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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使命及信念

辦學使命

School Mission

九龍三育中學於一九五零年創
辦，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育機構
(香港)有限公司屬下一所直資全日制
男女文法中學，為油尖旺區學生提供
以聖經教訓為基礎的高質素教育。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KSYSS), located
near Mong Kok, has been run as a co-educational Direct
Subsidy School (DSS).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50, it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to provide a high quality, Christian education
that is solidly based on Biblical principles.

我們相信教育能為社會培育一批
具獨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青年，使他
們發揮潛能，自我實現，為國家和社
會作出貢獻，以求「止於至善」，凡
事榮神益人。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s dedicated to
a quality education that provides the community with a
group of energetic teenagers who have a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reality from many perspectiv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valuate it with a sense of justice
and proportion.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excel
beyond their expectations and to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unity, as well as to our nation.

本校堅守基督化教育及學生為本
的原則，在各教育範疇追求卓越，本
著全人教育的方針，確保學生在靈、
智、體三方面得到均衡發展。
為要實踐以上理想，我們必須有
共同的教學抱負，本著有教無類、因
材施教的精神，為學生創造一個富關
懷和愛心的環境。同時，我們要讓學
生認識上帝，豐富他們的生命，使他
們活得更有意義。為了進一步實現教
育專業，提高教學質素，我們也要不
斷學習，與時並進。

我們的信念
我們 深 信 ， 無 論 學 生 的 背 景 如
何，只要個人願意，人人均能成功，
而真正的成功就是其潛能在自我與神、
人、物的和諧關係中，得以完全開展：
1.

對神，心存敬畏，願意遵從永恆
不變的真理原則，並努力尋找人
生終極意義。

2.

對人，關愛、體諒與尊重，用其
一生服務他人，造福社群。

3.

對物，用理智經驗去掌握，並用
智慧謹慎地使用，懂得珍惜，心
存感恩。

4.



對自我，勇於接納，追求成長，
用智慧明辨是非，塑造優美人
格，肯定自我，尊重自我，以致
能超越自我。

Our education is comprehensive, encompassing
mental, physical, social and above all, spiritual health
along intellectual growth and service to humanity
as our goals. We provide an academic curriculum
that reflects excellence in all its parts, allowing for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surround this with a caring
Christian environment for our children.
We believe teaching is a ministry, and our Faculty
and staff reflect this attitude. Our educators share
their diver se t alents, enc ourage grow th, and
recognize that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and
families go far beyond the role of formal teaching.
Being nurtured in a Christ-centered environment,
our students are taught to strive to live and love
as Jesus did. To prepare our children to live in a
complex, technological world, our teaching staff are
also committed to life-long learning.

Our Creed and Values
Every student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and
his success involv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a student’s potential in harmony with God and
nature. We aim to instill our students with harmony:
1. To God – a desire to look for truth with a humble
spirit and pursuit of ultimate goal in life;
2. To people – a willingness to love, to forgive and to
respect others and a love of serving our community;
3. To nature – a humble heart to absorb knowledge
and a wisdom to use the knowledge wisely;
4. To the individual self – a courage to accept and
overcome shortcomings for perfection of the
integrity; a wisdom to evaluate things with justice
and a sense of proportion; a passion to surpass
the present self and open oneself to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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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釋義

School Crest

「世界最大的需要是需要人—就是不能
被賄買、也不能被出賣的人；衷心正直而又誠
實的人；直指罪名而無所忌憚的人；良心忠於
職責猶如磁針之指向磁極的人；雖然諸天傾覆
而仍能堅持正義的人。」（《教育論》第五十一
面）

T h e K o w l o o n S a m Yu k S c h o o l C r e s t
symbolizes the vir tues our students are
taught to uphold. The centre par t of the
crest is a compass and we aim to provide
a sense of direction for our students. The
outer section comprises three circles with
lights surrounding them. The circles represent
the sincerity of our education work – for the
pursuit of truth, kindness and loveliness; for
the pursuit of wisdom, benignity and courage.
In all aspects in our life, we are doing what
the Bible tells us:‘Be perfect, therefore,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Matthew 5:48)

校徽採用磁針為中心，正是著重在訓練與
培養這種具有統一性人格而始終不變的人。
「止於至善」懸為校訓，不僅因為它乃是
《大學》之道的宗旨，也因為它正是為學、治
事和做人之道的終極目的。
三道圓環象徵圓滿、完整與完全：意指
教育與學習的工作，無論是在真、善、美方
面，或是在智、仁、勇方面，或是在立德、立
功、立言方面，都朝向基督的訓示—「你們
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馬太福音五章
四十八節）的「至」境而努力。
至於紅、白、藍三色，既表示熱烈、純
潔、光明，也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
三角形代表腦、心、手均衡發展，靈、
智、體三育並重的「三育」教育。這種教育
既是平衡、穩定、而可靠的教育，更是力爭上
游，永恆向上，務期「止於至善」的教育。
環外的光芒表示「興起發光」，照耀萬
方；利他服務，造福鄉邦；向外擴展，遠大無
疆。

The colors red, white and blue symbolize
enthusiasm, purity, brightness, freedom,
equality and devotion to Jesus and the
human race.
The triangular section of the Crest represents
the balance between spiritual health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while Sam Yuk means the
three types of education that we provide for
our students – spiritual education, mental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education is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The words ‘We will not stop until we reach
the ultimate kindness’ are written at the
centre of our school motto. As students in
Kowloon Sam Yuk, we have to treat others
with kindness and serve the community as
the ultimate goal in 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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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三育中學六十周年校慶感恩會
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致辭全文
邱校監、王校長、各位校董、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今天是九龍三育中學創校六十周年的慶典，我能
夠獲邀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實在感到十分榮幸。
我謹此向 貴校同人致以衷心祝賀。
六十年對一所學校來說殊不簡單，我國的傳統曆
法正是以六十年為一甲子，周而復始，循環不息。換
言之，一個甲子是一個循環的完結，也是一個循環的
開始。欣逢九龍三育中學甲子校慶，我謹祝願 貴校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在教學界續創輝煌，造福莘莘
學子，為香港社會作育英才。
回想六十年前，即五十年代，不少外國教會遠道
而來，弘教興學，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正是這群先賢
之一。他們在界限街建立九龍教會傳揚教義，繼而建
校辦學，先辦小學，再辦中學。昔日中小學並立的位
置，便是今天九龍三育中學的校址。九龍三育中學經
過悠久的發展歷程，以近年的發展為例，學校在二零
零六年獲政府批准轉為直資中學，又在二零零七年與
周氏宗親總會學校合併，得以擴展校舍，開拓教學空
間。
時代的巨輪不斷轉動，二十一世紀資訊澎湃，無
遠弗屆，現代人必須懂得如何解讀和迅速應對。香港
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不得不順應時勢、力爭上游。早
在十多年前，社會人士已非常關心我們應如何培育下
一代，俾能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他們亦對學校所提
供的課程、教與學的技巧，發表不少意見。有見及
此，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初便進行教育改革，首先是二
零零一年開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而新高中課程
亦已在二零零九年實施。我們期望種種教改措施可
以提供一個與時並進的課程，照顧學生不同的興趣、
需要、性向和能力，使他們擁有廣闊的知識基礎、善
於運用兩文三語、懂得獨立思考及掌握終身學習的技
巧，以應付社會的不斷轉變。
我喜見九龍三育中學緊隨教改步伐，為學生打好
學習基礎。在語文方面， 貴校致力提升學生的英文
水平，並獲辦學團體鼎力支持，增聘外籍英語老師，
為學生提供英語小組導修及組織各類英語活動。此
外，辦學團體更會每年獎勵優秀學生前往英、美、澳
等地交流。在課程方面， 貴校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均
衡的課程。據我所知， 貴校的選修科目十分多元
化，甚至包括日語，讓學生根據自己的性向和興趣，
作出適當選擇。 貴校還與教育局的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組合作，致力優化通識教育的課堂教學，協助學生

透過整理及分析搜集所得的資料，發展成為懂得獨立
思考的良好公民。
除了努力配合教改、迎接未來挑戰外，九龍三育
中學還提倡關愛文化。 貴校深信，無論世界怎樣在
變，一些核心價值是永恆不變的。故此，老師要有教
學熱誠，學生要自愛自律，才能薪火相傳。 貴校對
學生的悉心栽培，贏得家長和區內人士的信任與支
持。儘管全港中一學生人口下降， 貴校在本學年的
中一收生情況依然理想，足以證明 貴校的興學成績
斐然。
我很認同九龍三育中學的理念。事實上，無論教
育制度或課程如何改變，我們的目標仍是培養五育均
衡、全面發展的下一代。今日的社會競爭激烈，青少
年容易遇到挫敗和誘惑，看到青少年濫用精神科藥物
的人數有上升和年輕化的趨勢，我們實在感到痛心。
因此，教育局鼓勵學校由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學年開
始，制訂包含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政策》，整合校
內資源，營造一個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協助學生從
小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俾能發
揮正能量和抗逆力，茁壯成長。
人才畢竟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而人才出於教
育。行政長官在十月十三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指
出，政府非常重視教育，而教育也是開支最大的項
目，佔現時政府整體經常開支超過五分之一。他更承
諾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
育。相信各位都有留意，本年度《施政報告》提出的
基礎教育新措施包括：加強學校社工服務，為全港中
學增加兩成社工；在中小學推行一項試驗計劃，以改
善自閉症學生的溝通技巧；以及增加國民教育的資
助名額，讓中小學學生至少獲資助一次赴內地交流等
等。在大學方面，我們會增加學士課程的學額，讓更
多中學生升讀。我們期望上述措施可以進一步提升香
港的教育質素。
最後，我再次恭賀九龍三育中學六十周年校慶。
貴校在這六十年間一如得獎校慶標語上句—「六十
盡顯信望愛」；我也有信心， 貴校學生亦會一如下
句—「桃李展翅創未來」。最後，我謹代表教育局
再次感謝九龍三育中學歷屆的校監、校董、校長和教
職員，為樹人大業作出無私奉獻。我亦祝願在座各位
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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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基督 樣式
做 主的學生
九龍三育中學六十周年賀辭
「若 不 是 耶 和 華 建 造 房 屋，建 造 的 人 就 是

本 人 謹 代 表 董 事 會，以 感 恩 的 心 表 示 恭

枉 然 勞 力，若 不 是 耶 和 華 看 守 城 池，看 守 的 人

賀，同 時 也 對 過 去 六 十 年 來 對 學 校 關 心、愛 護

就 枉 然 儆 醒。」（詩 1 2 7：1）

以 及 奉 獻 的 人 表 示 懷 念、敬 意 與 謝 意。

學 校 是 上 帝 的 恩 賜 和 上 帝 的 保 守，九 龍 三

願 上 帝 繼 續 祝 福 九 龍 三 育 中 學，讓 學 校 成

育 中 學 今 年 過 6 0 歲 生 日，我 們 以 感 謝 的 心 來 數

為 九 龍 區 的 燈 塔，照 射 出 上 帝 的 榮 光，造 福 人

算 上 帝 的 恩 典 及 帶 領，並 展 望 將 來。

群。

歷 屆 董 事、校 長 與 全 校 教 職 員 生 所 共 同 付

「耶 和 華 啊！求 祢 聽 我 的 禱 告，留 心 聽 我

出 的 努 力，還 有 校 友 們 對 學 校 的 回 饋 及 貢 獻，

的 懇 求，憑 祢 的 信 實 和 公 義 應 允 我。」（ 詩 篇

此 等 前 人 的 恩 典 成 就 了 後 人 的 祝 福，讓 我 們 徜

1 4 3：1）因，我 們 是 祢 的 僕 人。

徉 在 這 個 九 龍 三 育 中 學 溫 馨 的 校 園 中，有 著 訴
說 不 盡 的 感 恩 與 感 謝。

校監 邱松海謹賀

謹 以 虔 誠 的 心，祝 福 本 校 百 年 樹 人 的 教
育，百 尺 竿 頭 再 不 住 的 向 上 提 升，為 學 界、教
會、社 會、國 家 繼 續 盡 心 盡 力，作 育 英 才，榮 神
益 人。
11

校長勉言

Thanksgiving and Heritage
As you flip through the pages of history of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traces of God’s
guidance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Sixty years ago,
the founders of our church and school tried their best
to do fund-raising. Overseas missionaries came to
this small town at the boundary of Mainland China
and together with local baptized members, they built
the Kowloon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In the
rooms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Church building,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classes were

承傳與感恩
翻閱九龍三育中學歷史，天 父帶領的痕跡隨處
可見。六 十 年 前，先 賢 們一 分 一 毫 籌 募 準 備，國 外
佈道士從 遙 遠的國土來到這中國邊陲開荒佈道，從
黑白褪色的照片裡瞥見高大的外國牧者，招聚 熱心
初信本 地會友，攜 手建 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九龍 教
會，再 在教 堂開辦 幼稚園及小 學。在昔日讀書 機會
彌足珍 貴 的時 代，這 所 現時 顯得狹小 的校園，當日
卻是宏偉地屹立在菜田花田間。

launched. The compact school campus and the
church building stood magnificent and tall among the
flowers and farm lands at that time.
Time flies and people come and go. Year after year,
infants and teenage students come and go. The
growth years of young people, a time when they
forge new friendships is definitely the most precious
stage in their life span. We are proud to be a part of

時 代 的巨輪 不停 轉 動，人事 更替，制度 變 遷，
一屆又一屆的同學進 入 及離開校園。學 校 生 活，朋
輩結交，孩童 與青少年時期畢竟是人生成長十分寶
貴的階段。個人 成 功與否受各種因素影 響，但 共同
經 歷 成長 的師生 友情，過程 無論是 苦 是甘，集體回
憶相信都是極其珍貴及不能磨滅的。
六十周年，西方人稱之為「鑽 禧」，喻其珍貴、
稀 有；東 方人稱之 為「甲子」，乃一 完 整 循環。不 論
是西 是 東，總 得 趁 此 校 慶 佳 期，全校 上下一心，數
算天 父 對 我 校 的 帶 領 與 恩眷。在 祂 親 手 帶 領 的 痕
跡 仍可 追尋 的 今日，我們製作 影 視 及 文字片段，紀
錄父神予我們的恩惠。

that time.
This school year 2010-2011,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s celebrating its 60th Anniversary.
In the west, a diamond, which is rare and precious,
is used to describe a 60th anniversary.

In the

east, 60 years make a complete cycle. We have
taken this opportunity to count God’s blessings
by producing a digital audio visual documentary,
together with this traditional printed journal, so that
we do not only record the footprints of our founders,

在 九龍三育校園裡發生的人和事，點點滴滴累
積，在此謹向天 父感恩，向一眾先賢致敬。
願榮耀頌讚歸與我們天 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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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offer our thanksgivings to our Heavenly
Father.

前任校長及教職員勉言
1 9 5 0

九龍教 會三育中學鑽禧
沈文墉長老紀念獎學金

-

2 0 1 0

鄧宗煊

今 ( 2 0 1 0 ) 年 為 九 龍 教 會 創 會 九十 七 年 及 建

執 事 繼 志，經 多 位 教 友 共 同 努 力，迅 速 集 得 款

堂 六 十 周 年，暨 九 龍 三 育 中 學 建 校 六 十 周 年，

項 四 萬 八 千 餘 港 元，向 政 府 申 購 得 界 限 街 5 2 號

堂 校 聯 合 慶 祝 鑽 禧 盛 典。 退 休 後 客 寓 洛 城 之

現 址 一 萬 三 千 方 呎 地 皮，復 蒙 當 時 遷 港 辦 公 的

該 堂 老 教 友 沈 剛 老 師，為 此 向 該 堂 奉 獻 十 萬 港

中 華 分 會 資 助 建 築，在 四 九 年 動 工，經 一 年 多

元，設 立「九 龍 教 會 沈 文 墉 長 老 伉 儷 紀 念 獎 學

而 建 成 形 貌 古 樸 的 大 教 堂 及 學 校。現 值 六 十 鑽

金」，以 申 祝 賀，分 別 獎 勵 九 龍 三 育 中 學 甄 選 之

禧，喜 氣 盈 堂 之 際，先 賢 締 造 艱 辛 勞 跡，彌 足

若 干 位 學 生，並 香 港 三 育 書 院 之 一 位 神 學 系 學

珍 念。捐 款 人 期 望 獎 學 金 可 以 持 久 運 作，願 盡

生。

其 棉 薄 繼 續 支 持。

按 沈 文 墉 長 老 與 教 會 及 三 育 淵 源 深 厚，乃
筆 者 先 父 舊 識。長 老 為 嶺 南 名 士，文 名 籍 甚，早
於 約 一 九 一 三 年 受 本 會 在 華 先 鋒 譚 愛 德 女 士、
許 華 欽 牧 師 禮 聘，以 客 卿 地 位 在 伯 特 利、三 育
兩 校 擔 課，繼 執 教 上 海 三 育 大 學，一 九 二 二 年
召 回 穗 任 華 南 三 育 監 學，二 八 年 受 委 任 校 長，
為 本 會 在 華 高 等 學 府 之 首 位 華 籍 校 長。後 以 辦
報 辭 任。三 五 年 移 居 香 港，時 九 龍 教 會 因 牧 師
被 召 往 海 南 島 拓 展 新 工，已 無 傳 道 人 經 年，沈
長老以平 信 徒而 義 務主 理 堂 務及傳 道 工作 達 數
年，至 新 牧 師 與 女 傳 道 到 任。僅 年 餘 而 香 港 淪
陷，教 會 諸 人 多 逃 難 或 流 失，僅 賴 女 傳 道 與 十
數 教 友 艱 苦 維 持 聚 會。四 五 年 夏 香 港 重 光，仍
無 堂 主 任。十 月 沈 長 老 旋 港，再 度 義 務 擔 當 堂
務 及 傳 道 工 作 兩 年 多，帶 領 及 呼 召 流 失 教 友，
齊 心 修 整 教 堂，因 租 賃 之 小 堂 鋪 位 狹 窄 殘 破，
且 環 境 欠 佳，長 老 首 先 與 教 友 倡 議 籌 劃 自 置 教
堂。迄 四 七 年 區 會 由 老 隆 復 員 廣 州，長 老 向 區
會 誠 邀 鍾 惠 波 牧 師 到 接 堂 主 任，四 八 年 共 同 推
選 陳 卿 雲 師 太 等 教 友 組 成 建 堂 委 員 會，積 極 展
開 籌 募 工 作。是 年 仲 秋 長 老 辭 世，夫 人 林 海 籌

13

前任校長及教職員勉言

九龍三育中學
創校六十周年誌慶

敬賀

界限街頭古教堂
全心振鐸送真光
莘莘學子遍遐邇
春風時雨顯芬芳
默默耕耘六十載
敬祝羣賢恩澤長
三育同臻靈智體
止於至善步康莊
梁惠康
高雲卿

九龍三育中學
六十周年鑽禧校慶

一本二枝
日新月盛
鑽禧六十
源遠流長

鄧宗煊

題賀

14

前任校長及教職員勉言

2 0 1 0
1 9 5 0

敬賀

九龍三育中學六十周年誌慶
歌頌讚揚宇宙主宰
九龍三育蒙主賜福
六十年來得主眷顧
作育英才榮耀主名
一切榮耀歸與上帝
天父上帝必定施恩
引導九龍三育前程
賜智慧能力與各位
同心一致順從主旨
齊齊分享主的真理
凡事高舉耶穌基督
誠心誠意教導學生
尋求真理止於至善

黃有群

耑頌

九龍三育中學六十周年校慶

弘道越百載

剛

樹人六十秋

沈

15

前任校長及教職員勉言

羅省恭賀

九龍三育中學六十周年校慶

作主忠僕
宣教社群
為人良友
服務鄉邦
鄧珮琪
蘇美顏
賴如富
伍潔芬
何秀珍

16

17

校董會成員

九龍三育中學 基督復臨安息
校監及基督復 日會教育機構
臨安息日會 （香港）有限
公司主席
港澳區會會長
伍國豪先生
邱松海牧師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港澳區會
部門幹事及九
龍教會堂主任
馮效良牧師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港澳區會
部門幹事
陳韋豪教士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港澳區會
司庫
馮肖歡女士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港澳區會
行政秘書
陳惠珍女士

基督復臨安息 九龍三育中學
校長
日會華安聯合
會教育部幹事 王頌恩女士
胡雅芬女士

School Board Members
2

九龍三育中學
家長教師會
代表
俞學瑾女士

18

九龍三育中學
教師代表
林家偉老師

九龍三育中學
校友會代表
韓秀芳女士

0

0

9

社區及
專業人士代表
黃憲中先生

-

2

0

香港周氏宗親
總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
周桂洪先生

1

0

香港周氏宗親
總會有限公司
當屆會長
周修忠先生

大埔三育中學
校長
余昌寧先生

香港周氏宗親
總會有限公司
監事長
周遠豐先生

60周年校慶

歷史回顧

六十年大事紀要
歷任校長
生活點滴
校舍剪影

歷史照片重溫

生活點滴

六十年大事紀要
歷任校長
生活點滴
校舍剪影

歷史照片重溫

生活點滴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歷任校長 及 六十年大事紀要
1951-1952

1953-1954

李達明 牧師(代)

許威廉 牧師

歷任
校長
1950-1951

1952-1953

陳道震 牧師

陳湖生 牧師

六十年

19
51

大事
紀要

2月
12日

19
64
夏

19
96
秋

1

19
97
6月

1

19
98
3月

1

19
99
5月

1

19
71

1

多媒體學習室開幕

1

五十周年校慶慶典

秋

秋

三育中學聯校畢業典禮

19
92

19
67

家長教師會成立

11月

1

1

校友會成立

20

19
90

夏

國，王頌恩女士接任校長
校長黃有群博士移居美

秋

1

19
65

增辦預科文科班

19
89

四十周年校慶慶典

黃有群博士接任校長

1

1

三育中學四校聯合畢業禮

1

開辦英文中學部

11月
8日

春

19
56

第一屆畢業
新制中學（五年制）

19
62

舊制高中第一屆畢業

校名改為「九龍三育中學」

1

1

1

19
53

東翼五層校舍落成

港督葛量洪爵士蒞校參觀

九龍三育學校正式開學

1

1

20
01
6月
3日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增辦高中一
「私立受助中學」體制
港府教育司署將本校納入

羅慶蘇牧師接任校長

初中第一屆畢業

開辦初中一年級

旺角分校」
校名改為「三育中學

梁惠康校長榮休

李嘉誠基金大樓落成

梁惠康牧師升任校長
鄧宗煊校長榮休

」
School
為「按額資助中學 Caput
由「私立受助中學」轉
港府教育署將本校體制

鄧宗煊牧師回任校長
羅慶蘇校長榮休

派位學校網
教育署將本校納入五年

英文中學第一屆畢業

六十周年校慶慶典

號

號

落實一校兩舍教學安排

初中部：界限街

周氏分校
高中部：詩歌舞街

10月

學校合併
街 號周氏宗親總會
區九龍大角咀詩歌舞
教育局批核本校與同

9月

資助中學
中學為非牟利直接
教育局批核九龍三育

5月

12月

20
06

2

舍啟用剪綵
署理港督戴維德為新校

14

52

20
10

20
08

20
07

14

秋

1

1

1

1

19
88
19
86
19
83
19
80
19
78
19
72

19
61
19
60
19
59

2

1

2

1

1

2

1

1

1

王頌恩 女士

梁惠康 牧師

1

1

1

4

3

2

黃有群 博士

鄧宗煊 牧師
居義理 牧師

1996 -現任

1986-1988
羅慶蘇 牧師

1989-1996
1980-1986

1954-1960

1988-1989 (代)

1960-1980

2 0 1 0
1 9 5 0

歷任校長 及 六十年大事紀要

21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校舍剪影

年新校舍花園街

三育中學
年改名為九龍

1
9
5
6

之校景

早期的三育外貌

校舍
剪影

1
9
6
2

定名三育中學旺角分校
年新校舍建成，

圖書館一隅

課室外走廊

教堂外望

實驗室

22

1
9
5
6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靈

才能及歸屬感
屬社組織培養學生領袖

歷史照片
重溫

2 0 1 0
1 9 5 0

/靈
歷史照片重溫

少年團升級授章儀式

禮堂靈育聚會

同心禱告

學生受浸歸主

聖誕聯歡同唱聖詩

上帝榮耀
屬靈聚會上同聲頌讚

前鋒會隊員宣誓儀式

教會制服隊伍前鋒會

23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地理科展覽

老師合照
羅慶蘇校長及黃德根
第一屆高中畢業生與

第一屆畢業生照片
年新制中學

學生在禮堂參與周會

畢業禮上師生合照

24

課堂學習情況

儀式
學生在禮堂參與結業

1
9
6
5

實驗課

歷史照片
重溫

智

/智
歷史照片重溫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年畢業典禮

聯合畢業禮
年 三育中學四校

1
9
5
9

1
9
5
5

典禮
三育中學四校聯合畢業

第二屆畢業生
年英文中學
1
9
7
3

2 0 1 0
1 9 5 0

/智
歷史照片重溫

四校聯合畢業典禮
年三育中學

畢業暨結業頒獎典禮

1
9
8
0

25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參加公益金百萬行前合照
年 月本校師生

學生音樂合奏

同學課餘下康樂棋消閑

管樂團成員

銀樂演奏

26

學校旅行

體藝

體育課情況
學生在天台球場上

歷史照片
重溫

1
9
7
5

3

/ 體藝
歷史照片重溫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歷史照片重溫

/ 體藝

1 9 5 0

-

2 0 1 0

學校旅行
呼聲電視表演
年聖 誕 於 麗 的

1
9
6
2

郊遊活動

本校弦樂團
師生欣賞畫作

師生欣賞畫作

27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陸運會頒獎留影

第五屆陸運會

陸運會啦啦隊比賽

體育課上堂情況

學校旅行

同學課餘下康樂棋消閑

學生小提琴表演

學生牧童笛合演

28

/ 體藝
歷史照片重溫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葛量洪爵士參觀課室

生活
點滴

爵士蒞校參觀
年港督葛量洪

歷史照片
重溫

1
9
5
3

葛量洪爵士參觀教堂

葛量洪爵士觀賞學生作品

署理港督戴維德蒞臨本校

港督為新校舍啟用剪綵
年戴維德署理

教堂
葛量洪爵士參觀後步出

1
9
5
6

2 0 1 0
1 9 5 0

/ 生活點滴
歷史照片重溫

教堂
戴督參觀新校舍後步上

舍剪綵
戴維德先生揮剪為新校

29

周年
60 校慶
歷史回顧

校園生活

．鄧宗煊牧師
．居義理牧師
．梁惠康牧師
前任校長合照：

師生合照

30

/ 生活點滴
歷史照片重溫

校舍剪影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周而復始

各班合照

初中及高中教職員合照

我們的團隊

各班合照

周而復始

校舍剪影
初中及高中教職員合照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校舍剪影

界
限 街

校
舍

2

3

4

剪 影

1 界限街校舍
2 禮堂
3 樓梯

5

6

7

4 課室外走廊
5 校長室旁休閒處
6 校務處
7 還記得火柴盒嗎？
8 圖書館一隅
9 實驗室
10 電腦室

8
1

32

9

10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校舍剪影

詩
歌 舞 街

1 9 5 0

-

2 0 1 0

1 周氏分校校舍
2 周氏分校校舍
3 課室
4 校務處

周氏
分校

5 圖書館一隅
6 實驗室
7 電腦室
8 音樂室
1

2

剪 影

3

4

5

6

7

8

33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初中教職員合照

王嘉浩 朱大為 馮志輝 張威豪 梁偉身 范木勝 陳國華 連永泉 蘇家偉 李恒斌
陳杏婷 呂穎珊 張玉琴 Cassandra Young 馮秋兒 Johnathan Souch 陳劍英 馮家露 蔡潔霞 黃潔英 卓君玲
鄭嘉穎 李愛群 張儆雯 鄭海恩 尹佩儀 陳惠燕 Miyanda Namakando 鄭麗玉 潘詠琪 邵立新 蔡容利 文笑芬 梁詩慧
黃俊賢 陳福興 林家偉 李展群 曾漢妮 王頌恩校長 李金良副校長 陳曉靈 林嘉韻 袁淑嫺 彭錫揚

高中教職員合照

李

芳 蔡

幸 劉嘉輝 Johnathan Souch 吳冠華 范迪生 Barrie Bidmead 歐

明 黃仁傑 陳源海 陳海天 盧嘉慶

趙詠恩 馮慧賢 鄭海恩 嚴丹瑜 林舫而 歐滃晴 Miyanda Namakando 陳瑞玲 黃愷琪 蔡敏華 鄭諾然 李惠敏 劉欣穎
馬景超 侯玄志 文偉雄 鍾志興副校長 王頌恩校長 陳麗蒖蒖 曾漢妮 黃愛珠 梁詠梅
34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1 9 5 0

