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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Depart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hool Library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ga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sweet and delightful festive 
month. 

  As the days became a bit cooler, we all welcomed the golden and 
fruitful autumn with our Halloween celebr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eachers 
resourceful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student librarians timely decorated 
the school library with spooky Halloween decorations, where students 
enjoyed their fantastic moments.  

  On the first day, once the lunch break started, English Ambassadors 
couldn’t wait to dress themselves up with Halloween-based costumes.  
Endless participants crammed into the venue to try out the scary costumes 
and explore the jolly games for their most favorite: candies! English 
Ambassadors chaired the booth in English while game-lovers answered 
quizzical questions, attempted word jumbles, decoded riddles etc. Laughter 
and cheers of jubilation affirmed the glee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Halloween festivities, English Department 
began to brew another gorgeous event: English Week cum Christmas 
celebrations. Lifting the curtain was morning announcements hosted 
by Kaye Sin and Daisy Lin of 2D, who aroused schoolmates’ interests 
by announcing the celebration’s highlights. Mr. Grafton, Native-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was always seen on the campus with bling red and green 
decorations, happily telling teens the updates of all activities. 

  We got song dedications and Christmas wishes broadcast during 
recesses, followed by a school-wide, Christmas-themed story competition. 
Among numerous entries, Jam Yiu of 3C, Amy Ko and Kitty Lee of 1A 

walked away with the fabulous prizes. Indeed, their effort, hard work, and 
creativity were manifested in their outstanding works.  

  The final two days of English Week was the finale of the event. 
Christmas-embellished library with exciting activities set was so interesting 
and appealing. Right after the lunch break commenced, students poured 
into the venue. They embraced the holiday spirit and took turns dressing 
up and taking pictures with Santa Claus, teachers and friends. For fetching  
more candies and chocolates, participants tried with effort to solve word 
puzzles or arrange lyrics of Christmas Carols in correct order. What’s more, 
English Ambassadors offered a Christmas card and candy cane delivery 
service. A remarkable number of students turned out to write Christmas 
cards to their classmates and send them candy canes, both of which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promptly delivered the following week. English week 
ran without a hitch. But that was not all.

  To thank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heartfelt contribution, teachers 
baked with helpers gingerbread and cookies. These lovely young assistants 
had an exciting time in rolling out the dough, cutting out shapes, baking 
their delicious treats and even more fun gobbling them up. As a pleasant 
surprise, many teachers of English came to join in the baking fun and taste 
those mouthwatering DIY cookies.

  Having finished the term on such a strong note, all of us in English 
Department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even greater successes and more 
fun in the new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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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is a time of Merriment



  本校STEM義工團隊在第12屆「學與教博覽2022」記者招待會，展示得獎作品「元宇宙的靜觀
家」，分享VR技術配合元宇宙設計，如何幫助使用者解決情緒問題。本校又與香港大學電子學習
發展實驗室及AiTLE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合辦「小學創科VR/AR設計獎」元朗區工作坊。工作坊
有超過四十位參加者，課程由本校STEM義工團負責。同學從實踐中明白教學相長的道理，鞏固所
學，獲益良多。

  5C班陳沛滋、植海琳及盧伊靜同學參加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舉辦「2022智博會青少年專利
孵化展」憑作品「元宇宙的靜觀．家世界」獲得銀獎。
  4D班胡思朗、3D班盧穎蕎及3C班譚梓朗參加由前海管理局舉辦「2022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大賽香港賽區（中學組）	」憑作品「知乎者」獲得銅獎。
  3C班譚梓朗、張逸晞、蔡綽峰及3A班吳啟昌同學參加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及創新科技署協
辦「vHK都會之旅AR創作比賽」憑作品「AR觸得到的維港」獲得一等優異獎。

AR創作比賽一等優異獎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銅獎青少年專利孵化展銀獎

介紹創意科技工程

可道x青協應用工作坊

學與教博覽會出席師生 學與教博覽會展示成果

學與教博覽會展覽攤位小學創科VR/AR活動

活動

比賽

STEM教育

學以致用惠社群   比賽獲獎增信心學以致用惠社群   比賽獲獎增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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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學術氣氛  豐富科學知識增強學術氣氛  豐富科學知識
  為了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認識和興趣，以及提升學校學術氣氛，
本校於12月19日至22日舉辦了理科周，活動包括︰「科學書展」、
「納米世界展覽」、「中一級科學比賽  紙飛機」、「中二級科
學比賽  降落傘」、「中三級科學比賽  世界之最」及攤位遊
戲。同學積極參與活動，投入比賽，寓學習於遊戲中，成效顯著。

中一同學參加紙飛機比賽

中三同學用飲管造橋
中二同學踴躍參與紙降落傘比賽

同學投入理科周攤位

好奇號  納米世界進入校園

理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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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譚國暉：	在比賽中可以針對對手進行反駁，特別是質詢環節的時候十分開
心，也大大增加我的自信心，非常感謝老師和教練的指導。

