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啟源副校長

當選

創校三元勳——
杜學魁校董、戴中校董、杜葉錫恩校監合照

（1990年代） 1997年7月1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禮賓府頒授

大紫荊勳章予校監

1997年7月1日——
校監宣誓就任特區政府第一屆

臨時立法會議員後留影

2004年5月——校監在家居留影

2010 年 10 月 17 日——校監（左起第五人）與
「2010 第一屆感動香港十大人物選舉」其他得獎者合照

亞洲電視最近主辦「2010第一屆感動香港十大

人物選舉」，旨在表揚對香港有貢獻的人物。評選委

員由多位知名人士組成，並設有網上投票；被提名參

選者共有三十名。杜葉錫恩校監於月前被提名參選，

並順利當選。她於10月17日晚上被邀請前往亞洲電視

錄影廠領獎。獎品由財政司曾俊華司長頒發。在頒獎

台上，藝人戚黛黛表揚校監雖然是外籍人士，卻能本

著「香港心」、「香港情」，為民請命，扶助弱勢社

群，伸張正義。在1960年代開始，校監積極參與社會

事務。1963年，校監當選市政局議員，其後多次連

任。六十年代的香港，存有不少不公義的事情。校監

開始接見市民，協助他們解決困難。

杜葉錫恩校監於1950年代由英國來到香港，與杜

學魁校董及戴中校董創辦慕光教育機構。從“慕光”

可看作是“愛慕光明”，這亦是校監做人處事的基

礎。貪污令人盲目，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很多公營及或

私營機構貪污充斥，她痛恨這些歪風，經常向香港政

府及英國反映，促成廉政公署於1974年成立，它從立

法、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向社會大眾宣揚公平廉潔

的重要。今日香港能夠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人人信

賴法制，與廉政公署的設立有一

定關係。

校監亦不會撇棄弱勢社群，

亦樂於與他們交往。可見校監實

踐了“生而平等” 的信念。“力

行公義，好施憐憫，心存謙卑” 

