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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副校長，謝謝您！

他常笑言自己只打過一份工，在聖

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工作三十多年，由

教師晉升至副校長。悠悠數十載，經歷不

少，感受至深，離別在即，他會跟各位分

享在本校生活的點滴。

梁春新副校長來年榮休。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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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 6 月份，在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 以下簡稱呂明才中學 ) 工作剩下的日子越來越少了，如果從現在開始倒數，怕

只有不夠九十天吧﹗我要退休了，屈指一算，自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入職到現在，我在這兒已做了三十九年教師了，從入職時

的一位文憑教師到退休前的一位協助管理學校的副校長，中間的一些經歷和體會，希望能借「明風」一角，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入職那年剛好二十一歲，很幸運，師範學院畢業後很快就找到呂明才中學這份教席，記得在呂明才中學工作的首兩年，

屯門公路仍在趕建中，大多數師生回校時要在青山公路下車，需跨越屯門公路的建築工地才能抵達學校；剛上班那年，學校周

圍只有一些現在仍在的五六層高的唐樓，屯門區最早的公共屋邨新發邨只就在學校附近，現時雅都花園及康麗大廈的位置仍是

臨時的寮屋，大興邨也正在興建中 ( 到一九七七年才落成 ) 。現在的 V City 位置從前是一個公眾可以使用的足球場及小公園，V 

City 近屯門公園的那部份就是已拆去新發邨的位置；那時候屯門河對面是一遍黃泥地，那遍地因為是填海地，土地仍未「實」，

要到一九八零年代後才陸續興建現在大家所見到的工廠大廈，記得學校曾安排學生到屯門河對面的黃泥地練習「推鉛球」和「擲

標鎗」呢。

本校是屯門新市鎮的第二所資助中學 ( 第一所是何福堂中學 )，其他中學後來才陸續興建，那時的學生都是來自屯門及元

朗的村落及附近的新發邨，學生質素參差，部份學生學科基礎薄弱，惟絕大部份都是品格溫純願意受教。農村小孩子每天回家

因要幫忙做家務 ( 或農活 ) 而耽誤了溫習及做功課，但當農夫的父母都想孩子們能讀好書，以後能出人頭地，不用跟他們一樣

辛辛苦苦的當一輩子農夫，所以很著緊學生的成績，每逢測驗及考試來臨，家長必定會免掉學生在家中要幫忙的家務 ( 或農活 )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本校首任校長黃太就這批學生的特質及家長的想法對症下藥，給學生安排小測驗及多次考試 ( 曾經

試過每學年安排四次考試及四次統測 )，以激勵學生多溫習。也可能是由於以上做法，我們的學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

績和品格在屯門區總是數一數二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屯門元朗兩區的農村及公屋孩子大多數是品性溫純、聽講受教，無論在課堂或課後，師生都能打

成一片，師生經常都會一起「玩」，很多時候都有課後的師生友誼比賽，師生關係極為良好，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本校仍沒有

