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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中聖書院   法團校董會

恩典中成長的

草草校長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127：1

中聖書院法團校董會於2011年6月1日成立。法團校董會由辦

學團體委任之校監和校董、獨立校董、校長校董（當然校董）、教

員校董及家長校董組成。法團校董會各成員是由教育界人士、教育

心理學家、會計師、工商管理人士、牧師、資深傳媒人、警務及醫

護界專業人士出任，負責學校的管理和發展，以推行校本管理，著

重校務策劃及檢討。

校董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如出席陸運會、音樂會、結業禮、

畢業禮，全面了解學校及學生的現況，推動學校的持續發展。

人生的第二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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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呼召
自小成長，身邊的家人及朋友都說我似老師，而

我小學的志願也是當老師。但是進入大學時，想嘗試

新學系，便主修了社會學，其後確定自己想成為老師，

二年級轉讀地理系，將來做地理老師，皆因我喜歡大自

然，喜歡到世界各地旅遊，喜歡到處走動，以探索方式

親身體驗學習而獲得樂趣，我也想與學生一同經歷學習

及成長。

教育成長路
二 十 多 年 來 的 教 育 生 涯 ， 感 謝 神 讓 我 在 中 聖 開

展，當中經歷開創兩間新校，也曾兩度放下工作全時間

修讀基督教研究及教育心理學課程，生命中不斷探索教

育、心理及輔導的課題，不斷思考如何協助人成長，如

何有效學習，如何教導學生讓他們明白所教，如何幫助

老師及家長協助學生面對成長困擾……就算現在，我仍

覺得須不斷學習，每天都有新問題待我去理解、發現及

解決。哈！哈！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吧！我的心思意念每

天仍在更新著呢！

人生下半場
人生將至半百，雖然我是堅持運動的人，但是身

體也會感到疲倦，做老師每天都要很早起床，經常也想

睡多點時間。人生經歷過重要家人的離世，本想過著簡

單的生活。也曾想過提早退休，減少工作量，可是一踏

進校園，見到活潑可愛的學生每天在成長，能夠陪伴他

們成長是恩典，是我的福氣！加上不時有些校友回來，

見到今天長大了的他們，更覺感動和驚喜。我們作為老

師，只在他們生命中付出點滴，竟然可參與孕育成今天

眼前的成年人，生命真是奇妙！教育就是這樣，生命的

成長吧！老師的欣喜就是見到學生的長大成人吧！學生

若能堂堂正正地成長，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發展，造福社

會，已是很大的滿足及喜樂了！

現在我有幸參與創造中聖校園，一所充滿著關愛支

持鼓勵的學校，與一群基督徒老師共同培育著年青人成

長，感謝神賜予我這個機會和恩典！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3：13-14

第二屆校友會幹事齊唱「 同渡新領域 」校監、歷任校長、曹校長、老師及校友會主席劉志文

曾雁初傳道 潘綺雯老師 徐聯光先生

校友分享

獲頒五年服務獎的教職員 恩典合唱團獻唱「Shalom to you, my friend」
及「A Jubilant Song」

2011年7月9日（六）於信義會真理堂進行畢業禮及結業禮。中聖

書院踏入第三十五個年頭，當日的感恩分享環節中，播放了本校歷史回

顧片段，隨後播放三十五位中聖人預先錄製好的祝賀母校短片，學校更

請來三位不同年代畢業生向學弟學妹分享昔日中聖趣事樂事難忘事。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以弗所書4:3

校友會聚餐
中七畢業生

2011年8月29日舉行第二屆校友會成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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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屆畢業禮及結業禮
暨

