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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度中文科母親節演講的決賽日，當時就讀中五的蘇琪在台上娓娓而談，
表現簡直眼前一亮，台下評判和師生均予以極高評價。相隔兩年，她在中學文憑
考試(DSE)獲得33分極佳成績，慕光上下同感欣喜。從蘇同學的經歷，一再印證
「英雄莫問出處」一語確實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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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蘇琪同學
        慕光 19-20 年度畢業生；
    香港中學文憑試 33 分；
現就讀香港大學金融學學士

          校友蘇琪同學
        慕光 19-20 年度畢業生；
    香港中學文憑試 33 分；
現就讀香港大學金融學學士



你的中學文憑試成績理想，然而在中學
階段學業上有感困難嗎？
　　當然有的！我與其他新移民一樣，最感困難的肯
定是英文科。回想當時克服的過程，真是百般滋味
在心頭！然而遇到問題，就要自律與自覺地想辦法
解決，要知道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人。

　　我的起跑線比人落後，所以要比人付出更多。
當時，我給自己制定了每星期英語任務。中五時，
要求自己聆聽BBC或者其他英文廣播頻道，「迫
令」自己浸淫在英語環境中。另外，我也會善用母
校的學習支援配套，從每週獲發的免費英文報紙，
「要求」自己在筆記簿中抄錄值得學習的句型和詞
彙，空餘時就翻開來看，增加對英語的印象。除此
以外，我會要求自己每星期以英文撰寫一段時事議
題評論，令自己習慣運用英語表達思想。

　　雖說是「要求」和「迫令」，過程中卻滿懷動機
的，因為我明白，要改善不足，過程必然是艱苦，
只有調整心態，勿忘初衷，收穫肯定是有的。最
後，我在國際英語水平考試考獲7.0，DSE英文科考
獲第5級，對於我這位中二才來港的內地生來說，總
算是理想的收成吧！

升讀大學後，遇到甚麼新的挑戰？
　　大學生活非常充實，除了上課，更有學會、比
賽、活動。如何平衡這些工作是一種新挑戰。剛上

到大學時，我就開始「上莊」（擔任學會內閣幹
事），更參加宿舍舉辦的活動(Hall life)、學系的管
理案例競賽(case competition)等。同時，面對日常
功課、小測等學習任務，都令我強迫自己做好時間
管理，以及摒除「拖延症」的陋習。

現今社會汰弱留強，你認為年輕人該怎
樣才不被淘汰？
　　「汰弱留強」這話題有點沉重，也帶點殘酷，卻
是我們這一代要面對的情況，老師你也年輕，應該
也有感受吧！（笑）

　　其實，我在高中時對這情況已有所體會，知道
如果公開試成績欠佳，就會被人篩選出局，未能升
讀大學。

　　而入讀大學後的體會就更加深刻了。雖然我才
入學個多月，但眼見金融學的同學們無論在學科知
識、人際網絡、溝通技巧、語言水平及科技知識上
已具一定競爭力，我知道，我不能被他們比下去
的！因此，未來我要努力放眼世界，多參與不同活
動，了解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特定
價值。

　　我和學弟學妹們都應趁著青春，努力提升自己的
硬實力（例如專業知識、工作技能）及軟實力（人
際網絡、協作能力等），只要在某方面加以深耕，
建構自己的專長，相信就會增加自身的價值，不被
淘汰。

你曾經感到迷茫或失去人生目標嗎？  
你如何突破這困局？
　　我在成長階段當然曾經失去人生目標，是因為我
未能找到自己的興趣。當大家迷失方向時，可以先
去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嘗試從不同方面發展
自己的興趣，尋找人生目標。

　　其實，當我逐漸成長後，就明白要肩負起沉重
的責任，而責任愈大，尋找目標的動力也愈大。學
弟學妹可能會在成長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將來，要
對自己負責，這時，就應該激勵自己努力上進，促
使找出奮鬥的目標。

母校怎樣支持和輔助你？
　　首先，母校提供了夜間自修室，讓我能在舒適寧
靜的環境更專注地溫習，而且與自修室內的同學溫
習至晚上九時，那種共同進退的作戰氣氛，非在家
裡獨自溫習所能感受到的，現在回想真令人回味。

　　疫情期間，學校亦為我提供平板電腦，使我不
會因為條件限制而耽誤學習，可以繼續上網課。校
長和各位老師也十分關心我們，心靈上提供貼心的
輔導。我們是被時代選中的一群中六畢業生，雖然
在停課後不知不覺間就畢業了，可是卻沒有感到孤
軍作戰，我們對慕光仍有濃厚的歸屬感，這都是與
母校建立深厚情誼的結果。

你現在有何目標？
　　升讀大學可算完成了我人生一大目標，所以，
現在正尋覓更長遠的目標。短期內，我希望做好個
人管理，我覺得，要先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規
律，才能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希望能夠平衡好我的
學業和課外活動，提升我的時間管理能力。我將會
好好規劃時間，拒絕拖延症，提高效率做好每一件
事。

你對慕光學弟學妹有甚麼寄語?
　　我想藉這個機會，向學弟學妹說，希望你們珍
惜當下，享受中學校園時光。這裡是你勇於嘗試不
同可能性的地方，學校為你們安排的東西，你們也
得努力參與及嘗試，畢業後，有機會讓你發揮所長
時，你才不會後悔當初年少無知。

　　「知識改變命運」，這是我相信的說話。我
和部分同學一樣，也是出身基層背景，但英雄莫問
出處！世人只看你的成就，不會介懷你的出身，因
此，你們要把握好時機，在合適的時間做合適的事
情。應考公開試的中六同學，謹記搏盡無悔，成果
就在面前！

