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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浩斌校友分享應試策略
1.	紓解壓力：緩解壓力可以透過分散注意力，從而令壓

力減少，例如做運動、聽音樂等。同時，亦都要追溯

壓力的來源，才能治標及治本。

2.	訂立目標：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優先處理尚未達標的科

目，然後集中讀好幾科進步空間較大的科目。

3.	請教師長：目標明確以後，多徵詢老師的意見，協助

你制定出一套完整而有效率有系統的考試策略。

4.	適度休息：長時間溫習會令效率下降，感到大腦疲憊

的時候不妨休息一下，待養精蓄銳後再繼續努力。

請你相信，你當下所能掌握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足以

改變你的將來。把握往後的每一天，別再為曾經虛度過

的光陰患得患失，共勉之。

黃欣妍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

曾子鋒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

彭凱琪
香港公開大學
專業會計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

何詠儀
香港公開大學
專業會計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

林金枝
香港公開大學
專業會計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

李曉敏
香港教育學院

科學與網絡科技
學士

冼浩斌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

劉雅絢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榮譽）
學士

黃浩輝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
藝術榮譽文學士

石家俊
香港公開大學
動畫及數碼特技
榮譽藝術學士

黃詠琛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
藝術榮譽文學士

上學年6F班主任葉翠玉老師分享
「我明天到科大註冊！」

「我終於踏進中大之門了！」

「太棒了！浸大取錄了我！」

手機不斷傳來一個個喜訊！這是由無數汗

水、心血換來的成果，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誠

然，在三年的班主任生涯中，你們有起有跌、

有失意沮喪之時，然而天資並不是決定成敗的關

鍵，而是你們孜孜不倦、屢敗屢戰、鍥而不捨的

精神！這正正是慕光師弟師妹必須學習的。

別了！親愛的中六小寶貝！離開母校，展開

你們人生的新一頁吧。記著！慕光的大門永遠歡

迎您們！

慕光11名2012-2013中六畢業生
文憑試成績優異升讀本港大學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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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畢業生  陳同學

多年前，有幸從杜葉錫恩校監和杜

學魁校長身上學習到不少知識及道理，

令我一生受用。非常榮幸能夠參與杜葉

錫恩校監於5月31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舉行的百子薈盛宴，見證她歷史性

的一刻。在此祝願校監身體健康，生活

愉快。

1987年畢業生  吳小姐

自畢業後，因工作關係，未能時

常抽空回母校，差點兒忘記了慕光校

服的式樣了。百子薈筵開80席，許多

嘉賓、校友及同學蒞臨參與。當晚我

看到許多學妹和學弟們身上的校服，

牽起了我無限的回憶。那些年，真高

興能成為慕光的一分子。

百 子 薈 晚 宴 程 序

1.	 杜葉錫恩校監及主禮嘉賓進場

2.	 切餅儀式

3.	 主禮嘉賓致辭

4.	 杜葉錫恩校監生平簡介

5.	 慕光英文書院學生舞蹈：香江慕恩

6.	 嘉賓分享

7.	 百子薈

8.	 杜葉錫恩校監致辭

9.	 慕光英文書院校歌獻唱

10.	慕光英文書院校史分享

11.	祝酒

12.	慕光英文書院啦啦隊表演

13.	那些年我們在慕光一起走過的日子

14.	百子薈執委致謝

升旗隊進場，為盛會揭開序幕。 杜葉錫恩校監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進場

盛會司儀——
周敏珊老師、金禮賢老師

所有主禮嘉賓在台上合照

杜葉錫恩校監與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融洽交談

杜葉錫恩校監致辭

杜葉錫恩校監親自分切蛋糕

盛會難逢，校友來張合照。

場面熱鬧，濟濟一堂！ 唐冬明校友校史分享

校友女兒鋼琴伴奏 校友高歌一曲 舞蹈演出 : 香江慕恩

百子薈萃  祝嘏稱觴  溫馨熱鬧  樂韻飛揚

杜葉錫恩校監百歲壽宴九龍灣展貿舉行千人歡慶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及其他嘉賓蒞臨主禮顯摰誠