-

2 0 1 0

2010-2011 年度 1A 班師生合照

張正熙 陳文傑 陳泯綿 羅添麟 張偉芹 許錦明 羅重然
黃振海 林可軍 曾浩文 何宗毅 楊浩賢 陳梓豪 李元通 鄺穎德 黃建瑜
蘇法融 劉嘉豪 葉敏琪 朱曉慧 庄 雯 朱欣梨 莊 蕾 張麗鈺 李嘉欣 甄祖儀
黎紫茵 梁穎妍 黎佩渝 劉浩鋒 林家偉老師 馮秋兒老師 蔡開心 鍾倩鳴 黃麗華 何慧詩

2010-2011 年度 1B 班師生合照

劉潤釗 周嘉浩 羅浩林 彭德豪 楊祖成 陳曉健 李卓臻 黃家佑 鄭荣杰 曾學文 何富源
梁晉熙 黃展琪 莫家禧 薛健文 何澤崧 黎靜婷 劉千虹 王蘭卿 陸健榮 馮俊傑 吳啟文 葉家威 劉珀旻
梁炘然 唐麗佳 莫淑君 梁 俊 陳福興老師 梁詩慧老師 王秋欣 張彩儀 王樂宜 林茵茵
35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2010-2011 年度 1C 班師生合照

劉智華 庾健華 鄭國豪 周景豪 陳詩賢 曾凱杰 何錦華 翟曉東 梁子龍 傅豪俊 黃梓軒
司徒子洋 伍玉麟 黃俊杰 伍樂津 曾 泳 葉紫彬 林欣誼 彭茵茵 黃樂欣 俞嘉樂 董汝新 李昱林 何凱軒
陳藹悅 陳佩雯 鄧雯筠 余鈺成 陳國華老師 黃潔英老師 張依嵐 陳映而 劉 湘 陳家愉

2010-2011 年度 1D 班師生合照

何澤賢 蒙淇昇 雷瑞祺 余諾賢 謝協麟 黃嘉賢
張嘉恒 葉譽軒 黃文浩 林澤培 陳傑榮 李志勇 謝天耀 李寶琛 于穆雄
梁曼虹 譚婉晴 鄧玉琪 胡嘉樂 王嘉浩老師 蘇家偉老師 鄧詠琳 陳嘉敏 陸嘉儀 盧韻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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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1 9 5 0

-

2 0 1 0

2010-2011 年度 2A 班師生合照

何嘉俊 黎志偉 曾慧峰 吳嘉傳 林 杰 譚家豪 葉浩熹 蔡子正 Singh Harmanpreet 陳振東 葉振雄 劉仲恆
呂尚智 張元山 李卓洪 葉海通 李炬威 崔偉浩 林亮星 鄭家豪 劉卓賢 黃文輝
葉煒軒 梁旨欣 朱慧欣 張彤湘 馮穎恩 梁詠珊 江思漫 張櫻礎 周綺筠 陳一曦
黃詠荷 方祖慧 羅敏喻 李思靈老師 Ms Cassandra Young 鄭嘉穎老師 潘穎聰 香婉儀 陳明慧 盧雁婷

2010-2011 年度 2B 班師生合照

鄭志顯 葉智輝 盧建邦 莫志勤 連東霖 黃愷恒 何炳傑
莫家樂 樊鎮霆 李元達 潘景成 李耀恒 林柏成 張文杰 任振豪 戴銘年 黃嘉誠
吳子軒 徐彥桁 葉智霖 溫詩敏 范嘉瑤 王嘉

曹安琪 王振宇 譚銘鋒 梁銳榮

簡慧華 湯麗詩 林巧炫 馮杰成 梁偉身老師 馮家露老師 陳敏俐 翟珮瑩 王禮君 李晴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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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2010-2011 年度 2C 班師生合照

鍾詠琳 張達荣 劉橋棟 陳志健 黃俊庭 區顯庭 賴育煌 鄧志華 雷凱傑
何琪昆 余泳熙 駱家偉 黃萬權 黃嘉健 李嘉勝 陸嘉俊 許浚彥 鄺池威 張釗祥
陳學謙 徐得晉 黃兆輝 黃瑞麟 彭咏瑄 郭婉玲 麥嘉敏 葉嘉熙 郭錫彬 林雄傑 羅偉業 鍾俊杰
丘美玲 黃燕雯 蔡淑恩 鄺 聰 李愛群老師 陳惠燕老師 陳慧琳 岑純儒 鄭嘉怡 鍾思娸

2010-2011 年度 2D 班師生合照

胡明德 何邦叻 鄧鈞裕 潘紹麟 張俊傑 任嘉裕 吳清林 謝健強 梁祖軒 麥嘉祺
梁洛凡 黃國健 林挺穎 鍾兆榮 陸朗文 羅家棓 陳錦明 王坤傑 王玉成 司徒俊傑 盧計誠
林美益 梁慧玲 黃嘉浚 倫子豐 潘詠琪老師 袁淑嫺老師 李雅芝 何家恩 梁雅詩 梁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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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1 9 5 0

-

2 0 1 0

2010-2011 年度 3A 班師生合照

黎明軒 陳啟然 梁均耀 吳俊鴻 黃 金 袁浩文 劉智輝
鄭樂賢 王頌威 陳烈威 李浩源 蕭竣丰 黎文敬 江凱旋 潘裕安 李偉健 林祥智
關藹莹 吳妙漩 徐識靈 任佩靈 黃水晶 馬詠欣 陳鎧兒 昌嘉穎 陸美婷 蒙紫瑩 殷麗霞 吳迦儀
陳家燕 文雅善 章 澎 麥嘉豪 李展群老師 陳曉靈老師 楊仲愛 陳加妍 莫詠琪 黃曉云

2010-2011 年度 3B 班師生合照

黃梓鋒 鄭穎駿 蔡偉彬 何 滽 鍾梓成 葉冠全 黃榮盛 黃嘉俊 李洛琪 陳偉新 岑顯豐 吳淦良
王健威 李國賢 黃嘉熙 衛詠琳 梁燕玲 黃苑精 譚錦穎 黃雁慶 陳家玉 楊志鋒 官文迪 劉梓健
梁芊蔚 項潔敏 李嘉芺 龔俊豪 李恒斌老師 蔡潔霞老師 顏建舒 陳瑩珠 張 穎 黎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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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2010-2011 年度 3C 班師生合照

林国根 陸杰彬 黃為駿 黃廣良 鄧志鵬 李立強 梁志偉 盧紹熙 陳權渊 陳錦豪
譚江成 陳智聰 楊嘉銘 蕭興建 鄧光正 吳冠樺 羅梓峰 蔡卓洋 麥健民 張銘鴻 朱衍為
盧家榮 林嘉朗 蔣佩珊 潘嘉怡 黎詠嵐 羅嘉雯 翁正瑤 黃嘉堯 周愛娟 吳應翰 謝展鵬
吳瑋亭 李金芝 李穎怡 李志強 蔡容利老師 張儆雯老師 王倩婷 談慧晶 黃嘉慧 陳穎誼

2010-2011 年度 3D 班師生合照

劉嘉俊 梁啟賢 李展權 勞俊杰 甄釗文 張澤榮 陳俊軒 陳柏濂 劉鎮業 羅海明 張振發
陳錦新 何政峰 何 力 梁德銘 雷啟發 周嘉慧 吳嘉怡 王嘉美 麥潔霞 吳森明 衛志信 陳銘峰 戴家俊
梁嘉彤 黃雪玲 羅海秋 任陞遠 黃俊賢老師 林嘉韻老師 梁裕婷 吳凱欣 王桂萍 李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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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1 9 5 0

-

2 0 1 0

2010-2011 年度 4A 班師生合照

周健霖 談震楊 陸湛明 歐耀偉 李嘉偉 何澤鵬 吳 宇
溫兆文 阮英悅 鄒建偉 許根權 茹惠淳 吳 楓 劉春達 周杰良 施聰涵
黃婉婷 林曉彤 任樂順 林振東 李浩傑 潘紹斌 凌柱旺 羅建發 譚天恩 戴 靜
江韵儀 劉佩珊 林雪冰 王俊瑤 蔡敏華老師 陳海天老師 賴志文 蔡佩詩 錢月莹 羅玉婷

2010-2011 年度 4B 班師生合照

吳鎮東 鍾有勤 李尚璟 樂彥麟 萬健偉 陳衍同 連宇航 黃雋諾 李文俊 李昇璟 阮寶旺 劉英健
李怡興 陳藝冰 蘇惠碧 馮德慈 張港怡 杜卓恒 陸健華 李耀斌 黃梓峰 張雋逸 羅怡祺 張嘉恩 雷妙婷
盧宛汝 馮婉萍 譚伊婷 龍浩仁 文偉雄老師 鄭諾然老師 曾 怡 莫佩玲 吳嘉恩 唐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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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2010-2011 年度 4C 班師生合照

殷銳新 侯一昌 伍俊輝 朱峻鵬 陳曉燦 吳家豪 何兆昌 陳樂文 林韋安 任威豪 陳錦永
林振南 林子駿 梁兆燦 麥靜匡 黃海富 任紹然 吳倫威 黃玉連 梁芷希 何思平 馮嘉喬 劉詠琪
張慧玲 陳欣圻 黃幟梅 黃國頌 歐滃晴老師 李惠敏老師 梁慧儀 莫綺琪 陳紫盈 梁靖雯

2010-2011 年度 4D 班師生合照

高家富 陳升華 黃浩華 陸彥博 鄧明進 馮森賢 李敬強 朱浩靖 馮俊傑 鄒駿偉 薛錦儡
黃信恩 吳婉汝 劉麗文 鄭佩雯 謝文強 游正僖 吳俊偉 游駿傑 葉希霖 林宝艷 陳穎浠 陳鴻利
楊小曼 楊冬雅 丘漪嵐 阮寶輝 劉嘉輝老師 林舫而老師 賴穎雯 何富玲 陳穎恩 鍾焯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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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1 9 5 0

-

2 0 1 0

2010-2011 年度 4E 班師生合照

葉嘉強 吳進賢 黃智健 羅宏正 李沛恆 薛佩健 梁偉傑
何家俊 梁梓華 曾家希 梁遠飛 楊運濤 郭宇漢 李達光 梅焯然 劉漢彬
李志光 宋浩然 麥軒耀 譚裕庭 范迪生老師 黃愷琪老師 何菲菲 袁綺雯 葉倩琪 黃靖誼

2010-2011 年度 5A 班師生合照

吳天華 鄧志強 文德軒 庾天耀 黃澤人 郭子豪 莫耀成 陸毅文 陳家偉
陳智樂 袁建業 楊偉成 吳耀漢 朱旭林 郭楚明 布浩然 劉凱弘 許海城 楊 晨
劉家祺 戚浩洋 何明敏 張泳檳 李曉霖 陳秋彤 周愛音 畢敏華 葉青霞
梁麗貞 劉詠儀 林雅芳 黎佩希 馮慧賢老師 許淑貞 李會靈 黃家欣 文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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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2010-2011 年度 5B 班師生合照

陳文浩 關懿達 林耀豪 譚耀龍 劉頌賢 黃家俊 陳奕瑋 畢樹榮 梁卓峰
高杏淇 黃穎怡 方祖儀 陳裕弘 譚惠銘 何輝龍 陳鈞洛 曾 婷 黃皓琳 蕭敏華
甄曼云 蘇穎彤 吳詠琪 歐海珊 范安琪 刁寶君 陳蘊怡 高佩珊 鄭頌衡 馬悅慈 孫芳美
梁美蔚 陳蒨誼 鍾穎詩 鄧正彤 黃愛珠老師 謝結華 戴雅宜 胡燕君 林可盈

2010-2011 年度 5C 班師生合照

陳文森 郭智豪 楊華泰 譚 傑 林永漢 麥嘉駿 朱俊傑 王立聰 侯煒輝
陳健彬 黃立豪 吳宏昇 關紹興 朱煒邦 陳家豪 梁紹熙 黃振豪 殷 琪 黃雪萍
邱淑雲 劉樂然 李慧儀 黃偉琳 馮泳彤 馮泳茵 梁咏欣 徐文栩 林麗怡 陳嘉碧 鄧家宜
劉麗君 岑楚君 張 霖 梁錫銘 Mr Barrie Bidmead 梁詠梅老師 黃慧雯 楊紫欣 蘇詠珊 黃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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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1 9 5 0

-

2 0 1 0

2010-2011 年度 5D 班師生合照

謝嘉文 徐德穩 連嘉傑 莫卓銘 曾潤燊 余昇麟 潘天翔 易潤康 葉信希
文迪龍 陸昶誠 鄧肇軒 譚震星 蕭保欽 何文俊 蕭裕銓 羅百鈞 陸冠良 任啟聰
劉佳欣 陳豔穠 廖慧馨 梁浩天 黃仁傑老師 趙詠恩老師 馮綺莉 萬婉怡 張文恩 黃 倩

2010-2011 年度 S6 班師生合照

蔡子苗 黃穎欣 林泳霏 吳紅杰 藍立輝 梁 日 馬仲綸 任志聰 李健偉 高倩瑩 吳芷欣 陳佩珊
黃穎彤 梁靜宜 林惠崎 李慧芬 陳佩瑩 蕭琬瑩 張嘉茗 葉慧楣 崔健怡 潘玉媚 朱琪妙 鄭伊玲 黃慧欣
馮嘉寶 陳姿婷 李仲嵐 林海華 蔡 幸老師 彭永豪 張 婷 湯綺雯 黃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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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我們的團隊
2010-2011 年度 S7 班師生合照

劉皓其 徐煒鎌 郭志豪 黃瀅天 何俊圻 梁智皓 黃卓騏
關淑儀 鄭樂欣 鄧雅琪 李麗珠 劉麗敏 黃凱怡 黃美卿 麥玉珠
邱淑貞 梁薏雯 劉家碧 楊詠嘉 林菁菁 黃嘉詠 江淑敏 趙善雯 蔣詠瑤 林佩晴
張雪穎 關頌恩 沈碧湘 李嘉雯 吳冠華老師 甘曉童 梁淑貞 劉淑樺 陳曼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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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訓輔工作

生德育工作

家教會

靈育組
教師專業發展

靈

校友會

學生德育工作

教師專業發展
學生訓輔工作 家教會
校友會

靈育組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靈

/ 靈育組
佈道活動花絮

校牧感言
曾漢妮教士
學校經歷上帝的恩典，至今已踏入六十
年。三育的核心是「靈」、「智」、「體」全人
教育，經歷多位前任校牧及靈育組同工默默耕
耘，用心救靈及無私的付出，至今培育了不少
感受到上帝大愛的牧者、傳道人及教會領袖。

2

面對世界價值觀的敗壞，我們深信人們需要
真理、喜樂和平安。「上帝愛世人」，願意每一位
來到九龍三育中學的學生，也能將基督的愛帶進
他們家中，使他們的家庭也能得著上帝的恩典。
願 神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帶領學校，在界
限街及詩歌舞街作光、作鹽，作育更多的英
才，榮神益人，俾使我們能完成上帝所交付給
我們的使命。

4

1

3

5

6

我們的服侍工作
學生方面：

7

培訓— 在不同的營會中訓練高中學生幫忙帶
領小組。
佈道— 藉多元化活動及查經，讓學生認識及
明白 神的大愛。
關懷— 為他們禱告，幫助有需要學生在學業
及個人成長上進步。

9

8

家長方面：
佈道— 藉不同節日舉辦家庭及親子聚會。
關懷— 接觸及幫助困難家庭，藉家訪及電話
關心他們。

10

11

12

教職員方面：
佈道— 藉不同活動及個別邀請，讓他們認識
福音。

14

關懷— 個別關心及為同工祈禱，在他們的生
日送上祝福。

1 校園團契戶外活動 2 2010年福音周 3 學生在福音周得獎 4 翟潤

13

15

17

18

全教士帶領團契活動 5 合唱團在聖誕節獻詩 6 2001年校園團契活動
7 2001年福音周同學領唱 8 馮牧師與受浸學生合照 9 校園團契福

音營 10 聖誕佈道晚會戲劇 11 少年福音營遊戲時刻 12 福音周 13 海
洋公園聖誕報佳音 14 在福音周中帶領同學祈禱 15 老師們在福音周表
演特別音樂 16 中一暑期興趣班崇拜演出 17 尖沙咀海旁報佳音 18 中
一新生迎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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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聖經說：「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
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6節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靈

/ 靈育組

1 9 5 0

-

2 0 1 0

我們的生活點滴

1

4

2

5

3

6

7

8

10

11

12

13

14

16

18

19

20

15

17

21

22

9

23

中一及中二暑期佈道興趣班 ∣ 1 結他班 2 口琴班 3 英文班合照
中一新生佈道訓練「升呢」營 ∣ 4 大哥哥教起營 5 終於洗完碗~yeah 6 為參加同學禱告
中秋親子晚會 ∣ 7 猜燈謎有禮物 8 同學很投入 9 大合照
春季及秋季福音周 ∣ 10 全體起立唱主題詩 11 老師帶領同學表演特別音樂 12 教士帶領同學領唱 13 外籍佈道士主講
少年福音營 ∣ 14 崇拜聚會 15 大合照 16 我們的小組 17 小組合照 18 早會時刻
聖誕節報佳音 ∣ 19 中港城報佳音 20 「詩苗」到酒店報佳音 21 預備演出 22 在街頭報佳音 23 海洋公園門口大合照
聖經說：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馬可福音 9:23)
"If you can?" said Jesu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him who believes." (Mark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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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回憶

8

2

3

4

1

5

6

7

9

10

11

14

12

13

17

18

19

20

21

福音戒毒體驗營 ∣ 1 與戒毒者一同合照 2 浪茄營大合照 3 在沙灘上玩遊戲 4 開飯啦
畢業生信仰再思營 ∣ 5 一齊玩遊戲 6 送安息 7 食完飯了
頌親恩之「向爸媽致敬」 ∣ 8 自助健康午餐 9 學打高爾夫球 10 教練教打高爾夫球 11
校園團契 ∣ 12 團契聚會 13 戶外聚會 14 與團契導師合照 15 陳教士帶遊戲 16 日營活動
九龍前鋒會 ∣ 17 山上集隊 18 穿制服集隊
其他佈道活動 ∣ 19 參加佈道會 20 藝人高皓正到校分享 21 聖誕佈道晚會 22 教會戶外崇拜
50

15

16

22

聚會後大合照

聖經說：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約翰福音 1:16)
Man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will he bring back to the Lord their God. (John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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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
莘莘學子

潛能盡展

本校一直致力在校園內將關愛的感
覺帶給同學。我們相信要成為一間充滿
關愛氣氛的校園，校方必須要做到按學
生的能力和天賦栽培學生，因此須以多
元教學模式和課外活動，讓同學按能力
和興趣發揮所長。與此同時，本校相信
受尊重、受讚賞的經驗可以激發學生自
省能力及自我求進的決心，是以建立一
系列獎勵機制，如推行已兩年的愛心書
籤計劃、「校長飯局」等，正面鼓勵同
學自強求進行為。我校多年努力得各方
認同，並連續多年獲頒「關愛校園」殊
榮。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持守關愛文
化，讓同學在校園內健康成長。
連 續 五年 獲關愛校園殊榮

關愛校園獎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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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欣賞文化

輔導組
本校輔導組的工作目標是配合學校各部工作，
協助同學在健康、愉快及正面的環境下成長及學
習。為了達至目標，輔導組有以下方面的工作：

為培養同學的「正面欣賞」文化，除靠賴本校導師平
日以身作則外，輔導組多年來均堅持推行「天使行動」計
劃，冀讓導師能在學業成績以外，嘉許同學在各方面的良
好表現。輔導組會將嘉許信件郵寄給學生家長，讓家長與
學生分享被欣賞、被肯定的喜悅。

4. 協助學生面對成長中的困難
1. 系統性德育培訓
本校每年在製訂全年計劃時，除照顧學生的學業成
績，亦會考慮到學生的全人發展。輔導組不單配合其他組
別給同學安排不同的周會，近年亦有幸得賽馬會資助，讓
本校學生參與「共創成長路」計劃。透過此計劃，初中同
學可每星期在班主任課中有機會與老師及同學探討有關公
民教育、人際關係、家庭關係、性教育等等的話題。除課
室活動外，輔導組亦積極安排同學在課室外學習。在剛過
去的學年，在賽馬會資助下，本校初中部合共五百多名師
生到海洋公園過了愉快的一天。雖然當日學生沒有書本上
的學習，但卻與老師及同學們鞏固了友好、愉快的關係，
相信對同學的成長更具正面影響。

除預防性工作，當學生在成長中遇到難於承受的困難
和挫折時，便需要有人給予同學適當的指導及情感支援。
故此，學校社工、班主任及輔導組導師會互相配合，並以
個別面談或小組傾談形式鼓勵及指導同學，好使同學走上
健康愉快的成長道路。
學生能在青少年階段中健康愉快地成長並非必然的
事，但我們亦深信在各方面的努力和配合下，總能令學生
「多得著一點快樂，少面對一點悲愁」。

2. 小組活動
1

項目性小組活動能針對特定學生組群更有效地達成預
設目標，如「共創成長路」的第二層培訓計劃便是。初中
部合共約一百位同學參加了六次不同的工作坊及兩日一夜
的訓練營，藉以「建立自信心」、「有效改善人際關係」
及「學會處理壓力」。在同學積極參與下，他們的評價都是
「獲益良多」呢！在過去的年月裡，輔導組與其他機構聯
手為不同組群同學提供不同活動，包括：「大哥哥大姊姊計
劃」、「多元智能挑戰營」、「成長的天空」、「藝術治療小
組」、「性教育嘉年華活動」、「EC校園」、「一個不能少通才
生活教育」、「新來港學童活動日」、「中一新生迎新日」、
「中六級迎新日」等等。同學透過參與這些活動，或許能夠在
他們的成長中，注入適切的積極能量，讓他們更正面的成長。

2

3

5

4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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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5

18

16

17

20

21

22

23

2003-2004年度活動花絮

2 0 1 0

19

24

1 性教育嘉年華，大家在自己的努力成果前合影 2 「成長的天空」計劃，分組活動最能培養團結精神
3 中六迎新活動。透過遊戲，新同學很快就能打成一片 4 「大哥哥大姊姊計劃」迎新活動

2004-2005年度活動花絮

5 為自己煮一窩熱騰騰的糖水，份外好味 6 初中同學學會服侍老人家 7 中一迎新，同學們感情增
進不少 8 來一張大合照 9 在營舍裏當然要玩集體遊戲啦！ 10 一個跟一個，難道有米派？ 11 「成
長的天空」計劃，這一隊成功了 12 「EC校園」活動，穿上特色服的同學與眾長者合作參與義務工作

2005-2006年度活動花絮

13 迪士尼樂園一日遊 14 中一級迎新活動，團隊合作項目的難度也不少啊！ 15 在營地正門來一張大
合照 16 行石澗真不容易，但卻能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17 這個隊形都應該算合格吧！ 18 繩網混合攀
石，同學又驚又想玩 19 看不見的活動也難不到同學 20 粗製濫造的後果便是「沉船」

2006-2007年度活動花絮

21 中二級多元智能挑戰營，趁人齊，先拍張集體照 22 體現合作精神的活動又豈止這一個呢？ 23 人多
不一定就能拋起一個球，合拍才是關鍵 24 這個活動不單止考驗合作精神，更考驗同學對團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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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迎新日營
為讓初升中學的同學能更快適應中學生活，
本校於每年暑假及開學初期的日子，設計不同的
活動及課程，供中一新生參加。在芸芸眾多活動
當中，「中一迎新日營」可說是最受學生歡迎的
活動。在日營當天，一班本來毫不相熟的同學及
老師，透過集體遊戲建立團隊精神，在笑聲中打
成一片，同學間友誼深了，師生間了解增多了。
這樣，在未來的學習生涯裏，同學間就更能互相
幫助，師生間就更能互相信任。

共創成長路
本校得賽馬會資助，於2006年開始推行「共創成
長路」計劃，旨在透過多元、有趣活動，建立初中同
學正面的價值觀，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同學以小組形式參與六個不同的主題工作坊，計
有：「自信心的建立」、「有效改善人際關係」、「處
理壓力的技巧」等，體驗及學習成長。除工作坊外，
同學更可參加兩日一夜的訓練營，在大自然的舒適環境
裏，學習紀律，發揮守望互助的團隊精神。

1

2

1 這是我們的全家幅，同學，你能找到自己嗎？
2 哈哈……
我們是三育校花！ 3 你們好，我就是他們的領袖──達哥了。

3

多元 智 能 躍 進 計 劃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是一個讓同學將學習地
點由校園轉到郊外的計劃。同學在活動中，需
迎接不同挑戰及接受嚴格的紀律和體能訓練。
同學在活動初期或許會對自己缺乏信心，但到
活動尾聲，往往都能建立自信，並能體會紀律
與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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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多元智能營結業儀式 2 同學接受步操訓練 3 學生到民安
隊圓墩營接受紀律訓練 4 中三級同學到西貢民安隊大灘參加
訓練營活動 5 同學接受體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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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奇訓練
為建立學生的自信心，提高獨立性、加強
抗逆能力，培養團體合作的精神及領袖才能，
課外活動組定期舉辦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宿營
及歷奇活動，如海上歷奇、歷奇挑戰營、體能
活力營、生活技能營、紀律訓練營及綠野戰士
團隊訓練等等，讓不同年級、不同能力、不同
類型的學生參與。

領 袖 生 訓練
1

2

本校領袖生秉承「止於至
善」宗旨，發揮良好的服務精
神，堪稱諸位學生典範，成就
三育純樸校風。另領袖生訓練
亦造就同學的領導才能，塑造
同學成為獨當一面的領導。

4
1 領袖生迎新活動 2 成功了！我們都
能克服困難！ 3 09年初中領袖生大合
照 4 挑戰難度，克服困境，是領袖生必
備素質呢！ 5 領袖生接受訓練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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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組-活動剪影

公民教育及社會服務組組長
陳福興老師感言
承蒙 神的恩典和慈愛，本校已踏入六十周
年。回望過去，公社組一直致力透過不同的學習
經歷和服務參與，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及團隊
合作精神。學生透過參與不同活動和服務，除了
能激發他們的領袖才能，更可培養他們的公民意
識，為他們將來成為良好公民奠下基石。
本組將繼續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和社會服
務，希望每一位來到九龍三育中學的學生，都能
實踐基督「不以役人，乃役於人」精神，為我們的
社會作光、作鹽，榮神益人。

1

2

3

我們的工作重點

5

1.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的技能，使他
們能以客觀態度分析社會及政治問題，並作出
合理判斷；
2. 使學生認識個人與家庭、鄰里社會、地區、民
族國家以至世界的關係，培養積極的態度和正
確的價值觀，從而對香港和祖國產生歸屬感，
並為改善社會、國家及世界作出貢獻；
3. 推動學生瞭解本港政制發展和議會選舉，進一
步提升他們關心香港的意識，鼓勵他們實踐公
民責任；

7

4

6

8

9

4. 使學生認識本港的特色及瞭解民主、自由、平
等、人權及法治精神的重要；
5. 使學生透過親身參與社會服務，瞭解各階層生
活，加深對社會問題的認識，拓展個人視野及
思想領域；
6. 安排學生籌劃及參與不同形式的社區服務，促
進他們個人成長，從而學習助人精神，關懷社
會，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7. 推動多項環保活動，使學生懂得愛護環境及關
注本港及國際生態污染情況；

10

8. 提高學生環保意識，鼓勵學生養成愛護環境的
習慣，更重視環境衛生。

1 心晴行動賣旗日─本校乃參與人數冠軍呢！ 2 禮貌之星─家
長日接待工作 3 三育社會服務團 4 向善計劃─「無所不能」義工
輔導計劃 5 盡展潛能Show-Show活動 6 三育社會服務團─家庭服
務日 7 長者服務日 8 「苗圃行動─童心一元夢」活動 9 中六級
社會服務計劃 10 三育社會服務團 11 「禮貌之星」選舉活動 12 盡展潛
能Show-Show 13 「生命有您」計劃 14 「共融新世代」計劃 15 「苗
圃行動─童心一元夢」助學籌款活動 16 「新一代清新『煮』意烹
飪」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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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

「耀陽行動」

活動是每年11月的一大盛事，透過售賣愛心
券，我們可把籌得款項幫助有需要長者。本年，
本校高中部於11月16至18日售賣愛心券，同學們
熱心參與，當中以5A班同學最為慷慨，全班39位
同學卻賣出了超過50張愛心券，另4A及5B班的參
與人數更達77%，表現較預期理想。