▲�傳媒報道蘇琪文憑試 
成績優異的消息

　「搏盡無悔」─也許當初蘇同學懷
著這精神勇往直前，才會得到今天的成就。
同學別以為自身條件欠佳就沒有改變命運
的機會，從蘇同學的經歷看來，苦盡自然甘
來。從今天起立定志向，奮發向前，蛻變之
期定必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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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年份 2019-2020年度
就讀院校
及學系

香港大學金融學學士
（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一年級

文憑試成績 最佳六科33分：
中文 5** 英文 5
數學(必修部分) 5* 通識 5
物理 5　化學 5 數學(延伸部分) 4

IELTS成績 7.0
興趣 跆拳道、電影研究、閱讀、

寫文、唱歌、跑步 
座右銘 Things cannot kill you will make you 

stronger.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檔案

《傳媒採訪蘇琪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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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平民化直資
引入國際化課程

【新增日語及韓語為必修課程】
　　慕光英文書院一直致力於裝備學生，以

提升學生競爭力，因此未來將加開第四語言

作為必修課程，下學年入讀中一級的學生需

修讀日語或韓語，而下年升讀中二級的學生

亦可自由選修。本校計劃斥資逾百萬港元，

增聘10至15名合資格的日語和韓語導師，

目標讓學生在高中畢業前，考取符合日本或

韓國等相關地區入大學的語言水平要求。

　　梁超然校長認為學習語言首要為興趣，

否則難以持之以恒。他留意到不少學生對韓

國及日本的文化及潮流等深感興趣，故打算

從興趣入手，提供平台讓學生深切了解東南

亞各地文化，開拓學生升學出路。他又稱，

計劃於初中每個學期為修讀學生設考評，包

括口試及筆試，同時定期舉辦日本或韓國教

育交流團，增加學生運用第四語言的機會。

【明報專訊】觀塘區直資中學慕光英文書院下學年起
展開「三文四語」全新課程，除中英、普通話，下
學年入讀中一級的學生，必須選修日文或韓文基礎課
程作為第三語言科目。校方目標是讓學生在高中畢業
前，能考取符合日本或韓國等相關地區入大學的語言
水平要求。

高中轉選修 資助考語言試
　　慕光英文書院增聘10至15名合資格的日語和韓
語導師，加開第三語言作為必修課程，計劃逢周六早
上設課堂，初中每個學期為學生設考評，包括口試及
筆試；至高中，第三語言必修科會轉為選修科，校方
將資助高中學生逐級應考「日本語言能力試驗」或
「TOPIK韓國語能力考試」，考試費資助額由最少半
額至全額資助，以鼓勵校內學生升讀高中時，仍繼續
修讀並報考相關考試，在畢業前考獲符合升讀日本或
韓國的大學的語言水平要求。同時，校方亦會為有家
庭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額外資助，並以獎學金獎勵成
績優異學生。

　　我們希望學生具備良好的「三文四語」能力，除
可提升升學和就業能力外，更可協助學生踏上國際之
路。而校方觀察日語和韓語受學生歡迎，不少學生表
示期望透過學習日語多認識日本文化，或透過學習韓
語多了解韓國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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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三文四語
課程報導

有關日語韓語
課程之傳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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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巨蟹座
教授科目：英文科

興 趣： 閱讀、看電影、    
插花、參觀不同國家的藝術館

愛看書籍： Americanah (by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及 Love for Imperfect 
Things (by Haemin Sunim)

畢業大學：嶺南大學
夢 想：Living life to the fullest
最愛旅遊勝地：加拿大、新加坡

 

黃佩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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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雙魚座
教授科目：視覺藝術科

興 趣：畫畫、旅遊、閱讀、聽音樂
愛看書籍：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畢業大學：香港教育大學
夢 想：環遊世界
最愛旅遊勝地：台灣、英國

 

黃思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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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綺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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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魔羯座
教授科目：地理科、綜合人文科
興 趣：聽音樂、看動漫、桌上遊戲、學習語言
愛看書籍：太宰治的作品
畢業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夢 想：成為作曲家
最愛旅遊勝地：日本、法國、意大利

星 座：巨蟹座
教授科目：英文科
興 趣：閱讀、長跑、潛水、發白日夢
愛看書籍： 最近是 Kevin Knam's rich 

people problems
畢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夢 想：在有生之年至少出版一本書
最愛旅遊勝地： 能夠享受陽光與海灘的

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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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雙魚座
教授科目：英文科
興 趣：砌樂高遊戲
愛看書籍：Me Before You、Gifted
畢業大學：香港教育大學
夢 想：成為老師，以生命影響生命
最愛旅遊勝地：英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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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與社工介紹
New Teachers and
    School Soc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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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kanth Sank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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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oscope: Leo 
Subject Taught: English 

Hobbies: Traveling,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 
watching movies & wildlife videos, 

playing sports, exercising (working out), and 
helping others. 

