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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y of hope for the better future

    I was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trying to finish the work that I had left half done, badly done 
or not done at all when a  thought  flashed  through my mind all of a sudden.  I could clearly 
remember what had happened  to our school and how  I  responded  to  the  rather sarcastic 
questions raised by a teacher of a prestigious school at a public forum. 
    “Could you  tell us  the main  features of your school?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your own 
vision of education?” asked the teacher.
    “Our school name, Nam Wah, consists of 6 letters of which letter A appears twice. To me, 
this  letter stands  for 2 pairs of words beginning with  letter A. These words are APTITUDE, 
ATTITUDE,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I would  like  to sum up the main features of 
our school in two words, namely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I replied without hesitation, “We 

accept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background. We appreciate everything accomplished by our students, however little 
their accomplishment  is. As regards my vision of education. I’d focus on both aptitude and attitude. We are determined 
to develop students’ aptitude  to  the utmos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rying whatever  it  is possible to help students to 
cultivat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Located at Shamshuipo, our school has a very large intake of students from families of lower income groups. Some 
students are academically weak. Some are emotionally vulnerable. They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love and care. Their life 
is tough. They can either make or break,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receive substantial support from the school.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y be left to sink or swim. Everything that can be done must be done. 
    Rapid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e are concerned with  fostering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do so. However, with the whole-hearted support of our parents and the 
concerted might of my colleagues, we can see a ray of hope. The future is bright because anybody with hope can see the 
invisible, feel the intangible and achieve the impossible. 

校 長心語

教區小學感恩之旅
(一)第一次感恩之旅    白田之行
    10月5日校長與鄭碧珊老師、周鳳儀
老師、黃智偉老師、利社工與1A楊雅超
同學、1B譚寶玲同學、1E陳綽恒同學、
4C梁星耀同學出發往白田天主教小學進
行「感恩拜訪」。葉校長與鄺主任熱情
接待，同學在早會中向各小學老師表達
謝意。

(二)第二次感恩之旅    善導之行
    10月20日校長與鄭碧珊老師、彭海洋老師、黃智偉
老師帶領1A陳家雯同學、4C黎家誠同學、6A梁麗賢同
學往天主教善導小學進行感恩之旅。校長代表母校（南
華）向母校（善導）致謝意，同學亦能暢所欲言，最後
吳校長亦表示欣賞。

(三)第三次感恩之旅    荔天之行
    11月16日早上校長與鄭碧珊老師、黃智偉老師領1B呂展浩同學、6A郭志恆同學、校
友盧振峰往荔枝角天主教小學進行感恩之旅。

白田天主教小學「感恩探訪」大合照
1A楊雅超和1B譚寶玲
致送感謝咭予葉校長

4C梁星耀和白田區老師合照

4C黎家誠

大合照

大合照

1B呂展浩 6A郭志恆、校友盧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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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領域包括的科目有資訊及通訊科技科（ICT）、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BAFS）、家政科（HE）及設計與科技
科（D&T）。科技和科學領域聯合組織了一系列活動。當中包括科技領域ICT、BAFS及HE合作的午間攤位活動（大富翁紙
牌遊戲Monopoly Deal比賽、製作頭飾及電腦迷宮），電腦科的數碼相片處理班、電腦洗機班及IT大使的電腦早會分享，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中三及中四級理財講座，家政科和科學領域合作的麵包及芒果糯米糍製作班。

目標：透過多樣化的科學探究、小組活動、展覽和參觀，以加
強學生的參與，並且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增進他們的知識。
活動：理科書展  早會分享
綜合科學科    午間攤位遊戲、參觀香港科學館
物理科    智能機械車製作、Lego機械人製作
化學科    蠟筆製作、牙膏製作及無字天書
生物科    中華白海豚、江豚和馬蹄蟹展覽、
  提取植物DNA、麵包製作（與家政科合作）、    
  2010粵港澳中華白海豚繪畫比賽（與視藝科合作）