是以香港為基地，於2008年成立，以
「扶助貧困、滋潤心靈」為服務宗旨的非
牟利、和平、人道慈善組織。本年，我校約
五十位同學義工參與整理載有白米、副食
品、文具、日用品等物的福袋，並協助搬運
福袋和派發予受助者。

我們的心聲
2004

2005

「共融新世代」計劃─
同學、老師感想

「盡展潛能Show-Show」計劃─
同學、老師感想

S.4A 羅素情
這是我首次跟智障兒童接觸，又是最親近的一次
接觸。這計劃給我與眾不同的感覺。從前在電視看
見唐氏綜合症兒童都不太能照顧自己，但與他們相處
後，卻發現他們也能自理，不需依靠別人。雖有時也
鬧情緒，但他們實與一般小朋友一樣，也很可愛、活
潑。

S.4A 張佩儀
這活動令我更加認識唐氏綜合症的朋友。其實他
們和我們差不多。唐氏綜合症只是一種病，好像我
們平時感冒一樣，根本沒甚麼。他們的年齡雖然和我
們相差不遠，但他們卻有時也會像小朋友一樣，很可
愛，希望還有下次機會和他們一起玩樂啦！

S.4A 葉詠珊
我覺得今次的活動很有意義，因為它令我明白到
原來照顧一些智障人士真是要很花精神和體力的，例
如要照顧一個不懂表達的小朋友，你就要猜估他的需
要，所以很具難度呢！
S.4B 林雅仲
我是在一次巧合的機會下參加這次活動的，初時
感到非常的惶恐，因從沒有與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
友相處，但後來卻也能從惶恐的心情變得安心。因經
過這次的相處，我認為他們一點沒有想像中的難於相
處。
S.4C 黃鞠茵
我覺得這活動帶給我很多益處。初初認識時，他
們是非常靜的，不多發聲。不過自大家熟絡後，他們
就變得很熱情、主動，喜歡親近人和吃東西。其實他
們真讓我知道，原來他們真很熱情的啊！
陳福興老師
這活動除讓同學認識和了解智障兒童的個性及需
要，將來能建立一個共融和諧的社會外，同學也加深了
對弱勢社群的認識，更能體會到以生命影響生命，珍惜
現在擁有和不斷努力才可令生命活得豐盛的道理。

S.4A 陸凱莉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唐氏綜合症的人士，原來他
們跟我們沒有大分別，只不過是在智商方面比我們低
一點。我跟他們相處融洽，有講有笑！
我覺得這次活動令我對唐氏綜合症的人士更有認
識，並認識到新朋友。

2006
「苗圃行動─童心一元夢」助學籌款活動
陳福興老師感想
「愛的教育」應由我們的下一代開始。沒有體
驗，就不懂珍惜！若能讓年青學生明白一元的意義，就
可知道原來一元真的可以建立一所學校！透過每位學生
及老師一人一元的捐贈，愛心能重建我國山區危校！這
活動讓學生們學會珍惜讀書機會，並關心我國的同胞。
這次活動，我們共籌得千多元善款，用以資助重
建雲南山永德縣櫟柴村完全小學。本校學生都藉活動
體現到：只需付出一元，就可為山區小學學生將殘舊
不堪、百人共用廁所、捱不住風雨侵襲的校舍，轉化
成為一所具現代設備的校舍，讓雲南山區的貧困學生
可以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下學習。只要肯付出一元，一
元的意義可真無窮無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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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家教會

聲

經常被校長及各委員說我對家教會貢獻良多，實在愧不敢當。其
實 能 和 一眾既熱心又能幹的家長和教師委員合作，正是我的榮幸；
能有機會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更是我畢生最大的福氣。回想創會
初期，推展會務工作雖然繁重，但每遇困阻，校長必會提出很多寶貴
意見，並調動資源以配合，加上各委員群策群力，大家都以赤子之誠
參與會務，一呼百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我們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漸
漸成為好友，也漸漸對學校產生強烈的歸屬感，所以雖然我們的子女
現已畢業多年，但每當學校有甚麼慶典或活動，我們都會踴躍出席。
參與家教會工作的經歷，令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提升了，人際網絡擴闊
了，最重要的是，我和女兒的關係大大改善了。以前，我是個工作
狂，對女兒的關心，實在嚴重不足；對她的愛，只留在心中。這種所
黃天成先生
謂嚴父的愛，就連我自己也察覺不到，她又怎可能感受得到呢！自從
（家教會創會主席）
參加了家教會，與學校老師接觸多了，對女兒的了解也增加了；與家
長交流分享多了，我看見自己在教養子女方面的不足。我覺悟前非，一
改以往嚴父的態度，女兒都說我和善多了。為了抽時間教導她，我放棄了很多獲得名利的機會；為了激勵
她學習，我自己也報讀了公開大學課程，挑燈夜讀，以身作則。現在女兒已大學畢業，投身社會，工作之
餘還進修碩士課程。看著她健康愉快地成長，養成積極上進的性格，真令我從心底裡笑出來了，也真切地
明白到「教學相長」的道理。這不就是天下父母最想得到的回報嗎？假若當初我沒有參加家教會，我今天的
收穫必不那麼豐碩。往後的日子，我只希望能以愛，盡心竭力守護她，永遠做她的守護天使。我想，這也是
天下父母的心聲！

家長教師會的展望—
建構 和諧、尊重的教育環境
家長教師會成立的最大目標，是建立良好的關係──家長之間的關
係，家長和老師的關係，家長和孩子的關係。作為家長教師會的新任
主席，我衷心盼望 神的愛在我們當中，使我們都有智慧聽取各人的
話語，融合各人的心聲，以愛心建立溝通的橋樑，以尊重建構和睦的
教育環境。我想這是家教會未來的使命─在反映家長心聲的同時，
又能支持、認同學校老師的教育工作，使得我們的孩子也在我們為人
父母身上，學習尊重師長；在行使自由意志之先，要懂得服從權威。
我相信，「尊重」和「服從」是當代孩子在學習歷程中所不可或缺的
元素。有了這些美德，我們的孩子才會有一個好的學習心態。秉持著
這種信念，在未來的一年裏，家教會將繼續之前一切的關懷活動，並
且要努力鼓勵家長參與學校的活動，因為家長每一次的參與，都更能
了解學校安排的美意，肯定校方及老師們對我們孩子教導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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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現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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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歷屆主席名單
1998年3月–2001年10月 黃天成先生（創會－第二屆）
2001年10月–2005年10月 鄺澤坤先生（第三屆－第六屆）
2005年10月–2008年10月 劉繼祥先生（第七屆－第九屆）
2008年10月–2010年10月 梁靜儀女士（第十屆－第十一屆）
2010年10月

俞學瑾女士（第十二屆）

家長教師會成長歷程
1998年3月 中一家長教師會成立
1998年9月 改名為「九龍三育中學初中家長教師會」
1999年10月

註冊為「九龍三育中學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執委會就職典禮

2000年9月 家長資源中心開幕
2001年9月 推行「終生學習－校園親子生活大學計劃」
2002年6月

校園親子生活大學畢業禮
成立獎助學金，對象為中一至中三有顯著進步的學生

2009年4月

擴大已有的獎助學金，對象由初中擴展至高中
加入油尖旺區家教會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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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

一. 宗旨
1.
2.
3.
4.

聯絡校友，建立校友網絡。
成為校友間的信息分享傳遞橋樑。
作為校友與學校之間的橋樑。
扮演協助母校發展的角色。

1

二. 歷史
校友會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至今成立
十三載。
九龍三育中學自一九五零年創校迄今……曾在本
校肄業的同學，盈千累萬。
校友會之組織，遠在六十年代，早有此種構思。
八十年代鄧宗煊校長亦曾提此議。昔九四、九五年間
黃有群校長邀請梁惠康牧師策劃其事，於是招聚多位
熱心校友進行各項準備，特別為起草「九龍三育中學
校友會會章」搜集多份港九具歷史性校友會中英文資
料作為參考。經過多次開會，詳細斟酌，務求適合三
育精神及宗教原理為準。與此同時，又曾舉辦多次大
小型活動，選出若干委員。

2

3

九七年三月，現任校長王頌恩積極推行此項事
工，經多次開會商議，籌備工作終在各位臨時行政委
員群策群力下，終於大功告成。按照原定計劃，就在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七時半，在眾多同學支持
見證中，舉行「校友會成立典禮」。
（摘錄自校友會通訊第一期梁惠康牧師《校友會成立經過》
一文。）

三. 會長 的 話

5

朱兆源先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母校六十周年校慶
晚宴圓滿結束，回想當晚筵開數十席，熱熱鬧鬧的場
面，今天還樂在心頭。

4

席間見到不同屆別的學兄弟姊妹們、在職的或已
榮休的老師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及教牧們，人才濟
濟，聚首一堂─想必是母校、教會過去六十個年頭
風雨同舟、努力耕耘的成果。
母校六十周年校慶晚宴之所以得到空前成功並圓滿
結束，實有賴參與籌備的母校、教會及校友會的籌備委
員會會員的努力，以及各位的鼎力支持及踴躍參與。在
這個機會，請讓本人代表校友會，衷心感謝上述人士，
以及所有出席的嘉賓、老師、校友、同學及教友們。
本人在此呼籲大家再接再厲，在未來本著三育精
神，同舟共濟，互勵互勉，參與校友會事務，同心協
力，再創高峰，協助母校奔向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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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五十五周年校慶暨校友會成立八周年聚餐 2 校友會
成立十周年聚餐大合照 3 校友會成立十二周年聚餐大合
照 4 校友方敏一級榮譽畢業於理工大學建設及地政學院
5 陸運會校友代表隊 6 鑽禧校慶師生聚首一堂 7 校
友足球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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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訊重溫
回顧十年，本校校友會除舉辦多項活動及籌備
每年一度之校友宴會外，本會會訊更完成了一系列
榮休老師及傑出校友訪問，包括：方文偉老師、區
家賢老師、高雲卿老師、呂宇俊校友、關信輝校友
等。當中，最特別的是「三育中學校長系列」─
被訪的五位校長悉數均為本校的校友呢！

這個「三育中學校長系列」訪問了五位在本校
畢業的校長校友，他們不單學有所成，更將自己所
學及年青的光陰，全數回饋本會教育事業。他們分
別擔任區會轄下三育中學的校長及副校長，包括香
港三育中學、大埔三育中學、香港三育書院，當然
少不了我們九龍三育中學的現任王頌恩校長。

節錄校友訪問
1. 朱美美博士（前任大埔三育中學校長）
「朱校長在九龍三育渡過五年光陰，畢業至今
雖已逾三十年，談起中學的日子，她依然印象深
刻，尤其老師對學生的用心叫她感動至今，她自言
今天得以成為校長，有賴九龍三育中學老師的指
引。」……朱校長細述：「沈剛、梁惠康、張振邦
和李沈津等老師對學生都很關心，除了在課堂上，
課餘時間對我們仍照顧有加，好像我健康不好，他
們會買維他命丸給我吃，沈老師還找他的朋友替我
補習。」（節錄自2004年11月號校友會會訊）
2. 余昌寧博士（大埔三育中學校長）
余校長的鬼馬性格，亦可從中學時期可見一
斑：「那時就算被罰我也很合作，為什麼？因為趕
着去踢足球呀 !」……「我中學時又頑皮，成績也不
好，直至中四下學期，有一天上方文偉老師的英文
課─ 方老師在我心目中是很有威嚴的老師，一個
凌厲的眼神已經可以令同學變得乖乖。」（節錄自
2006年5月號校友會會訊）
3. 劉順安校長（大埔三育中學副校長）
「在註冊時，羅慶蘇校長親口問我：『為何
選擇這所學校？』我的回答是：『爸爸為我選擇
的，因為他知道三育中學是一所好學校。』這是
我人生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也是天父的旨
意……。我所得到的不單是書本的知識，更重要的

是我找到永生的盼望。在主內蒙恩，今天自己的太
太原來也是九龍三育中學的畢業生，怎能推諉這不
是神的安排？」（節錄自2005年5月號校友會會訊）
4. 王頌恩校長（九龍三育中學校長）
「問及王校長唸過哪一所三育？她的答案竟
是 ： 『 全 都 讀 過 。 』 …… 王 校 長 笑 說 ， 只 要 曾 在
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間，唸過九龍三育中學的，沒有
學生會忘記羅慶蘇牧師和師母。……經歷教學生涯
多年，能夠肩負九龍三育中學校長的職位，王校長
要面對的挑戰比初出道時只是面對頑皮學生問題要
複雜得多。……王校長說：『時代不同，學校必須
跟著時代進步』；而九龍三育中學多年來唯一不變
的，就是老師和學生相處本著關懷愛護，『成年人
只要肯交心出來，小孩子是會感受到的。』」（節
錄自2007年3月號校友會會訊）
5. 鍾志興校長（九龍三育中學副校長）
「在九龍三育中學的中學生涯，是我成長歲月
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階段，這裏給我無數的愉快
經歷。記得朱天明牧師曾說：『在三育中學讀書，
若不相信上帝，便如入寶山空手回。』」（節錄自
2005年12月號校友會會訊）
盼望校友們看完這個訪問系列的節錄，更念母校
「止於至善」的精神─作為三育人，毋忘三育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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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點滴

1

2

6

本校教師福利及發展組旨在協助校長實踐學校目標，並透過不同
活動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各部門合作，發揮教師團隊精神，建立互相
欣賞、支援、友愛、融洽的教師文化，促進教師間感情。另本組亦致
力協助新同工適應本校的教學環境及綜合管理教師福利事宜。
本組歷年舉辦活動不勝枚舉，計有：一年三次的教育專業發展
日，聯誼活動則有：九龍三育廚神爭霸戰、燒烤樂、大食會等等。
本校擁有一班具資歷、富教學經驗及熱誠的老師，熱心投入教育
事業，在得到校方及所屬教會支持及提供各方面協助下，教師福利及
發展組工作當可順利開展及圓滿成就。

9

8

7

教師福利及發展組

5

4

3

1

道風山教職員退修日營 2 教職

員同遊昂坪 3 教師們同坐水晶纜車
4 04年教師福利組舉辦老師聯誼烹
飪比賽，老師們在品嚐參賽同事厨藝
5

05年教師聯誼日在西貢舉行燒烤

會 6 老師們充滿童真，一起玩講求
合作性的遊戲 7 王校長及幾位老師
共享燒烤樂 8 06年教師發展日，嘉
賓講者分享課堂提問及分組教學技巧
9 09年教師發展日，林家偉老師聯
同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為全

校老師分享探究式學習教學策略及專
題研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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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介紹
全方位學習
圖書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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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智

教務工作之行政架構

部署銜接 與時並進

本校教務工作由科組及校本課程發展組負責，
成員由眾科主任組成。本組主要工作乃提升學習氣
氛、釐訂教務工作方向及妥善處理教務行政工作。
隨著一九九九年教育署提出「校本管理」，
著意下放權責，加上本校在二零零七年正式轉制
為直資學校，學校更能靈活運用資源管理和發展
校務，但與此同時，亦加強學校本身的問責性，
發揮高透明度的行政管理精神。本組在制定政策
時，需顧及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新學制下的大學
收生要求、家長期望及學生潛能發展等，經周全
考慮、諮詢和計劃，才作最後定案。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本組已作出多項部署。
初中多年前已開設通識科，與教育局校本課程發
展組合作，拓展學生視野，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及培養批判思維，配合新高中通識課程。更且，為
豐富同學其他學習經歷，本校已開設生活教育課
及星期二活動課，提供多元化課外活動。本學年
（2010-11）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以期
課後多元化課程能培養同學的共通能力，成為他們
重要的學習經歷。另為提供多元化課程，照顧同學
不同需要，多年前已與外間專業機構合作開辦視覺
藝術科及基礎酒店營運等藝術及應用學習課程，配
合高中學制多元化的趨勢。為增加學校教學空間以
便新高中多元化及分組小班教學，本校於二零零八
年正式獲得大角咀詩歌舞街周氏校舍。

課程發展 全人教育
由於初中課程不斷膨脹，課程內容重疊和
過時，使學生「負擔過重」。更且，自從中一
派位改為三個組別後，學生質素參差，因此更應
給予他們適切的學習機會和權利。本校課程的策
劃與組織，配合學校培養學生靈、智、體均衡發
展的課程目標。踏進公元二千年，實施「校本管
理」，加入直資計劃後，在編訂及發展校本課程
方面，享有更大的彈性和空間以適切學生的需
要。因此積極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增加整體
課程的廣度，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

課程的架構平衡
初中課程涵蓋各學習領域：
1. 校方參加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的設計與科技教
育及視覺藝術科；
2. 回應課程改革的趨勢，在中文科進行校本單元教學；
3. 進行課程統整，以社會科為基礎，合併歷史、
地理、經公為通識科；
4. 學校亦重視德育及公民教育，透過早會、周會
及其他組別舉辦的活動，推行品德教育，又在
初中設立生活教育課及宗教教育科，利用正規
課程進行品德教育；
5. 學校亦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例
如校內舉辦中文周及英文周等，又編排不同類
型的課外活動。學生通過參加校外比賽及外出
參觀等，伸延課堂學習。

創設交流平台 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教師年青且具教學熱誠，48位全職教師
中，98%已完成師資訓練，其中40%更擁有碩士
學位。近年，本校致力發展校本培訓及舉辦工作
坊，引領教師專業發展，本校教師獲教育局邀請
外借到教育局課程發展組協助課程發展工作。另
外，中文科、英文科及通識科設共同備課節，讓
教師參與課程決策、交流課程資訊和意見，並檢
討教學進度、教學效能和學生課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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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採用多元化的選科策略，除安排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這四個必修科
目的課節外，也編排不同時段的課節，為學生提
供不同選科組合，同學可同時選修文、理、商科
目。在高中二及高中三更為學生提供應用學習課
程，讓學生盡展潛能。

拔尖補底 照顧差異
學校堅守以學生為本的原則，因應學生的能
力，在中、英、數三主科進行課程重整，又推行不
同模式的教學方式，如：英文科、中文科、數學
科、通識及宗教科進行分組及協作教學。本學年
(2010-11)參與教育局「英文提升計劃」及教育局校
本支援計劃，務求令學生學得更好。辦學團體提供
機會給學生到海外及內地交流，以實踐經驗學習，
包括中山（中國國情）、澳門（歷史文化）、珠三角
（經濟）及英、美、澳（語文）等交流。此外，又屢
邀專家到校主持工作坊，增加教師對青少年需要的
認知，提升老師教學效能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另配合融合教育政策，本校訓輔導師、社工及
心理學家緊密合作，更備有為數不少的受訓教師，
以輔助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至於新來港學生方
面，本組在課餘及假日為該等學生提供英文增潤班
及適切活動，協助同學適應香港的學習模式。

改善設施 提升效能
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成效，本校致力發展
學校硬件和軟件。硬件方面，全校課室、禮堂及
特別室均鋪設電腦網絡，並設有空氣調節及多媒
體投影機設備；其他特別室包括：圖書館、語言
實驗室、電腦室、音樂室、物理及生物室、綜合
科學及化學室、視聽室及多媒體教室亦設備周
全。隨著高中部周氏校舍啟用，大大增加了本校
可用課室及專用室的數量，便於優化學習。至於
軟件方面，科組推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和跨科
學習以配合課程改革。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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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學措施
緊隨課改步伐

君子不器
多元課延活動 窺探文化深蘊

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

中國語文學習不囿於課室，本組透過舉辦多元化
課延活動及比賽，讓學生具涉獵博大中國文化之機
遇，藉以提高學生學習本科興趣，撒下蘊釀欣賞祖國
民族深情之種。

本校中文組秉持教育局中國語文教育的課程宗
旨，除在正規必修課堂「授業」，致力培養學生綜
合的讀寫聽說能力，啟發學生創意批判思維外，更
積極創設全方位學習及接觸中國語文的場境，藉機
「傳其道、解其惑」，讓學生窺探中國文化的博大
精深，體味學習中國語文樂趣，發展個人的喜好和
專長之餘，以臻培養品德，建立正確價值觀，加強
對社會及民族責任感之善境。

校本調適課程
建立多元化語文基礎

本組歷年為學生安排之中國文化探索活動不計其
數，如：「一二三共享中文樂」中文周活動、「有趣
的中藥」專題講座、粵劇欣賞、皮影及布偶戲賞析、
嵩山少林武術示範、崑曲藝術在校園、中國傳統婚俗
周會、漫遊中國葬殮地之生命教育活動等等……活動
果效昭彰，學生都能投入其中，體味中國語文學習之
趣。惟活動眾多，未能一一臚列其詳，但仍當可從後
頁相關圖片窺豹一斑。

閱讀方面，訂定各級學習框架，按年逐步培訓，
確保學生能全面掌握六個不同層次的理解能力。另配
合學校周年閱讀計劃，推動閱讀風氣，本組往年致力
擴大閱讀範圍。科任教師除於閱讀課堂上運用指定閱
讀材料或書籍進行焦點式閱讀策略教學及導讀，更嘗
試讓學生多接觸中外名著篇章，培養學生持續閱讀的
習慣，藉以提高閱讀質量。
寫作方面，施行「小步子．多寫作」計劃，按不
同文類、焦點及單元重點，鼓勵學生定期運用不同修
辭手法進行焦點寫作，持續培訓學生書寫能力。另亦
創設情境及參觀機會，如：參觀蠟像館、安排學生實
地觀察特定地點的眾生相，讓學生能從實際生活和環
境中培養敏銳觀察力，善存素材，充實寫作資料庫，
以備寫作之需。此外，本著「成功在於不斷嘗試」的
信念，本組每年刊印《嘗試集》，以期鼓勵學生不斷
嘗試、不時練筆之餘，也為學生建立佳作共享的平
台。

1

說話是與人溝通的主要渠道，環顧現今社會，年
輕一代往往以為自己口若懸河，一開口就動輒滔滔不
絕。然而實情是，年青人說話能力明顯有倒退跡象：
咬字不正、語音含混、抑揚欠奉、呆滯死板……。
為加強學生口語溝通能力並養成人前演說的勇
氣，本組歷辦校園小記者計劃、中文歌唱比賽、班際
齊聲朗讀比賽，又培訓學生參加香港校際朗誦節、明
報校園記者計劃及聯校普通話朗誦比賽。歷此種種，
學生口語能力漸見確立，部份學生更於公開比賽中屢
獲殊榮。

2

1 中五學生完成選修單元—中國婚俗後，製作「三書」以鞏固
所學文化知識 2 中五學生製作的「三書」美輪美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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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科積極推動協作學習模式，以期透過小組朋輩學習，運用不同的活動教學形式，訓練學生的
口語溝通、思維、解難及協作等能力。此舉祈能令課堂來得更為活潑、互動，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朋輩互
助共處，望能收照顧學生能力差異之效。

中文科正規課堂活動

4

3

5

6

7

8

11

9

10

12

3 長篇閱讀報告學生作品 4 08-09中二級參觀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5 中二級同學參觀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攝取描寫人物的靈感 6 鼓勵學
生閱讀—〈霸王別姬〉演繹比賽 7 學生演繹名著角色 8 學生於中文課堂上接受朗讀訓練 9 鼓勵學生閱讀—將名著以話劇形式演繹 10
初中學生從包雲吞活動中學習說明次序及方法 11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研究生與本校預科生探討中國民間信仰 12 中國文化專題研
習—訪問粵劇名伶謝雪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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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中文延課活動

13

14

16

21

15

17

18

19

20

22

23

13 高中學生到小學協辦嘉年華，致力推廣中國文化 14 中六學生到歌連臣角火葬場認識中國喪俗及反思生命 15 預科學生到長生店了解中國
喪葬文化 16 嵩山少林武僧到校示範 17 高中學生於中國年宵前夕製作五色湯圓 18 高中學生學習烹調中國節令食品—蘿蔔糕 19 班際中文
朗讀比賽 20 高中學生於初中周會示範朗誦技巧 21 劍心粵劇團師傅為同學粉墨上妝 22 歐惠芳小姐在周會給學生介紹中國傳統婚俗及蘊涵意
義 23 中秋燈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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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戲賞後感
S4A 崔健怡

/ 中文科

有多少個香港人聞過皮影戲、賞過皮影戲？國
家、政府對它的保護、延續和宣傳又有多少
呢？願意堅執信念，在這暗窄道路上繼續披荊
斬棘，傳播我國優良藝術文化的文化保育者尚
餘多少？也許，它只能被漸埋塵土，被禁存
於往昔的追憶之中……猶幸，在校方及僅存
無幾的文化承傳者的苦心經營下，我們這群
九十後尚能瞥見皮影戲一面！可幸？可哀？

識戲之人常說：戲本是死的，演員才是
活的。崑劇走的思路正是著重於劇中動作的
表達，演員的一顰一笑，都得把唱詞演活
了。這次賞劇真能切實的體會到了！

粵劇周會後感
S4C 陳健彬

崑劇觀後感
S4B 李素婷

皮影戲，凝聚光與智慧的結晶品，它更
融合了中國傳統的民間故事，趣味盎然。
今日能夠一賞，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出一
種對自己民族的驕傲。今天的表演分為幾個
寓言故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關烏
龜和白鶴的故事。只見一個黑板大的白色紙
幕上出現了一隻栩栩如生的鶴子，牠站在池
塘中的石上，身形比例及身上花紋都傳神亮
麗。僅輕拍幾下翅膀上的羽毛，就只這些微
動作，卻技驚四座，足令全場拍案叫絕。
啊！那真只有鶴子在白幕後嗎？我不禁伸長
脖子，想看個明白。瞬即，白幕上出現了一
隻烏龜。牠緩緩在水中游動，還不時緬婰的
把腦袋探到水面去。不一會，白鶴發現了
龜，龜鶴大戰倏地開始。牠倆就像打游擊一
樣，敵追我躲，敵疲我攻。牠倆動作疾如雷
電，但又不失動物可愛本性。龜鶴兩方搏鬥
一番後，「嘩……」鶴一不小心，就讓龜咬
住脖子死了，多出人意料呀！
表演完畢，台下掌聲如雷，我急不及待
跑到後台去揭開皮影戲神秘的面紗！幕後打
著一支大光燈，剛才英姿颯颯的鶴子瑟縮一
團，問過師傅方才知道原來白鶴的動作之所
以這麼靈巧，全靠一個個的釘子！師傅們把
印畫了鶴身體不同部位的紙板剪開，然後用
釘子把它們扣合，再在釘後加上竹枝。就這
樣，鶴想張嘴就張嘴，想展翅就展翅。看著
這精巧的皮鶴製作，我心底不禁由衷讚嘆，
然而卻又存有一絲隱痛。
光、剪紙和寓言故事竟能被巧妙地聯合
在一起，完美無瑕地成就一種不可多得的民
間藝術，那是誰的心血啊！這麼一場精美的
皮影戲，不但剪紙精美，更見表演者敏銳的觀
察力和靈活的巧手。如斯妙境，不正反映我國
古代民間高超的智慧和人們不辭勞苦的精神？
皮影戲如穿越時光的金子來到當代，但現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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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接觸崑劇，感覺的確新鮮，它確實
有別於粵戲、京戲，沒有半點拖泥帶水，更
不會叫人沉悶。一直都想知道崑劇的精髓在
哪？直到那天親眼目睹、親耳聞到，才真切
的明白不到廬山，又怎知廬山真面目的道
理。
崑劇，妙也。崑劇的妙處不在於其唱出
的歌詞，乃在於其動作。在崑劇中，動作就
是語言！人物的動作可以反映場景周圍環
境、人物心情、人物性格。不用奢華的場景
佈置，也不用甚麼具規模的排場，更不用旁
白的演繹補充，靠的，就僅僅是演員們的身
體語言，他們的一舉手一投足，他們的眼
神、表情、手勢、語氣，都是與觀眾溝通的
工具。「啊！原來春日早已來臨啦！」「杜
麗娘」手指前方，滿眼憧憬，直接傳遞到台
下的觀眾，彷彿「杜麗娘」前方真有一片青
翠嬌綠的草原，鮮花繁盛，蝴蝶紛飛。只舉
手投足就能帶領觀眾置身劇中，這一技藝，
不是所有劇種都能具備，惟有在這次欣賞崑
劇後，才令我深有此感。崑劇，妙啊！
另外，崑劇還可讓欣賞的人學會不少常
識呢！就如崑劇中，搧扇子的不同方式包含
著不同含義，表達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心
情處境。難怪那位擁有深厚崑劇功力的指導
先生也說：「就是觀眾站在很遠的位置觀看
崑劇表演，即使聽不到唱詞，也能單憑演員
的動作知道所演的故事。」這又一次證明了
崑劇的精髓就在演員的動作。