Current Favorite Book: 12 Rules for Life by Jordan 
Peterson University: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ew Zealand 
My Dream: To continue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 

being happy, and helping others. 
Favorite Travel Destination: Europe, 

The Himalayas & Antarctica 

星 座：獅子座
教授科目：中史科、綜合人文科、英文科
興 趣：桌上遊戲、看電影、行山
愛看書籍：歷史書、科幻小說
畢業大學：香港大學
夢 想：有自己的私人圖書館
最愛旅遊勝地：格林威治、柏林圍牆

 

葉子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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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巨蟹座
興 趣：手工、繪畫、烘焙、旅行
愛看書籍：孤泣的書
畢業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夢想：成為你們的同行者，一起好好活著
最愛旅遊勝地：台灣的所有

陳芷晴社工

▲ ▲ ▲ ▲

李雅穎社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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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獅子座
興 趣：行山、遠足、種植紫羅蘭、煮食
愛看書籍：加菲貓漫畫與貓相關的書籍
畢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最愛旅遊勝地：能夠體驗生活或文化的地方

星 座：人馬座
興 趣： 我喜歡四處探索新鮮事物，亦喜愛海洋

世界，故會到不同地方潛水和遊歷。
愛看書籍：偵探推理小說、心理學書籍
畢業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夢 想：小島上開設小店
最愛旅遊勝地：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陳紫營社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老師與社工介紹
New Teachers and
    School Soc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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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20年10月16日舉行學生會內閣換屆選
舉。是次選舉投票率近七成，候選內閣Neverland以
324張信任票，獲當選為本年度學生會內閣。恭賀
Neverland成功當選！

解碼 Neverland
N ─  Nimbleness 聰明 / Noetic 理性
E ─  Eternity 永恆 / Ebullient 熱情
V ─  Veracious 真誠
E ─  Epiphany 頓悟 / Efficient 有效率
R ─  Responsible 有責任
L ─  Liberty 自由
A ─  Affable 和藹可親
N ─  Nimble-witted 靈活機智的
D ─  Diverse 多樣性

政綱摘要
1. 積極收集同學意見，與學校加強溝通。
2. 公開活動評分準則，增加運作透明度。
3. 舉辦精彩難忘活動，創造校園生活之趣。

學生會顧問老師
鄔景聰老師　唐莉婷老師

Neverland 即將舉辦之活動
‧ 班際比賽（活動內容由同學投票決定）
‧ 旅行日攝影比賽
‧ 才藝表演
‧  Halloween鬼屋
‧ 情人節朱古力製作坊
‧ Running man
‧ 狼人殺競技賽
‧ 電影共賞會

電腦 
  5C 文偉浩

統籌 
  5C 楊永德

康樂 
  5C 朱健誠

財政 
  4A 陳穗昌

宣傳 
  5C 陳澤林

文書 
  5C 唐焯瑩

設計 
  5C 張可盈主席 

  5B 梁家彥 財政 
  5C 劉嘉慧

副主席 
  5C 張心悅

Alice Vito

Karen
Kelvin Kathy

Mary

Leavell
Chak Lam Billy Michael

外務副主席 
  5A 梁智樺 Ranzel

財政 4A 陳穗昌 
受到別人的質疑是競賽時必經的
過程，但其後明白到不能夠因別
人的幾句說話，而放棄自己的初
衷，反而應該迎難而上，視別人
的說話為改善的動力，這才是待
人處事應有的態度。而在這個宣
傳期當中，每天都要向同學呼喊
出自己的口號，是訓練膽量的好
機會。

電腦 5C文偉浩 
參選前，我們要預先作各種大大小
小的準備，當中難免會有一些難
題，而在這裏我很感謝老師為我們
提出不同解決方案。成員之間由互
相磨合，到通力合作，這些經歷都
不是書本能所給予的，相信對我未
來發展有更好的經驗。最後，很高
興能成為今屆學生會成員之一。

內務副主席 5C張心悅 
參選學生會前，我認為擔任學生會職
務應該不太困難的，可是，參選後
我才明白到原來擔任學生會有很多事
情要處理，例如宣傳工作、活動籌備
等，這些都要有堅持和認真的心態去
完成。我更學會虛心接受別人意見的
心態，明白做好本分，抱著勇於為別
人服務的精神才是最重要。

主席 5B梁家彥 
參選學生會前，我可算是一名欠缺目標的學生。參選
後，自己有了明確方向及目標，也學懂更多做人處事的
方法，例如協調內閣工作、加強成員溝通等，以及更有
責任心。我亦明白現在身為學生會主席，是一名學生的
代表，所以言行舉止、處事方式都應做個好榜樣。冀盼
我們來年舉辦的活動受各位同學熱烈支持，如有不妥之
處，希望同學指正，令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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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堯同學：
我覺得慕光的師兄師姐都很友 善，他們都熱心投入服務，感謝他
們 !

陸佳希同學：
慕 光 有 很 多 學 習 活 動， 例 如 EXCEL24、戶外學習日、不同學會
等，老師很友善，很喜歡和學 生溝通。

陳力嘉同學：
我都很佩服慕光的師兄師姐， 他們會自行籌辦不同學會，
例如保育學會，我覺得除了很 有趣味性外，又可以讓同學
有更多學習機會。

羅暉杰同學：
我在五年級時參加中學巡禮而 認識慕光，老師的教學生動
有趣，讓我很喜歡上課及與老 師互動。

洪芷欣同學：
我覺得慕光有許多特色課程，例如 ukelee 和不同的樂器班；另外
又有免費校巴，十分方便，感謝學校為學生設想。

葉嘉健同學：
我特別喜歡 EXCEL24 課程，有很多我心儀的課程。還有老師們亦
十分友善。

楊麗盈同學：
我覺得慕光的課程十分彈性和多選擇，我特別喜歡科學課
程，很有趣味性，我學到很多新知識，在這裡讀書很愉快。

周煒鍵：
慕光是我的第一志願，因為我的姐姐也是讀慕光的，這裡的
校園氣氛和諧愉快，校長又親切幽默，經常和學生打成一
片。

1Bclass

　　大家好！我是本校的助理校長金禮賢老師，亦
是本年度的班主任長。

　　本校一向非常重視品德培育，培養學生尊師重
道、自律愛人的精神，因此我會和所有班主任一起
群策群力，積極構建嚴而有愛的校園學習氣氛，讓
同學在一個愉快的環境下共同成長，並增強對學校
的歸屬感。

