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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琴校長於本年度 

上學期休假半年，本人(麥卓生) 

署任校長，第一期的《護訊》要出

版了，我提起筆來，才驚覺倏忽間

開學已經近三個月了。這段期間幸

得各位同事和家長支持，校務推行

尚算順利。在未來餘下的日子裡，

本人自當竭力盡職，不敢懈怠；尤

希望得到同事和家長不斷的提點和

合作，共同為學校為學生而努力。  

 

麥卓生署任校長麥卓生署任校長麥卓生署任校長麥卓生署任校長 

2009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校方於數年前已開始籌備新高中學制，今年的中四是第一屆的新高中學

生，他們選修科目能派獲第一及第二志願的佔 80%。除修讀七科外，新高

中課程亦鼓勵學生多參與「其他學習經歷 」( OLE)；而各同學亦須預備「學

習歷程檔案」(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有助將來投考大學。  

 

經過多次磋商及會議，本校決定採用英語為通識教育科的教學語言。驟

耳聽來，家長和同學或會有「捨易取難」的疑問，但校方決定是基於學生更

長遠的發展。其實本校早已在現授的各科落實執行英語授課，並非通識科貿

然行之；而提高學生英語能力，肯定有助他們將來適應大學的學習環境。通

識科是新學科，本校的通識科老師除參加教育局的培訓計劃外，亦有參與友

校通識科專業培訓的先導計劃，裝備自己。觀察林護過往的成績和經驗，我

們相信林護學生的潛質，而由中一開始用英語教通識科，到中六級公開應

試，同學足有六年的時間適應。英語教學不該是學習途上的絆腳關卡，而將

是推動同學克服困難，提昇能力的高欄。 

      

今年的中五學生是「末代會考生」，萬一會考成績不理想，很難重讀舊

制的中五；而轉讀新高中的學位亦不多，還要應付陌生的通識科，實不容易。

寄望中五同學加倍努力，順利升學，踏上人生新階段。  

 

林護中學建校四十載，本年度及下年度將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梁校長

三月便會歸來和我們一同參與，希望各界和家長鼎力支持，上下一心，共襄

盛事。 

 

   10/2009 四十周年校慶「標語及口號創作比賽」 

   11/2009 出版四十周年校慶光碟  

12/ 03/2010 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07/2010 四十周年校慶音樂會 

   09/2010 開始售賣四十周年校慶紀念品 

   11/2010 開放日 

   12/2010 出版四十周年校慶特刊 / 聚餐  

   02/2011 學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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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任校長於學生領袖就職禮後和嘉賓與各第一組別學生領袖合照 

 

 

 

 署任校長頒發社長章與四社社長 

學期初，豬流感肆虐，本校亦有十多位同學確診。幸好家校合作，

做好防疫措施，情況迅速受到控制。但校方不容掉以輕心，現在每天

均替同學量度體溫，同學如有不適，亦宜請假留家，休息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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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會考 

本年度中學會考，本校學生考獲優異(A 或 5*)數目 206個，優良(B, C, 5, 4)數目 779個。每名

學生平均取得 5個優異及優良成績。部分考獲佳績的學生名單如下： 

 

陳天昕  九優 鄭瑞傑 六優三良 廖穎嘉 五優五良 

吳伯申 八優   方恩衍 六優二良 廖碧琦 五優四良 

林惠婷 七優二良 陳冠達 六優二良 梁卓琳 五優三良 

陳欣禧 七優二良 成諾文 六優二良 劉惠敏 五優三良 

覃晉彥 七優一良 丘綺婷 六優二良 劉瑞濠 五優三良 

  趙廷俊 六優二良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本年度高級程度會考，本校學生考獲優異(A)數目 40個，優良(B,C)數目共 211個。每名學生

平均取得 3.5個優異及優良成績。全部獲升讀本地或外地大學。 

部分考獲佳績的學生名單如下： 

 

何倩恆 四優  一良 

葉展鵬 四優  一良 

吳紫婷 三優  二良 

張愷蕙 三優  二良 

梁喜燕 三優  二良 

賴灝民 三優  一良 

陳澤興 三優  一良 

蕭沛馨 三優  一良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學生人數 

香港中文大學 30 

香港大學 29 

香港科技大學 8 

香港浸會大學 6 

香港理工大學 3 

香港城市大學 2 

總人數 78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 學生人數 

商學院/會計學 24 

電腦/工程學院 16 

文學院 15 

醫學院/牙科學院/護理學院 8 

理學院/物理治療 8 

社會科學學院 6 

法律學院 1 

總人數 78 

 

