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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對香港特色學校作多

方面的了解，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於1月

10日下午2時30分蒞臨我校參觀督導。期間

局長與校長、副校長、教師、學生作親切晤談及

巡迴參觀上課情況。

吳局長在杜葉錫恩校監致送紀念品後，與吳道

邦校長及老師晤談，局長認同我校的校本課程，皆符合

青少年心智發展及需要。如初中級的領袖才能及公眾演說訓

練，電影與戲劇課程具有特色。此外，我校所開設的多元高中科目及經常參與的港外

交流活動，能夠擴闊師生視野，對學生升學及就業有一定的幫助。

稍後，吳局長與我校融合教育關注組的容達君副校長及李碧茵老師懇切晤談。李碧

茵老師述說我校推行融合教育相關政策之安排，局長嘉許我校接受培訓的老師比例已超過

教育局所規定的百分之十。加上每一學年開始前，融合教育組都會在教職員大會中簡述相

關政策、支援策略及融合生名單；同時讓有經驗的老師分享教導融合生的心得，使前線老

師獲得充分的準備，繼而令融合生接受到恰切的輔導。

接著，吳局長參觀了設計與應用科技科以及戲劇與電影科的上課情況。在設計與

科技室中，吳局長對模型設計及機械人製作感到興致盎然，更與同學在電腦界面

上即席將設計成形，與師生分享設計心得，盡顯平易近人性格。

在禮堂中，吳局長參觀中一戲劇與電影科上課，由容達君副校長及梁亦豪老

師授課。課節內容是教授同學拍攝月餅廣告，指導同學運用多元化的拍攝技巧，

包括燈光的運用，由同學擔當導演，藉此培訓同學的領袖才能。吳局長參觀之

後，認同課程的理念和方向，課堂活動能夠提升同學的領袖及創

意才能，同學亦能夠發揮創意。吳局長最讚賞的是 : 課程的

多元性和具啟發性，同學十分投入於課堂學習。

就學校整體而言，吳局長讚賞校舍整齊清潔，課程

具多元發展及特色，學生表現得體，亦勇於發表意見，

他與師生有融洽的交流。特別是升旗隊及應變支援隊，

訓練有素，隊容鮮明。而家政科同學烹製的茶點美味

可口。

下午4時15分左右，吳局長在應變支援隊列陣

歡送下離開我校。

教育局吳克儉局長蒞臨我校巡視
  與校長教師學生就教學及其他問題交流意見
    讚賞校園整潔課程具多元發展學生表現得體

吳道邦校長   林偉亮主任   梁亦豪老師

杜葉錫恩校監
致贈紀念品予吳局長

吳局長與吳校長交流意見

林偉亮主任向吳局長匯報
融合教育相關情況

李碧茵老師向吳局長匯報
融合教育進展情況

容副校長向吳局長
表達對融合教育的看法

曹美嫻老師向吳局長匯報
輔導組工作情況



新高中學制推行僅有數年，我們中三級的一輩同學對此制度

認識不深，對前途亦感到迷惘。得知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將蒞

臨我校，並與我及其他幾位同學會面，我感到興奮不已，因為

可以即時向他提出問題。

1月10日下午，我們在M25室與吳局長會面。首先有一位高年班的師兄問及

我們都很關注的問題：新高中學制推行之下，中學生有甚麼出路呢？吳局長清

晰地說明了新高中學制的細節，並介紹一些較少學生選修的科目，而這些科目

對日後就業有一定的幫助。其後我提出問題：如何減低教科書的售價？吳局長

指出即使將教科書分拆出售，也不能減低其售價。他鼓勵學校實行電子教學。

電子教學不但使教學有嶄新的模式，更能解決教科書售價昂貴的問題。

經過與吳局長的晤談，我明白到教育界許多問題，不是一時三刻可以

解決的，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規劃。

吳局長參觀中六級設計及工藝科
校本評核的模型製作

吳局長（左二）與嘉賓（左三及四）
使用電腦設計模型 同學向吳局長耐心講解製作模型的步驟

戲劇與電影科——導演指示燈光師
運用左右側燈均勻演員臉光，拍攝近鏡。

戲劇與電影科——學生使用「推拉」鏡頭
拍攝廣告短片

戲劇與電影科——導演與攝影師研究分鏡表；
燈光師利用反光板增補演員臉光。

梁亦豪老師向吳局長講解
課程內容及發展方向

應變支援隊以步操歡送吳局長 吳局長揮手道別

  鼓勵新高中學生透過選科開拓前途
    主張電子教學解決教科書昂貴問題

3A  余家因

本文作者
3A余家因

吳局長與師生晤談

6F湯柏軒發表意見

盧維新老師向吳局長介紹激光切割機

李慧娟副校長帶領吳局長巡視校園

吳校長及李慧娟副校長歡送吳局長

5A鄭傳殷表意見

教育局吳克儉局長與同學懇切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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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敬愛的校監杜葉錫恩博士 (Mrs. Elsie Tu )，1913 年在英國紐卡素 (Newcastle) 出生，今年她將踏進百歲嘏壽。

