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校訊

生命陶造

「三十五載歷主恩  榮耀基督向前行」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

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

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

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約翰福音 10：11-15)

老師與學生關係密切，不是雇傭功利關係，而是互相認

識，生命互相觸動的關係，彼此顧念，互為影響。老師好像

有較多能力影響學生，但我卻深深體會，學生的回應對老師

也很重要，正面的回饋及受教的心，也是肯定老師的價值，

溫暖著老師的心。師生連結互動帶來生命的交流，互相感染，

彼此支持鼓勵，照顧關懷，因著愛，師生的生命均一起成長。

學生有如羊，老師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犧牲捨命。耶

穌基督是好牧人，為罪人釘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洗淨人

的罪。衪愛每一隻小羊，引領看顧和保護他們，衪愛小羊，

知道他們的名字，就是這份關係、這份情，讓許多小羊安全

地生活成長。老師也是這樣看守著學生，關懷保護他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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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週年校慶特刊出版了！
歡迎索取參閱！三十五週年校慶徽章設計者：6C 趙嘉敏同學

草草校長

20-6-2012

緒、行為和學習境況，按著學生的需要，逐步引領他

們活出神的話語，牧養生命成長像基督，在智慧和身

體，並神和人喜愛他們的心都一齊成長。老師真心誠

意關懷學生，愛能改變人，塑造著許多小生命。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

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

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

是作群羊的榜樣。」( 彼得前書 5：2-3)

「我們是泥，你是陶匠；我們都是你親手所造的。」以賽亞書64：8下 1



五四運動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愛國運動，啟迪青年對國家民族的關心和責任感。

為提高學生對五四運動的認識，中文組於五月初舉辦了早會影片播放及「中國知識分子」展覽。

元宵節在中國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而猜燈謎更是元宵不可缺少的活動。一年一度的元宵節，

三樓平台總會擠滿才子佳人，為破解燈謎大動腦筋，訓練思考之餘，亦可認識中國文化。

踏入廿一世紀，普通話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中文組於5月23日舉辦一年一度的普通話日，

舉辦點唱站、普通話聊天室、繞口令比賽等活動，為學生提供應用普通話的機會。

同學踴躍參與展板問答遊戲 

懸掛起一串串燈謎，為平台添上節日氣氛

無論任教哪一科，
老師的普通話水平都不俗

獎品換領處，人頭湧湧

同學們埋頭苦幹，嘗試找出謎底

教員室們外擠滿抓緊機會
與老師以普通話交談的機會

低年級同學參與最為踴躍

黃鳳山老師為繞口令遊戲作評判

獲得大獎的同學惹來羨慕目光

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教育科

燈謎會

普通話日

中五級修讀中史學生正向老師簡介書籍的演變過程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約翰福音：1：9 “God made the earth by his power; he founded the world by his wisdom and stretched out the heavens by his understanding.” Jeremiah 10:122



Our school, together with China Holiness Church Living Spirit College, has develop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Wycliffe Christian School. Our cooperation projects include 
cultural trips to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and also study tours in Australia. Through 
different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s,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students can build 
up friendship beyond nationalities. They als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nother 
culture, not to mention the practical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n authentic context.

School tour in CHC

Together we explored Guangzhou

The performance of “gu zhen”,
played by our alumnus

Bush dancing – a traditional Australian dance A visit to Sham Shui Po, 
our neighbourhoo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Our Australian Buddies

Travelling in Guangzhou (7-10 / 4 / 2012)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16 / 4 / 2012)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約翰福音：1：9 “God made the earth by his power; he founded the world by his wisdom and stretched out the heavens by his understanding.” Jeremiah 10:12 3



各班代表隊需鬥快走遍校園每個角落完成任務，
可真「鬥志鬥力」。

七巧板變化多端，是訓練創意的好工具

透過各種任務，鼓勵同學多動腦筋，勇於嘗試 

與同學切磋，刺激思考亦是學習良方之一

看似簡單的公式，原來也蘊含着深奧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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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校長也參與其中

數電遊蹤

午間數學遊戲

在「數電遊蹤比賽」中，每班需選出四位同學

參與，分組各自到不同的地點去解決一些數學、

電腦及智力問題。各組同學需要分工合作，將

課堂所學的各項數學及電腦概念應用出來。

「午間數學遊戲」在午膳時間於禮堂進行，同學可自由分組參與不同種

類的數學及智力遊戲。是次活動吸引了大批同學參與，氣氛非常熱鬧。

各班選出幾位中文打字最快

的同學參與「中文打字比

賽」，比賽過程十分緊張，

每位參賽同學都表現出色。

數學及資訊科技教育科

打字比賽

參賽者全神貫注地將文稿以中文打字輸入，與時間競賽每班派出代表，在電腦室「一較高下」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90：12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詩篇118：2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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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物料相同，但同學為雞蛋設計的「保護衣」各有不同，你猜哪一件較安全？

