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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南華中學

    季訊付梓日，炎炎夏日時。

    夏天的太陽如赤熱的火球，照得大地明亮，帶來五穀豐登，標誌著我校這一季的成果。 

    為了提升專業水平，我們多次開放課室，邀請專家學者、友校同工蒞臨觀課。 四月十三日

的一回，迎來了逾百位內地學者；五月十四日的開放，幸得十六所友校近百位同工蒞臨。外賓

的鼓勵是我們的強心針，他們的提點是我們進步的催化劑。

    我們需要外間的肯定，也需要諍友的提點；要有內化的培育，也要適時彰顯核心價值。位

於舊區之內，生於憂患之間，活在貧窮境況，我們的校本課程是讓學生認識貧窮的根源，體驗貧窮的滋味，學習省源節

能的方法，拿出跨越貧窮的勇氣，四旬期「七天貧窮體驗計劃」正是學習的高潮。我們邀請甘寶維神父主持濯足禮，培

養學生良善心謙，期待他們履行「以言以行、服務人群」的學校使命。

校長 心

    我們於三月廿六日舉行了四旬期禮儀。
今年禮儀最特別之處，是邀請了曾赴非洲傳
教的甘寶維神父主禮及證道，並在他的帶領
下，全校十七位教師（包括校長）為二十名
學生濯足，以效法主耶穌基督在逾越節晚餐
時為門徒洗腳的謙卑榜樣，將一星期的宗教
週活動推向高峰。
    在禮儀中，甘神父分享了他到非洲傳教
的原因、所面對的困難及當地人的貧窮苦
況，並勉勵同學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珍惜
自己所有及努力踐行愛德服務。他更特別強
調，非洲人雖然物質上很貧窮，但人人面帶
笑容，證明他們精神上一點也不貧窮，我們
要好好向他們學習知足常樂的精神。

四旬期禮儀

語

林校長帶領老師進行濯足禮

甘神父為同學濯足

家家有教電台訪問

朱耀銘老師
    二月中，收到校長通知，我校有幸獲「家校合作事宜委
員會」邀請出席香港電台《家家有教》中「學校巡禮」這環
節。當校長與我商討，家長代表應是……話未說完，我便忙
不迭提議，當然是我們的家長教師會主席張桂蓮女士啦，是
她目睹著我們這幾年的努力和轉變，也用行動（把她被派往
別校讀中一的兒子轉來本校中二繼續升學）去支持我們，她
是家長代表的最佳人選了。至於學生方面，我和校長心目
中都有幾個人選，我覺得合適人選最好是自中一便在學校成
長，曾親身經歷過南華這幾年的蛻變的。最後，我們選了
彭家英同學，她既符合上述條件，也是我們在「生本自治」
理論下，孕育出來的學生領袖之一，今年她更和幾位同學一
起負責主持每天早上的早會，應變能力和口才均了得，相信
她定能在短短的訪問環節中表達出她心中所思所想。好吧，
就我們這四位吧！
    三月二日之前，我們曾嘗試為這個在「大氣電波中」讓
別人能進一步認識近年的南華的這個難得機會去做一些準備
功夫。幾個人坐下來想想，發覺這幾年發生的事實在太多，
要一一刻意記下來，根本沒有可能。那件事會較重要？我們
不是當晚的主持，不可能左右他們會問些甚麼，結果，思前
想後下，大家最後都鬆了一口氣下來，因為結論是不須要作
任何準備，因為每件事我們都親身經歷過，祗管帶著平常心
去把我們所見和所感受的說出來便可以了。
    三月二日晚上，大氣電波中傳來「嘟！嘟！嘟！
嘟！……家家有教，主持羅曼穎、黃寶財教授……天主教南
華中學！」

家家有教    電台訪問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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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文三語雙周
       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於2月22日至3月5日期間，合辦了兩文三語雙
周，靜態的比賽有徵文比賽、書法比賽及時事評論比賽等；動態的比賽有講故
事比賽、演講比賽及辯論比賽等。其中最難忘的片段有很多，如同學以普通話
主持早會；每級有五班同學在台上進行激烈的兩文三語問答比賽；午間設計了
三個攤位遊戲，低年級的同學均踴躍參加。比賽過後，同學對兩文三語的興趣
都提升不少。