粵劇是我國其中一項極具特色的文化遺
產。粵劇，原稱大戲或者廣東大戲，源自南
戲，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在廣東、廣西出
現，是糅合唱做唸打、樂師配樂、戲臺、服
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粵劇名列於
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項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內。2009年9月30日，
粵劇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列入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粵劇每一個行當都有各
自獨特的服飾打扮。最初演出的語言是中原
音韻，又稱為戲棚官話。到了清朝末期，知
識分子為了方便宣揚革命而把演唱語言改為
粵語廣州話，使廣東人更容易明白。
學校為了讓我們同學可以更加清楚粵
劇，便從校外請來一個對粵劇有專業認識
的團體──劍心粵劇團為同學們進行一次活
動，為粵劇的基本功和一些歷史作了一次簡
介。他們也為同學們現場表演了一次粵劇行
內稱為「行當」的一些技巧，更邀請同學們
到台上模仿學效粵劇的一些基本動作。
而我和一位女同學曾婷非常有幸被邀到
台上，作為一個樣板，向同學們展現什麼叫
粵劇化妝。師傅先幫我們「吊眉」（拉起臉
部皮膚），再給我們「勒頭」（用布條紮着
頭髮），繼而便是「開面」了。師傅用白色
顏料給我們畫了個底稿，確定線條對稱公
正，然後方才正式塗填其他鮮豔的顏色。當
然，不同行當就有其獨特的化妝方式，而我
是扮演一個文質彬彬的小生，師傅就把我的臉
頰從鼻樑兩側到顴部塗上紅色胭脂，色調從濃
到淡，再在眼睛附近塗上黑色，把眉毛畫得長
長並向上翹起來，表現莊重威嚴。完成整個
「開面」過程，我看來也可真非常帥氣啊！
有這麼一個表演機會，我倒是相當開心
的呢！畢竟站在台上一刻的我，正被歷史文
化鋪蓋身上，讓我披上了源遠流長的歷史文
化氣勢，一眾師生對我的造型裝束讚不絕口，
直叫我打從心裡高興起來，日後倘再有如斯機
會，讓我再踏台板，可真是夢寐以求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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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C 劉麗君

文化同行計劃
2009-2010年度，本校參加了由浸會大學
的「文化同行計劃」，為學生們提供了不少走
出校園參與各種語文及文化活動的機會，當中
活動包括：《建國六十周年音樂會》、《冰鮮
校園》話劇欣賞、《敦煌流沙包》話劇欣賞、
《冬之舞樂祭》芭蕾舞欣賞、《歲月神偷》電
影欣賞，各欣賞活動後均設賞析講座，讓學生
能更全面了解各種文化藝術，更有機會與作者
及表演者作更進一步的接觸。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09年09月19日
09年09月24日
09年10月18日
09年10月25日
09年11月01日
09年11月06日
09年11月22日
10年03月06日

《中國龍》鼓王群英會XII建國六十周年音樂會劇場
《中國龍》賞析講座
戲劇訓練
《冰鮮校園》話劇欣賞
《敦煌流沙包》話劇欣賞
《冬之舞樂祭》導賞講座（芭蕾舞）
《冬之舞樂祭》芭蕾舞欣賞
《歲月神偷》電影欣賞

常有謂：「香港，文化沙漠也」。世事非必然，
若有人拿出誠心誠意來灌溉這塊大漠，說不定也能成
綠洲。
由浸會大學主辦的「文化同行」或許就是憑這點
誠意而生。它給予我們中學生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在
閒恬的周末品嚐一頓文化大餐。
我是一個挺愛文化的人，某程度上，文化於我來
說是一種娛樂。但在參與「文化同行」前，我攝取文
化的途徑只限於閱讀，從未想過，文化也可以從一場
話劇、電影、音樂會中提取，並可引發人在不同層面
的思考，自此，我知道：文化再不是平面，而是立體
的。
我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搞文化，但一個文化
氣息濃厚的城市卻能吸引許多人喜歡。香港若要爭取
更多人的歡喜，不是只靠舉辦文化活動便可，而是要
培養一群有能力、有動力、有心力進場觀賞的觀眾，
「文化同行」正是作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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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 Our Mission, Our Commitmen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fers an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which enables weaker students to
catch up with English learning while more capable students are presented with more challenging tasks.
We aim to provide every student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ursue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further studies,
pleasure and work in the English medium. We believe that students will be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only when we can provide them with varied applications of English for a range of everyday purposes.
Hence,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is our main focus.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junior forms, one of our objectives is to provide
elementary levels of English studies for those who
have given up learning the language early in their
primary school. Co-teaching methods are applied
to Secondar y 1 classes so that students will
receive wider experiences in English lessons. Our
c olleagues have designed various graded
worksheets for learning grammar and class readers
as well as for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asks.
Even weaker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grasp
basic skills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uch as project
work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heir studies so that
more able students can assist the learning of the
weaker ones.
On the other hand, capable students should be
presented with a more challenging curriculum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achievements in English.
Since 2007, we have set aside one English class in
each junior form so that students with higher
English level c an study a more advanc ed
curriculum. Students in these English classes have
a clear goal that they will read more, write more
and speak more in English. Besides giving them a
separated set of textbook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we have deployed a NET for each English class to
be co-teaching with our local English teachers. This
can maximize their exposure to English from
authentic sources.
For NSS curriculum design, our colleagues have
b e e n wo r k in g har d o n inte gr at in g t h e N S S
curriculum into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junior
forms,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explore different
types of language arts, such as reading poems,
song lyrics and short stories. For non-language art
items, Secondary 2 students begin to explore
70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issues, such as green issues,
teenage problems and citizenship. These themes
are hot topics in the NSS curriculum and we aim to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basic c oncepts and
vo c a b u l a r y s t a r t i n g f r o m j u n i o r s e c o n d a r y
curriculum.
Students in senior forms receive more systematic
learning in the NSS elective modules. Besides
textbooks, students keep a learning journal to
record their progress in learning Short Stories,
Social Issues and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in
their Senior Secondary 1, 2 and 3 studies. Through
t h e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S B A (S c h o o l - B a s e d
Assessment), students have numerous chances to
read different text types in diverse themes, which
can further enhance and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elective modules.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With recent government’s support, we applied for
the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in the year
2007/08. The aim of this scheme was to provid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in our
school. Moreove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various skills to better bridge
to the NSS curriculum. The Schem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our school for three years and we
hav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ents have found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through a lot of whole-school
English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Speaking Days
and English Café. Under the Scheme, we have
established several school English teams. On one
hand, they help us r un the ongoing English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ceive further training outside
classroom which provides extra experi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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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mbassador Team -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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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training for the ambassadors so that they
know how to run the event. On the day of the
event, the ambassadors help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he activities that they have prepared in
the training. While the ambassadors are enjoying
and learning much in the training, they are also
helping others learn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been developing our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since 2007 and they have become more mature
and valuable in helping all English activities at our
school. We have recruited over 60 ambassadors
from S1 to S6. The aim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
Scheme is to enhanc e the English lear ning
environment at our school. Before each event, we

2

/ 英文科

3

4

1

6

5

7

10

8

9

12

13

11

15

14

16

17

20

18

19

21

1 Students try out cooking pancakes 2 Our professional MCs 3 We love learning English! 4 Keep fit and learn for fun! 5 Our lovely English
teachers 6 We enjoy a lot teaching in KSYSS 7 Working hard for more food! 8 Winners for Boggle Competition! 9 Training session for English
Ambassadors 10 English Ambassador is teaching English to other students 11 Winners of Boggle Competition 2010 12 Wonderful food 13 Welcome
Party 14 We are hungry! 15 Boggle Competition 2010 16 Getting ready for Speaking Day 17 Speaking Day at Senior School Campus 18 Work hard,
play hard 19 We are MVP! 20 Students are listening carefully for tips of keeping pets 21 Winning team for Boggl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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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Team – Established in 2007, our drama

cannot gain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from textbooks
or lectures inside classroom. We have run several
in-school productions since the team has
established – Peter Pan [2007]; Alibaba and the 12
pirates [2008] and The Christmas Gift [2009].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producing more quality plays
in the future.

team members received training from professional
bodies on various skills in performance arts, such
as acting, vocalization, facial expressions and
gesture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to build up
their conf 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s well as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We believe that students

23

22

/ 英文科

24

25

26

27

22 Peter Pan 2007 23 The Christmas Gift 2009 24 Oh~ Did you forget your lines 25 Our Drama Team 26 All the props and costumes are made by
our professional drama team 27 Set designed by drama team

Choral Speaking Team – Students from
English classes are chosen to join the choral
speaking team. Choral speaking training is good for
students as it helps students learn more native

English (i.e.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tempo and
body gestures). It is also good training for discipline
and team work. The team had their first performance
at an English Assembly in April 2010.

28
32

29

30

31

28 Our team leader, Mr. Nick 29 No cheating! 30 Training with funny Mr. Nick 31 Final rehearsals
for good show 32 Ready! 33 Show time

Debate Team – Led by our NETs, our debate
team joined the inter-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last
year and our NET, Mr. Barrie Bidmead was our team
adviser. We had our first competition with St. Teresa

34

33

Secondary School on 19th March 2010.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practise their oral
English and demonstrate critical thinking. Our team is
preparing for competitions in year 2010/11.

35

34 What a wonderful experience! 35 We are ready for the competition 36 We are listening feedback from our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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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Our Team
Professionalism is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n
t h e En g l i s h D e p a r t m e nt . We a l l o w En g l i s h
teachers the room for quality innovations and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periences
among them. To achieve quality teaching for our
students, we have c ollaborative preparation
lessons in each form so that teachers can share
their teaching ideas with the colleagues.
Furthermore, class observation has been a good
practice among teachers so that they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incoporate dif ferent
teaching st yles and apply them in their own
classrooms.
Keeping ourselves updated with latest teaching
pedagogies is a must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 英文科

1 9 5 0 - 2 0 1 0

growth. We understand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subject matter have we already got or how high
our qualifications we have achieved, creativity,
imaginat ion and innovat ion are t he keys in
motivating our students to lear n native and
authentic language.
We have recently invited professional bodies to
provide training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Pedagogie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 2 0 0 7/ 0 8 ] ; P r o j e c t o n Te a c h i n g R e a d i n g
Effectively in English lessons (with assistance
from professor from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 at i on) [ 20 0 8 / 0 9]; In - house t r aining for
Curriculum Design for Teaching Short Stories
and Social Issues [2009/10].

37

40

38

39

41

37 We are professional! 38 Our devoted teaching staff 39 Professional teacher training on teaching NSS currciculum 40 Teachers are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on teaching reading 41 Collaborative preparation period with professor from HKIEd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with support from NETs

42

43

44

45

46

42 Our experienced NET, Mr. Bidmead 43 Ms Young, Mr. Souch and Ms Namakando (from left to right) 44 Ms Namakando 45 Mr. Souch 46 Extra oral
practice with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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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other cultures in English medium
Brazilian cultural exchange

47

48

49

47 Making rice dumplings together 48 The Brazilian Group 49 Sharing with us their cultures

England Tours

50

52

51

56

55

53

54

57

58

59

50 Staying at Stanborough School in England 51 Hello, England! 52 Service at the chapel in England 53 We enjoy our stay very much! 54 See
you next year! 55 A boat trip at Cambridge 56 Graduation Ceremony at Stanborough School 57 Shopping around England streets 58 Sharing of
experience at English Assembly 59 A chance to go to France

Looking Forward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we have applied for the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to complete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further enrich English learn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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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our school.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good use
of o u r s t r e n g t h s a n d, t h r o u g h t h e o n g o i n g
development of our curriculum, we will keep
providing innovative ways to teach and learn
English. This is our commitment to our students,
parents and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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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課程統整

本 校教師借調教育局工作

在九七年始，為配合課程發展，本校落實推行
課程統整，把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地理科和世界歷
史科統整為綜合人文科，減少課程重複累贅，並針
對學生學習動機、需要、能力和貼近現實生活情況
而設計教材。

在零九年九月起，本校通識科林家偉老師開始借
調到教育局專責研究初中通識的學與教。是次研究
計劃目標為「透過優化教材，達致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為初中學生進入新高中通識科打好基礎。
經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派員專業支援及指
導，並在學校團隊的配合下，中一級通識全級的總平
均及格率為82%，而中二級則是83%。能取得這突破
性進步，乃因老師都以「教所考．考所教」為教學策
略，在課業和試題設計上作出技術性調適，充分發揮
學生已有的能力和學習經驗，提升本科學習效能。

獲邀分享課程統整成果
本校連續多年得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組協助，
派出專業導師到校參與課程策劃，並參與共同研
課。本校亦對發展專業成果不吝，先後獲邀出席教
育局主辦綜合人文科學習成果分享會，向其他學校
同工分享本校的課改經驗。

校本通識科教學發展
為貫徹上述教學策略的實踐，林家偉老師聯同
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隊伍成員，為全校老師
分享探究式學習之教學策略及專題研習經驗。學校
亦以「通識科的學習挑戰」為題，向區內準升中同
學及其家長分享有效的學習方法。

零五年九月，為配合新高中課程發展，本校擬
為同學打下更鞏固基礎，把綜合人文科轉為通識
科。本校再獲教育局邀請，向公眾人士分享綜合人
文科教學成效。教育局以本校中一及中二級通識科
的教學成效為題，訪問教師備課過程，拍攝同學上
課情況，並追訪中二級學生就「貧富懸殊與社會福
利的關係」主題進行資料搜集、參與前線社工講
座、貧富宴和小組辯論等活動情況。有關資料更由
教育局製作成教學資源專輯，分發給全港中學。對
於本校有幸成為全港三間被邀拍攝的中學之一，
師生上下深感欣喜，學校期望透過向外的交流及分
享，能進一步提升本科的教學成效。

同年亦是踏入新高中的第一年，為配合通識科
的發展學生共通能力，決定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分
組教學，使每位同學能更具空間參與課堂活動，真
正做到以學生為本的互動學習。而且，每單元亦以
特定教師專責，並設共同研課節協調各班教學進度
及質素。此外，為使通識科教師更能專注教學，校
方特聘一專業教學助理協助製作教材。又為方便高
中同學進行校本評核專題報告，本校為各中四級同
學免費提供慧科的「Wise learning」，使同學能更
快捷、方便獲得一手資料進行專題研習。

1 課程發展處蒞校拍攝本校綜合人文科上課情況 2 林家偉老師
接受課程發展處訪問 3 同學與通識科老師討論時事熱話 4 恭請
陳方安生女士臨校主持特別周會，以「公民參與」為題，真情對

話。

幾經多年精心籌算，謹冀同學在新高中通識課
能有佳美成果。

5 獨立專題研習—腦圖課業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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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學知識在現今的香港社會更形重要，故
此在新高中學制，每位高中同學都必須要修讀
數學。但學習數學對一部份人來說，確是一件
非常困難又非常乏味的事情。所以，本校數學
科老師會按同學的能力設計課堂，讓同學可以
按其學習階段，學會相關的數學知識。另為讓
同學經驗數學及邏輯的趣味，本校每年均舉行
以數理邏輯為重點的課餘活動項目，讓同學在
遊戲中、挑戰裏，感受數理邏輯的樂趣。若然
同學能對數學產生一點點的興趣，又能按自己
的能力去學習適當的數學內容，那麼學習數學
也就不見得一定是又困難又乏味的事情了。
1 學生完成心形砌圖 2 學生在研討數學難題 3 導師教學
生做數獨遊戲 4 學生在商討數獨遊戲 5 6 數遊天地挑戰
七巧板 7 學生在計算數學難題 8 學生合作解決數學難題
9 學生用工具解決數學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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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教育改革及新高中課程的落實推行，本校科學組無論在課程規劃及學與教方面皆與時並
進，提供適切的配套及安排，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探究精神，發揮學生理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課程規劃的轉變
1. 科學組在初中提供綜合科學科供學生修讀，在高中則
提供生物科、化學科、物理科、健康管理及社會關懷
科給學生選修。
2. 過往理科學生修畢中五會考課程後須往聯繫學校升讀
預科課程，但自2009-2010學年始，中四理科學生能在
本校周氏分校繼續升讀新高中課程。
3. 本科組於2009-2010學年始，在新高中課程開辦健康
管理及社會關懷科。學生除於課堂學習外，亦另具實
地學習機會，例如：社區服務、參觀健康或社會關懷
機構等。學生服務或探訪後，須擬寫「反思日誌」，
讓他們在真實情境下觀察、探究及學習本科知識。
兩位科任老師更參與教育局安排的學習社群 (learning
community)，致力提升教學質素。

學與教的近年發展
1. 本組回應近年課程改革，曾參與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學
院推行之「優化課堂計劃」(Vital Project)。在香港教
育學院支援下，老師以「變易學習理論」為基礎，訂
下具體的課堂學習研究方案。及後，本校老師更獲邀
出席分享會，以「酸鹼的中和作用」為題，從學科內
容、教學法、學生學習、評估與跨學科形式等方面，
匯報研究成果。此計劃能夠縮窄學生的學習差異，提
升課堂學習興趣，亦能推動科組內的協作教學。
2. 專題研習方面，本組曾參與香港教育學院的「寰宇學
校計劃」(School Around the World, SAW)。本校中二級
學生以「酸雨對幼苗生長的影響」進行探究式學習。
此計劃除推動理科老師的教學專業發展，更能提升學

生學習本科的興趣。最後，有關科學探索的習作設計
更被刊於科學書籍《科學習作之設計與評量》，對外
分享學生學習成果。

全方位學習安排
1. 本組在不同學習階段給學生安排多元化學習活動。中
一級新生須在入學前暑假參加「啟潛班」。學生需自
行設計雞蛋保護器進行擲雞蛋比賽，藉以發揮學生的
科學創意和培養彼此合作的團體精神。
2. 初中學生亦在全方位學習日中，利用舊報紙，運用力
學原理製作各式各樣環保塔，進行科學競賽。
3. 高中選修生物科學生前往米埔，探究濕地的生態環
境。透過導賞、野生生物調查、野外考察及討論，學
生可以學習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重要性。
4. 理科學生亦參與校外科學競賽，例如：城市大學舉辦
之飲管比賽。學生運用物理理論及創意思維，利用飲
管製作飛機。

展望將來
1. 承蒙本校辦學團體捐助百多萬於周氏分校新建成兩個
理科實驗室，俾能強化本校推行新高中理科課程的設
施，有利科學組未來發展。
2. 不同年代的理科學生有不同的學習動機、學習需要和
風格。理科老師面對此等學與教的挑戰，將會繼續發
展具校本特色的科學課程，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
多元化及具挑戰性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對本科的興
趣，發揮潛能。
1 新高中課堂物理科實驗

1

2

2

3

3

4 新高中課堂生物科實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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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9

8

7

13

/ 科學組

10

11

12

14

15

16

17

5 中一生迎新活動—製作雞蛋保護器 6 米埔考察—探究濕地的生態環境 7 環保教育—舉辦回收再造活動 8 參與教育局和香
港教育學院推行之「優化課堂計劃」 9 與環保團體合作—製作模型 10 11 新高中課堂生物科實驗 12 米埔考察—取樣本作科學探究
13 參與城市大學舉辦之飲管製作比賽 14 15 16 全方位學習日—製作環保橋 17 科學學會舉辦綠化校園計劃 18 米埔考察—走過浮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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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乃學校的盛事。每年杜鵑花開季
節，主禮嘉賓、教職員工、應屆畢業生及一眾來
賓友好濟濟一堂，雲集界限街禮堂，同享高唱校
歌、校長致辭、主禮訓勉授憑、畢業班樂韻回
饋、副校長學行報告及牧師祝福過程。

/ 畢業典禮

1 9 5 0 - 2 0 1 0

畢業班惜別周會

本校第十七屆中七暨第三十九屆中五畢業典
禮已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周日）下午圓滿
舉行。當午邀得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
事長主席兼總裁陳萬雄博士蒞臨主禮，給畢業生
訓勉及授證。另校監、校董、家長、校友均踴躍
出席，場面溫馨熱鬧。
茲列往昔畢業典禮相片，讓大家再三細意回
味吧！

2006畢業典禮

2007畢業典禮

2008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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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畢業典禮

2010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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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朗誦節

1 9 5 0 - 2 0 1 0

香港學校朗誦節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學校朗誦節為學界一年
一度的盛事，各校精英均踴躍參加，我校中文科老師
每年都為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報名，作為課堂之外的學
習經歷，藉此拓展同學的視野，培養同學的自信。

Our school has joined the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run by Hong Kong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for
over ten years. Through the training provided by our
English teachers,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such as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tempo and body gesture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students can
also build up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s well as in
performing arts.

歷年，我校均安排對朗誦具興趣的數十學生參加
校際朗誦節粵語及普通話比賽項目。賽前，本科老師
悉心指導各參賽同學，同學亦積極備戰，認真作賽，
故大部份同學均能透過參與此等大型學界朗誦技藝切
磋、交流活動，提升個人自信及對朗誦造詣的認知。
此外，部份學生更不費指導老師時間心血及個人勤力
練習，取得殊榮，為校增光。

List of Winner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獲獎學生

Year

中學五至七年級粵語二人對話朗誦

冠軍

5B 孫芳美
5B 黃穎怡

2009
2010

中學五年級粵語女子組散文獨誦

冠軍

5B 孫芳美

2008

亞軍

5B 蕭敏華

2009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男子組散文獨誦 亞軍

1B 彭德豪

2007

中學五至七年級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5A 文嘉淇

中學五至七年級普通話男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5A 許海城

中學四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4A 許海城

2009 中學二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2A 楊仲愛

2010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4B 孫芳美

中學一、二年級粵語二人對話朗誦

季軍

2D 林振邦
2D 衛志信

中學五至七年級女子組粵語獨誦

季軍

5D 鄔振斯

中學三、四年級粵語二人對話朗誦

季軍

4A 李瑞儀
4B 余昊南

中學五至七年級男女粵語集誦

冠軍

S7 全 班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2B 周敏琪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1D 黃凱怡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4C 晏 怡

中學五至七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S7 朱家怡

－

2010 中學五年級粵語女子組散文獨誦

－

2008
2009
－

2007
2008
－

2006
2007

－

2003
2004

－

2002
2003
－

2000
2001

Class / Name

Solo Verse Speaking – 2nd Prize

S6 Chow Wing Kin

Solo Verse Speaking – 2nd Prize

S7 Ho Ka Po

2004

Solo Verse Speaking – 2nd Prize

S7 Lai Yin

2005

Solo Verse Speaking – 1st Prize

S7 Lo Po Ha

－

S7 Lam Po Shan

－

2006

－

2011

Award
Solo Verse Speaking – 1st Prize

－

比賽項目

－

獎項

年度

1

中學五至七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5A 賴世聰

1 第58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中學五至七年級男女粵語集誦冠軍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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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5 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得獎者感言
余昊南： 李瑞儀，您這次參與校際朗誦節比賽有何感受呢？
李瑞儀： 感受很深呀！至今還不能忘記那時那刻的情況啊！還記得每次練習時也
提心吊膽，既害怕忘記誦材內容，又害怕聲線不穩，壓力可真大呀！記
得訓練那段期間，每晚也提著電話筒，跟你詳談朗誦的細則及黃老師的
指導重點，有時還忘記了做家課呢！再者，每次到禮堂台上練習時，望
著老師嚴肅的神態和其他組別「對手」的「挑剔」目光，都不禁令我們
抖擻起來，一點也不敢鬆懈下來，一星期總要花上兩三天對著鏡子不停
練習，記得你還對我說︰「正如黃老師所言，要忘記這是一場比賽，你
我盡力即可，只當這是一次磨練自我、開闊眼界的機會，根本不需顧忌
甚麼，全力去幹即可，加油啊！」這句勉勵之言，至今還不時記起呢！
那你又有何感受？
余昊南： 感受最深的莫過於正式比賽當天了！「第五組李瑞儀、余昊南同學。叮！」那時候，我的心跳直達二百
的水平了，心跳的聲音更大得全場觀眾也聽得清清楚楚。「唐．逢雪宿……」你已開始誦出第一句，但
那緊張的我卻將比賽前所想著應注意的地方全都忘記了，只知腦袋一片空白。為了不辜負老師的期望及
我倆平素的努力，只好竭力壓抑那活躍的緊張神經，奮力的從震盪著的腦袋深深處找尋下一句誦材的內
容。在整個過程中，你看我好像表現得很「淡定」，誦來也算是很流暢，實際上，其中有一句我倒真是
忘記了呢！而且手上又沒有任何輔助提示，心裡一邊焦著急，一邊只好佯裝正在醞釀情緒，其實……我
豈是在醞釀情緒呀！我只知要盡快想出下一句誦材內容罷了。幸好，在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際，就給
我想起來了，真的驚險極了！現在說來仍心有餘悸呢！
李瑞儀： 經過這一役，我倆的友誼倒真的增進不少，阿南，你又有甚麼得著呢？
余昊南： 在整個過程中，我不只學會
了基本的朗誦技巧，更重
要的是學會了如何堅持、刻
苦，而且也學懂了尊重別人
呢！在整個備賽的過程中，
我們經過不知多少次的練
習，不論早上、中午，甚至
放學時段，我們都在練習練
習再練習，當中的血汗換來
了毅力、成功感。再者，在
比賽當天，參賽的隊伍為數
不少，整個比賽過程歷時數
小時，而每一小隊上台參賽
演出的時間卻不足五分鐘，
其餘的時間都要安坐在台下靜
心欣賞別隊的表演，這倒也是
訓練我們耐性難得的機會，讓
我學懂尊重別人：畢竟如你想
在自己演出時別人專注欣賞你
的表現，你也得以心相待，安
靜等候每隊演出，再靜候評判
的評語及結果公佈，所謂「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也就
是參賽的意外收穫啊！當然，
能獲得這次比賽的季軍殊榮，
也叫我們喜出望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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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

1 9 5 0 - 2 0 1 0

全方位學習日
課本的知識固然重要，但實踐更為重要。為擴闊學
生學習空間，獲得不同學習經驗，一年一度的全方位學
習日正提供這樣寶貴的機會。學習日當天，同學們都走
出課室，到不同的活動地點，在不同領域建構知識。
活動日以「跨學科考察活動」形式進行，各級的考
察活動分別由不同科目統籌。除了在各學習地點進行學
習活動外，學生須於回校後完成配合學習活動的習作及
任務，以鞏固考察成果。
二零一零至一一學年的全方位學習日，終於在一月
二十四日順利完成，地點包羅萬有，全港各區也差不多
佈滿了我校同學的足跡。我們甚至遠赴中國大陸考察
呢！現在，就為大家介紹一下當天各級的活動吧！
超過100名初中同學以「同根同心」為題，到深
圳、東莞交流考察，從多元化的國情教育活動，認識祖
國歷史、經濟、文化及社會等面貌，加深對祖國的認識
及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另外，中一級同學也有以「坐電車看歷史」為題外
出考察。香港電車於1904年正式啟用，是香港歷史最悠
久的交通工具之一，更是香港島北部主要的交通工具。
同學沿著電車的軌道，尋找香港這城市的成長和足跡，
從中見證她的蛻變。
至於中二級同學則以「大澳生態文化考察」為題，
旨在了解大澳飲食文化及生態保育。學習日當天，同學
們除可了解大澳的發展歷史、漁村文化及紅樹林生態，
也可藉此對照城巿發展與生態保育的矛盾。
中三級同學則學習「團體合作」及接受「歷奇訓
練」，藉以加強個人自信、危機應變能力、解難能力及
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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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學會

圖書館學會每年均舉辦不同活動，以推動學校閱讀風氣，讓同學更喜愛閱讀、享受閱讀。每年舉辦
校內活動包括迎新日、圖書館周（圖書館嘉年華、新書展覽、舊書義賣、香港小食文化介紹、借書獎勵
日、閱讀加油站等等）、各項有獎遊戲或比賽；校外活動則有：參加書節或書展、參觀中央圖書館、訓
練日、宿營、日營及燒烤。圖書館學會每年培訓的圖書館管理員，均為校園注入一股「新動力」，為學
校服務之餘，外出參加活動亦屢為校增光。