可以說是校監給予筆者的印象。

多年來，香港社會因為她起著正

面的改變，她亦成為我們的一分

子，讓我們尊敬，我們亦應該效

法她的助人精神。

杜葉錫恩校監

2010第一屆感動香港十大人物

出版：慕光英文書院

　　　學校推廣組

設計：陳月華老師

　　　袁妙娥老師

　　　黃威雄老師

力行公義  好施憐憫  心存謙卑  德澤社群



人逢喜事精神爽，恭賀校監杜葉錫恩博士當選“感

動香港十大人物”，恭賀田徑隊女子接力贏得國慶杯冠

軍。喜見在偌大的校園天天人頭湧湧，亦樂聞老師工作

辛勞但仍然孜孜不倦。

在物質生活充裕的香港，難得有許多市民仍沒有忘

記一生風塵僕僕為草根階層請命的杜葉錫恩校監。我謹

代表年近百歲的杜太感謝市民大眾的支持。金髮藍眼的

杜校監一再強調：慕光的莘莘學子都是中國人，既是炎

黃子孫，理應尋根認祖，所以我們近年致力組織了很多

國內考察交流團，北京、上海、西安、廣州、台灣、深

圳等，無遠弗屆。又成立了升旗隊、國民教育義工等傳承中華文化。接力隊國慶杯奪冠，更是錦上添花。

教育工作者，靈魂工程師，是何等崇高尊貴的工作！唯物換星移，隨着社會的改變，資訊科技一日千

里，新學制、新科目、新政改、新潮流，人的思想行為也變得複雜化，對有教無類盡心盡責的老師來說，教

學擔子越趨沉重，自不然超級辛勞。你說，有一隊鍥而不捨的教學團隊，夫復何求？慕光校舍雖有新舊兩

翼，佔地1萬3仟多平方米，但對34班，1300多學生來說，仍顯得萬頭鑽動，人山人海。明年有必要增購

設備，改善活動空間，於學校發展亦一樂事也。

	 教育在乎心，我相信師生的努力，定會喜訊頻傳！

吳
道
邦
校
長

熱 烈 恭 賀

陳穎姮同學

升讀浸會大學

黃晉彥同學

升讀理工大學

莊妙嫦同學

升讀理工大學

陳紀叡同學

升讀城市大學

徐立君同學

升讀樹仁大學

吳滶霖同學

升讀公開大學

王詩敏同學

升讀公開大學

升讀大學的同學與校長及老師合照



鳳凰花盛放的日子——6月27

日，中五及中七畢業生懷著依依不

捨的心情參與2009年至2010年度畢

業典禮。我校十分榮幸能邀請香港

立法會梁家傑議員蒞臨主禮。

禮堂內，梁議員為我校的畢

業生致上最衷心的祝福和鼓勵的人

生哲理：要活得充實，必須要多思

考，多關心身邊發生的事，才可以

讓生活過得更精采！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

天⋯⋯」，我們靜靜地站在台上，

不禁又想起耳熟能詳的《送別》。

回憶往昔與同學及老師為公開試而

奮鬥的情景，現今只留下回憶。我

們的人生，已開了新的詩篇⋯⋯

看着台上抱着「畢業熊」的

各位同學，有的在沉思，有的咧齒

而笑，有的強忍著眼中

的淚。他們抱著的不只是

「畢業熊」，還有他們的

夢想、希望和對未來的冀

盼！

「現在請5F班畢業生

上台領取畢業證書⋯⋯」

司儀莊重地宣佈。在我們心中，畢

業是多麼光榮驕傲的事情啊！除了

畢業證書，更有「畢業熊」領取，

許多同學開始議論紛紛，有些點頭

稱好，有些則開懷大笑；漸漸地，

數載同窗共學的融洽之情，在這氛

圍下一一重拾回來了。

畢業禮完結，曲終人散。雖然

每位同學要走的道路都不相同，但

相信心中的這份回憶、這份最真摯

的感情，在數年後我們還會銘記。

中五生畢業了！想到這裡，

離情別緒如泉湧般澎湃，直湧上心

頭，淚水也在此時滑過臉頰⋯⋯

升國旗儀式

吳校長頒發畢業證書

立法會梁家傑議員頒發畢業證書

歌唱表演

主禮嘉賓：家長教師會何美
鳳女士、吳道邦校長、立法
會梁家傑議員、家長教師會
榮譽顧問潘惠芳女士 杜葉錫恩校監進場

吳校長致辭
立法會梁家傑議員

致辭
家長、教師、畢業生

濟濟一堂

家長教師會何美鳳主席頒發獎項

家長教師會榮譽顧問
潘惠芳女士頒發獎項

卓祉君代表
中五級畢業生

致辭

畢業生代表致送禮物予母校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立法會梁家傑議員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家長教師會何美鳳主席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家長教師會榮譽顧問潘惠芳女士

畢業禮六月舉行嘉賓雲集畢業生興奮中瀰漫離情別緒

立法會梁家傑議員蒞臨主禮以人生哲理勗勉學子奮進
6B 黎青兒　吳施敏

出版顧問：	吳道邦校長

製作指導：中文版：陳月華老師	 黃威雄老師

　　　　　　　　　袁詠儀老師	 茹雪詩老師

　　　　　英文版：金禮賢老師　周敏珊老師

　　　　　　　　　Ms Judith Murphy

　　　　　　　　　Ms Mack Fiona

承	 	 印：	忠誠排字植字公司	 電話：2528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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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同學對父母及親人表達敬

意，家長教師會每年都會在一些特別的

節日舉辦活動，讓中一至中三的同學

參加。今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家教會先

為中三的同學預備了手工藝班，讓他們

製作精美的相架，贈送給他們尊重的女

士。家教會還特別送上一束鮮花及心意

卡予杜葉錫恩校監，感謝她多年來為學

校的付出。在4月30日和6月4日，我們

分別安排中二和中一的同學製作金莎花

束和彩繪愛心手帕，讓他們送給父母

親。看同學臉上的笑容，便知他們心中

十分享受當中的過程。在此再一次多謝

出席協助的家長和老師。

9月10日星期五是敬師日，家教會

當然不會忘記這樣重要的日子！前一天

的黃昏，家教會主席何美鳳女士以及多

位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下班後便回慕

光製作送給老師的小禮物。敬師日當天

早上7時多，已有家長陸續來到學校，

與學生會的同學一起在學校正門派發禮

物予老師。雖然只是一包椰蓉酥加上一

張心意卡，但當中表達了家長對老師的

敬意和感謝，老師們收到後定是甜在心

頭！

家長教師會第二副主席

陳發成老師

迎 佳 節

辦 活 動

贈 禮 物

表 情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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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參與活動後的感受