杜葉錫校監於 1950 年代來到香港定居，從事教學工作。1954 年與杜學魁校董及戴中校董在老虎岩區啟德新村創辦慕光中學 (1956

年易名為慕光英文書院 )，其後發展為慕光教育機構。1963 年至 1995 年，校監出任市政局議員及立法局議員期間，透過傳媒力量影

響港英政府正視貪污問題，促成廉政公署的成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校監一直為香港草根階層爭取權益，為普羅大眾伸張正義，

並著意向政府要求改善教育、醫療等民生政策，對香港貢獻良多。

校監的無私奉獻，使慕光的莘莘學子有機會在充滿關愛的校園成長。因此，我校的校友會、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及我校的師長誠

意地為校監舉辦壽宴，稱為「百子薈」。「百子薈」訂於 5 月 31 日晚上 7 時正舉行，席設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餐券每張售優惠價為

280 元。餐券收入扣除開支後，餘額將全數捐贈杜葉錫恩教育基金；該基金的成立宗旨是向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基本需要及經濟支援。

除了美酒佳餚，「百子薈」更有精彩的歌藝匯演，並即場贈送精美特刊予所有參與的嘉賓。承蒙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應邀蒞臨主

禮，為盛宴增添光彩。「百子薈」歡迎所有畢業校友、教師、家長及校外人士參加。訂購門券的方法非常方便：直接向本校潘明傑老

師查詢。相信「百子薈」舉行當晚，定必是嘉賓雲集，歡騰洋溢，蔚為城中盛事。同學們，我們期待你能與家長一同參與盛會！

畢 業 三 十 周 年 校 友 晚 宴 圖 片 集

2009-2013 年（農曆年初三）新春團拜盛況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應邀主禮為盛宴增添光彩
餐券優惠價每張280元請速向潘明傑老師訂購

校友會承辦百子薈慶賀校監百歲嘏壽

潘明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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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久的家長教師會周年晚宴在2013年1月10日晚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頂樓的

煌府大廳舉行。當天晚上六時開始有家長抵達現場入席，是晚有很多嘉賓、家長、學生出

席。為了凝聚昔日一同參與過本會的校友家長，我們邀請他們到來讓他們可以分享晚宴的

歡樂。

為了加增氣氛，大會安排在煌府大門門口讓嘉賓拍照留念。大會亦在入口處增加了棉

花糖、朱古力士多啤梨給來賓享用，來賓既興奮又滿意，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安排。

節目以祝酒開始：校董會主席魏俊梅先生、吳道邦校長、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

奚炳松先生與本會家長委員及教師委員一一上到台上，向台下的老師、家長、學生祝酒，

祝福他們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祝酒結束，煌府的侍應送上晚宴的佳餚美食。伴隨享用美食的同時，由家長委員帶引

一連串精彩遊戲：

1. 貼瓜子：將瓜子貼在面上，看誰貼上最多。

2. 疊杯：把36隻杯疊起，然後再收起來。

3. 執筆：把鉛筆放在手背上拋起，並在空中把筆拾回，逐次增加鉛筆數目。

4 . 吹杯：先把汽球吹起，然後再放氣，利用噴出的氣吹走膠杯。

家長、學生和老師們在遊戲中玩得非常投入，相信大家可以從相片中可以得知。節

目的另一個重頭戲是抽獎，大家小心翼翼聆聽中獎號碼。當晚的獎品有不少是由校長及

校董會主席大力捐贈，大會亦撥出不少作為獎品，獎品非常豐富。當晚寒流襲港，剛巧有

參加者在抽獎中了一個電氈子的獎品，大會選購的禮物非常合用吧！

是次晚宴跟往年有很多不同之處，最大的分別是由自助餐轉成中餐，而且沒有表演節

目，卻以遊戲來替代，我們發現氣氛卻比往年好得多。回想籌備過程中家委們在百忙中抽

出寶貴時間構思節目內容、打點禮物、進行場地堪察……樣樣做得一絲不苟，而且工作效

率非常了得，我們的家長確實在親身參與家教會工作上，可算盡心盡力！

家長教師會周年晚宴家委悉心籌劃效率佳
菜餚美味獎品豐富精彩遊戲嘉賓投入參與

莫啟源副主席

豐富的餘慶節目

大抽獎

飯宴

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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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馬屎洲地質公園

