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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聖書院是以基督的愛培育年青人的大家庭，學

生在充滿愛、尊重、關懷、接納、支持、肯定、機會

下不斷進步成長，發揮神所賜獨特而有價值的潛能。

11月11日是個大喜的日子，早上我在中華聖潔會

慶祝家長鄭淑萍女士（中四級學生劉欣怡的媽媽）、

校友彭朗賢及林凱盈的受浸，分享他們重生得救，在

眾人面前承認自己相信耶穌為救主及生命的主，願意

在教會中成長。

鄭女士因為患腦血管腫瘤，面臨生命邊緣，卻

因認識神心中有平安，感受到神的愛，藉著禱告向神

傾訴內心的需要，縱然身體軟弱，腫瘤仍未治好，禱

告後內心充滿平安。朗賢在中六時，經歷人生三件大

事：媽媽對佛教執著，放棄家庭而出家，令單親成長

的他失去唯一的倚靠；自大的他不能接受失戀的挫

敗，對自己充滿懷疑；由於沉迷拍施，沒有結交任何

朋友，總覺得人生只剩自己，感覺無助。由喘不過氣

到向神呼求，尋求幫助，學習謙卑，倚靠天父，懂得

抬頭向天父禱告，神賜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及弟兄姊妹

的陪伴。凱盈自少在言語上有少許障礙，缺乏自信，

生活上遇到較多困難，但仍然凡事交託感恩，因為她

在患難中得到從主而來的平安，學習接納自己的缺

陷，運用主所賜的能力事奉主。

當天下午我參與校友會主席劉志文先生的按立

牧師典禮，深感榮幸及感恩。回想志文中一時活潑

佻皮，中五畢業後到製衣廠工作，亦嘗試開創製衣

廠，經歷生意起跌，今天願意將生命擺上，全時間

事奉神，成為旺角潮語浸信會成熟穩重的傳道人，

教會確認他忠心的服侍，按立他為牧師，太太兒女

的支持，生命全是恩典，願神使用他培育更多年青

生命愛主愛人。

我見到生命改變！生命成長！感謝神讓我有機會

陪伴他們人生走過一段路，分享生命改變的喜悅。深

願中聖書院祝福更多年青人，經歷神的恩典和神的話

語塑造，生命不再一樣，擁有平安喜樂，自由釋放的

生命，祝福身邊的人。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

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

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

（路4：18-19）



九月份金句：「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世記1：12

答案板中尋

中文科

中文科「中華文化推動小組」於九月下

旬在三樓平台進行了一連兩天的中秋節

活動。活動以展板和小遊戲加深同學對

中秋節的背景、意義和相關人物的認識。

「歷史文化」

手持積分紙，排排隊贏大獎

手眼並用，專注地「打擊玉兔」

通過數碼動畫了解秦始皇陵的興建
過程和考古發掘情況

展板資料豐富，同學用心細閱 「香港的民俗」展區的複製漁船

中史科

學習中史也可以如此雀躍！

中一級學生於十月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一統天下：

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和「香港故事」展覽。同學通過

近距離觀賞國家級文物秦始皇兵馬俑以及其他秦朝珍貴

文物，認識中國古代歷史；亦通過不同展區的展品，了

解香港歷史發展和香港民俗。

「中華文化」



English Language

How did you spend your summer 
holiday? Did you make any new 
friends and make good use of your 
time to learn English? On July 20, 
2012, an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me 
for new S.1 students was organized 
in our school. This is how we began 
our secondary school life in CHC!

English Fun Day

“Ice-breaking Game”
  A creative way to say hi!

“Football Mania”
  You are smart, but are you quick enough?

“Egg Parachut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rop an egg without breaking it?

“Brain Teasers”
  Together we solve the riddles!

“Fitness Challenge”
  Let’s exercise both our brain & body

“Rocket Ship”
  How far can it go?

