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2006 年 7 月

校址 : 新界葵涌葵盛圍 397 號 電話 : 2420 8893，2420 8894 網址 : www.lamwoo.edu.hk 電郵 : lamwoo@netvigator.com
梁麗琴校長
梁麗琴校長

本期目錄
踏入七月，又是總結一年工作的時候。今年對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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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來說，實在是「多姿多彩」
。上學年在三十五週年校慶
的開放日與晚宴的籌備及活動中完結，得到家長、校友、
老師、同學及學校的其他同工努力參與，各項活動得以
順利完成。晚宴的出席人數更接近六百人，遠高於我們
初訂的目標。在此實在需要再一次感謝家長及校友的支

(Acceptance)

持。
為期五天的校外評核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七日期

4. 創意大爆發 之 Jacket
狂想曲花絮絕密曝光！

間進行。教統局的同工分別進行了觀課及與學校不同的
持份者面談。外評隊在六月七日已經給予我們口頭回
饋，書面報告將於稍後提交學校，屆時學校會為家長提
供外評的詳細報告。

回顧學校今年的工作，同學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有進步。學術成績方面，在今年高級程
度會考，杜偉斌同學取得五優一良的佳績，將會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此外，梁嘉
晉同學獲得四優，廖許延、黃梁峰及蔡露敏同學分別取得三優。而整體合格率、中英文科
的合格率均達百分之一百，成績令人鼓舞。在此恭賀各同學之餘，也感謝老師們辛勤付出，
令同學在學業上取得如此佳績。
同學們，悠長的暑假將至，你們必須好好安排時間，在休息與娛樂的同時，不要忘記
多看課外書，充實自己，並要檢討過去一年的表現，利用假期溫習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科，
以求改善。提升兩文三語的能力尤為重要，暑假正是一個好時機，好好學習，打穩基礎，
這對將來升學或就業也大有幫助。
學校的圖書館改善工程已在六月底展開，在九月開學時，同學將可享有一個全新的圖
書館。除了新的裝修和傢具，我們還會添置不同類型的書籍。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希望
同學能夠善用，多到圖書館閱讀書籍及雜誌，發現閱讀的樂趣，並充實自己的涵養。
最後，祝同學有一個愉快及健康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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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尖 子 計 劃
麥 卓 生 副 校 長
大學尖子計劃自 2002 年起實施以來，本校每年均有數名中六同學成功提早入讀大學，而本年更增加
至十一名同學以優異之會考成績成功提早進入大學。他們快將離開母校，展開人生的新里程。
以下是他們的離別感言：
六年以來，林護塑造了我自信、勇敢的性
格，溫暖了我成長的每分每秒，還把我護
送往開闊明朗的出口，讓我幸運地避過了
高考的煎熬。感謝校長老師們的栽培，感
謝與我並肩作戰的朋友們，也感謝主。同
窗們，我把我的信心和堅定都留在這裡
了，加油！
黃荻茵 (6H) 修讀理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

很榮幸今年能通過尖子計劃入讀大學。臨別在即，忽然生了對林護老師和
學依依不捨之情。希望大家都能繼續努力，向著自己的理想奮鬥。
温庭皓 (6L) 修讀土木工程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去年會考放榜，當我獲悉我取得尖子計劃的資格，心情倒沒有特別喜
出望外。當知道自己進入了心儀的學系，除了心情興奮外，也卸下了
心頭大石。隨着學期的完結，我也熱切期待進入大學的生活。捨不得
的，有陪伴我六年的老師和同學。我一定不會忘記林護對我的恩情。

鄭志禮 (6L) 修讀科技與管理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今年我以尖子計劃考入大學，結束六年中學生涯，非常感謝林護的栽培，
期望來年享受大學生活，和同學們保持聯絡。六年來我在林護結識了不少
好友，同學們互相支持，關係融洽，希望大家能珍惜寶貴的友誼。
香港大學))
梁峻瑋 (6L) 修讀精算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要在此時對陪伴我生活了六年的老師和同學說再見，真的很不捨。但願我能好好利用這
六年來所學到的一切，報答各位老師對我的悉心栽培。林護， 多謝你！

鄭卓軒 (6L) 修讀土木工程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六年來老師們除了不厭其煩解地解答我們課本上的問題
外，更教曉我們很多人生道理，又安排各種課外活動，使
我們得以全面發展，在此謹表謝意。
陳銘釗 (6H) 修讀醫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衷心感激老師的教導以
及同學的支持和鼓勵。
在林護的生活讓我成長
了許多，也為我帶來珍
貴的回憶。
甄麗嬋 (6H) 修讀醫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人是最聰明的動物，林護人是品格最高尚的人。幾年來，同
學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共同進步，毫無私心，真誠對待。
這就是林護人的特質。