三十五週年校慶感恩崇拜



同學小心翼翼地調較顯微鏡

曹美娟校長在家長晚會中
分享教育心得

遊戲，有時是需要
「鬥智鬥力」的！

教會哥哥姐姐為你們
預備具意義的喜劇，
你又怎能忘記？

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但願在銜接課程中獲獎同學
能持之以恆，不斷進步

到小食部買東西這麼重要，又怎能不「適應」？

投入，是快樂的主要元素

在歡笑聲中渡過這兩星期

認識新朋友是踏入中學的重要一環
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秘密呢？

本校每年皆舉辦中一新生適應課程，好讓學生盡快融入

中學生活，投入學習，健康成長。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3：13-14

2011-2012年度
升中一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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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蝴蝶谷認真做筆記

跨科交流考察團

廣州東升農場

廣州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鼎湖山風景區

七星岩下，湖光波瀾，風景怡人

廣州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穿著班衫的中一同學參觀肇慶市
博物館（閱江樓）

本校今年繼續參與由香港教育局資助的「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安排初中級學生

跨境到廣東省不同地區考察及交流，讓學生藉此擴闊視野。

中一級 「自然國情—肇慶自然地貌」

中二及中三級「當代國情（經濟）糧食供求與粵港互動」

廣州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司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2011年10月14至15日

2011年10月13至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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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執起油掃，為壁畫著色

民工子弟樂隊獻唱一曲義工們與孩子手牽着手到市場購物去！ 

義工與孩子們打成一片一眾義工在完成品前合照

看孩子的反應多熱烈！

探訪民工子弟家庭，義工們領悟
到幸福非必然

三天兩夜的行程背後，少不了多天具心思的籌備工作 

同學細心教導小朋友做功課 

同學為民工子弟表演唱歌、魔術

本校二十九名中四至中六學生參與由香港青年協

會舉辦「東莞服務學習體驗之旅」，藉此擴闊視野，

了解民工子弟的生活，以及認識祖國。

2011年10月13至15日

中四、中五級「東莞考察團」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彼得後書3：18 5



中文科

於2010至2011年度6月29日至7月3日一連五天，曹美娟校長偕同

文史科組三位同工前往台灣進行教學觀摩交流，與台灣不同院校的文史

科同工分享教學經驗，以閱讀能力及寫作教學為交流觀摩之重點。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活動 
「辛亥革命」是我國結束二千多年皇權統治，進入民主時代的重要里程碑。

本年度為「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讓我們延續這份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及對民

主制度的嚮往。

三樓平台懸掛著革命軍旗和共和國的旗幟，令人精神抖擻

參與多元化的攤位遊戲，
同學寓學習於娛樂

與嘉義協同中學文史科同工合照留念

校長、老們們與台灣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們交談甚篤

與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附屬中學之中文
科同工交流教學心得 

在師範大學與來自台灣不同高中的同工聚
首一堂，討論如何提升歷史科教學質素 

平台人頭湧湧，擠滿參與攤位的同學

由攤位設計到禮物選購，都由文化
推動小組成員一手包辦

台灣交流團

台灣嘉義過溝國中黃孝文教務
主任介紹校內閱讀推廣情形

高年級週會「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問答比賽勝出班別：4A及5A 對於辛亥革命中的重要歷史人物，除了國父以外，你還認識誰呢？ 

曹美娟校長與嘉義協同中學俞繼光
校長同賞著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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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The English Department

Boomerangs – “Mad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kids were taught to do Chinese 
paintings by our students

The rural area in Australia

Australia 
Stud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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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 two students joined a programme called “City Tour” which lasted for five days in the 2011 summer 
holiday. Participants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Tin Shui Wai, Central, Sai Wan, Wan Chai 
where they viewed different life aspects in these districts. 
The programme combined classroom studies in the morning with day excursions in the afternoon. Students 
have broad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ong Kong culture whilst sharpening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am The Old Hong Kong The New Hong Kong The Poor Hong Kong The Rich Hong Kong

Conclusionpm Tin Shui Wai
 (Interviewing a single-
parent family)

Central
 (Visiting financial 
facilities)

Sai Wa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Sai Wan)

Wan Chai 
(Interviewing a family of 
the high-income group)

2011 is the third year China Holiness 
College and China Holiness Church 
Living Spirit College co-organized 
the ten-day study tour programme to 
Australia. Students learnt English in an 
English environment while experiencing 
Australian culture and developing 
friendship with Australian students and 
families.