3D	黎穎雪：	在不同的比賽中，能學到NFT、道歉法等時事議題，謝謝老師和教
練的指導，亦都多謝我的隊友每一場都全力以赴。

3D	葉蔚霖：	我覺得進入辯論隊令我的邏輯思維變得清晰和口才更好，經過每場
比賽的磨練，邏輯思維變佳，大大增強自信心。

3D	關皓雅：	加入辯論學會之後，令我開闊眼界，學會多角度思考，同時大大增
加了我的自信，在比賽時不再緊張。

4D	周嘉琳：	自從加入了辯論隊後，參加不少的比賽讓我獲益良多。在準備比賽
時總會學到不同的知識，拓寬了我的知識面，也增長我的見識。辯
論更引導我開闊新的思維，鍛煉自己的演講能力及勇氣，使我有多
方面的進步。

  本校辯論學會自去年成立以來，在馬化鴻老師的帶領下，同學有機會參
加大大小小的比賽，不斷磨練辯論的技巧，成績令人鼓舞。今期校報邀請了
幾位辯論學會的會員，談談他們的感受和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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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名稱 主辦單位 賽果

培菁盃2022（中學組） 辯論協會、
香港演辯總會

銀獎		
羅苑樺	4D、周嘉琳	4D
最佳辯論員：
周嘉琳	4D
最佳自由辯論員：
羅苑樺	4D

2022-23年度我要做主播比賽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 優異獎	
周嘉琳	4D、羅苑樺	4D

第四屆世界中學生
華語辯論公開賽

馬來西亞蒲種福建會館、
思創策略思辯工作室、
李深靜教育發展中心

分組賽	最佳辯手：		
黃邵杰	4C

第九屆縱橫盃國際華語辯論賽
亞洲思辨教育學會、
北京縱橫思海文化發展
有限公司

分組首名出線
賽區16強
分組賽	最佳辯手：
葉蔚霖	3D、羅苑樺	4D
黎穎雪	3D
賽區16強	最佳辯手：
譚國暉	3C

第二十一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普通話組八強
普通話組初賽最佳辯論員：
黃邵杰	4C

同學備戰及參賽情況 

獲獎同學留影

部份賽果

明明辨辨 思思考考     唇唇槍槍 舌舌劍劍
辯論學會上學期戰績優秀



  秋天到了，一陣微風掠過我的肩膀，一抹陽光打在我的雙眼，耳邊傳來上課的鈴聲，很熟悉。經過昔日乘搭的車站，腦海不禁飄過
一份難以忘懷的回憶……

  三年前，我還是一位懵懂無知的少年，對於很多事情都隨隨便便，也許是我對於日復一日的日子感到厭倦，也許是我找不到奮鬥的
理由。當初的我不明白人為何要如此努力，過着平平凡凡的生活便足夠，做個不起眼的人也無妨吧！

  不出意料，我的懶散懈怠被我的班主任盡收眼內。她問了我原因，但我卻一字也回答不出來。她指着一枝原子筆對我說：「一枝
筆，只是用幾個小零件組成，但用處卻真不小。」我聽出是甚麼意思，我答道：「但筆依舊是筆，用完便會被人隨即掉棄，那麼它的價
值也到此為止了。」

  「你錯了，筆的筆芯是可以替換，你看似沒有價值的東西其實很有意義。平凡不等於平庸，自甘墮落，不求上進又怎能與平凡相並
論呢？」這是黃老師第一件教會我的事：平凡和平庸只有一字之差，卻又差之千里。

  黃老師令我對人生和自己的看法徹底改變，我開始積極地面對生活的種種難關。從前的我也許會選擇逃避，把心事都埋藏在内心的
小盒子，但現在我都能暢所欲言地與黃老師傾訴煩惱。她成為我的「陽光」	和「雨水」，為一朵即將枯萎的花兒注入能量。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我帶領着全班朗讀課文。黃老師迎着綿綿的笑容對我用力地點了點頭，那個眼神如火焰燃點了
我內心那顆小種子，我用聲音給予回應，因為我深知黃老師定不甘於我在人海中平庸，沉沒在茫茫的海洋裏。

  黃老師用自己的人生經驗教我們道理，她曾經也是位與我有幾分相似的學生，她告訴我們：「只有自己淋過雨，才懂得為別人撐
傘。」這是黃老師教會我的第二件事。

  如今我早已踏進社會，但每次對自己有所質疑時，都會想起黃老師的話，這兩句話早已如利劍刻入我内心。謝謝您——黃老師！

  有人說：「教師是陽光下最光輝的職業。」在我們求知求真的道路上，或許路途崎嶇，正因有老師的陪伴與指引，才得以跨千
山，越萬水。

  憶起三年前在一次台上短講，因廣東話不標準遭受到同學的嘲笑，他們的笑聲不斷的環繞在我身邊，似乎要拼命地吞噬着我演說的
勇氣，我逐漸變得自卑又膽小，不敢再與人交流。在我最低落的時候，是她那蒼顏白髮，臉上掛着一副和藹可親的面龐，將我的變化盡
收眼底——張老師。某天放學，她找我過去教室，語重心長地說：「與其逃避，不如學會勇敢面對，我幫你報名參加朗誦比賽，之後每
天放學我都會陪你一起練習。」但是，連我都放棄了自己，更別說要站在台上面對這麼多的評委。可我又不想令老師失望，只能硬着頭
皮，每天都留下付出比平常人多三倍的時間去練習，當中我害怕過自己的努力會徒勞無功，但張老師一直都不厭其煩的指點我、鼓勵
我，在我堅持不下去想中途放棄的時候，她的一段話讓我重獲了堅持下去的意義。