開設訓導組，學生的訓導工作只由一位訓導主任老師負責。

八十年代中期，因應社會的需要及教育當局的指示，學校成立了訓導組及輔導組，我是第一批加入訓導組的其中一位教師。

在八、九十代，我們的學生很自律，那時每天清早都要在有蓋操場集隊，三十班的學生擠在悶熱的有蓋操場，竟然能做到鴉雀

無聲，秩序井然，每天訓導組只需輪流出動三位訓導教師，就可以管理一仟多名學生的隊伍；另一方面，輔導組每年要處理的

個案亦寥寥無幾。

上世紀八十年代，屯門大興土木，數十個屋邨及居屋苑相繼落成，屯門變成一個數十萬人口的市鎮。九十年代開始，我們

的學生再不像七十年代末的那樣以鄉村子弟及少數屋邨 ( 主要是上樓的漁民 ) 居民為主了，加上社會環境變化，搬進屯門的變

成都是小家庭，家庭成員大多數只有四至五口，學生不像以前那樣「聽話」了，他們每一位對事物都變得很有「主見」，學生

的學業及品格變得非常參差，教師、訓導組及輔導組要想不同的辦法引導學生健康成長。公元二仟年開始，學校開始在初中引

入「班級經營」的處理方法，班主任就像親生父母對兒女那樣去關顧學生的成長，直到現在，我們仍堅持對學生的無私關顧，

使學生都能健康成長，本校學生的行為表現經常獲得街坊及家長們的稱許。

學校成立四十二年了，中間經過了不同的歲月，師生和職員也經過不同的人事交替，無論是人的習性或社會風氣也有極大

的變化，從前我們要用鋼筆慢慢去寫好臘紙才拿去油印，可現在我們可利用高速機快速打印筆記。我入職時那會想到現在差不

多每件工作都可以用電腦協助處理？

這些年來，我有幸看到學校怎樣去應付各種困難和變革，校長、主任及同事們有意或無意中教導我怎樣去應對各種的挑戰，

我總覺得每個人都很獨特，每個人都有我值得學習的東西，我喜歡學習同事們的種種「本事」，有些教師極「能」跟家長溝通，

他隨意的跟氣沖沖到校找晦氣的家長講幾句，就能消除家長的怨氣，的確了不起；訓導組是所有教師的「深造」小隊，做了

二十多年的訓導工作使我獲益良多，訓導工作使我練就了各種訓輔技巧，我亦明白到如果要做好輔導學生的工作，我們得真心

的與學生溝通，也不要吝嗇輔導學生的時間。

很多人工作了一輩子，到退休後能積累到足夠養自己下半世的公積金或「養老金」已經了不起，可是除此之外，他們根本

說不出人生究竟有甚麼得著。我卻很幸運，我工作的是一個以學習為本的地方，我這一生與「學習」結上不解緣，孩提時候學

習走路與牙牙學語不用說，長到幾歲後就進了幼兒園、小學、中學、師範學院及大學學習，但最與「學習」結緣的就是進入呂

明才中學當教師。跟上面所說的一樣，學校就是一處以學習為本的地方，在這裡並不是只有學生才要學習，每一個在這裡的人

都得不斷的學習，那怕他只是一個校工或教師，也要不斷地去學習以完善個人或學校的不足，使個人及學校的發展能不斷的提

升到更高的台階。

這三十多年，我不斷的學習去做好教師的工作；不斷的學習

去解決學校的各種問題；除此外，亦漸漸的養成「不斷學習」的

習慣，除了學做一個好教師，我還學怎樣去教導天生行走不便的

兒子，免他失去自信，最後使他能完成大學教育；我亦在十多年

前學會打太極拳，使自己每天都能以練拳去保持身體健康；我也

學了幾年的「二胡」，現在已能拉一些曲子，拉二胡能讓我暫時

抽離繁忙的工作……

我將會從呂明才中學退休，但我決不會從「不斷學習」的習

慣上退休，我相信不斷學習會使我生活得更有活力，退休後的生

活會更有意義。

在呂明才的生活點滴

不少人都會認為在學校裏擔任訓導老師是一個艱巨工作，因為無論學生的秩序、紀律、儀容或行為等方面，都是訓導老

師的關注範圍。事實上，我們無法預計每天有多少個案需處理，而每個個案的複雜程度各異，簡單的可以在很短時間便處理