　　本校各級亦設有級主任，協助統籌各級事宜，
如閱讀分享、品格教育、禮貌儀容等的情況，共同
努力建立有禮兼愛的關愛校園。

班主任長
 金禮賢助理校長

1Aclass

 　李明慧老師　  　余綺嫻老師　  　黃思琪老師　 　Rabia Bibi　



1413

郭晉壹同學：
學校有阿馬遜森林保育區，可 以接觸不同的動物，感覺很新鮮。

鍾熙豐同學：
學 校 很 大， 有 VRAR 室， 非 常期待。

李承浩同學：
之前慕光的師兄師姐來小學辦 活動，感覺他們和老師們都
十分盡責又有愛心。

張巧晴同學：
之前媽咪有參加學校開放日， 之後我又來參觀，感覺學校的
師兄師姐和老師都特別友善。

1Eclass1Dclass

張智軒同學：
我覺得慕光校園很大，有很多新設施。另外同學十分守規和有禮
貌，學長學姐很勇敢，經常會擔當不同的角色，如學會會長、學
生會、應變支援隊，都會到不同場合做宣傳及為同學服務。

何晓慧同學：
慕光的同學和老師有來小學舉辦數學日及科學日活動，所以我對
慕光留下深刻印象，慕光的老師十分親切。

李穎芝同學：
我還記得開學第一天，班主任送給我們的見面禮 : 功課袋和
螢光筆，希望我們建立良好習慣；又會利用小息和放學時間
替我們補習英文，同學都自願留在課室，學習氣氛愉快。

張元喆同學：
我特別喜歡運動，所以我覺得慕光可以成就我這方面的才
華，我就填第一志願了。升上慕光後，我發現這裡的老師都
很開朗盡責。

1C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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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樂勤同學：
我在小學時有參加過慕光的中學巡禮，感覺學校環境很舒
服，校舍十分大，老師也十分友善和細心。

陳沛妤同學：
我是經師姐介紹而認識慕光，我覺得慕光的老師對同學有要
求，但又很溫柔。

楊世希同學：
我最深刻是慕光的老師很樂意和主動花小息時間和花心思與
同學相處，聊聊天或教我們做功課，而不需要學生主動去找
老師。

鄔芷晴同學：
師兄師姐說慕光校風純樸，當我入讀後我發現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同學都有禮守規，老師教學也很細心，能照顧每一位同學；另外
校長很親切幽默，社工也很盡責。

林柏康同學：
我覺得慕光對同學的關顧很貼心，在疫情期間又借手提電腦、送
口罩給同學。

 　李潔英老師　  　鄭博文老師　

 　凌潔真老師　  　鄒朗廷老師　  　羅惠君老師　  　曾心怡老師　



【難忘愉快的中一迎新活動】
　　本校為了讓家長及中一新生對學校有更
深入的認識及建立歸屬感，藉以加強彼此的溝
通與合作，協助孩子在中學階段建立正
面積極的價值觀和良好習慣，因此本校
訓、輔導組於正式面授課程前，舉行了
一連三日的中一迎新活動。

【重視人際溝通及解難能力】
　　透過導師們悉心設計的團體活動，以及班
主任們的積極參與、細心觀察，協助新生們
建立人際相處技巧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
也加強中一各班班風建立及團隊精
神，更重要的是發掘同學的個人才
能及領袖素質。

【學會感激他人的愛與付出】
　　本校注重學生靈性培育，因知識不能取
代品格，我們期望所有學生能鍛鍊出感恩、
節制、自重及尊重他人等質素，因此在迎新
日的最後一天，我們特意邀請家長們一起參
與，讓孩子們明白最需要感謝的人，
就是一直在身邊給予無私奉獻與無限
支持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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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景教室
　　走過亞馬遜森林保育中心，穿過一道透
明的玻璃門，便來到學校另外一個特色學習
場地，那就是本校的虛擬實景教室。

　　和亞馬遜森林保育中心一樣，虛擬實景教
室都是透過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再由學校的
一個教室改建而成。由籌劃、室內裝修、引
入器材、設計教材，耗時約一年之久。步入
虛擬實景教室，率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片
廣闊的空間，虛擬實景一般會透過戴上VR眼
鏡進行，而這遍廣闊的空間正正可讓同學在
安全而舒適的環境下進行虛擬實景探究。

　　虛擬實景教室亦引進不少VR教育應
用程式，例如可以利用全身的動作繪畫
立體繪圖的虛擬畫板；能夠讓學生走進
人體內部的器官，理解身體內裏結構，
並在血管內觀看血液流向的虛擬人體軟
件；無懼天氣情況，讓你置身在世界各
地不同緯度下觀星的虛擬星圖；當然不
少得Google Earth VR，讓你隨時近距
離觀看東京鐵塔、美國自由神像等等。

　　除VR體驗外，學生亦會學習360度
照片的製作原理，利用相機拍攝360度
全景照片，為校園及社區製作VR導賞
團，以自己所學的去回饋社會。

　　VR技術為我們在學習上帶來許多的可能
性，前往未知的世界。除VR外，我們亦積
極發展AR（擴充實景）技術，學生可以透
過3D繪圖軟件，將自己的意念繪畫出來，
再透過AR技術呈現於眼前。除此之外，學
生亦可以繪製迷宮，親手製作的遊戲程式。

　　在虛擬實景室內，學生可以走得
更遠，看得更深，並掌握創新
科技的發展，迎接未來
社會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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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記者資訊》