宗教周
日期：2010年3月22日至2010年3月26日

目標：提高校內的宗教氛圍，讓同學藉各
項活動「認識貧窮，關懷別人」

活動：宗教書展、早會分享、攤位遊戲、音
樂欣賞、福傳雜耍、克己午餐等，

而「貧窮」專題早會分享則最令人難忘，
其中4B同學以英文作分享。

Fishie, fishie, please come up!
Let's see what we have

Yeah, you got the right answer!

午間論壇

 午間攤位遊戲

兩文三語問答比賽 辯論比賽

同學興高采烈地參與克己午餐

克己午餐
復活蛋製成品

學生早會分享「貧窮」專題

攤位遊戲（小手工創作）

攤位遊戲（書籤製作）

攤位遊戲（復活蛋製作）

學科周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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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化學活動中親身體驗釀葡萄酒及製作香水
科學雙週攤位遊戲

參觀香港太空館智能機械車製作 生物科活動 解剖老鼠科學雙周
17-28/5    科學雙周活動由綜合科
學、生物、化學、物理四科共同籌
劃，目的為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
知識，同學都踴躍參與以下活動：
中三級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攤位遊戲
立體相製作
釀酒及香水製作
植物標本和書簽製作
解剖老鼠
參觀香港太空館
智能機械車製作
理科書展

活動／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學生姓名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名單（2009-2010）

十七歲或以下女聲獨唱組
冠軍
季軍
優良獎狀

十五歲或以下女聲獨唱組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4A 黃  螢
3B 陳綺玲
3B 吳翠婷  3B 陳  湘  3B 黃美嬋  4B 黃  焰  4E 陳曉虹

1A 劉頴君
1A 陳曼丹  1B 林佩欣  1C 范芷盈  1E 楊麗怡  2D 楊月芬

第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獎狀
良好獎狀

5C 楊夢婷  5E 神麗芳  2A 唐  艷  2A 莫艷玲  2D 招金美
5C 尹  曄  2A 馬佳奇

天主教教區數學比賽 最佳進步獎（第一名） 
4A 林應求  4A 林俊穎  4A 黃梓健  4B 鍾丹妮  4B 雷素泳
4B 甄淑嫻 

第二屆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
(Japan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學生參加M16組別 
排第15時間21分24秒 
中距離  排第12時間40分50秒

3D 林  波 

2010 Alibaba 「年宵絕代商驕」 「最具管理效能獎」四強 4A 歐維維  4B 林寶琪  4C 濮天誼  4C 梁琬炘  4C 黃嘉玲 
4C 黃曉君  4E 盧思羽  4E 譚欣欣  4E 陳曉虹  4E 李淑樺 
4E 黃曉鳳  4E 戴康樂  4E 梁港鴻  6A 何文雄  6A 彭嘉英香港青年協會    創業奇兵之營「宵」有道獎勵計劃 中學組優異獎

HK Catholic Diocesan Secondary Schools Talent Show 2010 Drama - 3rd place 

1B 盧秋行  1B 鍾國基  1E 李灝然  2A 李頌光  2A 廖偉麟
2A 楊栢行  2A 葉永傑  3A 高卓梵  3A 曾英杰  4A 黎奕衡
4B 張佩雯  4B 馮嘉妍  4B 李淑兒  4B 凌慧怡  4B 黃嘉華
4B 謝麗媚

第6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3B  陳綺玲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優異獎 1A 李穎甄  3A 鄭寶欣  3B 黃美蟬  5C 陳順怡  5C 林艷紅