好，複雜的可用上數天什至更多的時間去處理。而且個案性質多為負面，處理個案過程中難免為訓導老師增添不少不悅情緒

和壓力。在此我向每一位竭力盡忠的訓導老師說聲多謝！

不經不覺間已擔任訓導主任一職滿十載，回望過去的日子，當中有汗水和淚水；但亦有令人鼓舞和安慰的時候。我們深

信，學校裏沒有所謂「問題學生」，有的只是「學生問題」。同學若然有一個柔軟且謙虛受教的心，願意接受老師的規勸和

教導，他們的問題必能得到處理，他們必能重踏正軌，成為一位好學生，將來成為一位好公民。能看見同學們健康愉快成長，

日趨成熟，便是為師的最大回報。

訓導委員會除處理日常訓導事務外，亦會舉行活動以推廣同學正面行為。我們曾舉辦的活動有「良好校風班級龍虎榜」、

「最少遲到班級獎」、「守時獎」和「領袖生日」。當中尤以「守時獎」最受同學歡迎，因獲獎同學可得美味雪糕一杯。

培訓領袖精英亦是我們不可或缺的一項工作。每年我們會從中三至中五的同學中揀選約六十名同學成為領袖生，領袖生

透過日常執勤，他們的正義感、紀律都得到提昇。此外，透過「領袖生日」和「領袖生訓練營」，他們的領導才能亦被建立

起來。

建基於目前漸趨成熟的訓導工作，未來我們會在工作上尋求

突破，為同學們訂立更高的目標，好讓他們不但成為奉公守法的

好市民，將來更能將自己貢獻於社會，作鹽作光。

組別介紹

袁達威助理校長

梁春新副校長

訓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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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飾與蠟燭都是用作發放光明的工具。兩者雖然功用差不多，可是蠟燭卻常被人認定

為燈飾的陪襯品，指的是人們偏向選擇燈飾的一方。不過亦容易了解的，試問誰願意

當一個默默耕耘的蠟燭而放棄天生被人欣賞的燈飾？社會應該是像蠟燭的人較大貢

獻，還是像燈飾的人付出更多呢？我認為雙方都為社會發光發熱，對整體社會都有貢

獻，就像「本是同根生」的道理。    至於兩者分別何在？燈飾是現代化的玩意，是從西方傳入的，而蠟燭則是中國歷史

沿用至今的偉大發明。燈飾是征服自然的表表者，它是人工化，需要利用很多科學原

理才能發亮。而蠟燭多年來都是順應自然的代表，只要有火種就能燃燒一段時間，又

如一個努力不懈的人，一點動力就推動他發奮做好一件事。

    社會上總有些人像燈飾的光璀璨，他們會在人群中閃耀著，總是最耀眼的一個。卻

有些人像蠟燭般散著柔弱的光，不為人注意，他們卻是盡忠職守，燃點自己，照亮別

人，有着無私奉獻的精神。    我希望成為一根「蠟燭」，不問世事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充充實實的過着人生，這

才能平淡的生活變作非凡。雖然及不上燈飾般璀璨，但我認為「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的努力終會得到回報，背後所藏的光芒卻比燈飾不知多倍。若要加亮光芒，必要努

力燃點自己。可能別人會說蠟燭就算多亮都只是一根蠟燭，但是我卻認為背後深藏不

露的意義才是繼續燃亮人生的鬥志來源。燈飾與生俱來就被人欣賞，但蠟燭由被人忽

略、打拼至被人欣賞，才是超越真正的人生。背後的意義不是異於常人嗎？

每次在這裡下船，無論目的地在哪，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在碼頭附近到處逛。下船後，