本着求知的熱心，同學小心翼翼地將老鼠的內臟取出

要用簡單的工具製成軟墊卸力，的確不易

分派每組所需物資

在實地記錄數據

細心觀察

展示考察成果

科學學會幹事為參加者講解雞蛋降落傘的設計原理 雞蛋順利由六樓降至三樓平台，聚集在小食部的同學驚見雞蛋從天而降

劉家俊老師透過實物投影器
為同學示範解剖老鼠的步驟

解剖白老鼠

生物考察營
本校生物科為同學舉辦了生物考察營，

特別到溪澗考察水生生物和親身認識動物生態 。

３月期間，科學學會舉辦「雞蛋降落傘」活動，提升同學對物理學應用的認識及興趣。

各個參加者施展渾身解數，為要令從天而降的雞蛋「奇蹟生還」。

生物科每年 5 月皆安排解剖活動，讓同學認識

哺乳類動物的消化系統，提高對學科的興趣。

雞蛋降落傘 科學教育科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詩篇118：23 5



「膠袋屋」已現雛型，七彩繽紛

別以為同學們只顧飲食而聚於小食店前，
他們正認真地訪問店鋪東主呢

一切由最原始的材料做起，

同學修剪「建屋」的原材料

香港文物探知館展覽主題為「歲月流轉．尖沙咀」，
讓同學們探視尖沙咀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同學們訪問長洲的長者，
取得與歷史、習俗相關的資料

兩位同學將花盆填滿泥土，

為新一株植物預備良好的生存環境

尖沙咀是新舊區交匯點，
既有The One類型的摩登高格調商場(左圖)，亦有小巷小鋪。(右圖)

WWF 氣候變化工作坊

中五級尖沙咀考察

中四級長洲考察

本年度 11 月，數位由中一至中五不等的同學參與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舉辦的氣候變化

工作坊，增強對氣候變化及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認識。同學們在工作坊的過程，不但能學習氣候變化

與環境、社會人民及經濟的相互關聯，同時亦能親身實踐低碳生活和製造喻意為溫室的「膠袋屋」。

中五級學生前往香港文物探知館、衛生教育及資料展

覽中心進行參觀及知識探索，其後分組到區內不同地

方 (1881、古物古蹟辦事處、重慶大廈等等 ) 考察。

5 月 5 日，中四級一行九十多人在炎熱高溫下前往長洲，為的是透過課堂、透過

第一身採訪，到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學習環境的知識，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課題。

看似平平無奇的探究題目，
做起來卻要兼顧不同考慮

大功告成！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你一切的道就必穩固。」箴言4：26

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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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人文教育科

尖沙咀是新舊區交匯點，
既有The One類型的摩登高格調商場(左圖)，亦有小巷小鋪。(右圖)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126：5「要修平你腳下的路，你一切的道就必穩固。」箴言4：26

除了設計簡單卻奪目的小海報作招徠，同學於活動前已在校內廣泛宣傳，

派發優惠劵吸引顧客，以及善用社交網站Facebook作發布平台。
同學為每一包「龍鬚糖」添上祝福字句、插圖

同學選擇售賣懷舊小食，運用薄利多銷的經營智慧，要以大眾化價錢吸引消費者

在余心慈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修讀企概科的同學們在是次「實戰」中獲益良多

年近歲晚，逛年宵的人流不斷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今年的農曆新年，對於中五級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的同學來說，可謂畢生難忘—這是他們第一次經營年宵生意。

由構思到實戰，上至整個年宵攤位的運作，下至搬貨包裝，全由同學親力親為全程負責。他們勇敢走出課室，將課堂

所學的理論實踐出來，例如：分析攤位的「強弱機危」、認識成本及利潤的企業經營方法、學習溝通技巧及不同崗位

的職能分工。

年宵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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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分享見證 看到同學苦苦相勸，不知道這位「事主」會否為其所動？

吳國強老師與譚顯倫同學獲邀上台參與演出

「三人蜜近」福音劇

基生科課堂剪影

基督教生命教育科

基督教生命教育科為讓同學更認識基督教信仰，於 5 月 16 日邀請了福音劇團「義人密碼」蒞臨演出，

向中四級的同學上演一幕互動福音劇「三人蜜近」。劇中青年在成長的旅途上遇上重重困難，頓感

無助苦惱，然而在神的帶領下，其疲乏的心靈得以陶造，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從參與同學的笑容，便知話劇有多精彩

何俊傑同學正扮演「比卡超」一角

埋頭苦幹中

查考聖經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分組討論時間

自製球衣不比機織遜色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12：2上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68