化學科

生物科

人像數碼相片處理
麵包制製班 「洗腦班」

科學與科技雙週活動（2010年10月18日至10月29日）

午間攤位活動

科學領域

齊來自製麵包

提取DNA
新鮮熱辣！好味道！

化學老師與化學學會幹事

科學雙週攤位遊戲

參觀香港科學館

綜合科學科

物理科

科技領域

無字天書

牙膏及蠟筆製作

機械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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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迎新日營，同學們的創意手製紙塔

拍攝組相，睇下幾鬼馬

中一迎新日營大合照

大家開心起舞吧！！

中一迎新日營及中一尋寶營 

日期：2010年7月及9月

    透過一系列的團體
活動協助同學認識校園

，讓同學

及師生之間建立關係，從
而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生態精英班  「一校一樹」植樹計劃
日期：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
        希望藉著種植本土樹木，讓同學進一步認識香港本土樹木的重要，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生態精英之任務，包括選
擇和種植樹苗，照顧樹苗及紀錄生長，為樹苗寫「日記」，把牠們的生長歷程，放在「生態精英Blog」中分享，並且佈置
「生態園」，於校內宣揚生態保育的重要。
生態精英Blog網址：http://epronwc.blogspot.com 

長春社導師的悉心指導 生態精英班大合照 為樹苗量度高度，寫「日記」

活 動 花 絮

生本教學交流
日期：2010年8月16日及9月26日
    在郭思樂教授的安排下，來自貴州、四川及東北
ニ十多位老師團隊訪校，與本校多位同工交流，以促
進專業發展。

  老師、學生互相增進情誼
從活動中建立團體精神

嘉賓與本校老師交流 來一張大合照

天主教同學會領袖訓練營
日期：2010年11月5至6日
    天主教同學會幹事參加了由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舉辦的天主教
同學會領袖訓練營。是次活動共有十一間學校參加，而本校有五位
同學參與。活動內容以遊戲為主，藉著不同的遊戲讓同學學習如何
在學校內推行宗教活動，並明白作為一個屬靈領袖應有的特質，從
而計劃未來一年在校內的活動計劃並落實執行。在活動尾聲，每間
學校代表也會奉獻自己的「天同會秘笈」，將一切交付於天主。

《香港人．香港心》義工服務大使
日期：2010年11月及2011年1月
    同學們於11月份連續3個星期學習製作愛心
娃娃剪紙心意卡、蝴蝶吊飾及太陽花飾物，準備
於1月中探訪長者活動中送出，關懷弱勢社群。

太陽花飾物

同學慬慎地處理樹苗

愛心娃娃剪紙心意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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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戰特攻隊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劃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

日期：全年
度

    透過一
系列的預防

性及治療性
活動 

[如學生講座
、家長講座

、老師講座
、和

諧大使計劃
及學生小組

]，推廣校園
和諧

文化及關愛
精神。

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三百一十三團成立暨第一次宣誓典禮
日期：2010年11月6日
    經過一年的急救、步操、社會服務及領袖訓練後，隊員正式宣誓成為高級
青年會員，天主教南華中學正式成立紅十字會青年團。

參觀香港太空館  觀看全天域電影『海底世界』
日期：2010年11月10日
      電影讓同學猶如置身於海底世界中，共同探索棲息在珊瑚礁一帶各式各樣的
有趣生物，了解牠們如何覓食、共生、成長和繁殖，以及一起反思全球氣候暖化
對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

家長講座，反應熱烈 學生講座，同學都很投入

宣誓隊員步操儀式 授旗儀式

求
漫步星河聯校天文營生

學
會

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三百一十三團全體師生合照

求生兄弟班

日期：全年度
    年青人精力充沛，又喜
歡挑戰，求生學會一直以來
都借助大自然的強大而且多
變的力量，令同學在不穩定
和未知的狀態下進行突破與
成長。當中亦貫徹生本的概
念，學生幹事由活動籌備，
宣傳，報名，物資運送到事
後檢討都一手包辦，發揮領
袖及管理技巧。

