亦師亦友的關係

使我倍感親切，毋怪乎不少家長也說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很強。

還記得我任教之初與三位老師帶領著三十六位同學到廣州進行考察交流，當

時上任數月，說真的，委實有一點壓力。旅程之中，我既擔

心學生安全，又恐怕他們大意遺失證件；但最後學生們

都能自律自覺，好好照料自己，考察中亦見他們認真聆

聽導遊的講解，積極搜集資料。再者，小伙子於交

流團後的匯報表現出色，這令我體會到帶著學

生到外地交流縱然辛苦，但看到學生積極認真

的求學態度，以及考察期間能有所得著、有所反

思；我認為流過汗水也是值得的。

今年是盧中的 25 週年，我在此謹祝願盧中全體師生

身體健康，一起踏步，邁進另一個耀目輝煌的 25 年！

王紫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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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於本年度成為「盧中」一份子，欣逢本校廿五週年校慶，在這個可喜可賀

的日子能參與其中，實倍感愉快與榮幸。

在籌備校慶過程之中，我充分感受到「盧中」蘊藏的勃勃生機，我看到了一

個團結一致、積極向上、熱情如火的教師團隊，不禁被深深感染，

並投入其中，絲毫沒有因為自己是新老師而躲在一旁，不知不覺

間，我已經融入到這個溫暖的校園中。在這次校慶活動，在每一

件微乎其微的事情上，老師們都力求拿出自己最高水平去做，

這真是難能可貴的品質。

在「盧中」將近八個月的工作中，時時刻刻我都能感受到

各位老師點點滴滴的付出，這就是「盧中」精神的體現。

每個老師和學生都以學校為榮，深深的愛著學校、愛著

自己的工作。全校教職工用勞動和智慧凝聚成一份份

濃厚的收穫和喜悅，留下無數個感人的細節，多少個

難忘的日日夜夜，為廿五週年校慶獻上了重彩的一筆。

一份春華，一份秋實，在全體教職員的努力下，用心去教

誨、用情去培育，相信「盧中」今日含苞欲放的花蕾，明日

更能盛開絢麗的花朵！最後，祝本校校運昌隆，人才輩出。

梁慧婷老師

師長的話師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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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most impressed with this school for the warmth and friendliness that beam forth from 
the pupils and the spirit of kinship that exists amongst the staff.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is blessed with pupils that are capable.  We have a dedicated complement of 
diligent teachers that toil arduously to nurture the abilities of our pupils.  The overall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helps realise a rewarding and satisfying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he school has many facilities that support goo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re is also 
an unstinting effort towards creating and enabling many learning experiences that 
lead to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all pupils.  The school library is well organized and 
regularly updated with the latest books.  It is also a pleasant refuge for quiet learning and 
independent work.  Pupils utilise this facility to their full benef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pils and teachers in this school is healthy and respectful.  
There is a German proverb that says that a teacher is better than two books.  Pupils in this 
school honour and cherish their teachers.  Teachers devote their time and energy selflessly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thos and good name of the school.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learners at this school is admirable.

My message to the pupils of this school comes from an Indian proverb which states that 
learning acquired in youth is an inscription on stone.  I advise that you learn the most you 
can now whilst you are young and your brain is still very receptive.  Use your time wisely.  
Do all your homework diligently and master those skills that will make you independent 
learners for life.  Hone your skills to perfection now and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You will 
step out into the world with confidence and with a sense of purpose and resolve.  Don’t 
squander your early years on distractions that will impede your development.  You don’t 

want to be guilty of youth being 
wasted on the young and live to 
regret it later in life.

I am pleas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and I will 
support it in its endeavours 
with loyalty and pride.  I 
wish every person at this 
school in their respective 
capacities everything of 

the very best.

Mr. Dave Baldoo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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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鴻校友來鴻

當收到邀請能夠執筆為母校廿五週年校刊出一分力，心中感到無限的 

光榮！

畢業後，我成為排球教練，五年間亦不斷回校協助排球隊的練習，只希望在

我有限的能力中，盡一點綿力回饋母校。小時候，家人常教我，要飲水思源，

感恩，這亦是我做人的座右銘。

今年恰巧亦是我們組織盧幹庭舊生排球隊的第十個年頭。球隊一直在本地的

聯賽以盧幹庭的隊名打拼，師兄弟們亦不斷將盧中精神傳承下去。今年我們

更有幸代表元朗區，參加全港運動會 ( 編者按：最後奪得排球項目冠軍 )。我

們必將發揮盧中精神，拼到最後！我心中就好像有種與盧

中不可分割的情懷，盧幹庭紀念中學給予我的，實在非

筆墨所能形容。

經過五年間的轉折，我將完成大學課程，投身社

會工作！相信在我初中的時候，不會有太多

人能夠預計到我能夠大學畢業。甚至連我自

己，也完全想像不到！所以在此勉勵師弟

妹，記著劉卓恒也能大學畢業這奇蹟， 世

事無奇不有，只要你不輕易放棄，一切皆有

可能！

二零零八年畢業生 

劉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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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in T.W.G.Hs Lo Kong Ting 
Memorial College is one of the most 
del ightful  things in my l i fe. LKT 
gave m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my talent by letting me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school. Furthermore, it lets me gain 
some rare and commendable lifetime 
experience to broaden my horizon.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chances Lo Kon 
Ting gave me.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I had in my school life in 
LKT is meeting Lang Lang in person. 
Meeting Lang Lang face to face is 
a dream for everyone who plays 
piano. I remembered that this was 
an extremely rare opportunity. By 
competing with over five thousand 
students from secondary schools in 
T.W.G.Hs, I had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chosen. I am grateful to 
my music teacher, Ms Leung, and 

the principal, Mr Yim, for helping my 
dream come true. I learned a cluster of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rough the half hour lesson with Lang Lang. It helped to take my talent up a notch.

Although I am now no longer studying a Music related degree, I will not give up music. 
Now, I am a part-time piano tutor. I hope this work will become my full-time job in the 
hereafter. I really yearn that I can impart my knowledge to students. People nowadays 
are too stressed no matter if they are teenagers or adults. Therefore, I not only teach 
them to play piano but also educate them to experience music and feel relieved. 

Music helped me to eliminate stress in my life and is an aid for me to become relaxed. I 
cannot live without music. Lo Kon Ting helps me find my interest, and also my future. I 
am very obliged to Lo Kon Ting for giving me multiple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MY BELOVED SCHOOL FOREVER".

2011 Graduate 
Emily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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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離開盧中已七年之久。在這七年裡，母校在各方面的成就不絕於耳，

實有賴全體教職員及同學的努力，我亦為之感到驕傲。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

不會忘記老師的悉心教導，令我們有充足的準備踏足社會。在中學階段既要

找到目標和理想，也要努力學習，這樣才可以充分利用人生旅途上的機會。

母校經歷二十五年時間的考驗和努力，得出令人滿意的成果。這是一個值得

慶祝和紀念的時刻。謹祝母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二零零六年畢業生 

李天然

校友來鴻校友來鴻

左四為李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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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四」學制最大的弊處，就是少了一年中學回憶。

剛升上大學，興奮地高呼終於可以脫離中學的束縛，課節少、功課少、活動多，

留長髮也不會怕「標奇立異」。大學畢業了，卻盼望時光可以倒流，流回到那

些年，我們在盧中的日子。

印象最深的，是操場旁的那棵大樹（至今我仍不知道它是甚麼品種），落葉季節，

漫天黃葉紛飛，真夠詩意。可惜每次落葉，都是考試的日子，真淒美！這些年

來，曾經在街上偶遇過多位老師，每次都高興得跳起來，每次都令我驚訝，老

師的樣子多年來都沒甚麼改變，甚至更年輕壯健了呢！

七年中學的生活，令我學會了很多。在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日子，我認識了公

平貿易、廉價勞工、公民權利等等，至今我仍銘記心中，堅持追尋一份公義。

在辯論隊的日子，我學會了質疑、學會了分析，一生都受用無窮。還有在學生

會的日子，早會宣傳、演

講、司儀等等工作，把我

訓練得氣定神閒，不再怯

場。最記得當年汶川大地

震，學生會和公民教育組

緊急組織了籌款募捐，全

校上下同心參與，實在令

人感動。

盧中的生活點滴，到老都

使人回味，希望師弟妹好

好把握盧中的分分秒秒。

最後祝願盧中春風化雨、

桃李滿天下！

二零零九年畢業生

張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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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偶爾出席校友會活動，或是找老師吐苦水，每次重返校園，逛逛走

走，都會發現盧中有點不一樣了。記憶的盧中有白蘭花香，夏天煩人的蟬叫

個不停；記憶中，某年正門的大樹被白蟻蛀蝕，伐了，變出一個水池，連蟬

聲都好像收斂了，獎牌櫃對面的溫習閣，不知何時改建成房間，各個班房多

了很多不知名的器材……

但盧中的生活點滴，卻是每次同學聚會不變的話題，由老師的花名到如何作

弄同學，可謂「百說不厭」，記得身型嬌小的陳喜儀老師在走廊經過時，大家

會笑言：「飛碟嚟喇。」皆因我們只看到她一小撮頭髮在窗口「飄」過，形狀有

點兒像飛碟。劉凱頤老師上文學堂時以「啜核」言論喚醒沉睡中的同學，成

功勇奪我心目中盧中金句王的寶座。

要數最離譜的一次惡作劇，要「回帶」到1998 年的中一班房，當時外籍老師

Mr. Reed 上課規定，同一時間只可讓一個學生上洗手間。有天，經常被我們

「欺凌」的黃同學人有三急，班上同學為阻他「解放」，竟爭相舉手說要去廁所，

最終激得 Mr. Reed 下令下課前不准任何人「方便」，此話一出惹來全班爆笑。

寫著寫著，很是懷念那煩人的蟬聲，撲鼻的花香。我想，盧中的「滿庭綠意」

就是由學生們、老師們共同回憶、笑聲、淚水灌溉而成，茁壯成長迎來她的 

「百載春風」。

二零零五年畢業生 

陳雪玲

校友來鴻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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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畢業已有十年，然那些年的點滴校園生活，足球隊、學生會、歌

唱比賽、陸運會、畢業長跑仍歷歷在目。母校給我的不止是知識，更重要是

許多許多難忘回憶。二十五年轉眼過去，母校今日成就非凡，實有賴一眾老

師多年來誨人不倦，用心培育學生。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老師，祝願各位身體

健康，工作順利，繼續綠意滿庭，春風百載。

二零零二年畢業生

吳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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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學校在哪裏？」這是我父親見到我的中學派位結果後，第一句問我的說話。

不能怪他，因為我是學校首屆中一學生。學校初期的外貌與現在的分別，我想

老師和舊生都說得夠多了，我想說說教過我的三位老師。

中四的時候，忽然想做個文藝青年，以為可以結識到帶點文藝氣質的女生，但

文言文內容艱澀難明，黃國樑老師為此替我們預備了很多補充筆記與練習，也

生動地解釋文章背景，讓我們容易理解作者的意思。我還記得他說過李白要醉

酒才有靈感，但要我們成年才可以嘗試。

文科的學生見到數學都想打嗑睡，這倒難為了教我們數學的關國成老師，但關

老師不單沒有罵我們，還對我們諄諄善誘，細心講解，我相信他每次教我們的

堂都要用上雙倍精力。

中史科是難以令人提起興趣的一科，當年的鮑仲慈老師卻將課本講得非常生動，

彷似走進歷史現場。我猶記得他那一句：「歷史的巨輪是無法阻擋的。」而他所形

容的卻是他就讀中大時歷史系力壓中文系的一場足球比賽！

回憶過去，多謝各位曾經傳授我知識，也教導我人生道理的老師們，即使離開

學校已經二十年，但有些片段與對話仍然清晰如昨。

在學校舉辦了一次分享會之後，有股衝動就要將從前的學校生

活寫出來。今年夏天，這本講述我和同學們的青春校園小

說，將會出版，大家可能也會在書內見到自己的影子。

在此祝願學校英才輩出、桃李滿門，繼續邁向更光輝的

三十周年、五十周年。

一九九二年畢業生  

簡敬禧 

三位老師

校友來鴻校友來鴻

42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 五 周 年 特 刊

我在盧中的日子我在盧中的日子

盧中內的老師，都帶給我和藹可親的感覺。

我剛入讀盧中時，原本以為老師對我們的要

求很高或是難以相處的。但日子久了，發現

原來老師是友善、和藹可親的！當我遇上困

難，找老師協助時，他們都會樂於指導我。

而在午膳時或放學後，老師也會跟我聊天，

就像朋友一樣。

另外，學校的課外活動，能夠訓練我的紀

律，並使我結交更多朋友，還讓我得着了課

堂以外的知識。因為在出席課外活動的同時，培養了我守時的美德，進

而訓練我的紀律；而參與課外活動，增加了我接觸不同年級同學的機會。

而我在盧中的生活，因藉着多姿多采的課外活動和與同學的融洽相處，而變得更豐

盛、滿足。

鄧中發 (2B)

盧中的生活，我雖然只過了一年多，但已被盧中歡樂並積極

的學習氣氛所感染，也融入了我所在的班別，中一甲班。

初來乍到時，我因為害怕與陌生人溝通而不大說話，只有和

我從小認識的好朋友林寶怡在小息時談上幾句；而我的好友

林寶怡因善於與人交流，加上活潑的個性而結識了不少朋

友。後來，我也因受她的影響，參加了英文戲劇學會，個

性逐漸變得開朗，也結交了很多朋友，並一起努力學習，

還因此各自得到了好成績，我也逐漸融入了班中，和朋友

的友誼也漸漸地加深了。盧中的老師都親切和藹，教我班數學的楊

老師便是個好例子。數學是我最討厭也最差的科目，但經過楊老師的悉心教導後，

我的數學成績逐步改善了，我對學習的厭惡也慢慢地消失了。

我在盧中的生活過得多姿多彩，我對盧中的喜愛也逐漸增加了。

林銥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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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自己在盧中的學習生活真的是生動有趣的。在課堂上無論同學，還是老師都認為

我是班上的活躍份子，正確回答老師問題使我每每在課堂中取得滿足感。課堂以外與同

學由課業到趣事，都是無所不談的，為學習生活倍添色彩。

我在這兩年半間可說是遇過不少良師益友，當中最令我獲益

良多的是中二時任教我中文的陳妙玲副校長。陳老師不但教

學認真，更以身作則地教導我們應有的求學態度；當得知老

師在來年要退休的時候，我當時亦難免有點感觸。

兩年半間我亦參加過不少課外活動，當中令我深刻的是最

近代表班參加班際國情及外交常識問答比賽。初賽前我和

隊友才發覺比賽當天原來要參加其他比賽，幸好其他同學

願意代替我們出賽，我們才得以進入決賽，並為班爭光。

曾樂檳 (3B)

每天早上我回到學校，仍然是學生和老師稀疏的時候，就看到嚴校長的車已經停泊在停

車場內，我們的校長真勤快！還有一位值得學習的好老師—梁廣輝老師，他除了刮風

大雨外，每天都騎自行車回校。現在全世界推行環保救地球，他早已在默默地做。我對

這些為了忠於教育事業，而奉獻他的心血的師長們非常敬佩。暗地也下決心努力學習，

不辜負他們的辛勞。

我們的校風良好，學習氣氛濃厚，同學之間在學問上互相砌磋琢磨，老師樂意解答同學

的難題，使我在學習上的問題都能夠輕易解決，我在盧中的學習生活非常愉快。

我在盧中圖書館服務了兩年，也等於學習了兩

年，令我得益不少。我本是一個比較被動的學

生，很多事情都是讓別人主導。圖書館服務

工作給予我學習機會，例如主持及策劃學

會活動，令我逐漸由被動變為主動，提升

了自己的辦事能力、思考能力，我覺得

盧中圖書館可算是培養人才的基地啊！

黃珮涵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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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間，從懵懂長大至懂得為目標發憤的我，在盧中的每一天

都充實地度過。中一時我在學校是一言不發的，但隨著時間過

去，我通過各種的活動，漸漸融入盧中的大家庭。

師長的關懷使我在盧中的四年都不乏溫暖，在我失落的時候，

師長會主動關心我，四年來我確實地感受到他們的心意。另

外，我很慶幸有一羣好友一直支持我，使我有動力堅持忙碌

的生活。

他們的鼓勵令我擁有自信以嘗試新事物。為了個人發展，我

涉足不同活動，例如︰我在音樂方面便參與敲擊樂隊、合唱

團、鋼琴；在運動方面便學習中國舞、跆拳道、踢拳操；而

在學術方面便參加朗誦比賽、奧數班、領袖訓練班等等。

雖然這樣的生活令我很累，但為了前途……我會奮鬥！為

未來鋪路！

胡舒婷 (4C)

我在盧中已經步入第四個年頭，這四年的生活縱然平凡也見精彩。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

的班際籃球比賽，我們班的同學由最初如一盤散沙，你推我讓，不肯出賽，到最後團結

一致，全班每位同學也到場拚盡全力為我們的

健兒吶喊助威，最後充分發揮班內的團隊精

神，勇奪冠軍。每一滴揮灑下的汗水對於我

們而言，都是十分感動和充滿意義的。回憶

就是這樣，不是你自己親身經歷過你就不能

擁有那種感受，所以校園的生活不應該只在

書桌上埋頭用功，更加要適時的在籃球場、

走廊邊，大樹下，留下我們青春的足印。

於我，盧中就像是一個花圃，孕育著一朵朵

花兒，燦爛地綻放。

林嘉敏 (4B)前排左三為林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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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間，我已在盧中度過四個年頭。

猶記得入學註冊時，甫踏進校門，映入眼簾的正是我校的

魚塘。它予人安寧恬靜的感覺，撫平我內心的緊張不安，

亦為我添上一份憧憬。

然而，想像與現實往往不符。日常的學習事務十分繁重，

把我壓得透不過氣來。我曾經因成績不如理想而萌生放

棄的念頭，幸得朋友的支持及老師的勉語，為我打下強

心針，使我重拾前進的勇氣和動力。

為了個人發展，我擔任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的副主席，

並成為領袖生團隊的一員；暑假時則參加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同時不

忘數理藝方面的發展，多次參與英詩朗誦及科學比賽，並加入奧數小組。以上種種皆令

我在盧中的日子更加豐盛。我定必繼續熱切投入，讓餘下兩年的時間更加多采多姿。

袁詠虹 (4D)

縱然盧中位於元朗，但在這復活節假期，我卻跳出盧中，出走台

灣，經歷了我人生第一次四天三夜的交流團。

在這個「台北環保考察交流團」中，我們不但參觀了著名的觀光景

點，更到訪了當地的核電廠、歷史博物館等，了解台灣於環保方

面的政策及新舊變遷。而當中最令我有所得着的地方卻是一間台

灣的中學，「三重高中」。三重高中是一所大得可以令我迷路的學

校，這點確實是我既討厭又羨慕的地方。首先我們分成四組，走

到不同的班別進行觀課。雖然和當地同學相處的時間不多，可

他們的友善、親切、熱情都令我渡過了一段愉快難忘的時光。

和班中的同學道別後，我們去到了學校的禮堂。聽過了三重高中的簡介後，便是盧中學

生的天才表演了，其實我們準備的時間並不多，導致表演時都十分緊張、慌忙，更會顯

得有點不知所措。正當我們尷尬之時，在旁的三重學生卻給予我們歡呼、給予我們掌聲、

給予我們口哨。他們的熱情深深地鼓勵了我們，彷彿是將勇氣傳達給我們般，把信心傳

遞予我們般，令我們能夠完滿完成自己的表演。

我認為盧中的學生便是欠缺了一份熱情、熱血、自信。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敢果斷地去說

出自己的想法，假如盧中學生能更有勇氣去表達自我，盧中必能走得更遠，繼續邁向更多

的廿五年。

馮程程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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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四年前，我從小學生變成中學生，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來到盧中。剛來

到盧中，老實說，我沒有感受到這兒是個大家庭，反而感覺很陌生，又不習慣。那

也難怪的，初來甫到的我又豈會對盧中有很大的歸屬感呢？

隨着時間過去，我逐漸融入這個大家庭。我曾是英文戲劇學會的會員，在那短短兩

年間，我對自己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其後，我跟同學們漸漸熟絡，成為要好的朋友

和互相幫助的學習夥伴。同時又對學校的環境更加熟悉，加上老師悉心的教導，令

我對學校漸漸產生歸屬感。每當遇上甚麼問題，小至打領帶，大至學業上的問題，

只要有發問的精神，向老師或師兄師姐請教，他們都會樂意地幫助我們。

學習是自己推動的，沒有人比我們自

己更能勝任這個角色。所謂「態度

決定高度」，你有怎樣的態度，便

會有怎樣的成績。因此，努力不懈，

好學善問和態度積極都是成功的重

要元素。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我已是中五

生，很快要離開盧中，往未來邁步

前進。但我絕不會忘記在這兒多姿

多采的校園生活，使我獲益良多，

成長了不少。今年適逢盧中廿五周

年銀禧校慶，我期望盧中上下一

心，繼續攜手秉承盧中優良的校

風，創建和諧校園，作育英才！

梁家翹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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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盧中已經第五年，我經常對在這所中學獲得的一切而感恩，

我慶幸進入了盧中。老師都對學生很好，亦很鼓勵學生去學到

更多。不單是課本上的知識，亦要自己去探索更多課本以外的

領域。他們亦常勉勵同學要繼續學習，全力以赴，努力向上。

除了學習，盧中亦注重學生全人發展。在課外活動上投放了不

少資源，例如舉辦交流團，令學生可以享受不少課堂以外的學

習活動。

盧中校風淳樸，學生都以禮待人。在這所中學我認識了很多朋

友，有需要時可以請教功課，空閒時可以一起上學放學。別人

說影響人生最多的人除了父母，便是中學認識的朋友。的確，

我的朋友影響了我很多，不但給予我笑容，更少不了的是支

持及關懷。感謝盧中培育出品德良好的學生，帶給我這一班

善良的朋友。

賴盈瑾 (5B)

在盧中五年短暫歲月中，我品嚐過許多菜餚。學

校炮製的各項活動多姿多采，如陸運會、壁報設

計比賽、歌唱比賽、交流團等，都給我留下了美

好的回憶。跟同學一起為準備比賽而付出努力和

汗水，投入表演後一起分享成果，當中的辛酸和

喜悅，更使我回味無窮。

五年的校園生活有甜蜜的，也有苦澀的。或許

人生必須喝一杯苦茶，幸而每位良師益友都是涼

果，在我情緒低落及失意時，給我無限的鼓勵和

支持，讓絲絲的甜意溜進我的心窩裏。

不論是甜品，抑或苦茶，這些點滴都教我畢生 

難忘！

陳慧儀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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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盧中五年的學校生活，有滿盈充實的、有賺人熱淚的、有熱血青春的。但最重要的是，

我享受在盧中的每一個時刻，享受與老師同學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

在學業上，盧中有對教學充滿熱誠的老師，願意花時間、花心機、花精力將自己的學問傾

囊相授。在盧中，我獲得的不只是印在書本上硬生生的知識，還有學會如何做一個更好、

對未來有目標和理想的人，為將來成年後做最佳的準備。

一個圓滿的學校生活除了學業之外，師生同學之間的

相處和課外活動也是組成的重要部件。盧中校園氛圍

和洽，我在學校五年來結識了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年

紀的同學，有些更會是一生的好知己、良友伴。不同

種類形式的課餘活動也提供了能接觸課本以外的世界

的一扇窗。

我在盧中的學習生涯轉眼間只餘下一年的光陰。光陰

彈指，在此我希望盧中能繼續有教無類，作育英才，

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好學生。

羅嘉洛 (5E)

我在盧中的校園生活十分愉快。每天早上上學，踏入盧中，映

入眼簾的就是校門前的魚塘，初時，還很好奇魚塘的作用，當

我看見在水中翻滾不停的金魚，明白了那是朝氣勃勃的象徵。

學校裏最具人情味的地方必定是小賣部，因為那裏有平易近人

的姨姨。不論你有否惠顧，她也會十分樂意與你暢談瑣事，亦

會以兒子和女兒稱呼同學，讓你感到盧中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講台旁的那棵大樹是我在盧中成長的見證，大樹會伴我一起

聆聽早會的宣佈，也會為在體育課上汗流浹背的我加油和打

氣，如果有人問到我在盧中的回憶，大樹佔了重要的一段，

那微風偶爾吹過樹梢，樹葉婆娑搖曳的畫面，是我心中一道

倩影。

殷婉晴 (5D)

左為殷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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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歷年照片

中一家長班聚
中一家長電腦班

敬師日

元朗區家長教師聯會來校參觀

家長日暨書展

家長教師交流會

家長教師會日營

家教會委員就職典禮暨聖誕聯歡
家教會幹事委員培訓班家長義工訓練班

陸運會嚴校長手

持聖火準備領跑

盧中與浙江大學附中結為姐妺學校
學生在敬師日向
梁校長獻上心意

中一迎新日

中一師生和家長活動

師生活動

家教會活動和校友會

嚴校長

應似飛鴻踏雪泥
校園歷年照片校園歷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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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戲劇匯匯演 09
整體演出金獎

屯元天話劇決賽

學校中文戲劇組

排練嚴校長探班

盧戲劇場澳門交流

我 ● 家 ● 社區話劇創作比賽

香港學校戲劇節

本校獲多個獎項香港電台訪問盧戲劇場

回歸酒會服務男童軍宣誓 童軍原野烹飪童軍探訪、賣旗活動

新服務生大會 圖書館服務生隊伍

欣賞父母週四川地震賑災籌款
本校禮堂升中親子觀校日 本校禮堂英文書展

學會成果展覽

開學典禮

結業典禮

中文戲劇

男童軍

服務生

校內活動

典禮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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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科學科實驗考試