Students doing a presentation on 
“Rich Hong Kong, Poor Hong Kong”

Students and thei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An interview with an entrepreneur

Students learning about the theme of the day in the morning 
before outings in the afternoon

5-Day City Tour

“Your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and a light for my path.” Psalm 119:105

Cookery class – 
Have you ever tried kangaroo pies?



經過一番努力，
幼蟲蛻變成鮮豔奪目的成蟲

同學們為甲蟲打造「理想居所」甲蟲的幼蟲肥美

於龍山寺聽導遊講解當地民族信仰情況

同學們仔細觀察焚化廠內
機械搬運垃圾過程

台灣交流之旅

「第一屆甲蟲王飼育大賽」

探訪台灣家庭，了解垃圾回收情況

於香港國際機場出發，祈求天父保守旅途平安

參觀八里垃圾焚化廠

垃圾焚化廠旁設有溫室種植各款植物

科學科

科學學會去年至今一直輔助同學參與「第一屆甲蟲王飼育大

賽」，能讓學生親身探索生命的奧秘，驚嘆創造奇妙之餘，亦讓他們

通過照料生物，培養責任感，對生命的尊重。齊來看看他們的成果吧！

 同學們小心翼翼照料幼蟲

通識科

「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詩篇104：24

學生於台灣總統府外拍照留念

參觀中正紀念堂專題展覽

       台灣的環保事業蓬勃為人所共知，亦為不少國家的借鑒對象。本年六月下旬，師生四十多

人共赴台灣觀摩環保設施，以及了解當局建立人民環保意識的政策。同時，學生亦透過參觀文化遺

址認識中華文化，參觀其具城市規劃配合的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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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留 心 聽
酒店職員的講
解，了解餐飲
方面的運作

長洲考察活動（10月13至14日）

除著重基礎知識外，更講求實際知識應用。於九月下旬及十月中，旅遊及款待科

同學分別在沙田凱悅酒店及澳門進行實地考察，拉近知識與實際應用的距離。

相信大部份人都有住宿酒店的經驗，
然而要深入了解酒店運作卻不容易

參觀酒店健身室酒店職員向學生講解客人推拿服務

學生們一試酒店香味撲鼻的参推拿油

參觀沙田凱悅酒店（9月27日）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詩篇143：8

旅遊及款待科 

地理科

同學們利用不同工具收集及記錄數據 分組活動促進參與並學習
匯報展示考察成果，
鞏固整個考察活動所學

為讓學生建立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以親身體驗的方式學習，於 10 月 13 至 14 日，由

地理科張銳明老師帶領一眾四十多位同學到長洲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進行野外考察活動。

同學對酒店的甜品包點大感興趣

參觀精品酒店

品嚐葡國餐令同學有另一種親身體驗
澳門旅遊學院的甜品製作廚房仍是
學生們最感興趣的部份

大合照留念

澳門文化遺產考察（10月13至14日）

膽量較大的同學蹲在澳
門 塔 的 玻 璃 上 俯 瞰 地
面，好不驚心動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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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一「磚」一「瓦」都由創作者
精心製作而成

高年級籃球比賽
一年一度的籃球比賽，高年級賽事圓滿結束。經過一番龍爭

虎鬥，各組獎項由中五級同學奪得。讓我們重溫比賽片段吧！

體育科

5C 班勇奪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5B班摘冠

球技以外，合作精神亦
是不容忽視的一環

同學們研究「機械」操作，了解作品的
創作意念

 仿「格仔鋪」的設計，吸引了同學的注意

參觀深水埗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中四級視覺藝術科學生於九月參觀深水埗賽馬會創意