明愛賣物會
日期：2010年11月12日
透過捐血活動，讓同學可以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捐血日
日期：2010年11月14日
地點：旺角花墟道球場
140位義工籌款之餘，同學在活動中展現南華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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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祈禱會  校友魏志軒分享
日期：2010年9月2日
    本年度之開學祈禱會由陳德雄神父主禮，並邀請校友魏志軒同學作分享嘉賓。昔日的魏同學是一位活潑好動的學生，
總會帶給老師們一點點的煩惱。他在祈禱會中坦誠地分享過往的是與非，喜悅地述說奮鬥的歷程，最後，總結地說：「世
上沒有愚蠢的人，只有懶惰的人！」他那份既實在又真摯的分享，確能給予學弟學妹們莫大的鼓勵及無限的祝福。

向夢想出發（學生會選舉）
日期：2010年10月6日
    「我們現在正式宣佈，學生會候選內
閣Dream Touch以472票信任票成功獲選為
本年度的學生會！」
    學生會選舉日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六
日圓滿結束。在當日的質詢大會上，台下
同學均踴躍向候選內閣發出質詢，務求要
更透徹了解候選內閣Dream Touch如何帶領學
全體學生追尋夢想。
    新任學生會幹事在九月和十月的選舉過程中，不論在組
織、參選、宣傳、接受質詢等過程中，都面對大大小小的困
難和挑戰，但幹事們都抱著永不言棄的精神，堅持到底。這
正好反映出要成功追求夢想所必須具備的堅毅素質。學長計劃

日期：全年度
    為營造關愛校園及愛人如己的氣氛，由高年
級學生協助新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及面對學習困
難，學員們會參加一系列的訓練及聚會增長見
識，促進個人成長。

迎新燒烤聚會，高年級學生及
新生打成一片。

迎新燒烤聚會，同學天才表演。

1 野外定向白理義紀念賽

凌志杰 
葉卓峰 
莫兆豪 
黃炳桂 
林  波 
陸世榮 
楊耀坤 
李頌光 

3A
3A
3B
3E
4D
5A
5B
3A

MS組第36名 
MS組第5名 
MS組第7名 
MS組第7名 
MS組第5名
MO組第37名 
MO組第20名 
MS組第36名 2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圍內賽 冼丹彤  4E 色帶組沉量級季軍

3 澳洲數學比賽

雷素泳
劉穎君       
廖偉麟          
黃淑群                
張曉琪         
何宇婷
鍾丹妮
甄淑嫻
譚淑媛

5B
2A
3A
4B
4B
4D
5B
5A
5E

（Distinction）卓越
（Credit）優良

4 第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朗誦

何淑貞
黎明珠

6A
6A

季軍
季軍

5 「有營低碳新世代」的食
譜設計烹飪比賽 陳  湘 4C 亞軍

6 香港游泳協會慶祝國慶
游泳錦標賽(2010)

歐如欣
張文健
馬立中
歐維維
關梓傑

3E
5A
5A
5A
5A

50m 胸泳：銅牌
50m 碟泳：銀牌 & 50m背泳：銅牌
50m 胸泳：銅牌
50m 胸泳：銀牌
50m 背泳：銅牌

7 香港學界游泳錦標賽
(2010)

張文健
邱煒傑 
歐維維 
林應求
關梓傑

5A
5A
5A
5A
5A

50M 自由，100M自由，4X50M 自由：達標證書50M 自由，4X50M 自由：達標證書
4X52M 自由：達標證書
4X53M 自由：達標證書
100M 胸泳：達標證書

8 香港拯溺總會

張文健
邱煒傑 
歐維維 
關梓傑
梁遠傑
陳冠霖

5A
5A
5A
5A
5E
4C

拯溺銅章
拯溺銅章
拯溺銅章
拯溺銅章
拯溺銅章
拯溺銅章

  學生會選舉雖然已經結束，但學
生會的工作才正式開始，期望一眾學
生會幹事在未來一學年體現學生會自
治自律精神，服務人群，實踐承諾。

尋寶

啦啦隊

堂校金禧傳運會
日期：2010年10月9日
    出席學生約二百人，另外參與
工作人員的同學約有一百人，3隊
制服團隊在開幕禮中首次進行大會
操，其後帶領的競技遊戲「尋寶之
旅」讓一堂四校的參加者融合一
起，在四校匯演中啦啦隊表演更把
當日活動推向高潮，得到在場人士
熱烈讚賞，離場前以光榮經作為結
束祈禱的團隊精神更令兩間小學師
生留下深刻印象。