北京培訓計劃乘風航

四社音樂比賽

攀石

普及讀計劃紫章頒獎典禮
普及閱讀證書

第九屆基本法大

使培訓計劃攤位

遊戲日暨結業禮

職場歷奇日營

觀星

運動安全大使計劃

陶瓷製作

香港領袖生獎勵計
劃國情教育課程

應似飛鴻踏雪泥
校園歷年照片校園歷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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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跆拳道表演

「五自」活動

一人一票

作家袁兆昌先生

來校講座

廉署來校演出倡廉互動劇

中國教育學會副

長張民生教授進

入盧中課室觀課

梁家傑議員來校分享 梁家傑議員來校分享後與

陳副校長及同學合照留念

正生書院陳兆焯校長
帶領學生來校探訪

與張民生教授及
專家小組合照

羅密歐與茱麗葉英文話劇

跆拳道

參觀、分享、講座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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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全國中學生排球賽  

本校學生代表香港出賽

元朗區排球賽女子殿軍

全國青少年 U16 男子排球錦標賽

全港學界精英排球賽季軍本校學生代表香港參
加全國第六屆全國城
市運動會排球賽

本校學生代表香港參加

全國中學生排球錦標賽

男甲排球隊蟬聯全港學界精英賽冠軍蘋果報道

本 校 男 子 排 球 隊 員 代 表

香 港 隊 奪 得 第 9 屆 全 國

中學生排球錦標賽季軍

男甲排球隊蟬聯全港學
界精英賽冠軍明報報道

重登全港學界男子排
球精英賽冠軍寶座

男甲排球隊蟬聯全港學界精英賽冠軍

排球

應似飛鴻踏雪泥
校園歷年照片校園歷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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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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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考察及參觀

「民主發展與國家認
同」台北考察交流團  

「花旗集團獎勵計劃」

甘肅義工探訪團

南京中山陵留影

南京總統府

江西井岡山交流

河源考察之旅 2007

首爾考察交流團 2013

莞城企業參觀交流

訪問柬埔寨

應屆畢業生杭州、上海

重點大學考察交流團

湛江探訪交流團

無國界青年領袖大使

南亞海嘯災後考察廣西服務交流團

中一級綜合人文科

海防博物館參觀 聯校科展

應似飛鴻踏雪泥
校園歷年照片校園歷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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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
古蹟遊

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
參觀高等法院

文靖在柬埔寨
探訪交流

四天台灣創意之旅

柬埔寨關愛之旅

臺北環保考察
交流團 2013

遊學團在柏斯 Swan 

Bell Tour 前大合照

English Day Camp

香港地質公園遊

參觀國秦航空公司

畢加索展覽  
參觀立法會

東華三院聯校愛心行動工商體驗遊學團

參觀港交所

參觀澳門國際旅遊與
世界遺產旅遊博覽會 參觀科技大學遺

傳工程實驗室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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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澳洲英語遊學團

興奮的同學準備起

程前往澳洲栢斯，

家長及老師們更專

程來送行呢

K i n g s  P a r k 的
景 致 如 畫， 同 學
都紛紛拍照留念

參觀過沙漠之後，

當 然 要 嘗 試 一 下

刺激的滑沙活動

上英語課不但
可學習英語，
更可認識不同
國籍的朋友

伊廸夫大學的教育
主任恭賀同學成功
完成課程，並將畢
業證書頒給他們

傲翔新世代

傲翔新世代頒獎典禮 傲翔領袖訓練計劃

第十屆傲翔新世代冠軍

傲翔新世代越南關懷之旅
「 傲 翔 新 世 代 」全 方 位 青

年領袖訓練計劃 — 季軍

倣翔新世代獲獎

傲翔新世代 — 緬甸之旅

應似飛鴻踏雪泥
校園歷年照片校園歷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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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時刻

東華中學聯校畢

業典禮本校擔任

學生代表致謝辭

東華傑出學生
頒獎禮  2012東華多媒體比賽

圖書館服務生與

沈祖堯教授共話

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本校奪取亞軍
本校中學會考 7A1B 學生黃舒婷 本校元朗學生大使代表

社際數學比賽

鋼琴家郎朗指導本
校學生吳雅儀演奏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

本校合唱團青衣城表演

本校參加埠際實時辯論比賽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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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源頭活水來

黃文苑
公開試成績：三優一良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 / 中國語文及文學系

讀書心得：最重要的是周詳的計劃，例如在暑假時必須要熟習已

學內容，這樣新學年學習新知識時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談起讀書心得，當然是上課要專心，切忌累積疑問。

黃樂慧
公開試成績：三優二良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會計學

讀書心得：讀書時讀書，請關掉 WHATSAPP、WIFI、電

視、電腦。讀書考試實為耐力戰，試題做完一

遍又一遍，想放任不理時，一字記之曰「忍」。

陳樂
公開試成績：二優二良

入讀院系：香港理工大學 / 物理治療學系

讀書心得：在做試題時遇上不明白的地方時請教老師或同學，然後做

個記號。做完整份試題後，再重複做一次有記號的試題，

又忘記的話再做記號。不斷重複直至沒有不會做的題目。

朱傳勇
公開試成績：二優二良

入讀院系：香港大學教育系言語及聽覺科學部

讀書心得：認識你的敵人很重要，敵人並不是你的同學，而是

你將要面對的公開試。在放鬆和衝刺之間取得適當

平衝，並有效率地溫習，這才能發揮你的最佳表現。

文婉鈴
公開試成績：一優三良

入讀院系：香港理工大學 / 職業治療學系

讀書心得：業精於勤，成功與否在於有否堅持、有否盡最大努力。

公開試優秀學生讀書心得公開試優秀學生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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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善齊
公開試成績：5 科 (5**)  1 科 (5)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 / 專業會計學

讀書心得：每溫習約一小時，休息五至十分鐘，到處走走、

做一下伸展運動，讓自己放鬆一下，保持良好

的精神狀況，才能有效率地溫習。

陳祺丰
公開試成績：4 科 (5**)1 科 (5)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 /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 計量金融學

讀書心得：時間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同學應找出自己的最佳溫習

時間，以提升個人的溫習效率。當然，休息也同樣

重要，聽一聽音樂、看一看電視節目等都是可以的。

屈倩欣
公開試成績：1 科 (5**)  2 科 (5*)  2 科 (5)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 / 翻譯系

讀書心得：把知識變成你的愛人，你自然一分一秒都不想離開

她。在該休息的時候就該放下書本，讓大腦放輕鬆。

林栢勤
公開試成績：1 科 (5**)  2 科 (5*)  2 科 (5)
入讀院系：香港大學文學院

讀書心得： Using Facebook and spending all your time 
texting or chatting with friends are time consuming 
and then you lack time doing revision.

張煜堯
公開試成績：2 科 (5**)2 科 (5*)2 科 (5)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 / 數學系

讀書心得：課堂所學到的遠比你在家中花相同時間

自習所得的多，所以請精神奕奕地上

課，更別為了趕功課而犧牲課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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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源頭活水來

何凱琳
公開試成績：2007 會考成績 8A 1( 5*) 1 (5)

入讀院系：中文大學 / 醫學院

現況：心理學系二年級

對師弟妹的勉勵：

在中學，每天坐在同一課室上課，到唯一的小賣部買

東西，在籃球場隔日上著早會，總覺得生活太平凡，

期望長大，期望進大學看看更廣闊的世界。長大了，

卻緬懷在中學簡簡單單的生活，掛念中學的那襲白裙，懷念與老師們

和同學們相處的美好時光……所以說，中學生活是生命中的一塊瑰寶，請全情享受，盡情享受，

讓自己有個畢生難忘的中學生活。

顏向培
公開試成績：2010 高考成績 3A1B1C 
入讀院系：中文大學 / 醫學院

現況：醫學院二年級

對師弟妹的話：

享受校園生活的同時，亦要不忘裝備自己和關心社會。另外，

處理每一樣事情都不要令自己後悔。

蕭泳鍶
公開試成績：2008 年高考成績 2A1B1C1D
入讀院系：中文大學 / 會計學系
現況：剛大學畢業，加入政府成為行政主任，服務市民回饋社會，

每天做著自己熱愛的工作，努力活出精彩的生命。
對師弟妹的勉勵：

年少，有的是時間和活力，凡事全情投入，只要盡過力的都有得著。
希望在你畢業的那天，會感激當天奮鬥的自己造就了今天的你，並
留下無可取代的青春回憶。

公開試優秀學生讀書心得公開試優秀學生讀書心得

62



左為黃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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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雪儀
公開試成績：2009 高考成績 2A 1B 2C

入讀院系：中文大學 / 醫學院

現況：醫學院四年級

對學校 25 周年的祝願：

祝賀盧中成立廿五周年願繼續作育英才，發展全人

教育協助同學們實現他們的理想。

黃舒婷 ( 拔尖 )
公開試成績：畢業年份 2011 會考成績 7A1B
入讀院系：香港大學 / 政治與法律系

現況：政治與法律系二年級

對師弟妹的勉勵：

黃子華：「比生活更加重要嘅係對生活嘅感受。人

人都生活，但唔係人人都有感受。」

Ignite your righteous anger, awaken your sense of 

injustice!

連祖兒
公開試成績：2009 高考成績 1A3B 

入讀院系：香港中文大學法律系

現況：法律系四年級

對師弟妹的勉勵：

別要活在別人的期望之下；別要被關進自己劃地自囚的

粉筆圈裡。張開雙手，好好擁抱未知的將來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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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獎項舉隅

香港文藝發展協會主辦
屯元天話劇比賽2012

最佳整體演出中學組 冠軍

黃韻晴(2C)  陳栢斌(2D)  梁嘉慧(3A)  林婉婷(3B)

陳旭恆(3C)  高廸鏗(3C)  劉茵兒(3C)  廖翠琳(3D)

吳銘恩(3D)  潘婉菲(3D)  楊莉余(3E)  鄭燕靜(4A)

譚安兒(4C)  吳宗盈(4D)  林嘉婷(4E)  劉子晴(4E)

莫俊騰(5B)  談曜樺(5B)  沈華熹(5B)  陳嘉浩(5C)

吳衞杰(5D)  方煦蕙(5D)  張耀隆(5E)  楊柏濤(5E)

房曉晴(5E)  吳祖兒(5E)  李澤宏(5E)  楊汶湘(5E)

吳靜儀(6A)  余心彥(6A)  敖雪玲(6B)  鄧柏麟(6C)

莫雅瑜(6C)  莊鈞達(6E)  畢偉源(6E)

最佳導演  吳靜儀(6A)

最佳劇本  李詠怡(6D)  李嘉琪(6E)  畢偉源(6E)

優異演員  李澤宏(5E)

教育局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 )

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陳倩儀(1A)  陳盈(1A)  何沚澄(1A)  葉嘉嘉(1A)

林寶怡(1A)  林  銥(1A)  麥兆瑩(1A)  葉靜蕓(1A)

劉佩瑩(1B)  李詠欣(1B)  陳嘉好(2A)  范芷蕎(2A)

鄧凱文(2A)  鄭嘉潁(2B)  謝  戈(2B)  嚴詠儀(2B)

郭倩婷(2C)  文曉晴(2C)  黃浩倫(2D)  陳慧芬(2D)

張詠斯(2D)  周芷蘊(2D)  賴加恩(2D)  何正為(3A)

張詠鍶(3A)  郭韻晴(3A)  李慧琳(3A)  李桂儀(3A)  

徐詠琴(3B)  林  捷(3C)  楊詩詠(3C)  鄧曉彤(3E)  

邱比德(4B)  莫鈺冰(4B)  冼生(4D)  彭志東(5A)  

鄭家怡(5C)

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出獎  鄭家怡 (5C)

傑出演員獎  冼生(4D)

傑出劇本獎  彭志東(5A)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 64 屆中文朗誦節(粵語 )

女子散文獨誦季軍詩詞獨誦 亞軍  陳濠琳(4E)

中一女子詩詞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陳滙盈(1A)  何沚澄(1A)

中三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陳君嵐(3B)  徐詠琴(3B)

男子中學組散文獨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陳健誠(4C)

女子中學組散文獨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李芯悠(5D)

女子中學組二人朗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吳靜儀(6A)  莫雅瑜(6C)

男子中學組詩詞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郭漢生(2D)

男子中學組散文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陳旭恆(3C)

女子中學組詩詞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黃凱怡(1D)  黎穎琪(1D)

女子中學組散文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鍾沅霖(3E)

男子中學組詩詞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許桓熹(1D)

中二級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郭籽䝼(2D)

中二級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張凱莹(2D) 徐朗然(2D)

中四女子散文獨誦 亞軍  劉子蕊(4A)

中五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殷婉晴(5D)

中四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  葉辰(4A)  胡康淇(4B)

中三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  羅方苑(3D)

中三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  楊莉余(3E)

女子個人散文獨誦 季軍  林恒欣(1C)

女子個人散文獨誦 亞軍  王諾瑤(1A)

男子個人散文獨誦 季軍  潘宇坤(1B)

中二級男子個人散文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楊家堯(1C)

為有源頭活水來
校際獎項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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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 64 屆中文朗誦節(普通話 )

中二男子詩詞獨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李尚均(2B)

中二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郭籽(2D)

中三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及優良獎狀  羅方苑(3D)

中一女子話散文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林恒欣(1C)

中二女子散文獨誦 亞軍及優良獎狀  郭籽(2D)

中二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歐陽采姍(2C)

中三男子散文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陳旭恆(3C)

中三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羅方苑(3D)

中四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及優良獎狀  劉子蕊(4A)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64屆中文朗誦節(英語 )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 冠軍  梁文翀(3B)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 冠軍  陳滙盈(1A)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 冠軍  冼廸生(4D)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 亞軍  李柏誼(1A)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 亞軍  林屬安(2A)  梁詠嵐(2B)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  袁詠虹(4D)

中五級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  鄭家怡(5C)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  王諾瑤(1A)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 季軍  何正為(3A)  高廸鏗(3C)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 季軍  彭成旺(4D)

中二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 冠軍  林屬安(2A)

中四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 亞軍  張稀惠(4E)

香港理工大學主辦
初中科學比賽

中學組 特優

夏寶男(3A)  梁文鋒(3B)  余宗信(3B)  黃詠琪(3B)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主辦
「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專題研習計劃報告書及匯報比賽獲「全港中學亞軍」

梁家翹 (5A) 同學可代表香港於 8月中旬到越南進行 

交流考察

簡良芳(4D)  林嘉婷(4E)  梁家翹(5A)  余美清(5A)  

蔡加慈(6A)  羅建鴻(6C)  鍾慧盈(6D)  謝嘉瑩(6E)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主辦
2012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一香港選拔

中學組 二等獎 ( 入選香港隊集訓隊 )

楊信立(3A)  鄭振聰 (3B)  何咏詩(3B)

中學組 三等獎  夏寶男(3A)  梁文鋒(3B)  梁淑梅(3B)

香港數理學會主辦
2012 澳洲化學測試

卓越表現 (Grade 8 滿分 )  何宇軒(4D)  袁詠虹(4D)

特優 (Grade 7) 余宗信(3B)  劉芷慰(3B)  梁淑梅(3B)

特優 (Grade 8)

樊春杏(4C)  陳文澤(4D)  張錦輝(4D)  劉慶龍(4D)  

梁兆東 (4D)  莊月晶(4D)  梁芷琦(4D)  葉蒨儀(4D)

教育局、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與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主辦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2-13

中學組 一等獎  鄭振聰(3B)  溫政培(4D)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初賽２０１3 

( 香港賽區 )

中二級一等獎 錢卓熙(2B)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
第五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葉靖雯(1A)  何子蕙(1D)  錢卓熙(2B)  鄭嘉潁(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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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聯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身心智能發展總會主辦

2012 創意環保動力模型汽車校際比賽

中學組 季軍

林嘉軒(4D)  劉慶龍(4D)  彭創榮(4D)  溫政培(4D)  

梅晉豪(4E)  陳禮健(5B)  謝文鴻(5E)  楊柏濤(5E)

H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主辦
手機遙控工作坊

中學組 季軍  何宇軒(4D)  溫政培(4D)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主辦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香港賽區 )

中一級銅獎  葉靖雯(1A)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主辦
2013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中一級銅獎  葉靖雯(1A)

天藝棋院、元朗象棋會、元朗大會堂主辦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中學組團體 季軍

陳健誠(4C)  郭栩金(4C)  羅樂言(4C)  黎珈均(6C)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笛隊 -中學 冠軍

馮智勇(4A)  郭子軒(4A)  龍梓聰(4A)  陳嘉儀(4A) 

顧寶瑩(4A)  莫小玲(4A)  鄧穎思(4A)  黃珮涵(4A) 

唐鈞傑(4B)  蔡婉盈(4B)  黃翠珊(4B)  梁睿行(4C) 

文浩權(4C)  曾浩然(4C)  陳諾瑤(4C)  鍾穎珍(4C)  

陳興劍(4D)  陳子祺(4D)  陳煒鏘(4D)  何宇軒(4D)  

郭亮(4D)  劉慶龍(4D)  劉文浩(4D)  梁軍灝(4D)  

吳兆熙(4D)  彭創榮(4D)  溫政培(4D)  黃崇楨(4D)  

陳曉霖(4D)  鍾嘉雯(4D)  郭珈宜(4D)  梁芷琦(4D)  

彭春韻(4D)  唐洛芙(4D)  袁詠虹(4D)  張嘉倫(4E) 

馮正官(4E)  馮奇英(4E)  劉俊杰(4E)  羅徵峻(4E)  

梁津銘(4E)  梁浩彰(4E)  梁皓棠(4E)  李家樂(4E)  

梅晉豪(4E)  陳嘉淇(4E)  張稀惠(4E)  馮程程(4E)  

許蔚琳(4E)  梁熙旻(4E)

( 柏斯琴行盃 )木笛二重奏 -中學 -14 歲或以下 冠軍

周焯南(3C)   鍾康廷(3C)

(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亞軍

黃鎮雄(2B)  姜泳彤(1B)  周健熙(1D)  鄧中發(2B)

牧童笛小組 -中學組 亞軍

陳泳霖(3A)  蔡康怡(3A)  何詩(3B)  梁淑梅(3B)  

吳芷晴(3B)  黃詠琪(3B)  楊詠斯(3B)

中阮獨奏 -初級組 冠軍  葉珮晴(1B)

分級鋼琴獨奏 -七級 季軍  譚一諾(3B)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主辦
2012 全國青少年藝術精英大賽

一等獎  何鎮釗(6D)

社會福利署主辦
元朗區 2012 傑出義工選舉青少年團體組冠軍
(代表元朗區少年警訊社會服務委員會 )

冠軍  甘瀅(3A)

東華三院主辦
東華三院「感動一刻」攝影比賽

學生組 季軍  鄒敏聰(5A)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
第四十九屆校際舞蹈節

甲級獎

陳圓圓(1A)  李倬嵐(1A)  王諾瑤(1A)  張凱桐(2B)  

曹艷秋(2B)  陳嘉奕(2C)  李璟瀅(2C)  羅方苑(3D)  

楊玉鳳(4A)  何莉莉(4B)  文靜怡(4B)  簡良芳(4D)  

陳慧儀(5C)  陳可瑩(5D)  周麗君(5D)  霍蕙冰(5D)  

郭錦樺(5D)  譚裕穎(5D)  鄭欣鈴(5E)  葉  敏(5E)

元朗民政事務處主辦
「提防电話騙案」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初中組 季軍  梁詠嵐(2B)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校際游泳比賽

甲組 200 米蛙泳 季軍  郭琬琳(5A)

為有源頭活水來
校際獎項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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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 200 米蛙泳 亞軍  溫菀琳(3D)

乙組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吳巧頤(3D)

乙組 4X50 米自由泳 季軍  潘子謙(3D)

乙組 50 米蝶泳 季軍  吳巧頤(3D)

丙組 50 米蝶泳 季軍  柳嘉俊(2A)

甲組 50 米蛙泳 季軍  林建希(4B)

乙組 4X50 米自由泳 季軍

余淯楚(3D)  吳巧頤(3D)  溫菀琳(3D)  邱卓瑤(3E)  

李睿婧(4A)  曾浩然(4C)  李珈熹(4D)

民政事務處主辦
T立方青少年三項鐵人比賽 2012

女子全場總冠軍、游水冠軍、跑步亞軍、單車季軍

郭琬琳(5A)

青年組單車單項季軍  陳禮健(5B)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校際越野賽

男子乙組 季軍

鍾耀朗(3C)  陳燡朗(3D)  陳家豪(4C)  曾浩然(4C)  

鄧文源(4E)  黃振維(4E)

東華三院主辦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運動會

男子甲組跳高 季軍  饒頌銘(6D)

女子乙組 4x100M 季軍

劉懿滇(2B)  梁寶文(3C)  何湘茹(3D)  羅方苑(3D)  

李睿婧 (4A)  曾潔麗(4A)

男子乙組 400M 亞軍  鄧文源(4E)

女子乙組 4x100M 季軍

劉懿滇(2B)  梁寶文(3C)  何湘茹(3D)  羅方苑(3D)  

李睿婧(4A)  曾潔麗(4A)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劉懿滇(2B)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余美清 (5A)

女子丙組 1500M 季軍  黃梓晴(2B)

女子丙組 800M 季軍  黃梓晴(2B)

女子丙組跳高 亞軍  鄭素盈(2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高 冠軍  饒頌銘(6D)

女子甲組跳高 冠軍  余美清(5A)

女子乙組跳高 季軍  劉懿滇(2B)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
元朗區乒乓球淘汰暨團體賽

女子公開組單打 殿軍、女子公開組團體 冠軍、 

女子中學組單打 季軍

何湘茹(3D)

女子中學組團體亞軍

吳倩儒(2D)  李睿婧(4A)  許曼婷(3E)

男子公開組單打 冠軍、男子中學組單打 冠軍

陳重昇(5C)

元朗學體會主辦
2013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 季軍  何湘茹(3D)  李睿婧(4A)

女子丙組 季軍  吳倩儒(2D)

香港學界體育联會主辦
元朗區學界羽毛球賽

女子乙組 冠軍

李柏誼(1A)  鄧凱文(2A)  黃梓晴(2B)  嚴詠儀(2B)  

黃詩琪(3A)  梁寶文(3C)

捷擊跆拳道館主辦
第十四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跆拳道女子中學組雙人套拳 冠軍

李桂儀(3A)  黃詠琪(3B)

跆拳道女子中學初級組搏擊 冠軍  劉子蕊(4A)

跆拳道女子中學初級組搏擊 亞軍  李桂儀(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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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女子中學組團體 亞軍

李桂儀(3A)  黃詠琪(3B)  羅方苑(3D)  劉子蕊(4A)  

陳曉恒(5D)

跆拳道女子中學高級組搏擊 亞軍  陳曉恒(5D)

跆拳道女子中學組單人套拳 亞軍  劉子蕊(4A)

跆拳道女子中學高級組搏擊 季軍  羅方苑(3D)

跆拳道女子中學組單人套拳 季軍  黃詠琪(3B)

香港跆拳道誠武館主辦
十週年第五屆誠武盃

女子 冠軍  胡舒婷(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2 至 2013 年度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

文偉聰(4A)  許用崇(5A)  李富喬(5A)  黃文(5A)  

鄧志康(5C)  羅文俊(5D)  李建榮(5D)  鄧國悅(5D)  

楊健豐(5E)  陳晉昇(6A)  黎學禮(6A)  黃晉寧(6B)  

文駿軒(6C)  彭世賢(6C)  蘇建(6C)  陳承章(6E)

男子乙組 冠軍

郭漢生(2D)  鄭小任(3A)  何正為(3A)  董浩峰(3B)  

鄭嘉銘(3C)  利兆輝(3C)  羅嘉豪(3D)  蘇皓程(3E)  

高子軒(4A)  陳家豪(4C)  陳健誠(4C)  曾浩然(4C)  

鄧文源(4E)

男子丙組 冠軍

陳銀德(2A)  張宜杰(2A)  蘇慧達(2A)  戴兆禧(2A)  

陳樂鈞(2B)  范達燊(2B)  文永杰 (2B)  黃鎮雄(2B)  

鍾成俊(2C)  賴敏文(2C)  孫文業(2C)  梁文翀(3B)

女子甲組 亞軍

談蔚縈(3E)  余美清(5A)  賴盈瑾(5B)  陳康程(5C)  

李文希(5C)  邱家雪(5D)  張美祺(6A)  江恩鈴(6B)  

黃潔媚(6C)

女子乙組 冠軍

劉懿滇(2B)  何碧樺(3A)  曾諾恩(3A)  王曉敏(3A)  

黃家穎(3A)  黃詩琪(3A)  鄭素馨(3B)  曾婉婷(3B)  

廖翠琳(3D)  溫菀琳(3D)  黃靜怡(3E)  黃慧瑩(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全港學界精英排球錦標賽 2012-2013

男子組全港 季軍

高子軒(4A)  陳健誠(4C)  鄧文源(4E)  許用崇(5A)  

黃文(5A)  鄧志康(5C)  羅文俊(5D)  李建榮(5D)  

鄧國悅(5D)  楊健豐(5E)  陳晉昇(6A)  黎學禮(6A)  