藝術中心「油麻地文化藝趣—展覽及表演藝術計劃」，從

而認識油麻地的文化特色，以提高創作力及鑒賞能力。

視藝科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4：13

展覽場地充滿懷舊氣息，猶如時光隧道
帶領參觀者回到昔日香港

5A 隊員沉着應戰，穩奪亞軍

幾經艱辛，終於攻入籃底，挑戰入球

平日文質彬彬的同學，在球場上展現
活力充沛的一面！

比賽結果

男子 女子

冠軍 5C 5B

亞軍 5A 5C

視藝科陳煜丹老師與修讀視藝科同學合照

藝術家為同學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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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合唱是學生最期待的環節之一

勝出內閣Shadow 宣誓就職，履行為同學服務之承諾 新任學生會主席5C尹選成同學致辭謝票 曹美娟校長為新任學生會訓勉

問答環節考驗候選內閣的應對能力

2010至2011年度音樂會暨綜藝表演於6月30日圓滿

結束，除了各項歌唱比賽，本年度更增設話劇表演、舞

蹈演出，以及本校模特兒「貓步」表演，相信必定令大

家大開眼界。

高年級合唱組

冠軍 鄧美蘭、陳釗嵐

亞軍 李    珊、蘇穎恩

季軍 李莉琳、湯恩諾

低年級合唱組

冠軍 蘇文婷、林均洛

亞軍 阮志明、周朗翹

低年級獨唱組

冠軍 林云集

亞軍 蘇文婷

季軍 黃麗雯

學生會

學生會選舉

每年的音樂會都是學生大顯身手的日子，
管弦、敲擊樂器都大派用場

前學生會主席何城鋒同學作會務報告

新高中藝術課男學員「舞」功非凡
模特兒穿上同學設計的時裝，
走上貓步舞台

參賽者投入演出，享受比賽的過程

林云集同學憑着繞樑三日的歌
聲奪得低年級獨唱組冠軍

兩個候選內閣簡介政綱

學生會週會

高年級獨唱組

冠軍 鄭邦迪

亞軍 鄧美蘭

季軍 葉天敏

多元能力發展組音樂會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各書1：17 1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121：1-2

信仰培育組

本 校 與 中 華 聖 潔 會

於2011年7月2至6日合

辦 「 基 督 徒 短 期 宣 教 體

驗 」 ， 讓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傳 福 音 的 事 工 。 縱 使 澳

門 天 氣 炎 熱 ， 短 宣 隊 依

然滿有服侍的喜樂。

12

中 聖 的 基 督 徒 老 師 及 同 學 站

出來，於10月7日聚集禮堂齊心敬

拜、分享信仰，更立志成為神合用

的器皿。

基督徒大會

同學帶領詩歌敬拜 「我最喜愛經文投票選舉」

「短宣13勇士」於週會回顧澳門短宣旅程

聖經及屬靈書籍展覽

福音週週會：舊生劉彥嫻分享聖經猜謎遊戲

福音週

出發前，同學於校內接受短宣的培訓
中聖短宣隊出發了！

 同學於街頭佈道及宣傳教會活動於盈康護老院作福音探訪及長者服侍 學生分享每天如何經歷神的帶領 同學運用「五色珠」 分享福音內容

澳門短宣



輔導組

「創路社」是輔導組舉辦的組織，

舉辦一系列的活動，讓新來港同學增加

對香港的了解，盡快適應並融入香港的

生活。

走訪中上環街頭

「摘星手記」是一項與救世軍教育發展中心合辦的生涯規劃活動，透過成長小組、歷奇

營會及兩星期的工作實習，讓同學更了解個人前途及社會現況。今年第三屆摘星手記共有十五

位中五同學參加，於暑假期間分別派往寵物店、時裝品、餐廳、旅館、文職公司、花店及社福

機構工作，得著甚多。

摘星手記

第三屆摘星成員 上下一心，發揮團隊精神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同學將成果交給導師，導師即時進行解說