3



離別在即，協同中學同學為本校同學送上早餐

聆聽台南長榮大學的入學要求

中聖書院師生與長榮大學日本研究系導師合照

參觀「七股鹽山」

2012年8月，通識教育科與文史科合辦了台灣暑期交流團，27名中四及中五學生透過實地考察體

驗當地文化，提升普通話溝通能力，並認識台灣文化歷史，比較台灣與中國歷史文化的差異。

於高雄眷村文化博物館中試穿軍服，太帥吧？ 鐵路博物館 打狗英國領事館

台灣交流

生物科技農場
種植木耳的培植土

九月份金句：「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1：20  

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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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九月期間，科學學會舉辦了「製作再造紙」活動，藉此讓同學身體力行，參與環保活動，

把廢紙還原再造紙，成為可用資源。

快快樂樂學科學！

將紙漿壓平

加入葉片、乾花等物料
製成特色再造紙

把廢紙放入攪拌機內加水攪拌

先把紙撕成碎片

九月份金句：「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1：20  5

製作再造紙



十月份金句：「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詩篇103：1 

部份中一及中二級學生於11月3日（星期六）

參加了由深水埗民政事務處與深水埗區青年活

動委員會合辦的深水埗區青年節 ─「社區圖畫

齊創作」活動。活動以「昨日、今日、明日的

深水埗」為題，向公眾展現深水埗區今昔風貌

的變化和發展，體現市民對深水埗區的願景。

小心翼翼為木偶的樂器做裝飾

四米高的木偶音樂師多神氣！

活動開始前所攝，我們會如何美化這幅社區圖畫？ 為建築物加上黑色線條 用活潑的紅色為圖畫加添活力

完成美化工程！ 獲發紀念嘉許證書

藝術家謝志明先生講解如何製作木偶

中四及中六級部份修讀視藝的同學參加了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及渣打銀行合

辦之大型社區藝術計劃 ─「渣打藝趣嘉年華」。今年以「奇幻馬戲團」為

題，本校學生透過「藝術家駐校工作坊」由藝術家親自帶領進行巨型木偶創

作，於11月17及18日於維園作嘉年華巡遊之用。

木偶設計草圖，
原創者為4A龐加樂同學

以熱風把逾百條木偶橙紅色的頭髮吹至鬈曲

「情牽深水埗」

視覺藝術科 「木偶奇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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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熟悉本校的「恩典合唱團」，但大家對本校其他新成立的音樂組合有多少認識？

演藝社 Society of Performing Arts

恩典合唱團 Grace Choir

吉列合唱團 Glee Club

星樂隊 Boys’Star Team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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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陸運會於10月30及31日舉行，雖然首日天公不造美，但裁判及學生工作人員仍堅守崗位，

比賽健兒們也奮力作賽。

家教會家長一早到場打氣

  啦啦隊表演班別有何相同處？
（答案：班衫同是粉紅調，「江南style」齊齊跳）

環境無損參賽同學的鬥志

老師及工作人員做足防雨措施

班際接力賽，同學大顯身手，為班爭分

發揮創意，以有趣造型進行進場儀式

三千米公開賽考驗耐力，同學從容面對

學生會「班際師生競技賽」，發揮師生合作精神

體育科

十月份金句：「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詩篇103：28



學生會就職禮

上屆學生會副會長
葉啟安同學作會務報告

上屆學生會司庫
李智軒同學作財務報告

候選內閣簡介政綱

候選內閣處理同學的提問 問題？好問題！逐一回應無問題！

一人一票選學生會 投下神聖一票

學生會內閣ForESt 成員宣誓就職，
作出為同學服務的承諾  曹美娟校長、梁敏盈老師與新任學生會成員合照

多元能力發展組

學生會選舉

學生會週會

2012-2013年度學生會當選內閣為ForESt，

取意為For Every Student（為各位同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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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聖潔會於2012年9月1日舉辦「Organic」音樂佈道會，以中聖書