黃晉寧(6B)  文駿軒(6C)  彭世賢(6C)  蘇建(6C)  

陳承章(6E)

被選為明星隊成員

鄧志康 (5C)  文駿軒 (6C)

香港排球總會主辦
第 37 屆全港青少盃排球錦標賽

男子初級組 冠軍

戴兆禧(2A)  林永賢(2C)  郭漢生(2D)  何正為(3A)  

梁文翀(3B)  董浩峰(3B)  鄭嘉銘(3C)  利兆輝(3C)  

羅嘉豪(3D)  潘子謙(3D)

康文署及元朗區體育會主辦
2012 年度元朗區排球聯賽

男子青少年組 亞軍

許用崇(5A)  李富喬(5A)  鄧志康(5C)  羅文俊(5D)  

李建榮(5D)  鄧國悅(5D)  黎學禮(6A)  黃晉寧(6B)  

文駿軒(6C)  彭世賢(6C)  蘇建廸(6C)  陳承章(6E)

國家體育總局排球運動主辦管理中心主辦
2012 年全國青少年 U16 男子排球錦標賽

被選為香港排球少年隊代表於 8月到四川省內江市比賽

獲第八名、體育道德風尚隊伍獎

陳健誠(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2-2013 年度粵、港、澳、閩 

學界埠際排球錦標賽

被選為香港學界排球代表隊成員於 4月到廣東深圳比賽

獲男子組冠軍

鄧志康(5C)

為有源頭活水來
校際獎項舉隅

68



科技教育的目標是給予學生廣闊的空間，提供多元的學

習經歷，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取向發展潛能。

科 技 教 育 的 學 與 教 路 向 是 有 目 的 地 循 序 漸 進 及 循 環 鞏

固，以綜合科技教育的不同知識範圍，透過手（實踐）與

腦（解難）並用，培養學生的基礎知識、技能及共通能力。

為配合初中科技教育強調的探究、體驗及熟習的方針，

本校的科技教育自 2004 開始推行校本課程，縱軸以專

題研習作為學習平台，而聯繫現有科目、串連不同的學

習領域則為橫軸，為學生提供真確的實踐學習經歷。

科技教育的專題研習，是以「合作學習」的方式，讓學生

透過分工合作，以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學生更可從中

促進其社會及情意的學習效果。設計與科技科及家政科

的教學策略乃利用「協同教學」，使老師能發揮不同領域

的素養，俾能使教學有效地實施和增進教學效能。而老

師的角色是協助者，引導學生使用已有的知識主動地探

索新的知識，以確定學生所得之新知識乃屬其本身知識

及由學生的學習經驗建構而成。

年份 中二級 中三級

2004-2005 終極慈善家 一

2005-2006 扶貧助苗 時裝設計與表演

2006-2007 美好家居 一

2007-2008 環保大道 你我同步 一

2008-2009 赤子之心‧愛己‧愛別人 時裝設計與表演

2009-2010 苗圃行動 – 5‧12地震災後重建 一

2010-2011 眾志成城、豐盛心靈 一

2011-2012 取捨有道 一

2012-2013 我校情 時裝設計與表演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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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活動聚焦獎項及活動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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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感想：

我已教導盧幹庭女子排球隊差不多

兩年，很高興在學校 25 週年我這

畢業生還可以出一分力。其實一開

始是機緣巧合下，黃結存老師給予

我一個機會回母校幫手教導師妹。

雖然有時會因她們「激心激肺」的言

行而大動肝火，但她們其實是非常

可愛的，令我明白到黃老師擔任我

們教練時有什麼感受。希望往後日

子，我可以繼續引導師妹享受排球

的樂趣，幫助學校奪取更好的成績。

曾昭瓊

球員感想：

時光飛逝，排球生涯已經結束，驀
然回首，教練就好像我們的車長，
載着我們排球隊員穿過山外的山，
水外的水，帶領我們跨過一個又一
個難關，贏取大大小小不同的獎項。

比賽的結果，不外乎輸贏。但比賽
後所剩下的，除了一塊默不作聲的
獎牌，還有我們比賽過程的回憶，
還有教練對我們的教誨，終身受用。

望師妹們能秉承排球隊永不放棄的
精神，繼續為盧幹庭爭取更佳的成
績，乘撘火車走更遠的路。

張美祺

我很感謝教練們和隊友們對我的信任和

支持，今年比賽實在十分難忘。

初賽時我們負於鄉中1:2。到我們殺入

決賽，對手碰巧又是鄉中！過程緊張刺

激，戰至1:1平手，但因場地租用時間

完結而未能繼續比賽。補賽當天我們發

揮穩定，戰勝鄉中拿下冠軍寶座。帶領

的角色真的不易做，既要照顧隊友又要

保持自己水準，但我明白能力愈大，責

任和壓力也會愈大，真的很感謝教練和

隊友的包容！我會繼續做好自己！

希望繼續與這班隊友一起上不同的賽

場，享受排球帶來的喜悅。

黃慧瑩

去年九月我正式回到盧中擔任排球
隊助教，至今已有大半年，這段日
子感受很深，因為我曾經是盧中排
球隊的要員， 除了對排球的熱誠
外，對學校亦有一定的感情。十二
月份的精英賽，女排最後敗北而回，
我都有着切膚之痛的感覺。回望過
去，排球隊由初初成績平平，到近
年甲乙丙組都能夠躋身四強，上年
度更奪得兩冠一亞，幾乎大滿貫，
有賴黃結存老師和曾昭瓊教練的細
心教導。今年教練團隊增至三人，
我希望女排成績未來能再創高峰。

鄧曉彤

我熱愛排球，對這項運動很有熱誠。

最初我不會缺席任何一次學校練習的

機會，因為真是很喜歡打排球，教練

還說我是「波癡」。到了第四年，我那

份熱誠好像沒有了，不進則退，幸好

我主動在別的球會練習，技術感覺回

來了，熾熱的心也回來了。這五年間，

我曾因傷而一度要停止打球。雖然家

人不太贊成我打排球，但都沒有阻止

我，朋友也很支持，每次比賽也會跟

我說聲加油。

多年來的比賽，令我吸收了不少經驗，

有贏了比賽的喜悅，也有輸了比賽後

出現的不甘和頹廢，但也沒有令我放

棄它。這個球，每次我開心與不開心

都會碰到它，它令我的煩惱與不開心

通通拋諸腦後，亦令我開心的指數提

高。它呀，真是一樣很奇妙的東西，

令我又愛又恨，愛不釋手，想放手卻

自自然然又回頭，我實在不捨得放棄

這項運動啊！

在今年的校際排球比賽中，我校只能

奪得亞軍。落敗後，我有的是不甘心，

曾經一度提不起勁去練習，但冷靜下

來，終於明白一個道理，在現實中，

跌倒了，別希望像小孩跌倒後會有人

扶起你，只能靠自己的意志重新站起

來。失敗乃成功之母，一次的失敗，

還有九十九次機會等待我去爭取。我

相信只要我們不放棄不氣餒，努力練

習，我們能取得更好的成績。

談蔚縈

為有源頭活水來
獎項及活動聚焦獎項及活動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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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一曾經是排球隊的一份

子，而且代表盧幹庭得到元

朗區丙組排球賽冠軍，但是

因某些原因而退出了。後來

在中四那年，因為有一次機

會令我再次對排球有了興趣，

並重新加入排球隊。但是其他

隊員的實力在我沒有打排球

這幾年進步了很多，令我感到

了壓力。不過經過一年的練

習，我們之間的實力慢慢貼

近，我也能更好地融入球隊。

雖然我沒有太多出埸機會，也

沒有對球隊作很多貢獻，但我

非常珍惜與隊員們一起練排

球的時間，而且也被他們感

染，令我更愛排球這項校技。

羅文俊

今年度的元朗學界比賽，我們取得

亞軍。雖然未能奪冠，但我們仍可

以進入全港學界精英賽這個高水平

賽事，更得到了季軍。精英賽中，

各區精英都出盡全力較量，此比賽

讓我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也獲得

很多寶貴的經驗。為了預備精英賽，

我們的練習變得更密集和艱辛，雖

然練習十分辛苦，但我們的付出獲

得回報，最終奪得季軍，令我們都

不禁落下男兒淚。雖然我們的努力

是很重要，不過沒有教練安排的練

習就不會發揮出我們應有的表現和

意志。在此，我要再次感謝我們的

教練。雖然我們盧幹庭排球隊的隊

員個子都比較矮小，但我們有着一

種拚博精神，也是我們盧幹庭排球

隊的特色。希望這種精神能夠承存

下去，在未來取得更好的成績！

許用崇

本年度的元朗學界賽事，我們

在決賽落敗，只得第二，仍然

可進入全港學界精英賽，我們幾

經辛苦，最後奪得季軍，雖然只

得一面銅牌，但對我來說意義十

分重大，因為它是對我這五年來

努力的一個肯定，由我中一開始

加入排球隊，我一直都視參加精

英賽為夢想。因為我們在學界決

賽落敗，激勵了我們整隊球隊的

決心，把握距離精英賽只有一個

月的時間，每星期五天的練習，

雖然辛苦，我們最終都一起捱過

了。因此認識了這個黃白藍遊

戲，令我學懂了堅持，令我認識

了一班好隊友。希望在來年的

學界賽事能夠堅持住我們的精神

「全神貫注」，打出一番好成績。

黃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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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於本年度 4 月 28 日至 5 月1

日舉辦了「傳統都城與現代都會」首爾考察交流團，

由四位老師帶領三十六位同學到韓國首爾進行考察

交流，參與的同學能從環境、教育、歷史、科技及

經濟等方面觀察分析首爾的發展，並與中國、香港

作比較，同學都稱獲益良多。

相關的行程如下：

28/4
第一天

香港→首爾仁川機場→青瓦臺→景福宮→
國立民俗博物館→南山公園→南山韓屋村→
戰爭紀念館→酒店

29/4
第二天

國技院→ Samsung D'light →
韓國文化體驗館→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外觀→ 
汝矣島 KBS 電視台展示廳→ 
汝矣島公園→酒店

30/4
第三天

首爾大學校園參觀→東大門→清溪川→ 
明洞→酒店

1/5
第四天

酒店→首爾仁川機場→香港

讓人休憩的環保

景點─清溪川同學參觀戰

爭博物館

韓服體驗

國技館內
同學一嘗當主播滋味與首爾大學學生交流

為有源頭活水來

「傳統都城與現代都會」首爾考察交流團

KBS 電視台

戰爭博物館大合照

獎項及活動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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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八德慈濟的志工分享環保理念後，大家一同合照

台灣在環境保護的發展蓬勃，涵蓋生活面廣泛，值得香港借鏡。通

識學會特組織「台北環保考察交流團」，師生四十人通過四天三夜

(31/3/2013-3/4/2013) 的旅程，探訪多所環保機構和建設，如垃

圾掩埋場、資源回收中心、垃圾焚化廠等，讓同學體驗及了解台灣

的環保進程，及與當地老師、同學及志工交流環保心得。同學還會

分為「資源回收」、「能源開發」、「廢物處理」及「環保教育」四個小

組進行專題研習，以下是我們四天台灣之旅的行程和感受：

相關的行程如下：

第一天 香港→台北→台灣第二核能發電廠→饒河夜市

第二天 慈濟八德環保資源中心→十分老街→平溪放天燈→八里垃圾掩埋場

第三天 北投垃圾焚化廠→凱達格蘭文化館→新北市立三重高中交流→西門町

第四天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四四南村( 眷村 ) →101大樓→機場→回港

到平溪十分老街放天燈

參觀核電廠，了解核能發電

到饒河夜市逛逛

到北投垃圾掩埋場進行考察

與台灣的學生一同上課

同學感想

在復活節假期中，我參加了台北四日三夜的交流團，探討當地環保、

資源、能源和文化等問題。經過這幾天與不同的機構、學校、當地

的民眾接觸，我對台灣這個地方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台灣街道上的垃圾箱不多，但地面卻很乾淨，沒有垃圾，可見台灣

民眾十分自覺，保持街道整潔。而且，每個垃圾箱都有分開可回收

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鼓勵民眾把垃圾分類棄置。民間亦有許多志願

團體主動進行回收和分類活動，例如我們曾參觀的慈濟資源回收場。

另外，他們對於能源運用亦有一套不同的做法。由於台灣是一個島

嶼，能源並不豐富，因此他們發展核能，亦善用可再生能源，例如

風能、太陽能等。此外，台灣人很熱心，很多機構都是由志工來協

助工作，由於他們熱愛那個地方，所以能不計報酬地工作。相比起

香港人的冷漠，台灣人亦多了一點熱情和主動。像是我們探訪當地

的學校，那裡的師生對我們這些訪客都很熱情，而每班舉行的「不

抱怨運動」，亦能看出他們的思想十分正面。

4C 鄧盈慧

團長羅嘉洛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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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源頭活水來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一件令我煩惱的事
從小至大都不曾公開唱歌，每次與朋友合唱，都只是濫竽充數罷了，唱歌可說是我最煩惱的事，但在機緣巧合下，我終要品嘗這苦惱的滋味……

我的表姊和表哥都在老人院當義工，所以我不時會幫助他們，每次到院裏，我們會幫忙清潔，也會陪伴一些公公婆婆，有時還會跟他們一起玩耍，好不熱鬧呢！

正值聖誕假的時候，老人院舉辦了一個「歡樂聖誕嘉年華」，於是我便報名當義工了。這活動的目的是讓公公婆婆們能開懷愉快，積極地面對生活，所以大會規定每位義工負責一項可以令人輕鬆舒暢的表演，義工們從一個大大的箱子裏抽出個人表演項目，不幸地我抽了一張「獨唱」的紙條。

「究竟唱甚麼歌好呢？」這問題在我腦袋中不停地徘徊著。唱粵曲？唱情歌？唱兒歌？年輕人唱粵曲是多麼的格格不入啊！我又沒有資格唱情歌，相信兒歌便是最佳選擇了。思前想後，恐怕別人會笑我太幼稚了，弄巧反拙！在我最苦惱、最迷惘的時候，我決定請教偉大的爸爸。

我把一切告訴爸爸，他建議我唱一首關於生命的歌，他更教我唱歌的技巧和舞台上的關目做手。

到了嘉年華的日子了，義工們按序表演，終於到我了，我的額頭流下了汗珠，後背直冒汗氣！不時有一種莫名的恐懼襲上心頭，緊張極了！音樂徐徐奏起，我也放聲高歌了，這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公公婆婆們一邊拍手，一邊和唱，頓時我心中的焦慮全消，令我感動得差點流出熱淚。

那天的經歷，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因為那天我克服了一件令我煩惱 的事。

中文作文比賽 中一級冠軍 羅梓郢 中一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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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新的一天，意味着新的開始；新的一天，意味着昨天已從你

的指縫中溜走；新的一天，意味着你可以對未來產生新的憧

憬；新的一天，意味着你又向理想邁進了一步；新的一天，

更意味着一個新的希望。

活着真好！當新的一天太陽升起的時候，無限生機、無限的

希望充滿心中，我堅信一切都會比昨天更好。活着是為了體

會生存的艱辛、生活的煩惱，但同時也有快樂。活着，思維

每一天都有新的動力、思想每一天都在不停運作；收穫更加

完美的更加接近真實的我。

人生在世，難免會有諸多不能承受之重，無論生活在哪個時

代都不容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這句話都適用於每一個

面對困難的人，永不低頭、永不退縮，以積極的態度去迎接

挑戰。

在世界改變的時候也要適時地改變自己去適應這世界，只有

抱持這種生活態度的人，才有資格站在困難面前，被稱為強

者。強者和弱者的區分就在於對生活抱持甚麼態度，一種是

積極向上，一種是消極不振。當我們在承受苦難的時候為什

麼不對自己大聲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中文作文比賽 中二級冠軍 李芷晴 中二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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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源頭活水來

珍惜今天

古語有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可見珍惜時間的重要。

人生猶如江河流水，每時每刻都變化着，令人難以觸摸和猜測。有人

說人生只有三天一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成過去；明天虛無飄渺；

唯獨今天才真正屬於自己。人生的成敗，不是看昨天，亦不是看明天，

而是在於能否把握住今天。

然而，有許多人仍不知道把握今天的重要性，只知憂心自己的將來。

其實時間並不像金錢一樣能讓人儲起，人們所能使用的只有當下的那

一瞬間，也即是今天和現在。只有今天才是實在存在的，在今天的人

生軌道上，昨天的成功與失敗都顯得蒼白暗淡，不再重要，今天可抹

去昨天的傷痛，因此抓住今天，才是真正的抓緊時間。

從前有個和尚，負責清掃寺廟院子的落葉，但他每天都要花費許多時

間才能清掃完樹葉。後來他想到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就是在明天打

掃前先用力搖樹，把樹葉全部搖下來，那麼後天就不用掃樹葉了。於

是他第二天很早就起了床，使勁地搖每一棵樹，這樣他自以為可以把

今天和以後的落葉一次掃乾淨。但是他隔天到院子裏一看，頓時傻眼，

院子依舊滿地落葉。這個故事剛好告訴我們凡事皆有天意，世上有許多

事情都無法提前。只有腳踏實地的把握好今天，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

人生其實不需過多期待明天，因為明天畢竟存在無數的未知數。

在大千世界中，也許我們可以用錢買到一切，卻買不到過去，因此我

們應該好好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包括身邊的人和事。珍惜今天，

就不會虛度光陰；珍惜今天，就不會後悔；珍惜今天，才是真正珍惜

自己的生命，這樣才有充實、無悔的人生！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中文作文比賽 中三級冠軍 甘鐥瀅 中三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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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試記述一次你被批評的經過和感受
「你這個人囂張自大，從不理會別人的感受，難怪全班同學都不喜歡跟你做朋友！」這段話出自最好朋友的口，的確使人不好受。

數星期前，學校為同學舉辦了一個班際話劇比賽，我認為這個比賽相當有趣，而且我身為戲劇組成員，好應為同學編排一齣精彩的話劇，好讓我們成為是次比賽的勝出者，也讓我獲得最佳編劇及導演獎的殊榮。於是我便向班主任自薦，成為同學們的領導，帶領他們邁向成功的道路。

由於我對比賽充滿信心，於是我便一手包辦所有編劇、指導、服裝設計的事情，甚至在劇中參演一角，令整個話劇可以達至完美。我安排同學們每星期放學後排練，我為他們準備角色，預備服飾，同學只需聆聽我的指示，對我的安排服從，便能夠從班際話劇比賽取得驕人的成績。每次都排練到晚上七時才完結，很多同學都抱怨排練時間太長，導致溫書時間都沒有了。我責怪他們不懂分配時間。排練時間根本不足夠，若要有優異的成績，排練時間必須更多。但他們只拋下一句：「自我中心！」便離開了班房。

同學的行為使我憤怒得很。滿肚子不服氣的我只好走向好朋友身邊申訴，我說出同學們的管理時間能力低，才會抱怨排練時間太長，還反指我是個自我中心的人。然而，最令我氣憤的是他們的缺席定必累我失去話劇比賽冠軍及殊榮。我的好友做了個厭惡的眼神說：「你認為自己編排的練習時間真的恰當嗎？」我一直認為自己所安排的事都接近完美，如今好友卻質疑我編排的排練時間？「我從不認為自己所編排的事有不適當的地方，不要質疑我的能力，不要與其他人一樣膚淺。」「你這個人囂張自大，從不理會別人的感受，難怪全班同學都不喜歡跟你做朋友！」當好友說出這句，心中的難受一湧而出。

我眼看好友離我而去，只剩下一大堆劇本以及服裝，我的眼淚一湧而出。回想起這數星期所發生的事，難道由我自薦成為是次比賽的領導，就已經是個錯誤的開始？當我知道比賽舉辦的時候就立即答應了參加，根本沒有收集同學的意見，全不知道他們的意願。一手為同學包辦編劇等工作，好像是為同學好，但其實要演好一齣話劇，需要的是團隊合作和大家一起分工。我逞強和自以為是的性格招來同學的不滿和排斥，最終連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都離開而去，我感到無比的內疚。

我擦乾了眼淚，收拾好這個爛攤子，然後致電給好友向她道歉。我明白到囂張、自大的人會使人難受，我會學習關心別人的感受。

中文作文比賽 中四級冠軍 鄭曉雯 中四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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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源頭活水來

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不少父母栽培子女的信念，所以他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地為孩子的教育汲汲營營，把一箱箱的鈔票倒進補習班、才藝班或交流計劃的浩瀚大海

中，務求填滿孩子時間表上的空隙。

然而，在成長的過程中，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被不斷灌輸知識，還是獲得啟發以創造未來

呢 ? 其實，在每個孩子心中，都有一顆燒得火熊熊的赤子之火，但這渺小的願望卻常被冷

酷無情的成人社會所忽視，大多數的父母只把孩子視為等待被填滿的瓶子。

「瓶子」只能等待填滿的，隱含了一種被動性。孩子的「盼望」卻是主動的意念。從踏進學

校開始，小朋友每天就只是等待，等待上課、等待考試、等待畢業，久而久之，在香港的

填鴨式教育制度下，我們都變成了教育工廠運輸帶上的一個個瓶子。當運輸帶開始啟動，

瓶子的樽蓋被扭開，注入各種各樣的營養素，正如孩子的腦袋被剖開，展開漫長而受綑

綁的一生。漸漸我們的孜孜矻矻，原來只是為了考上大學，換得一份優差，謀取高薪厚職，

他們失去了心中的那團火焰和夢想。人人終日為了工作而工作，變得滿懷牢騷，儘管有

天真能名成利就，也只不過像個填滿的瓶子，真的會快樂嗎 ?

有些孩子卻不甘心只是當那個等待被填滿的瓶子，他們把自己化作燃燒的火焰，雖然只

有星星之火，卻可燎原。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他不甘心當一個被國民教育填塞到

滿瀉的瓶子，於是化作燃燒的火焰，挺身反對政府推出的國民教育，照亮將被洗腦教育

充斥的黑暗時代。「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亦如是。她不願意被動地做一個瓶子，反而勇於追

隨夢想，燃燒心中的火焰，奮鬥不懈，終獲奧運獎牌。這證明了什麼 ? 這證明了孩子不是

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

為了能讓孩子能化作燃燒的火焰，家長絕不能當「虎媽」、「狼爸」！家長應擔任一個給孩子

啟發性，引導性的角色。愛因斯坦五歲的時候，爸爸買了一個指南針送給他，他十分好奇

為什麼指南針怎麼旋轉，都一直指向同一個方向。自此之後他對科學產生好奇心，不斷

燃燒心中的火焰，最後成為超凡的物理學家。這印證了家長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應多給

予自由和啟發，讓他們能有靈活的思維，追逐夢想，令孩子能化作燃燒的火焰。我相信

沒有家長願意讓自己的子女成為泥人，任人捏製，只是等待被人填滿，埋沒自己的潛能！

等待是被動的，盼望是主動的。難道我們就甘心一輩子當一個被填滿的瓶子。儘管在燃

燒的過程中，不免要付血汗，但我們決不能放棄。德國詩人曾經說過：「放棄是一朵烏雲，

撥開烏雲便能看見陽光。」燃燒吧，火焰！ 燃燒吧，孩子！ 燃燒吧，夢想！

中文作文比賽 中五級冠軍 陳可瑩 中五丁班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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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請管住你的嘴
說話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溝通方法，比起文字，人們能夠在更短時間內傳達訊息，不過，如未能控制好自己的話，會帶來各種壞處，小至不利人際關係，大至浪費時間、影響前途。

首先，無聊的話會浪費時間。愛因斯坦說過成功的關鍵是勤奮工作 、玩耍和少說廢話，說明無謂的話會阻礙成功。例如當上司要求下屬做大量事務時，若下屬一直抱怨、喋喋不休，只會浪費氣力和時間，專心工作的人已一早完成，但他仍在埋怨。更甚的是，如果上司聽到怨言時會不高興，對他有壞印象，影響前途。

其次，某些話會傷害別人，破壞人際關係。所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表示很多禍是由言語闖出來的。有些話帶有侮辱和攻擊性，如「笨蛋」和「乞丐」，別人聽到後會不滿，不服氣的會還擊，變成罵戰，大傷和氣。此外，被責罵的人會變得越來越自卑，思考趨向負面和消極，因此，很多學校都會防止言語欺凌，這做法亦顯示慎言的重要性。除了侮辱的話外，多管閒事、搬弄是非亦使人討厭。每人都有私事不想外人知道，若一直追問是十分煩擾的，而追問的內容亦可能涉及他人的傷心事，這便會傷害到別人。另外，搬弄是非是不道德的行為，這種人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說三道四的人不知道事情的全部，便到處跟人評論該事，甚至扭曲事實，使人聲譽受損。
既然知道不好好運用嘴巴的壞處，究竟怎樣做才不會「禍從口出」呢？
首先，人應要少說話、多做事。尤其在工作時，無謂的話應該收起，多說一些建設性的，這便能提高效率。此外，不要一直作毫無意義的抱怨，否則會虛度光陰，惹人討厭。當然，若遭受不公平的對待時表示不滿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要只顧埋怨，可以提出一些改善問題的建議或想辦法解決它，方為積極的做法。

另外，說話時應要尊重別人，保持有禮。有求於人時，我們要說聲「拜託」或「謝謝」，以表示感謝。在別人無意做錯事時，我們不要破口大罵，要克制情緒，以理服人，當情緒失控時，人便會容易說一些侮辱的話。不過，我們也要避免不分好壞地稱讚別人、說違背良心的話，而應理性地指出對方的不足之處，目的是希望別人改進。
最後，做好本份，不要多管閒事。我們要知道別人有些私事不想向人透露，雖然人有好奇心，但基於要尊重別人，不多問也是好的。因此，當我們見到朋友悶悶不樂時，我們可以問候一下他，如果他想向別人傾訴時，自己會說出來。有時候「沉默是金」，因為多說話可能使人煩厭。

說話就是生活，但說六月寒的惡語，還是三冬暖的良言，則視乎我們如何控制自己的嘴巴。所以，請管住你的嘴。

中文作文比賽 中六級冠軍 陳大朗 中六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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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源頭活水來

Celebrations of Christmas in 
England and Hong Kong

Christmas is a world famous festival. It is celebrated from 24th December 

to 26th December. 24th December is Christmas Eve. 25th December is the 

Christmas Day. 26th December is Boxing da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 in the U.K. and in Hong Kong,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The British and Hongkongers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celebrating 

Christmas. On Christmas Eve, both the British and Hongkongers decorate 

their homes and churches. Also, they sing Christmas carols. Children believe 

that Santa Claus gives presents to good children, so they put Christmas 

stockings above their bed. At Christmas, people have a Christmas party with 

delicious food. Adults may go out to have a party and they send Christmas 

cards to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to give them blessings. There is a fun part 

when people exchange presents. Moreover, there are plenty of decorations 

on the streets, brightening the night. On Boxing Day, they unpack their 

presents or help the poor. For example, we donate presents to the poor.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elebr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Hongkongers. The British think Christmas is a very 

important festival, but Hongkongers think Christmas is just a holiday for 

relaxing.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Christmas foods in the U.K., 

but there is not any traditional Christmas food in Hong Kong. Hongkongers 

may just have a Christmas buffet. Besides, the shops in the U.K. do not open 

at Christmas. However, shops in Hong Kong do open since the people think 

Christmas is a good chance to earn money for business.