本季校外比賽成績

19-23/4    本學年數學周的主題是「遊戲中的數學」。除數學家展板、書展外，每日午膳時間均有攤位遊戲，包括「河內塔」、「解詩題」、「極速心算」、「智慧環」及「Rummikub」，還有「扭計骰示範」和「魔術表現」，每個攤位都很受同學歡迎。數學周的最後一天舉辦了「Rummikub」大賽，初賽後，由一位中一女生與三位中四男生對決，同學在場打氣，熱烈的氣氛濃罩著整個陰雨操場，最終由4A班王健豪同學勝出。透過數學遊戲去引起學生對數學的興趣，的確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IQ智慧環
Rummikub真好玩

搬來搬去的「河內塔」

詩中有數

齊學扭計骰

天主教教區數學比賽最佳進步獎
（第一名）

數學周學科周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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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rama Activities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Talent Show 2010
Date: 20 January – 20 February, 24 March 2010
Objective:Catholic Diocesan School Talent Show has been organised by HKCDS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Committee annually.
Activities: The scripts were originated from our students’ work in S1 English Drama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atre Space.  

It consisted of four scenes including Lost and Found, Car Accident, Internet Bar and Market Plac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9-2010
Date: 20 January – 20 February, 9 March 201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is to encourag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develop 

drama as a regular co-curricular activity.
Activities:  The events of the Festival will be organized in three phases, including the Training Phase, School Performance  

Phase and Public Performance Phase.

S1 English Drama Training
Date: 5 October – 7 December
Objective: It i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English through basic training provided in the course
Activities:  English and Voice, Speech Giving, Animalization Exercise, Persona Exercise and Skit Exercise.

Adjudicator, the team 
and the principal

Certificates and awards 
presented by Supervisor

Sharing by 1B Chung 
Kwok Kee

Sharing by 2A Lee Chung 
Kwong

Car Accident
Give it back to me!

Lost and Found

Market Place

Hey, how is it spelt 'question mark'Say cheese

Adjudicators and the 

Visit to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
Date: 6 May 2010 (14:00-4:30)
Objective: This activity aims at providing an interesting and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outside  
 classroom.
Activities: Pre-visit activity: Students search and read the materials about the animals and the garden (the map). Some  
 students also planned their visiting routes before they went to the garden.
Visiting the gardens: Fill in observation report, photo taking
Post-visit activity: Share their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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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ward Bound English Day Camp 2010 – Student Sharing
2A So Chung Chu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what I have 
learnt in the Outward Bound English 
Day Camp. Firs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have learnt is that English 
is not difficult. What you need is to 
work hard, then you can learn good 
English. Second, in the camp,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ing was the boat 
race in the sea. When I walked in the 
sea, the water was cool, and it was so 
comfortable. Third,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me was that I didn’t know 
how to swim. Besides, I was scared to 
speak in English with the instructors. 
Lastly, I think that the camp was fun 
and it could help me learn English. I 
have more interest in English after the 
camp.

4B Lam Po Ki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the Outward Bound Camp 
with you. I very much enjoyed it. 
The camp was fun and exciting. It 
also helped me to learn English. In 
the camp,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 ing  was mak ing  a  boat  by 
ourselves. Actually it was a raft 
with some bamboos and some 
big plastic buckets. We tried our 
best to build it, and its name was 
Elizabeth- beautiful Elizabeth. In 
the camp,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learnt was team spirit. I want to 
say thanks to all of my teammates. 
Thanks!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Hey, keep it up

Hooray

How cool!

Let's hurry up for our 

excursion

See who has the longest feet

We are ready!

3D Du Jia Xi
  In the OB Camp, the most enjoyable 
activity in the camp was building a raft 
and rafting at sea. Floating and moving on 
the water, we learned how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The rope course also 
enabled me to face challenges and 
fea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oach of 
my team, Carl Yeung for teaching and 
encouraging us ; Mr. Carmo and Miss 
Lee for going to the camp with us ; Benny 
for taking photos, and Ms. Sham and 
other teacher advisors for making the 
arrangement for us.

3C Ye Wei Kang
    To try is to make the first step in life. You lose by not trying at all. Of course, 
even if we are brave enough to try, there is no guarantee for our succes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always gain afterwards. That is called experience. 