  「所有現在看似不起眼的小幼苗日復一日，在經歷風雨的洗禮下，終究會茁壯成長，將來你定會明白堅持的意義，老師知道不斷往
前走的過程很艱苦，可你不吃這樣的苦，如何爬到高處呢？不要害怕，老師會一直在你身後指引你前行。」那一刻的她宛如一束亮光，
雖然光線很微弱，但是它能夠照得很遠，將我內心的自卑和膽小通通驅散。隨後我便加倍用功的練習，漸漸的我的廣東話也達到了標準
水平。

  時間飛逝，很快便迎來了朗誦比賽的當天，臨上台前，我惴惴不安地望向台下的老師，她眼神堅定不移地看向我，我的腦海很快便
浮現出她鼓勵我的話，正是有那段話的指引，讓我最終順利完成比賽，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獲得了「優異獎」。我激動地跑下台擁抱張
老師，這一個擁抱包含了她對我的陪伴和付出，還有我說不盡的感激和敬愛，要不是有她的指引，也不可能造就現在充滿自信的我。

  張老師，謝謝您在那段短暫的時光裏，給我的人生添加了不一樣的光芒，點亮我心靈的深處，更照亮我未來人生的方向。

恩師恩師

師者如光，雖微致遠師者如光，雖微致遠

獲獎同學：4D 鄭嘉詠

獲獎同學：4C 陳嘉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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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運動委員會 年度中文徵文比賽敬師運動委員會 年度中文徵文比賽
本校兩位同學獲優異獎本校兩位同學獲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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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課程、活動及師生日常接觸三方面推行品德情意及價值
教育。課程方面，設立品德教育班主任課、嗇色園中學聯校德育課程，加強德育及
個人成長教育。多元化活動包括：教育局「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計劃」、義工
服務、環保講座及比賽等，過程中讓同學明白社會上有不少弱勢社群努力生活，
從而學會尊重及接納他人。我們期望學生在完成六年的學習生活後，能常存感恩之
心，感受他人善意與關懷，並能加以回報，建立積極、有意義的人生。

升旗儀式

同學在環保周攤位遊戲嬴得豐富獎品

學生參與設計思維工作坊

愛心朱古力義賣班際耕種計劃

環保周展板及攤位 衣物回收

賽馬會綠建環評學生大使計劃

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



  一年一度的嗇色園中學聯校頒獎典禮在2022年11月26日於可風中學禮堂
舉行，典禮中首先進行升國旗及奏唱國歌儀式，接着嗇色園董事會主席馬澤
華先生致開會辭。當日邀請到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衞教授既向各屬校同學頒發學業成績優異獎，又勉勵同學奮發向上，其嘉言
雋語，發人深省，讓在座師生親領教益。

本校校監向學生勉勵

本校獲獎學生合照

本校獲獎學生與嘉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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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22年9月30日舉行「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中一及中二
級家長晚會」，由家長教師會主席蔡德志先生匯報過去一年家長教師會的工作。
  12月3日，本校舉行「可道資訊日2022-23」，感謝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擔
任家長義工，讓到校參觀的小學家長可以與家長委員及老師彼此認識。家長義工的
清楚和耐心講解，令到訪的小學家長留下深刻的印象。
  12月21日，本校的「家長義工計劃」與柏雨長者鄰舍中心
合辦「水仙花開迎新春」義工活動，由家長義工陳奕豐先生教
授「鎅水仙球」方法，讓長者們學習切割水仙球及種植水仙花
的技巧，活動富有意義，共建關愛校園、和睦共融的文化。

全體家長義工與長者大合照 家教會委員簡介家教會的工作和活動

家長分組與班主任面談

家長義工耐心講解切割水仙球的方法

家長與班主任面談蔡德志先生工作匯報

家 長 教 師 會

聯 校 頒 獎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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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12月最後一個上課天舉辦班際才藝表演，同學發揮他們
的各種才華，如師生合唱、演奏樂器、跳舞及演出話劇等，為自己
班爭取勝利。當天氣氛熱鬧、融洽，師生皆能盡歡，無論場內及課
室的同學都十分投入，最後勝出隊伍為6A。各班亦於當天進行聯誼
活動，例如交換禮物、大抽獎等，師生不亦樂乎。

2D在課室觀看表演

3D聖誕劇

4D師生同樂 3A師生共舞

中一樂器表演

中二大提琴獨奏

冠軍6A

顧問：鄒志文校長、林志強副校長
編輯：余勇威老師、鄺淑芬老師、鮑劉淑妍老師、官恆珀老師、何德偉老師、伍倬嬅老師

普天同慶賀聖誕班際普天同慶賀聖誕班際

才藝表演及班會聯歡才藝表演及班會聯歡

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民族舞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