Although the celebrations of Christmas in the U.K. and Hong Kong have 

some differences, the people in the U.K. and Hong Kong both celebrate 

Christmas. There are still plenty of fun activities for Christmas. So, why don’t 

you jo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estival?

1B Elaine, Wong Ling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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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Food Around the World
Dear Emily,

How are you? It was great to receive your letter. I am busy but fine. My school is going to hold a Food Festival. The Food Festival will be held on 15th November (Sunday) from 10:00am to 5:00pm at our school covered playground and school hall.

At the food festival, there are some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join. You can eat food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ese, Chinese, American and Indian. I know you love Japanese food. So you surely will be happy at the Japanese food stalls!

Also, there will be board displays in the school hall. The theme of the display is ‘food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information, recip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olourful pictures. You can understand the countries and their food culture better. Besides, you can enjoy the music of the countries there. Eating your favourite food with the lovely music play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will surely like it!

I guess I have to stop writing now. My mother is calling me ---- I think she’s telling me that it’s dinner time. I really hope that you can come and join the event.

Best wishes,
Jackie

1B Hilda, Fan Hiu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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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of Advice
Dear Little Crying Rabbit,

I am reall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facing so many problems. Nevertheless, don’t worry. With the advice I give you, I think you will solve these problems easily.

First, you said that you argued with your best friend because she teased you. From my point of view, you should talk to her and tell her your feelings. At the same time, you should apologise for arguing with her, but remember to be polite. If you do what I’ve told you, I think your best friend will also confess to making fun of you. Don’t hesitate. Do it now!

Second, about the problem of you suffering from pimples, my suggestion is that you try to eat less fried food, such as potato chips and fried chicken. You should also eat less spicy snacks for they can cause pimples easily. Moreover, I suggest that you try to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do more exercise. They can help you lose weight since they can remove toxic substances from your body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pimples. If I were you, I wouldn’t use any anti-acne lotion for it may cause reddening or inflammation. Eating vegetables and exercising are always the best solutions to get rid of pimples.
Lastly, I am really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results were bad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to your parents. Here is my suggestion. I advise you to talk to your parents honestly and openly. You should tell them how you feel about the examination, why you didn’t do well and whether you are willing to study hard for the coming exam. If I were you, I wouldn’t escape from the reality for it will cause distrust and misunderstanding. Your parents will forgive you if you are honest with them. As the old saying goes,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I believe if you handle the problems with my suggestions, all your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easily and quickly. However, if you still can’t solve the problems, you are welcome to write to me again anytime.
Yours, 
Mr Caring

 3B Leung Tsz Yan

為有源頭活水來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82



A Letter of Advice

Dear Little Crying Rabbit,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having problems. I appreciate 

your courage in writing to me.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s too when I was a teenager 

but things got much better after I took the advice of my parents and teachers. Don’t be 

worried! I’m going to tell you what to do now.

First of all, you said that you had argued with your best friend because she said something 

insulting to you.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for I was once teased by one of my friends. I 

was mad at first but then I figured out that she was only kidding after I talked to her. Maybe 

that’s also you and your best friend’s situation. You should try to talk to her again and forgive 

her if you can. Friendship is very precious! Don’t let a little quarrel destroy your friendship! 

I think your best friend didn’t mean to hurt you but I think it was wrong of her to tease you. 

You should tell her your feelings and ask her not to be so blunt. Remember, forgiveness is 

important in maintaining a friendship.

Secondly, you told me that you were dissatisfied with your appearance because of the 

pimples. Don’t be so pessimistic! This is a step that everyone must take! You ought to accept 

your appearance no matter what as everyone’s appearance is special and it’s a gift from 

God! However, if your pimples are getting worse and they are all over your face, you must 

seek help from a dermatologist. I’m sure the dermatologist will help you clear your face! 

Don’t ignore the problem! Whenever you look in the mirror, remember to smile! Happiness is 

the key!

Finally, your last problem is that you had received your report card and it was bad. Well, you 

should not try to think of any excuses to cover your fault. If I were you, I would tell the truth 

to my parents. Remember, honesty is the key! You ought to promise them that you’ll work 

hard in the coming tests. Try your best in your studies and don’t disappoint your parents 

again!

I’m sure things will get better if you take my advice. Feel free to write to me again if you need 

more help. I’m glad to offer you my suggestions. I hope your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soon.

Love,

Mr Caring

3B  Man Yui K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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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days, when you go out, you can always find 

recycling bins in the streets. However, you can also 

discover many plastic bottles, cans and paper in the 

rubbish bins nearby. That’s why our landfills are nearly 

saturated. 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 has been facing 

serious problems which are caused by excessive 

household waste. These problems impact negatively on 

Hong Kong. A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is really urgent and 

necessary.

There are four main causes of the excessive waste 

in Hong Kong. They are: limited land, consumerism, 

high population and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Hong Kong is well-known as a developed city with a 

small territory. The population is so high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places for people to live in. Therefore, it is 

obvious that Hong Kong is lacking sites for landfills. As 

there are not enough places for the disposal of waste, 

excessive waste occurs. Besides, as I mentioned before, 

Hong Kong is a well-developed city. Citizens are generally 

affluent and they have extra resources to buy the things 

they want, but not the things they need. Gradually, people 

start to use shopping to pursue happiness. However, they 

cannot use up the things they bought. As a result, a huge 

amount of unnecessary waste is produced. Moreover, 

there are about 7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Hong Kong. It is 

such a high population that the volumes of garbage are 

multiplied sharply. The landfills can no longer be used. 

Apart from that,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still very weak.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have include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o the syllabus, students only learn it for examinations, 

but not for application. They are unwilling to sort and 

recycle the rubbish. They also know the impacts for 

certain, but they do not know they are involved. That is 

what makes things even worse.

Excessive waste causes many negative effects. First, the 

landfills can accommodate no more rubbish because of 

excessive waste. The government has to squeeze in more 

land for landfills. To reach this goal, the country parks might 

be used as landfills. We will then lose the scenery and the 

vegeta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may become more serious. 

Also, the toxic methane gases released from the landfills 

aggravate air pollution, which leads to more serious 

impacts on our health. Besides, to deal with the imminent 

probl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incinerator plants. 

During the combustion, many gases and substances such 

as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sulphur dioxide 

and nitrogen oxides are released. The air quality is 

lowered. The above results consequently pose threats to 

humans’ health. They may suffer from respiratory or heart 

diseases. They also affect the environment adversely as 

trees are cut down and air pollutants are released, which 

leads to global warming. To deal with increasing medical 

needs and to build those incinerators, the government 

will suffer a heavy financial burd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unhygienic environments are derogatory to 

the reputation of Hong Kong.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businessmen will decrease and thus affect Hong Kong’s 

economy.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every party is required to 

cooperate and take ac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should imitate the Korean government’s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system. It 

requires the manufacturers and importers to recycle their 

products. It will be a good way to collect massive e-waste 

from the companies. The programme may also be 

extended to every household. Everyone is required to sort 

and recycle their rubbish; in return the amount of wastes 

will decreas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should also start a charging scheme. Every household 

should be charged based on how much rubbish they 

produce. Then the government can have enough income 

to build environmental-friendly incinerator plants. Besides, 

hotels can stop providing buffets in order to reduce food 

waste. These are remedial measures. For preventive 

measures,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schools should 

join hands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y may hold some talks and launch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s to show the public the importance 

of solving the excessive waste issue. The NGOs like 

Greenpeace and parents can also give a hand to the 

issue. They can act as a model to lead others to follow the 

4Rs rule - Recycle, Replace, Reuse, Reduce. Eventually,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will be 

strong and they will be more ready to reduce waste.

Excessive waste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ecause 

every single one in Hong Kong is affected adversely. 

Remember, one little step from you, a great step for 

the Earth. Stop consumerism, sort and recycle rubbish, 

reduce food waste and e-waste. Saving the Earth or not is 

up to you!

Take action, for us and our next generation!

4D Yuen Wing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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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taurant Review
Sailing Restaurant
103 Kau Yuk Road, Yuen Long
Rating: 5 stars
Contributor : Tiffany Cheung, posted on Friday,   29/9/2012 at 5:17p.m.
City : Hong Kong

In today’s society, Hong Kong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have something nice and fast for lunch. But is it possible to find a place to have lunch at a reasonable price? I can tell you that’s a yes.

Nowadays, many popular restaurants can be found anywhere in Yuen Long. But there’s a special fast food restaurant called Sailing Restaurant, which opened over 20 years ago and has still kept its own tradition and is sparingly decorated.
As I stepped into the restaurant, the staff welcomed me and found a table for me quickly. When I looked at the menu, I was shocked and amazed as most of the dishes were at an acceptable price. I ordered a set lunch which included a French toast, beef steak and a fried egg. After settling myself down, I started to observe this restaurant. It’s a small restaurant, which can accommodate about 10 tables only. But its hygiene is good. The food arrived in about 5 minutes. It was highly efficient compared to other restaurants. The French toast was seriously addictive. It’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hef keeps his own traditional cooking methods. The fried egg is nice as it’s quite flavorful. I like the beef steak most as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comparison to other steaks I had. It’s savory. All these cost me only $18. What a bargain!

The environment, service, tasty food, hygiene and value for money are highly rated. This restaurant is worth having a go!

4E Tiffany Cheung He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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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Editor, 

Recently, there is a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an artificial beach in Lung Mei. I’m writing to show my opposition to the plan with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water quality of Lung Mei, biodiversity, sustainability and the need of Tai Po citizens.

First, Lung Mei is a beach in Ting Kok, Tai Po right beside Tai Mei Tuk. As Tolo harbour is an enclosed bay, its water is calm. The water exchange between the harbour and the open seas is small. Fresh water cannot come to the bay so a lot of sediments are deposited in Lung Mei. Currently, the water quality at Lung Mei is ranked at “poor” by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partment. That is the second lowest grade of its ranking system. If a beach were to be built, swimmer’s health would be at risk.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e water quality at Lung Mei will improve after the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builds a new sewage network, which allows Lung Mei residents to connect their sewer to the public sewer. However, the consultation mentions that the connection rate will only be around 60 percent. It means that 40 percent of household would be still depositing sewage into Tolo Harbour, which pollutes the water in Lung Mei.

Second, Lung Mei is rich in biodiversity. It is a place where sea water and fresh water meet, as it connects to the Lo Tsz River and a storm water drai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hat can accommodate a vast number of species. It is also a breeding ground for a variety of marine animals because of its shallow and calm water. To date, it has recorded more than 200 species such as Laomedia sp. and Abroscelis anchoralis. People also discover some juvenile fish in Lung Mei. It reveals that Lung Mei is a fish nursery ground. Once the construction begins, there are bad effects on the ecology. It may also cause water pollution. Some organizations said the fish will migrate themselves but there are some species with low mobility just like spiral shell, 

starfish or mollusc, which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migrate themselves timely.

Also the sustainability of man-made beach is under question. A beach is formed by natural sedimentat ion which is  re lated to water movement and therefore only very few man-made beaches are sustainable. The government has to minimize the sand loss but it is also likely that the fine sand will be washed away, leaving only coarse grains on Lung Mei Beach. It means the quality of the beach will not be satisfactory. An unsustainable location for a beach translates into long term maintenance costs, it is not cost-effective. Furthermore, pollution of the Tolo Harbour and a lack of waves to keep the sand white would make the HK$ 200 million project at Lung Mei time, effort and money spent for nothing.

Finally, the government said Tai Po citizens long for a beach, because there are no beaches and swimming pools in the area. However, the water quality is now the worst in Hong Kong, swimmers would not be attracted to Lung Mei. The need for an artificial beach to Tai Po citizens is unclear. Actually, there was a swimming pool in Tai Po about 10 years ago but it had been closed later due to a low utilization rate. Moreover, Wu Kai Sha Beach is now a good place for swimming and not quite far from Tai Po. It is unnecessary to build an artif icial beach in Tai Po.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make a beach in every district.

It seems unreasonable and unjustifiable to push forward a poor-quality man-made beach at a great environmental cost. I think the lack of swimming facilities in Tai Po may just be an excuse to mask the real motive of the project like to pave the way for development in Ting Kok by turning Lung Mei beach into a tourism hotspo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places with high ecological value in Hong Kong are vanishing at a top speed.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5D Novia Lee Sam Yau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Letter to th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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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An invisible killer everywhere in 

Hong Kong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grave concern over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Hong Kong. Although we 

are proud of Hong Kong’s flourishing economy, this 

chronic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has 

disappointed us so much.

The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is the measure of 

air pollution levels in Hong Kong. Previously, the 

average air pollution level of the whole year was 

‘High’ which means the air pollution affected only 

some people’s health. In fact, the API does not 

strictly follow the standar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Hence, the air quality is 

worse than what we learn from the API.

Air pollution has a severe impact on our daily 

lif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Living in an 

environment with bad air,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respiratory tract diseases. In the long 

term, air pollution may even cause lung cancer 

and heart disease.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sufferers will increase and it will raise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it can 

also affect the economy. Incidentally, because 

of the air pollution, tourists tend not to visit Hong 

Kong. This obviously influences our travel industry. 

Besides, some of the air pollutants can cause acid 

rain and aggravate global warming. Consequently, 

our environment will be damaged more seriously.

In order to ease the problem, we should get to the 

root of it.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air pollution 

are th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and cross-border pollution. Since Hong Kong 

has a huge population, there is great demand on 

electricity.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power plants 

have to burn fossil fuels. Hence it produces lots 

of air pollutants. Moreover, the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especially the old and diesel-run ones, 

can produce many air pollutants.

As there are lots of industries in the mainland, the 

air pollutants produced are blown to Hong Kong by 

offshore winds. The numerous tall buildings and 

skyscrapers in Hong Kong then trap the pollutants. 

Ultimately, the pollutants accumulate and cause 

such a serious problem.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government, electrical 

companies, drivers and citizen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gislate against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and power plants and 

introduce a new, tighter standard. The API should 

also be updated by using the WHO scale. In 

additi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o 

supervise the factories more strictly. Furthermore, 

it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plan before 

developing a district, so that it can attai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For instance, 

there should be more green spaces and fewer 

tall buildings in urban areas to allow enough 

convection of air.

Electrical companies should install electric 

generators with high efficiency. Drivers should 

use petroleum instead of diesel as fuel, and have 

their car checked and repaired regularly. Thus, 

the amount of air pollutants can be reduced.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these by providing them with incentives, 

such as subsidies.

As for us, we should use public transport rather 

than drive our own cars. If the destination is near 

our home, we should go there on foot or by bicycle. 

Also, we should use electrical appliances less 

often and switch them off when they are not being 

used so energy can be saved.

The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valuable asset to all 

of us.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it. It’s 

time to take action!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Chris Wong

Chairperson

The Green Hong Kong

5E Kelvin Kwok K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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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
Mixed media

6A Chan Pui Sze

Dream House
Sculpture

6A Chan Tui Yan

The Legend of Sunflower 
Acrylic painting
6A Li Ka Wing

Fairy Tales
Acrylic painting
6A Ip Man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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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a Tree
Sculpture

6B Li Mei Yi

Dreaming
Mixed media

6B Wong Lan Hang

Graduation
Acrylic painting

6B Leung Hoi Ting

The Scream of a
Polar Bear

Acrylic painting
6B Nin Kin Chun

A Crying City
Computer design

6B Wong Wai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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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of a Girl
Acrylic painting

6C Fu Ji

Children
Ceramic

6C Fok Sin Yee

Lady
Mixed media

6C Kwan Tsz Tung

Necklace
Jewellery design

6C Chan Yiet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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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Acrylic painting

6D Chan Chi Kiu

Dancing
 Watercolor painting

6D Yu Suet Yee

3D Interior
Mixed media

6D Ho Ka Wai

House
Mixed media
6C Chan Lam

91



行政組

工作目標

1. 增強行政透明度。透過正式會議或非正式

聚會，促進校方及教職員之間的溝通，藉

著意見交流，尋求共識，確立目標，使各

人在工作崗位上積極投入，發揮潛能；

2. 適時檢討行政措施及學校政策，給予教

職員恰當而及時的關注及支援；

3. 密切注視香港教育政策的發展及一切與教

育工作相關的事宜，適時作出回應或跟進。

工作範圍

商議學校事務和作出決策

成員

核心成員：嚴展明校長、譚美玲副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歐志強老師、

陳德霖老師、鮑仲慈老師、      

尹鉅森老師

教師代表：葉佩東老師、鄧潤康老師

工作目標

1. 評估學校在不同範疇的表現；

2. 為學校進行「強弱機危」分析；

3. 把「學習型組織」的管理概念應

用於學校運作；

4. 為學校的持續發展策略、發展計

劃 及 行 動 方 案、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計劃等提供意見。

工作範圍

1. 定期進行持分者或其他相關範疇

的問卷調查，收集意見和數據。

學校發展及評估組

2. 分析數據，檢視現況，評估年度學校關注事

項及學校發展計劃，提出改善建議。

3. 就學校的「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

及學生支援」、「學生表現」四個範疇的持續

發展，提出建議，並擬訂整體發展計劃綱領。

4. 籌辦校本學校自評工作坊。

5. 統籌學校自評及校外評核事宜。

成員

嚴展明校長、譚美玲副校長、吳幼祥副校長、 

關國成老師、趙小良老師、盧其信老師、 

葉佩東老師

千樹萬樹梨花開
行政組別專頁行政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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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

工作目標

1. 提高學習風氣

● 由由學務組老師舉辦講座，幫助學生掌握時間管理、讀書方法、溫習及考

試技巧等。

2.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 舉辦校本拔尖及補底課程，照顧學習差異。

● 邀請合適的校外機構舉辦校本拔尖課程，發展成績優異學生的潛質。

● 為提升在不同範疇表現優異學生的學習成效及自信，推薦及安排學生參

與適合的校外學科比賽、活動或課程等，藉以推動學生在不同範疇發展  

潛質。

3. 強化教學效能

● 推動科內「同儕觀課及教研活動」，交流教學經驗。

● 利用內聯網每日收集學生欠交功課資料以便班主任盡早作出處理和跟進。

● 提供測考數據，讓各科運用數據調適教學內容和進度。

4. 籌備及發展完善的新高中課程

● 透過不同方式讓學生及家長對本校新高中課程及「三三四」學制有更深的認

知。鼓勵老師就新高中課程的要求及發展參與專業培訓。

成員

學   務：譚美玲副校長、關國成老師、顏聖德老師、林雲就老師、葉素珊老師、

黃國樑老師

學與教：譚美玲副校長、顏聖德老師、孔麗芬老師、周允菁老師、郭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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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學生輔導組

本組宗旨

1. 為有偏差行為、情緒不穩定的學生提供即時補救性的治療服務；

2. 引導學生認識自己、提高自我形象，從而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曉得自愛愛人；

3. 協助學生全面發展個人人格、擴闊視野；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及學習應付困難的技巧，

從而培養學生成為明善察理的青少年。

本年度本組舉辦一連串活動，包括：「花花心思敬師日」、「性教育」周會、「毋忘我師」聖

誕咭送贈小學老師、「貧富午餐」、「尋找新主人」、「師生座談會」以拉近師生間的關係，

擴闊學生之品德及情意教育。

此外，本組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與童軍知友社「共創成長路」延續計劃：「挑戰無

限 2 次方」，透過「中一成長課」、「家長教育講座」、「家長工作坊」、「歷奇訓練營」、「小

組活動」及教育局資助的「跳躍生命」計劃幫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及成長中的挑戰，協助

家長了解子女成長的困惑，促進彼此交流，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輔導有需要的學生是一條漫長和艱辛的路，尤幸我們團隊都以務實和樂觀的精神，去協

助和陪伴學生、家長走過艱辛的時刻。是每一次都能花好月圓，但過程中我們能問心

無愧，也學習靜心等候。深信終有一天，艱難過去，同路人心領神會，會學懂感恩與回饋！

家長講座 2013

社區健康檢查街展

輔導組及社工 2013

貧富午膳 2013 挑戰無限二次方

之長者義工服務

花 花 心 思 送 別
中六師兄師姐

社工蔡慧煌姑娘

跳躍生命計劃大使及學員

本組是由六名輔導老師、兩名社工、一名教學助理及一名東華三院教育心理學家所組成的團隊。

行政組別專頁行政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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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領袖生主持周會

消防處流動宣傳車到校展覽

抗毒午間點唱站 禁毒講座

紮竹筏
班長培訓班

訓導工作乃美好校園生活的起點。

學校首要培育學生自愛、自勉以及尊重他人，提升社交技巧及學習人際相處，透過「校本訓導」

模式由全體教職員一起，啟導本校同學達致上述目標。訓導組兼重「管」與「教」，強調秩序和

紀律，指導學生明辨是非，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感，由是形成良好的校風。在學校，良好

的行為，合宜及正確的價值標準，得到大家的確認而又為多數人付諸實踐而成為風氣的，就成

為良好的校風。

為此，「訓導組」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輔導組」及學校社工互相配合，透過早會、禮堂

周會以及班主任課，提升學生的自律精神，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及明本份的意識，例如近數年

以「有品選擇」為主題，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共建和諧校園。又透過邀請警務處警民關係組

中學聯絡主任來校主持周會講座，主要內容均環繞上述主題，指導學生人際相處、預防校園欺

凌、揭示毒品及黑社會禍害等，讓學生多瞭解及接觸各方面實況，培養多角度及理性思考，以

收防微杜漸之效。

再者，每年訓導組均獎勵學習態度認真及品行良好的學生，以玆鼓勵，並作模範，例如本學年

上學期共有 210 名取得學行積分滿分及 94 名取得「Ａ -」及「Ａ」學行等級之學生獲本組嘉獎。

此外，訓導組每年均為學校領袖生舉辦領袖訓練活動，諸如領袖生分享會、指導日、行山活動、

特別任務活動以及兩日一夜的領袖訓練營等，藉此建立一隊具自信、有領導才能及高效能的領

袖生隊伍。除協助同學遵守紀律，更與同學建立關係，作同學榜樣。

最後，際此盧中銀禧校慶，本組仝人祝願我們的良好校風得以傳承，繼往開來；學校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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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學生事務組

當下是十倍百倍變速的時代，人們的注意力與記憶力愈來愈短暫。好

的經驗迅即被忙亂的生活節奏沖垮，只能零碎地散落在不同年代的人

的腦海中。

廿五周年校慶是回顧展望，承先啟後的好時機。記憶經過沉澱存菁，

更覺彌久彌珍，透過匯聚和重溫，昇華成集體回憶。分享集體回憶既

可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亦可激勵人心。廿五歲，是

朝氣勃勃，風華正茂的。讓我們調節急忙的步伐，重溫那些值得我們

珍視的東西。讓同學搭著前人的肩膀，修身治學，把盧中學生的優良

素質及校風傳承下去。

配合廿五周年校慶，我們以「傳承有品」作為本學年德育及公民教育的  

主題。

我們舉辦了多元化的活動以配合上述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包括「盧

中神秘花園 II」( 環保主題周會 )、「在 LKT 走過的日子」( 舊生分享昔

日校園生活的點滴 )、「LKT Tree Lovers」( 環保活動 )、「盧中銀禧樹」  

( 分享盧中的優良傳統，並表達對盧中未來的期望 )。

宗旨

1. 整理及提供一切有關學生的資料。

2. 協助有需要的學生申請及辦理各項津貼及資助。

3. 監管及完善為同學提供的各類服務。

4. 處理有關中一自行支配學位事宜。

5. 協助處理有關注射流感疫苗及中一同學注射甲肝疫苗事宜。

盧中神秘花園 II 周會

盧中銀禧樹

流感疫苗及甲肝

疫苗注射服務

「我在盧中走過的日子」
舊生分享昔日在盧中的點滴

協助學生申請及辦
理各項津貼及資助

午飯時間的小賣部

不外出午膳的同學

可在校訂購飯盒

小賣部外的檯椅

行政組別專頁行政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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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不但可打破傳統定時定點之教學模式，更可進行各種不同