4F 周淑儀
中國館建築雄偉，令我大開眼界！讓我
對上海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增廣見
聞！

4F 湯柏軒
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已大大提升。世博令
中國正式在國際舞台上吐氣揚眉，令中
國人更注重自己的品德和行為。

7B 羅志輝

中國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延綿數十米
的巨型數碼畫——清明上河圖。它把中
國傳統藝術和現代科技完美地結合，身
為中國人的我，也感到一份莫名的自豪
和感動。

7A 鄧偉鈞
雖然世博場館人如潮湧，但看到每位中
國公民安守本份排隊，令我相信所有對
中國、對世博的負面報道不攻而破！

7A 王安妮
我了解到中國的最新國情，從衣、食、
住、行四方面了解祖國的發展！

遊覽日期：7月17至7月21日
主辦機構：慕光英文書院、青年事務委員會

參與人數：36人
領隊老師：王美甄、周敏珊、袁詠儀、羅靜文

中  　

國　

  

館

世博一點紅，
象徵中國人的熱情！ 樑柱裝飾

仿古馬車 童心暢想

電子版清明上河圖

遊客觀賞清明上河圖

夜色璀璨
全程對同學體貼入微的

美女老師們! 城隍廟街頭小技

這就是名聞中外的上海外灘

台灣館以孔明燈為創作意念

台灣館內景

團友陳家燕
在世博軸留影 遊客雖眾多，人人守秩序！

世博海寶，
歡迎各位蒞臨！

我們出發了!

上海浮磁列車車廂
上海不夜之地，人山人海，

盡顯繁華都市的一面。

上海大橋 水鄉風景又是另一番滋味!! 水鄉船夫
你們知道這位

江南才子是誰嗎？

暢遊上海世界博覽會展館增廣見聞擴闊視野

體驗中外風土民情喜見國人品格提升守秩序

團友陳家燕
與當地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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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通識教育科舉辦「澳門考察一日遊」的

活動。一清早，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在吳校長、李慧娟

主任及吳嘉穎老師的帶領下，從學校出發到上環乘搭金

光飛航船前往澳門，由於船速頗快，一小時後便已抵達

澳門。澳門——別稱濠江，據我所知，澳門是一座海邊

城市，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及發達的服務業優勢。在旅

遊巴上，我們看見了一座基督教墳場，周圍人來人往，

但墳場卻十分寧靜，但一切卻又顯得十分協調。下了

車，在街上走，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座歐陸式風格的建

築，紅色的外牆配以白色的線條，簡約中透着西洋的浪

漫，四周也有不少中國式的建築，中西文化互相交融，

相得益彰。

澳門政府將文化產業與旅遊業相結合，令生產力

進一步轉變，使澳門的經濟快速發展，在文化保育方

面，澳門保存了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在

歷史城區內中葡兩國人民共同醞釀出溫情、淳樸及包容

的社區氣息。我們邊走邊體驗其歷史結晶，也由實踐中

見證了澳門的轉變。

在發展現代化的同時，澳門依然保存其傳統文

化，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達至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香

港應該學習澳門這方面的經驗。

下午四時許，我們結束了一天的考察行程，乘搭

金光飛航船回港，這次活動，我們都獲益匪淺。

我們乘坐金光飛航船 昔日的澳督府

具有400年歷史的媽閣廟 位於舊城區的仁慈堂

澳門市政廳 大三巴前的歐陸建築

松山燈塔 我們登上了澳門大砲台 在葡式建築前合照 yeah !