 校長與中五成績優異同學合照     校長與中七成績優異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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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sults in HKCEE 2009 (Credit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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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sults in HKALE 2009 (Credit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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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 本校重點關注事項本校重點關注事項本校重點關注事項本校重點關注事項 
 

學會學習學會學習學會學習學會學習      劉崇詩副校長劉崇詩副校長劉崇詩副校長劉崇詩副校長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九年度，本校「重點關注事項」是「「「「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根據「持

分者問卷調查」、各學科的「年終課程評估」、「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過往三年在提升學習

效能方面，本校同學在數個範疇皆有可觀的進步，包括：主動學習，運用學習技巧、根據老

師的回饋和評語以作檢討。 

 

在「提升教學效能」方面，老師運用了更多元化的教學活動，例如探究活動、分組活動、

小組討論，從而提升了同學學習的興趣，增加同學參與課堂活動的機會。本校老師不斷改善

教學技巧，在教學語言運用方面亦加以調適，使同學對學習內容加深理解，令教學更配合學

生的需要。 

 

本校希望在「提升學與教的效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技能，故本校未來

三年的「關注事項」將會是「「「「學會學習學會學習學會學習學會學習」」」」，其中包括「「「「提升學習技巧提升學習技巧提升學習技巧提升學習技巧」、「」、「」、「」、「增強資訊科技學習增強資訊科技學習增強資訊科技學習增強資訊科技學習」」」」

及及及及「「「「鞏固鞏固鞏固鞏固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我們相信，同學在運用學習技巧上可有更大的進步空間。因此，學校决定在未來三年，

培養同學有效地運用各學科的共通能力及學習技巧，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建立自學的

信心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除掌握各學科相應的學習技巧外，教導學生如何有效地摘錄要點、課前預習及課後温

習，亦成為全校重點發展的學習策略。老師除教導具體的學習技巧外，更要求同學將此策略

融入日常的學習生活，不斷實踐，從而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在這幾年裡，本校老師之間逐漸形成同儕觀課的風氣，透過互相觀摩、討論，共同提高

教學水平。在十一月期間，本校將舉辦一個工作坊，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與老師們一起研

討如何通過同儕觀課及觀課後會議，提高教學效能。 

 

資訊科技學習資訊科技學習資訊科技學習資訊科技學習    
在未來數年，本校將在課室添置電子白板，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解將會更靈活及互動。課

堂的教學內容及註解，均可以傳遞到內聯網儲存起來，方便同學進行課後複習。 

 

鞏固學習基礎鞏固學習基礎鞏固學習基礎鞏固學習基礎    
部分同學的學習基礎較弱，我們希望幫助他們在初中時打穩根基，為將來的學習作好準

備。本校將安排專任導師，在課堂後、聖誕節及暑假期間，為有需要的同學（中一及中二）

輔導功課，務求令他們的英文及數學成績達到應有水平。 

 

本校將透過各學科的評估會議、「年終課程評估」、「持分者問卷調查」、「情意及社交表

現評估」、同儕觀課等，了解以上各項措施的成效，確保本校的教學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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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    

林護數理顯精英林護數理顯精英林護數理顯精英林護數理顯精英    ––––    得獎者感言得獎者感言得獎者感言得獎者感言    

第第第第 40404040 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中六愛中六愛中六愛中六愛    余力恆余力恆余力恆余力恆    