會清楚的看見兩條路，一邊是名店林立且有幾個大型商場，可是這些並不合我的胃口。

所以，我往往會選擇向另一條路走。

    這邊的路坐立了幾個不同的展覽館，令這裡增添了不少文化氣息。首先，會看見外

形奇特的文化中心。從地上仰望起來，像有一隻風帆，呈彎形的外表，就好像有一隻

麻鷹張開一雙翅膀。而在傍邊的是這裡具特色的地標，一座高聳的鐘樓。隨著歷史的

變遷，鐘樓已經列入香港的古跡，這座鐘樓可算是見證了香港的轉變。偶爾聽到鐘樓

發出沉實的鐘聲，都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

    向前方再走，會看見另一個展覽館。那就是幾乎每個學生也曾參觀的太空館。它的

外型亦十分特別，經常給人取笑為「半個菠蘿油」。這都是因為它的外壁是呈拱形的，

在太空館裏面常會聽到歡樂的笑聲。之後，走下去便會看到外表比起其他兩個展覽館

顯得平平無奇的藝術館。雖則它的外表並無吸引之處，但內裏卻收藏了無數的藝術品

供人參觀。

    接著，便會走到了著名的星光大道，狼狽的腳步走上沿途有夕陽伴隨的海旁，金光

閃閃帶著海風的一段路，還以為可有一刻放鬆之際，突然被身邊步伐急速的城市人喚

醒。仿佛這些人習慣了飛快的腳步，忽略了維港兩岸以及身邊美好的人、事和物。就

算是金光燦爛的大廈或是醉人的海景也無法吸引他們的注視。無奈這些扣人心弦的景

物，就只得我一人在欣賞。這些美輪美奐且各有特色的大廈，本就是供人細看，奈何

到最後只是白白浪費了。

    回想過去的大時節，那些瘋狂的喧嘩聲在這裡已經消失於人群之中，而諷刺的是永

遠只有在節日裏，人們才會稍微關心一下身邊的人和事，才會懂得問候一下自己的親

朋好友。難道不在節日，親友就不用理會嗎？我想香港人應該把腳步放緩一下，把繁

忙的工作放下，細心看看這些「景色」吧。

今天，父親在工作時的表現啟發了我，讓我在矛盾中找到了方向。

「嘶」的一聲，閃電再一次划破了天空。無數的雨點衝向了大地，刺穿了脆弱的泥土，

像是矛與盾的破撞，震撼了天地萬物。

    我無暇關注窗外的朦朧世界，輕輕地帶上了窗門，將洶湧而入的雨點阻絕了在窗外，

然後輕嘆了一口氣。

    連續幾個月來，我的成績一直在「穩定」地下滑，自己的生活也變得渾渾噩噩。而

父親將這一切的一切都怪罪於我時常遊手好閒。我有口難辯，我認為生活不應該祇是

學習，應該先花時間予個人發展。可一切以學業為重的父親就認為個人發展什麼地都

是鬼話。我一次又一次嘗試爭辯，卻一次又一次輸在了成績的鐵証下，將要說出口的

話活生生地咽了下去。

    我將手從窗把上輕輕放了下來，一陣力不從心的感覺突然襲來，接吐踵而來的就是

無盡的迷茫；我該怎麼辦？我要變成那懸樑刺股的書呆子，還是堅持己見，做一個全

面發展的青年人？我苦笑著搖了搖頭，雙腿微微顫抖，像是承受不住那巨大的壓力，

最終坐了下來。

    這時候，電話驀地響了起來，原來是父親要我送傘。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提起

門口的傘，向父親的公司匆匆趕去。

    進到公司，一陣香水混著油印墨水的氣味撲鼻而來，然而每個辦公桌的燈都熄滅了，

祇有在走廊盡頭，一束燈光仍照亮著整個辦公室。毋庸置疑，那就是父親。

    我行著，進了父親的辦公室，父親已經極度疲勞，側著頭趴在桌子上，電腦的螢光

幕在牆上留下了高大的身影。工作文件厚厚地疊了起來，好似一碰就會掉的樣子。我

踱步到了父親的辦公室桌後，顯示屏旁整齊劃一地排列著便利貼，有名言警句、有工

作備忘、有生活常識……更有── 對兒子的期望。

    放下便利貼，萬千感覺湧上心頭。父親日夜辛勞，為了兒子的快樂赴湯蹈火，但為

什麼我還是整更鬱鬱寡歡呢？父親對我成績的要求已與他的目標南轅北轍，這樣根本

不會使我快樂！父親的辛勞工作感人至深，但也讓我意識到應大聲說出自己的理想，

說出自己的快樂所在！

    我不再糾結於書呆子和全面發展青年的矛盾中。我知道了，

從今天開始，我要活得快樂，如父所願，每一天都快樂！

    我搖了搖父親：「走吧，我們回家了。」

4C 黃展毅

5B 巫子康

5D 陳齊浩

燈飾與蠟燭

情景寫作

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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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is approaching. Lining up in the playground for about twenty-five minutes every day, students are 

very uncomfortable. Therefore, I have some good ideas to cool down myself so as to ease my bad feeling.

The first way to cool down myself is to take a bath before I go to school. Of course, we should use cold water 

so that it makes my body temperature lower. It still helps me feel cool when I am lining up. 

The second way to cool down myself is to eat an iced pineapple before lining up. If you eat a piece of iced 

pineapple, you will feel cooler. Moreover, iced pineapple is inexpensive food in our tuck shop. I can use some 

money to cool down myself easily!

The third way to cool down myself is to stick an ice-pad on my body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Before lining 

up, you may find your friend to help you stick an ice-pad on your back under your school uniform. You can 

feel cool during the whole assembly and you won’t sweat anymore!

I hope all of you can take my advice and you won’t feel hot any longer!