形式的學習活動，本校課外活動更能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 

包括：

1. 邀請外界不同的演藝團體到校表演，曾獲邀蒞臨本校演出團體包括

音樂事務處導師中樂小組「樂韻播萬千」音樂會、「在雲上播種」多

媒體詩歌表演等。除邀請外界團體到校外，如坊間有合適的演藝活

動，本校亦會安排學生前往欣賞，如學校文化日計劃轄下之不同  

表演。

2.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設有中、英文辯論隊、中、英文戲

劇學會、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藝舍、創意科技學會、電腦輔助

平面設計學會、紅十字會、航空青年團、跆拳道小組及管樂器班

等四十多個活動小組及校隊，讓學生可按興趣自由參加。

3. 學校各科組經常組織各類參觀活動，包括中英街、稻鄉飲食文化博

物館、香港交易所、環保科學認知園、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等等，參觀地點眾多，不能一一臚列。

4. 學校亦自行組織不同地點的境外交流體驗團，包括澳洲英語學習交

流團、辛亥革命百周年廣州、湖北歷史考察交流團、上海十二．五

規劃城鎮化戰略下的內需企業、探究中英街歷史文化之旅、韓國

首爾文化交流團等。另外亦會推薦學生參與其他團體主辦的學習

交流團，如「無國界青年領袖大使」越南交流考察團、「愛我中華」

兩岸四地青年學生海南島夢想之旅、潮汕少林寺之旅等，讓學生

拓闊視野，建立良好社群關係。

5. 本校 2012 年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全校總服務時數達 47,516 小時，

義工總人數達 857 人，其中 356 名同學更獲社會福利署分別頒發

銀狀及銅狀之嘉許狀；更有部分同學到境外參加義工服務，包括

到上海出席「東華新一代關愛社會計劃」之兩岸四地義工交流營及

珠海元朗區傑出義工交流團、花旗集團獎勵計劃之甘肅義工交流

團等。

6. 本校學生亦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內、外大型比賽，為香港及學校爭

光，其中包括南韓濟州「亞洲東區男子排球賽」、福建「閩、粵、港、

澳埠際排球賽」、江西省南昌市「第七屆全國城市運動會 ( 女子 18

歲以下籃球賽 )」、遼寧撫順市「全國中學生男子排球聯賽」、內蒙

古包頭市「全國第十一屆中學生運動會 ( 足球項目 )」、四川內江市

「全國青少年 U16 男子排球錦標賽」、澳門「亞洲青年戲劇匯演」。

課外活動組

本校師生參與東亞

運動會火炬接力跑

麥當勞叔叔兒童之
家義工服務頒獎

探訪護老院為長者打氣

學生到國內擔任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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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升學及就業資料，透過舉辦講座、中學文憑考試經驗分享、參

觀、擇業常識問答比賽等活動，使學生清楚了解自己的前途，加深認識學習的重要性，

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擴闊學生的眼界，增加認識社會發展的機會，了解人生及工作

的價值觀。為此，本組透過以下的工作、計劃及

活動達致上述目標。

工作重點 (2012-13 主要活動 )

● 生涯規劃輔導計劃

● 模擬面試講座

● 中學文憑考試經驗分享及升學講座

● 中四、六級學生輔導計劃

● 中六 JUPAS 聯招講座

● 甄選盧幹庭優異榜及參加東華傑出學生選舉 

● 中三級學生選科講座

● 中三級預選 ( 選科 ) 計劃

● 盧幹庭紀念中學畢業禮

● 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寫推薦信及離校証明書

● 協助學生申請本校、東華三院機構及其它機

構頒發的獎學金及進步獎等等

本組成員

尹鉅森老師、陸濤老師、梁少顏老師、  

蔡明華老師、蔡競欣老師、鄭婉怡老師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行政組別專頁行政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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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組

教師事務組

引言

學校教育除了為同學提供學習機會外，更須評估同學的學習成果，檢討成效後，再

鞏固所學，這才是真正的學習之道。談到學習成果的評核，考試組自是樂意效勞。

宗旨

1. 安排順暢的校內測驗及考試。

2. 透過校內測驗及考試，確切反映本校學生學術表現。

3. 透過校內測驗及考試，讓學生了解及習慣公開考試的模式與要求。

4. 適切執行香港公開考試場地及監考工作的安排。

目標

目標一：適時及妥善安排校內測驗及考試。

目標二：妥善安排公開考試埸地及監考工作

1. 向考評局填報場地資料及準備考試場地。

2. 編訂本校老師監考工作。

3. 處理本校學生覆核公開考試成績事宜。

挑戰

安排校內、外考試原本可以很公式化，但高中學制的不斷微調及選修科目的多元

化組合，卻為測考時間表及監考工作的編訂添加變數，增加了難度。

工作目標

1. 支援教師提升教育專業水平；

2. 為教師締造一個公平、進取、具規範、富人情味的工作環境。

工作範圍

1. 編制校曆表及校務日程表；

2. 處理教員室日常事務及編排教師座位；

3. 統籌全體教師會議及教師發展活動；

4. 統籌教師當值、調堂及代課事務；

5. 統籌各級班主任的職責。

成員   吳幼祥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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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樹立學校的正面形象。

2. 讓學校訊息有效地發佈與目標人士。

3. 與區內人士建立良好關係。

具體工作

1. 出版刊物，包括：綠意校刊、幹線家長通訊、學校簡介、

家教會通訊等；

2. 舉辦小學活動，如：元朗區小學英文故事演繹比賽，今

年已是第十四屆；探訪小學，並簡介本校概況；小學親

子升中觀校日，讓家長老師學生親來參觀及了解本校。

3. 中一新生活動，如：中一新生適應校園計劃，在中一開

學前舉行，幫助新生及早認識學校並調整自身角色。

4. 舉辦展覽活動，我們多次與元朗區東華屬校合辦教育

展覽；也曾舉辦「元朗中學生學習方法及學習態度問卷

調查」，並在元朗廣場展出調查報告及分析。

學校形象推廣組

元朗區小學英文故事演繹比賽

小學親子升中觀校日

千樹萬樹梨花開

資訊科技組
工作目標

1. 執行學校行政電腦化工作；

2. 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3. 培養老師及學生資訊處理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精神。

近年的工作

1. 更換全校教員室及所有課室的老師電腦；

2. 全校課室網絡接口升級，各課室的網絡接口增加至四個；

3. 圖書館系統升級，使用 OPAC 2.0;

4. 購置 40 台 iPad，建立電子化圖書館。

成員

吳幼祥副校長、張素珊老師、郭富賢老師

行政組別專頁行政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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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1. 締造一個美好學校環境及提供完善設施，以提高教與學效能及增加師生對學校歸屬感。

2. 協調現有設施及儀器使用及保養，減低於教學工作及舉辦活動時不必要影響或障礙。

2012-2013 年度工程項目

1. 更換緊急照明 T5 光管盤及 LED 出路指示牌。

2. 更換 1/F 平台帆布。

3. 地下至天台的樓梯扶手油漆翻新。

4. 更換 G12-G15 室地板 ( 校務處、校長室 ) 及所有文件櫃更新。

5. 禮堂舞台下兩個更衣室內洗手間翻新工程。

6. 與環保相關項目：

6.1 由機電署負責節水裝置項目包括：

        (1) 學生座廁有可供選擇水量  (3) 自動尿廁沖洗裝置

        (2) 流速較慢自動水龍頭   (4) 更衣室節水花灑

6.2 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環保工程。

        (1) 特別室樓層的天台 ( 於後樓梯直上 )     (2) 5/F 化學實驗室旁電錶房

6.3 本校「綠地球」計劃已獲環保署審批及撥款數十萬，現正進行招標程序，預計將於

下學期施工。「綠地球」計劃 ( 四個項目 ) 簡介如下：

        (1) (LED 射燈 )：更換現時 2 支高耗能之射燈為 LED 燈。

        (2) ( 廚餘 )：校內安裝 1 部 5KG 自動廚餘處理機 , 將剩餘之飯菜轉化為有機肥料。

        (3) ( 太陽膜 )：於向西受陽光照射影響之窗戶貼隔熱太陽膜。

        (4) ( 隔熱塗層 )：於校舍天台地面塗上隔熱塗層 , 以減低頂層課室之熱力。

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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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感動一刻」

千樹萬樹梨花開
行政組別專頁行政組別專頁

視聽器材組
組別成員

鄧潤康老師、陳寶瑜先生、周凱威先生、譚耀全先生

視聽器材組工作簡介

1. 完善校內視聽器材設備，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2. 協助各學科及組別善用視聽器材進行教學或其他課外活動。

3. 發展校園錄像組，積極推動組員製作節目，拓闊視野。鄒敏聰同學更於本年的

東華三院「感動一刻」攝影比賽中，獲得季軍。

4. 成立校園電台，逢星期二及星期四午飯時候，進行全校廣播。

節目內容包括

1. 圍繞著學校的動態；

2. 報導潮流資訊，以迎合學生之興趣；

3. 製作廣播劇；

4. 談論時事熱門話題；

5. 介紹元朗區的「冷知識」。

校園電台成員於第四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

創作暨演繹比賽」中獲得優異獎及最具創意

組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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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組
工作目標

1. 推動家長教師會會務的進行 , 使老師與家長有緊密的聯繫及溝通。

2. 使家長明白到家庭與學校合作的重要性，從而積極參與家長教師會及學校所舉辦之

家長活動，學習及交流培育子女技巧。

全年主要活動

家長 師長

顧問 嚴展明校長

主席 陳麗琼女士

副主席 陳振奮先生 蘇碧蘭老師

秘書 葉美鳳女士 黃國樑老師

司庫 梁彩琴女士

副司庫             楊嘉怡老師

康樂 何秀如女士
黃潤章老師
黎玉嬋老師

候補委員
黄金連女士
李小鶯女士

非委員稽核 黄秀菊女士

家長委員
助理

彭美顏女士
董敏兒女士
黃玉娟女士
趙鳳儀女士
葉惠儀女士
黎淑芬女士
黄鳳仙女士

司徒妙玲女士

家長教師會第九任常務

委員會幹事名單 (12-14) 舉行時間 工作

9 月
家長參觀陸運會

家長義工訓練班

10 月 中一家長班聚

11 月 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老師交流會

12 月 聚餐

3-5 月 義工小組興趣班

4 月 親子旅行

5 月 家長也敬師之心意午餐

7 月 家長積極參與獎勵計劃頒獎禮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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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
廖凱兒姑娘

千樹萬樹梨花開
其他組別專頁其他組別專頁

早上在踏入校門的時候，很常遇見上體育堂的同學正在圍著學校跑圈，這

體能訓練，看似簡單，其實一點也不簡單，除了鍛鍊身體外，當中還訓練

了同學的毅力，並使同學體驗不放棄的精神，看到他們的幹勁，帶著汗水

不斷向前跑進，縱使有時同學很累停了下來，老師從旁指導和鼓勵，同學

繼續前進的情景，令我印象深刻，使我感到學校充滿生氣和能量，亦提醒

了自己要好好開展工作，好好把握每一個「今天」的時間 ! 

轉眼間，隨著校長和老師們的多年灌溉，歷屆學生的茁壯成長，學校亦踏

入 25 周年的日子，令我回想過去同工和自己為同學舉辦的活動，有著不少

點滴的回憶，從以前的「共創成長路計劃」一中一向日葵﹑中二螢火蟲至

中三微笑行動，到今年的「挑戰無限二次方計劃」和「跳躍生命大使計劃」，

活動都隨著同學不同的特質和需要而轉變。在挑戰無限二次方的歷奇訓練

營中，令我感受最深是其中一項挑戰 (All Aboard)，活動需要 32 位同學同

時站在五至六塊木磚上，維持 10 秒而腳不觸地，同學由最初使用十多塊木

磚的嘗試，到失敗，再商量和嘗試，到最後挑戰只使用幾塊木磚，同學憑

著那種團結和勇於嘗試的精神，成功同時站在木磚上完成任務。

挑戰無限二次方之長者義工服務

看同學們多努力在隔空取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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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中二中三歷奇營中，同學互相協作，將每個同學都抬起，安全攀越差不多兩

層樓的高牆，活動從最初毫無頭緒，到同學善用各人特長，跨過面前的高牆，這些看

似不可能的任務，在眾人都願意付出，互相支持和保護之下，同學能夠一個一個越過

障礙，成功到達目的地，令我想到好像盧中這個大家庭，25 年來有著校長和老師的教

導和守護，協助同學跨過考驗，朝著自己的方向

出發，邁向目標，相信師生們日後仍會繼續這

份承傳！人生就是要不停的前進吧！

跳躍生命大使與中一同學進行棋藝活動

眾志成城越高牆

齊心撐起來 !

All a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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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是一直致力培育青少年成為社會楝樑的非牟利團體，其使

命宣言為「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賽馬會朗屏青少

年服務中心與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合作多年，建立了駐校社工服務與學校合作

的機制，彼此有著不少的溝通和默契。

駐校社工主要負責個案工作之外，亦會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與學生的需要來制定周

年計劃，提供相應合適的活動。今年的「挑戰無限二次方計劃」正正是配合學校著

重學生之德育發展而新增的活動，以延續「共創成長路計劃」第二層培育學生團結

合作、領導才能和解難能力的精神。計劃為配合學校增加家校合作，協助中一生適

應學校之目標，本年開展了家訪參與計劃的中一學生，以加強家長了解學校資訊與

子女於計劃中的活動情況，同時亦了解學生於家中的表現，增加家校連繫，提供管

教上的支援。

為善用社區資源，並讓駐校社工更能專注於個案輔導工作，過往一些輔導性質以外

的活動或需要團隊協作的時間，如教師工作坊或危機處理小組，中心與學校會商討

有關的合作事宜，中心可提供服務，參與或統籌，充當重要的支援角色。

踏入學校 25 周年的大日子，中心在此送上祝賀，並深信學校將繼續承傳「滿庭綠

意，百載春風」的精神！期盼中心與學校的協作於來年的日子更精彩，共同創造有

利條件，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

童軍知友社

學會領袖訓練活動

穿越蜘蛛繩

其他組別專頁其他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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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無限二次方歷奇訓練營

貧富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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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幹庭紀念中學的圖書館「麻雀雖小」，卻一直肩負著支援學與教的任務，多年來不斷更

新藏書，務求館藏豐富，能配合各科之學習需要和時代變遷。九十年代後期，本館逐步

電腦化，管理和運作更見效率。

今年是盧中二十五周年校慶的大日子，圖書館有幸獲得盧幹庭教育基金捐款六十五萬，

完善圖書館的多媒體設備，本館和 IT 組攜手合作，購置四十部 "iPad" 和附帶裝置，為同

學建構全新的學習平台，隨著電子書的引入，「有限」的空間，將變成「無限」的知識領域！

其次，本館今年除了邀得校長老師推介好書，鼓勵閱讀外，更特別邀請了兩位「星級」作

家舉辦講座。一位為享譽國際的香港設計家麥雅端小姐，其 Chocolate Rain 的成功讓同

學明白到堅持理想及勤奮刻苦的重要；另一位為前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女士，她精通英

語，熱心教學，正好和同學分享學習心得。

本館期望同學通過電子學習及不同活動，提高興趣，積極自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圖書館

其他組別專頁其他組別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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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專 業 穩 妥 的
實驗室三雄

轉瞬間在盧中的實驗室技術員崗位上已工作了 25 年了，期間亦分擔了視聽器材

組及總務組的工作，雖然經歷了多次人事更替，整體上工作還是順和愉快的。

回 想 1987 年 到 任 時 盧 中 剛 開

校，正門那邊的馬路還未建成，

教職員及學生都要借用鄰校鄧

佩瓊紀念中學的大門進出，籃

球場側是沒有間牆分隔的。

我 能 在 盧 中 服 務 感 到 很

榮 幸， 此 處 累 積 了 我 很

多美好的回憶。

陳寶瑜1987 年盧中大門留影

實驗室、校務處、工友

其他組別專頁其他組別專頁

細心高效的校務處團隊

維持校園整潔多謝勤奮的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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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nglish Panel Members (2012-2013)

Mr Dave Baldoo, Ms Chau Wan Ching, Ms Choi Ming Wah, 

Ms Fong Ling Ling, Ms Fong Sau Ching, Ms Kwok Wun,

Ms Lam Wan Chau, Ms Lai Yuk Sim, Ms Leung Wai Ting, 

Ms Li Kin Ching, Ms Lui Ka Yim, Ms Ng Sin Han,

Ms So Pik Lan, Ms Tam May Ling, Ms Wong Yun Cheung, 

Ms Yip Pui Yee

 Objectives of the English Panel

1.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2. To widen students’ exposure to the language and raise 

their language awareness.

3. To focus on the language skills necessary for 
accomplishing public examinations.

 Measures to Enhance Students’English

1.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 (2009-2013) 

2.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me (2009-2013) 

3. Enhance School English Environment 
(2009-2013 English Time, English on Air)

4.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nglish Study Tour  
(2011 Australia)

High Court Visit (2011-2012)

Debating Course (2011-2012)

Public Speaking Course (2011-2012)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Summer English Study Tour – 
Australia: Orientation, July 2011

Summer English Study Tour –  Australia: Buddy Programme, July 2011

English Debating Course, April 2011

Public Speaking Course, March 2012

High Court Visit ,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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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中 二 級
有機農場考察

2012 中四米
埔濕地考察

千樹萬樹梨花開

中文科
中文科運用教統局學校發展津貼增聘人手，為中三至中五同學進行分組教學，讓學生在公開考試之前獲得更充份的指導。除了採用優質課本，更補充校本教材以加強學生中文基礎，傳統中文教學重視的成語、諺語及唐宋詩詞都是必須學習的。本校中文科從來重視範文教學，以讀帶寫，所教的經典篇章均需定期考測以鞏固所學，補公開試教考脫節之弊。

為優化中文學習環境，定期邀請作家到校開設新詩及散文寫作坊，推動校園寫作風氣。去年中三級吳宗盈同學獲薦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舉辦中國語文菁英計劃，成功進入決賽並獲銅獎；中六級黃蘭香同學先後獲得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校園創作獎優異獎及康文署主辦第九屆香港文學節深情絮語情書徵文比賽中學組亞軍；中五級黃俊軒同學更奪得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文學之星一等獎，是七年之內本校同學第二次獲得這項全國性殊榮。

為了加強校園閱讀風氣，早會設「好書推介」時段，由高中同學報告，分享閱讀好書的心得。我們也指定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及紅樓夢等經典小說作為中一至中四學生的共同讀物，豐富同學古典文學的修養，今年更購入中國古典哲學書籍作為共同讀物，以配合新高中中文科日益側重評考中國傳統哲學的趨勢。

此外，我們在課程中加設「活動單元」，要求學生以演出及報告等形式分享研習成果，旨在啟發同學的多元智能，加上中文學會舉辦多元化班際語文比賽活動，大大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最後，在本科師生共同努力下，今年的朗誦比賽迎來豐收，半數參賽同學在賽事中獲三甲成績，頗堪欣慰。

黃俊軒獲文學之星一等獎

黃 文 苑 以 三 優 成 績 進 入  
香港中文大學選修中文系 邀請作家到校舉行散文創作班

中文科同事齊賀陳妙玲
副校長榮休之喜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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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一 . 培養學生的普通話聆聽、說話、朗讀、譯寫及自學的能力。

二 . 提高學生對普通話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三 . 增進與普通話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科任老師

葉秀英老師、楊依婷老師、孔麗芬老師、馮錦生老師、陳嘉華老師、陳潔芝老師

 簡介

普通話科為初中各級必修課程。本科除了常規課堂外，還定期在校內舉辦各類普

通話活動，如早上天氣報告、早會「普通話時段」、歌曲點唱、歌唱比賽、電影

欣賞等，由普通話學會幹事或各班同學輪流主持，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

為了讓同學實踐課堂所學，豐富學習歷程，本科每年皆選拔學生參與校際普通話

朗誦比賽，同學也表現出眾，屢獲佳績。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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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 菜 文 化 就 是 我
們的攤位主題

參觀國際環保博覽，

同學試坐電動環保車

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期望通過探究現代世界的議題，加深學生對自

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理解，同時培養

其獨立思考能力，以及聯繫不同領域的學科知識。我校通

識教育科在本學年已開展至初中，為學生銜接新高中課程

打穩基礎。

本科採納議題探究模式，在過程中，老師會通過不同的教

學活動，如小組討論、辯論比賽及角色扮演等，又會聯絡

校外機構來校舉行講座或工作坊，引導學生從多角度審視

議題，及豐富其學習經歷。

正規課程以外，本科課餘會為同學安排多元化的延伸活動，

如參觀、講座、比賽及交流團等活動，以擴展同學的視野，

同時訓練共通能力，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以下與大家分

享本科歷年活動點滴：

專心聆聽導賞員講解中環的文化特色

通識大使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彼思卡通專題展覽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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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意文化考察之旅

通識班際時事評論比賽

東華人情創作比賽獲獎

貧窮要聞選舉暨要聞

感言寫作比賽頒獎禮

區 議 會 選 舉 專 知 多 少 問
答遊戲，看展板，贏獎品

Detour2012，同學與展品合照

域多利監獄門前合照

參觀展覽後於文物館內留影

通過互動遊戲讓同學

認識地產霸權的概念

YMCA 愛 . 創意社區行動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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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來特首進一言活動

專心聆聽導賞員講解中環的文化特色

專心聆聽導賞員講解中環的文化特色

千樹萬樹梨花開

開放日攤位遊戲

通識辯論比賽

互動劇場一尊重知識產權

香港律師公會主辦一青 Teen 講場

灣仔地區考察

25 週年開放日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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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為了提高同學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及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本校數學
科本年度除於校內舉辦了各項『數學學會』活動外，更積極鼓勵同學參
加多項校外數學比賽及評估，藉以提昇同學學習數學的興趣及肯定其能
力。各項比賽及評估包括：「港澳盃」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世界數學測試、澳洲新南
威爾斯大學之「資優數學評估計劃」、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香
港數學競賽、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等。

除以上活動外，本科亦為潛質優秀學生開設「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班」及
「數學增潤班」，於課餘時間由經驗導師授課，藉此培養學生組織邏輯思
維能力。另於每週四放學後進行「學習輔導日」，老師以小班教學形式
為中一、中二及中三級同學提供數學輔導教學；同時亦為中二及中三級
同學進行「數學進深班」，對數學科成績優秀的學生提供針對性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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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本科旨在培養同學認識重要的物理概念，揭開自然現象背後的原理。透過

不斷的探究活動，體驗現代科學知識的建構精神。

為了促進同學的學習，教學上採用了大量生活實例作為解說，並輔以解難

練習及實驗探究活動，讓同學從中歸納出重要的抽象概念和原理，深化其

對自然的認知。

在新高中學制下，本科已全面推行校本實驗評核，提升同學的實驗技能；

此外，本科每年與天文學會合辦天文營活動，促進同學在選修科「天文學和

航天科學」的認識。

為了開拓同學的視野，本科鼓勵同學參加校外交流活動，其中包括聯校科

展、物理奧林匹克等校際比賽。

Astronomy Camp

Astronomy Talk

Demonstration TreasuresPanel Members

Physics Olympiad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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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乾冰為主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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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2009-2012 年HD excellence (highest score in HK)High Distinction (top 10%)Distinction (top 15%)
Credit award (top 40%)

歷屆成績

2012: 2 HD excellence, 11 High Distinction,  8 Distinction and 8 Credit awards
2011: 2 HD excellence, 5 High Distinction, 7 Distinction and 7 Credit awards
2010: 10 High Distinction, 12 Distinction and 4 Credit awards
2009: 7 High Distinction, 3 Distinction and  3 Credit awards

化學科

 化學科教職員

陳兆光老師 ( 兼教初中綜合科學科 )、 

陸濤老師 ( 兼教通識科 )、  

譚耀全先生 ( 實驗室技術員 )

校內專題研習

中和作用的應用各組演示片段

精美 BANNER

無風自滅 ( 將加入了乾

冰的溶液放近燃點中的

蠟燭，蠟燭自動熄滅 )

水炸彈 ( 有爆嗚聲 )

幻彩仙鏡
( 放入特製溶液後

有多種顏色及煙霧 )

2011 香港化學奧林匹克

香港大學化學精英工作坊

到此一遊
聚精會神

2011年化學奧林匹克比賽進入十二強隊伍
獲理大黃元華教授指導

主題: Chemistry of Polymers (聚合物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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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LKT Tree Lovers ( 盧中惜樹人 )

香港是石屎森林，但在稠密的建築物之間，仍可見樹蹤處處，綠意盎然。

樹木，為學校及朗屏村社區帶來生氣和活力。樹，不止是「市肺」，在都市

生態中，大樹扮演著重要的生態角色。樹為我們提供遮蓋效應、提供養眼

的色彩和芬芳的氣味。盧中同學要學會保護這些充滿生命氣息的樹木。

生 物 科 聯 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組， 招 募 廿 五 位 中 四 同 學， 出 任 LKT Tree 