2019

由上年度開始，本校有個非一般的Dream-
starter課程，容許學生在課堂發夢，實踐夢想，
究竟這是一個怎樣的課堂呢？以下為大家拆
解。

本年度的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如往年一樣，
透過體驗式的尋夢之旅，走入社區，從身邊事
物出發，了解不同環境及文化，從而為自己關
心的群組或事情制定一個夢想計劃，並運用創
意、創新思維、共享資源及STEM等方法，嘗
試為社區及生活帶來新改變。

今年度本校共有20個夢想項目，讓學生與
老師一同感受世界，一同發夢！整個計劃會透
過網上眾籌、共享資源及經驗分享等方式，提
高公眾對學生夢想的關注，協助同學們一步步
實踐目標。同學們的夢想與聯合國提出的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有關，均是以永續社會為目
標。同學會先經歷共感期，由同理心出發，
探索身邊的社區及世界正面對的難題，從而找
到夢想的方向，例如他們走到我校附近的樂華
邨，訪問及觀察老人的生活；計劃到沙灘清潔
垃圾；又或去到超級市場，探討蔬果過度包裝
的問題；就連每天上學下課時途經功樂道的短
短十分鐘，也留意到有關狗糞收集箱問題。

還記得上年有一組同學，體會到無論在學
校，還是社區，視力問題一直困擾着大家。而
在一街之隔的樂華邨，很多老人家並付不起昂
貴的眼鏡費用。故此，同學們萌生起要幫助
視力有需要人士的念頭，他們聯絡了一間位於
樂華邨的眼鏡舖老闆，和他進行視像會議後，
老闆表示願意為樂華邨的老人家提供配眼鏡優
惠，同學們便展開了一系列的宣傳，包括嘗試
在社區派發傳單。雖然在過程中有遇到旁人的
嘲笑、拒絕，以及保安的驅趕，但這亦都是非
一般課堂能體會的經驗。

所以說，只要抱持著開放的心、眼睛和靈
活的腦袋，任何地方也能成為共感的一部分！
經歷共感期後，有一些同學們認為全球暖化與
環境破壞已迫在眉睫，因此同學們希望把推廣
及實踐環保的想法附諸實行，另外一些同學則
非常關心本港弱勢人士，皆想盡辦法解決他們
的生活。

Dreamstarter 課程，是一個沒有框架和教
案的課程。我們相信，生活已經是課程的一部
份，除了書本知識外，更重要的就是讓學生學
會關心別人、建立同理心，並向身邊有需要的
人伸出援手。

校園電視台自2020年9月開始運作，
第一個節目「慕光早晨」由10月5日開始，
逢周一早上8時15分至8時30分進行直播，
內容包括校園消息、天氣預報、國際新聞
等。

回想初衷，校園電視台的成立，是乘
著現今社會盛行的網台及直播文化；不少
年青人常夢想當一名主播。學校亦期望藉
著借一種文化，透過校園電視台不同的崗
位，去培養學生不同的能力；例如擔當校
園電視台幕後的學生，除了一般燈光、拍
攝、音效裝置控製的技能外，更透過節目
策劃等工作重點培養學生的計劃性及現場
處理各種問題時的態度和能力。而負責擔
當校園電視台幕前的學生，則能接受說話
技傚的訓練及提升自信心。

雖然校園電視台初始階段只有擔當幕
前工作的學生，但我們期望有一天，校園
電視台能全面由學生運作，也成為孕育學
生成長的搖籃。

在未來的時間，校園電視台會繼續開
發更多新節目，並於午間時段播出；一方
面加強校內的資訊流通，而另一方面亦期
望為校園生活多增添色彩。校園電視台亦
全年開放招募，歡迎任何學生加入。

小記者介紹及參與感受
1D 黃俊軒 
哈囉，大家好，首先我要多謝校長和老師
們給我機會，讓我可以擔任慕光校園電
視台小主播的其中一分子，做主播是我
的夢想，在校園電視台訓練裏面，我學
了很多不同東西，例如：說話技巧、加
強了自信！最後，我要感謝老師們在星
期六早上也回校訓練我們！

1D 張巧晴 
很開心可以加入校園電視台做慕光早晨主
持人，因為可以訓練自己的膽量及鍛鍊
口齒伶俐，亦都可以從這方面認識學校
更多的同學。雖然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很擔心講錯字會被人取笑，到了做第二
次直播時，我覺得好像比較放鬆，只要
在家熟練，就不怕講錯字，很開心老師能
夠給我這個機會。

1D 王梓欣 
自從我進入校園電視台後，我覺得
校園生活不無聊，反而覺得很多姿
多彩，因為要接觸不同的人、事、
物，所以我很感激老師選擇我擔當這
個職務。

1A 陸佳希 
很高興可以加入校園電視台。雖然自己
曾經參與一些電視劇的拍攝，但是覺
得兩方面各有不同之處。通過校園
電視台的訓練，可以提高我在朗讀
方面的水平。我將努力投入，用心學
習，希望自己可以在各方面都有新的
嘗試並取得更多的進步。