 去年夏天，我和同班的李德恩同學有幸代表香港參加在墨西哥梅里達舉行的

「第 40 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最後李同學和我分別獲得銅牌和金牌。 

出國之前，我們先要通過「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地區賽，隨後的幾個月的培訓，

我們整隊人每天做的便是不停地操練實驗和計算理論題。 

 行程也很辛苦。在飛往墨西哥大約四十小時的航程中，我們遇到航班延誤，

要在荷蘭短暫停留，結果深夜才到達比賽地點；但第二天早上七時便要起牀準備

理論試，基本上全未休息，還未計算適應時差的大問題。 

 儘管如此，今次確是我們人生中難得的經歷。除了兩場合共 6 小時的比賽，我

們還出席了諾貝爾獎得獎者主講的講座，有機會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少年物理

人才。期間我們被安排參觀了古瑪雅遺址看金字塔和廟宇，交了幾個志同道合的

朋友，我們忙中偷閒，一起下圍棋，打桌球等。 

  我們特別感謝林護中學和物理老師提名我們參賽，並且給予很大的支持和鼓

勵。在此我希望所有的同學，無論興趣是那一方面，也能珍惜每一個機會，充分

發揮自身潛能。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屆數學國際城巿邀請賽屆數學國際城巿邀請賽屆數學國際城巿邀請賽屆數學國際城巿邀請賽                             中四戊中四戊中四戊中四戊 龔文傑龔文傑龔文傑龔文傑 

 2009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10 日，我以香港代表隊成員的身份前往南非德班，

參加「第十屆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比賽以初中生為對象，參賽國家來

自世界各地，包括亞洲、歐洲、澳洲、美洲、非洲。當地政府把城巿唯一的大禮

堂作開幕、閉幕、和比賽場地，可見對賽事的重視。 

 比賽在 7 月 8 日舉行。第一部分是個人賽，時限兩小時，要應付 12 題填充

題和 3 題解答題。第二部分是團體賽，共 10 題解答題，四人一隊在一小時內完

成。試題靈活多變，與平日學校教科書上死板的數學題實在是兩回事。試題類型

多元化，包括代數、幾何、數論、路線設計、賽程設計、數獨遊戲等。結果港隊

奪得 2銀 6 銅，並分別在團體賽中取得分組亞軍和分組季軍，成績相當不俗。 

 行程還有輕鬆的一面，就是閉幕儀式後的表演晚會。每個地區的代表隊都要

作三至五分鐘表演，形式不拘，包括唱歌、跳舞、武術等等，異彩紛呈。港隊、

中國隊、台灣隊選擇了合作表演，被大會頒了個「友誼獎」，別具意義。參賽者

除了切磋數學外，亦對不同文化增進理解，從中得著更多。 

 這次比賽不僅讓我累積到參賽經驗，更令我擴闊視野，實在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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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Yiu Sze Wan 

 

I am glad that I can share my heavenly joy with you when you are reading this.  

 

   Being nominated by the school for the Hong Kong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organized by Lion& Globe Education Trust), mingled feelings fermented inside me. 

On one hand, a lover of challenge as I am, I could not wait to jump at this precious 

opportun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 bit perplexing to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self-introduction part). It came the time for self reflection and giving thanks to others 

and I got to know better about myself. 

Surprised when I was informed of being an awardee of the 2009 Hong Kong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I thought of a remark from Obama: 

 

This is your victory! 

I would not have such an honor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my parents, 

my sister, my school, my teachers, and you, my friends. And so, this is your victory 

and this is a joyful moment for us.  

 

  Joining OSA(Outstanding Student Association) means more than merely a title to 

me. In this embracing family, I am exposed to a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I enjoy taking 

part in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OSA’ s Night, Mentorship Program, Social Service 

Project, etc. Not only do these activities provide a platform where I can share 

common interests with other OSA members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they also help 

develop my commitment to society. Having a chance to care about the community, the 

satisfaction is nowhere to be found, except in OSA.  

 

   I may not be an outstanding student with brilliant scholastic and all-round 

achievements. Instead, I think I am just a simple and budding girl with a passion for 

learning, and enthusiasm for serving. Here, I wish I could impart my passion to you, 

and ultimately, our society one day.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09 
由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社區綜合服務工作小組、荃灣青年會及
葵青青年團合辦之『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09』中，經過一輪評審程序後，本校
共有十位同學得獎，名單如下︰ 
 

高中組『優勝獎』得獎者︰ 
王慧瑛、呂佩珊、陳天昕 

高中組『優異獎』得獎者︰ 
劉芷玲、蕭欣宜 

初中組『優勝獎』得獎者︰ 
唐之靈、張曉帆 

初中組『優異獎』得獎者︰ 
      吳承恩、區美銀、鄭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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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師簡介新老師簡介新老師簡介新老師簡介    
 