職位：會長
      副會長

      文書
      文書
      財政
      財政
      學術
      學術
      康樂
      康樂
      公關
      宣傳
      總務
      總務

馮健龍
邱煒傑
黃靜怡
梁豪瓊
歐維維
王  燾
周詠芝
李嘉怡
張文健
陳冠霖
梁遠傑
關梓傑
黃浩彥
王健豪

（S.5A）(18)

（S.5A）(43)

（S.5C）(26)

（S.4D）(12)

（S.5A）(11)

（S.5A）(38)

（S.5A）(02)

（S.5E）(12)

（S.5A）(15)

（S.4C）(20)

（S.5E）(36)

（S.5A）(21)

（S.4A）(29)

（S.5A）(39)

澳洲數學得奬獎同學

陳湘同學在烹飪比賽中贏得亞軍，獲得豐富獎品 5



  Daily activity at the English Corner
    A series of fun-filled activities are held in the English Corner every week at 
luchtime from 1:15 p.m to 1:55 p.m. .
    First, Mondays and Tuesdays are Movie Days. Different  types of films are 
played in the English Corner. Students can again earn a ticket for a lucky draw if 
they stay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Next, Games Day is organised on every English Thursday. English Society 
memb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show students how to play games such as 
Scrabble and Monopoly,and everyone has a great time with the games.
    Finally, Friday is Talk to Mr. Carmo day.Students have a chance to practise 
their English by  talking  to our NET, Mr Carmo, and also with other English 
Society Members in the English Corner.

English Corner Opening

6A Ho Sin Yee, Chairlady of English Society
    I am glad to be a member of the English Society 
this year. I recall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the English 
Society  from an announcement asking for  recruits, 
I  thought  that  it’s  just an ordinary club. However, 
having always had a passion for English,  I decided 
to  join  this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even though I 
didn’t know what my work  involved,  I soon realized 
that w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nglish. 
We are  trying  to get everybody  to participate  in 
English activities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use 
English more frequently. That’s our mission!
    Throughout  this  school  year, we are  going 
to  hav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Hope  all  of my 
schoolmates can have  fun  in  those activities and 
enjoy using English as much as I do. 

 6S Fann King Fai, Vice-chairman of English Society
    I  am Chris Fann  from 6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English Society. This  is 
my first year in NWCSS, and I’ve been 
a student here for  just  three months. 
Although  it’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ve seen how this school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As   a   s ix   fo rmer,   I   wan t   to 
contribute to  the school  I am studying 
in.  I  joined  the English Society  to  do 
what  I’m  interested  in doing.  I’ve  learned not  just 
communication skills, but also how to  lead a team of 
committee members. The English Corner  in NWCSS 
is quite small, but  there  is a  lot of stuff  that can help 
us do better  in English.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although a sparrow  is  tiny,  it comes complete with 
all  the vital organs of a functionable body.” From my 
experience  in  this Society,  I do believe  I can  learn 
how to do my dut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English Society Committee Members

FANCY DRESS COMPETITION
    Two semi-finals were held consecutively on 21st & 22nd October. All contestants performed well enough 
to proceed to  the  final competition. On 29th October,  the contestants and the student helpers had an early 
lunch arrangement, with students having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their performance. Some of the contestants 
performed a short musical  to give a description of  their costumes. Some of  the contestants even  interacted 
with the judges and the audience. The contestants really showed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three best-
performing groups received big prizes from us.

Fancy Dress Competition

Mr  Lam  and  Mr  Kan,   Ribbon-cut t ing 
ceremony.

I love English, but I love eating even more!

English Society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nd Teacher Advisors

Hurry up~! Are you ready  to rock? Phantoms of Nam Wah.

Hey man, do I  look 
cool?

Be careful, kid!Students  are  describing  their 
costumes

    This year, we held the ‘Halloween Fancy Dress Competition’ and “Trick or Treat” for students in Nam Wah. 
We had so much fun as well as experiencing aspects of a popular western fes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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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t Right  is held on every English Thursday outside the General Office by 
different classes. Favorites include tongue-twisters, puzzles and phonics reading.
    Students who win can earn themselves a ticket.
    What’s more is that they get to have a chance to go for a lucky draw for fantastic 
prizes once they collect 10 tickets from us. The more they play, the more tickets they 
get.
    Say It Right is very popular among students and they love to participate.