How do I cool down myself

when lining up on a hot summer morning?
3D Lau Hiu Laam, Marie

Based on the pessimistic situation that a lot of mobile phones have been stolen recently, our school is 

considering formulating a stricter rule that is prohibiting students from bringing their mobile phones to school. 

I think that the rule is absolutely not acceptable since it isn’t fair to students.As the school authority considers that this new rule is the most ideal way to prevent smartphone theft, I 

think that the new regulation has violated students’ rights on using mobile phones. First, a mobile phone is a 

personal possession that resembles to a wallet. It’s not sensible for the school to ban the existence of wallets 

at school, so mobile phones should be received the same treatment.Second, there are many effective ways for school to replace the current method - prohibiting mobile phones 

at school completely. It’s acceptable that if the school adopts ways such as setting high penalties for cases 

found, such as giving out warning letters to students or enhancing supervision at school. These ways can 

protect students’ rights of bringing mobile phones and they can be executed effectively. 
I also hear some opinions that banning mobile phones at school can prevent mobile phone thefts from 

happening if there are no mobile phones in the campus. If this regulation is enforced, the school neglects 

the fact that not every student obeys the school rules absolutely. To give an example of this fact, our school 

has reiterated found students eating in form rooms, which is not allowed. So it is easy to predict that mobile 

phones will not disappear at school immediately once the rule is enforced. On the contrary, the new rule will 

prevent students who have lost their mobile phones from reporting a theft because they may be afraid of 

severe punishment from the school.
Bringing personal belongings to school is a personal right. To conclude, the school shouldn’t ban the 

existence of mobile phones in order to respect students’ rights.

The right of keeping a mobile phone 5D Chan Tsai Hor

Dear Principal, 

How are you? I am Mary from F. 3D. Recently, we have received a memo from you asking us about our 

advice on our school uniforms. The following is my comments of our current school uniforms and my 

suggestions.

In my opinion, I think girls should have their priority to fight for their changes of the school uniforms. In some 

schools, girls would wear ‘cheongsam’ to school especially girls’ schools. It is not convenient at all. It must be 

just fit to look nice. Students could not run when they wear ‘cheungsam’ since the bottom of it is too narrow. 

So I would not recommend ‘cheungsam’. 

Are there any other types of clothes other than ‘cheungsam’ fine for girls? A white blouse for girls in winter 

is recommended. I have also asked the boys in my class about their preferences. They say that they do not 

want to wear a bowtie since it looks too old school. The shirt for boys is fine. Besides, students ask if they 

could wear the same colour of socks in winter and summer. It would be a big deal for those families which 

are not wealthy as they have to buy two sets of socks since we have to wear them to school every day. 

Those are all of my suggestions about the current school uniforms and the new school uniforms.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school’s new uniforms that everyone would like.

Yours sincerely,  

Mary

A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3D Hau Hong Yee, Avis

Undoubtedly, mobile phones are useful and essential that we can contact our friends easily nowadays. 
However, is it necessary to use mobile phones in school? In fact, I urge that our school prohibit students from 
bringing mobile phones to school completely.
Mobile phones are expensive, especially smart phones. I find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own their smart 
phones. They even use them to show off. They would like to buy i phone 6 which is worth $6000. The more 
expensive of the smart phones they own, the more envy of other students feel. It is a kind of materialism and 
our school ought to tackle this problem through prohibiting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Meanwhile, many mobile phones have been stolen in our campus. In case of a mobile phone or a smart 
phone is stolen, it will be a heavy burden for students or their parents to purchase a new one again. Some 
families are not rich that they can't afford a new one. The fact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mobile 
phone stealing is forbidding students from bringing mobile phones to school completely. As a student, we 
should consider our parents' situation. I reckon that they will support the suggestion in order to avoid any 
extra expenditure on mobile phones for their children. Actually, it is fairly unnecessary that students must bring mobile phones to school. Usually, we call our friends 
by using mobile phones. In school, students can talk with their classmates face to face, instead of calling 
them or sending messages. I believe that it is quite liable to find your teachers or classmates in school since 
there is a specific place for each of them, for instance staff rooms and classrooms.Also,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more and more students play online games by using their mobile phones 
during lessons. Generally, students' concentration will be disturbed if they play online games in lessons. The 
result i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learning. Worse still, students' academic results decrease rapidly if they 
are not to take any action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Nevertheless, we need to consider some parents and students' expectation that parents will be worried 
about their children’s safety and ask them to keep contact by using mobile phones if they go to school from a 
faraway place, such as Shenzhen.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an exception for those students after teachers 
receive the notification from students' parents.
To conclude, after considering a variety of reasons, our school ought to prohibit students from bringing 
mobile phones to campus completely.