周美嫻女士 Mandy（主席）
1D  王梓欣家長
　　幾年前我的大兒子小學六年級需要為升
中而選校，當時學校校長、老師為每位同學
分析各中學狀況，但在資訊內容中並沒有 ｢ 慕
光英文書院 ｣，因此當時我們與慕光無緣，更沒
有注意到有這所學校。
　　直到上年女兒小學六年級，又要為升中選校，剛巧全球爆發
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很多學校都取消開放日，女兒未能對各中學
了解，當我非常頭痛之際，天父實在太疼愛我了，讓我遇見 ｢ 慕
光英文書院資訊日 ｣，我立即與女兒、女兒幾位同學及其家長一
同報名參觀，打算真正去了解這所學校。
　　資訊日當天，巧遇女兒小學有一個活動，未能到慕光參觀了
解，於是我找兒子作伴，希望將參觀後感覺向女兒細說。由我倆
踏入學校到離開學校，不論校長、老師和同學們，甚至校工，每
個人臉上都帶住親切和藹的笑容、有禮的態度，細心地為我們講
解。我更主動去找校長詢問網上對學校各種流言，他非常耐心為
我解答，加上我找了一些子女正在慕光讀書的朋友，他們對慕光
總是讚不絕口，令我對慕光印象完全改觀。讀書始終是女兒，於
是我和朋友唐突致電學校，希望再一次帶同女兒到校參觀，慕光
團隊辦事效率非常高，即日為我們作參觀安排。回家與女兒再溝
通下，還是再三顧草廬到學校作深入了解。最終，我和女兒決定
不理會過去網上對慕光的誤解，我倆決定選擇這間心儀的中學─
用心教育，以學生為本的慕光英文書院。
　　九月初開學以來，女兒透過網上學習，我發現各科老師悉心
教導，連女兒在小學最害怕的科目都能夠克服，加上老師給予機
會，讓她嘗試不同東西，增加了自信心，使我一直為她擔心的問
題全然釋除，總算放下心頭大石。其實要選擇一間合適的學校，
真的要和子女互相溝通，更要親身到訪，千萬不能道聽塗說。
　　另外，我參加了學校家教會選舉，希望自己能以身作則，勇
於嘗試，藉著參選家委而和女兒有更緊密的連繫，同時結交一班
志同道合的家長，互相交流心得。謝謝各位的支持及愛護，令我
成功當選，希望日後可以為家校合作出一分力。希望未來日子，
能將慕光精神發送到香港每一角落。

育兒心得小貼士：

1.  無論工作有多忙碌，每晚睡覺前都會抽空和子女傾談片刻；
2. 和子女多擁抱，有時候一個擁抱勝過一切。

陳清波女士 阿清（總務）
1C  陳錦穎家長
　　在為小兒報讀中學的時候，是通過一
位好朋友推薦慕光英文書院的，他說梁校長
是一位熱心教學的好校長。因此我決定親自
帶小兒到學校参觀了解。在整個參觀過程中，小
兒已經喜歡上學校了，加上和校長及老師的談話當中，令我更
加了解學校。這次我決定參加家委選舉，因為我明白家校合作
的重要性，也非常慶幸得到各位家長的支持順利入選。期望可
以為學校出一份力，做好家校合作的任務！亦希望小兒能在慕
光開心渡過六年的校園生活。

如果說學生是揚帆航行的小船，家庭是承載它的蔚藍海洋、學校校便是推動它前進的徐徐和風。只有海與風配合無
間，小船才能抵抗洶湧的波濤，徜徉於知識的汪洋，最終抵達智慧的彼岸。

慕光英文書院一向非常重視家校合作，因為惟有家校攜手並肩，才能陪伴學生穩健地成長。故此，家教會成立至今
已有二十四年光陰。家長與老師雖然責任各異，但目標是一致的。家校間如能緊密合作，老師便更容易理解學生的內心
世界，洞悉其性格及行為取向；而家長亦能掌握子女在校內的情況，及早知悉學校制訂及施行的政策，彼此增加諒解，
減少誤會，同心協力，教育好下一代。

鄧少芝女士 GiGi（副主席）
1D  張巧晴家長
　　我很高興女女能踏入慕光英文書院讀
書，還記得校長當日一句簡單四字校訓「明
理愛光」─ 明白真理、走一條正確的人生道
路，這正正是我對女兒的期望。
　　此外，很高興能當選為慕光英文書院第 25 屆家長委員，當中
全賴有你們投我信任的一票，謝謝各位給予我一個能為家長們及
學校溝通的一個渠道。當初參選是因為女女初踏入新環境，新學
校，很想與女女一起繼續同步成長，如同我在女女小學一樣，去
參加小學家長義工團隊，好讓我對女女及學校更加了解。接著，
我知道不只是為了我的女兒，我還會為大家，和你們一同齊心合
力，發揮家校合作精神，攜手一起渡過這中學階段。

育兒心得小貼士：

　　把女兒當成自己的朋友去對待，多溝通，多關心，多聆聽，
多換角度思考，我很慶幸，女兒能感受我對她的一切，所以她也
同樣以這種態度和心思去待我。 

范曉藝女士 Queen（常委）
1E  周澤森家長
　　大家好 ! 我是透過兒子補習社老師的
選校建議而認識「慕光」。當初有其他老
師建議某所中學，但由於孩子有 ADHD，
所以我對選校更加謹慎小心；透過「慕光」
校網及網絡資訊，我瞭解到「慕光」致力爲學生提供和諧、關
愛的校園，並因材施教，實施全人均衡教育；再加上慕光的
EXCEL24 課程，我就覺得「慕光」非常適合澤森。當我和澤
森第一次來到學校接觸慕光的老師後，我第一感覺就是這裡是
非常有愛的學校，整個註冊過程，我留意到澤森的情緒變化由
緊張不安到放鬆愉快的表現，我就感恩我當初的選擇沒有錯！
我相信澤森未來在「慕光」的中學生活，將會非常愉快！
　　從澤森入讀幼稚園開始直到現在，我都有參加家教會，我
認為家教會是除了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樑，也是家長聯誼的好
地方。而這是我第一次參選家教委員，我覺得我應該為「慕光」
這個大家庭出一分綿力，我希望我的愛好與經驗能夠為學校及
家長作出貢獻，亦期望我能在家教委員會和各位老師、家長共
同努力下，一起成長。最後感謝投我一票的家長們。