與校長合照 澳門海事博物館 位於松山的防空洞展示廊 大砲台的望遠鏡

世界第八高的觀光塔 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前大合照

濠江考察之旅行程緊湊遨遊城區中葡歷史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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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黃欣妍

參與這次活動後，我不僅認識了許多不

同性質的「美」，還結識了一些來自不同學校的

女孩。最大的收穫是可以和王宛之和吳雨霏進行分享

交流，從她身上可以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及意見。

也使我發覺原本一些名人亦是很和藹可親的，

完全沒有架子，能隨心所欲地跟她們聊

天！

4A 張芷欣

令我學會欣賞別

人。雖然其他學校的女

同學優點比我多，但我

亦不會自卑，並學習他

們的優點，改善自己

的缺點。

4F 方燕珠

小時候我是很害羞的，不敢與別人面對面說話。

這次活動讓我增加信心，更讓我深入了解自

己的優點和缺點！

4F 黃凱珊

我的溝通技巧得到提升，現

在我可以跟同學、朋友合作；也懂

得接納別人的意見，改善自己的

不足之處。

4F 鄭麗香

我不再因別人的說話而輕易改變自己對「美」的執著！導

師們的說話將會成為我日後的座右銘：「你，永遠都很

美。你，是最好的！」

4F 黃詠琛

Charming Camp 又稱為「真我自

信體驗營」，目的是讓我們掌握「美」的整

全概念，啟發我們提升真美，從而提升自信心。

此外，活動也能增強我們的批判思考能力，以辨識及

抗衡社會上對美麗定義的誤解。而「美」可分為「人工

美、心靈美、外在美、品格美和智慧美」五種。

活動首天晚上，我們被安排參與兩個工作坊，我參與

的是「心靈美及外在美」。外在美其實並非局限於外表，

而是認識正確價值觀及有整潔的外貌。負責工作坊的是知

名模特兒，她還讓我們嘗試走貓步以提升自信。心靈美

工作坊則播放短片讓我們有所領悟。

我們在體驗營中有許多即場發揮的機會，當

中更有名人與我們分享對「美」的看法，

令我對美有更深入了解。  

熱身環節，各charming girls表現投入。

大家絞盡腦汁
設計能代表自己的「組箱」

「組箱」出世啦！

Charming girls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慕光同學就是在這「障礙賽」環節獲得全場總冠軍了！



火炬54期 2010年11月校園活動展繽紛6

4F 彭凱琪

有機會參與，我覺得非常幸運。

我的自信心提升不少。

4F 黃慧文

障礙賽除了能加強隊

員們之間的默契外，也讓我

更加了解自己。在全隊的努

力下，我隊終於獲得了

第一名！設計擁有「五美」的完美女生？
無難度！

壓軸活動：藝人吳雨霏、王宛之親臨營地為10所中學，
接近100名女生現身說法。

大功告成——我們的charming girl
臨別依依，慕光charming girl
都彼此鼓勵立志活出真我！

班別 姓名 感  受

1C 吳曉儀

中心所展示的航天科技和工商業發

展讓我以中國為驕傲，希望我們這

一代人能將中國推向另一高峰。

1C 陳嘉欣

這次參觀讓我明白到作為中國公民

應盡的義務，歷代偉人對國家所付

出的貢獻良多，令我感受甚深。

1A 魏釆玲

這個日營不但有不同類型的實地教

材，還有戶外實習，活動非常豐

富。

1D 何龍施

今次的日營不但有不同類型的實地

教材，還有戶外實習，活動非常豐

富。

1D 李滿銓
參加了這個活動令我對升旗禮和草

藥的認識加深了不少。

1D 邢益誠
這次參觀讓我對中國文化和發展有

更深入的認識。

活動日期：2010年3月30日

主辦機構：國民教育中心

參與人數：128人

領隊老師：周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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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陳家燕

學子抒懷雋永詞 7

人生總有許多停靠站，

沒有離別

——哪來的重逢？

再次趕上回鄉的列車，

踏上這片滾熱的紅土地，

這裏曾經是歷史的起源地，

蘇維埃政黨在此誕生。

悠悠龍津河，

巍巍蓮花山；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勝舊人；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故鄉在悠揚的《思鄉曲》陪伴下，