Mobile phones 5A Lau Fung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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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健頤會院舍的面積不大，大概有二、三十位老人家在內。一個小小的地方，擠滿了一大堆人，
感覺很熱鬧。我們到那裡進行探訪，像在課室裡匯報一樣，相比起來，其實不太緊張。

我是屬於司儀組的。準備當天的講稿時，其實不是想象中容易。因為你要按照組員的時間及內容
進行調整，有些要表演，有些要做其他的事情。另外，又要想一想一些驚喜，如「賣關子」，不要讓
老人家感到沉悶。

我覺得作為司儀最重要的是要有「隨機應
變」的特質，例如在當天，身為組長的我，司
儀一切的事情都是由我負責的。當天，旅遊車
遲了到，令到我們的表演時間要縮短，更有一
個環節要取消。我就要立即更改講稿內容，將
上一環節接下去，令到節目能順利進行。

在這次義工服務中，我學習到與人溝通和
與人相處的技巧。我相信這些都是老師和導師
們希望我們學習到的。而同學們都很踴躍地去
投入參與，一起完成了這次的義工服務。這個
中一義工訓練及服務活動，使我獲益匪淺！

我校辯論隊成立了才幾個年頭，其中的兩位同學在不同的比賽中獲得全場最佳辯論
員的榮譽。

信義健頤會院舍的面積不大，大概有二、三十位老人家在內。

一個小小的地方，擠滿了一大堆人，感覺很熱鬧。我們到那裡進

行探訪，像在課室裡匯報一樣，相比起來，其實不太緊張。

我是屬於司儀組的。準備當天的講稿時，其實不是想象中容

易。因為你要按照組員的時間及內容進行調整，有些要表演，有

些要做其他的事情。另外，又要想一想一些驚喜，如「賣關子」，

不要讓老人家感到沉悶。

我覺得作為司儀最重要的是要有「隨機應變」的特質，例如

在當天，身為組長的我，司儀一切的事情都是由我負責的。當天，

旅遊車遲了到，令到我們的表演時間要縮短，更有一個環節要取

消。我就要立即更改講稿內容，將上一環節接下去，令到節目能

順利進行。

在這次義工服務中，我學習到與人溝通和與人相處的技巧。

我相信這些都是老師和導師們希望我們學習到的。而同學們都很

踴躍地去投入參與，一起完成了這次的義工服務。這個中一義

工訓練及服務活動，使我獲益匪淺！

1A 林家寶

最佳辯論員，一個我從未想過我會得到的獎項。過去

兩年，我藉著學校的辯論隊參與了不同機構舉辦的辯論比

賽，每次都有不同的學校作對手。比賽的時候，難免會感到

緊張。因為自己只是一個新手，相比起對方，經驗還是欠一

大截。我只能戰戰兢兢地站上戰場，把手中準備了一整星期

的資料通通講出來反駁場對方論點，再對他們的論據作出質

疑。比賽表現不是完美，但比賽令我明白到不用太針著於勝

負，因為各方都總會有些缺陷，我們應著眼於有否盡全力，

把自己最好一面顯示出來即可。

辯論比賽一場雖只有不到三十分鐘，但卻是令人深刻

的。不論你是台上的參賽者或台下的觀眾。

首先，我必需感謝兩位的辯論隊老師 – 葉啟昌及伍展

滔老師，給予我一個富貴的機會，讓我有幸參加本校的辯論

隊，甚至是代表學校外出參加比賽、贏得最佳辯論員的榮

譽。

記得第一次參加星島日報的辯論比賽，亦是我第一次參

加的比賽，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記得自己是多麼的緊

張。但參加比賽令我明白到事前準備的重要性，若非比賽前

的充足準備，恐怕我到了台上比賽的時候，就會緊張得說

不出聲，是充足的準備幫我克服了緊張。

5A 吳文鳳

5B 周卓霖

中一義工訓練及服務活動

辯論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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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行者職志認識小組活動
甜品製作