1

3

4

2

10

5

6

9

7

8

11

12

13

1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2 舊書大笪地 3 同學們積極推介新書好書 4 圖書館學會外出購書 5 喜閱時光 6 同學買得心頭好
7 同學透
過「看出食文化」活動接觸傳統民間小吃 8 圖書館學會會員參加07年渣打書節 9 同學簽署承諾致力推廣閱讀文化 10 同學急不及待借閱
新書 11 同學們在喜悅早會聚精會神閱報 12 圖書館推出一蚊舊書城活動 13 我們的圖書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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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三育校友會徵文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翻開童年幾頁〉
S3C 林洁華 (02-03)
童年，還好嗎？我的歲月是一片深深的蔚藍，是
一個深深的秋天，是煙霧瀰漫的田野……每一幕都
裱褙在你的懷內。不曉得你握著多少人的歲月，也不
曉得沒有你，我的生命會是如何，日子會如何地過下
去。
童年，還記得小時候那一堆堆的夢囈耳語嗎？
那個上學的清晨，老師娓娓朗誦：「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回家路上，對我看過最美好的
夕陽不屑一顧。還有那次的信誓旦旦：「我不要作夕
陽，我要做史上最年青的巨擘！」然後就越想越狂，
以為自己已經是巨擘了！
那個夏天的六月，小妮子呱呱落地，「呀」的一
聲，是嘹亮還是嘈吵也不計較了，大家忙得不可開
交，卻為這原始的一「呀」而愉悅！大家的笑逐顏開
見證着小妮子的誕生！小妮子忘記了首次睜開小眼睛
看的世界是何等模樣，也忘記了如何左擺右擺地走起
路來，但卻依然清晰記得─打從那個夏天起，她就
是個生命，對那天、那地有著不解的情意結，濃得化
不開！小妮子跟小地方是繾綣的。
小妮子每天都笑，有時候會撒野，有時候會發
呆，有時候會無聊地淌淚、嚎啕。但，小妮子還是覺
得好幸福！
我突然想起，小地方沒有看不見月亮的夜空，那
裏的繁星總是眨著眨著。在這靜謐的夜裏，伏在那扇
藍窗櫺子上看的黑夜該有多溫柔、多詩情畫意……
那個深秋，小妮子才三歲。到姨母家小住。小妮
子很好奇，黏著小表姐，直到把小表姐的所有同伴探
訪畢才罷休。小妮子不懂得害羞，大伙兒都逗著小妮
子玩，小妮子覺得很多人愛，好幸福！
那個黃昏，姨母用鋤頭挑著兩個大簸箕，小妮子
一手牽著姨母的衣擺，一手擎著路邊小野花。沿途驚
嚇了多少含羞草，大概也數不清，只知道快些蹦回家
就有小地薯吃。姨母的地薯格外的甜！很多時候小妮
子都忘了地薯是在有很多蚯蚓的田裏挖出來的。只懂
齜牙咧嘴的吃著吃著……小妮子覺得很幸福！
小妮子最歡喜在門檻上蹦來蹦去，姨母就不喜歡
小妮子這個樣子，卻不曾道明原因，小妮子就會蹲
在門前，一臉狐疑地死盯著門檻，問：「為什麼？為
什麼？」……想不通，還是放棄了！拿起心愛的小板
凳，到院子裏砌沙雕，把貝殼洗完一次又一次，看葫
蘆瓜長了多少。小妮子是院子的主人，因為這樣，小
妮子覺得很幸福！

/ 學生作品

1 9 5 0 - 2 0 1 0

某年某月某天，陌生人來了。小妮子不知道為啥
要坐在那輛自行車，不知為啥要摟著那人的腰，再徐
徐地看著小院子和姨母漸漸縮小，捨不捨得也記不起
了。只知一路上看的東西有很多：漫天的蒲公英、馳
騁的「三腳雞」、車水馬龍的馬路……回到小地方就
嚷：「媽媽……」……小妮子覺得好幸福！
小地方是最好的，有個池塘，池塘裏有大魚，池
塘邊有大水牛，後面是一列列整齊的房子。小妮子的
家在巷口。家門前，開了一口小井。夏至，小妮子喜
好澆水淋在小腳丫上，那種不可名狀的涼爽怎麼說你
也想像不到。嬸嬸說過，小井會細水長流！於是它滋
潤了那堵牆，由我懂事起就有一片青苔，回憶中猶如
常綠，更不知不覺地跚跚蔓延。
村口有兩棵大樹，鎮守著小地方。小妮子獨愛海
桐，不愛榕樹。榕樹滿身毒瘡，不會下花雨，只會
下蟲雨。小妮子不害怕毛蟲，卻討厭小毛蟲帶來的痕
癢。大伙兒常跑到海桐下嬉戲。小哥哥跟小妮子青梅
竹馬、兩小無猜。小妮子最羡慕小哥哥坐在樹丫上那
威風凜凜的得意模樣。小妮子想爬上去，卻怕。小哥
哥揹著小妮子上去，小妮子終於能坐上公主的寶座，
成了最幸福的小公主！卻萬萬也想不到後來怎麼也下
不來的情景！
不知幾時，當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海桐變得渺
小了？
小妮有一輛小車子，小妮子愛騎著他四處衝鋒陷
陣。尤其是當炊煙裊裊，傳來：「吃飯囉！」的時
候，小妮子就躥著回家。那個頭頹得發亮的長鬚老伯
就笑了：「你這小不點！」那一年，小妮子五歲了！
是最幸福的小妮子！
那，在曬場，小妮子見過飛翔得最自由的紙鷂；
見過轉動得最快的風車，小妮子快速地跑，拼命地
跑，風車轉得很快……小哥哥教我摺的小船，我放了
滿池塘……小妮子還記得池塘蕩漾的漣漪，還有荒廢
在水裏的竹篙……「阿華！姐子教你跳橡皮筋……第
一式叫『香港』，首先跳……」那個夏天，在曬場
裏，我是這樣學懂了跳橡皮筋！二式叫「東瓜」和
「捺捺」、「疆屍」、「跳跳」等。還有瓦片小玩意
「蕩蕩」、吹樹葉，用蜘蛛網捕蜻蜓和那個失傳了的
「豬圈」，他們全都是奇跡！
憨厚的哥哥跟漂亮的姐子，溪澗的小魚，我們的
秘密基地，容我匿藏紮針命運的大衣櫃，那翩躚著的
落葉和蝴蝶，傷心的薔薇，紫紅色鮮甜的山稔，還有
那所逃不過命運未能畢業的學校，你們都好嗎？
我羽翼未豐，待一日能振羽翱翔時，我也只盼能
滑翔在那片天空下。那天空是多麼的蔚藍，多麼的浩
瀚，多麼的自由，多麼的可愛，多麼的旖旎……
童年，你還好嗎？小妮子長成現在的我，現在
才懂，小妮子有過最真實的童話，童話是永恆的記
憶……
85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智

〈我最尊敬的人〉
S4A 方祖璇 (07-08)
那河，蜿蜒於山林間；那船，滄桑中透着古
樸。正因為有了那河、那船，才會發生一個擺渡人
感人的故事。

/ 學生作品

這位聾啞擺渡人，為了拯救一個溺水的小孩而
靜靜地安息在這條印滿他蹣跚的腳印的河裏。人們
終於認識到自己不可饒恕的錯，深深地懺悔着。這
位面容醜陋的老人內心深處的美麗終於在他死後被
人們承認了。
古渡口還在，但芬芳的野花早已凋零。小渡船
依舊忠實地工作，那河水不知回頭地流。一如往
常，幾葉淡淡的藍藍的鳶尾草依然在河裏飄零……

那年春節，我到了一個古鎮旅行。那一天，我
與村民一起前去古渡口，想要渡過河的另一邊。
蓬亂的頭髮，細小無神的眼睛，癟塌的鼻子，
很不成比例地鑲在一張皺巴巴的臉上 — 他，的確
很醜。再加上他天生不會說話，那裏的村民都叫他
「老啞巴」。
老啞巴站起來，只裏呀呀應着，很利索地解下繩
子，用槳把船撐出去。船慢慢浮行，兩岸的蘆葦和鳶
尾草在微風中搖曳。原來這個醜老頭是這個古鎮上唯
一的擺渡人。我為了免睹老啞巴的尊容，特意坐在船
尾，無聊地欣賞起河景來。身邊幾位鄉民閑着無事，
竟拿老啞巴開起了玩笑。一句尖酸刻薄的言辭衝進了
我的耳朵，我心裏閃過一絲不安，但很快就被一種狡
猾的快意和滿足籠罩了。老啞巴聽不見，依舊慢條斯
理地搖動着船竿。但他眼裏那種似乎更深更濃的不被
人理解的痛苦，卻使我為之一震。
看着碧綠的河水，我心裏不禁癢起來。快到對
岸了，我索性把兩隻腳放進河裏，快活地玩起水
來。哪知樂極生悲，我一不小心，竟把一隻鞋踢掉
了。我驚起來，同船的幾個青年也嘲弄地看着我。
這下可完了！我正驚慌失措，老啞巴早把船撐到岸
邊，然後扔下船竿，跳進深至腰間的河裏，奮力地
摸索着。當他含笑把撈上來的鞋子遞給我時，我差
點哭了。
此刻，我發現了自己的過錯，發現了這個老人
的善良和慈愛。我不再害怕他的容貌，並試着接
受這位孤苦的老人，也更深地理解了他的悲苦。生
理缺陷使他嘗盡了鄙視和侮辱，但他並沒有消沉。
他想要為大家做些事，用自己博大的愛心去取得人
們的理解、認同。他盡自己的努力唱出一首無聲的
歌，但是，沒有人聽得見，更沒有人去理解。而這
些，樸實的老心卻從沒有計較過。
今年春節，我又到了那個小古鎮，又到了那個
古老的渡口，又看見那隻小小的渡船，同時也看
見，往日清新的野花變得黯然無光了。岸邊藍藍如
天空的鳶尾草也早已凋零。但那擺渡人呢？那隻小
渡船善良的主人呢？他在哪裏？河水嗚咽着，小渡
船失去了古樸的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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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溪〉
S5A 黃禹麾 (08-09)
喧囂的鬧市，有川流不息的人河，每天每夜都
像氾濫似的把我們周遭的寧靜淹蓋了，阻隔了，吞
噬了。要是想在這城市之中找到一點兒的寧靜，已
經是極「奢侈」的一件事情了；要是想找到一條清
澈見底，有游魚跳動的小溪，更是沒可能。
隨著城市的急促發展，大部份有幽恬舒泰環境
的小綠州，到了今天已經面目全非，一切都已成石
林。往昔的那份令我憧憬不已的感覺，對寧靜享受
的感覺已不再出現了。隨時間這條永恆的浩翰之河
不斷流動，小溪已在我的回憶中停止下來。
人們就像忘卻了大自然的美，的鬼斧，的神
功，社會上的人因為每日被城市的醜陋污染，在他
們腦海中的那條屬於自己的小溪，現在卻已盡是惡
臭，體現出來的便是一些奸陰之事，久而久之，心
存清澈小溪的人，不斷被「黑河」滋擾污染，在迫
於無奈的情況下，連殘存的小溪都已經消失得無影
無蹤。
在乘車回內地的時候，我打開了窗，秋天涼
意，一絲絲的圍繞在我臉龐上，在眼前掠過了很多
景象，有光禿禿的樹林，有綠油油的草原和田地，
但最令人興奮的是車子壞了，而它剛好就壞在一條
小溪的旁邊。
坐在車上，看見溪中的小孩，在小溪裏捉魚，
嬉水。他們的躍動濺起了如天上繁星般閃耀的水珠
和如雪般潔白的浪花。我實在阻止不了自己的雙
腳，踏進那冰涼的溪水之中，與潔淨的空氣，蔚藍
的晴空共處，真希望時間可以停止，車子也一直停
在那兒，不用回去那惹人討厭的是非之地。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智

/ 學生作品

1 9 5 0 - 2 0 1 0

〈情〉

〈夏 風〉

S4A 黃兆恒(07-08)

S4A 楊棨薰 (07-08)

你是熱情的太陽
我 是 冷 漠 的月亮
我們互相輝映
照 耀 同 一片 土 地
你 在辛 勤 工作
我在舒適休憩

看見的
看不見了
輕輕 走過
在瞬間消失無蹤
記住的
遺忘了
只留下一地微微晃動的迷離樹影……

循環不息
直至天荒地老
你我雖然永沒有相遇的一天
但
我 的心 有你
你的心有我

〈戀愛〉
S4A 邱淑貞(07-08)
追求時
戀愛 是 一 封小 小 的情書
我在寫
你在看
甜蜜時
戀愛是一粒甜甜的糖果
我在外頭
你在裏頭
爭執時
戀愛是一把生鏽的門鎖
我在開
你在關
分手時

〈距離〉
S4A 梁詠欣(07-08)
春
我蹲 在盤子旁洗碗，指頭發紫
隔着玻璃，我看見她塗 護 膚液
夏
我 收拾桌子被熱油濺到了，他替我療 傷
隔着空氣，我嗅到她陣陣香氣
秋
我薪水發了，買了件三十元的大衣
隔着車子，我發現她打賞司機一千元
冬
我以手巾抹淚，撕碎了合照
隔着懸崖，我瞪着她 和我的他喝熱可可
他的生辰
我抹着血紅的刀子，撕了一片窗簾
零距離，他倆血紅模糊躺在我面前
我的生辰
我吃着蛋榚，切了兩份給他們
隔着血泊，他們怒視着我
我卻笑了……

戀愛是一碗苦澀的苦涼
我在享受
你在吞嚥

我嚼着腥臭的眼珠，「砰」的一聲
我們在火海中溶為一體

87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智

情繫四川地震體驗團考察日誌

My Precious Moments

S7 李嘉雯(09-10)

2A Emily

日期：一零年六月廿八日
當天活動流程及內容：
上午
下午

北川地震遺址遊覽與悼念默哀
新建設區遊覽
綿陽中學千人合照及用膳
學生交流

活動後感：
在整天的活動過程中，教我印象最難忘的，是早
上參觀的北川遺址。在旅遊車向北川駕駛的途中，導
遊一邊向我們述說著她和司機當天地震的親身經歷，
我一面觀看著沿路的景色。路上偶爾會見大石擱在路
邊的情景，放目遠眺，又會見一翠綠的山巒中見一泥
黃色的凹陷，據說，這都是地震時山崩地裂時遺下
的……在導遊嗚咽親述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時，我深切
感受到她背後那道記憶傷痕正在隱隱作痛……即使她
已努力的按捺著，但那駛向北川的旅遊車彷彿正在通
越時空，回到兩年前那個沉重的記憶黑洞……
當旅遊車到達後，我們逼不及待的離開車箱，
趾尖觸地的剎那，才知道步伐是那麼沉重，沉重的
是那寂靜死亡的氣息。環顧四周，是東歪西斜的
危樓，又是搖搖欲墜的屋簷和那些已下陷多層的
樓房，哀怨的笛聲正在奏鳴著，是給死者的最後輓
歌，好叫長眠在那黃土下的炎黃子孫得以安息。我
無法形容那種腳下埋藏著無數靈魂的悲慟與窒息。
但我確實知道兩年多前，這裏已沉睡的靈魂也曾是
和我一樣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也同樣有著生
命的氣息。不同的只是我較幸運，生在香港，方能
逃過此劫，然而，我卻深深感受到在大自然的災難
之下，人類本是軟弱的一群，不論他們在地上有多
高的文化、科技或學術成就，也是難逃那無情的毒
手。曾經，兩年前在電視機旁冷眼旁觀的我，因為
害怕承受那種死亡和自然災害的沉重，只懂自我封
閉的困在斗室內，企圖將那悲傷的感情拒諸門外；
如今，我親臨舊地，親歷其境，昨天的愧疚與今天
的悲慟一併傾瀉而下……凝望著那在公墓前肅立的
警衛，打從心底，泛起無限的敬意，也重新叫我認
知到自己是中國的一份子，在全體師生默哀的瞬
間，我但願黃土下的亡魂能早日安息。在離開的一
剎，微風徐來，公墓旁的小草堅挺的搖曳著；在大
災難面前，人生的低谷面前，我但願也能成為那剛
強堅挺的小草，守護著在世與不在世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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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funny, lovely
My feelings
So many feelings well up in my heart.
Countless!
Friendly, decently, patiently
My teachers
Just like farmers sweating in the heat
So much seeding
Cheerful, helpful
My classmates
So much love as in one family
Helping each other
Small but warm
My school
Like a garden
Trees are students
Do you agree?
Christmas party – Brazilian BBQ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Makes me so content
Do you want to know why?
It’s only once
To get closer with each other in 2A.
I love KSYSS.
For your 60th birthday, you’re like the oldest tree.
Giving me so much support, cultivation
Endless love
And you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forever!

My Teacher My Friend
3D Fong Ka Kiu
If I were Miss Pang,
I would teach my student about life.
If I were Miss Pang,
I would care for everyone, make them feel warm.
If I were Miss Pang,
I would sing a song to touch everyone’s heart.
If I were Miss Pang,
I would treat my students like my friend.
Although I would never be Miss Pang,
I am glad I can be her student and her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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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Memory…

4A Hui Shuk Ching, Crystal

4A Lai Pui Hei, Julie

Biggest? Most beautiful? Most magnificent?
No! No! No!
It’s just a minimal building.
It’s just a homely building.
It’s just a modest building.
But I love it!
I love this minimal, homely, modest school.
I love the simplicity of my school.
Although there is no playground for us to entertain
Although there is no canteen for us to relax
We still have a lighthearted campus life!

Light travels like an arrow, and time like a
shuttle.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has reached
imperceptibly, the four th year. I have a lot of
memories of the past few years. Most of the
memories are sweet. However, there are also
exceptions.

Jesus, Jesus, Jesus
Who gives us powerful love
Who looks after our school for 60 years
Who gives us a wonderful school life
I want everybody to know:
What a carefree school it is for us to study.
I want everybody to know:
What diversification of activities for us to join.
I want everybody to know:
What a pleasant principal we have.
Cheerful! What a perfect campus we have!
Lovely teacher, lovely teacher
Who has a pair of big black eyes
She looks like an eagle
No smile on her face.
She is so strict on everything.
And everybody is scared of her.
But actually not! But actually not!
She cares, worries and loves us.
Who leaves school at last second?
Who uses her holiday to help us review the
lessons?
Exactly! That’s our lovely teacher – Miss Choy.
I love my minimal school.
I love my unbiased teachers.
I love my nice classmates.
They are full of love.
They are full of helpful hearts.
There are many happy moments.
Time is precious like gold
Even though the time has gone forever
Even though I will grow up,
Even though I will be a graduate,
This school – Sam Yuk will be still in my mind!

I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a form one
student, I just looked more like a primary five or
primary six student. As it was my first year in
secondary school, I used to dream of a fantastic
school life – going to tuck shop at recesses;
chatting with my friends on the playground; chasing
my classmates at the corridors. I was childish!
Now, as a form four student, I am more mature
and I have starte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on my
study.
As for school memories, the things I can
remember are no more than studying in class.
Certainly, there are moments of mixed feelings. I
have come across moments of being delighted and
upset, bored and excited. After all, all of these
moments are worth remembering as I love the time
which I spend in this school.
Surely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I can never
forget. That was my first time when I took part in a
speech competition on behalf of my school. Before
the competition, I practiced many times all the
required skills with Miss Chan, my English teacher.
She taught me a lot of speaking skills and I used
to stay at school until seven in the evening. I felt
her patience and passion. Although I lost the
competition, I was really proud of myself and my
school. The moment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all the
practices have been deeply rooted in my mind and
it is my best memory in my beloved school.
I agree that one’s school life seems happier in
retrospection than in reality. There are only two
more years before my graduation. My feeling now
is quite complicated. As I notice that time files
swiftly and we can only look back at thos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we should cherish what we
have now. Before it is too late, I will grasp every
moment to cherish my school life from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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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A Wonderful Day

4C Chan Kin Pan, King

4C Huang Kai Wei, Abbie

Memor y! What is memor y? What type of
memory do I need to write? A memory of school or
a memory of mine? It is a difficult thing and it is
difficult to write or to express my ideas.
Memory means any happy or unhappy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those things
impress you or me and make us remember them.
Now, I want to write some words to express my
memories. I want to share my school life with you.
3 years ago, I was in Form 1. That year was
my first year in KSY. I was a fool at that moment. I
was foolish. I didn’t know any thing including
something I should have known, such as what
lessons I was going to have or who my class
teachers were.

22-03

Monday

Fine

Today is a wonderful day, and the memory is
unforgettable for me.
After school, the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began,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joined in a competition,
so I felt very nervous. The worst thing was I didn’t
have any confidenc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while someone was
presenting, I could not calm myself down. At that
time, I felt my heart was just like a dancing sheep.
Suddenly, a hand was on my shoulder. I turned
away and saw - oh, my dear English teacher Ms
Lam was there with a smile. She told me “take it
easy, you can do it.” From her eyes, I could see
how much she trusted me. So I told myself “To get
the champion or not? It doesn’t matter.”

Mr. Bidmead was my English teacher in form 1
and 2. I remember that I was so nervous about the
lessons because my English was very bad at that
time. I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But day
after day, I could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I
was so happy. Mr. Bidmead is very nice; he always
teaches students with his heart. I used to be a fool,
but I am not a fool now. I understand English. I
understand all teachers in KSY that they love us
and use their hearts to teach us. I need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Time passes and it was my turn. Before I
began my presentation, I tried my best to be calm.
Then I started it with a smile. “Good afternoon…” I
didn’t feel so nervous after I started.

I have to say thank you to my school. 2 years
ago, school gave me a chance to go to England
and be an exchange student. I could go to England
and learn more about another country’s culture and
language. That trip made me love English more
and I realized my dream - the dream that I want to
go to England at least one time. Now, I have
achieved that.

“The champion is… is…Abbie, from class 4C!”

My father was very happy that I could study in
this school because I have lots of chance to learn
more. My primary classmates went to the same
school with me so I could study with them; I never
feel lonely. And I have made some good friends in
this school. I can share my life with them and they
always delight me, always make me smile. It is
very warm.
I always keep some warm memories in my
mind. I always recall then and find out some
interest things to share with my friends. Memories?
It is a difficult topic to write. I have just written
down a few words to share about my life with you.
I hope you enjoy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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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had finished their presentations and
we we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knowing who the
champion was but I could think at all. I just wanted
to have the results announced so that I could get
back my breath. While I was lost in myself, I heard
someone announcing,
How surprised it was! I really couldn’t believe
my ears.
What a wonder ful day it is! I won the
competition. I am the champion! I am really excited,
but I know that without my English teacher’s help I
couldn’t have done it. So I appreciate her help.
The competition did not only make me happy
but it also gave me more confidence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me. In fact, I am a new
student in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
have studied here for just a few months. At the very
beginning, I didn’t have any friends and I also had
no confidence in myself. I didn’t think I can make it.
But after the competition, I have more confidence to
do everything. Today I believe if I can dream it, I
can make it,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Today I feel everything is fine. And I will be fine!
Today was a really a wonderful day. Good
night, my dear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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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 - 2 0 1 0

Think Great Snapshot Competition 2008
Don’t Forget Me!

What does the poor mean to us?

This is the last traditional tablet in Sham Shui
Po. It has a long history. However, there are less
and less people paying attention on it. Some of
them even want to remove it because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se signs of tradition
and culture will fade out one day.

To most of our teenagers, cardboard is entirely
useless. But for a poor old woman who has nobody
to depend on economically, a piece of cardboard is
very precious.

3A Chui Kin Yi, Kelly

We shouldn’t ignore the tablet, which is part of
our culture in Hong Kong. As the tablet symbolizes
the hardship and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we
must protect it. For example, we can take the tablet
to the museum instead of
just throwing it away.
The tablet will be in
our mind all the time if we
protect it c arefully. So,
don’t forget it!
It's a traditional tablet which has
more than ten years history in Tai
Kok Tsui. It's a part of culture around
us in 1980s1990s.

2A Lai Pui Hei, Julie

A few months ago , I came across a news item
about two garbage collectors fighting each other in
the street for cardboard—their prey. I was surprised
that it happened in such a prosperous city like
Hong Kong. I think the extre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is a serious problem. And I
think it is very unfair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someth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can’t turn a
blind eye on the problem.
I think most of us live a
better life as compared with
those poor. I strongly feel that
I should spend my leisure
time on some volunteer
work so that the poor can
get some help from us.
An old woman is collecting cardboard
in the street in Mong Kok.

Home, sweet home?

Money, money, money

What’s your favourite place? Is it a shopping mall,
a cinema or any public place for entertainment? For
me, home is the best place!

Do you agree that money is very important? I
extremely agree with it. In Hong Kong, everybody
needs money to maintain their living. But some people
may not be able to survive in Hong Kong as they are
not well-educated. So, they can’t find a high-paid job.
If they can’t find a high-paid job, they will need
government’s assistance.

Oustanding Award - 2B Liu Li Jun, Theresa

If you feel tired, you can go home and take a rest.
If you feel disappointed, you can get warmth and
happiness from your family. If you study overseas, you
will feel homesick because you miss your family. If one
day you lose your home, what will you do?
This is a photo about an old man. He sleeps on
the street every day; no matter it is hot summer or cold
winter. But nobody cares about this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 think he needs more attention and care from
us since he doesn’t have a warm home and he is very
old. We should help him with our heart. For example,
donate some money or some clothes to him.
We don’t have any
cause to complain that our
life is not perfect when we
see these unfor tunate
elderly.
An old man stays on the street
every day.