嶄現了美好的未來。

旅遊業翻天覆地灑前程，

五湖四海聚一堂，

風情小吃揚十里，

五穀飄香闖萬家，

銀絲巧帶橫幅掛。

妙哉！妙哉！

自得其樂在此現，

如今怎不把你追尋，

——親愛的故鄉！

凌晨時分，夜幕低垂，一切都給吞沒

了。失去視覺，彷彿失去了與生俱來的一

份安全感，手很自然的在亂抓，在黑暗中找

依靠。順着腦海裏記憶所拼湊的那份地圖，找到

了，打開，按下。隨着熟練的手法，漆黑中泛出一片白光，一片

熟悉的白光。

這到底是第幾個夜晚？白光依舊來得突然，身體卻依舊反應

不來，依舊刺得眼睛有點澀。無論如何，還是阻不了我熟練的手

法，不消一會，就連上了那個熟悉的畫面。

眼前色彩斑斕，悄看右邊，幾個和風少女靠在一行，宣傳着

新一季潮流服飾，是眼花瞭亂的雪紡花裙，那種簡約便衣連身裙

呢？大概早被淘汰了。左邊，仍然是那行通關，標示着那討厭的

一句「請輸入密碼」。

這是你的網誌。你說每個人都應該留有自己的秘密，保留自

己的個性，留給別人無限的神秘感，所以網誌也應該鎖起來。你

說很討厭了解你的人，很討厭所做的每一個動作都被猜中，大概

如此，你才漸漸討厭我吧！

「撻、撻、撻……」逐一，我輸入了這刻骨銘心的字碼。

「咚！」一聲巨響來得急促，當下從心底打了個震抖。畫面上

顯示「輸入錯誤，請重新輸入」，錯了嗎？我錯了嗎？不敢置

信，再輸入一遍……「咚！」可惡！再來一遍……「咚！」不可

能！不可能……「咚！」……對了，你把它給換了，我倆的那個

密碼，換上了你倆的嗎？抑或是充滿你個性的？到底是甚麼……

「咚！」……

「累計五次錯誤嘗試，十五分鐘內您將不能登入此網誌。」

頭很燙，瞥見桌上放着一杯冰水，隨水拈來，一飲而盡。總

算降一降溫，清醒過來，此地不宜久留，出去走走吧！

昂首瞻望那塊遼闊的黑幕，投影着我倆的往昔。那時候，你

申請了這個網誌，說要記下我們的點滴，還問我該設一個怎樣的

密碼，保護我倆之間的秘密。那時候，我一廂情願的以為，這是

屬於我倆的網誌，還起了一個我倆的密碼，原來，是我親手築起

了這幅牆，把我倆分開了。由始至終，這都是你的網誌，你個人

的網誌。

漆黑中，點點繁星逐漸浮現，群星拱照着那光潔無瑕的銀光

盤。遠方的你，可有欣賞到這幅璀璨的夜幕？原來，惟有至深至

極的黑夜，才有這瑰麗的、澄明的銀河圖。

夜了，累了，還是快快回家休息，免卻胡思亂想。

夜闌人靜，大堂的門鎖得緊緊的，這才發現我一直習慣了別

人的慷慨，從來沒記下大堂的門鎖密碼……「輸入錯誤，請重新

輸入」……冷酷絕情的配音重複唸着，面對眼前啞灰色的數字

鍵，我竭力回想那模糊的四個數，卻怎樣都抓不住，反而隨那湍

流不息的長江水，愈飄愈遠。

「請進！」忽然傳來了天籟……

回頭一看，原來是管理員伯伯，那慷慨的人。雖然平日只輕

言感謝，但他卻仍然認得我。若然我一直記很這密碼，就連那

「感謝」的交流也埋沒，他又會否認得我呢？

頃刻間，我彷彿明白了什麼？

「先生你快進來吧！外面風大啊！」我急急拉開大堂的門，

一股溫熱的暖流頓時迎面而來。

7A 布民豪

小米 茶菜

海豐白字戲

雞鳴寺

蓮花山瀑布 福鴻閣

故鄉——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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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extremely busy 
this term. Look at all the activities you can be 
part of. 

Form 4 students are currently view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 film “Shrek”. This will 
be the topic of their SBA assessment in Cycle 8. The student with the highest marks will 
be awarded their very own Shrek. See what you can win!

The Junior Speaking Club was formed in order 
to raise the level of spoken English of students in 
lower Forms. Meetings are held twice a week in the 
relaxed environment of room 509 and members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debating, discussion 
an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good communication.