社迎新活動

第 30 屆陸運會 

家長教師會《缽仔糕製作班》

輔導周師生閃避球

福音周活動 -- 午間茶座

家長教師會《西貢親子旅行》輔導組中一歷奇

學長計劃─中一及學長配對計劃

參觀生前‧身後博覽會 中一級懲教講座 家長也敬師活動 義工隊 -低收入家庭兒童親子同樂日 體育科參觀活動

學長計劃─中一及學長宿營中四級十字路會英語活動通識科參觀立會局

校友會校友活動日

班會活動

職業師友計劃工作坊

義工隊 -長者盆景製作班

學生會師生廚房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生命導向師友計劃啟動禮

澳門大學到訪

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獎勵計劃 2015

管樂體驗

中三試後活動曹公潭日營

佈道會 --ACM 團隊 學生領袖交職禮中五企業參觀

中三模擬人生活動 升學組模擬放榜活動

學生團契：919 奮興會

管樂團社區聖誕表演

參觀海防博物館

輔導周周會 - 嘉賓分享輔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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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項目 / 得獎者

2014 仁愛堂小白豚水運會 女子 C組 25米夫捷泳冠軍 王樂怡 (3C)

港鐵 x 中大青年生活質素先鋒計劃 2014 優異獎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推薦獎 吳美娉 (3A)   高級組推薦獎 陳慧儀 (4D)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鄭采妮 (5A)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學界十大進步獎 鄧凱晴 (5D)
青苗學界進步獎
鄭穎芯 (2C) 阮瑩鎂 (3A) 王樂怡 (3C) 葉少華 (5A)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組冠軍
曾志明 (4D) 亞季 劉鳳萍 (5A) 季軍 梁可螢 (2D) 勞少芬 (3A) 
優良 28 個   良好 3 個
中文組亞軍
余逸希 (6D) 李偉業 (2C) 季軍 鍾思慧 (4D)
優良 16 個   良好 6 個

二人聖經對誦比賽 季  軍 楊灝恩 (5A) 黃芷蕊 (5B)

2015 年第九屆弘揚孝道文化「我和爸媽的故事」徵文比賽 優異獎 劉鳳平 (5A) 真情抒發獎 陳可芬 (2D) 李靖兒 (5A)

校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節徵文比賽 一等獎 吳美娉 (3B) 曾凱晴 (4C)  劉勇承 (4C)

國粹盃徵文比賽 二等獎 吳美娉 (3B)

屯門區學界越野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男子乙組第五名
女子甲組個人第十 朱諾韵 (6B)
男子乙組個人第七名  王澤潤 (3C)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 2014 男子乙組鉛球亞軍 梁浩鋒 (3C)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 C組鉛球亞軍 岑嘉豪 (6B)
男子青少年 C組跳遠季軍 朱俊賢 (6A)
女子青少年 C組 4X400 米季軍

第 24 屆 YMCA 盃女子排球賽 季軍

2014-2015 年度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足球賽 男子甲組亞軍

2014-2015 年度學界籃球賽 男子組甲組第五名 男子乙組亞軍 男子丙組季軍

屯門區躍進學生嘉許計劃 學業成績躍進獎 鍾嘉傑 (4B)

屯門區少年警訊會長盃五人籃球賽 男子組冠軍

香港演藝音樂節 團體決賽 –中學組全場總季軍
大型樂團 ( 中學組 ) – 三等獎

香港校際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王仲賢 (1A) 梁凱嵐 (2D) 李諾瑤 (3B)
傑出合作獎

2015 年更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中學組 香港校際團體 殿軍

2015 春季歡樂象棋賽 中學組優異獎 萬雋曦 (4C)

2015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殿軍

2014-2015 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殿軍 

投球新秀賽 2015 女子組亞軍

2014 年度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 季軍

2014-2015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2014-2015 年度校報明風編輯委員會
顧問：王定鵬校長   黃思明老師   陳沚盈老師
      林妙芬老師   黎敏生老師   Ms Kapoo Pu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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