院的學校生活為題，用音樂濃縮由中一到中六的成長片段，走進中

學每個階段經歷的心路歷程：成長困惑、輕狂歲月、迷惘前路、同

窗情誼……

當晚更特別邀請了本校教職員（社工黃綺薇姑娘、李嘉琪老師、

馮潔儀老師、陳穗濤老師、吳國強老師）參與是次音樂之事奉工作。

那些年的點點滴滴……

音樂佈道會

中一

中二

中五

中三

中四

中六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
    凡小孩子屬耶穌，我雖軟弱祂強壯。」

主耶穌愛我

「何時開始崇拜時愛夢遊？
    奉獻少少就夠，就算內疚總找  
    到十萬個理由。」

祢這麼愛我

聲音太多

「在這世界裡聲音太多，人群潮裡喧聲中渡過。
    已錯失去路，不知退或進，不清楚，沒法清楚。」

不要驚動愛情

「情太過洶湧像深海，
    而我卻會忍耐，
    但求來日你醒過來，
    這份情像翅膀打開。」

偶然遇上的驚喜

「徬徨中，遇見熱誠的膀臂。
   人潮中，碰到祢，多驚喜。」

怎麼還愛我

「慨嘆歲月唏噓跌盪，憾事實太多。
    怎知祢於歧途中仍留低，竟伸手懸崖旁抓著我。」

信仰培育組

十一月份金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醫治你一切的疾病。」詩篇103：310



暑假期間，本校二百多名不同年級的學生參加了由天梯使團舉辦

的「4C 2012戈域亞」活動，「4C」即Courage（勇氣）、Care（關

懷）、Commitment（委身）及Christ（基督）。透過主題公園活

動、角色扮演、藝人分享、晚會、領袖訓練等活動讓同學發揮恩

賜，過一個不一樣的暑假。

戈域亞浪潮
回到校園，4C熱潮未退，在高低年級週會繼續發揮4C精神感染更多人。

感恩校園計劃
本校與「燊火青年網絡」及幾所中學合作，參與感恩校園計劃，讓學生從校園開始，再擴展到家庭

及社區，一步步將「凡事感恩」、「彼此相愛」的真理生活化。

4C活動負責人「黑旋風將軍」
帶領同學叫口號

 4C同工及本校師生齊跳「出戰曲」 分享暑假時參與4C的感受

「燊火青年網絡」總幹事胡裕勇先生到本校進行週會分享  校園感恩大使在週會中大跳「感恩舞」

於亞洲國際博覽館，
四千五百人同心敬拜

城市歷奇體驗：
發揮Care（關懷）精神，祝福路人

發揮無限創意之Talent Show

在維園草坪上進行競技活動，
同陽光玩遊戲！

信仰培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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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開學期間，學生發展組也會為學生舉行「統一招募」，讓同學們選

擇自己心儀的學會，成為學會幹事服務同學。今期校訊找來幾個學會幹

事代表進行訪問，分享他們作為學會幹事的喜與樂，與同學們共勉。

領袖生

領袖生長︰5B 杜智杰（杜）     領袖生長︰5B 何淑欣（欣）

副領袖生長︰5A 梁諾懷（梁）、4A 關惠嫻（關）、4A 何健瑋（瑋）

為何選擇擔當領袖生 ? 在此崗位服務多久了？

瑋︰我是在中二時參加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後由老師推薦的，至今服務了2年多。

關︰在中二時，關黎斌老師問我是否有興趣當領袖生，我當時答應了，今年已踏入第三年了。

欣︰我是第一年當領袖生。和上屆領袖生長傾談時，他建議我嘗試當領袖生，我也就選擇了這個崗位。

梁︰我由中一開始當領袖生，至今五年了。（資深領袖生呢！）我是轉校生，以前經常被領袖生記名，

所以想知道當領袖生會是怎樣的。

杜︰關惠蓉老師、劉穎茵老師和上屆領袖生長找我，他們認為我可以擔當領袖生。我最初拒絕，因為我

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後來了解到領袖生的工作範疇，認為可以應付得來，便答應了。

有沒有什麼難忘事 ?