育兒心得小貼士：

　　由於兒子的情緒問題，他曾經參加過「短適計劃」，在計
劃中令我明白到，一間有愛的校園對於小朋友成長的重要！孩
子不一定要很優秀，因爲在每一位家長心目中都是至寶，我只
希望他健康快樂成長，只需要他懂得做人，我就滿足了。所以
我願意參與他所有事情，包括和他一起打電動遊戲，接受他的
所有，比起媽媽的身份，我更願意以朋友身份陪他成長。

史靄鈾女士 Venus（司庫）
1D  周曉洋、3A  周曉鋒家長
　　有幸可以入選成為新一屆的家教會委
員，在此感謝各位家長們的支持！
　　作為一位與孩子們一同踏入新學校、新環
境的母親，希望藉著加入家教會而對學校有更深
入的了解，同時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朋友，彼此同行見證孩
子們的成長。我是一位雙職母親，雖然生活比較忙碌，不過只要
有時間一定會參與學校活動及義務工作。
　　慕光老師們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友善、用心及有活力，從選校
至入學，慕光給我的觀感始終如一。我們深信孩子們在慕光大家
庭中定能擁有一個愉快、充實且難忘的中學生活。

育兒心得小貼士：

　　藉此機會想與大家分享一種很常見而又特別的小植物─「蒲
公英」。 
『它 ─ 生長力非常強，在世界許多地區也能看見它的踪影。
　它 ─ 每個部份各有功用，可入藥、可食用、可泡茶、可釀酒。
　它 ─  莖沒有分支，每支都頂着自己特有的一個白色絨球。
　　父母把我們培養長大，變成了獨特的白色小絨球。成熟了，
隨風飛到一個新的地方努力地紮根，然後我們的孩子總有一天也
會在新的地方落地生根。
　　我們總擔心孩子不能照顧好自己，總想事事幫着他、看着他、
陪着他。也許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孩子們變成了蒲公英，他們有
強大的生命力，同時擁有着自己特有的才華。
　　而我們則化成風 ─ 獨有的風，把他們吹得很高很遠，送他們
去一個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家長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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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家長晚會暨二十五屆會員大會
慕光家長晚會暨二十五屆會員大會已於2020年9

月18日順利舉行。當天舉行二十五屆換屆選舉，校
長、老師、家長聚首一堂，在校園的不同角落互相交
流；高中家長晚會亦設有升學講座，讓家長了解更多
升學資訊。最後，希望所有慕光家長、教師們能繼往
開來，衷誠合作，共同關注學生的健康成長。

二十五屆家長委員名單
家長委員 老師委員

主席 周美嫻女士
副主席 鄧少芝女士 凌潔真老師
司庫 史靄鈾女士 李潔英老師
文書 丁淑敏女士 李碧茵老師
總務 陳清波女士 楊冰女士 李潔英老師
康樂 何敏珠女士 刁慶麟先生 張永豐老師

聯絡 陸曉莉女士 胡慧敏女士
杜詠詩女士 金禮賢老師

常委 范曉藝女士

榮譽委員

陳慧儀女士 伍勤女士
張碧蓮女士 簡小燕女士
蘇榴英女士 陳志華先生
李卓榮先生

顧問 扈小潔老師



　　家長及同學為了親自對老師表達敬意及祝福，今年的敬師日延期至9月
30日舉行，並順道慶祝中秋佳節，家長和同學們親手致送禮物和甜蜜的水
梨予勞苦功高的老師們，以表達對師長的敬意，場面既溫馨又動人。

You're Great!

丁淑敏女士 Tammi（文書）
2A  張恩樂家長
　　我是由小朋友五、六年級的時候參加中
學巡禮而認識慕光的，記得當時學校老師講
解，再親身參與學校的活動，當中亦有和慕光
的同學聊天，我發覺學校除學科會分不同程度教
授外，活動亦十分豐富，可以兼顧到不同學生的興趣學習。我除
了想親身體驗學校活動外，我更想為學校出一分力。期望自己能
幫助學校，幫助到孩子與人相處，更可以認識多些家長互相扶持。
凡事盡心盡力，希望家校關係更密切。上年我也有參與學校活動，
包括參加堆沙比賽、甜品製作班、在聖誕派對和其他家長一起預
備食物。我很感謝老師、家長的支持和鼓勵，期望將來能貢獻自
己的能力，讓大家有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育兒心得小貼士：

　　我會和小朋友溝通分享，不管是開心和困難的事。希望可以
keep 住！

楊冰女士 Emma（總務）
3C  李錦洋家長
　　我是 3C 班李錦洋媽媽 Emma，我在兒
子讀幼稚園和小學時都做過家教會委員。
　　記得第一次來慕光參加家長座談會，整個
禮堂熱鬧紛紛，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年，
聽錦洋說慕光來了新校長，我再次參加了家長座談會，大門有老
師熱情地接待每一位家長，禮堂有老師送我和錦洋到所在班級的
座位上，老師們親切友善。而陪同我來的朋友，是李錦洋的補習
老師，她笑說：錦洋學校校風嚴謹，富有朝氣，有前途可為！
　　兩年下來，確實感受到從梁校長和每一位盡責的老師，對慕
光的努力和付出！
　　而最重要的是錦洋非常認可自己的學校，曾經有其他中學的
老師多次招攬他，錦洋都拒絕了！感恩兒子能夠在此優良的學校
中成長！
　　有位家長說：適合的就是名校！我深深的表示認同。