That is exactly what happened in this Outward Bound camp, I discovered that I am actually able in doing many things. 
It is just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it before. I remember in one high event activity, I climbed up to the top of a pillar very 
quickly, but when I looked back at the ground, I felt sick, and could barely move. For a while, my mind went blank. What 
brought me back to ground was that I remembered I was there for challenge. Then, I took a deep breath, and landed safe 
and sound. Fear not, believe only.” More than we know that we can do, if we trust ourselves.

Our smiles are the best certificates! 

Scared? No  way!

We play hard, and eat even ha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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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濕地日2010    觀鳥節「學校觀鳥網絡」活動
舉辦日期︰2009年9月 - 2010年5月
活動目標︰藉着訓練學生辨識鳥類的技巧，鼓勵他們多進行野外監察，記錄鳥種及環境
          變化。透過參加觀鳥比賽，促進學生鍛煉團體合作精神，豐富學習經歷。
對象︰中六生物科學生
負責教師︰鄭碧珊老師、李文俊老師

舉辦日期︰2010年4月30日；2010
年5月14日；2010年5月28日

活動目標︰協助家長了解青少年成
長需要、認識青少年上網文化、學
習處理親子衝突及促進親子溝通

對象︰全校學生的家長

負責教師︰單慧芝姑娘、
          吳文蘭姑娘

    適逢母親節，我們一行十
多人到麗閣村，把親手製作的
小禮物，送給獨居婆婆，為她
們在母親節增添溫暖。

全城clean-up大行動
    此活動希望透過全校參與，加強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及責任心，
建立校園的和諧氣氛及關愛文化，並培養學生的公德心。 

    為推展共融文化，特殊學習組及社工支援組合辦
「共融周」。邀請學生擔任共融大使籌備「傷健共融
食返餐」、相片展覽以及早會分享，藉以推廣共融文
化。讓學生不單體會傷健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面對
的問題，更明白他們所面對的心理障礙，對他們有多
一點的了解及體諒，增加對共融文化的認識。

南華戲王爭霸戰 
日期 : 2010年5月19日
目標 : 加強同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觀念，更展現同學在讀書以外的天分。
對象 : 中一至中三同學

家長作小組討論匯報 家長討論
家長踴躍發言

處理親子衝突技巧講座

大家互相幫助下「共融食返餐」

同學體會傷健人士，在日常
生活面對的問題

高偉釗老師與2C班學生一同演出，
促進了大家的感情。

題材特別的<戲中戲>，是3A班誠意之作。

穿校服的同學是最佳男女主角得獎者李灝
然和楊麗怡，他們只是中一學生呢！

同學們分工合作，一會兒已令課室
煥然一新！

同學們對活動感覺新鮮又有意義，自然
投入參與！

出發前，大家拿著親手製作的心意卡及花
花，來一個大合照！

與婆婆聊天，真的獲益良多！婆婆收到我
們親手製作的小禮物，笑逐顏開。

「學校觀鳥網絡」分享會及頒獎禮

第＋屆學界觀鳥比賽

「學校觀鳥網絡」活動

家長茶座

母親節義工服務

活動花絮

共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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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戶外活動日
時間：2010年5月30日
地點：粉嶺歡樂農莊及恆香老餅家
人數：204人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日    農莊樂」，內
容包括在有機農莊內體驗焗製麵包及編織草蜢等親子活動，
其後有自助任食燒烤及於下午參觀恆香老餅廠，出席人數共
204人，包括有30多位家長及約40位老師連同其家人出席。
最踴躍參與家庭單位共有14人，而最積極參與班級則屬2D班
共有31人。出席者當中有老有少，由最年幼的6個月至最年長
的70多歲，均能樂在其中，氣氛熱熾。

南華戲王爭霸戰 
日期 : 2010年5月19日
目標 : 加強同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觀念，更展現同學在讀書以外的天分。
對象 : 中一至中三同學