你如何鼓勵學弟學妹成為領袖生?

梁︰要知道領袖生是由老師推薦和需經過面試，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若果老師推薦你，即表示認同你

的表現，所以希望你們答應，不要輕易推卻。

梁︰去年陸運會，我以領袖生身份在科組接力比賽中勝出了。

何同學和杜同學都是今年才成為領袖生，而且更是我們的領袖生長，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和得著嗎 ?

杜︰第一年當領袖生，曾遇上困難，最後解決了，從中得到寶貴的經驗，亦明白到自己的組織能力較弱。

另外，曾有領袖生因不認識我而有不服氣和不友善的態度，我學懂要改變應對的方法，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應對方法。

欣︰最初成為領袖生長，十分擔心自己能否服眾。還有，因為要當值，我每天都較以前早起一小時，也曾

因有低年級領袖生忘記早上當值，我於早上七時致電提醒他們。

在這個崗位服事，有什麼得著 ?

關︰領袖生的身份令我更自律。

感恩大使（前身為「團契職員」）

2B︰江穎揚（江）    2B︰黎加宝（黎）

為什麼你願意當上感恩大使？在此崗位服務多久了？

江︰我當了一年半團契職員。因為我相信神可以讓我在這崗位幫到很多人，

令他們信主，亦能提升自己的膽量。

黎︰我去年加入成為團契職員。吳國強老師曾提到現在很多人不懂感恩，他

鼓勵我們將感恩的文化帶給身邊的朋友和同學，我覺得很有意思，所以

選擇當上感恩大使。

在服務中，有何難忘經歷和得著? 

黎︰較早前，我們感恩大使參加了一個訓練，時間很長、要求很高，每個活

領袖生長5B杜智杰、5B何淑欣
及副領袖生長5A梁諾懷、4A關惠嫻
和4A何健瑋

知恩感恩的感恩大使︰
2B黎加宝、6A 俞海韻、2B江穎揚

學生發展組

十一月份金句：「他救贖你的命脫離地府，以仁愛和憐憫為你的冠冕。」詩篇103：412



4B︰梁慜冰（梁）   4C︰陳凱薇（陳） 

眾多服務崗位，何以會選擇這個？在此崗位服務多久了？

梁：我由中一開始當上中聖大使，中一那年馮潔儀老師邀請我加入，一做就做到中四。

我覺得中聖大使的工作很有意義，可以幫忙推廣學校，又可以學習以禮待人。

陳：我在中二時認識中聖大使一職，但那時候沒勇氣參加，及至現在中四，梁慜冰同學

鼓勵我，於是便加入了。很期待可以藉此學習以禮待人，更希望可以訓練自己能有

勇氣應對不同的人。

成為中聖大使後，學到了什麼？

梁：當然是學會了以禮待人，因為中聖大使常常要代表學校招待不同來賓，禮貌及友善

的應對是很重要的。

有什麼想勉勵其他同學嗎？

梁及陳：在此鼓勵更多同學成為中聖大使。除了有更多機會協助人外，還可以推廣學

校，更甚的是可以令自己學習更有禮貌，多好呢！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學會？在此學會服務多久了？