為了迎合社會需求及貫徹教育理念，我校於本學年在中

一級推行嶄新的教學模式，主要設施有：(1)1A班以全英語授

課，任教該班的教師大部分具有碩士學位。(2)除了一般性科

目外，特別開設戲劇與電影、領袖才能與公眾演說科，目的是

啟導學生在演說、藝術及領導方面的潛質。(3)一人一體藝計

劃，所有中一級學生必須選擇一項體藝性質的活動，目的是培

育體育和藝術人才。

自九月開學以來，中一級嶄新的教學模式取得良好的進

展，而中一同學亦有正面性的回饋。

校刊編輯組

全英語授課班     碩士級教師    具特色課程    一人一體藝

中  一  級  科  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綜合人文 綜合科學 中國歷史

設計與科技 科技與生活 視覺藝術

戲劇與電影 普通話 體育

領袖才能與公眾演說

一  人  一  體  藝

爵士鼓班 結他班 小提琴班

大提琴班 話劇 鋼琴

欖球 單車 花式跳繩

足球 乒乓球

迎 合 社 會 需 求   貫 徹 教 育 理 念

慕光中一級推行嶄新教學模式綻放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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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加 入

慕 光 大 家
庭

1A

1B 1C

1E1D

培 育 體 育 人 才

本學年中一各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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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7日晚上是家長教師會舉行

週年大會的日子。是晚有百多位家長出席此

次大會。此次大會較以往提早兩個月舉行，

參加的家長較往年多出一倍，可見不少家長

是非常關心兒女的學習與成長，所以他們願

意放棄一個美麗而又可以一聚天倫樂的星期

五晚上，來到學校跟老師聚會。

是晚大會目的如下﹕

一、通過2012�2013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二、通過2013�2014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三、頒授獎金予學業成績優異同學

今次大會的程序進展流暢。容副校長

的致辭十分簡潔，又能清楚扼要地把本會過

去的工作一一呈現各人眼前。另外領獎及接

受陳老師訪問的黃欣妍同學自信地敘述她的

中學生涯及讀書心得，在座的家長對黃同學

的表現十分滿意，相信可以在家長心目中產

生一個強而有力的正面作用。黃同學訴說：

「給予學生自由度，讓學生有所發揮。」相

信這話可以讓家長有所參考。當年青人有正

確不移的價值觀的話，憑著信任和支持來讓

年青人成長，肯定會有好效果。

另外，是晚的家長組開學禮<我和老師

有個約會>亦十分暢順，家長亦可按需要跟老

師傾談。今年蒞臨的中一生家長很多，其他

級別也不少。與以往安排相同，中一家長跟

班主任在教室傾談。其他則留在禮堂與老師

會晤，彼此在融洽氣氛下說出同學們在家在

校的情況。我們肯定經當晚有出席大會的家

長、老師及同學三方面都有更深刻的認識。

家長教師會是家庭與學校的橋樑，家

校合作可以共同為子女成長作出具體貢獻，

我相信我們是做到了，當然我們更要繼續去

做，做到最好！

最後借此機會向各位老師說聲多謝，老

師們開學一個月，馬不停蹄地默默耕耘，身

體本來已很疲倦，但依然願意捨棄寶貴的星

期五晚來跟家長見面，聆聽家長的細訴，點

出同學們的問題所在，家長們十分欣賞老師

的奉獻精神。

但願本年同學的成長繼續正面地發展。

大會準時七時開始

何美鳳主席致辭容達君副校長致辭

陳發成副主席主持通過2012--2013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莫啟源副主席介紹並通過2013--2014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是晚大會有約近二百人參加 優異同學黃欣妍
分享讀書心得及家庭支援

何美鳳主席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黃浩輝同學

容達君副校長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冼浩斌同學

李慧娟副校長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曾子鋒同學

李慧娟副校長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黃詠琛同學

家長教師會  莫啟源副主席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通過工作報告及財政預算

百餘家長出席同場頒發獎金予升讀大學眾同學

何美鳳主席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黃欣妍同學

容達君副校長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劉雅絢同學

李慧娟副校長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葉嘉玲同學

容達君副校長頒發獎金予
升讀大學石家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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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一刻——2013年5月26