今年有五位老師加入林護的教職員團隊今年有五位老師加入林護的教職員團隊今年有五位老師加入林護的教職員團隊今年有五位老師加入林護的教職員團隊，，，， 

以下有他們的自我介紹以下有他們的自我介紹以下有他們的自我介紹以下有他們的自我介紹 

Name: Lau Yuen Yu, Jenny 

 

Subjects: English, LAC 

 

Classes taught: 1B, 1D, 3C 

 

Interests:  Reading, watching                                                              

movies, playing harmonica,                                                         

joining eco-tours and                                                                   

visiting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My first impression in Lam Woo:  

 

In fact, some friends of mine are Lam Woo alumni and they are very 

smart and socially-redeeming in my mind. One of them is pursuing a 

PhD at a local university now. In the summer vacation in 2004, I joined 

an English summer programme in Xi’an to teach some students 

English. At that time, one team member was a Lam Woo graduate. She 

taught the students wholeheartedly and I appreciate her attitude so 

much! That’s why my first impression of Lam Woo students is very 

good. 

 

While teaching at Lam Woo, the students here are what I had expected 

---well-behaved and responsible. I think Lam Wooers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identity. May this Lam Woo spirit last long!  姓名：黃振邦  任教科目： I.S., Biology, R.S.  任教班別： 1A ( I.S., R.S.),                                   2A (I.S., R.S.), 2E (I.S.),                                           3B (Bio), 3D (Bio),                                                  4ABC (Combined Science), 4D (Combined Science)  興趣：閱讀，唱歌 (特別是聖詩)，聽音樂 (特別是管風琴)  對林護的印象：能夠重返母校任教對我而言是有雙重意義。作為一位可能以教育為終身事業的人而言，母校能夠讓我可以盡情感受當中的苦與樂。在熟悉的師長身上觀摩他們的教學心得使我獲益不淺。作為一位已受母校教育七年的人，能夠在此任教更能令我回憶學習生涯時的一點一滴，更能使我對林護和各師長有更深層的體會。回饋母校，能為學弟妹略盡綿力，此乃個人之榮幸。 

Name:  Yim Choi Wan Joanna

Subjects taught:  English,                                      

Use of English

Classes taught:  1C, 4A and 6L

Main interests:  Cycling,                                                    

playing badminton and chatting

My first impression of Lam Woo:

The warm welcoming greetings of some very energetic and 

enthusiastic colleagues impressed me most on the first day 

of a new school year at Lam Woo.  The students here are 
brilliant, obliging and industrious with a very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They are all proud of being 

Lamwooers, for sure!  I do feel honoured as a new member 
of Lam Woo and enjoy teaching in such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me:  Yim Choi Wan Joanna

Subjects taught:  English,                                      

Use of English

Classes taught:  1C, 4A and 6L

Main interests:  Cycling,                                                    

playing badminton and chatting

My first impression of Lam Woo:

The warm welcoming greetings of some very energetic and 

enthusiastic colleagues impressed me most on the first day 

of a new school year at Lam Woo.  The students here are 
brilliant, obliging and industrious with a very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They are all proud of being 

Lamwooers, for sure!  I do feel honoured as a new member 
of Lam Woo and enjoy teaching in such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姓名：姚若莊（YEE YEUK CHONG）任教科目：中國語文、中國歷史任教班別：2E（班主任，中文，中史）、2B（中文）、4B（中文）、3A、3D（中史）興趣：看話劇、跑步、閱讀、唱歌對林護的印象：林護是一所有規模的中學，為同學提供很多很多不同的學習機會，所以我相信在林護的日子，大家都會很充實。而這裡的同學給我初步的印象是：善良、活潑而有禮貌，希望教學相長，我也能在林護成長。

姓名：姚若莊（YEE YEUK CHONG）任教科目：中國語文、中國歷史任教班別：2E（班主任，中文，中史）、2B（中文）、4B（中文）、3A、3D（中史）興趣：看話劇、跑步、閱讀、唱歌對林護的印象：林護是一所有規模的中學，為同學提供很多很多不同的學習機會，所以我相信在林護的日子，大家都會很充實。而這裡的同學給我初步的印象是：善良、活潑而有禮貌，希望教學相長，我也能在林護成長。
 

Name: Tsoi Tze Shun

Subject taught: Physics (F.3, F.4)                              

and Mathematics (F.1)

Interests: I am quite an active person.                         

I play squash whenever I am free.                               