Lovers，他們接受基本樹木知識訓練後，為校園的樹木分類及掛上標籤。

透過此活動，將校園變成增進樹木知識的地方。沒有認識就產生不了欣賞，

不能欣賞就很難培養感情，沒有感情又怎樣珍惜呢！環保人士常說：「要保護

環境，要珍惜大自然。」但是，應該從那裡開始？我們相信，要培養環保意識，

最簡單就是從認識及欣賞近在咫尺的樹木開始。

樹木標籤亦是教學資源，中四級生物組同學在四月進行了一項名為「葉問、

花語，盧中樹木大搜查」的教學活動。同學走到校園，活用課堂所學的「生

物多樣性及分類」知識，詳細觀察樹木，細閱樹木標籤上的資料，進行學習。

培養敏銳的觀察力及從細節中歸納出共同處，是生物科的兩項重點教育目標。

想起愛恩斯坦的名句：「很少人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和用自己的心去感覺的

(Few are those who see with their own eyes, and feel with their own hearts.)」

生物科
 有趣的生物科

「你好，歡迎你，請進來，嘗嘗學習生物科的趣味。」
小朋友急不及待走到顯微鏡前，雙眼緊接目鏡，趕快觀察微觀世界。

「嘩，這隻寄生蟲的外貌活像外星生物！」小朋友感嘆地說。
「同學，在未發明顯微鏡前，人們根本無法細緻地了解這隻“外星生物”，所以無法有效地控制它們。」生物科講解員說。小朋友點頭示意明白，眼睛仍緊盯著這隻“外星生物”。

顯微鏡就是一扇窗，讓小朋友以微觀的角度窺探世界，開拓想像力和好奇心，或許，這就是生物科有趣之處。

一群參觀者走到實驗室的另一角，他們可能希望了解更多瀕臨絕種動物。

「看過資料及圖片後就可以考考自己了，答對就給你一份獎品。」講解員熱情地指導著。

「小朋友，只動腦筋不足夠，給你一個生物謎，就算猜中也不要說出來，就從你站立的地方跳到貼在地上的答案就行了。」
回答不到五條問題，小朋友已弄得滿頭大汗了。原來，對小朋友來說，最有效的學習方法就是寓學習於運動，從活動中吸收知識。
校慶廿五周年開放日，四樓生物室充滿著好奇心和歡樂。

你 對 台 灣 相 思 認 識

多少  請細看這標籤

人類骨骼模型永遠是生物
室最受歡迎的攝影佈景

顯微鏡是一扇窗 讓小朋
友培養觀察力和好奇心

生物科講解員全家福

細 心 觀 察 台 灣
相思樹的特徵

瀕臨絕種生物 

你認識多少

快快跳到生物謎語的答案上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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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學科
 宗旨

一 . 培養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從而令學生對學習科學有進一步興趣和動機。二 . 使學生明瞭生活中的基本科學現象、自然界的基本法則及與人的微妙關係。三 . 透過學習各種基本科學概念，使學生認識科學的語言，提高其溝通能力。

 科任老師
陳德霖老師、楊嘉怡老師、陳兆光老師、盧其信老師、顏聖德老師 

本校的初中科學教育因應現今世界的大趨勢，先培養同學的態度（Att i tude），再通過有系統的觀察和實驗，幫助他們去研究周圍的現象和事件。我們著重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加強他們的科學思維。透過探究的過程，讓學生獲得所需的科學知識（Knowledge）和技能（Ski l l），為同學升上高中作準備。

模擬駕駛

参觀環保資源中心
一細心聆聽

同學在趣味科

學比賽獲大獎

同學示範實驗

参觀屯門環保園一在「垃圾山」前留影

中二同學正進行

科學探究活動

121



千樹萬樹梨花開

2013 中三工業區考察

2011長洲高中地理考察營

本校地理科會安排不同類型的講座及考察活 動， 例 如 中 二 級 有 機 農 場 考 察、 高 中 的地 理 考 察 營、 斜 坡 安 全 講 座 等， 以 增 進 同學的地理知識、技能及學習興趣。

另外，修讀地理的同學會在學期內完成最少一份的專題研習，藉以增進同學的探究能力，例如中三級的專題研習是分析元朗區的污染分佈和原因、高中的全球增溫論壇等。

地理科

2012 米埔濕地考察

關於這次的米埔之行。我們學到更多有

關 候 鳥 的 知 識 而 且 增 添 了 很 多 難 忘 的

回憶。例如第一次行通往觀賞台的浮橋

和 考 察 各 種 各 樣 的 濕 地 生 物 例 如 彈 塗

魚。我們還是首次看到一隻比手掌更大

的蜘蛛。這次的旅程令我們畢生難忘。

5B 劉芷螢 蒙嘉寶

2013 工業邨考察

經過一天的地理考察後，我更明白香港

的工業區有不少的污染問題。當天考察

的地方是屯門工業區，那裡的工廠排放

的廢氣令該區的空氣污染十分嚴重。我

認為政府應多留意並實施有效的政策。

可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自身

都有其責任。因此，我會好好珍惜地球！

3C 李嘉慧

學生感
想

2012 中四米埔濕地考察

2012 中二級有機農場考察

2010 中六級考察營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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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武漢楓葉國際學校交流後與他們的校長合照

中國歷史科

自從新高中課程實施以來，修讀中國歷史科的學生人數減少。本科一非

必修科目、二非能讀之以自重的「實用」學科，於是盛況日微，早知之矣。

然而我們相信，一國之貴莫貴於民、一國之重莫重於歷史文化；因此，

我們對於把歷史文化向國民普及的工作，仍舊毫不動搖地堅持並享受著。

參觀香港孫中山紀念館

史地周開幕剪綵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前往武漢考察交流

史地周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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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標是讓學生認識人類功過，以記取教訓；也從了解往事的發生，
明瞭今日世界狀況。學習歷史是一個由認識到分析，乃至對事件及歷史
人物作出評價的過程，因此，這門學科可培育學生的辨識及評論能力。

歷史科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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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簡介

經 濟 學 (Economics) 向 以 邏 輯 性 強、 生 活

化見稱，多年來被譽為「社會科學中的女

皇 」，可 見 其 在 學 術 世 界 中 的 地 位 是 相 當

尊貴的。本科強調以系統邏輯解讀現實所

見，鼓勵學生從生活事件去學習本科，最

終希望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

 宗旨

一 . 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

二 . 協助學生掌握基本經濟學概念及理論。

三 . 協助學生運用經濟學概念及理論以了解及

解釋經濟行為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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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JACP 展銷會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商科
本校商科由兩個課程組成，包括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及中二級基礎會計科。

為了讓初中同學認識商科及提高高中同學對學習商科的興趣，本科除了每四年與電腦及經

濟科合辦電腦商科周之外，也會透過「商科學會」推動全校性活動。本科亦積極鼓勵同學

參加多項校外比賽，如全港中學生會計電腦軟件應用比賽、新界傑出商科中學生選舉等，

及為同學報考英國倫敦商會 (LCCI) 會計科考試及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HKIAAT) 財務會計

員基礎考試。過去不少同學曾在英國倫敦商會 (LCCI) 會計科考試中考獲良等及優等成績，

多位同學更考獲全世界第一、二、三名等驕傲的成績。而中六級陳琬儀同學及中五級鄭

耀權同學亦獲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HKIAAT) 頒發獎學金免費報考財務會計員基礎考試。

此外，本科亦重視商科同學對商業活動運作及對從事會計行業等方面的認

識，因此，每年都會為同學舉辦不同類型的參觀及講座或參加一些商

業實踐活動，使同學於商科領域內能夠有機會參與多元化學習歷程。

同學一

呢科學到嘅嘢非常實用，可以應用到喺

我地嘅日常生活入面，例如關於一啲股

票嘅知識，可以有助我大個後既投資。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獎學金

香港交易所

同學三

BAFS is a very interesting subject. It can 

arouse my interest in commercial subjects. 

Accounting is helpful for your job!

同學二

BAFS 看似好多嘢要讀，但事實上讀完後，

真係十分有用。因為會計與生活息息相關。

我沒有後悔，仲覺得好似「執到寶」。

同學四

BAFS 入 面 accounting 既 部 份 十 級 有

趣， 次 次 做 完 一 份 homework 都 好 有 成 功

感……Business 個 啲 都 有 少 少 算 common 

sense，背咗就得，暫時都算唔錯。

同學五

BAFS 這 一 科， 包 括 Business、Accounting

及 Finance 的知識，範圍廣而深，令人難以一

時之間全部吸收。但在 LKT 老師的教導下，令

艱難的課題變得更簡單，而且更進一步了解深

入的道理及概念。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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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中一至中三級普通電腦科的教學目標是希望提供機會讓同學

1. 了解電腦是如何運作及認識電腦的主要部件；
2. 掌握簡單的編寫程式技巧，以解決難題；
3. 掌握常用軟件的操作技巧；

4. 了解現代電腦在不同領域的應用，以擴闊同學視野；
5. 了解使用電腦的操守。

 中四至中六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教學目標是希望提供機會讓同學
1. 發展他們對電腦系統及資訊科技的知識；
2. 應用跟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概念和技巧來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3. 培養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溝通以及自學能力；
4. 評鑑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現今社會的影響；
5. 培養正確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態度和價值觀。

 科任老師

張素珊老師、趙小良老師、周淑娟老師、
梁鳳儀老師、梁廣輝老師、梁素斌老師、
吳幼祥老師、鄧潤康老師、尹鉅森老師、
楊嘉怡老師

電腦科硬件攤位

電腦科展板

25 週年開放日

電腦科軟件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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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體育科

每年香港的馬拉松比賽均錄得破紀錄的

參與人數，騎單車、到健身室的人也越

來越多，可見體育運動漸被人重視。運

動除可舒緩精神緊張與壓力外，更重要

的是運動可強身健體、預防痛症和疾病。

本校全體學生均須參與體育課，好讓學

生在繁重的學習下，舒展身心、放鬆頭

腦。本科宗旨在於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意志力和忍耐力，鍛鍊同學有健康的體

適能，能應付日常體能要求外，亦有餘

力參與康樂活動和應付突發事件。本科

也鼓勵學生注重個人衛生，建立良好的

人際關係、自律精神及經常參與運動的

習慣，最終能維持強健的體魄。

體育課堂除有提升同學體質的田徑、體

能訓練外，還有訓練協調、自律、團隊

精神的球類活動，而體操、踏板舞、社

交舞則培養學生欣賞美麗事物。本科也

善用社區資源，使課堂更多元化，例如

帶領學生走出校園打網球、保齡球和哥

爾夫球等。本科希望學生透過參與不同

的體育運動，從而挑選適合自己的體育

運動，並持之以恆，達致一生一運動的

最終目標。

128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Music
 Teaching Objectives

a. To widen students’ perspective to various kinds of music.

b. To help students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Team Work” through ensemble and instrumental 

training.
c. To generate interest in English among stud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a. Students will explore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watching a variety of music videos.

b. In order to put emphasis on “Team Work”, the Form One and the Form Two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erform in duet, whereas the Form Three students in duet or trio.

c. English songs in the forms of CDs and videos, along with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as teaching material.

 Form 4 OLE

The OLE consists of three different classes. They are the Choir, the Recorder Band and the Jazz 

Dance. There will be no examination for any of these classes; instead students will b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ir performance that takes place either outside or inside of the school. Our goal is 

for all our students to achieve an OLE (Art) participation time of 100 to 110 hours this year.

 E.C.A

a. School Choir

b. Recorder Band

c. Jazz Dance

d. Music Festival

e. Graduation Ceremony

f.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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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旨在擴展學生的視覺藝術經歷，讓學生透過視覺藝術創作，表達思想感情。

從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創意及想像力，共通能力和鑑賞藝術的能力，並拓展學

生對不同文化藝術的多元視野，緊貼藝術的時代脈搏，助學生日後在藝術方面的發展。

視覺藝術科的課程涵蓋了初中和高中，高中視覺藝術科是選修科目之一。本科老師有

兩位，陳恩銘老師和陳汝華老師。

家政科
本科是訓練學生日常生活技巧的科目，透

過多元的方法教學，使學生透過烹飪、縫

紉 課 來 學 習 日 常 生 活 技 巧 以 預 備 將 來 生

活， 從 中 帶 領 學 生 欣 賞 生 活 中 美 好 的 事

物，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教學宗旨

1. 培養學生建立端莊的儀表。

2. 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及鼓勵學生創作。

3. 透過理論探討，讓學生學習組織及管

理資源的知識和技能。

4. 從烹飪與針黹的製作過程中，讓學生掌握相關的技巧、
發揮創意、建立成功感、提昇自我價值。

5. 培養學生對他人的關注，使之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建立
和諧的人際關係。

6. 讓學生了解不同的社會、文化、經濟狀況及科技對家庭和
社群生活的影響。

各科專頁各科專頁

誰的蛋糕最好吃？

新鮮蛋撻出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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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科技科
 科目簡介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科技應用已不可分割。「設計與科技科」，
有助學生運用科技及設計的能力，以面對現今社會、經濟及科技上的需求。 學習範圍
科目的主要提供科技與設計的基礎知識及技能予學生，培養青年人具備創意及運
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以裝備自己，配合社會的發展步伐，從而為社會作出貢獻。 校本課程
設計與科技科，是集理論與實踐於一身的科目。同學可透過現今科技上提供的方
便，如內聯網、電腦軟件、影音器材等，學習並利用這些資源。配合自己的創意，
把吸收到的知識融匯貫通並製作工件，最終以匯報 ( 簡報表 ) 及成品 ( 工件 ) 顯
示成果。

 初中課程
三 年 課 程 中， 涵 蓋 了 基 本 電 腦 文 書 軟 件 如 Word、Power Point， 繪 圖 軟 件 有
Adobe Il lust rator 及 Google Sketch Up。影音硬件則包含攝錄機及數碼相機運
用。工具運用方面如熱熔膠槍、發泡膠切割機、電池電鑽等，皆在課程中有所涉
及。學期完結前的小組或個人滙報，便是學生全年學習的總結。

電腦繪圖設計

小組機械人製作

跨科研習小組協作

使用發泡膠機

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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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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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信 社

P U R L A R I S  ( p u r p l e  P o l a r i s )
紫色的北極星

自古以來，北極星都為途人作引

領的用途。今屆信社內閣將其冠

以紫色的光芒，希望成為能引領

社員，最璀璨奪目的紫色北極星。

信社的基本目標是「君子之爭，公

平競賽」，並引領社員在各方面共同

進步，於各項比賽勇奪佳績！

信社感言

大家要視自己社為你的家庭，而你

就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應該為社

無私付出。慢慢你會對社產生深深

的歸屬感，亦會從中獲得與別不同

的快樂和滿足感！

現在付出的汗水和努力都是為了日

後培養出優秀的社員，短短的六年

中學生涯應該要豐富，精彩！

來吧，一起為社瘋狂起來吧！

社 長 5D 殷政賢

副 社 長 5E 吳祖兒

文 書 5A 何家健

財 政 5E 楊汶湘

美 術 4C 蘇詩雯

康 樂 4C 胡舒婷

宣 傳 4E 林嘉婷

體 育 3E 蘇皓程

總 務 5D 李建榮

內閣名單

最近 5 年陸運會的成績

2008-2009 年

●  女子乙組第一名
●  個人全場總冠軍為信社

羅凱霖和林思宇同學
●  啦啦隊看台表演獎

2009-2010 年

●  女子乙組第一名

2010-2011 年

●  男子乙組第一名

2011-2012 年

●  女子甲組第一名
●  個人全場總冠軍為信社

羅凱霖和許文浩同學
●  看台佈置冠軍

2012-2013 年

●   女子乙組第一名

我們一班幹事們

信社奪佳績

自製信社卡片

信社人強馬壯

幹事辛勞準備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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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校友會為了增加校友與學校之

間的聯繫，每年都會舉辦一至

二次的校友會活動。校友會於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於 元 朗 西

鐵燒烤樂園舉行了盧幹庭校友

校董選舉及校友會仲夏燒烤同

樂日，參加的校友老師共約 50

人，當晚本會主席蕭泳鍶小姐

當選新一屆的盧幹庭法團校董

會校友校董，活動於晚上十一

時左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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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簡介

香港紅十字會創立於 1950 年，前屬英國紅十字會分

會，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而成

為中國紅十字會一個享有高度自治的分會，並一直為

香港提供輸血、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和賑災籌款等。

本年度領袖生團隊在總監溫國榮老師及副總監陳潔芝老師帶領下，本著「與你一同成長」的宗旨，

為建立和諧校園為己任。領袖生們為同學建立榜樣，維持校園紀律的同時，亦學懂如何應付同學

違規，在早會向全體師生匯報紀律情況，提高自信，勇於承擔。

領袖生不時接受不同訓練，如訓練營、行山活動等，提高團隊合作精神，亦培養待人以誠的品

格。還有籌辧周會，讓同學更了解領袖生工作，教導同學共建和諧校園。此外領袖生亦協助學

校不同的大型活動，如 25 周年校慶開放日迎賓工作、中一自行收生面試接待工作等。總之，

領袖生團隊是結聚了一群本校的精英分子，各人均品學兼優，更能成為盧中同學的榜樣及典範。

本校紅十字會

本校紅十字會現時共有會員 44 人，由 2005 年成團至

今，每年均於校內舉辦多項活動，包括捐血日、健康檢

查、一人一紅絲帶運動等，同時亦鼓勵會員參與不同種

類的服務，包括於校內運動會負責急救站崗服務、於學

校舉行典禮時負責儀仗工作、協助本區紅十字會成年團

籌辦區內活動，使他們能從助人中學習，扶助疾病及

患難人士，並從籌辦服務及友誼活動中訓練領導才能。

本團目標

本校紅十字會於來年將會提高會員各方面的訓練水平，

如急救及步操等，使其能有足夠能力服務社群，達到保

護生命及健康的目的；並會於校內繼續進行服務及活動，

如捐血、儀仗及健康檢查等，以達至服務社群的目標。

領袖生

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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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軍

少年警訊

學習與人相處、履行女童軍規律、保持身心健康、探討藝術、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學習

家務技能、享受戶外樂趣、服務社會，是女童軍從各項活動中去學習的『八項綱領』，令

到各位女童軍都可以發掘多種技能，建立自信心。

本校女童軍共 33 人

領袖：林靜智老師       副領袖：楊嘉怡老師       總隊長：許蔚琳

隊長：唐芷埼、蕭綺婷、羅方苑、劉子蕊、王潔瑩、黎樂瑤、林貴珊、黃紫瑩

我們的目標

讓會員透過參與少年警訊的各項活動，培養出服務精神和公民意識，協助警方撲滅罪行。

活動內容

本 區 少 年 警 訊 舉 辦 的 活 動，

如： 參 觀、 興 趣 班、 宿 營、

滅罪宣傳、探訪等。

校 內 少 年 警 訊 舉 辦 的 活 動，

如：會員大會、參觀、燒烤等。

女童軍訓練營，從不同的團體活動中學
習團體精神以及制服團隊應有的紀律。

會 員 大 會 上， 幹
事 用 飲 品 砌 成
"JPC"，真有心思

透過學期初的會員大會，在玩

遊戲的過程中，會員互相認識

2011-2012 年度學校支
會龍虎榜獲得優異獎

試後鬆一鬆，齊齊去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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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籃球隊

籃球是一種比較少女同學參與的運動，原因主要是這運動較為劇烈，也要在猛烈陽

光下練習，而且球員間很容易發生碰撞，所以本校女子籃球隊的成員數目也較少。

不過這情況沒有影響到我們教練教學的熱誠及專注，她深知人數少的問題，但她也

沒放棄，仍一心一意教我們。她曾說過︰「我不厭棄去教導一群不懂打籃球的人，但

很厭煩教導一群懶的人。」這可以看見她的耐心及苦心。雖然成員少，但是也沒有影

響成員的鬥心，正因為我們有一個好教練，大家都知道要取勝便要依靠努力、堅持、

不怕辛苦地練習，使自身的體能更好及技術得以進步。而在練習過程中，默契會隨

著時間而沉積，隊員互相之間的感情也日以加深。

一直以來，籃球隊的成績也頗佳，曾代表元朗區參加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雖然今

年甲組和乙組在八強止步，但是這情況絕對沒有使我們氣餒，反倒令我們的鬥心、

決心加強了！在賽後感到的傷心、不甘落後作為了我們的一股動力。我們很希望在

明年的學界比賽做得更好，創下佳績！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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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籃球隊

男子籃球隊，由教練陳文勇、

楊立富所領軍。我們這球隊都

是為了一個目標而組成的，這

就是所有學界籃球員都希望得

到的學界籃球冠軍。

本 校 的 男 子 籃 球 隊 是 一 支 不

被別人看好的球隊，球員的球

技 也 不 是 超 凡， 但 是 我 們 就

是有一顆強烈的求勝心，從不

喜歡失敗，因此由從前到現在，我們都抱住一個信念，

「成功需苦幹」，所有隊員都會盡量抽空出席練習，希望能將勤補拙，希望的不只是

在學界籃球比賽中爭取冠軍，而且也希望在大家技術提升後，可以在個人方面都能

獲取成績，例如能夠參與全港青少年代表隊等等，從而達成大家心裡的籃球夢想。

我們從起初是一班無心上進的球員變到現在對勝利

充滿渴求，當中兩位教練功不可沒。陳教練經常教

導我們，「球隊的存在不是因為自己，而是自己的

存在是因為球隊」，明白到當中的含意後大家都煥

然一新。雖然今年各組別成績都未如理想，但在

我們經歷長時間訓練後，我們已經由普通隊友變

成現在的好知己，即使最後的結果不同，但我們

更加享受的是大家一起練習的情況，一起受罰，

感覺特別不同。現在來說，團隊精神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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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女子甲組亞軍

千樹萬樹梨花開

女子排球隊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負責老師：黃結存老師

教練：曾昭瓊小姐、鄧曉彤小姐

甲組

隊長：6A 張美祺

隊員：3E 談蔚縈、5A 余美清、5B 賴盈瑾、5C 陳康程、5C 李文希、5D 邱家雪、   

6B 江恩鈴、6B 黃潔媚

乙組

隊長：4C 黃慧瑩

隊員：2B 劉懿滇、2C 曹欣兒、3A 何碧樺、3A 曾諾恩、3A 王曉敏、3A 黃家穎、   

3A 黃詩琪、3B 鄭素馨、3B 曾婉婷、3D 廖翠琳、3D 溫菀琳、3E 黃靜怡

丙組

隊長：2B 曹艷秋

隊員：1A 杜心瑩、1A 葉海迪、1C 陳紀汶、 

1D 陳直希、1D 鄭汶尉、1D 馮宝茹、    

2B 林祖怡、2D 周澆琳、 

2D 鄭素盈

本年度成績

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亞軍、 

女子乙組冠軍、 

女子丙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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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甲組決賽落敗了，能得到亞軍已不簡單。隊員們，還記得小組賽如何驚
險地晉級嗎？這是最寶貴的經歷，希望你們抱著不放棄的精神邁步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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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柳思廷 ( 前排中間 )、屈倩欣 ( 第二排右一 ) 回校協助訓練
感謝 2012 年畢業的首屆文憑試校友，女排舊生隊於 2013 年正式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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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粉絲們為盧幹庭吶喊助威 !