日上午10時30分——終於來臨了！

我與其他中六同學都異常興奮，

因為這一刻是我們奮鬥六年的總

結——畢業典禮。

音樂響起，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其他嘉賓、校

監、校長及老師徐徐步入禮堂，迎來就是一陣熱烈掌

聲。大家入座後，五星紅旗在台下緩緩地升了起來，繼

而由我們高唱熟悉的校歌。

接著的程序是：吳校長在講台上致歡迎辭，主禮嘉賓之一

的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九龍）徐啟祥先生致辭。徐主任以個人

經歷說明珍惜機會是成功的要訣，鼓勵畢業生努力開拓前途。其

後，徐主任頒發畢業證書予中六同學，這亦是師生們欣喜的一

刻。為了表達對母校師長的栽培和愛護感謝之意，6F班的黎嘉盈

同學代表所有畢業生致謝辭。多位主禮嘉賓向畢業生頒發模範生

和成績優異獎後，再由6A班吳承宇代表畢業生致贈禮物予母校；

吳校長亦致送紀念品予各主禮嘉賓。畢業典禮最後一個環節是由

畢業生獻演的鋼琴獨奏和大合唱，禮堂中樂韻悠揚，為莊嚴的典

禮添上溫馨的氣氛。

畢業典禮結束，但也是希望種子的萌生。在此，我衷心祝福

所有畢業生前程錦繡，讓母校培育桃李滿天下，成為社會的棟樑。

主禮喜賓進場 升旗隊進場

吳道邦校長致辭 教育局徐啟祥首席
教育主任(九龍)致辭

校監接受獻花

主禮嘉賓齊集台上

6F班黎嘉盈
代表全體畢業生

致感謝辭

典禮司儀：
凌潔真老師、
金禮賢老師

6A班領取畢業證書 6B班領取畢業證書

6C班領取畢業證書 6D班領取畢業證書

6E班領取畢業證書 6F班領取畢業證書

畢業校友 陳家聲

教育局徐啟祥首席教育主任（九龍）蒞校主禮
頒發證書並以個人任職經歷勉學子珍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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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觀塘)丁淑雯女士
頒發獎項

國外嘉賓Miss Partricia Smurthwaite
頒發獎項

國外嘉賓Mr. Conlin Smurthwaite
頒發獎項

校董會主席魏俊梅先生頒發獎項 家長教師會榮譽顧問潘惠芳女士頒發獎項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容華鳳女士頒發獎項

校友會主席潘明傑先生
頒發獎項

6A班吳承宇代表全體
畢業生致送禮物予母校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徐啟祥先生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丁淑雯女士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魏俊梅先生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潘惠芳女士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容華鳳女士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潘明傑先生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Miss Partricia Smurthwaite

吳校長致送紀念品予
Mr. Conlin Smurthwaite

畢業同學表演鋼琴獨奏 司儀訪問表演同學 畢業同學表演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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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潔真老師

「規劃我未來，實現

我夢想！」各位中六同學

在迎接畢業在即的喜悅時，

也將要面對前路的抉擇。作為老師，我

們希望大家當面對這個人生轉捩點時，

為你們提供足夠的資訊，讓你們有更

多計劃和憧憬。本校舉辦是次台灣升學

交流團之目的，除了希望同學更準確掌

握自己的學業水平，從而善用時間為考

試作好準備外；更希望能讓你們更了解

台灣不同大學的特色及了解大學生涯的

意義，為日後的出路作更好準備。最後

寄語各位應屆高考生的你們，必須要擁

有壯闊的胸懷，更要擁有大鵬之志。那

麼，無論你們志在何方，他朝何去何

從，都能闖出新天地。最後祝願你們能

在學習過程中有所成就，建立屬於自己

的豐盛生命！

扈小潔老師

感恩、感激、感動！在六月悶熱的

天氣下，感恩我們幾乎一百人的台灣

升學參訪團可以順利完成。感激我的隊

友，對學校、學生和我無限量的支持和幫忙。學生

超優異的表現，全因有你們無比的關懷及用心的經

營。感動看到學生的改變。這四天的行程後，你們

那專注聽講的樣貌真的使我動容。

 2013年6月24日至6月27日，在吳道邦校長的率

領下，扈小潔老師、潘明傑老師、鍾志傑老師、凌潔真

老師、楊敏兒老師、黃家俊老師、廖啟軒老師聯同86

位中四至中五同學遠赴台灣考察4所大學，包括銘傳大

學、逢甲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玄奘大學。

— 台灣文化及升學交流團後記—

寶島學府設施優，聯袂考察廣交流。
拓展升學佳途徑，野視宏開喜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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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志傑老師