So you may run into me carrying                                 
a racket around. Besides I love reading                         
different genres of books. Some of my                           

favorites are the Lord of the Rings series, Les Misérables,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and Black Holes & Time 

Warps. I also enjoy going to musicals and concerts. 

My first impression of Lam Woo:

In my first few weeks at Lam Woo, I found the students very 
kind and welcoming. It i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to teach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are talented, modest and willing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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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    輔導組 

 為協助中一同學更快適應中學生活，校內各有關部門攜手合作，針對升中一

學生經常會遇到的困難，為中一新同學預備了一系列的迎新活動。包括 

 

1. 中一迎新會 – 在七月中舉行，由駐校社工向家長講述：「子女升中的注意事

項」，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升中期間會面對的學業或成長問題，使家長能未雨

綢繆，找到合宜的應對方法。亦有英文老師講解有關英語授課的情況，鼓勵

學生好好利用暑假，為自己將要接受英語教學，作好準備；並向學生派發迎

新資料。 

 

2. 「認識林護」中一家長會 – 在開學前（八月二十九日）舉行，務使大家明白

學校的教育方向、關注項目，及認識主要有關部門的負責老師。本校家長會

更派出家長代表，與中一家長交流親子心得。 

 

3. 在整個九月份，所有中一同學留校午膳，由班主任陪伴用膳，增加老師與學

生、以及學生與學生間的聯誼時間。另外，本校的輔導組、訓導組、教學組

和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都為中一同學預備了飯後的午間活動；從人際關係、學

習方法、品德培養等不同層次，幫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 

 

     

 

4. 「大哥哥大姐姐」- 輔導組招募並訓練了 104 位中二至中四的學生，成為「大

哥哥大姐姐」，每人獲安排照顧一至兩位中一同學。在開學前（八月二十八

日），中一同學已經與他們的「大哥哥大姐姐」見面，彼此有了初步的認識；

開學後，他們會定期在校內相聚，「大哥哥大姐姐」會與中一同學分享學校生

活的經驗，協助他們融入學校生活。 

 

在每年的中一家長日，家長的出席率都很高，足見家長們對子女關懷備至；

學長們都積極參與「大哥哥大姐姐」行列，希望可以幫助中一同學盡快投入中學

生活。新一屆的「林護人」，歡迎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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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後記運動會後記運動會後記運動會後記    

今屆運動會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及十二日於葵涌運動

場舉行。各項賽事得以順利完成，全賴所有老師和四社同

學的積極參與及熱烈響應。今年，我校很榮幸能夠邀請香

港電腦商會創會會長張耀成先生蒞臨運動會致辭，同學們

都從他一席話中獲益良多。 

為響應 2009香港東亞運動會，本年度的運動會特別加插

了東亞運的火炬傳遞接力環節。除了一眾體育校隊代表及

四社社長外，麥卓生署理校長和劉崇詩副校長亦有份手握

火炬，分享我們的光榮。各火炬手都有幸參與其中，亦在

火炬傳遞期間，深深體會到薪火相傳和體育精神的重要

性。 

是次運動會的全場總冠軍由紅社衛冕，得分 1062分；而

藍社則以 1013分排名第二。另外，(House Spirit) 獎項分

別由藍社和綠社奪得，可見四社同學都十分落力，為所屬

社別打氣。 

各社同學都於每項比賽中盡力而為，希望為社爭取最高榮

譽。因此今年運動會有五項紀錄被刷新，分別為男子丙組

跳遠、男子乙組擲鐵餅、男子甲組三級跳、女子甲組一百

米跨欄，以及校隊四乘一百米接力。 

除此之外，六組的個人冠軍亦相繼誕生——男子甲組：7L

歐振煒；男子乙組：3B倪鈞塱；男子丙組：2A李子翊；

女子甲組：5B陳沅婷；女子乙組：4C張琬彤；女子丙組：

2E鄺綽怡。能夠在比賽中獲得如此優異的成績，相信同

學們必定付出了許多心血！ 

這兩天的比賽得到各位老師、運動員以及工作人員的積極

參與，寫下林護運動會光輝的第二十九頁。期望一眾同學

能於來年運動會繼續投入其中，以創下更輝煌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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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班足球比賽畢業班足球比賽畢業班足球比賽畢業班足球比賽    
 