家長教師會專頁 3

3月17日是一年一度親子旅行日，亦是家長、老師、學生一同歡聚暢遊

的好日子。是次旅行主題為綠色生活，希望藉此帶出歡樂、健康的訊息，讓

家長、老師和學生暫時走出日常生活的繁忙，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氣息，煥發

身心。

早上我們到了天水圍綠田園，走進郊區，泛舟小湖，暢遊攤位，歡樂之

聲四處皆聞。我校更獲特別安排，觀賞難得一見的魔術表演，魔術師一雙巧

手、結合生動的言語、靈活的動作，幻化成叫人拍案叫絕的表演，在場各人

無不熱烈歡呼鼓掌。還有一位同學受邀上台協助表演，配合魔術師的精彩演

繹，叫魔術表演更見難忘。

稍後我們前往嶺南大學午膳。甫進大學校舍，彷彿嗅到一陣陣的書卷味，加以嶺

南大學優美庭林園景，眾人紛紛拍照留念。一個個發自內心的笑容，皆攝進手機、照

相機中，變成美麗的回憶。大學飯堂早為我們預備好自助午餐，各式美食應有盡有，

經過一朝的舟車勞頓，大家已飢腸轆轆，但取餐時都井然有序，很快便能取得自己所喜

的美食；期間還有抽獎，無論獲獎與否，眾人笑聲都滿溢於飯堂，為大家的旅程錦上添

花。

最後我們到達大埔的三門仔，為進入馬屎洲自然教育徑的門檻。沿路所見的村屋幾

乎也不關上家門，孩子在門外玩耍，老人坐在門外椅上談天說地，饒有《桃花源記》中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純樸情懷。漫步山路上落，極目遠望，海天一色，數艘漁船

緩緩駛過，恬然得叫人心曠神怡起來。

旅行只是一個過程，難忘的是眾人的相處，不論是親子還是師生，加以接近大自

然，都能讓大家有一個「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美好感受。

吳家欣老師

於嶺南大學享用自助餐

大抽獎
參觀奇趣農莊及魔法學園

大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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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8日，學校推廣組一

眾老師來到了藍田聖愛德華小學，路上

遇見幾位小學生向我點頭，並對我說：

「老師，我記得你，我曾參觀慕光英文書院，我很喜歡！」這一刻，我

以身為慕光的老師感到欣喜……

回想上學期10月至12月，學校推廣組舉辦了中文輸入法比賽及評級、數學遊

蹤、三次中學巡禮、直資巡禮等活動，老師們不辭辛勤，因為我們都秉承著校監杜葉錫

恩博士的教育理念——「教育是呼召」，以能夠在觀塘區為大眾服務具有意義。校

監多年來對教育的堅持、校長對教學的熱誠、慕光同學在公開試出眾的成績，

以及課外活動的百花齊放，都是推廣組最想顯揚出來的。

聖愛德華小學的禮堂中，有很多友校都前來設置攤位，我校的攤位是由數

學科提供的兩大慕光數學「國技」，分別為「立體齊齊砌」及「創意T字尺」。我們希望透過

遊戲把數學當中有趣的思維帶給小學生，而同學完成遊戲後都會得到精美的文具或小禮物一

份。不少同學獲得禮物後仍留在我們的攤位玩數學IQ遊戲。最令我們感到欣慰是很多小

六同學都想成在下學年成為慕光的學生，可見是次活動十分成功 !

學校推廣組也在此再一次衷心感謝 : 校方的全力支持，數學科在設

置攤位的付出，林裕生老師、歐健中老師及李碧茵老師的幫忙。

身為慕光英文書院的一份子，我感到驕傲的同時，也肩負

了傳承慕光校訓的責任，我們一起加油吧！

聯繫社區建友誼4

學校推廣組秉承校監「教育是呼召」理念舉辦活動

中輸比賽中學巡禮數學遊蹤成功促使學童報讀我校
鍾志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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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林靜雯   4B 許維鑫