胡慧敏女士 Sheren（聯絡）
1A   李恪家長
　　兒子踏入慕光這個大家庭，不經不覺已
多個月了，尤記得認識慕光，是由一個直資
展覽開始，老實說，當日只憑著取更多心儀中
學資料的心態，没想到，一個平凡的攤位，早已
藏著一份你意想不到的關愛！與別不同的是，家長能感受到展覽當
日，慕光每位老師都有團火，不介意了解或聆聽你小朋友多一些，
特別嗚謝的，是一個和我傾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及後才知那位
是「沒有半點架子的」梁超然校長！嘩！我當堂失敬失敬……
　　再次拜訪慕光，就是開放日那天，和扈老師、凌老師、李老
師交談，令我更不其然想著 : 兒子真的可以成為你們慕光一份子
嗎？到遞交首選學校啦，當然「慕光」是不用多加思索的第一志
願。而參加家委也是我想藉此為學校出一分力，唯有身體力行，
用生命影響生命，先讓他愛上學校、教職員、同學……以至愛錫
家人！
　　我要感激每位慕光的老師，從未感到你們在打一份工、從未
在你們身上看到得過且過、「hea」住做的心態，每件事你們都是
用心去做，經常帶很多正能量給我們一班家長。能看見的是你們
用盡你們私人時間，提點問候，每句窩心的關懷，為著培養出色
的下一代！

杜詠詩女士 Christy（聯絡）
1D  黃俊軒家長
　　認識「慕光」應該由「Excel 24」開始，
在升中選校過程中兒子給「Excel 24」的課
程吸引了，於是目標就鎖定「慕光」。在此，
我要感謝各位老師和家長投我一票，讓我有幸成
為家長教師會委員的一份子，能為學校付出一點綿力，發揮家後
合作的精神。我期望透過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可以讓我對學校的
認識更加深入，最重要的是有機會和兒子一起分享多姿多彩的校
園生活。感恩 ! 最後，我要感謝校長及老師們的辛勞。祝願每一
個人都平平安安、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育兒心得小貼士：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除了是媽媽外，我還是他的朋友，
在溝通上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會安心樂意地跟我分享
每一件事。

陸曉莉女士 Maggie（聯絡）
1A  陸佳希家長
　　大家好 ! 我是 1A 陸佳希媽媽。我和我
先生都非常重視和珍惜陪伴孩子成長的過
程。從大女兒幼稚園開始我就保持和學校的緊
密溝通，積極參加兩個女兒學校的義工活動，並
獲得優秀義工獎。通過做義工的經歷，我充分體會到家校合作、
相互共融對小朋友的成長至關重要。希望能以同鄉總會的工作經
驗來服務學校，發揚家校團結與合作精神，盡一份微薄之力。多
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和信任，謝謝 !

刁慶麟先生 Danny（康樂）
2A  刁銘怡家長
　　慕光英文書院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
我在上中學時已知道是由杜學魁先生和杜葉
錫恩博士創立的。特别是梁超然先生當上校長
後，他和所有老師的愛心和努力，都經常被報紙
和電子傳媒所報導，他們對教育的熱誠實在令人感動。因此，我
決定讓小女銘怡選擇慕光作爲培育她六年的學校，這也算是我人
生中其中一個正確的選擇，真的很感恩 !
　　校長及老師們每天為我們的同學付出他們的時間、精神和心
血，是非常辛勞的。作爲家長的我對他們的工作是充份肯定，只
要我有能力和條件的話，我和其他家長一様，都願意為學校及所
有教職員表示感激及盡一分力，因此我決定參加家教會，助人助
己，獲益的將會是我們慕光的同學。
　　小女今年是中二生，希望她在慕光的校内校外，與各位同學、
老師和家長一起互相學習，將慕光英文書院作爲充满健康、共融、
愉快的第二個家。
　　最後，多謝大家投給我的一票，我不會要你們失望的。謝謝
各位 !

何敏珠女士 Maggie（康樂）
1D  馮柏熙家長
    大家好，我是經朋友介紹認識「慕光」
的，今年 1 月 8 日致電慕光，老師耐心地介
紹學校。雖然我們錯過了學校開放日，但感
恩學校也能安排我們來到「慕光」參觀，我看見
學生們真實的學習情況，老師們親切友善，就連校工叔叔姨姨也
很有禮貌。我整整花了八天來認識學校，我相信自己眼光，最後
也選擇了「慕光」。
   「慕光」創辦人兼前校監是杜葉錫恩女士，我小時候媽媽常常
提及她幫助了很多基層市民謀福利，甚至廉政公署成立，而每一
位慕光老師也承傳了她的教育精神，我更確定「慕光」的辦學理
念，放心讓兒子在這裡成長。
    我在柏熙小學六年也有加入家委會和參與義工服務，升中相
信對每一個中學生和家長來說都是一個嶄新的開始，我希望繼續
成為家長委員和義工，盡點義務和老師共同策劃活動，希望可減
輕老師的負擔，讓我的孩子更投入「慕光」的校園生活。
     我十分榮幸當選了「慕光」家長委員，感謝各位老師、各位
家長投票支持，未來的日子我會努力做好家校合作。

育兒心得小貼士：

　　信任孩子，相信他能做得到，很多時候都有意外驚喜，無論孩
子的能力如何，愛是無條件付出的！家長也要學習更有耐性和孩子
相處，童年的時光轉眼飛逝，可以陪伴孩子成長是一種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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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種子

我們細心的呵護它

陪著它沐浴陽光與風雨

相信孩子 靜待開花

也許

有的種子永遠不會開花

因為

它是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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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潛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向。

奮勵自強，不斷增值。越過崎嶇，就是康莊！

揮灑自己的優勝，開拓遼闊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