本校畢業班足球比賽已於 9 月 8 日至 15 日在本校運動場順利舉行。隨著麥卓生署任校長在比賽首天放學後主

持開球禮，中五及中七各班隨即展開球賽。教師及校友也組成隊伍參賽。 

每班除了派出五名球員比賽外，後備球員及啦啦隊也積極參與。球員輪流出場比賽，拼勁十足。啦啦隊則在場邊吶

喊助威，激勵球員。不少班別的球員及啦啦隊員都穿上自製的球衣，掛出橫額。其他同學在旁圍觀，氣氛熱烈。經

過連場激戰，賽果如下：冠軍為 7L；亞軍為 5D；季軍為 5E，而最高入球獎由 7L 薛冠業同學奪得。 

 

   

 

第第第第 19191919 屆學生會幹事屆學生會幹事屆學生會幹事屆學生會幹事會會會會                                                                                                                                                    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本校學生會的宗旨是：(一) 團結同學及促進彼此之友誼；(二) 培養同學之自治精神、合作精神、責任感、領

導能力及公民意識；(三) 謀求同學之福利；(四) 促進同學與學校間之了解；(五) 增進同學對學校之歸屬感。 

 

  每年九月中都是本校學生會幹事會改選的時候。本校學生會幹事會由十二名中三或以上級別的學生組成，經

由中三至中七級全體學生以一人一票方式投票選出。在本年九月十八日的周會，本校進行了第十九屆幹事會的選

舉。 

 

  本屆選舉與以往不同之處是參選的學生眾多，破了歷年的紀錄，共有二十一名學生角逐十二個席位。在投票

前一周，參選的同學已製作宣傳品，展開競選宣傳活動。每個班房都會張貼候選人的資料及政綱。在選舉日的周

會中，候選人均須在限時內向同學解釋自己的政綱，還要即時回答主持提出的兩個問題。投票後隨即進行點票，

由下午三時四十分至六時三十分，點票終告完成，產生十二名當選者。十二名同學隨即與去屆全體幹事一同出外

晚膳，增加對幹事會不同職分的了解，並進行各個職位的互選，結果如下： 

 

第十九屆第十九屆第十九屆第十九屆 (2009 (2009 (2009 (2009    /10) /10) /10) /10) 學生會幹事會學生會幹事會學生會幹事會學生會幹事會    

導師：吳聲展副校長、黃寶珍老師、盧翠儀老師、黃振邦老師、劉婉瑜老師 

會長：6F 楊國禮   內務副主席：6L 劉寶珊    外務副主席：6H 黃潤珊 

文書幹事：4D 鄒韻茹  財政幹事：4D 張明崴    福利幹事：4E 張曉帆、4E 羅顯霆 

宣傳幹事：4E 林倩舒、4E 甄海晴    活動幹事：4D 何家俊、4E 黃祺烽  總務幹事：4E 賴宇鋆 

 

本屆學生會將延續以往學生會的工作，包括：舉行論壇收集同學的意見、向校方反映同學的意見、球棋雨傘借

用服務、電話借用服務、文具售賣服務、計算機售賣服務、舊書代售服務、購物優惠計劃、林護人紀錄大全比賽、

初中領袖訓練計劃、聯校中英文口試練習等。至於其他大型的康樂活動，如歌舞比賽及聯校活動，如領袖訓練活

動、歌唱比賽、城巿定向等，則尚在計劃當中，詳情容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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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國民教育周年國民教育周年國民教育周年國民教育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為了提高同學對國家的認識及歸屬感，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每年在十月一日國慶前後都會舉行

國民教育周。本年度的國民教育周在十月二日至八日舉行，學生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幹事在五個上課

天內為同學舉辦了多姿多彩的活動。 

 

十月二日，國慶假期次日早晨，全校逾一千二百名師生齊集在本校籃球場，參與國慶升旗禮。學

生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主席 6H班的吳伯申同學致詞，期望同學除了歌頌北京成功舉辦奧運、神州七

號升空等輝煌成就之餘，也多了解祖國發展背後的社會問題和未來的憂患，在自己的崗位中做好本分，

盡國民責任。童軍、女童軍及紅十字會的同學代表在〈歌唱祖國〉一曲中步操至旗桿，國歌〈義勇軍

進行曲〉隨即奏響，全體師生肅立，在五星紅旗緩緩升起時，思考自己在國家的發展中可以扮演甚麼

角色。 

 