2012-13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排球賽季軍

2012-13 年度元朗學界排

球比賽亞軍 ( 男子甲組 )

鄧志康同學代

表香港於 4 月

參加學界埠際

排球錦標賽，

並奪得冠軍。

精英賽八強戰勝出的一刻，球員、師兄及教練們瘋狂慶祝！

文駿軒同學 ( 左 ) 及彭世賢同學的高
點擊球，實在令對方招架不住啊！

盧幹庭男排各隊員於比賽中傾盡全
力， 縱 使 面 對 強 敵 或 難 關， 各 人 都
會互相扶持，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
在 此， 我 們 男 排 希 望 各 同 學 都 能 跟
我們一樣，勇於面對任何的困難！

文駿軒同學 ( 左 ) 及

鄧 志 康 同 學 獲 選 為

精英賽的明星球員。

144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2012-13 年 度 元 朗 學 界 排

球比賽冠軍 ( 男子乙組 )

Mr. Chiu 為球員獻計後，

頓時令球隊扭轉局勢！

乙組球員經歷長達 5 個多月的奮戰，
最終亦不負眾望，踏上冠軍頒獎台！

雖然隊長高子軒同

學負傷未能上陣，

但他亦到場默默支

持隊友，他的體育

精神令人敬佩。

勝出一刻，球員開心得倒地慶祝，各

人 激 動 相 擁！ 相 信 勝 利 的 背 後， 球

員、教練確實付出了不少。球員進攻

及防守的配合，是下了不少苦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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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排球隊

決賽當日是本年最後一場學界賽事，本校甲、

乙組及中一球員到場為男丙排球隊歡呼喝采。

可見盧幹庭男排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的力量！

已畢業的師兄熱衷回饋球隊，他們與教練齊

心協力，助男丙排球隊襌聯元朗學界冠軍！

千樹萬樹梨花開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球證鳴哨一刻，球員瘋狂奔走慶

祝勝利，場面充滿活力！這是他

們代表盧幹庭男丙贏得的首個冠

軍，意義重大。祝願他們日後能

夠為盧幹庭贏得更多的獎項，視

甲、乙組師兄為榜樣，並於球場

上學會克服難關的毅力，經歷不

別具意義的校園生活。

賴 敏 文 同 學 的 強 勁 扣 殺，

是勝出首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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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盧幹庭男排獲得元朗男子團體排球總冠軍，球員再次被上戰衣，與獎盃拍照留念。從以上相片可見，他們都是熱愛排球的！

2012-13 年 度 元 朗 學 界

排球比賽冠軍 ( 男子丙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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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隊

乒乓球校隊是眾校隊中「最年青」的一個。成立的日子雖然尚短，但得到年青教練的悉

心訓練及隊員的自強不息，本隊先後培育出不少優質的乒乓球手，也奪取過不少公開

比賽的獎項，包括：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乙組團體季

軍及女甲殿軍；

●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兵乓球比賽 2011 年度團體冠軍；

● 2011-2012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女丙亞軍、女乙季軍及男甲第五名；

● 2010-2011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女丙亞軍、女乙殿軍及男乙第五名；

● 2009-2010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男甲亞、女乙亞軍及男丙第五名。

校隊成績愈來愈好，祝願各位隊員繼續努力，享受運動、爭取成績！

吳倩儒展示了令對手震懾的眼神！

盧中孖寶、實力強橫！

沉靜、專注的李睿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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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屋邨的奇蹟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與乒乓球相處了 8 年多。回想起這 8 年來與乒乓球的一點一滴，可說是百感交集，有喜有悲。一句話：「奇蹟是努力的另一個名字」。
乒乓球是一種富挑戰性，而且要運用腦袋的運動。由小學三年級開始，我受到同學們的影響而去接觸乒乓球。一旦接觸，即被其深深吸引着。加入學校的乒乓球訓練班後，很快便被教練推薦參加元朗區體育會的訓練班。接受教練的五年培訓後，我終於贏了一個我認定是最有成功感的獎項。

在這五年裡，我每星期會用四天，每次三小時去訓練自己。很多時候，我是一放學便咬着麵包趕到元朗區體育館參加訓練。相關的訓練一直持續著。然而上到中學，我卻每星期只能抽出兩天，每次練習兩小時。受訓期間，我經常受傷，更曾一度想過放棄練習。那時候，我的心情實在是很沉重。但經過教練的鼓勵後，我又重新振作，硬著頭皮繼續練習。最後，經過重重難關，我終於在全港的丙組錦標賽取得冠軍。

在這次比賽中，我擊敗的對手多數都是住在港島區或九龍區的豪宅，願意花大量金錢去培訓的有錢人；而我卻只住在公共屋邨，只是個願意花時間和體力的中學生。在物質條件方面，我是徹底的輸家，但那個冠軍獎項卻在時刻提醒我，「努力是不會白費的，世上仍會出現『奇蹟』。」

5C 陳晉生 ( 乒乓球校隊隊長 )

乒乓王子陳晉生的強力反手

快球進攻手一何湘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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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舞蹈組成員經多個月的排練，在周健老師、楊依婷老師的帶領下，憑「紅紅火火

好日子」於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當中獲得甲等獎。舞蹈組成員包括﹕ 5C 陳慧儀、

5D 陳可瑩、5D 周麗君、5D 霍蕙冰、5D 郭錦樺、5D 譚裕穎、5E 鄭欣鈴、5E 葉敏、

4A 楊玉鳳、4B 何莉莉、4B 文靜怡、4D 簡良芳、3D 羅方苑、2B 張凱桐、2B 曹艷秋、

2C 陳嘉奕、2C 李璟瀅、1A 陳圓圓、1A 李倬嵐、1A 王諾瑤。

「紅 紅 火 火 好 日 子」舞

形變化豐富，講求各舞

蹈員動作配合，同學揮

動 扇 子 拼 湊 出 各 種 圖

案， 配 合 音 樂 的 鑼 鼓

聲， 帶 出 了 喜 慶 的 氣

氛，祝願今天、明天，

永遠都是好日子。

舞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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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

足球這門運動雖然是很熱門的，

但在本校就不是很多同學喜歡。

近年，同學們自願組織球隊向學

校申請參加學界比賽，亦自動自

覺組織練習，增強球技。 現時本

校 有 甲、 乙 兩 組 足 球 校 隊， 而 且

練 習 只 有 依 靠 同 學 們 的 自 律 性。

因 此 近 兩 年 足 球 隊 成 績 不 是 很 理

想，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在下年

度，希望學校能再投放更多資源給足球

校隊，例如聘請有經驗的教練等等。此

外，我希望來年會有更多同學加入和參

與， 我 們 也 會 加 強 訓 練 團 隊 精 神 和 體

能。最後，我希望來年甲、乙兩組也能

夠在小組出線，更希望能夠晉身 4 強。

田徑隊

田徑是一切運動的基礎，任何運動均離不開

跑、跳、擲、爆發力、耐力等。田徑項目亦

是體能訓練中常見的項目。每年田徑比賽本

校 均 會 派 出 近 100 多 名 運 動 員 參 賽， 老 師

主要透過陸運會，體育課挑選有潛質的同學

成為校隊，參加學界比賽、聯校運動會及其

他公開賽。經練習後，同學技術水平得到提

升，各盡本份，盡力參賽爭取

佳績，令團體成績得以提高。

各校隊目標都是為爭取冠軍

而 努 力， 田 徑 隊 亦 不 例 外，

不過，田徑隊還有另一目標，

就 是 希 望 每 位 隊 員 均 可 不 斷

的 超 越 自 己， 要 擁 有 要 贏 他

人，先要戰勝自己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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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隊
自開校以來，本校就設有游泳隊，因人力資源及場地資源有限，加上同學游泳技術

參差，參加人數一直不踴躍，成績未見突出。直至近年，對游泳運動感興趣的同學

不斷增加。學期初，泳隊亦會租用元朗泳池加強訓練，參加人數因而大幅上升，加

上不少熱愛游泳的同學在校外亦有參與其他泳會操練，直接令泳隊實力大大提升，

取得一些好成績。上年度，男女子丙組均獲元朗區校際比賽團體殿軍。

泳隊以取得團體三甲為目標，為校爭光，泳員屢創佳績，借此宣揚並推廣游泳運動，

希望參加人人數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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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班

盧幹庭跆拳道班始設於 2004 年，由文武全才青苗培訓及獎學金計劃主辦、捷擊跆拳道館

專業教練任教，是校內唯一的武術類課外活動。全年訓練共分 3 期，每期 8 節，設 3 次

色帶升級考試。練習時間為逢星期一放學後（下午 3:45—5:00），地點為本校 504 室。

每 年 開 學 之 初， 跆 拳 道 班 均 會 招 收 新 學 員。 凡 有

政府書簿津貼資格（全費 / 半費）或綜援家庭的同

學，皆可申請本校的「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活動基

金」的全費資助，資助項目包括全年學費、升級

考試及聯校比賽費用，大大減輕家長的經濟

負擔。本校學員秉承「禮義廉恥，忍耐克

己，百折不屈」的跆拳道精神，習武強身

之餘，又積極參加聯校跆拳道比賽，

屢獲獎項，為學校爭光。此外，每

年均有學員在跆拳道及學業成績上

表現優秀，獲主辦機構頒發「文武

全才獎學金」，以茲鼓勵。

05-06 年度試後表演活動

07-08 年度學員與教練合照

06-07 年度學員與教練老師合照

09-10 年度學員與教練合照

12-13 年度學員與教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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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隊
越野隊與田徑中長跑項目相似，不過田徑的

長跑是跑運動場，講求速度較高，而越野跑

路程是在山野間穿梭，路程較長，坡度起伏

也較大，亦因為這樣，越野跑是充滿挑戰，

講求耐力，訓練運動員堅持，磨練鬥志的良

好選擇。

越野隊的學界成績平平，不過老師著重培

養運動員的鬥志，不放棄的態度，而學界

賽後的 BBQ 活動是辛勞後的最佳獎勵，亦

是學生最期待的時刻。目標是希望參與人

數一年比一年多，成績自然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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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

學校辯論隊近年參加校際辯論比

賽屢獲獎項：在「政經中國全港中

學 生 校 際 辯 論 比 賽」中 獲 全 港 亞

軍， 隊 員 於 多 場 比 賽 中 獲「 最 佳

辯 論 員 」 獎； 又 於「 香 港 聯 校 電

子 及 電 腦 學 會 全 港 中 學 校 際 辯 論

比 賽 」 中， 獲 全 港 季 軍， 隊 員 於

多場比賽中獲「最佳辯論員」獎。

成績不俗，因有源頭活水，中文科

老 師 每 年 在 初 中 發 現 有 潛 質 的 學

生，便推薦進入「辯論訓練班」接

受培訓，是以良材不匱，成績優良。

本年度主力隊員名單如下：許蔚琳、劉子蕊、羅方苑、殷婉晴、謝文鴻

盧 中 羽 毛 球 校 隊 成 立 於

一九九四年，現有男子及

女子隊，隊員包括中一至

中六級的同學。隊伍由陳

恩銘老師帶領，教練是張

林 成 先 生。 多 年 來 獲 獎 無

數， 成 績 頗 為 理 想， 去 年

女 子 乙 組 首 次 獲 得 冠 軍，

男子乙組亦獲優異獎成績。

除了成績外，最希望參與這

項運動的同學能享受到打羽

球的樂趣之外，還能領略到

運動的那份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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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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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攝影錄像小組 (AV Team)

大家好，我們是校園攝影錄像小組，由一群熱愛攝影的同學組成。在不少活動

中大家能發現我們的影子。我們的職責是負責學校的攝影，在活動中拍下校長、

老師及同學們的喜悅。例如陸運會、校慶，開放日、聯校結業禮等等，我們都

會總動員記錄當日的情況。很多同學也說羨慕我們能夠使用昂貴的攝錄器材拍

攝，十分專業。這些器材是我們向學校借用的。其實拍攝的工作非常繁重，我

們需要清楚了解活動的內容及流程，然後分配工作，留意每個細節，不能錯失

任何鏡頭。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補拍的機會。每次活動結束後，翻看照片，回顧

整天的工作，也能獲得很大的滿足感，從活動汲取不同的經驗及擴闊眼界。

組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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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戲劇學會

盧戲的前身：1987-2005 盧中中文戲劇學會在孕育發展。每年製作一齣戲劇，在試後活

動演出！

盧戲的蛻變：邀請校友陳仕文先生協助，推行「樂在舞台顯才華」計劃。

「樂在舞台顯才華」： 

透過戲劇訓練工作坊、學校戲劇節的綵排、演出及戲劇交流活動，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發揮演藝潛能。通過即興訓練、劇場遊戲、排練及演出，令學生進一步了解及學習有關

戲劇表演的技巧及知識之餘，更好讓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從中體驗及認識自

我，增強其溝通能力、培育學生對表演藝術的興趣，提高其自信心和團體合作精神。

2005-2012 盧戲的成果：共獲得五＋多項殊榮！

2012-2013 盧戲劇場概況：

07/2012 屯元天話劇比賽

劇目《一圓四角》獲得：  

最佳導演：吳靜儀；  

最佳劇本：李詠怡、李嘉琪、畢偉源；  

優異演員：李澤宏；最佳整體演出

14/12/2012—15/12/2013 繽紛色彩 25 年

25 位 學 生 穿 著 色 彩 繽 紛 自 家 創 作 (DIY)

服 飾， 散 佈 校 園 及 樓 梯 轉 角 擺 出 人 體 定

格 (Frezze) 造 型， 於 校 慶 當 天 14/2 下 午 及

15/12 上午，在禮堂、樓梯轉角及一樓平台以人形定格助慶。

21/12/2012—23/12/2012 参予「亞洲青年戲劇滙演」(2012、澳門 )

《第二屆亞洲青年戲劇匯演》（澳門．2012）共吸引 15 隊海外及本地隊伍參與演出，是

次匯演共分三回，第三回於 12 月 19、21 至 23 日（星期三、五至日）分別於戲劇農莊黑

盒劇場及文化中心小劇院上演，演出地區包括：韓國、台灣、香港及澳門。盧戲劇場第

二次獲邀演出，並再度接受香港電台的訪問。

4/2013 以 劇 目《誰 可 改 變》參 與「第 二 屆 不 賭 新 世 代 戲 劇 匯 演」，並 進 入 最 後 三 強，

27/07/2013 將舉行決賽！

5/2013 以劇目《破門》第四年進入「全港扶輪社話劇比賽」初賽！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破門全體演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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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戲劇場 2012-2013

接受香港電台訪問

盧戲校慶 2012

屯元天話劇 07-2012 大合照

今年是中文戲劇學會正式改名為盧戲劇場的第三年，有賴師兄和師姐往日所建立的榜

樣和會員的努力，盧戲得以持續發展。

今年盧戲因為名額有限，無緣參與一年一度的校際戲劇節。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遺憾的

事，不過我們分別以劇目《破門》參與「全港扶輪社話劇比賽」，並以《誰可改變》一劇

參與「第二屆不賭新世代戲劇匯演」。經過這些比賽，盧戲可向其他熱心於戲劇的人

借鏡，取長補短。

然而，盧戲成員於盧戲劇場所學到的絕不止於演戲或舞台知識。數年前的一句對白至

今依然使我印象深刻：「踩上台面，除了學懂做戲，還要學懂做人。」這句話並不只是

說得漂亮，而是因為每一齣戲都有賴很多人的合作，才能得到在眾人面前演出的機

會。當中對參與者的要求極高；守時、自律等是基本之外，更重要的是責任感、刻苦

耐勞、與不同性格的人合作的能力等，這些都是最有價值的得著。我們的戲劇導師教

曉我們演戲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GIVE AND TAKE ！當我們付出過努力，有些

得著，以及在劇場中的回憶就是我們所拿走的。

盧戲劇場絕對可再持續發展幾十年，到時還請 閣下到場支持，齊齊講一聲「盧戲

GOOD SHOW」！
會長：張耀隆

盧戲劇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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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會

班際戲劇比賽

同學欣賞 25 周年校慶短片《滿庭綠意》

黃蘭香同學與作家也斯合照 硬筆書法得獎作品

中文學會以弘揚中華文化，認識現代漢語知識為目的，舉辧不同活動，讓同

學提高學習中文的興趣。例如《盧庭集》我最喜愛作品選舉、硬筆書法比賽、

猜燈謎、班際戲劇比賽、短片製作比賽、司儀訓練班、自編自導自演課程、

電影欣賞。並提名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寫作比賽，如去年中六黃蘭香同學便

榮獲第九屆香港文學節「深情絮語」情書徵文比賽全港中學組亞軍，足見本校

同學各具才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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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bating Club
Do you think you can speak confidently in public? Do you enjoy probing into current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Do you want to meet more friends and develop better language skills? The English Debating Club is the perfect 
place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understanding current issues! 

This year, the English Debating Club works with 14 bright 
individuals in exploring the ar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asoning skills through a series of 
learning sessions and mini-debates.

Club information

Teacher advisors Ms. Ng Sin Han & Ms. Choi Ming Wah
Chairlady 4D  Kan Leung Fong
Vice-chairlady 5D  Lee Sam Yau Novia
Secretary 4D  Yip Ching Yi
Treasurer 4B  Lau Kwan Yi

The English Society
When the English Society was first established, it was open to 20 students. 
Members could brush up their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joining regular 
meetings. Today, most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are 
open to all students. Although the way of how the English Society is run has 
been changed, our aims have remained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years. We 
aim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outside regular 
English lessons and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goals,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 teachers-in-
charge try hard to design and run fun activities which suit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for example, Guess the Word Competition, Phonetics Competition, 
Folk Song Appreciation, Movie Appreciation, Pronunciation Workshops,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Workshops, Treasure Hunt and so on. Among all of the 
activities we have held, Scrabble Competition has been our all-time favourite.

Scrabble Competition 2012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nglish Ambassadors 2009-2010

Scrabble Competiti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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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rama Club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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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提高同學對普通話的興趣，以及提供平台讓同學學習和增加對普通話的認識。

主席：林嘉婷 副主席：樊春杏

財政：林嘉軒
文書：羅徽俊

總務：余宗信

宣傳：羅方苑

康樂：陳君嵐

普通話學會

美術：林婉婷

今年有幸成為主席，與幹事

的相處令我明白溝通及分工

的重要性。經過多次活動

後，我明白要成功推廣普

通話需要長時間努力。希望

以後普通話在我校能得到普

及，達成本會的宗旨。

今年作為普通話學會副主

席，在活動中讓我明白到要

舉辦一個活動並不簡單，要

舉辦得出色更談何容易？

所以我就知道做任何事都

必須全力以赴，顧全大局！

加入普通話學會讓我在待

人處事方面變得更成熟！

很高興擔任本年度普通話

學會的文書，負責紀錄會

議內容等工作，令我獲益

良多。我們舉辦了不同的

活動，我很欣賞幹事之間

的相處和團結，最終令活

動得以順利舉行。

參加普通話學會的活動，使

我對普通話產生濃厚興趣，

聽歌填詞是我最喜歡的活

動。今年我更當了學會的財

政，與同學一起工作，感覺

自已的普通話能力提升了！

在這個暑假，我打算應考普

通話水平測試，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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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會

為了提高同學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數學學會定期舉行集會和舉辦活動予全校同

學參與，希望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數學的有趣之處。

在上學期，我們舉辦了中秋數學燈謎競猜活動，又在學校開放日設置了數學攤

位遊戲，均吸引了不少同學參與。

而在下學期我們還會舉辦 Rummikub 社際數學遊戲比賽，讓各社同學較量一番，

運用不同策略來組合和排列牌局取勝，在過程中提升數學能力，又能享受樂趣。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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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
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創立的目的乃是希望藉著各種校內外活動，以至離港考察，一方面讓同

學深入認識祖國國情，藉以提升同學對祖國及國際事務的認知，另一方面則為同學介紹外國

文化，進而探討今日人類共同關心的全球議題。

因此，本學會舉辦各種適合全校同學參與活動，諸如：在校內舉辦與國情有關的小型展覽、

論壇、電影欣賞、好書分享等，同時舉辦印度文化週等，介紹外國文化；亦積極鼓勵同學參

與校內外與國情及國際文化有關的比賽，參觀不同外國文化機構，進行國內的考察交流等。

25 週年開放日壁報

學會製作的展板

─北京霧霾

初中國情與國際外交常識問答比賽

印度文化週的電影欣賞會

初中國情與國際外交

常識問答比賽初賽

印度文化週展板

參觀「秦始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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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台北環保考察交流團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通識學會

負責老師：孔麗芬老師、楊菁雯老師

通識學會旨在透過各類型的活動，擴展同學的

視野及提昇其時事觸覺。過去曾舉辦的活動包

括出席城市論壇、參觀立法會、環保博覽、歷

奇訓練營、探訪「籠屋」、時事問答比賽、台北

環保考察交流團等，參加的同學都樂在其中，

獲益良多！

財政預算案問答比賽
社際通識時事問答比賽

出席城市論壇，與主持人合照

雨中考察香港地質公園

通識攤位遊戲

參觀家有幾米展覽館
考察進行中，同
學專注紀錄資料

通識學會成員

通識學會主席：5E 羅嘉洛
「大家好！相信大家對通識學會的活動有一定的認識，我認為通識科其是有趣而生活化，而不是其他人想像中深奧而虛無的，希望大家享受通識這門學科所帶來的樂趣與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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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會

歷史學會

本學會目標是藉著活動
以提升學生對歷史科的
學習興趣及認識。同學
可以從不同的形式的活
動 ( 例如角色扮演、電
影欣賞、問答比賽及課
外參觀等 )，以增加對
本科的學習興趣。

本年度活動

1. 參觀香港科學園創新  

科技嘉年華 2012

2. 視覺魔術

3. 視覺魔術製作

4. 創意科學天文營 

5. 解剖

6. 翱翔紙飛機比賽

7. 葉脈書簽製作

8. 棉花糖製作

9. 水火箭比賽

10. 芝士製作

會 長 陳嘉永 (5E)

副 會 長 袁志強 (5E)

文 書 郭珈宜 (4D)

財 政 鍾嘉雯 (4D)

活動幹事 陳志鍾 (5D)

宣傳幹事 張瑋鈞 (5D)

服務幹事 曾展鵬 (5D)

本年度幹事會名單：

葉脈書簽製作

天文營大合照及講座

視覺魔術

水火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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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精 進 計 劃（Science 

Enhancement Scheme） 是

一 項 校 本 精 英 課 程， 旨 在

為本校有科學天賦的學生，

提供進階科學知識課程。

在 2010 年，5 位 同 學（圖

一）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

「香港 科 學 青 苗 獎 」，獲 團

體殿軍及最佳創意方案獎。

而 在 2013 年「香 港 科 學 青

苗獎」的比賽中，溫政培同學 (4D) 和鄭振聰同學 (3B)

是在繼黃淇釩同學 (2010 年 ) 後，本校另兩位同學能夠

在比賽中取得一等獎（圖二）。

而每年參加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主辦的「國際初中科學奧

林匹克一香港選拔」更是本計劃的重點項目。在 2011 年，6 位參賽的同學在這全港性

比賽中勇奪團體冠軍（圖三）。其中，袁詠虹同學和陳文澤同學更在比賽中獲得一等獎。

本計劃成立以來，共有 12 位傑出的同學經「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一香港選拔賽」入選

香港集訓隊 ( 見下表 )。

圖 二：「2013 香 港 科
學青苗獎」頒獎典禮

千樹萬樹梨花開

在去年「第四十五屆聯校科學展覽」比賽中，由羅嘉洛同

學 (5E)、 郭 嘉 文 同 學 (5E)、錢 樂 苗 同 學 (5D) 和 殷 婉 晴

同學 (5D) 所設計的「火場危險指示器」更顯示出本計劃

學員的那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對科學追求的熱忱。

2013 年，羅嘉洛同學 (5E)，郭嘉文同學 (5E) 和 陳 偉 欣 同 學 (5D) 代 表 本 校參加由香港科學館舉辦的「校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獲得團體第 12 名。

科學精進計劃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一香港選拔」入選香港集訓隊本校學生名單

2009 二等獎 ( 入選香港集訓隊 ) 羅嘉洛 (2D) 謝文鴻 (2D) 郭嘉文 (2E) 陳偉欣 (2E)

2010
一等獎 ( 入選香港集訓隊 ) 陳文澤 (2A) 袁詠虹 (2B)

二等獎 ( 入選香港集訓隊 ) 鍾嘉雯 (2A) 溫政培 (2B) 劉慶龍 (2B)

2012 二等獎 ( 入選香港集訓隊 ) 楊信立 (3A) 鄭振聰 (3B) 何詩 (3B)

圖一：「2010 香港科

學青苗獎」頒獎典禮

第四十五屆聯校科學

展覽一本校攤位 接受嚴展明校長頒發證書

圖三：主禮嘉賓湯敏思博士頒發
團體獎項予團體冠軍的本校代表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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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比賽獲獎

2013 年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棋藝學會
本校棋藝學會成立於 2009 年，目的是鼓勵同學參與棋藝活動。

棋藝學會在星期五集會，同學可以在放學後到 204 室下棋，包括圍棋、飛行棋、波子棋、

中國象棋等等。其中最受同學歡迎的是中國象棋，奕者喜其細膩綿密、氣勢磅礡。 

中國象棋是公平競技的遊戲，對奕結果，或勝或和或負，完全視乎奕者棋藝，沒有僥倖可言。

中國象棋另一特色是易學難精；對奕雙方合共僅有三十二隻棋子，走子規例相對簡單，因

此易學，但棋局變化多端，既要兼顧各子又要洞悉全局，故而難精。

棋藝高強者，必定具備精密靈活的頭腦，亦要有沉著冷靜的性格。反過來說，透過棋藝訓練，

同學的思維能力和心理質素都會有所進步。棋藝學會的目標，正是希望同學在智力和心性

發展上有所獲益。

我們不僅舉辦校內的棋藝比賽，更鼓勵同學參與公開比賽，讓同學與其他好手切磋交流，

增廣見聞，也藉此培養同學的體育精神和風度。

本校同學近年來在公開賽得到的成績。

本校棋會起步不久，需要時間發展，還幸有一批努力盡責的學會幹事，令會務得以順利開

展。展望將來，期待更多同學認識棋藝，享受當中樂趣，也希望同學棋藝進步，獲取佳績。

年份 比賽名稱 成績

2009 2009 年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3E 洪思遠 ( 初中組：全港第 16 名 )
5A 幸文洛 ( 高中組：全港第 13 名 )

2010 第一屆獅子會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賽 5A 幸文洛 ( 高中組：全港第 12 名 )

2010 2010 年度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2A 郭栩金 ( 初中組：全港第 6 名 )

2011 2011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邀請賽 2A 郭栩金獲邀參賽 ( 初中組 )

2011 2011 年度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團體成績：全港第 6 名 ( 初中組 )
團體成績：全港第 6 名 ( 整體 )

2012 2012 年度全港中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團體成績：全港第 4 名 ( 高中組 )

2013 2013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團體成績：中學組全港季軍
4A 郭栩金 ( 中學組優異獎 )
6C 黎珈均 ( 中學組優異獎 )