短宣隊於大三巴前為是次短宣祈禱交託

短宣隊於大三巴前唱歌、跳舞，吸引不少途人注意，為傳福音打開一扇門

短宣隊努力傳揚主的名，希望將更多的靈魂帶進天國

澳門短宣

信仰培育組

於 3 月，本校師生聯同中華聖潔會的弟兄姊妹組成短宣隊，一同到澳門進行短

宣，體驗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拓展學生視野。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12：2上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6 9



學生自行組成4人小隊作賽

班際大合唱考驗同學的合作性、團結力

小隊中，各人分工合作，務求在限時內製作出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女子組合唱，充滿感情少有的男子組，當中的激情實在難得

中聖小廚神

音樂比賽

三人籃球賽

乒乓球比賽

多元能力發展組

體育科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展示非學術的成就，今年 5 月，本校舉辦了「中聖小廚神」廚藝大賽。

由於報名反應熱烈，最後由老師選出 8 隊廚藝精英出賽。

每年的音樂比賽都吸引不少同學參與，今年也是一樣，音樂比賽讓同學可以一展歌喉。

當天也吸引了很多同學前來觀賞，他們在台下以掌聲和歡呼聲來支持台上的同學。

學生會在 3 月舉辦了三人籃球賽，讓學生有機會一展所長。籃班賽

不設班級限制，讓同學可以自由組隊，與更多班級外的同學交流。

本校今年第一次舉辦乒乓球比賽，同學反應非常熱烈，除

了乒乓球隊的成員外，原來我校也有不少乒乓球高手。

向前衝！ 發揮團隊精神

瞄準了！

無論什麼發球我都能一一招架!

你猜這次是什麼發球呢？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以賽亞書40：29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3110



看看我們的笑容

彈跳力的表現

我要贏在起跑線上！

齊齊撈金魚，問誰領風騷

用盡全力！

班際啦啦隊表演，全班落力打氣和演出

飲飲食食我最叻，全班和諧無話sad！

班際接力，不容有失 

全班在一同思考人生前路麼？

旅行日

陸運會

旅行日是學生期盼著的一天，各級都到不同地方，一同

吃、喝、玩、樂，班别團結文化不是由此而建立嗎？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是同學發揮運動細胞的大日子，在競賽中，同學能展示平日努力訓

練的成果，與同儕一較高下，同時不少合作性的活動都需要全班同心參與，就如班際

接力，啦啦隊表演，陸運會的意義真大，難怪很多學生都對這兩天如此關心。

起步了，別落後 !

多元能力發展組

體育科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31 11



訓育組

2011年12月5至9日，受訓於警察學院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警察訓練營

本年度，共廿六位中二及中三的學生參與教育局及香港警務處合辦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透過一連串的紀律和體能活動、

領導才能訓練和講座，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培養他們成為自律、自信、合群和具抗逆力的青年人。

畢業了！

群策群力，成功紮木筏出海

精神奕奕步操

沿繩下降，一步一驚心

毅力前面無絕路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箴言17：3 「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20：35下12



輔導組

同學將小小的款項和大大的愛心

一併投入籌款箱內

本校同學了解「長者安居協會」的服務內容

美食攤位人潮湧湧

家長義工也是我們的好幫手

花卉義賣的環節讓同學有機會向身邊的人表達關懷

助人為快樂之本，看看我們多高興？

機構工作人員向我們講解他們的日常運作

師生live band 表演更可讓同學點唱，關心身邊的人

師生大合唱，觀眾異常投入

可喜可樂週

義工活動

2 月尾，輔導組在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可喜可樂週，為長者安居協會籌款，本年度的主題為「關

懷」。希望讓同學有機會關懷身邊的同學、老師、家人和社區。活動內容有紙花送贖服務、美食

和遊戲攤會、師生 live band 表演，同學都表現得非常投入。

本校為同學舉辦了多元化的義工活動。中一同學為「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

義賣愛心小手帕，同學在尖沙咀街頭向途人講解義賣的意義，希望能為有關機

構籌得更多善款，同學也能在當中訓練溝通能力和培育社會責任感。

送花服務開始了！
不少同學都訂購用來送贈同學、老師和家人

另外，本校義工大使也到「長者安居協會」參觀，了解社會服務機構的運作和困難。

即使是外國人，我們也能以英語講解

「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20：35下 13



人生的攤位寫實，與生命一樣，充滿各種引誘

同學們換上白袍，雀躍地等待「下廚」

「就業區」擠滿焦急的求職者

看來要令客人稱心滿意，一點也不容易

現今社會升學途徑繁多，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是相當重要的學問。

為要取得升學機會，同學們正埋頭苦幹

製成品各具特色，令人垂涎三尺

導師帶領同學分析升學就業的考慮因素，
引導同學選擇適合自己的出路

中三級「生涯規劃體驗日」

中四級「應用學習課程體驗日」

中六級「模擬放榜體驗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世事如同棋一局，有遠見者勝。」為讓中三級同學能清晰自己的升學及就業方向，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 3 月