　　本學年中，中國歷史科在不同日期舉辦了多元化的活動，計有校外參觀、中三級常

識問答比賽、有獎攤位遊戲等。由於獲得老師及同學的協助，所有活動進行暢順，成功

達成增進研習趣味及擴闊知識領域的目標。其中以參觀「秦始皇永恆國度」及觀賞《都

是龍袍惹的禍》，同學的感受最為深刻……

2012年11月5日星期一，我們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秦始皇永恆國

度」。當中最令我們難忘的景區，就是頂部有十多個投射器照著兩邊的螢

幕，播放著有關秦始皇陵墓的考古工作，亦有挖兵馬俑的情景，秦統一六

國……場面非常壯觀。接著，我們參觀了很多秦朝的文物：建築物、武

器、飾物、日常用品、刑具等，它們造工精緻。其後，我們參觀兵馬俑實

物——文官、武將及各式各樣的兵馬俑，表情維肖維妙，十分傳神。原來

兵馬俑本來是有顏色的，不過後來因為俑上的顏色受侵蝕影響，以致顏色

褪去了。最讓我們驚訝的，就是可以看到其中一個臉上仍然有點顏色的兵

馬俑；看到這些色彩，我們感到看見真人一樣。此次參觀，令我們眼界大

開，得益不少最後。我們在驚嘆二千多年

前能夠製造工藝精湛器物的同時，也看出

秦始皇的野心和欲望很大，因為他在生前

為自己組織一批軍隊，目的是要統治他的

地下王國，再續他的永恆國度。

總括而言，參觀看了這次展覽，令我

們對秦始皇相關的歷史有了新的認識和了

解，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少兵馬俑出土時
也是支離破碎的

戰國時期不同國家的貨幣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的工具

博物館利用科技投射
不同形象到兵馬俑

連場內的指示牌也改為
兵馬俑公仔

同學都有興趣參與
互動遊戲啊

我比兵馬俑更英偉場外有可愛的Q版兵馬俑

巨形3D畫，你感受到兵馬俑的宏偉嗎？ 過百人一起參觀，何其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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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黃玉敏

中史活動展繽紛 7

　　3 月19 日，中五級選修中史科的同學前往香港藝術中心觀看話劇《都是龍袍惹的

禍》，故事是以清朝慈禧太后和安德海等人物為題材的宮廷戲。該話劇並非純粹地把

歷史搬演，而是導演為我們打開賦予幽默和現代化的視野，甚至有一幕現場炒「宮保雞

丁」。此外，恭親王與同治帝在戲劇中大講英語。全劇生動有趣，顯現了劇中人物各自

獨特的生存狀態，為話劇增添姿彩。歷史與現代結合，給我們帶來煥然一新的感受。

　　劇中演員均發揮著各自飾演角色的特色，如馬小玉的呆頭呆腦胡亂說話卻可愛。不

得不提的還有一群飾演宮女、士兵的演員，他們的演出是同樣是維妙維肖。此劇的故事

具創作性和趣味性，把戲劇帶到一個全新的境界，引導觀眾不斷探索，我們獲益不少，

也對清朝末年的歷史有產生更多的興趣。

《都是龍袍惹的禍》觀後感

有獎攤位遊戲

中三級常識問答比賽

未看話劇前已先興奮!

官方海報已看出其幽默!!

考你眼力 考你記性 考你合作 考你牙力

首輪比賽﹕必答題 進入決賽的班別﹕3B、3D、3E

台下同學都有機會參與比賽 冠軍﹕3D 亞軍﹕3E 季軍﹕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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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

教育

活動

活動目的：
 讓學生了解
 毒品的禍害
 及預防濫用
 藥物的方法

午間電台
活動目的：
讓學生明白自律自重
的重要性及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

校園

電視台
輔導組的

「自律自重補
習社」

訓導組的

「風紀提提你
」

多元化活動
輔導組 協助學生架建

彩虹

校園電視台正
式啟播

校園電視台吸
引不少同學

風紀鄭傳殷同
學與大家分享

感受
粉墨登場的

輔導組葉柏豪
老師

謝謝各位演出
同學

方嘉敏老師與學生攜手合作主持午間電台

同學用心準備和主持

不少同學也參與分享

同學投入參與禁毒攤位

同學積極投票麥兜分享 感謝晨曦會和麥兜

禁毒宣傳早會盛況

禁毒短片得獎同學
演出優秀的同學

講座花絮

中二級禁毒宣傳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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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had seven days left living in the world, …
5F   Lo Yat Sing, Sing

What is it? A beam of light brightens my heart with warmth and enthusiasm.
“My son, you did well in the past seven days. Before opening a new page of 

your new life in a new place, let me revisit the most impressive memories of your 
final seven days,” someone said in an affectionate voice.

“Who are you?” I thought.
“The Father of Humanity,” the voice replied and grabbed my hand.
The light is getting brighter and brighter. Slowly we walk along the journey of 

life and look back on those 7 days …
Where am I? Ah, I remember, I just arrived at the racecourse which was built 

for the retired king of hors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walked and looked around 
until I saw him – Silent Witness, the King of Horses from Hong Kong. Silent Witness 
had won seventeen races in succession, encouraging many Hong Kong people to 
fight to the end in a time of difficults such as SARS. Looking at his eyes, I was 
totally touched by his inspiring past performances. I couldn’t control my hands 
anymore. Then I put my arm around his neck tightly and told him in a whisper, 

“It wasn’t until I saw you that my dream of being a jockey came true, thank 
you!” 