本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我們在有蓋操場的小舞台設置了以「建國六十年」為題的資料展覽。

而十月二日及十月五日的中午，同學分別在小舞台的螢幕播放了「紅色經革命歌曲」及「六十周年國

慶閱兵」的精選片段。十月六日午間，在小舞台設置了「建國六十周年」及「基本法」兩個攤位遊戲。

同學在遊戲中取得三個印花，即可獲得精美獎品，包括迷你象棋及刻印了勵志語句的鉛筆等。當天放

學，在演講室舉行了由馮小剛導演，張涵予及胡軍等主演的〈集結號〉電影欣賞會。十月七日中午，

在演講室舉辦了「中國結工作坊」。當天約有一百二十名同學參與，一起用紅色絲線編織中國如意結。 

 

十月八日周會時段，在禮堂舉行了國民教育講座。梁子穎老師以「中國國情發展」為題，分享了

他在暑期參加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的政治研習班的學習所得。去年學生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席 7L班的黃

景怡同學分享了她擔任「苗圃行動」大使，在暑期前往貴州三都交流及考察的難忘經歷。鄭太經老師

則以「國民教育之我見」為題，分享他在暑期參加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教師西藏考察團的體驗，講述

了他對愛國及推行國民教育的見解，還熱情洋溢地頌唱了多首曾經感動他的愛國歌曲。全體師生最後

一同高歌一曲〈中國夢〉，寄託大家對祖國強大、巨龍揮出自我、人人見歡樂的期許。 

 

在國民教育周，本校還響應由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國慶六十周年系列活動」，舉辦了「訴心聲」

比賽。以下是其中兩名得獎同學的心聲： 
 

「整齊一致的閱兵及璀璨炫麗的煙花匯演，顯出中

國的強盛繁榮。大型的三峽工程、奧運會的成功、

太空人完成在艙外揮動國旗的任務等，泛起我對中

國的自豪感。」          

                                 ～3E 梁雅為 

「經過六十年艱苦的奮鬥，中國終於邁向現代化和

面向世界。身為中國人的我，實在感到無比自豪、

萬分光榮。希望中國同胞上下一心，開創更美好的

明天。」 

～7F 游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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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屆畢業第三十七屆畢業第三十七屆畢業第三十七屆畢業典典典典禮禮禮禮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三十七屆畢業典禮已於十一月二十日於本校禮堂舉行。本校有幸

邀得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太平紳士為主禮嘉賓，頒發畢業證書、獎品並致訓辭。 

 

典禮當天，學生、畢業生、家長和來賓濟濟一堂，場面熱鬧。郁德芬博士首次以校監身

分代表本校致歡迎辭 -- 在神的引領下，林護師生共同努力，學術成績卓越之外，更努力

實踐「全人教育」的宗旨。郁校監寄望孫局長懷著願景，「常當開路者」（always serve as 

pathmaker），領導新學制落實並日趨完善。 

 

孫局長頒發証書後致訓辭，他和同學分享個人的工作經驗，勸勉同學不宜狹隘地將求學

只視為謀生的工具，應開放心胸眼界，迎接世界的變化，「終生學習」。孫局長訓勉同學若要

實現人生的目標，要具備三個條件：自信、肯定公平和多元化的社會價值、以及關懷身邊的

人。今天的社會講求公平及多元化，每個人都要肯定自身的價值，把握平等的機會發揮自己。

我們也要關懷身邊的人和事，共同建設和諧關愛的社會。 

 

孫局長頒發畢業証書及獎學金時，大家都為同學的努力和成就而鼓掌。服務年資十年以

上的老師及員工，更獲得「長期服務獎」作為紀念。服務滿三十五年的鄭煥德老師從郁博士

手中接過獎座時，全場掌聲雷動，表達對鄭老師最衷心的敬意。 

 

最後，王立銘及陳天昕同學代表畢業同學致謝辭，感謝學校和老師的栽培，同窗及家人

的支持。林護中學管弦樂團為嘉賓演奏威爾第的《命運之力》，澎湃節奏中，第三十七屆畢

業典禮圓滿結束。 

 

 

孫局長頒發傑出學生獎與姚詩韻同學      主禮嘉賓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