有幸成為是次台灣升學交流團的其中一位老

師，四天的旅程令我大開眼界。在香港，很容易就

可以到書店買一本台灣旅遊書，就會知道那處的鳳梨

酥較好或那個景點更浪漫，但人生的大學問，都要親臨其境才是

最佳的指導。

四所不同的大學都讓同學參觀不同的設備，如模擬飛機艙的

課室、酒店課室、完備的大廚房等都對同學帶來書本以外的知

識，作為老師的我，因為眼前見到的完善設備也歎為觀止。

希望這次台灣之旅，同學能夠找到自已的方向，預祝即將畢

業的同學編寫人生的新一頁：大學之路！

「苦盡甘來」的台灣美食

潘明傑老師

談及台灣美食，真是琳瑯滿目，

「吃」不勝收。

味道濃厚且能表達台灣純樸文化的魯肉飯，外

脆內嫩的豪大大雞排最能顯出台灣人做事一絲不苟

精神。還有那個上層鬆軟底層香脆且內裡多汁的地

道生煎包凸顯了台灣和而不同的學習信念。不過，

令我期待已久的可算是蜂蜜白玉苦瓜汁。

大部分苦瓜需要烹調才可把苦瓜的苦味減少，

可是天生奶白色的白玉苦瓜可算是眾多品種中最平

實的一種了。只要把白玉苦瓜窄汁後加上天然蜂蜜

攪拌，便成了我最期待的蜂蜜白玉苦瓜汁了。那種

天然的甘甜味絕對可洗滌我的味蕾及身體。

其實苦瓜很有醫療功效，如除邪熱、解勞乏、

清心明目。可是很多人因苦瓜的苦而對它敬而遠

之，但可曾嘗過它的甘？常言道苦盡甘來，只要細

味苦瓜，大家將發現不同的味道。苦瓜亦像學習，

當大家經過痛苦的階段，便能品嚐不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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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俊老師

「我想讀大學！感謝台灣的大學給我一個機

會！」這是我在台灣聽過最令我感動的一句說話。

遠赴台灣升學的確不會是香港人的首選，尤其

是文化差異的衝突、離鄉背井的痛苦甚至是空調問題都會教你卻

步。可是台灣是個十分的熱情的地方：友善的笑容、熱心的市

民、親切的關係！只要你肯上進、永不放棄、有向著目標直跑的

決心，台灣的大學也會藉著「有教無類」的精神，助你圓夢。

廖啟軒老師

是次的交流，真讓我十分感動。首先，台灣

的大學十分顧及學生的需要，它們的設備良好，

如在洗衣房外加設圖書閣、討論室等，讓等待洗

衣服的學生不會浪費時間。另外，圖書館的設備都是最新的，

也有IPAD可供學生使用。而且台灣一般大學的學費及

生活費較香港的低廉，因此不會構成太大負擔。

第二，台灣的大學較著重技術上的訓練，如旅遊

管理，大學會有一間旅遊公司，讓學生學習使用該系

統，也可讓其他學系的學生訂購機票，十分懂得善用

資源。修讀酒店管理的也會有酒店的房間讓他們實

習，餐飲的更有不同的廚房讓學生上課，可見他們真

的為學生未來工作所需的技術而培訓。

楊敏兒老師

我們的人生總會有不同的轉捩點，作為老師的我

們往往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幫助，為他們的將來未雨

綢繆，主動協助他們尋找人生的目標和轉捩點。這次

到台灣不同的大學進行拜訪和考察，讓同學更瞭解和尋覓不同的升

學出路。在我們的督導下，同學們的表現令我歎為觀止，為他們的

認真和積極感到驕傲。同時感激各位老師與同學的幫助，在整個的

考察團中，你們讓我進步不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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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朱曉晴同學