The members of this club range from Form 1 to 
Form 3. Here is a photo from our first meetin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please contact 
Ms Mack in the New Wing staff room. 

Junior Speaking Club

English
ActivitiEs

SBA –  Shrek



E-newsletterP. 2 Nov., 2010

On the 28th August, members of the 3AB class went 
to a seminar about the New Senior Syllabus. The seminar 
provided a lot of information for us. It was very useful and 
practical. After finishing the seminar, we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our English course. It was helpful for 
me and my classmates.

Yannes Ho 
One day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we went to Stanley. Our mission that day 

was to ask foreigners questions. When we arrived, I saw a beautiful place. It was like 
a paradise. It is Stanley.

First we started at the Stanley Plaza. Then we went to Stanley Market to have 
a look. After that we went back to the plaza to ask some foreigners to answer our 
questions. The first person we asked was a woman who was very willing to help us.  
She has lived in Hong Kong for eight years and can speak Chinese.

I’m happy to go to Stanley because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and it 
made my summer holiday substantial because I was able to speak English to 
people I didn’t know! 

Karen Shek 2A 
Last summer holiday, our teachers Miss Ho and Mr Kam, took us to Stanley to 

learn English. 
We visited many popular attractions, for example, Stanley Market, Murray House 

and Stanley plaza. The buildings were very beautiful. After that we had an interview 
with foreigners. All of us were very scared about i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we 
should say to them. Fortunately our teachers taught us how to ask them questions. I 
think this outdoor learning day is good for us because we can learn to speak English 
to foreigners. This takes a lot of courage. It was the best memories of the summer 
holiday.

Catherine Lam 2A
Last summer holidays, my English teacher Ms Ho and 1C classmates went to 

Stanley to study English.
When we arrived, we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to go to different attractions. The 

first of these attractions was Murray House. This used to be an old history museum but 
now it is a restaurant. 

The second attraction was Stanley Main Street where there are bars and cafes.
The third attraction was a variety of clothes and souvenir shops. There were also 

A

4F Samm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hops too. You could find your favourite things there.
Next we wanted to ask foreigners to do a questionnaire. All of us were scared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to ask 

foreigners questions. Fortunately a friend helped us so we could finish faster.
I think this was a very good trip. We learned a lot of English knowledge and it helped us build up our courage to talk to 

foreigners. I hope next summer we will have another trip like this one.

Anson Tam 2B
Last summer, I went to Stanley to interview some foreigners. First we went to visit the Stanley Market, the Main Street and 

Murray house. In the market, things were not very expensive and most of the shopkeepers knew how to speak English.
Then we started to interview foreigners. We asked a British tourist what he liked about the Stanley Market. He said he liked to 

come to Hong Kong and shop at the market. We interviewed another British tourist who said he liked Murray house but that he 
wouldn’t come to Stanley again. 

We went to McDonald’s to eat lunch. I ate 2 hamburgers and felt so full. Finally we left Stanley.  I learnt so many things 
about tourists in this interview.

Day in Stanley

A NSS Seminar



Nov., 2010P. 3 E-newsletter
An Unforgettable

3A  Chow Ho Wing, Michael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students coming from 2A and 

4AF students had a three-day English camp in a campsite in Yuen 
Long. The camp was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a 
church which invited approximately 5 westerners from the U.S.A. This 
unforgettable camp started with a series of ice-breaking games, in 
which students had lots of chances to interact with the westerners. 
They practised English and they did have fun at the same time. The 
atmosphere was very pleasant and it was full of laughter.

Within these three days, students could learn lots of vocabulary 
and pronounce the words through songs. The songs that the 
participants sang beautifully were Christian songs, for instance 
“Amazing Grace” and so on. Some students asked to sing the 
songs again and again. As the songs were so nice, students asked 
the organizers for a CD with all the Christian songs. I do know 
that students have uploaded some students’ performances on 
Facebook. Now we can recall the happy time whenever we like.

I am now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At 
the camp,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collaborating 
with each other to perform a drama about long-lasting classical 
stories from the Bible. Students showed their creativity in making 
props for the drama show. The shows were so impressive that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another English camp in the 
coming summer holiday. It was definitely a memorable tim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Summer English C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