  While the kids outside are yelling ‘Trick or treat’, we are 
shouting ‘come and get your treats’ at the playground of Nam 
Wah. During  lunchtime on 29th October, all member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dressed up in different Halloween costumes 
and gave out candies outside the General Office. By reading 
out any  two words about Halloween, students can get a 
candy from us. Our schoolmates were so very keen on the 
event that the candies soon ran out in no time.  

When is my turn...
Good job, mates!

Who says ‘Arf! Arf! Arf!’?
Dare to challenge the tongue twisters?

Say after me; w-i-t-c-h WITCH!

I know this! Give me the candies! Students are reading aloud words related to Halloween.

Trick or Treat

Say I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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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15日至21日，我校
五位老師（沈浩賢老師、馮皓琳老
師、李永德老師、林涴琪老師及李
鍵莨老師）連同42位來自中三至
中七級同學到上海考察。五天行程
非常充實，包括參觀上海大眾汽車
廠、田子坊、上海科技館、東方明
珠塔及濱景大道，其中三天更參與
了中國盛事    世界博覽會。以下
是學生參觀後的心聲：

A組 霸王花
7A 袁許霞 組長
5C 黃靜怡 副組長
4B 陳志邦  5A 何超然  7S 何嘉欣  3A 莫艷玲  5A 周詠芝

    中國一次又一次的進步，當中的大躍進是超出我們所想
的。現在，中國的成功，我們有目共睹。而我們呢？作為中
國人，也同樣要進步。作為南華學生，也要努力作一個優質
的學生。
    經過這次上海交流團，我學到和體驗到很多。多謝老師
們給我今次的機會，使我學習到與別人的相處和溝通技巧，
在上海遇到志願人士和來至不同地方的遊客，使我更加大膽
和嘗試用普通話和英語與他們溝通。

B組 飛虎隊
7A 彭嘉英 組長
4D 王健星 副組長
校友 陳金鳳  5A 許雲雲
5A 馮健龍     5B 梁倩君
3A 唐  豔

    無論如何，這一次的上海之旅讓我見識到很多，旅遊之
餘更學會以長遠的目光看待一個城市的發展，令我有不少的
得益。期待將來再參觀上海時可以看到它的轉變。

C組 小籠包
7S 陳美鳳 組長
5E 梁遠傑 副組長
5B 黃嘉華
校友 神麗芳
3B 譚冬兒
3A 林綺紅
4C 鍾閣永

    今次到上海，想不到我們祖國的世博裡混合了不少國家
的藝術。走進每一個館，見到每件藝術展品，各具特色，就
好像親身到了它們的國家去參觀每個國家的藝術。

D組 大家早 
7S 馮妙玲 組長
校友 李荔雲 副組長
7A 羅愛琪
4E 麥淑娟
4E 陳浩燃
3A 葉卓峰
5E 葉靜儀

    最難忘的要算是三天的世博行了。每天都是在炎熱的太
陽下進入世博會場，一開始的興奮心情總會被艷陽打敗，但
是卻不會影響我們的好奇心，仍舊奮力前進，希望能進入更
多的場館。

E組 Energy
7S 黎祖宜 組長
5B 任淑文 副組長
3A 李頌光
7A 林淑嫻
4E 黃曉欣
5A 陳嘉成
5E 勞敏思

    在上海科技館讓我見識到機器人在製造汽車，並拿著工
具工作，另外，見到機器人彈鋼琴令我好驚訝，還有個電子
機器人能聞到不同的味道，我們的社會在經濟上發展，原來
科技也不落後，這次上海考察令我增長了很多科技知識。

F組 Give Me Five
7S 梁育賢 組長
5B 盧美寶 副組長
3A 廖偉麟
7A 區婉莉
5C 吳啟勝
3E 區如欣
5D 李韻詩

    我很欣賞中國館採用多層的方式展示中國的各種形貌。
我深深感受到中國的偉大。去看世博的中國館，令我感到身
為中國人的自豪！

上海世博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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