透過此次台灣遊學團，我最大的收穫是能親自到訪當地了解台灣不

同大學所提供的科目、設施、學習風氣及收生要求，以及台灣人那張友

善的笑臉，令我印象甚深。

另外，台灣的每所大學的學院和科目也非常多，當中讓我感到興趣

的有設計學院、管理學院、酒店或航空課程。這四所大學都分別邀請了

在校就讀的港澳學生來分享他們寶貴的求學經驗，讓我們明白到要實現

理想不一定只局限在香港，只要你還有一份對求學的熱忱，到台灣升學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5B 李卓童同學

通過這次台灣遊學團，讓我見識到台灣的文化宣傳，的確比香港做得更

出色，例如宣揚環保、美化環境、學習風氣等。

以前的我對未來前途感到迷茫，不知道完成中六課程後能否升讀心儀的

大學，但自從參觀台灣的大學後，我發現台灣的大學不但學費低廉、設施完

善，而且課程既有特色且多元化。

5B 張淑君同學

就如當地的師兄師姐所言，只要有心想向著大學之路前進，就一

定要把握每一個機會。另外，這次的遊學團，更使我明確的了解到自

己的興趣是甚麼，亦使我有更大的決心去選擇自己想修讀的科目。台

灣的學生多才多藝，學校環境清幽、設備完善，尤其是銘傳大學，該

校的學生親切有禮，令我印象很深。

5B 原慧妍同學

銘傳大學的校園寬敞，學系也有很多選擇，當中不乏我喜歡的科

目。其中參觀他們學習酒店營運的酒店和日本文化區等，那裡的學生

都非常親切友善，這一點是台灣人其中最大的優點。而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安排以遊戲的方式來認識校園，真是有趣！而該校更設有多種獎

學金讓同學有機會受惠。此外，這所學校更設有馬術的課外活動，非

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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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趁青春留倩影

陶 醉 鼓 浪 嶼 悠 揚 鋼 琴 韻

12 讀書萬卷行萬里

2013年3月27日至30日，我與34位同學在李慧娟、林偉

亮、梁小婉及李仕雄老師的率領下，前赴福建省南部進行考

察……

福建省簡稱閩。閩字最早出現于周朝。「福建」這一稱

呼則源自唐代。我們抵達福建的重要城市之一廈門，品嚐閩

南特色飯菜後，便來到華僑大學。在大學學長的帶領下，我

們參觀了大堂及觀賞簡介大學的片段。華僑大學環境優美，

師資優良，樹木常青，空氣清新，令我們心曠神怡。同學們

細心聆聽學長的解說，他的鼓勵將成為同學們勤奮的動力。

稍後，我們抵達距離廈門僅有一水之隔的鼓浪嶼。映

入眼簾的是鄭成功石像。鄭成功於清朝初年率軍驅逐荷蘭侵

略者，收復臺灣。石像屹立在鼓浪嶼東南端，身披戰袍，手

按寶劍，凝視著波瀾壯闊的大海，守護著福建和臺灣寶島，

它是我國目前最大的歷史人物石像。鼓浪嶼還是培育音樂人

才的沃土，島上鋼琴擁有密度居全國之冠，故而有 「鋼琴

之島」、「音樂家搖籃」的美譽。漫步島上小道，就會不時

聆聽到悅耳的鋼琴聲、悠揚的小提琴聲、輕快的吉他聲以及

動人的歌聲；加上海浪的節拍，令人陶醉。不久，我們踏進

鋼琴博物館，館內陳列了40多具古鋼琴，其中有稀世名貴的

鏤金鋼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鋼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鋼琴等

等，琴聲悠揚悅耳，繞梁三日。隨著陳列品走一遍，我們明

—福建文化及經濟考察之旅後記—

暢遊華僑大學優雅校園

暢遊華僑大學優雅校園  陶醉鼓浪嶼悠揚鋼琴韻
考察客家土樓建構特色  領略菽莊公園美妙情趣

6F  黃嘉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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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略菽莊花園美妙情趣