Hearing my heartfelt words, Silent Witness gently swept his head towards my 
face. It seemed that he understood my words and feelings.

The time with Silent Witness was absolutely enchanting for me. 
I love you, Silent Witness!
“You travel for your dream, not for gladness or amusement. I appreciate you,” 

said Father.
Illuminated by the beam of light,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appeared before 

my eyes.
Where am I? I can smell a “successful odour”. Ah, I remember I was trying 

to overcome my aversion to smelly tofu, the most disgusting food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I bought the smelliest one and held it close to my nose, then took a 
deep breath. 

WOW! The smell felt like a person’s bad breath when teeth haven’t been 
brushed for a month.  What a horrible odour! It almost killed me! Very soon, I 
summon up all my courage and take a bite, my eyes filled with little tears. Wow! It 
was as delicious as hamburgers, pancakes and toast with butter. It was definitely 
the most delicious tofu I had never before had the courage to try. I was finally 
brave enough to eat such a disgusting food. For me, it’s a personal triumph. What 
an amazing day!

“Others tried to eat something they enjoy, to satisfy their appetite, but you 
tried something you hate in order to overcome one of the obstacles in your life. 
Great job!” Father said with laughter.

The beam of light twisted again. I see the most touching scene where I took 
away my hatred towards my sister who had hurt my family.

I was holding my cell phone at home with the final deadline of my life 
approaching. I was still considering if I had to phone my unscrupulous sister or 
not. A long time ago, she abandoned her studies and stealthily married a rascal 
who was one of her fair-weather friends. My parent’s hearts were broken by her 
deed of impiety. I hated her so much.

After long consideration, I finall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have the “last 
dinner”. 

My mother burst into tears when she saw my sister. My sister burst into tears 
too. From her sincere tears, I knew she had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he 
is now a responsible mother to her five-year-old child. That really surprised me!

Five years had gone by. Now, we reunited again. During the last dinner, I 
understood it was the time for me to let go of my hatred towards my sister.

Precious moments always fly! Looking at the clock, there were only three 
minutes left in my life, but it didn’t matter at all. I had already had the most 
amazing seven days.

“Time is always enough, love is always there. These seven days are much 
longer than the sixteen years you had. You’ve really done much more than before. 
Enjoy your new journey!” said the Father of Humanit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I set off for a mysterious journey with a smile…
I love my life, I love my sister, I love every one!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1

F.2

F.3

F.4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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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2 
Network Speaking Day
O n  2 3  M a r c h ,  4 0 

students f rom Form.2 
participated in a “Form 

2 Network Speaking Day” with 
Mr Kam, Mr Chan FS, Mr Chan KC, 

Mr Tsang and Mr Ngai. Students 
first had a chance to sing “Shining 
Friends” and enjoyed a short musical 
performance from the well-known production 
of “The Lion King” in the school hall of ELCHK Lutheran Secondary 

School in Yau Ma Tei. Students were 
then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nd took part in different games 
conducted in English. Students 
had a great time and they had an 
opportunity to apply what they had 
learnt in the English games, as well 
as make friends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econdary schools.

An enjoyable 
moment with a guest from 
the Philippines

Form 3A

Mr Mark Qujano is a singer from the Philippines who came to meet our Form 3A students recently. 
He sang songs with us as well as shared his stories about his own personal growth and past adventur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Mr Qujano is a Christian and has believed in Jesus Christ for more than 15 years. He has been 
to various countries providing free services for people in need. At the end of his visit, he presented us with a copy of 

his latest album.

Outdoor
English Activities
– Flea Market

1D  Tang Ching Yi, Shirley

On 10 March, 30 Form 1 students went 
to the Flea Market at Kowloon Park with Mr Kam, Ms Wai and Mr Ngai.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visited a flea market where all the 
profits would be for charity. We all needed to speak English because all 
the stallholders couldn’t speak Chinese.

When we arrived, some staff invited us to sing songs with them. It was 
so interesting. We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re were many stalls selling different things such as books, DVDs, key 
holders, posters, stationery, photo frames and many other gifts. I think all 
the goods were donated by very generous people. We went to every stall 
to look for things we liked.

There were also game stalls. We played guessing games, card games 
and chess. The stallholders would give us a stamp if we won. 

This was a good activity because we enjoyed ourselves and we 
spoke English all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