2B Sun Fong Mei, Chri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help those needy,
some have moral integrity that they want to use their
hands to get money. As shown in this picture, the
woman relies on collecting the cardboard to get
money to maintain her living .To her, Money every
cent is meaningful and hard to earn. Form Day to day,
she is willing to do the hard physical work to get
money to support her family.
Young people, do
you want to be this
woman in the future? If
you don’t want to be her,
study hard. So that when
you grow up, you can a
high-paid job.
A woman use her hands to get
money to maintain her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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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朗誦及說故事比賽
比賽項目

－

四校普通話演講比賽（故事組）
油尖旺區校長會油尖旺區
2006
校長會慶日普通話朗誦比賽
2007
普通話推廣基金會全港18區
慶回歸普通話大賽
2005 三育聯校普通話朗誦比賽

獲獎學生

年度

初級組亞軍
油尖旺區
季軍
3B 唐 茜

所得獎項

2009
－

年度

傑出學生
2010

季軍

2006 三育聯校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初級組季軍 2B 李菲菲

2008

2004

高級組亞軍 4A 羅素情

－

2001
2002

三育中學四校普通話聯賽

九龍西潮人聯會奮發圖強獎學金

S7 呂騰鵬

油尖旺校長會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獎

S6 徐捷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5A 鄒永健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故事組季軍 2A 李潔誼

S6 呂騰鵬
2006 5B 彭銳基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007

講故事冠軍 3A 朱大為

4B 劉東杰

油尖旺校長會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獎

講故事亞軍 4B 顧鈺誠

S6 楊思雅
5A 李海容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S6 吳振東

尤德爵士基金尤德爵士獎學金

S6 李志姻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圖書獎大獎

S7 吳韻詩

香港專上學院傑出新生獎學金2005

－

清水灣三育中學
2000 普通話四校邀請賽初中組
2001 清水灣三育中學
普通話四校邀請賽高中組

S7 麥尚怡

初級組季軍 2D 容欣怡
朗誦組冠軍 S7 曾 藝

所得獎項

－

－

2005

三育聯校普通話朗誦比賽

－

2007

－

高級組亞軍 4B 何穎琪

獲獎學生

－

200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中文組
423世界閱讀日．齊閱讀
優勝獎
2004 —閱讀報告比賽
初級組冠軍
初級組季軍
按額津貼中學聯校中文作文比賽
高級組冠軍
高級組亞軍
高級組季軍
初級組亞軍

－

－

初級組季軍
2001 按額津貼中學聯校英文作文比賽
高級組冠軍
2002
高級組季軍
高級組殿軍
「禁毒寓言八幅卡通漫畫串連故
亞軍
事」徵文比賽
初級組亞軍
「禁毒寓言八幅卡通漫畫串連故
初級組季軍
事」寓言故事比賽
高級組季軍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高級組冠軍
PC Generations標語創作比賽
高級組季軍
香港電台故事新編創作大賽
冠軍
2000
油尖旺區民政事務處
學生組季軍
2001 共融生活在香江徵文比賽
92

－

2004 S6 林清源
2005 5B 林洁華

2D 譚妙賢
2C 林潔華
2D 文麗華
2D 胡少娟
S6 方婕堯
5B 吳景慧
4B 陳景明
2A 伍少康
2B 李思義
3D 黃燕金
4B 李思靈
S6 楊浩賢
S6 朱妍睿
5C 盧振宇
3B 吳淑萍
3A 黃妙玲
S6 吳琰櫻
4A 陸凱莉
S7 劉雅欣
5A 朱創成
5B 陳玉銘

2003

尤德爵士基金尤德爵士獎學金

3D 應嘉麒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5B 陳婉婷

尤德爵士基金尤德爵士獎學金

3D 方一龍

教育統籌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
卓越數學培訓

3D 葉春標

教育統籌局仁濟初中最顯著進步獎

1D 江詩韻
4C 晏 怡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

金獎証書

獲獎學生
1A 李慧儀
1C 彭永豪
2B 林建萍
2C 劉鳳萍
3A 馮錦欣
3C 李俊浩

2004

5C 何穎傑
2002 S6 黃佩瑩

尤德爵士基金尤德爵士獎學金

－

－

2005 廉政公署「e時e候」
全港中小學網上閱讀計劃
2006 暨寫作比賽（油尖旺區）

所得獎項

2003

2001

3B 葉文燕

教育統籌局仁濟初中最顯著進步獎

S6 鄧翠薇

油尖旺校長會中學及專業學校組
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獎

－

比賽項目

2006

2002 S6 鄧翠薇
5A 李詠嘉

尤德爵士基金尤德爵士獎學金

2000 5B 馮嘉斌
2001 S6 蔡盈盈

尤德爵士基金尤德爵士獎學金

－

年度

2005
－

聯校閱讀及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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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是學校生活的重要環節，對學生的身與心都有著正面的影響。課外活動為三育中「靈、智、體」
重要的一環，故此，校方一向積極推動課外活動的發展，並不斷為學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與時並進。

課外 活 動 組 宗 旨
1. 鼓勵基督教化性靈發展；
2. 讓學生善用餘暇，培養出良好嗜好，促進身心健康；
3. 培養興趣，發展學生潛能；
4. 透過群體活動，培養合群精神、提升協作能力及領導
才能；
5. 讓 學 生 發 揮 所 長 ， 使 其 獲 得 成 功 感 ， 提 升 自 信 及
自尊；
6. 通過各式各類的比賽及訓練，引發學生的進取心及培
養出不屈不撓的精神；
7. 積極參與校際比賽及社區活動以加強對外的交流及提
升校譽；
8. 豐 富 學 生 的 課 堂 外 的 學 習 經 歷 ， 並 擴 闊 學 生 的
視野；
9. 增進師生之間的了解，增強學生對學校之歸屬感。

94

課外活動落實措施
為配合全人發展的理念，本校早年已推行「一
學生一活動」的政策，讓每一位九龍三育中學的學
生於學術、藝術、服務、興趣及運動等五大範疇，
共三十多種學會活動當中選擇適合自己的課餘活
動。課外活動組亦定時舉辦全校性的大型活動，如
旅行日、歌唱比賽、便服日、全方位學習日、各類
型參觀、歷奇訓練、戶外考察、宿營活動、境外交
流、班際比賽及暑期活動。而每年舉行的陸運會更
是本校全年活動的焦點。此外，校方亦鼓勵學生積
極參加各項校外比賽，如校際朗誦節、校際音樂節
及學界體育比賽等，成績令人欣慰。
總括而言，本組冀望透過舉辦各項活動，容讓
每位九龍三育中學的學生在參與過程中能夠發揮潛
能，學會團結合作、互諒互讓、不怕付出、承擔責
任及克服困難等精神，成就每位同學的獨立性、自
信心，確立學生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體藝文化

/ 陸運會

1 9 5 0

-

2 0 1 0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是學校的焦點活動之一。陸運會除讓同學在運動場上一展身手、爭取獎牌外，亦是各班展
示上下同心的時候。我校陸運會，是比賽競技，也是嘉年華會；是獎牌之爭，也是團結精神盡顯之時；是個人榮
譽的爭奪，也是班際的比拼；是運動技術的較量，也是藝術的發揮。除田賽徑賽，各班自行設計的班衫、班帽、啦
啦隊吶喊歡呼更是陸運會高潮所在。近年更新增師生參與的「班際拔河比賽」，老師學生打成一片，師生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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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運會

1 9 5 0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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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培訓

1 9 5 0

-

2 0 1 0

體育科除提供正規體育運動課程外，更致力引入多項新興的運動，如保齡球、高爾夫球、欖球等等，讓學生在中
學生涯中，能夠接觸不同種類的運動項目，從而領略運動的樂趣，建立健康之生活態度及良好體格。另同學亦會於體
育課堂當中進行遠足及定向課，以配合其他學科（如科學科、地理科等）進行跨學科學習，讓體育堂變得更多元化、
更全面。
體育科課外，本校更投放不少資源推動校隊發展，先後成立籃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足球及壁球校隊，
積極參加學界比賽。本校辦學團體更定時舉辦「港澳三育聯校（球類或田徑）比賽」，讓本校運動員有機會與其他
姊妹校的師友切磋球技，交流心得，增加比賽經驗。

攀

欖

體育堂上細聽欖球技巧分享

石

保

球

齡

學生在體育堂接觸欖球運動

高爾夫球

足

毽

體育堂足毽推廣

劍

擊

體育堂上觀摩劍擊技巧示範

遠

中三畢架山遠足

足

中二遠足課，金山郊野公園至望夫石

99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體藝文化

班際運動比賽
班際運動比賽是一項學生很重視的活動。這活動
不單能提升學校的運動氣氛，更重要的是透過比賽及
賽前練習凝聚師生，增加班中的歸屬感及團結精神。
比賽前夕，各班同學會運用課餘時間，積極練習，努
力備戰，學生對班際賽事的重視及緊張程度，可見一
斑。在比賽當中，不僅是球技的較量，更是學習體育
精神及友誼第一的重要一課。班際比賽設有六項不同
類型的項目，包括羽毛球、足球、乒乓球、閃避球、
籃球及跳大繩（非球類比賽項目），讓不同學生都能
參與其中，嘗試體育運動的樂趣及比賽的經驗。近
年，本校更緊貼潮流，舉辦「街舞挑戰賽」及「三人
籃球挑戰賽」，讓學生得到更多的表演及比賽機會，
增強自信。

聯校運動比賽
港澳三育聯校比賽是一項由本校辦學團體舉辦之
大型運動交流活動，項目包括田徑、羽毛球、乒乓球
等，旨在提供比賽機會，讓本校學生與其他姊妹學校
（澳門三育、大埔三育、香港三育、清水灣三育書
院），互相交流切磋，增進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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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際球賽

1 9 5 0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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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大旅行

秋季大旅行是每學年首項全校性大型活動，各級會於不同郊野公園進行班會活動，學生趁初秋天朗氣清享受
燒烤、野餐、打邊爐的樂趣之餘，亦趁機與同學、老師聯誼、交流。娛樂不忘公德，課外活動組聯同公社組在每
年的旅行日合辦「班際清潔比賽」，讓學生在輕鬆玩樂之餘，也能培養良好的公民責任，加強德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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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遊 學 團
隨著時代變遷，教育改革的推行，全球一體化
的大趨勢下，課外活動組聯同校內不同組別舉辦不
同種類活動，與時並進。近年積極推動境外遊學
團，旨在讓學生接觸不同的文化與歷史，感受各地
的風土人情，豐富學習經歷之餘，亦能擴闊學生視
野，增加與國內外學生交流了解。

/ 境外遊學考察

1 9 5 0

-

2 0 1 0

九龍三育中學於2009-2010年度，與屯門山景青少年中心
合辦了湖南山區義務教育交流團，一行20名學生連同社工、老
師，深入湖南山區，探訪當地小學。本校20名學生參與其中，
體驗了生活，體驗了文化，也體驗了生命價值。

本校每年均免費獎勵成績優異之學生參加「英
國之旅」、「美國之旅」遊學團及於暑假期間舉行
的「澳洲交流團」。學生到達當地院校進行英語進
階課堂外，亦會與當地學生會面，互相交流兩地學
習情況，體會外國生活。學生更有機會到訪當地的
著名旅遊景點，如迪士尼樂園及文化古蹟，進一步
加深學生對外國生活的了解。除歐美澳等地，本校
致力推行國民教育，加深學生對祖國國情認識，故
此推行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國內考察團，如湖南山
區考察團、廣州亞運觀賞團、珠海澳門文化遺產考
察團、中山考察之旅、同根同心廣州交流團及薪火
相傳中英街探究歷史之旅等等……更有老師帶隊到
上海參與世界博覽會及北京進行國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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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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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三育中學高中部在課餘之時，為學生預備了不同的文化賞析節目。繼年前參與過浸會大學的「文化同
行計劃」後，本學年（2010-2011）學校也安排了不同的戲劇及文化節目與同學參與。先有四十名同學於九月
中外出欣賞由東宮西宮劇團演出的《十大狗官》劇場，十月至十一月也相繼有歷史劇《唱遊紫禁城》、《萬曆
十五年》，以及都市流行戀愛劇場《三三不盡》等劇目予同學欣賞，可謂十分多元化，適合不同級別的學生參
與，務求令同學在學科知識以外，對於文化藝術也有一定的認識，培養出多元發展的興趣與能力。
1

2

同學參加模擬考古發掘工作坊 3 09-10預科學生出席《德齡與慈禧》觀賞會 4 初中學生參觀世界文明展覽 5 巴西學生訪校交流
8 中六選修中史同學參觀中大香港考古展覽 9 中華文化小組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10 預科同
學參觀圍村了解中國傳統民居建築
6 同學參與「五四同夢同心」青年交流活動 7

4

1

2

3

5

7

6

8

9
10

105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體藝文化

社區協 作 計 劃 一 覽
( 2002年至2010年 )
年份
計劃名稱
參與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上、下午校）
2002 白 蘭 氏 健 康 教 育 基 金
︱
塘尾道官立小學（上午校）
2003 「與壓力共舞」
大角咀天主教（海帆道）小學
塘尾道官立小學
2003 白 蘭 氏 健 康 教 育 基 金 香港布廠商會小學
︱
路德會沙崙學校（上、下午校）
2004 「心靈彩繪」藝術計劃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
布廠商會公學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白蘭氏健康教育基金
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
「真我空間」玻璃瓶創
聖公會基榮小學
2004 作比賽及展覽
周氏宗親總會學校
︱
2005
佐敦道官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
白蘭氏健康教育基金
屯門官立小學
「健康人生」嘉年華
佐敦道官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佐敦道官立小學
周氏宗親總會學校
白蘭氏健康教育基金
2005 「家家有故事」作品徵集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
2006
塘尾道官立小學
聖公會基榮小學（上、下午校）
路德會沙崙學校（上、下午校）
廣東道官立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上、下午校）
小學英語日營
塘尾道官立小學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2006
︱
父親節英詩創作比賽
塘尾道官立小學
2007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
英詩創作比賽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聖公會基榮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 中 西 對 對 碰 East &
塘尾道官立小學
West」社區文化嘉年華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07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下午校）
︱
2008 香港創意和諧委員會、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小學
油尖旺文化藝術協會、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聖公會基榮小學
東華三院賽馬會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聖公會諸聖小學
「童創． 同創． 美」
塘尾道官立小學
社區藝術推廣計劃
廣東道官立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我們這一家
路德會沙崙學校
2008
︱
" Home sweet Home "
塘尾道官立小學
2009 —社區文化嘉年華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09 健康「身」連「心 」 路德會沙崙學校
︱
2010 —社區文化嘉年華 塘尾道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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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比賽
每年一度的歌唱比賽是九龍三育中學課外活動的重頭戲碼。每年歌唱比賽售票時，均會出現「排隊撲票」的現
象，可見同學的踴躍參與，更有部分同學組成「FANS CLUB」為班中同學造勢打氣，令比賽氣氛更加熱烈。歌唱比賽
分初中組及高中組，每組均設獨唱、合唱及師生合唱組，參與同學眾多，而且水準不俗。獨唱投入，台風十足，平
時文靜有禮的學生，搖身一變，變成歌王歌后，事前準備功夫更是絕不馬虎，化妝服飾亦是一絲不苟，完全將同學
表演的誠意與決心展現。合唱組更屢有同學以樂隊組合形式參賽，強勁的節拍舞蹈，澎湃的音樂，將同學們平時在
課堂以內的沉靜與安寧徹底打破，盡情釋放自我，帶領一眾聽眾沉醉在光影、樂韻之中。老師粉墨登場獻唱贈興，
化身成為萬人迷，更是將全場氣氛推向顛峰，叫比賽節目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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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影像設計

趙偉健同學作品

李美婷同學作品

譚嘉欣同學作品

裝置設計

甘肇瑩同學作品

譚嘉欣同學作品

鍾靜妍同學作品

攝像

譚嘉欣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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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李美婷同學作品

林曉彤同學作品

方慧娟同學作品

蕭敏華同學作品

趙偉健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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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製作

絨布蛋糕
馬悅慈同學作品

手製木箱
馬賽克工作坊學生作品

絨布蛋糕
戴雅宜同學作品

史化專題報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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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藝術工作坊

同學細意聆聽中國民間草織技巧

同學利用一剪刀一張紙剪出了大吉字樣

同學聚精會神織草蜢

師生聯誼活動

班會生日派對

班會戶外活動

師生飯局

聖誕聯歡

師生共享單車樂

師生同遊海洋公園

師生棋盤顯真章

黃俊賢老師與學生打成一片

班際時事及常識問答比賽 班際壁佈設計比賽

112

捐血日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體藝文化

/ 點將錄

1 9 5 0

-

2 0 1 0

聯校音樂比賽
年度
2005
︱

2006
2003
︱

2004

比賽項目

所得獎項

校際音樂節中學合唱中文歌曲組

亞軍

香港管樂節金鼓齊鳴

健力士世界記錄大全記錄

聯校繪畫、設計比賽
年度

比賽項目
香港2009東亞運動會體育舞蹈競賽繪畫比賽

所得獎項
季軍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2009 香港小童群益會
︱
吾係小兒科兒童權利知多D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
優異獎
香港學界繪畫比賽賀國慶「和諧社會 富泰中華」
「香港躍馬迎奧運」籌備委員會「綠色生活迎奧運」繪畫比賽 初中組優秀獎
冠軍
油尖旺區校長會尖沙咀碼頭廣場繪畫比賽
亞軍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區優勝獎
世界知識產權日—綠色創新攝影比賽
2008 油尖旺北分區委員會
︱
2009 油尖旺北家居清潔及環境衛生嘉年華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東華三院「健康生活油尖旺」標語設計比賽
東華三院攝影比賽
2007

學友社「百年奧運 一脈相承」香港區奧運瓷盤彩繪

︱
油尖旺區議會及油尖旺北區委員會
2008 慶回歸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二十五周年「關懷互健．共融社區」填色比賽
好社區好生命網頁創作比賽
200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合辦
社區清潔樂安嘉年華
︱
廢物創意製作比賽
2006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關懷社區網頁設計及廢紙回收箱設計
香港聖經公會全港第一屆聖經故事戲劇比賽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PC Generations填色比賽
2004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PC Generations標語創作比賽

︱

2005 香港復康會無障礙城市定向2004
油尖旺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校內初賽）
防騙標語創作比賽
教協、香港電台及公共圖書館合辦
2002 第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籤設計比賽
︱

2003

香港單親協會
「單親雙親同攜手 社區共融邁步走」漫畫比賽

2000 明愛防止長者被虐計劃 靈實長者匡護中心合辦
︱
2001 獻心護老先導計劃嘉年華會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優秀獎
亞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男演員
公開組亞軍
公開組季軍
高級組冠軍
高級組季軍
智慧大獎
冠軍及安全合作大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中組冠軍
初中組亞軍
亞軍

得獎名單
3A 林曉彤
3A 林曉彤
3A 譚天恩
3B 陳鴻利
4B 高杏淇
1A 梁均耀
2C 陳鴻利
2D 林曉彤
3A 郭楚明
3B 黃偉琳
3C 張泳檳
3C 許淑貞
3C 戴雅宜
3C 許淑貞
3C 鄭頌衡
3C 許淑貞
3C 張泳檳
3A 趙偉健
S6 朱秀媚
S6 梁嘉偉
S6 盧玉婷
5A 李可程
4A 蔡錦源
5C 劉佩如
5C 高杏欣
5C 劉佩如
5C 高杏欣
3B 胡嘉俊
2B 張錫皓
3A 黃慧鳴
4A 陸凱莉
S7 劉雅欣
3C 李鎮贒
5B 吳啟業
5A 林寶玲
4A 呂騰鵬
1A 鄒 旋
3A 黃燕萍
2B 李可程
1A 顧子威
3A 黃燕萍
2D 區淑銘
2A 關仲文
3C 吳嘉慧
3D 洪永興

3C 陳健彬
3C 刁寶君
3C 林雅芳
3D 譚 傑

3C 陳奕瑋
3C 方祖儀
3C 劉麗君
3D 黃慧雯

S6 余荣康 S6 梁家銘
S6 單美真 S6 黎家欣
S6 譚子慧

3C 陳兆儀
5B 張龍耀 5B 劉俊煌

3C 曾素嬋 3C 鍾海燕
3C 周志美 3C 胡倩彤
4B 劉韻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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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比賽
年度

比賽項目

所得獎項

大韓空手道聯盟第五屆韓國公開國際空手道比賽(Under 13yrs Mixed Team Kata) 冠軍
大韓空手道聯盟第五屆韓國公開國際空手道比賽(1996 Female Ind. Kata)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個人賽亞軍
2009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中學校際保齡球錦標賽
︱
學生運動員獎
2010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09-2010
IDTA 國際舞蹈教師協會拉丁舞金獎
拉丁舞金獎
2009 香港體育舞蹈國際公開賽13歲拉丁舞五項香港排名賽
第三名
2009 香港體育舞蹈國際公開賽13歲標準舞五項香港排名賽
第三名
2008
︱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08-2009
學生運動員獎
2009

教育統籌局隊際外展壁球比賽（2005）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油尖區康樂體育會
油尖旺區籃球比賽
2004
︱ L.D.S三人籃球賽
2005 L.D.S三人籃球賽澳門站
遊樂場協會三人籃球賽
2004 NIKE 全港青少年籃球聯賽 (16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田徑比賽男子甲組鉛球
公民盃
2003 香港壁球總會青少年壁球章別獎勵計劃
︱
200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田徑錦標賽男子乙組鉛球
學界田徑錦標賽女子甲組100米跨欄
2002 黃大仙區田徑比賽男子乙組400米
︱
2003 香港中文大學第11屆射藝公開邀請賽新秀組
香港大學第11屆射藝公開邀請賽新秀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男子丙組學界籃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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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傳統民居建築藝術考察交流》

4A 何嘉露
5A 鄭志豪
5B 盧敏慧
5B 盧敏慧
1C 梁兆鋒
2A 李宇恆
2C 陳星宏
2A 李宇恆
2A 李宇恆
2B 覃建文
1A 鄭敏華
2D 葉佩雯
4A 鄒敏儀

中學組殿軍
冠軍
季軍

其

勞工處擇業常識問答比賽

4A 李宇恒

亞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殿軍

200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田徑賽女子丙組800米
︱
2001 Carlton聯校羽毛球團體賽女子組

油尖旺道路安全運動統籌委員會
校際道路安全推廣演繹比賽

5C 張琇雯

冠軍

季軍

2001
︱
200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田徑比賽男子丙組鉛球
少年警訊三人籃球賽

2002
︱
2003
2001
︱
2002
2000
︱
2001

5B 劉澤明
2A 昌嘉穎
2A 昌嘉穎
2A 昌嘉穎

團體賽季軍

200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2007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06-2007
2005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女子乙組羽毛球比賽
2006

比賽項目

4B 鄭頌衡

3B 劉澤明
4E 周思遠
5C 蕭晉瑋
5A 左冠玲
殿軍
5B 劉志寧
1A 陳家惠
2B 劉淦波
殿軍
3B 楊騏鴻
3D 胡文峰
學生運動員獎 4C 黃智傑
2B 陳潔儀
季軍
3A 葉佩怡
3D 劉金悅
初中男子組隊
3B 英思進
際冠軍
男子青少年組 3A 莫耀程
5A 李宇恒
季軍
5A 謝銘恩
冠軍
5A 李宇恒
冠軍
5A 李宇恒
亞軍
5A 李宇恒
冠軍
5A 李宇恒
亞軍
5A 李宇恒
季軍
5A 李宇恒
銅章
3A 阮飛鵬

200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
200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男子甲組籃球比賽

年度

得獎名單
2B 黃嘉堯
2B 黃嘉堯

4A 黃禹麾 4C 何健國
5A 楊棨薰 5B 陳駿浩
5B 向裕永
5B 歐仕釗
1B 許海城
2D 池謝俊夫
3C 楊俊彥
4B 劉東杰

5B 何永通
5B 羅滿權
1B 萬思源
3A 童傑暉
3D 文偉智
4C 黃智傑

2C 吳嘉慧 2C 劉鳳萍
3B 馮勵賢 3D 李嘉琪
4B 何穎琪 4C 李穎賢
3B 楊棨薰

3C 方子健

3C 陳兆儀 3B 羅滿權
5A 曹國輝 5A 陳星宏
5C 陳貴欣 5C 覃健文

5A 陳星宏

1D 張子樑 2A 張龍耀
2B 覃建文 2B 蕭秉禧
2C 陳貴欣 2D 鄧銘麒
2B 曹國輝

2B 翟健豪

2D 卞賢樑 3A 蔡鴻貞
4C 彭珏珮

他
所得獎項
中學組冠軍

班別／姓名
S7 邱文廣
S7 楊浩賢

二等獎

3A 梁藹怡

冠軍

3C 陳思穎

最佳
考察報告獎

S6 邱肇康
S6 劉宇傑

S7 麥敬文
S7 譚翠雯

S7 黃之濂

S6 梁志雅

S6 劉嘉輝

六十周年校慶歌
1 9 5 0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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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及校友嘉言

九龍三育中學，我的母校！那裡有我
許多美好的回憶啊！
老師的親切關懷、諄諄善誘，奠下了
我行事為人的基本原則，建構了我這大
半輩子的人生價值藍圖，也是促使我信仰
萌芽的沃土。感謝上帝在年幼時給我在九
龍三育學習的良機，我除了感謝，還是感

卓朱美美博士
前大埔三育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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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願上帝賜福與九龍三育中學，願妳永
遠屹立，造福更多的莘莘學子。

寄自美國加州

前輩及校友嘉言
1 9 5 0

-

2 0 1 0

三育是我渡過童年的地方。常言說：「童年往事，人們
記得特別深刻。」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數十年後，我還記得
絕大部份在三育學校曾教過我的老師的姓名和他們當年的容
貌。他們桃李滿門、學生千百計，我又不怎樣出眾，相信難
會記得我。但在關愛的氛圍下，他們的言行思想，尤其是由
宗教信仰所表達對世界和宇宙的各種思念，的確開啟了我對
思考的興趣，有些還成為畢生探索的題目。我選擇「教育」
為終生事業，受母校的影響至深至巨。母校六十周年校慶，
謹具片言誌賀。

龐永欣先生
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課程系講師、
前香港教育學院兼任副教授、
前香港公開大學榮譽副教授、
前中學校長

我是八零年九龍三育中學的畢業生。作為一位插班生，我非常
感恩在三育渡過的歲月。當年的老師是頗為嚴肅又認真的，但是他
們實在都很愛錫我們、用心教育我們，以致我們那一屆很多同學都
能升上大學，當中更成就了不少今天的校長、老師，回饋教育界
呢！猶記得當年我在三育最開心的莫過於是有一班既好玩，又勤力
搏殺，且厚待我的好同學！
我天生有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右腦很發達，但
腦袋根本記不了資料，讀書事倍功半，在當年實難望升讀大學。然
而，在一個如此有愛、好玩、充滿良性競爭的環境讀書，卻造就了

李小苗女士
Esther

Lee

我也成功踏進當年1,200考生只收120人的理工大學設計系，修讀廣
告，發揮所長。大學畢業後，雖歷轉不同行業，猶幸都頗見成就。
於此，謹藉片言表達我對母校的無言感激。

MoneyTree 親子品格理財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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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及校友嘉言

九 龍 三 育 ── 天 使 的 搖 籃
昔日，王頌恩校長不嫌棄一個會考零分的重讀生，才造
就我在九龍三育取得十九分成績及其後一級榮譽大學畢業的
機會。
因著九龍三育中學眾天使老師的教導及支持，今天有幸

呂 宇 俊先 生

成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一份子的我，也願意以回饋母校及老
師的念，延續教育使命，擔當別人的天使。

恩賢教育中心校長
謹願母校繼續培育更多的天使，在社會作鹽作光！
2006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電視節目《呂SIR的教室：通識特攻隊》監製及主持

歲月轉眼流逝，合指一算，自九龍三育中學畢業至今已二十多
年，感覺非常超現實！及後，在香港電影圈圏工作原來也超過十年
多了。在電影圈中工作，的確多姿多釆，既能與夢寐以求的巨星合
作，也能足踏無數不可思議的地方！誠然，有光輝歲月，當然也有
挑戰和辛酸！然而在忙碌工作的同時，每年叫我無限期待和享受
的，總要數算那在農曆新年與一班三育舊老師及同學相聚的日子！
眾人帶著自己的子女聚首一堂，無拘無束地回顧自己成長的青蔥歲
月及課堂上幕幕鬼馬的片段！這種感覺就更加超現實！
有人說幸福的人生是能擁有一個美好的家庭、一間用心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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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學校、一班能一起回味昨日又能一起為未來奮鬥的朋友！這

關信輝先生

麼說來，我倒真是個十分幸福的人啊！

導演

在校學生感言
吾謝吾校吾師

1 9 5 0

-

2 0 1 0

對我來說，能在母校升讀中四，中間
極多的回憶是我不能忘記的！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作育英才，歷年不倦，
望再延續，榮神益人，
歷盡風雨，屹立不倒。
S4A 吳宇致意

中一、二時，從未能感受到老師與同
學間的感情，直到中三，老師們一直都給
我們機會，給我們無比的愛心、關懷，照
顧我們，讓我真的感受到了，領悟到了亦
師亦友的「深層」意義。老師們，我永遠
都不會忘記你們的付出，也不會辜負你們
對我的期望，多謝你們！我的好學校！我
的好老師！
S4B 張嘉恩致意

進了這所學校第四個年頭，碰巧便是
六十周年的校慶，數數指頭，母校要比我
大四十五歲，六十年的光景真不容易啊！
我校雖不是甚麼出類拔萃的學校，但老師

春風化雨暖我心，
光陰六十載濃情，

對教學的熱誠卻是無可置疑的！十年後的
七十周年校慶，二十年後的八十周年校
慶，三十年後的……相信我的母校仍會屹
立於界限街頭及詩歌舞街！
S4B 曾怡致意

裁不動，憶深處，
永記三育在心頭。
S4D 葉希霖致意

愛心滿載六十年，

光芒展現六十春秋，

作育英才連又連，

舉校齊歡周年校慶。

六十周年顯愛心，

歡愛盡在周氏分校，

人人傳頌神福音。

上進充沛九龍三育。

S4D 楊小曼致意

S4E 梁偉杰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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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學生感言
吾謝吾校吾師

九龍三育中學由1950年迄今已六十
載，歲月雖留下了痕跡，卻不見衰老，只
是越來越強健，散發光芒。六十年來，我
們的校長、老師們，甚至是學兄、學姐，
不斷努力，沿道披荊斬棘，為的只為我們
締造優良的學習環境，令同學創出了屬於
自己的一片天。在此，我祝願親愛的母
校，會在我們全體師生的共同奮鬥下，繼
續「止於至善」，創造出更多亮眼的璀璨
佳績！

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九
龍三育中學已巍立六十年了，實在難得。
對我來說，更是無言感激！校長和老師和
藹可親，同學們相處融洽，在這種充滿愛
的地方成長，令我獲益良多！「人生七十
古來稀」，謹望母校未來辦得更具聲色，
能在芸芸學校中出類拔萃，成為一等一的
學府。

S5A 文嘉淇致意

S5A 吳天華致意

正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老

這所學校雖然地方小，卻充滿了愛

師是哺育棟樑的井水，學校是蘊藏井水的

心，還能提供一個環境，使我們發揮所

那口古井。六十年來，雖然經歷「風吹雨

長，培育我們高尚的品格！所以，絕不能

打」，但現今還是屹立不倒，為一代又一

小覷這小地方，畢竟這小地方四處洋溢著

代的棟樑而活著。今天是三育六十周年的

愛心，叫我對這所學校有著無限的歸屬

大日子，相信在往後的六十周年仍生氣勃

感！

勃，繼續擔當一口甘甜古井的角色！

S5B 方祖儀致意

S5B 高佩珊致意

我在三育已讀了五年，剛剛入讀這校
時，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因為老師們都很
盡責和很有愛心。雖然這間學校不是甲級
的學校，但是同學們與老師們的相處十分
融洽，使我能在困難中振作起來。在這
裏，我感受到主給我們的愛和心靈的安
慰，每當孤單寂寞或是傷心難過時，透過
禱告便可以安慰自己。九龍三育中學經歷
了六十年仍屹立不倒，希望她有更美好的
明天。

六十年的雄獅，伏臥在界限街街頭，

S5C 梁咏欣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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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祥地看著她的孩子。時光流逝，刹 剎 那光
輝，六十年孕育了無數英才，造福社會。
六十年的汗水，流淌一地，滋潤著土地，
為我們建立美滿的校園。逝水如流，太陽
的起落，見證著六十年的光輝。