鼓  浪  嶼  風  光

鄭成功紀念館及雕像

13讀書萬卷行萬里

瞭了近200年鋼琴的演變歷程，深愛音樂的我深深被鋼琴博

物館的美麗折服。其後一眾師生漫步於歐式風格設計的菽

莊花園。園內景觀設計錯落有序，芳草青蔥，小橋流水，

庭閣小巧玲瓏，我們領略了美妙情趣。

 是次的旅程的主要遊覽地當然是土樓。前往南靖和永

定土樓路途中，山路九曲十三彎，十分顛簸，海拔還達到

800米以上，被雲霧遮擋，兩邊樹木，若隱若現，如同仙境

一般。基於空氣稀薄和高原反應，有些師生出現腹脹頭暈

的症狀，幸然獲得老師的鼓勵和照顧。

「天上掉下的飛碟 」、「地上長出的蘑菇」，是對土

樓的恰切形容。南靖區堪稱土樓王國，土樓形狀各異，最

著名的是「四菜一湯」——四個正方形的土樓圍繞著一個

圓形的土樓，寓意土樓家族餐飽衣暖，風調雨順。永定區

的土樓亦是千姿百態，種類繁多，各有獨特的審美客體和

藝術魅力。例如世澤樓是「三堂兩橫式」的組合樓房，構

造特點是在中軸線上、前、中、後堂與軸線兩翼橫樓連成

一體，前低後高。樓頂歇山從後到前，呈五個層次，層層

迭落。屋角飛簷，形如鳥翅，所以又稱五鳳樓。至於以自

然村落為單位，以圓樓為主體形成的方圓土樓群，青山懷

抱，綠水環繞，田園烘托，既壯觀，又抒情，其詩情畫意

和豪邁氣概，讓桌遊人留下許多遐思和無窮的想像空間。

它們與秀麗的山河景色互為映襯，充分表現了樓與山水、

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整個旅程，十分感謝導遊、司機、領隊Winning哥和老

師們的細心照顧，使我們獲益良多 : 我們深切地體會到「海

納百川，敢拼會贏」的福建精神，福建的發展、繁榮有賴

於這精神;社會的安寧、和諧有賴於這精神。此次旅程也

啟發我們要培養寬容的心，實踐仁義禮智，如同土樓的結

構，房間眾多，宗族成員聚居，不分彼此，和諧包容。此

外，我們亦要朝著目標堅持不懈，就像鄭成功先生一心驅

趕侵略者，雖然起初屢遭打擊，但是路不走不有，事不為

不成，最終成為人民英雄。一時失志不必惋歎，一時落魄

不須膽寒，愛拼才會贏。

步出香港機場，我心氾漣漪……

考察客家土樓建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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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 Chan Hiu Lam, 
Rainbow 

Travelling is the best way to widen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s there are many new and attractive things to 

see and do. The year before my graduation, I was so pleased to 
join the study tour to Malaysia. The country and the culture are so 

very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
Throughout the trip, I became more independent and strengthened 

my relationships with my friends. On the tour itself, we visited many 
famous land marks. Of all the attractions we visited, my favorite was the 
Twin Towers. Can you imagine how there can be a green park near such a big 
shopping center in the middle of a busy city centre?  That’s what the Twin 
Towers are like! Besides all the sightseeing, we went shopping and for 
picnics. It was like a paradise for us where we could release our stress and 
take a break. Also, the Malaysians are very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wanting their city to be a green city, with the protection and 

minimal destruction of nature, a priority in balancing a healthy 
city life. Hong Kong could learn from Malaysia, where city 

living includes healthy green spaces so people will 
be healthy as well. That's great news for all 

of us. 

6F Chow Ho Wing, Michael 

The trip was over, alas, all our happiness seemed 
to be gone, but no, I have so many unforgettable memories for 

whenever I look at the photos on my cell phone, I am reminded of 
what a wonderful trip it was. I see myself with my schoolmates in photos of 

Legoland and other beautiful and scenic spots. It was so wonderful!
When I was in Legoland, I hung out there with my English teacher, Mr Kam 

and my classmates. We went on so many exciting rides and took so many photos. You 
would be amazed at the ingenuity of Lego's decorations, like the Lego Twins Towers.  We 

also found the Malaysian people to be passionate about their country and very helpful to 
tourists.