169



千樹萬樹梨花開

藝舍
藝舍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擴闊同學對視覺藝

術領域的認識，讓同學接觸不同的藝術創

作媒介，從而找出適合自己的創作方式 /

方法，日後加以發揮。本年度的藝舍由高

中視藝科選修生及 12 位中三級對陶塑創

作有濃厚興趣的同學組成。

高中視藝參觀活動

藝舍安排中五、中六級會員出席香港教育

學院文化及創意藝術學系於 2012 年 11 月

3 日舉辦的《新高中視藝科「作品集」》講

座與導賞。透過導賞員的細心講解，同學

們對於文憑試視藝科有進一步的認識。

中三校內陶塑創作

陶藝製作一般的流程為練土、塑形、素燒、

上釉、釉燒。捏陶與拉胚是我們最常見的

活 動， 顧 名 思 義 就 是 將 陶 土 塑 出 一 個 形

狀，待陰乾之後形成素胚，可以做陶刻或

是題字等。集會時，老師教授同學正確使

用桿麵棍、木模刀、針錐、刮板、黏土切

線等，令創作更有效率，事半功倍。

家政學會
家政學會舉行多元化的烹飪班，使同學有機會烹調中西美食。家政學會亦參與籌備學校

的二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培養同學的組織及領導能力。

本年度家政學會的負責老師為郭靜琴老師，幹事包括會長

4B 何莉莉、副會長 4B 黃玉茜、文書 4B 梁詠欣

12-13 年度藝舍幹事

25 周年校慶開放日的家政室

烹 飪 堂 製 作 芒 果 慕 思
後，利用芒果皮和核製
作環保酵素。加添在洗
潔精中使，環保之選

家政學會幹事籌備的攤位遊戲

學生組織專頁學生組織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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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A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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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同學的話：

1B 有 36 位不同性格的同學，再加上
班 主 任 一 伍 倩 僩 老 師。 不 管 1B 的 同

學有甚麼麻煩，她都會盡力協助我們，從
不拒絕幫忙。她就像 1B 班的明燈，帶領着
1B 走正確的路。我們犯錯，她會體諒；我
們傷心時，她會安慰我們；我們開心時，

她 會 與 我 們 分 享 這 份 喜 悅。 對 1B 來
說， 伍 老 師 是 1B 班 不 可 缺 少 的

一員。1B 班就像一家人一

樣，一起成長。

班主任的話：

很 開 心 今 年 作 為 1B 班 的

班主任！1B 班的仔仔女女都

很可愛，做事也十分認真。 

希望同學於未來的日子都

能 互 助 互 愛， 繼 續

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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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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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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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B

2B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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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班受老師們的關心和愛護，令我們十分感動！班上同學能融洽

相處，班上十分熱閙，這一年很開心。

我們班的成績雖然沒有其他班的好，也經常令

老師失望、生氣，但我們團結一致，齊

心，大家融洽相處，互相幫忙。

葉 老 師 希 望 2C 班 同

學「品 學 與 時

並進」！

Forever UnitedForever United2C2C

本班特色 :

●  同學踴躍回答老師問題

●  學習氣氛良好

●  團結一致 , 融洽相處

目標 :

沒有同學留班

成績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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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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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3C

首次當班主任的我除了注重他們的學業成績與品行外，我亦希望他們有

一個愉快的校園生活。陸運會班內接力比賽肯定史無前例，Pictionary 成

語篇的驚世畫作只此一家，校服版六人七足鬥得難分難解，飛拖鞋變飛

波鞋有趣絕倫。學年將盡，3C 同學們，你們還記得這些分組比賽嗎？

其他比賽成績：
●  陸運會中級組班際 4x100 米接力亞軍
●  上學期班際壁報比賽冠軍

第一組
鄭嘉銘 高迪鏗
李迪汶 劉凱茵
林  捷 楊詩詠

第二組
張君豪 鄧展程
鄧德彥 劉愛欣
吳漪雯 譚翹恩

第三組
陳旭恒 利兆輝
蔡兆鵬 陳祉因
陳梓澄 劉茵兒

第四組
李偉良 李鎮濠
鐘康廷 梁寶文
麥艷珊 徐芷欣

第五組
鐘耀朗 林梓楊
陳研詠 李嘉慧
樊詠彣 黃曉暉

第六組
周焯南 鄧鵠耀
莊芷欣 蕭綺婷
鄧懿琳 黃喻瑄

400 米接力跑 5 5 5 5 5 6 冠

Pictionary
猜猜畫畫

1 6 冠 4 5 3 2

單元一造句 6 冠 5 5 4 4 5
天凈沙·3C
新曲創作

3 4 2 6 冠 5 2

六人七足 3 2 1 6 冠 4 5
飛波鞋 1 6 冠 3 4 2 5

19 28 20 30 23 25

黃結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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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4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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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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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shine!Time to shine!4E4E

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veryone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open the door to the university !!!

Our goal

If we can reach out, we can hold on.

If we can imagine, we can achieve.

There is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WE ASPIRE,TOGETHER WE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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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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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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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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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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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樹萬樹梨花開
各班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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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師合照全體教師合照

第四排：余達明老師、陳予望老師、馮錦生老師、尹鉅森老師、陳恩銘老師、周達源老師、 
譚耀全先生、趙小良老師、黃國樑老師、周凱威先生、鄧潤康老師、葉佩東老師、 
郭富賢老師、陳德霖老師、陳兆光老師、陸濤老師

第三排：陳嘉華老師、陳楷雪老師、王紫螢老師、楊嘉怡老師、孔麗芬老師、黃潤章老師、 
王澤森老師、梁廣輝老師、陳寶瑜先生、溫國榮老師、黃結存老師、梁少顏老師、 
林雲就老師、葉素珊老師、張素珊老師、方秀晶老師、鄭婉怡老師

第二排：周淑娟老師、陳潔芝老師、梁鳳儀老師、林靜智老師、蔡明華老師、雷家艷老師、 
梁慧婷老師、方玲玲老師、蔡競欣老師、伍倩嫺老師、葉佩儀老師、蘇碧蘭老師、 
周允菁老師、李建青老師、陳汝華老師、黎玉嬋老師、郭靜琴老師

第一排：郭烜老師、葉秀英老師、顏聖德老師、陳文達老師、楊依婷老師、黃惠欣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嚴展明校長、吳幼祥副校長、關國成老師、Mr.  Dave  Baldoo、 
劉新發老師、鮑仲慈老師、盧其信老師、歐志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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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黃玲潔女士、李燕女士、馮玉英女士、梁福華先生、劉麗貞女士、黃月貞女士、勞許玉秀女士

第二排：楊菁雯女士、何慧豪女士、林國新先生、曾平先生、黎文宇先生、何鳳翬女士、孫德妍女士

第一排：何潔儀女士、張慧儀女士、周佩珊女士、吳幼祥副校長、嚴展明校長、譚美玲副校長、 
范寶玉女士、謝偉康先生、錢美芝女士

全體職工合照全體職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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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黃崇楨、羅徵峻、梁津銘、朱傑輝、羅瑞聰、黃祐樺、彭創榮、郭咏亮、馮煒堃、 
劉俊杰

第三排：馮嘉瑤、袁詠虹、何晏琳、陳嘉淇、葉蒨儀、張耀之、莊月晶、溫倩彤、黎穎瑤、 
李樂彤、簡良芳、樊春杏、文靜怡

第二排：梁慧茵、徐詠琴、劉芷慰、林嘉婷、陳文澤、王子俊、方煦蕙、陳慧儀、鍾嘉雯、 
陳曉恒、林貴珊、鍾穎珍

第一排：雷家艷老師、周允菁老師、方玲玲老師、陳文達老師、譚美玲副校長、嚴展明校長、 
溫國榮老師、陳潔芝老師、周達源老師、梁廣輝老師、陳予望老師

第二排：許蔚琳、秦嘉琪、黃美玲、許用崇、高子軒、鄧國悅、梁家翹、李文希、溫雅瑩

第一排：陸濤老師、趙小良老師、吳幼祥副校長、嚴展明校長、譚美玲副校長、蔡競欣老師、 
顏招傑

領袖生領袖生

學生會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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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A

1B1B

第三排：湯焙燊、潘宇坤、高家明、凌    駿、莫啟正、李奕輝、譚澤偉、吳尚烜、林俊銘、 
朱煒軒、郭宇軒、江詠嫦、姜泳彤

第二排：鄧慧婷、張天樂、張樂瑤、葉雪瑩、張敏泳、葉珮晴、勞惠儀、劉佩瑩、林思蔚、 
熊芷靖、梁碧芹、黃以琳

第一排：黃而彩、馬淑姿、李詠欣、馮凱琦、伍倩嫺老師、郭思玲、黎海琳、黃鈴、劉美儀、 
樊曉瑩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第三排：游萬成、香偉全、陳智鑫、李信和、鄧正杰、林逸韜、黃其翎、楊竣然、黃錦楊、

王偉康、詹日輝、蘇子遊

第二排：李倬嵐、黃芷琛、何沚澄、陸詩晴、林寶兒、吳宗泳、杜心瑩、葉海廸、葉靜蕓、

李鈺瀅、林     銥、陳倩儀、麥兆瑩、吳祉均

第一排：李柏誼、陳滙盈、葉靖雯、陳圓圓、莫美瑜、葉素珊老師、王諾瑤、葉藹琳、 
陳潔怡、葉嘉嘉、葉子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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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楊家堯、王曉天、李浩正、林健生、莊穎賢、李家俊、黃震東、黃嘉焌、李建德、 
李仁龍、蔡逸峰、梁柏浩、李達榮

第二排：邱凱瑜、黃健明、林恒欣、陳雅欣、黃媛旻、鄧家明、蔡宇健、江梓朗、黃靜詩、 
潘詩鏵、布嘉倩、黃曉瑜、黃乙月

第一排：何晞諾、劉易霖、張佩雅、吳祖琳、丘雅靜、楊嘉怡老師、周君婷、郭寳賢、 
劉雅詩、呂淑敏、陳紀汶

第三排：楊博然、黃浩霖、盧冠雄、李振沖、謝顯強、卓嘉良、吳裕昇、王振竣、邱天鴻、 
周健熙、馬沛鏵

第二排：梁晉榮、陳政堯、馮雅雯、劉欣儀、許蔚芯、英肖明、易嘉慧、葉錦欣、李懿蘭、 
劉懷欣、黃凱怡、鄺叡希、程子民

第一排：黎穎琪、李璧名、莊建靜、李寧怡、陳直希、陳楷雪老師、鄭艷慈、鄭汶尉、 
何子蕙、趙詠恩、黎晴曦

1C1C

1D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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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王昭碩、謝栢晞、莊奕晨、郭子宏、張宜杰、范戎昇、黃家鴻、梁智偉、陳栢青、 
周子聰、蘇慧達、戴兆禧

第二排：鄭德成、李炳賢、陳銀德、陳偉頌、趙崇斌、林屬安、曾慧怡、朱宇歡、陳伊妍、

黃芷晴、李家文、曾芷婷、范芷蕎

第一排：鄧瑩瑩、陶菀晴、陳嘉好、鄧凱文、郭富儀、陳德霖老師、姚欣彤、冼淑慧、 
莫莉婷、曾慧卿、布嘉棋

第四排：錢卓熙、范達燊、李尚均、胡    斌、黃鎮雄、鄧培燊、陳樂鈞

第三排：蔡聿銘、李昊泓、張少良、葉雲軒、文永杰、趙天樂、鄧中發、張凱桐、梁芷熒

第二排：劉懿滇、謝    戈、曾考怡、梁詠嵐、林祖怡、陳樂怡、梁巧欣、葉美寶、嚴詠儀、鄭嘉潁

第一排：林晞晴、黎恭子、曹艷秋、李芊琳、李俊霆、陳嘉華老師、黃梓晴、吳佳倩、陳慧婷、 
龔詠詩、羅世寧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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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孫文業、林永賢、陳子頌、鄧鎮熙、賴敏文、張永杰、陳昇、歐陽效俊、鍾成俊、 
凌尚哲、趙駿洺、歐陽采姍、鐘馨儀

第二排：鄧晶晶、羅文菲、胡嘉盈、文曉晴、卓曉婷、叢詩雅、曹欣兒、李沁茹、江恩淇、 
劉綺婷、朱芷慧、黃奕瑄、黃韻晴

第一排：廖瑞瑜、鍾雪兒、余秀君、馮子珊、李芷晴、葉秀英老師、郭倩婷、李璟瀅、 
黃凱彤、劉潔榆、陳嘉奕

第三排：陳栢斌、陳栢林、楊潤彬、王   強、黃浩倫、潘雨聲、吳子浚、郭漢生、鐘家熙、 
陳子揚、楊澤鋒

第二排：張凱瑩、陳安慈、張曉盈、李嘉玲、郭籽    、鄭素盈、郭小莉、陳芷盈、歐芷均、 
林鈺君、陳葆真、蘇文蕙、黃佩琳、徐朗然

第一排：陳思穎、張詠斯、賴加恩、李紫亭、黃曉明、顏聖德老師、吳倩儒、陳嘉欣、 
周澆琳、周芷蘊、陳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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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馮家卓、陳梓峰、何正為、楊信立、鄭小任、何梓楓、羅瑞聰、葉國森、夏寶男、

李卓成、龍婉晴、吳銘樂、梁敏婷

第二排：唐芷埼、洪茵婷、何碧樺、鄭詠心、林海茵、黃詩琪、王曉敏、黃家穎、李桂儀、

賴嘉敏、甘鐥瀅、張詠鍶、凌雅希

第一排：鍾曉霖、廖孝君、蔡康怡、蕭芷鳳、曾諾恩、梁慧婷老師、李慧琳、梁嘉慧、 
陳泳霖、袁嘉儀、郭韻晴

第三排：曾樂檳、梁文鋒、梁文翀、余宗信、劉曉健、文銳權、鄭振聰、鄭政峰、董浩峰、 
鄧力行、徐俊旺

第二排：吳芷晴、林茵淇、王鈴怡、黃子晴、盧彥霖、譚一諾、溫倩彤、鄭素馨、李樂彤、 
韓善童、林婉婷、梁淑梅、楊詠斯

第一排：黃詠琪、徐詠琴、張苡芯、林倩敏、陳詠琪、陳潔芝老師、陳君嵐、楊雅盈、 
張熙琳、劉芷慰、何咏詩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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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高迪鏗、張君豪、李迪汶、鄧鵠耀、鄧德彥、利兆輝、李偉良、鍾耀朗、蔡兆鵬、 
李鎮濠、鄧展程、鄭嘉銘、林梓楊

第二排：徐于棋、鄧懿琳、莊芷欣、劉凱茵、黃曉暉、陳旭恆、周焯南、蕭綺婷、吳漪雯、 
劉茵兒、陳祉因、黃喻瑄、鍾康廷

第一排：楊詩詠、樊詠彣、林    捷、劉愛欣、李嘉慧、黃結存老師、陳研詠、梁寶文、 
陳梓澄、麥艷珊、譚翹恩

第三排：陳鎮嵐、袁偉庭、陳燡朗、葉    霖、黃子鈞、羅嘉豪、劉杰燊、刁澤榮、文偉斌、 
黃啟豪、余淯楚、梁溢洋、黃俊彥

第二排：胡偉琳、羅雅怡、李欣婷、蔡詩敏、廖翠琳、劉宇軒、潘子謙、李俊輝、吳銘恩、 
劉思思、陳錦瑩、鄧曉悅、鄧佩瑩

第一排：周芷晴、蔡芷蔚、江錦玲、何湘茹、吳巧頤、周淑娟老師、彭銘杰、關雪敏、 
羅方苑、溫菀琳、潘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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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李志成、朱映全、何皓然、陳俊豪、黃祐華、劉子康、鄧祟傑、劉亦誠、麥健華、 
麥浩廷、余    裕、譚旭峰

第二排：黃靜怡、談蔚縈、吳家雯、邱卓瑤、陳    迪、洪煒賢、蘇皓程、鄺卓楠、鄧曉彤、 
姚書欣、關曉琳、吳詠欣、張嘉敏

第一排：孫咏詩、鍾沅霖、楊莉余、馮嘉莉、梁詩欣、張素珊老師、駱迆蕎、李子盈、 
黃詠茵、許曼婷、張莉媛

第三排：郭子軒、馮偉堃、高于軒、龍梓聰、李思進、文偉聰、梁成坤、黃宇新、馮智勇

第二排：曾潔麗、曾子鈞、梁穎妍、吳智豐、朱家軒、楊浩賢、李浩軒、黃寶恩、林    唐、

黃珮涵

第一排：黃康盈、鄭燕靜、羅家蘇、黃靜義、陳嘉儀、謝雪瀅、劉子蕊、趙美詩、楊玉鳳、

文嘉欣

第四行：王潔塋、陳慧馨、鄧穎思、莫小玲、梁鳳儀老師、李建青老師、顧寶塋、李睿婧、

李樂彤、葉    辰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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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郭嘉耀、邱比德、蕭志東、唐鈞傑、岑家豪、張煒康、林建希、蔡鎮旭

第三排：文靜怡、胡康淇、陳淑儀、梁俊傑、梁健益、黎樂瑤、黃玉茜、蔡婉盈、孫曉君

第二排：張藹珊、袁希彤、鄒寶霖、易嘉敏、劉鈞怡、林嘉敏、黃翠珊、陳希霖、徐嘉穎、

莫鈺冰

第一排：梁詠欣、何莉莉、黃曉晴、盧紫晴、王澤森老師、陳汝華老師、梁藝霖、羅小喬、

陳樂雯、鄭曉雯

第四排：鄭浩榮、梁嘉龍、夏志棠、楊軒偉、陳健誠、鄭弼中、姚國鴻、朱傑輝、江浩然 

第三排：梁睿行、陸偉豪、羅樂言、黃梓洋、何泳豪、屈俊杰、郭栩金、蔡澤鑫、鄭君年

第二排：陳家俊、曾浩然、廖智銳、樊春杏、陳淑雯、鄧盈慧、周雅怡、陳家豪、李煜峰、 
文浩權

第一排：胡舒婷、劉玉儀、黎淑琳、陳諾瑤、譚安兒、林靜智老師、吳嘉寶、黃慧塋、 
蘇詩雯、鍾穎珍、梁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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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陳倬健、彭創榮、陳文澤、梁軍灝、李珈熹、劉文浩、溫政培、陳煒鏘、郭咏亮

第三排：冼迪生、何宇軒、張錦輝、吳兆熙、劉慶龍、梁兆東、陳子祺、林嘉軒、黃崇楨

第二排：麥少霞、唐洛芙、吳宗盈、梁芷琦、彭成旺、陳興劍、莊月晶、葉蒨儀、簡良芳、 
陳曉霖

第一排：崔啟㼆、林貴珊、彭春韻、盧麗珍、何晏琳、陳兆光老師、袁詠虹、葉青怡、 
鍾嘉雯、張君瑤、郭珈宜

第三排：徐福成、鄧文源、梅晉豪、黃振維、李家樂、黃嘉豪、梁浩彰、梁津銘

第二排：程子宇、劉俊杰、羅梓健、羅徵峻、張嘉倫、蔡金成、馮奇英、梁皓棠、馮正官

第一排：戴詩敏、何紫欣、劉子晴、許蔚琳、張稀惠、張耀之、鄧嘉敏、陳嘉淇、何穎詩、 
謝雅雯、張佩晴

第四行：樊嘉琪、黃紫塋、林嘉婷、馮程程、馮嘉瑤、蘇碧蘭老師、梁熙旻、陳濠琳、 
吳雅賢、王家琪、梁淑玲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210



5A5A

5B5B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二 十五周年特刊

第四排：李洛斌、陳兆逸、李培榮、林煒聰、莫雋晞、彭志東、陳建坤、李富喬、黃啟文

第三排：廖昭維、區進堯、何家健、陳    森、許用崇、李榮祥、凌啟漢、鄒敏聰、梁子軒、 
黎君彥

第二排：郭琬琳、許銢湘、林凱琪、程靜欣、梁家翹、蕭垚樂、余美清、黎穎瑤、金佩茹、 
溫文敏、何秀瑜

第一排：黎彥谷、蘇樂琳、王淑慧、方梓維、葉佩東老師、鄧潤康老師、蔡芷蕎、潘穎澄、 
卓曉淇、陳翠珊

第三排：張偉楠、王名石、張展銘、陳禮健、冼著濠、莫俊騰、鄧志傑、唐煒僖、談曜樺、 
莫皓然、曾緯樂、梁嘉培、陳家偉

第二排：余顯嵐、黃靖芊、何潔玲、蘇映樺、洪蘇平、劉嘉怡、馮芷澄、張瑋婷、賴盈瑾、 
姚洛澄、鄧穎儀、羅穎恩、蒙嘉寶

第一排：黃樂樂、劉芷螢、陳宜君、潘蔚晴、歐志強老師、黎玉嬋老師、周淑娟老師、 
梅碧庭、李愷盈、陳詠珊、黃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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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鄧國悅、馬仲仁、關立堯、張瑋鈞、陳俊賢、曾展鵬、羅文俊、王子俊、文澤基、 
林恒安

第三排：殷政賢、譚朗唯、陳有誠、周承禧、王宏傑、李建榮、吳衛杰、祁志豪、陳志鍾、 
陳凌俊、李永康

第二排：郭錦樺、鍾鳴慧、朱雪穎、陳偉欣、陳可瑩、邱家雪、黃景瑤、殷婉晴、周麗君、 
李芯悠、方煦蕙

第一排：錢樂苗、易曉欣、陳麗寶、霍蕙冰、蔡明華老師、黃潤章老師、譚裕穎、郭佩珊、 
陳曉恒、吳美欣

第三排：李佳歡、郭偉迪、陳毅華、梁傑和、林君佑、禤彤飛、曾展浩、鄧志康、鄧家樂、

莫家偉、曾意邦、陳嘉浩

第二排：黃麗婷、羅曉彤、陳慧儀、黃淑華、李文希、陳康程、林灝燊、黃健峰、顏嘉敏、

鍾曉林、羅浩宜、馮懿婷、酆海倫、鄭家怡

第一排：陳綺婷、陳雪穎、謝愷彥、陳奕冰、鄭婉怡老師、王紫螢老師、張曉彤、黃海瞳、

李靖如、吳家煒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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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張耀隆、麥智豪、陳俊杰、鄭耀權、郭嘉文、袁志強、王富華、何景行、鄧展肇、 
潘嘉明

第三排：顏招傑、黃家哲、楊健豐、梁永康、李澤宏、陳嘉永、羅嘉洛、梁浚杰、黃朝君、 
楊柏濤

第二排：房曉晴、鄧佩欣、羅家歡、勞慧萍、秦嘉琪、葉  敏、黃美玲、鄭欣鈴、陳浩瑩、 
張曉彤、溫雅瑩

第一排：陳易玲、梁偉巧、鄧美琪、何鈺瑩、孔麗芬老師、雷家艷老師、何慧俞、吳祖兒、 
陳景拿、楊汶湘

第四排：陳家荣、蔡加慈、曾曉朗、梁俊浩、高煒東、黎學禮、陳煒濠、曹翔傑、鄧城鋒

第三排：黃心怡、陳玥晴、楊釗驊、盧慶倫、趙鵬達、吳海文、李嬿琪、余心彥、張美祺

第二排：郭靜琳、賴倩玉、魏美怡、王麗容、楊佳琦、陳詠恩、陳慧怡、鄧曉琳、陳樂怡、 
鄭綺婷

第一排：何    羚、李嘉穎、陳佩詩、陳晉昇、黃惠欣老師、陳文達老師、趙嘉瑩、梁淑賢、 
吳靜儀、潘琬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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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藍焯祺、吳逸軒、溫文康、陳漢森、鄧建彰、蔡宗和、黃晉寧、鄧學謙、郭偉鋒、 
麥俊彥、丁廣耀

第二排：蘇明珠、畢樂芙、徐瑞芬、江恩鈴、黃海晴、黃俊軒、林思宇、關淑茵、陳文鈞、 
胡    敏、駱倍樂、劉佩儀

第一排：張伊莉、何沛鐿、廖倩衡、敖雪玲、張均怡、楊依婷老師、梁慧琪、葉惠雯、 
羅沅玲、黃慧芯、李美兒

第三排：蘇建迪、李匡哲、朱文匡、彭世賢、文駿軒、羅智偉、羅建鴻、鄧柏麟、黃金鴻、

羅文烽

第二排：朱潔瑩、莫雅瑜、關子彤、黃卓希、黃楚欣、周翠婷、陳俏彤、黃嘉雯、黃潔媚、 
葉凱緹、郭瑋怡

第一排：蔡茜婷、周焰鋆、梁靖琳、霍倩儀、黎珈均、梁少顏老師、黃詠彤、陳琳、羅曉晴、 
吳海晴、卓曉彤

各班班相各班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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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陳錦華、何世賢、梁智喬、李俊樺、鄧家其、吳樹鴻、胡文霆、黃煜洪、張程豐、 
黃楚華

第三排：劉俊賢、蘇鎔山、饒頌銘、何鎮釗、洪思遠、林靖喬、楊恕雄、許方駿、鄧啟駿、 
陳梓童、胡善瑩

第二排：蔣潔蘭、邱立利、黃汝晴、鄭家欣、黃善汶、陳冠婷、麥鳳堅、魏穎琛、郭紀彤、 
胡子樺、鍾慧盈

第一排：林素媚、陳琬儀、李詠怡、伍鳳祺、郭富賢老師、趙小良老師、鄭紫琪、吳詠彤、 
朱素珊、羅雅琳

第四排：霍俊傑、余肇熙、陳嘉俊、陳承章、黃駿浩、白    龍、梁澍華、蔡俊賢、黃俊傑

第三排：畢偉源、莊鈞達、連俊杰、何家俊、留培元、仇詠豪、潘頌芹、劉昊澄、黃廣賜、 
李榮海

第二排：陳栩淇、馮祉穎、黃敏珊、葉嘉旺、王浩賢、余家傑、陳大朗、何永茵、陳海珊、 
葉貝莉

第一排：謝嘉瑩、劉純美、曾景欣、李巧欣、李嘉琪、馮錦生老師、彭芷晴、黃韻珊、 
文凱瑩、吳韻儀、鄧伏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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