葉：小學時已經是圖書館管理員，升上中學後，因為自己喜歡閱讀，又

喜愛整理圖書，因此順理成章當上圖書館幹事，一做便是四年。

鄧：機緣巧合，由謝騰老師推薦，不知不覺就做了四年。

邱：我不是做了很久，今年是第二年。本身與鄧朗堯同學熟絡，而且又得到關惠蓉老師推薦。

當上圖書館幹事，有什麼苦與樂及難忘事？

葉：第一年當幹事時，謝騰老師帶領我們一班圖書館幹事到旺角樓上書室購書，由自己揀選書籍包裝書籍，

及至親眼目睹圖書館的館藏豐富起來，真叫人難忘。

當圖書館幹事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挑戰？

鄧：每逢新同學或家長來學校參觀圖書館，要向他們作介紹，真的不容易。

邱：晨讀時間需要當值，透過中央廣播宣佈也不容易，很怕自己口齒不清。

葉：可是，在晨讀時間當值亦有得著，每星期輪流當值，講多了好像被「洗腦」，漸漸也愛上閱讀，哈哈。

有什麼想勉勵其他同學嗎？

葉：圖書館有許多不同的書，鼓勵大家多多善用資源，做幹事也可以學到許多東西，至少我比從前

        更愛閱讀。

動完成後都需要作匯報呢。整個訓練也很難忘。

江︰早前參加了於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的感恩Thanks Tag Dance 活動，感到很開心。本來很害怕，後來卻克

服了，能在街頭和學校周會勇敢地跳舞。

有沒有學懂了感恩?

黎︰之前我們不會把「多謝」放嘴邊，現在我們會在同學幫忙後主動說「謝謝」，我們都學會感恩。

有什麼想勉勵其他同學嗎?

黎︰我們鼓勵同學成為感恩大使。如果你害羞、怕事的話，可以嘗試成為感恩大使，你會學懂感恩，變得

積極活躍，不怕被別人取笑。

江︰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吧！我們常常感到開心，真的是常常喜樂呢！

圖書館主席：4A 葉峻軒（葉）   圖書館主席：5B 鄧朗堯（鄧）  

圖書館幹事：4A 邱國聰（邱）

兩位圖書館主席5B鄧朗堯、4A葉峻軒
及圖書館幹事4A邱國聰

兩位彬彬有禮的中聖大使：
4B 梁慜冰 及 4C 陳凱薇

中聖大使

圖書館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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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斗奇兵」
為發揮學生的關愛精神和領袖才能，輔

導組為「反斗奇兵」之成員舉辦「窮富

翁大作戰」活動，讓學生通過小組比

賽、住宿板間房、探訪天光墟等活動，

體驗不同階層人士的生活。

十二月份金句：「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馬太福音1：23

變賣報紙賺零錢，金錢得來不容易

「窮富翁」分組賽，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

「如果命運能選擇……」
抽出命運卡，按資料參與任務

被安排住宿唐樓天台 小小房間足容納七人：潘綺雯老師、
黃綺薇姑娘及同學們在板間房留影

到天光墟體驗何謂基層市民的經濟流動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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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日
2012年10月14日，為中華聖潔會教育主日，大家一再

深思基督教教育的意義，以耶穌的愛引導學生，成為他

們生命的師傅。

我們的教學團隊

本年度中聖大家庭加入三位老師，初執教鞭，實現教學理想。

校長及分享升中後成長不少的葉崇昕、葉崇暉同學

呂志聰老師（體育科） 

左三：魏鈺霞老師（數學、電腦科）

丘東梅老師（英文科）

  教職員獻詩「願祢崇高」

中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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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舉辦「升中簡介會」，為升中學生及其家長在升中

選校前提供了解本校辦學理念的機會。是次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12年12月15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至4:30

地點 中聖書院禮堂（深水埗懷惠道18號）

內容 1）學校簡介：校長分享、學務發展組、
                         學生發展組、學生∕家長分享

2）升中課堂體驗（英文、科學、戲劇）

3）校舍參觀

如欲報名，請致電2386 4734向毛小姐查詢及留位。

編輯：社區關係組   馮潔儀老師（統籌）

          張麗明老師   倫寶怡老師

本校修讀高中視藝科學生的繪畫作品於港青專業進修書院的Cafe Imagine作長期展出，並按

時更換作品，Cafe Imagine位於長沙灣保安道373號豐盛居商場地下，歡迎各界人士參觀。

「高中視藝作品校外展覽｣」

學生展出作品

 顧問：曹美娟校長

十二月份金句：「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