S5C 林永漢致意

在校學生感言
吾謝吾校吾師

很快便到了六十周年校慶，我衷心希
望母校日後的發展不斷進步。在學校渡過
的短短四年，給予我的除了開心，還是開
心！四年當中，得到不少老師的關愛，重
要的是，老師對每個同學都那麼重視！我
敢說，在九龍三育，不會有人被遺忘！謹
希望母校的歡笑會一直持續，老師同學都
能夠開開心心，在三育這個大家庭裏一起
歡笑，一起成長。

1 9 5 0

-

2 0 1 0

三三不盡，六六無窮，我校將會有無數
的六十周年。我整個的中學生涯都在這裏渡
過，六十年來，不少師兄師姐都從這三育培
育出來，可能我根本就微不足道！但三育於
我的恩惠卻叫我銘心刻骨！六年來，承蒙三
育的恩惠，我的人生出現了巨大轉變！謹藉
此校慶良機，向各老師致謝，或許部份老師
已離職，但在我的記憶裏，他們都是三育的
總體，是不可或缺的部份。

S6 黃穎欣致意

S6 藍立輝致意

感謝三育給我美好的中學生活。我在

曾在放棄邊緣，尚幸在三育遇到有

這裏，遇到對我影響至深的老師，以及願

心、有熱誠的老師。有您們鼓勵、支持及

意與我相伴一生的知己。最重要的是，我

提醒，我會努力的。雖未有把握取得成

能在這裡遇到了基督！祂將在我離開母校

功，但您們的心血是不會白費的。縱非名

後，繼續引領我，教導我。九龍三育致力

列前茅，但做人道理、態度，我們學到

於使學生與神相遇，這美事在我身實現

了，將畢生受用。

了！願上帝繼續祝福九龍三育中學，培植
更多榮神益人的幼苗。

S6 蔡子苗致意

S7 江淑敏致意

良師啊！是您一顆愛心、關懷，燃亮
了我！老師是用心栽培我們這些小幼苗的
農夫；學校則是為我們擋風擋雨的溫温 室 ，
令我們茁壯成長！感謝學校給予我快樂的
時光及美好回憶；在學校學到的知識，他
日使我成為社會的棟樑！感激在這60年的

作育英才六十載，
默默耕耘不易得。
師生努力顯本色，

光景堅持、不放棄的一眾敲鐘者，喚醒了

歡迎共享上帝恩。

無數迷失的小羔羊！

S7 何俊圻致意

S7 李麗珠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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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紀念盛會
感恩會

1

時光荏苒，九龍三育中學創校迄今六十年。蒙

神帶領，學校成長穩健可見。在校長、老師們辛勤

的耕耘及家長的支持下，學校成績、校風及聲譽與日俱長，愈見社區人士肯定。為締良機與眾同證天父
對我校的賜福厚愛，校方特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廿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正至四時三十分假九龍界限街
52號本校初中部禮堂舉行六十周年校慶感恩會。感恩會當午，教育局及本校辦學團體代表、嘉賓校友、
師生職工與各界友好共聚分享。謹盼學校繼續茁壯成長，春風化雨，培育更多有為青少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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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紀念盛會
感恩會

1 9 5 0

-

2 0 1 0

5

3

7

4

8

6

9

1

嘉賓主持亮燈開幕儀式 2 感恩會主禮台佈置 3 感恩會主禮嘉賓合照 4 王頌恩校長致送紀念品予各主禮嘉賓，答謝各人撥冗蒞臨
眾來賓留名誌喜 6 端莊穩重的司儀文嘉淇同學(左)及林菁菁同學(右) 7 校友方敏(左一)及朱家怡(右二)出席感恩會 8 外籍教職員突
破語言界限，透過即時傳譯參與盛典 9 台下會眾細心聆聽台上嘉賓的感恩分享
5

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
翠卿太平紳士蒞校主
禮，本校倍添榮寵

校董黃憲中長老感恩
分享

前教育局高級督學蔡
宏鎮校友感恩分享

傑青校友呂宇俊公開
答謝兩位守護他的三
育天使一王頌恩校
長及梁詠梅老師

家長教師會創會主席
黃天成先生到校致賀

中五丙班學生劉麗君
答謝學校及老師對她
的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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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紀念盛會
感恩會

11

10

13

12

14

15

10 文藝表演環節的司儀崔健怡同學（左）及彭永豪同學伶牙俐齒 11 回憶青蔥歲月，總叫人忘懷歡暢 12 校友羅紹俊、程家威、黎玉騰及

朱大為教士高唱 you raise me up 13 合唱團同學高歌兩首贈賀母校60壽辰 14 梁詩慧老師與馮秋兒老師聚精會神，樂在其中 15 榮耀全歸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感恩會前夕，縱然受超級颱風的威脅，但事實卻既無風也無浪，是故眾人咧嘴而笑，滿足離開 16 馮德慈同學及校友
馮德茹姊妹檔合奏〈紡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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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六十周年紀念盛會
校慶晚宴

1 9 5 0

-

2 0 1 0

九龍三育中學創校六十載，適逢辦學團體轄下九龍教會建堂六十周歲，為誌雙喜之慶，特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廿四日（星期日）晚上六時三十分設宴旺角雅蘭中心四樓迎囍大酒樓，良朋師友共聚，同頌主恩，點滴話當年。
1

2

3

4

5

7

6

8

9

1

歷代師友共聚一堂緬懷母校歷史 2 前體育科教員吳昌健老師留名誌意 3 校友們在晚宴校慶珍藏展上細意翻閱40周年校慶特刊
來賓慷慨購買校慶紀念品撥助母校持續發展 5 職員張威豪及妻子曾漢妮教士與一班前鋒會隊員抖擻精神招待貴賓 6 英文組老師
同賀學校60周歲生辰 7 老師們出席晚宴 8 老師們在晚宴前談笑風生 9 司儀蘇家偉老師與太太陳惠燕老師甜蜜出席校慶晚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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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0

16

15

19

17

18

20

21
10 校長王頌恩與眾學校持分者代表向來賓道謝及祝賀 11 林嘉韻老師及鄭嘉穎老師與劉順安副校長於晚宴重逢聚舊 12 校記曾婷（中）與
初中時任教她的良師陳國華老師聚首於晚宴上 13 同學與家人聯袂出席晚宴誌慶 14 近代校友都參與校慶盛會 15 文偉雄老師與校友英思
穎留影 16 校長們與譚玉瑩老師合照 17 林家偉老師與孫美儀小姐及眾校友留影 18 19 家長教師會家長會員同賀校慶 20 黃愷琪老師一家
與前教員李知行老師、王群老師共聚 21 筵開30多席，座無虛席，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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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5

27

30

31

1 9 5 0

-

2 0 1 0

24

26

28

29

32

22 蔡潔霞老師、林舫而老師、李惠敏老師與前教員霍偉雄老師重聚話當年 23 教職員與校友們共席言笑相聚 24 眾校友舉杯共賀三育校慶
25 舉杯同慶三育60鑽禧 26 27 來賓們手執別出心裁的校慶晚宴紀念品，笑逐顏開 28 黃愷琪老師（左）及連永泉教士（右）主持遊戲環節
29 黃俊賢老師是晚宴抽獎環節的幸運兒之一 30 中文及通識科教學助理鄭海恩小姐是遊戲環節幸運兒之一 31 李愛群老師喜得燕窩，笑逐

顏開 32 滿載而歸，樂也融融 33 晚宴在上帝的恩守下圓滿成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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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教職員服務年表
教職員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128

LI KAM LEUNG
WONG CHUNG YAN GRACE
HAU YIN CHI
SIU LAP SUN
CHUNG CHI HING CALEB
CHAN HOI TIN ANTHONY
MA KING CHIU
LEUNG WING MUI
PANG SEK YEUNG
FUNG CHI FAI
LAM FON YI MIRANDA
CHOY KIT HA
CHOY HANG
MAN SIU FAN
LI OI KWAN
FUNG WAI YIN JOANNE
LEE WAI MAN
NG KWUN WAH
WONG JUNE HOI KI
CHIU WING YAN
LO YEUNG CHEUK
FAN TIK SANG DICKSON
WONG OI CHU
CHAN FUK HING
LAM KA WAI
LEE CHIN KWAN
CHEUNG YUK KAM
LAU CHI WA
LAU SIU YUNG
MAN WAI HUNG
WONG YAN KIT
YIM DAN YU
CHAN LAI CHUN
TAM MEI CHUN
LAU YAN WING
LI HANG PAN
WONG CHUN YIN
SO KA WAI
TSAI YUNG LEE
YUEN SHUK HAN
CHAN SHUI LING
FUNG KA LO CAROL
CHAN WAI YIN
CHENG LOK YIN
TSANG HON NI
BIDMEAD BARRIE CLEVELAND
LAM KAR WON WENDY
WONG KIT YING
CHAN HIU LING
LAU KA FAI
POON WING KI
CHEUNG WAI HO MICHAEL
TAM SHUN CHING

入職年份 服務年資
李金良
王頌恩
侯玄志
邵立新
鍾志興
陳海天
馬景超
梁詠梅
彭錫揚
馮志輝
林舫而
蔡潔霞
蔡 幸
文笑芬
李愛群
馮慧賢
李惠敏
吳冠華
黃愷琪
趙詠恩
羅揚卓
范迪生
黃愛珠
陳福興
林家偉
李展群
張玉琴
劉志華
劉少容
文偉雄
黃仁傑
嚴丹瑜
陳麗蒖
譚美珍
劉欣穎
李恒斌
黃俊賢
蘇家偉
蔡容利
袁淑嫺
陳瑞玲
馮家露
陳惠燕
鄭諾然
曾漢妮
林嘉韻
黃潔英
陳曉靈
劉嘉輝
潘詠琪
張威豪
譚順清

1 - A u g-77
1 - S e p -85
1 - S e p -85
1 - N o v -85
1 - S e p -89
1 - S e p -91
1 - J a n -91
1 - S e p -91
1 - S e p -91
1 - A p r -91
1 - S e p -93
1 - S e p -94
1 - S e p -94
1 - J u l -94
1 - S e p -95
1 - S e p -95
1 - S e p -95
1 - S e p -95
1 - S e p -95
1 - S e p -95
1 - S e p -95
1 - N o v -96
1 - S e p -96
1 - S e p -97
1 - S e p -97
1 - S e p -97
1 - S e p -97
1 - S e p -97
1 - S e p -97
1 - S e p -98
1 - S e p -98
1 - S e p -98
1 - S e p -99
1 - S e p -01
3 - O c t -01
1 - S e p -02
1 - S e p -02
1 - S e p -03
1 - S e p -03
2 - F e b -04
5 - N o v -04
1 - S e p -05
1 - S e p -05
1 - S e p -05
1 - S e p -05
16 - A u g-06
1 - S e p -06
1 - S e p -06
1 - S e p -06
1 - S e p -06
1 - S e p -06
17 - J u l -06
1 - N o v -06

33
25
25
25
21
19
19
19
19
19
17
16
16
16
15
15
15
15
15
15
15
14
14
13
13
13
13
13
13
12
12
12
11
9
9
8
8
7
7
6
6
5
5
5
5
4
4
4
4
4
4
4
4

教職員姓名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CHENG KA WING
鄭嘉穎
CHAN KWOK WAH
陳國華
IP CHOW SHIU
葉周紹
CHEUNG KING MAN
張儆雯
FUNG CHAU YI MAGGIE
馮秋兒
CHAN YUEN HOI
陳源海
WONG LAI HA KATHY
黃麗霞
LEE SZE LING SHEERA
李思靈
WONG KA HO
王嘉浩
CHEK KWUN LING
卓君玲
NG YIM KWAI
吳艷桂
WONG LAI WAN
黃麗雲
LEUNG WAI SAN
梁偉身
CHU TAI WAI
朱大為
SOUCH JOHNATHAN ADAM DAVID
WAN PUI YEE
尹佩儀
AU MING
歐 明
LEUNG SZE WAI
梁詩慧
AU YUNG CHING
歐滃晴
CHOI MAN WAH
蔡敏華
LO KA HING REBECCA
盧嘉慶
YOUNG CASSANDRA SHUEN CHIEN 楊舜謙
LIN WING CHUEN
連永泉
FAN MUK SING
范木勝
LUI WING SHAN
呂頴穎珊
CHENG LAI YUK
鄭麗玉
NAMAKANDO MIYANDA MBOO
CHAN KIM YING
陳劍英
CHAN HANG TING
陳杏婷
CHENG HOI YAN
鄭海恩
LEE FONG
李 芳

入職年份 服務年資
1 - S e p -07
1 - S e p -07
1 -May-07
1 - S e p -08
1 - S e p -08
1 - S e p -08
1 - S e p -08
1 - S e p -09
1 - S e p -09
6 - J u l -09
6 - J u l -09
6 - J u l -09
17 - A u g-09
1 - S e p -09
1 - O c t -09
27 - O c t -09
23 - N o v -09
1 - M a r -10
1 - S e p -10
1 - S e p -10
1 -May-10
5 - J u l -10
1 - A u g-10
2 - A u g-10
10 - A u g-10
16 - A u g-10
16 - A u g-10
17 - A u g-10
1 - S e p -10
1 - S e p -10
1 - S e p -10

3
3
3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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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

-

2 0 1 0

頒發長期服務獎

34

35

37

36

38

34 文偉雄老師、工友劉少容、職員嚴丹瑜小姐及黃仁傑老師從馮效良牧師手中接過長期服務紀念座 35 邱松海牧師與眾服務10年以上教職員工合
照留念 36 鄭永乾牧師與眾服務15年教職員合影 37 王溢中牧師與服務15年以上教職員合照 38 朱天明牧師與服務學校超過20載的老臣子合照留影

場地佈置及歷史珍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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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們訪問稿及合照
1 一眾校長們拍下歷史性照片

1

130

王頌恩校長

李金良副校長

（九龍三育中學校長）（上圖中）

（九龍三育中學初中部副校長）（上圖左二）

在九龍三育中學的某些得著的確是叫我
畢生難忘及一輩子珍惜。現今社會常存利
益衝突，人與人間的關係越見複雜，相形之
下，學校裡師友間的情誼更形率真堅固。我
校校舍雖相對細小，但其實這又正是我校特
色 所 在 —較 細 小 的 空 間 卻 造 就 師 生 間 相 見
的機會，更助於拉近我們的距離，建立和諧
的關係。

九龍三育中學是一所基督化的中學，同
時亦是一個異常溫馨的小家庭，教師與學生
間擁有親朋好友的關係。要數本校特色，不
得不提的是，不少現任教師原是本校畢業
生，學有所成後，重投三育這個家庭，貢獻
母校，教育新生代。至於談到對學校發展的
展望，我認為現時一校兩舍的方案下，學校
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容讓學校積極為學生營
造更優化的學習環境。此外，校方亦即將於
兩所校舍興建青年中心，為同學投放更多資
源，給學生給予更多支援及活動空間，從而
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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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

-

2 0 1 0

鍾志興副校長

余昌寧校長

（九龍三育中學高中部副校長）（圖中）

（大埔三育中學校長）（右二）

我自己也曾就讀於九龍三育，深深感受到學
校很是包容學生，且能讓學生發揮個人潛能。我
深信主耶穌會帶領同學的腳步，開展璀璨的生
命。我不得不借這60周歲的良機，感謝上帝的恩
守，帶領一班充滿愛心的牧羊老師到天父的學校
來事奉，牧養孩童。我謹此衷心的感激眾老師們
對學生的無私奉獻！求望父神能賜福恩祐九龍三
育繼續帶領年青一輩於靈、智、體上有更善美的
全人發展。

要說對九龍三育中學最深刻的感受？那就莫
過於教師們對教學的熱誠了。我感到九龍三育的
教師均滿懷耐性，往往竭盡所能協助學生分析和
解決疑難雜症。他們更不惜放棄私人時間關心、
教導學生呢！以往我亦曾就讀九龍三育中學，中
學生涯中，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福音周，
站在台上向著全校師生分享福音信息。在三育的
中學校園生活中，學校實在為我們一群學生提供
了大量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為此，不得不感恩！
當上校長後，以往曾教導自己的老師成了自己的
下屬，他們不但沒有介懷，反因已建立牢固的互
信關係，更能同心為教育事業努力不懈呢！

劉順安副校長

Mr. Stephen Rivers（左二）

（大埔三育中學副校長）（右一）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Stanborough School, UK)

我認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從前肄業
於九龍三育，曾經教導自己的恩師如今卻成了同
事，彼此間建立亦師亦友良好關係。更奇妙及意
想不到的是，太太其實當年是自己同校的師妹，
但我倆卻在結婚前方才發現這「巧妙」。在九龍
三育讀書、畢業，隨後跟與三育相關的小師妹邂
逅，到與三育恩師共事……這一切一切，都要榮
歸我們的上帝！謹此，亦衷心祝願九龍三育中學
在 神的帶領下不斷穩步向前！

Mr. Stephen Rivers said that he was very
pleased to come to our 60th anniversary
ceremony. After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s on
the afternoon of 24th October, he thought all
of them performed well. In addition, he said
that the masters of ceremonies and the school
choral group were well-trained and professional,
thus, he appreciated them very much. Moreover,
he thanked the translator very much. If she
didn’t do these for the foreigners like him, he
would not have understood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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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老師們訪問稿及合照

方文偉老師

劉松柏老師

（前九龍三育中學訓導主任）（右一）

（九龍三育中學退休教師，主要任教體育及聖經科）（右一）

以往的九龍三育和現在都同樣著重基督
教化精神，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為宗教可
令同學們擁有更好的品德，對同學們人品、
性格方面都較為有利。相比之下，以往的校
園氣氛比現在要嚴肅得多，但時代不同了，
現在比較輕鬆多了，就連課餘活動也增加不
少呢！在此，謹祝九龍三育百尺竿頭，更上
一層樓！

九龍三育中學猶如我人生中第二個家，儘
管三育的宗教生活較為嚴厲，但與此同時，卻
亦讓同學有所得著，獲益良多。我衷心祝福九
龍三育中學未來的日子會有更多的60年，學校
不論教與學，都能持續發展、進步，為社會培
訓更多人才。
同時我亦祝願九龍三育中學的學生能學有
所成，順利踏入大學門檻，成為社會的棟樑，
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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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玉瑩老師

李婉玲老師

（九龍三育中學退休教師，主要教授聖經科）（右一）

（前九龍三育中學英文科老師）（右一）

我在九龍三育教學達37年之久，可謂
伴隨三育大半成長路。我眼中的九龍三育是
所校規嚴格的中學，與此同時，教師們的教
學態度認真而嚴謹。雖然隨著時代變遷，熱
衷於聖詩多於流行曲的我曾被學生譏笑跟不
上時代步伐，然學生的善意批評倒未叫我不
快。在此，我亦祝願九龍三育中學將有更精
彩和豐盛的發展。

曾於九龍三育中學任教十多年，感受到三育
是一所宗教信仰風氣濃厚的學校，不少教職員工
同屬一教會，有助彼此砥礪，互建更堅定宗教理
念。我很享受在三育中學的教學時光，其中印象
最深刻的，要算是一次上課期間，一男學生睡得
正酣，下課鐘聲響起，尤不捨與「周公」話別，
於是我就與班中其他學生靜悄悄離開班房，獨剩
仍在熟睡的男生……雖然不太記得結果如何，但
這一切一切都成了我在三育渡過美好歲月的回
憶。今夜良機，謹祝九龍三育中學一眾老師上下
同心，秉持教學理念，相互扶持勉勵，將各老師
的教訓都化成為每個學生生命中的無價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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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們訪問稿及合照

校友 梁 以 德 博 士

校友龐永欣先生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右一）

（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課程系講師，前香港教育學院
兼任副教授，前香港公開大學榮譽副教授）（左一）

離開三育校園雖已四十多年之久，但談到最
回味的校園往事，卻至今仍歷歷在目。記得朱天
明牧師在一次禱告中說到：「各位同學，假如
有一天你回到家，家人全部都忘記你，怎麼辦
呢？」那時不知袖裡的我只感啼笑皆非。我也想
借此機會，勉勵一下眾學弟妹：今天要想成績
好，誠然絕不能死讀書，反要「跳出箱子去想問
題」！當然，如果上堂留心，明白老師傳授的知
識，那就定能事半功倍了！最後，期望九龍三育
中學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九龍三育中學是一所充滿溫暖的學校，正
因為校舍細小，不論老師或學生都有更多接觸
和交流的機會，更能豐富個人的人際關係。九
龍三育中學又是一所基督教學校，60年來堅持
基督傳道的信念和原則教學，著重學生在靈、
智、體三方面的全能發展，這都叫我印象深刻
及深深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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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岑世雄先生
（浩櫛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談到學校最大的變化，我想應該是近年學
校越見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吧！回想當年，校
園沒有籃球場，更別說有籃球校隊了。當時喜
歡打籃球的只有零星幾人，故此很難組織一隊
籃球隊。但看見學校現在「一校兩舍舎 」 ，在詩
歌舞街周氏分校更設一個籃球場，我認為這真
是很難得的，因為這正正反映校方致力為同學

校友呂宇俊
（恩賢教育中心校長，06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圖中）

憶記當年縱使會考零分，仍抱孤注一擲心態
到九龍三育面試。原想自己成績那麼差，品行也
不見得特別好，也早已打定輸數。但王頌恩校長
竟寬容的收我為學生，自此，我的生命改寫了！
是故，我對她始終是由衷感激的。在九龍三育的
校園裏，給我很好的發揮平台，故現仍時刻惦記
九龍三育的人與事。提到校園中叫我印象最深的，
要是梁詠梅老師那堂繪聲繪色的歷史課。梁老師講
述唐山大地震的種種，讓我這男兒硬漢也險些要
流下淚來。從會考零分到取得十九分，的確不是
簡而易得的，在此，我得勉勵眾學弟妹：要成功
定要堅持，不要隨便動搖心志！對那些鼓勵你的
人，你要感謝；對那些貶低你的人，你更要感謝。

營造良好學習及成長環境的印證，各位同學更
應好好珍惜呢！

校友譚煜鴻先生
（現任津貼小學校長）

我印象中的九龍三育中學，對孩子們照顧
有嘉！或許是因為三育是一所基督教中學的關
係吧！九龍三育的氣氛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
那充滿關愛的校園，叫人感到無比的親切！在
此，我也順祝九龍三育六六俱備，校務蒸蒸日
上，校舍發展越見規模。

校友張展鈴小姐

校友吳志強先生

（現任幼稚園校長）

（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總工程經理）

九龍三育中學的校園雖然的確較為細小，但
內裏卻滿載溫暖，可謂「三育雖小，五臟俱全
呢！」我在中四五兩年學習階段的班主任就是現
任校長王頌恩啊！三育給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我眼中的九龍三育中學非常著重培育學生對基督
教信仰的渴慕，亦因為此，也讓我能更深層的鞏
固自己的基督信仰。九龍三育中學的前60個年頭
過去了，對於未來，但願她能穩步上揚，繼續基
督教化使命。

我在九龍三育中學就讀五年多，最難忘的
莫過於當時的校長和校長太太對各同學不論是
學科還是德育上的要求都甚高。他倆要求我們
英文科成績優良，更要求我們時刻存有一顆善
良的心！不僅如此，他倆更倡導我們要愛人如
己及坦白誠懇。雖說嚴厲，但這也正正是我們
獲益尤甚之處。謹祝願母校與時並進！

校園小記
S5B 曾

婷、S5B 謝結華、S5B 孫芳美、S5B 刁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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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校 慶開放日暨校友日
2011年3月27及28日是我校開放日

是次校慶開放日動員全體教職員及

暨校友日的大日子。校慶開放日的主題為

二百多名學生服務生，算是學校的年度

「智慧與生活」，各學科及學會均極盡心

盛事。在此特別向協助籌備的機構及人

思，設計了不同的活動，務求展現同學在

士致謝：

不同領域的學習成果。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
開幕禮在第一天進行，剪綵嘉賓計

研究中心

有：教育局油尖旺分區總發展主任凌蘇嘉
蘭女士、校董會主席范藍興牧師、校友龐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永欣博士、家教會主席俞學謹女士、校友
˙恩賢教育中心
會主席朱兆源先生及東華三院賽馬會青少
年綜合服務主任劉劍雲女士。當日雖然間

˙校友王志勇先生

有微雨，但仍無減到場嘉賓的興緻，出席
典禮的家長、校友及公眾人士把小禮堂擠
得水泄不通，場面熱烈。隨後還有綜合表
演，師生、校友的合作，贏得不少掌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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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剪綵時刻 2 中六崔健怡、彭永豪同學擔任司儀 3 主禮嘉賓凌蘇嘉蘭女士致辭 4 校監范藍興牧師致歡迎辭 5 鍾志興副校長領禱 6 東華

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劉劍雲女士 7 家教會主席俞學謹女士 8 校友會主席朱兆源先生 9 校友龐永欣博士 10 校友獻詩 11 高朋滿座
12 典禮嘉賓與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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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攤位

13

15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13 教職員合照 14 工作人員合照 15 甚麼原因令操場如此熱鬧？ 16 雨中的攤位 17 同學向嘉賓介紹活動 18 中國飲食文化體驗
19 參觀者興緻勃勃 20 小學同學參加通識科活動 21 茶藝示範 22 我們是普通話大使 23 英語攤位 24 Cooking Mama 25 English Cafe
26 Fun Fun English 27 友校同學參加考古實驗 28 地理科考察展覽 29 科學實驗負責師生 30 微型發電機 31 機械模型 32 乾冰
實驗 33 肥皂船 34 光影藝術 35 光影塗鴉 36 前鋒會教授繩結 37 蝴蝶大觀 38 麵塑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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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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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紀念比賽
校慶比賽結果及作品
60周年校慶中文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組別

冠軍

亞軍

初級組

S3A 葉希霖

S3A 盧宛汝

S3A 吳

高級組

S4A 張泳檳

S4A 文嘉淇

S5A 崔健怡

初級組
冠軍

一個三育校工的背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回想起初到九龍三育中學至今
已三年餘，從中學到的、體會到的人、事確是不少。然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仍是那位校工舒然的背影……
她有著一張姣好的瓜子臉，臉上有著一雙黑白分明
的晶瑩眼睛，扁扁的鼻子及一張闊厚的嘴巴。她的臉頰
早已跑出了數顆頑皮的「小點兒」，而那日漸冷白的鬈
髮也正好與她黝黑的膚色形成對比。然而，明明是一張
清秀的臉龐，卻始終只給人留下一個穿著深藍色短袖上
衣，淺灰色及膝短褲的背影。
一次午膳時，我看見一名男同學拿著一瓶飲料在活
動室奔跑，一不小心給一名同學撞倒，飲料便瀉在地
上，周遭沒有教務人員，他便逃走了。看見此景，正想
通知老師，映入我眼簾的竟是一個默默清理污漬的背
影。她，並沒有歇斯底里的不滿大罵，只獨自在完成一
份明明可推搪他人的工作。如果是我，一定會抱怨一番
吧！怎可能心甘情願的做這苦差？可是，她的背影卻是

初級組
亞軍

林老師擁有一頭草菇形的短髮，那雙炯炯有神的眼
睛像寶石般鑲嵌在微笑常在的臉上，樣貌顯得格外和藹
可親，親切得猶如母親。
在我就讀中二級的某日，天氣酷熱，同學們都在逃
避烈日的追捕，躲到課室裡追逐，東奔西跑，各人亦玩
得得意忘形，結果闖禍了！有位男同學不為意絆倒腳，
向著我方仆前襲擊。他那攻擊成功征服了我，我頭被他
鋒牙所襲，血如湧泉。在我留院期間，身為班主任的林
老師每天前來探望，並奉上滿載愛心的湯水。她的關懷
與呵護直似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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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A 葉希霖

如此釋然，是接受了吧！她的那份淡然及對待工作的認
真態度，我記得了。
你曾因滿足而會心微笑嗎？我？對這印象已模糊
了。又有一次，我看見她正在為盆栽澆水。那一邊照料花
草，一邊哼著歌調的悠然自得、優哉遊哉的背影，使我羨
慕至極。為甚麼她能笑得那麼開心，可以享受自己的生
活，享受自己的工作，享受這一刻呢？我想，或許人只要
不要求太多，埋怨太多，很多事也會簡單得多。光是背影
就能滲透出如此強烈的快樂情感，我被震撼倒了。
雖然她不是一個很特別，形象很鮮明的人，可是在
她身上，我發掘到許多我遺失及欠缺的東西。常言道
「以小見大」，或許在於我這個好高騖遠的人來說，她
是更值得我去尊敬和學習的。現在，當你再經過活動
室、影印房時，你對她是否油然而生那敬慕之感呢？
你是我的榜樣啊！清姐。