施金城 (6L) 修讀計量財務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能夠幸運地經拔尖計劃躍過高考，進入自
很感激林護的老師們六年來的教
導。知識跟人生哲理是畢生受用的！ 中二便開始心儀的心理學科，實在令我雀
在未來日子裡，我會繼續努力，不負 躍不已。初中高中的同學也要加油，要記
著拔尖不真的如此遙不可及啊！
所望。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李光濤 (6H) 修讀法律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陳志雄 (6H) 修讀社會科學 (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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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透過尖子計劃升讀大學，十分
高興。很感謝這六年來各位老師的教
導，使我在學術上和品德上有所進
步。
李錦浩 (6L) 修讀醫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2006 年 7 月

接納 (Respect) 和尊重 (Acceptance)

輔導組

輔導組在本年度下學期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讓同學更加認
識 如 何 實 踐 學 校 的 主 題 ：「 接 納 」 (Acceptance) 和 「 尊 重 」
(Respect)。在三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我們舉辦了輔導
週，當中的活動包括：
午間點唱 - 同學可以藉歌曲向身邊的老師、朋友或同學打
氣。我們收集了大量由同學們所寫的點唱紙。相片中的同學正在
將點唱紙投進點唱箱內。
攤位遊戲 - 遊戲的目的是考考同學對情緒商數 (EQ) 和時事常識
的認識。
手工藝教室 – 相片中所見是其中一些製成品，我們鼓勵同學
製作小手工送給身邊的家人及好友。
右圖是同學在製作手工時的情況。
話劇比賽 - 同學們圍繞主題：
「接納」和「尊重」
，自編、自
導、自演創作劇，向全校同學宣揚了「接納」和「尊重」的重要
和意義。兩班中一同學的演出尤為突出，技驚四座。1A 班奪得了
最佳劇本獎。
周會 – 輔導組的同學訪問了不同的社會人士，包括巴士司
機、酒樓經理、報販、銀行職員、保安員、庇護工場的工友等，
製作成短片，在本年度輔導組的周會「同一天空下」播出，讓同
學對不同人士的認識加深，從而帶出對他們的接納與尊重。
在期終考試完畢後，我們安排了「愛無分老幼
愛無分老幼」
愛無分老幼」- 老人中心參觀活動，同學們一行四十多人，
老人中心參觀活動
與一班長者分享懷舊金曲、剪紙藝術、雜技、點心等，長者們也向我們介紹傳統潮州小吃，整個
早上老人中心的氣氛熱烘烘的，同學們透過這次探訪活動，都感受到長者和藹可親的一面，以下
是兩位同學的心聲：
當我看到公公婆婆臉上的笑容，

這次到老人中心探訪，令我獲益不少，透過不同的

感覺到老人中心頓時充滿了「愛的感
覺」
，更難得的是公公婆婆還教會我們
製作潮州食品──反沙芋頭。很高興
透過這次活動，能拉近老人家與青少
年之間的距離，營造了溫馨的感覺。

活動，如跟長者一起聽音樂，一起看表演、玩遊戲、用
茶點和聊天，令我們對長者更加認識和了解。經過與長
者多次談話，我學會了更多與長者溝通和相處的方法，
也比以往更明白長者，不會認為他們麻煩。這次活動不
但令我更懂得與長者相處，更重要的是我能明白長者的

4C 張穎妍

重要，對他們更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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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郭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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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Jacket

狂想曲花絮絕密曝光！

創意藝術組消息
3E 班得獎設計師
丘偉杰 廖明軒
周躍羚 區樂欣
馬肇駿 梁嘉頴
歐振煒
直擊報道「
直擊報道「35 週年學校風褸設計比賽」
週年學校風褸設計比賽」的狂想之王在 Art Room 內的生產過程。
內的生產過程。

絞盡腦汁，有威有勢，
誓要成狂想之王！

萬事有商有量！
彼此尊重！

看！你專心工作的樣子真酷！
可否多看兩眼？

其他賽果：
其他賽果：
最具創意大獎得主

3A

做滙報的挖空心思與觀眾打成
一片！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玩得又講得，有紋有路！

陳紫靈 林婉珊
李慧欣 彭惠珊
邱敏詩 李俊熙
李偉銘

今次冠軍人馬均由師生投票敲定，在本校創意藝術組及訓導組合辦的「35 週年學校風褸設計比賽」
週年學校風褸設計比賽」
芸芸 13 個參賽作品中挑選最出色的 4 個驚喜之作。最後由 3E 班的 7 人挑戰組別以 534 的壓倒性票數當
上全校的「票王之王」，順理成章當上 Jacket 狂想曲之王。看他們認真的樣子，並非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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