    為響應衞生署舉辦的開心『果』日活動，並向學生宣
傳健康飲食及吃水果的重要性，從而讓學生在愉快學習環
境下培養進食水果的興趣及積極性，健康教育組已在26/4-
30/4舉辦一連串活動，定名為「健康周及生果日」，活動
內容有：
27-30/4    早會分享、展板、學生自備水果（班際比賽）
27, 29-30/4    午間攤位遊戲、身體脂肪測量
29/4    午膳時間    水果派對

畢業典禮
         天主教南華中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在
學校禮堂舉辦畢業禮，主題為「浴火重生，點燃
希望」，是屆畢業典禮邀得校友現為香港城市大學
電子工程系教授梁國華先生為主禮嘉賓。
    今年更是首次有學生代表學校作校務報告，正好
回應了學校的生本教育的政策。

舉辦日期︰2010年4月至5月份
活動目標︰本校參與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 
  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系舉辦的幼兒教育、 
  義工服務訓練工作坊和及義工服務活動， 
  使參與同學對幼兒教育服務有更深入認識 
  和更豐富社會服務經驗
對象︰本校中四學生
負責教師︰陳志明老師、單慧芝姑娘、吳文蘭姑娘

龍舟競渡
    5月30日，南華龍舟隊兵分兩隊參加學界龍舟錦標賽，
雖然比賽未獲任何獎牌，但眾同學除贏得歡樂外，亦充份
明白合作、刻苦及全力以赴的精神。
龍舟隊負責人：彭家在老師、李繼聰老師

舉辦日期︰2010年5月11日
活動目標︰讓同學走出課室，體驗藝術。
對象︰中四視覺藝術科學生
負責教師︰嚴詠宜老師、胡穎儀老師

最具陣容家庭成員參與大獎

預備出發喇，笑！

同學都喜愛進食水果。

要有強健體，運動不可少。

同學參與午間攤位遊戲，贏取豐富獎品。

主禮嘉賓梁國華教授頒發畢業證書予中
七畢業同學。

中四級視藝同學到牛棚藝術村體驗藝術

原來以破舊的單車及膠筒，
可以做出一件藝術品

這件作品有什麼用途呢？

比賽完結一刻

出征前一刻

本校同學仔活動前準備物資  開
泡泡水、剪飲管

同學仔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張昌幼稚園的開放日中服務

畢業同學精彩演出

我地喺一家人！

藝術體驗

『同心童意』義工訓練服務計劃

健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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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校本高質課程、強化專業、生本帶動 
    3月29日的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全校老師連部份友校同工往廣州花都新華中學和育才學校作專業分享交流，這次境
外交流有助各老師了解和檢驗學生是否真正掌握剛學過的知識，以及如何通過生本教學理念去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生本公開課陳子良校董與生本老師合照
林超強校長接受廣州花都雲山中
學贈送紀念錦旗 生本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南華老師與花都老師大合照

新高中會計科生本公開課

超過一百位內地各省教師來南華參觀
生本公開課 新高中地理科公開課

友校老師參與視藝科生本公開課學生分組討論宗教科生本公開課 學生積極表達自己的感悟 學生享受中文科生本公開課

編輯委員會    顧問：林超強校長    編輯：黃美鈿老師、王國基老師、嚴詠宜老師、梁偉城老師    美術：李鍵莨（Benny）

    5月14日開放課室重點報導：本校整天開放11個課室供專家、官員、友校同工觀課，共有16所學校八十多位同工到訪。
當天亦安排了課後評點，友校同工即時對本校師生表現予以肯定，對生本教學的成效與本校的進步表示欣賞。

    4月13日內地專家學者訪校與生本教學分享：4月13日郭思樂教授與接近130位內地專家學者蒞臨本校觀課。當天開放
兩節，分別為沈浩賢老師S4地理課及馬智恆老師S4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課，老師及學生表現積極，贏得外間認同。

    馬智恆老師對上述活動的分享：是次的示範課，使我不單體會到生本教習的重點，更使我與學生一起共享學教喜悅當
中的美妙。我們只要相信學生、高度尊重學生，讓學生自主學習，創造合適的學習環境，學生的學習天性自會決定學生選
擇最合適、最有果效的學習方法。把課堂還給學生，學生必會還給我們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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