同學在社區中尋找自己深刻的影像

2011 / 10 / 16 
認識香港之旅

2011 / 4 / 17 

中上環歷史文化考察

齊心合力搭帳幕

炮製露天早餐

2011 / 7 / 4-5 
露營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創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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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畫展

2011年12月21及22日將舉辦校慶音樂劇「因祢自豪」，台前幕後現正密鑼緊鼓，讓我們

先在這裡直擊暑假訓練營的綵排情況。

校慶活動

9月17至22日，灣仔藝林畫廊

視藝科陳煜丹老師與一眾參展同學

參展同學向來賓逐一講解

「自卑」及「自信」是每個人必經歷的歷程。

一班視藝科的學生，通過藝術創作，向我們展示「從

自卑到自豪」的成長歷程。是次展覽，作品已結集成

書，歡迎各界有興趣人士取閱。

曹校長、周文偉校監、
靈風中學馮瑞興校長到場支持

畫展開幕剪綵

同學興致勃勃
向友校校長介紹展品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深水埗區)

姚娜女士分享學生創作心得

校慶音樂劇籌備情況：

凝神貫注欣賞畫作

訓練營「因祢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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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學團隊

伍詠雯老師及吳國強老師於敬師運動
委員會舉辦之「第十六屆表揚教師計
劃」獲頒表揚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優秀教師
選舉」得獎者李秀明老師。

感謝神帶領我來到中聖書院。

轉眼，我來到這裡一個多月了，發現中聖書院是一所充滿愛的

學校。我感受到校長和同事們的關愛和支持，讓我很快適應這

裡的工作環境；我看到同學們的可愛、受教和有禮，讓我更喜

歡跟他們相處、更投入每個課堂。盼望我能更認識這裡每一位

可愛的天使、盼望我能看見學生們的成長和進步、盼望我能每

天在忙碌中亦能笑著進出校門。
1A同學與班主任倫寶怡老師

往肇慶交流團途上所攝

2011年10月21日（五），中華聖潔會轄下兩所中學（中聖書院及靈風中學）聯校舉辦教師

發展日，當日安排講座，主題為「基督徒老師屬靈生命的重整與成長」及「如何提高學生的學

習效能」，更安排教師參與不同的「分組增益活動」，包括：教學專業交流、康體文娛活動。

中聖新面孔：倫寶怡老師

「神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4：11-12 15

2011年9月25日（主日）是中華聖潔會一年一度的教育主日，當日

6A張學兒及7A何城鋒同學分享在中聖如何經歷神的恩典及保守。

聯校教師發展日

中聖教職員獻唱「谷中百合花」

教育主日

學生滿懷感恩，
暢談中聖點滴



編輯：社區關係組 馮潔儀老師、伍詠雯老師                 顧問：曹美娟校長

榮
耀基督向前行」

「三十五載歷主恩   

校
慶感恩聚餐

為慶祝本校建校三十五週年，於11月

18日舉辦校慶感恩聚餐，當晚亦加插抽獎

遊戲及師生表演環節。是晚，現任及歷任

教職員、校友、家長及學生將聚首一堂，

聯繫情誼，同證主恩。

日期： 18-11-2011（五）

時間： 晚上7:00

地點： 富臨漁港（長沙灣廣場2樓）

本校亦首次舉辦兩場原創音樂劇「因祢

自豪」，故事改編自本校學生的真實見証，講

述兩位生活於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學，如何因著

主耶穌的愛令他們成長。是次表演是本校創校

至今最具規模之大型製作，參與台前幕後工作

的學生接近200位，歡迎各界人士致電本校查

詢詳情或索取門券。

場次： 晚場 午場

日期： 21-12-2011（三） 22-12-2011（四）

時間： 晚上 7：30 – 9：30 下午3：30 – 5：30

地點：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大角咀福全街45號）

對象： 嘉賓、家長、老師、同學 友校學生專場

「因祢自豪」

校慶音樂劇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19：1

12月21及22日，約定大

家，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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