一位亦師亦母的三育老師

人生猶如白駒過隙。霎眼間，我在三育快邁向第三
個春秋了。我在這大家庭的每一處、每一個角落都滿載
歡樂甜蜜的回憶。每段回憶中，都叫我想起她──林嘉
韻老師。

季軍

S3A 盧宛汝

亦為英文科老師的林老師，為使我們更加投入課
堂，特意舉辦許多小組活動，一來可使我們愉快學
習，二來可鍛鍊我們的團隊精神。林老師更在教學中
加入切題的「冷笑話」，令教學更生動有趣，課室總
洋溢著一片歡笑聲。她就彷如一塊磁鐵吸引著我們，
而我們的小腦袋也總像攝像機鏡頭對著她轉來轉去。
她使我們大飽口福的吮吸知識的甘露。當我們課業上
遇有困難，她亦耐心講解至我們明瞭。她待我們就如
母親教子一樣。
林老師讓我本已絢麗的校園生活再添色彩。關心
是她獻給我最大的資產，我也要將此默默耕耘並加以
散播。任歲月潺潺的流轉，我亦會在腦海深處留個小
寶箱，好好細藏這珍貴回憶，絕不忘懷。

六十周年紀念比賽
校慶比賽結果及作品
初級組
季軍

校園記趣

在中學的校園生活，有苦亦有樂，這短短的數
年，卻為我的記憶添上了無數的星光。當中最令我難
以忘懷的，便是我在學校圖書館裏擔任圖書館管理員
的時光。隨著日子的不斷流逝，我能待在圖書館的日
子亦不多了。也許在離開前，我可以寫下這一切一
切，作為一份謝禮。
在每日上課期間的兩次小息、一次午息和放學時
間，我們一班圖書館管理員都可以選擇去圖書館幫忙
與否。當然，每個管理員本已有履行自己義務的當值
時間，所以圖書館決不空無一人。
在圖書館的日子，令我中學校園生活既帶繁忙亦
偶有輕鬆。閑時，我便會去圖書館幫忙。雖然館務十分
繁忙，但在學校汲汲不倦地吸取知識的課程裏，能夠忘
我地工作，這不能不說是眾多課程後的一種鬆弛，使我
能以輕鬆的心情，去迎接持續不斷的學科課程。
而在圖書館工作不那麼繁重之時，我都會和那些
位高權重的管理員朋友閒聊幾句，以打發一下無聊時
光。猶記得我們坐在方桌旁，一邊做著手上的工作，
時而玩著有一搭沒一搭的文字遊戲，時而說著既有心

高級組
冠軍

當我們懷著一臉稚氣走進三育校園時，我們還年
輕。還記得充滿好奇的中一嗎？還記得迷茫昏亂的中二
嗎？還記得失去自我的中三嗎？揮手道別三年來陪伴自
己的初中校園、校長、老師、同學……
曾經或許有很多的抱怨、抱怨學校細小、條件差。
但，等到要離開時，才發現這小小的校園竟能承載這麼
多的回憶……
漫步在校園中，校園的一點一滴都是那麼熟悉，一
桌一椅都是那樣親切。我不知不覺地來到了中一時候二
樓的教室。瞧，從右數去最後一個座位，這不就是我中
一時的烙印？還記得那時候我總是含羞答答地坐在這個
角落，跟那不相熟的新同學在細談慢說。隨著時間的流
逝，同學之間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難忘同學情深，忘
不了在學習中同學們那一雙雙熱情的手；忘不了生活
中，同學們那一顆顆熾熱的心……那蘊含著的友誼，是那
樣純潔；那水晶般的笑容，是那樣的真誠──多麼叫人難
忘的三育同學情！今後無論在哪裡，我永遠也忘不了。
走出了教室停留在這條走廊上，眼前浮現出中二時
在走廊與老師們傾談的點點滴滴。那時候的我，對老師

-

2 0 1 0

S3A 吳

宇

又無聊的冷笑話，時而談著上課時放學後的趣事軼
聞……雖則平淡如水，卻倒能自得其樂。
現在，環顧圖書館，突然發現自己對圖書館的一
景一物都有著深刻的印象，就像是變成了我生活的延
伸。整個圖書館呈「Ｌ」形狀，一走進館內，便會看
見一排排的書架齊齊整整地排列面前，就像一列列待
閱的士兵，叫每個進入圖書館的同學都能享受閱讀樂
趣。這可是許多管理員長年累月努力經營的成果呢！
莎士比亞曾說過：「書本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中
沒有了書籍，就好像沒有了陽光。」所以大家定要多
到圖書館看書，這方才能時刻保持陽光心情啊！而在
圖書館的另側便是一條由長桌和椅子組成的長龍。購
入新書時，這長龍便會化身成一條工廠流水線，將新
書變成一本本放在書架上可供借閱的知識補充劑。當
考試臨近時，這長龍又會成為我們溫習的地方，變成
我們整理所學的書桌。
這些圖書館裏的點滴，是回憶沙灘中的顆顆明
珠，時刻溫暖著我的心田，伴隨我的一生。

難 忘．三 育

三年的初中日子眨眼間過去了，如同輕煙一般，被
微風吹散了，而久久縈繞不去的，還是那份難忘的三育
情。每一個歡笑，每一滴淚水，每一段故事，每一次經
歷，每一聲感動，都使我難以忘懷。我，帶著無限的眷
戀，慢慢整理過去三年的回憶。

1 9 5 0

S4A 張泳檳

們的厭惡就如漫天的繁星──數之不盡。然而，回想過
去，在我離別朝夕相處的老師們時，老師們對我的那份
思、那份情，讓我永生難忘。很幸運地與班級管理井
井有條的黃老師結下了情；很幸運的碰上了對我加以
關心的陳老師；很幸運的成為教導有方、溫和慈祥的李
老師的小助手；很幸運地成為教導我三年的彭老師的學
生……難忘的三育初中老師，使我真正領悟到了一種無
私、一種執著，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了甚麼是敬業，甚
麼是關愛，甚麼是專注，甚麼是追求。如今，我離開了
三育初中，到三育高中的一個新環境去了。這綿綿的情
絲怎麼能割斷呢？
穿梭過一層層的樓梯，來到了那金碧輝煌的教堂。
這神聖而莊嚴的教堂是三育的一大標誌。站在教堂的門
外，往裡面探望，一排排年紀老邁的長凳井然有序地坐
在這裡。我不禁踏入教堂，坐在長凳上，回想過去，曾
經我們都遇過很多困難與挫折，其中的甜酸苦辣，同學
們深有體會，三育見證了我們都是經得起考驗的一群。
這份濃濃的感激之情刀砍不斷，火燒不爛，直到永遠、
永遠……也不會忘懷。
三育初中的時光是那麼的短暫，轉瞬即逝。當我們
走進校園的那一刻，離別似乎就向我們靠近；當我們收
拾書包準備離開學校時，內心的那份不捨頓時湧上心
頭，因為在三育裡，留著我們三年來踩過的足跡……
難忘？難忘……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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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亞軍

校園某角落

學校的籃球場一角上佇立了三棵高聳入雲的樹，叫
石栗。三棵毫不起眼的樹，在許多同學眼中，也許就只
是三棵樹，毫無特別可言。然而，如果我們從最動人的
角度去看，你會重新發現自然的神奇和美麗！仔細看其
中一棵石栗，樹幹筆直，而另兩棵石栗則稍稍向筆直的
那棵作四十五度角傾斜。放眼望去，就像是兩個還在牙
牙學語的嬰兒急不及待地撲向媽媽的懷抱。這三棵相依
為命的石栗，就這樣默默地、堅定不移地守護著我們。
放學的時候，運動細胞豐富的同學喜歡在樹下嬉
戲、打羽毛球或是打排球。有些時候，羽毛球會因為被
拋得太高而穩穩地掛在樹椏上。接著，迎面而來的會是
一個具有沖擊力的籃球或排球，而石栗也毫不吝嗇地回
贈幾片墨綠的葉子。
早會的時候，正好風和日麗，萬里無雲，天朗氣
清。這時候，石栗便會自告奮勇地為同學們遮擋刺眼的
陽光。看著一部份同學瞇著眼沐浴著「溫暖的日光」，
額頭上閃耀著點點晶瑩的汗珠，我不禁暗暗竊喜：石栗
們還是站在我這邊的。
在石栗那兒我還體會到深刻的人生哲理。有一次，
我看見一條碧綠碧綠的毛毛蟲沿著樹根拼命地蠕蠕往上
爬。也許因為樹幹太筆直的緣故，可憐的毛毛蟲沒爬到

高級組
季軍

我喜歡舊校的禮堂，它充滿歐陸色彩，於高樓大廈
密集的街頭上別樹一幟。淺灰色的麻石包圍著教堂底部
外牆，往上就是棕色的麻石，灰棕兩色配合得宜，就像一
個身穿禮服的老人，滿心歡喜地看著學生們往他懷中暢
聚。他的皺紋多了，述說著那些曾經。沿著禮堂的樓梯往
上走，來到正門，臨門的桌上依舊放著幾本聖經。走近禮
堂，雖沒有開燈，倒別具一種韻味。早上的陽光射近彩色
的玻璃窗，於油亮的紅木椅上映照出一道道光河。
這是多麼熟悉的情景啊！就像回到娘家般親切。
「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停，大家把腰挺
直，目光一致望向前方……來，再練一次……」中三
那年，這是最後的一場班際比賽──班際朗誦決賽。當
初我們還是一盤碎沙，只有懶惰和自私。是她，循循善
誘，不留遺力地引導我們漸次的砌合起來。「來，再練
一次，加油啊……大家做得很好，可是還有進步的空
間……」她的嗓子沙啞了。那是中午時分，為了節能，
我們沒有亮著禮堂的燈。正午火熱的陽光也如常的透過
彩色玻璃折射進來，那些五彩的光河也是如此這樣的靜
靜地在椅上流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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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米就垂直往下掉了。但固執的毛毛蟲絲毫沒有放棄的
意思，一次又一次地掉下來，但又一次又一次堅毅地往
上爬，往上爬……毛毛蟲的「壯舉」瞬間顫動了我內心
深處，對了，人生不也是這樣嗎？跌倒了只要能爬起
來，總有一天會到達成功的彼岸！
但某一夜，暴風雨偷襲了香港。我的心情猶如窗外
咆哮著的狂風暴雨，久久不能平伏。第二天，我老早就
趕回學校，迫切地想要知道石栗的狀況。但誠惶誠恐，
忐忑不安的我始終不敢去看那些將近光禿的石栗，也不
敢再冒失地冀望甚麼。畢竟，它們已竭盡全力了；畢
竟，它們已奉獻過一樹的葉子了。
可它們似乎決不讓我失望。在涼涼的秋風裡，竟又
頑強地長出一樹新葉！看到它們永不向命運屈服的樣
子，我感動得幾乎落淚。長久地凝望著和我進行了百餘
日生命對話的樹的面前，真的很想把它們的動人故事給
每一位同學一一細說。
這些也許不被人垂青的石栗面對苦難的來臨，它們
沒有呻吟，只有心中默默積聚著微薄的力量。於暴風雨
過後，再以它們的翠綠去渲染人，去觸動人。無聲的承
受，溫柔的呵護，執著的固守……這些，都使它們煥發
出了耀眼奪目的生命光彩。

三 育．回 憶

離開兩年，重遊舊校，它的風采依然。屹立於界限
街頭，因時間洗禮而越發年輕。

S4A 文嘉淇

S5A 崔健怡

終於，於同一地方，在耀眼奪目的燈光和老師同學
的欣賞下，我班用心協力，目標一致，無懼困難地朗誦
出詩句，「那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那抑揚頓挫
的語調、一致的目光和動作為我們贏來了雷般的掌聲和
傲人的獎項。她笑了，眼中閃著淚地笑了。台下，我們
給她擁抱著，喜悅、感激把我們包圍著，那一刻，真的
想時間靜止下來，讓快樂不要溜走。
感激她！她對我們不是嚴厲，而是具要求！她讓我
們各人都自信、團結地站在台上，盡情盡意的發揮。感
激她──我們的伯樂！
那琅琅的書聲彷彿還在耳邊徘徊，此時長凳的光河
依然流躺著，前台上似乎缺少了甚麼。是的，大家都來
到了人生某個路口，各奔東西，各有各忙，都換了新的
環境了，或許已有新的知己了。在大家將踏入這爾虞我
詐的社會之時，希望大家都能藉這些像是零碎卻又完整
的校園回憶中找到快樂的源泉。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步出舊校禮堂，
沐浴在陽光之中，是那麼的溫暖。一陣涼風襲來，光禿
禿的樹枝上又長出了嫩芽，像啟示著些甚麼似的。我笑
了，回家路上百般滋味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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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年校慶英文作文比賽得獎名單
Level

Champion

1 st Runner-Up

2 nd Runner-Up

Junior Form

2A Cheong Queena Ka Wing

2A Ng Chun Hung, James

3A Vicky Lo

Senior Form

4B Lam Ho Ying, Christine

6A Leung Yi Man, Vivian

4A Chan Chi Lok, Lawrence

Junior Form

Party after School

Champion

2A Cheong Queena Ka Wing

“Ring… Ring… Ring…” The bell was ringing. We
were going to finish school today. After a few
minutes, 2A classroom would have become hollow.
The room was dark and you could hear from 2A no
more laughter. Every day, 2A is dull after school.

was frozen at that moment of silence. We wondered
what was going on. James jumped off from the desk
abruptly and walked in front of me. He held Charlotte’
s and my hands. Then he brought us onto the stage
– the stage that was formed by some other desk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going to library with my best
dude Charlotte. Suddenly, a high-pitch voice came
out. “Oh! I’ve left my textbook in classroom!” “Can
you just speak softly, please Charlotte?” I said. “No
way!” said this outspoken girl, Charlotte again. Then
she held my hand and started pulling me running
behind her to our classroom.

I would never understand what we were doing.
“Can someone please tell me what is happening?” I
screamed. “Hey! Girls and boys, let’s sing and dance
together!” James was holding a water bottle that he
put in front of his mouth, pretending he was holding a
microphone. The classroom was at once turned into
a disco. James sang very loudly. Also, a lot of other
girls and boys were dancing. They all looked like they
were enjoying themselves.

In just a few seconds, we were on the fourth floor. As
we walked closely to 2A classroom, I saw some lights
coming from 2A. Was anyone inside the classroom?
Who was it? A lot of questions suddenly came out of
my mind. Charlotte ran ahead immediately. Then, she
pulled the door open.
“Welcome to James’ concert!” said by a fat boy,
James, who was standing on a desk in the middle
of the classroom. At that moment, I looked at him,
open-mouthed. I think Charlotte was just the same.
We had no facial expression, motionless. Everything

Junior Form
1st Runner-Up

Actually, I didn’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m.
Still, I liked that moment, so I danced with them. We
were all crazy. But it was joyful. Since then, we will
regularly throw a party after school, thanks to our
lovely crazy James.
I no longer think that 2A was dull everyday after
school, especially after today. It’s because of a lot
of lovely students in 2A. We enjoyed ourselves very
much in this lively class.

James' School Uniform

I usually wake up on time on a school day. But in
one morning – just that morning driving me crazy - I
forgot to set the alarm clock so I woke up late. As a
result, something happened and it has become the
most interesting memory in my school life.
When I woke up I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lready 8 o’clock.
"Oh no! I will be late!"
I cried out that I was afraid of being late. I hurried to
change my clothes. “Hey! Your school uniforms are
there!” said Mum. Without taking a look at the "school
uniform," I just dressed in them.
The disaster began after I left home.
"Hey! You see that guy, what an idiot!" a stranger
laughed at me.

2A Ng Chun Hung, James

Al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laughing
at, I ran to school but the laughter continued after I
had stepped into the school.
"You had better stop here!” a prefect pointed at me
and shouted.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mark me late,
so I ignored him and ran up to the classroom and sat
down. Suddenly, the teacher called my name…
“James, come out. Um… let me see. That’s a nice
pair of trousers!”
I looked at my “school uniform”. What?! I was
wearing a white shirt and my lovely pyjama trousers!
My face turned red, all my classmates teased me for
the rest of the school year.
It’s the most horrible but funny thing I have ever done
a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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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Form
2nd Runner-Up

My Teacher, My Friend

I have studied at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for
almost three years. There are a lot of sweet memories
of me and my favourite teacher. Do you know who
she is? My favourite teacher is a pretty woman. She
has short, straight hair, which looks like a mushroom.
And she smiles all the time. While she is smiling, she
shows us her teeth which are as white as snow. Do
you know who she is now? Oh! You have got it. You
are intelligent. Yes, she is Miss Lam. Wendy Lam.
Miss Lam has been teaching me English for almost two
years. She teaches me a lot of useful knowledge. I also
ha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ith Miss Lam. While
I was studying in F.2, Miss Lam was my class teacher.
My first impression of her was that of a strict and cool
teacher. Therefore, I was anxious about my F.2 life.
One day, during recess time, something bad occurred
in our classroom. Mary, one of my classmates had lost

Senior Form
Champion

Senior Form
1st Runner-Up

4B Lam Ho Ying, Christine

direction in study, so I have been gradually doing better and
better – I remember these feelings of success, too.
When I was a form one student, I studied in class 1C. My
class teachers were Mr. So and Miss Cheung. They were the
most horrible class teachers in form one. We always had to
stay after school with the rest of the class. If one student was
naughty, every student had to stay after school to copy rules,
books and history. It was rational but I hated it. However, I
still remember a lot of things I copied from those books!
When I was a form three student, the school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England. It was a wonderful and
meaningful trip. It is difficult to embody my feelings in a
single sentence, but it gave me a lot of encouragement
and a chance to explore a different culture; a chance to
see different people; a chance to look at the worl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 chance to see my school from
another angle – how small it is my school; how much it
has given me for my growth.
Now,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s like my
second family in a small but warm little house. Just like
birds’ nest to make homes in trees, this school too is a
place where we are natured to grow up.
Now, if someone asks me “Where are you studying?” I will
answer with a smile - I am no longer unhappy, I am so
proud of my school!

Memory…

Originally, I studied in Holy Trinity College from F.1
to F.5. However, after the HKCEE examination, there
was a great change in my life. On the day when my
HKCEE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revealed, I was
very nervous at first. I wanted to continue m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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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wallet. Miss Lam ordered, “Class, please check your
bag as Mary’s wallet have been stolen.” Our classmates
were very quiet. Then, Miss Lam searched our bags.
Meanwhile, my bag had been searched by Miss Lam.
Oh no! It wa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the wallet had
been found in my bag. I claimed I had never stolen it
and felt helpless. At that moment, I wanted to cry. Miss
Lam calmly said to me, “Don’t cry. I trust you.” Suddenly,
someone stood up to explain for me.
“It is a mistake, Miss Lam. Someone played a trick on
Vicky.” I immediately burst into tears and gave Miss Lam a
hug, for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believed me.
After this event, Miss Lam and I became best friends.
Whenever I come across problems, Miss Lam will explain
things to me so patiently. She is an extremely caring and
loving teacher.

Memory…

I was ninety-nine point nine percent sure I was
in nightmare the first day I went to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t was a strange place but
I couldn’t lie convincingly, even to myself. I had
to check. As I stood waiting for the traffic lights to
change in front of my new secondary school, I was
anxious, and was panting in the heat. I walked into
my new school very slowly.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is school was of a small and ancient church. I went
up the stairs. I was frightened. Which floor should I
go? I looked at the sign on the wall carefully. When
I stepped into my classroom, my mind was complete
blank and mixed up. Everyone was distant from me
- they had friends, but I didn’t. I sat alone. No one
talked to me and I didn’t talk with others.
At that time, I didn’t know why I had thought my
school was so bad - but I remember those feelings.
Maybe I just hadn’t adapted to school yet. My primary
classmates derided me because of my lower level
and therefore I hated myself and felt unhappy about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 I remember those feelings.
However, I soon have found confidence at this school.
Many lucky things would happen to me. I have made
a lot of new friends. They are outgoing and nice.
The teachers in this school are not strict but funny
and always make jokes. For me, I have found a new

3A Vicky Lo

6A Leung Yi Man, Vivian

there because I liked the teachers there. They were
all kind to me and were willing to help me to solve my
problems all the time.
However, it was a great shock to me when I received
my HKCEE examination result. The result was fa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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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ory, it was less than my expectation. I could
hardly speak anything at that moment. I cried loudly
on the street and tried my best to find a school which
would enable me to continue my study. I was very
tired of looking at last. Suddenly, my friend phoned
me that there was a school which accepted her. I
quickly reached the destination and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teacher. Fortunately, the school accepted me
as their student. From then on, I told myself I should
work hard to fight against the HKAL exams, at my
new school –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When I first arrived at this school, I was very nervous
because all the things here were new.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I
might need to spend some time on meeting new
friends. I missed my old friends a lot. Luckily I joined
the prefect team. For me, I think that it is good for
me to be a prefect. It is because it helped to improve
my interpersonal skills. I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the others, and put myself into other’s shoes. I have
already met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in this
school; all of them have their own style. It helps me
deal with the personal affairs more efficiently. At first,
our prefect team was given a mission to perform
a drama about “how to wear the school uniform
properly.” It took us a lot of time to do it. Although
it was very hard,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d
performed a drama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I have
become braver after entering this school. I believe
that through this drama, our team spirit has been
tightened. We all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eam spirits.
My class teacher Mr. Ng is a nice person. He cares
about us a lot and always teaches us many things as
possible such as Feng Shui or Chinese culture. He
has given me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Besides,
he always talks with us and encourages us to do

Senior Form
2nd Runner-Up

-

2 0 1 0

proper things. He will try to understand our situation
and share with us his experiences. He is just like one
of our family members. He shows a great concern
about our study. When you face difficulties, he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support you and help you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is school, I realiz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close, just like friends.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my previous school. Teachers only focus on students’
academic results, rather than give their true heart to
care about the students.
Also, I felt pleased to meet my new classmates. They
are very funny and kind to me. Although my neighbor
always plays tricks on me, in fact, she cares about
me a lot. She always gives support to me in my
study. When I sit with her, I work harder than before.
She always talks about her family members and I do
the same.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and finally we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For some special occasions such as Christmas
celebration, our class will gather and play games
happily. Through playing with them, it feels like I have
known them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they just like my
old classmates. The feeling is warm and it is hard to
express in words. I lik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as
they will give you a hand when you feel sad. They
will hug you and you will feel that it is not only you
who ha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they will always
be at your side. I feel happy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Overall, I think that it has been good for me to be a
student at Kowloon Sam Yuk a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helpful, they will cheer you up in any
aspects and they hope that you will get a good result
in the HKAL exams. Hopefully, all of my classmates
can enter into their ideal university and study happily.
That is all I want.

Memory…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s a well-known
and excellent school. For me, this school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learning, but it is also a place which jogs me
a lot of memories.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where
I have laughed, cried, strived and failed. During the
holidays, I often miss the teachers, schoolmates and
janitors. Also, I miss the playground, classrooms,
even my desk and chair, too.
I remembered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this school.
My impression of this school was very bad because
I thought this school was extremely smal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was low. But since I have
studied in this school for several years, I have begun
to see this school in a different way.
The teachers at this school are helpful, patient and
lovely. In F.1 and F.2, my memorable teacher was my
English teacher Mr. Bidmead. Although he is an NET
teacher and doesn’t know Cantonese, he has tried his
best to teach us. Sometimes, he found some English
words which were difficult for us to understand but he
tried to change the words which were simpler and had
similar meanings with those words. He is the nicest
teacher I have ever met. Also, I like my principal Ms

1 9 5 0

4A Chan Chi Lok, Lawrence

Wong, too. Although she is very busy, she always
patrols round the school. Also, she talks with students
sometimes as she wants to know the student’s
thought. So I think she is an excellent principal.
The memories with my lovely schoolmates are
unforgettable, too. Although our students are not perfect,
they are very hard-working and helpful. If I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study, many classmates will help me.
Also, our students are well-be-honed. I remembered
that my classmate did a wrong thing but he voluntarily
recognized his bad behavior and promised not to do it
again. So it is enjoyable to study with them.
I always think of our janitors. They are very hardworking. One day, I was punished by a teacher after
school. And I saw one of them sweeping the floor.
After sweeping the floor, he stood beside me and
talked to me for a few minutes. They always care me
so I think I should find an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m.
Kowloon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is an excellent
school for learning knowledge. I will always have
many memories about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I will
treasure the chance of studying with the classmates
and learning from th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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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校慶–
港澳三育
球類交流友誼賽
港澳三育運動會，是本校辦學團體舉
行之大型體育運動項目。適逢六十周年校
慶，本校今年更增撥資源，分別派出男女
子羽毛球隊、男女子乒乓球隊、男子籃球
隊及女子排球隊，共四十多位校隊成員及
老師遠赴澳門三育中學進行友誼比賽。除
運動技術的交流外，也增進兩校學生之友
誼。各隊員更藉此機會，順道遊覽澳門各
著名景點，了解澳門歷史文化發展。

60校慶三人籃球挑戰賽
為誌母校甲子慶典，課外活動組特意
於2010年11月在高中部舉辦了三人籃球
挑戰賽。同學可互相組隊參賽，透過公平
而激烈的籃球運動，培養出自強不息的鬥
志，體會團隊合作重要性，充份展現九龍
三育中學對同學們靈智體的三育要求。比
賽當日更有老師落場參與表演賽，把比賽
的氣氛推向頂峰。同學們在競技之餘得上
人生寶貴的一課，受用不淺。

60周年校慶紀念比賽項目及得獎名表
比賽項目

得獎名單

邱淑貞 S6A
標誌
談震揚 S3A
設計比賽
李麗珠 S6A
(09-10)
譚天恩 S3A 李文俊 S3C 蔡佩詩 S3C 林可盈 S4B 趙善雯 S6A 吳嘉俊 S7A
羅麗霞 S5B
標語
謝結華 S4B
設計比賽
李雅芝 S1B
(09-10)
王坤傑 S1B 馬詠欣 S2A 莫詠淇 S2A 蔡佩詩 S3C 林雅芳 S4A 李嘉雯 S6A 黃嘉詠 S6A
S4D
常識
中四及中六級
S4B
問答比賽
S5A
(10-11) 中五及中七級 S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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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六十周年紀念比賽
校慶比賽結果及作品

比賽項目

得獎名單

1 9 5 0

-

2 0 1 0

獎項

三人籃球賽 林永漢 S5C、麥嘉駿 S5C、朱俊傑 S5C、馮泳彤 S5C
冠軍
亞軍
(10-11) 林海華 S6A、楊偉成 S5A、曾潤燊 S5D、萬婉兒 S5D
羅怡祺 S4B
冠軍
張 霖 S5C
亞軍
畢敏華 S5A
季軍
獨唱組
張雪穎 S7A
優異表現
梁錫銘 S5C
最佳台風
歌唱比賽
李耀斌 S4B
全場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
(10-11)
郭楚明 S5A 文德軒 S5A 郭智豪 S5C 林耀豪 S5B 梁錫銘 S5C 關紹興 S5C 冠軍
陳佩瑩 S6A 彭永豪 S6A
亞軍
梁兆燦 S4C 侯一昌 S4C 陳錦永 S4C 馮嘉喬 S4C 黃玉連 S4C 梁慧儀 S4C
合唱組
季軍
莫綺琪 S4C 黃國頌 S4C 歐滃晴老師
鄭頌衡 S5B 黃皓琳 S5B 許淑貞 S5A 林雅芳 S5A 張泳檳 S5A 何明敏 S5A 最佳台風
龍浩仁 S4B 伍俊輝 S4C 呂洛鈞 S4E
最佳服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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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謝辭

六十年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界限
街52號建立教堂和學校，經歷超過半個世
紀的寒暑，九龍三育中學由起初的私立運
作模式，演變成按額資助，再於二零零七
年轉為非牟利直資中學，零八與周氏宗親
總會合併，同年將高中部遷入詩歌舞街現
址。
感謝父神的帶領，本校於二零一零至
二零一一學年舉辦連串校慶活動。一零年
十月份校慶感恩會及晚宴、一一年三月校
慶開放日等，將本校同學學習的成果展
示，提供同學學習的機會，給予他們表演
及培養自信心的平台，亦提供機會讓校友
們重聚。凡此種種校慶活動，讓全校同人
見證父神的帶領，同獻感恩。
隨著校慶活動接近尾聲，謹借校慶特
刊一隅，感謝教育局官員的支持、辦學團
體財政及行政的鼎力參與。另社區人士、
校友、家長、全體教職員及同學同心協
力，共同發揮團隊精神，完成各項活動，
亦於此一一謝過。盼望本校能在油尖旺社
區繼續提供基督化教育，在青少年成長路
上扮演正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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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校慶特刊工作小組
顧 問：王頌恩校長、李金良副校長、鍾志興副校長
總 編：黃愛珠主任
副 編：鄭海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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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靈主任、尹佩儀小姐（英文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