 For me,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was the photo I had taken with 5 birds, called 
parrots, and a snake. It was amazing. The birds were so interesting and picked at my hair 
and sat on my shoulders just like it was a perch and they would fight each other for the best 
position. Luckily, I did not get hurt.

 During this trip, I have learnt some Malay words as well, such as "doju" and 
"kabala".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phrases to argue with others, I think you’d better learn 
these two words! HAHA!! They are really useful!

 There were so many benefits of going on a school tr ip like this, we saw 
wonderful sights, ate delicious food, met interesting people and even expanded 

our language skills. 
Thank you to Mr Kam and all our teachers who took such good care 

of us. If you get the chance to go on a school trip, you must go, as 
you will learn so much and have fun as well.

Travelling  in gree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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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Comson. First I am 
a ‘belieber’. I love Justin Bieber’s songs. 

LG products are my favourite and I want to be a 
computer programmer.     

Comson Or  1A

My name is Sam. I like to 
eat tomatoes and cheese on my 

Pizza and I like to eat meat because it 
gives me energy. 

Sam Wong  1A

My name is Justin. I like Ironman 
because he is so good at flying. The best 

game is Minecraft and I like cameras to take 
photos of my friends.

Justin Kwok  1A

My Name is Marco Ma
My favourite pet is a dog.

Marco Ma  1A

My name is Joey. I like eating 
strawberries because they are 
so sweet. 

Joey Lau  1A

My name is Percy. I like fresh air 
because we need it to survive.

Percy Ng  1A 

My name is Marco. I like dogs 
because they are strong.

Marco Wong  1A 
My name is Kelly Wong. I really 
love dogs, teddy bears and 
strawberries.

Kelly Wong  1A 

My name is 
Sunny Chung 

from 1A.

Getting to know

new faces and future stars
at Mu Kuang

My name is
Ken Hui
from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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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Miss Lee Ka Ki. I teach F.1, F.5 and F.6 this year. 
I like teaching as I like to communicate with teenagers. 

I hope that my students can use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to read and watch films, especially 
comedies.

Hello, everyone! I 
am Mr Kam.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more 
than 12 years and Mu Kuang 
English School is the second school 
I have taught in. Being a teacher is 
my dream job since I like teaching, 
which is a meaningful and challenging 
job. My interests are travelling and 
shopping. When I have a long holiday, 
I like to travel with my friends. The 
place that I enjoy most is Korea,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fashionable 
clothes and pop culture.

I often spend 
my leisure time in 
a range of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cycling, singing, 
watching…. And the one I enjoy most 
is definitely reading. A good book 
can transport me to a different world 
where I can experience adventures 
and explore the minds of others.  
It’s also an outlet for my emotions, as 
well as being therapeutic in relieving 
the stresses of my everyday life. 

Ms Wai

Hi Everyone
I am Mr Shum.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Mu Kuang English School for over 20 years. 
I teach English and in this academic year I 
am teaching F2, F4 and F5. 

My favourite sport is swimming. I go 
swimming nearly every day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It is relaxing and it is good for your whole body. I also like 
watching movies and spending time with my family.

It’s my pleasure to 
introduce myself. I’m Ms 
Ip, the class teacher of 1C. I 
like my job very much because 
I love children and my colleagues are all 
very friendly and helpful.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playing sports as it can make me 
healthier and happier. 

Hi, everyone, I am Miss Lee Yuen Bing, the English 
teacher of 2E, 2BC and 5E.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especially New Age. Music 
helps me relax from the stress of daily life. Here I 

would also lik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songs or films as that was the 
way I improved my English. It is fun! 

I am Mr. Chan.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in this 
school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 have always enjoye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I lik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I have learnt French for a 
few years. I hope I can learn German and Greek in the coming 
years. I also go to church regularly and do voluntary work to help 
other people.

Hi 
I’m Ms Murphy. I’m from Australia.  

This is my seventh year teaching at Mu 
Kuang. I really like living in Hong Kong. I 
like going to Yum Cha in Hong Kong because it 
is better than in Australia.

Getting to know

som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