23 日舉辦了「生涯規劃體驗日」，透過模擬人生的攤位，反思個人前途，為自己訂立更明確的目標。

第一屆新高中放榜是各界極為關注的，我校也不例外，故此特意為中六學生安排「模擬放榜體驗活動」，為放榜作最佳準備。

組員細心地將忌廉攪拌好，
與甜品師傅一樣專業 

為讓學生在傳統學習外，更能認識一些職業導向的課程，中四學生於 3 月下旬

前往職業訓練局參與「應用學習課程體驗日」，作為中五的選修科目。

校外得獎名單

「你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詩篇65：11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民數記6：2514



校外得獎名單

1A 葉崇昕 1B 葉崇暉與指導老師陸嘉儀老師 屈臣氏傑出學生運動員獎得主 : 3B湯振業

「光的藝術」：

許穎欣同學的作品「新生命」

學界田徑比賽得獎者：

3A徐穎儀、4B許智峰、2B司徒軒正、2B梁社榮
陳廷亮同學、程衛權老師

與頒獎嘉賓唐英年先生合照

九龍西潮人聯會獎學金頒獎典禮：

獎學金得主：2A李炳龍、4B高卓為、5C鄧嘉威

科組 得獎者 主辦機構 及 比賽項目 獎項

學務發展組

2B 黃深欣

李鄭屋邨居民子弟獎學金

「操行優良獎」

2B 彭泳鍶  4C 黃詩敏 「學業優良獎」

2B 蕭   靖  5C 陳   靜 「積極參與獎」

英文科 1B 洪華君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英文朗誦 ) 亞軍

通識科
5C 陳廷亮 從「鑽的」故事說起，我可以為香港做什麼？意念創作比賽 冠軍

1A 葉崇昕  1B 葉崇暉 公益少年團深水埗區委員會「校園種植樂收成」 積極參與嘉許獎狀

科學科
中聖書院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香港甲蟲飼育研究會合辦

「第一屆甲蟲王飼育大賽」

中學組季軍

5C 鄧天傲 個人組優異

音樂科 2C 周子皓 第 64 屆校際音樂節 優異獎

視藝科

5A 許穎欣  5A 李南靜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4B 林云集
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

「全球華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週年紀念」
個人暨校際比賽攝影比賽

中學組季軍

4A 溫家明   4B 何淑欣   
4B 鍾嘉殷   4B 鄧朗堯

4B 林嘉傑
中學組優異獎

6B 邱頌恩 2011-12 年度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5A 許穎欣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全港學界第四屆「光的藝術」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體育科

3A 葉峻軒

恆生乒乓球學院章別獎勵計劃

銀獎

1B 李嘉駿   1C 陳子軒
2A 蕭鎮淙   2B 王智強   
2B 梁社榮   2C 何耀宗   
3A 陳葦葉   3A 梁子恆
3B 湯振業   4B 張永健

4B 楊順光

銅獎

3B 湯振業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選舉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3A 徐穎儀 2011-2012 學界田徑比賽 ( 女乙 1500 米 ) 銅獎

4B 許智峰 2011-2012 學界田徑比賽 ( 男乙 三級跳 ) 銀獎

2B 梁社榮 2011-2012 學界田徑比賽 ( 男乙 800 米 ) 銅獎

2B 司徒軒正 2011-2012 學界田徑比賽 ( 男丙跳遠 ) 金獎

訓育組
2B 譚淑敏   3B 李浩恆
3B 黃家禧   3C 鄧曉珊

教育局「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嘉許獎狀

輔導組

2B 方泳皓   3A 杜汶蔚 
5C 陳   靜   6A 羅嘉詠 

7A 劉清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 嘉許獎狀

中聖書院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機構金獎

( 在 2011 年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工作 )

王榮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民數記6：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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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聖喜訊

恭賀梁敏盈老師再添一女，
命名何卓嵐

眼睛水汪汪的小男孩程卓犖

程
衛
權
老
師
一
家
合
照

潘綺雯老師一家 仔細看看，女兒萬悅婷像媽媽嗎？

李嘉琪老師與伴侶結束愛情長跑，迎接婚姻的新里程
2011年11月11日，一生一世的日子！
黃鉻琪老師與丈夫共諧連理

女兒張邇辰常逗得爸媽樂透

新婚之喜

卓嵐遺傳了Miss Leung
濃密烏黑的秀髮和甜美的笑容

不知道吳國強老師的愛女景恩是否跟他一樣，充滿喜劇細胞？

張
銳
明
、
張
麗
明
老
師
一
家
合
照

弄璋弄瓦之喜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下

下學期，中聖大家庭又添新成員，所指的不是新老師，而是我們親愛

的老師們增添家庭成員。在此祝福他們家庭生活美滿，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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