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就高中 4個核心科目課程及評估的改動，在 2021/22
學年中四級起實施。

核心科目優化後給學生帶來什麼？
1.	 過去，四個核心科目佔課時超過一半。優化後，中英數三
科各可釋放 50 小時課時，加上通識科，合共可釋放約 250
小時的課時，為學生壓力「減磅」。

2.	 優化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讓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正確
地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培養明辨慎思的能力，懂得公平、
理性地分析不同問題。

3.	 核心科目優化後對同學升學的影響方面：8 間資助大學（八
大）已公布 2024 年起一般入學要求，一致決定文憑試考生
須在 4 個核心科目（中、英、數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達
「332A」成績，同時在 2 個選修科達指定成績，6 間大學
包括港大、中大、城大、科大、理大及浸大，均要求學生
在 2 選修科達 3 級成績，嶺大及教大則要求達 2 級成績。

(a)	資助院校基本入學門檻
港大 中大 科大 理大 城大 浸大 教大 嶺大

中 3 3 3 3 3 3 3 3
英 3 3 3 3 3 3 3 3
數 2 2 2 2 2 2 2 2

公民與社會發展 A A A A A A A A
選修科所需成績 3 3 3 3 3 3 2 2

選修科數目 2 2 / 1 	 +	
M1/M2

2 / 1 	 +	
M1/M2 2 2 2 2 2

數學延伸 可當作選修科考慮

(b)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 院校基本入學門檻
明愛 恆大 都大 珠海 THEI 東華

中 3 3 3 3 3 3
英 3 3 3 3 3 3
數 2 2 2 2 2 2

公民與社會發展 A A A A A A
選修科所需成績 2 2 2 2 2 2
選修科數目 1 1 1 1 1 1

4.	 對同學來說，DSE 的最主要升學地是香港或內地。在港校方面，由於出生
率大跌，目前本地的入學競爭大降，現在考入本港大學的最低分數線約需要
5 科 19 至 20 分。持有回鄉證的同學，還可以憑 DSE 的成績報讀內地超過
120 所高等院校。

總結：
1.	 優化核心科目某程度上減輕了同學的學習壓力，同學就更應該努力地學好每
一個學科。

2.	 人口下降增加了同學入讀大學的機會，因此同學更應努力讀書，把握機遇。
3.	 選修 2 個選修科的同學，如果希望入讀八大，不可退修任何選修科。
4.	 由於近年各大學收生，多以「最佳五科」或「最佳六科」成績作為收生參考，
因此同學不宜在不需要的情況下減修選修科，以致降低入學機會。

5.	 近年國內經濟發展非常蓬勃，同學還可以憑 DSE 的成績報讀內地超過 120
所高等院校，往內地升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核心科目優化核心科目優化對對同學的啟示同學的啟示
張國華副校長張國華副校長

  近年在疫情的陰霾下，教育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站在教育的角度，如何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栽培，是學校的基本責任和使命。因此，我
們會分別在「傳承」與「創新」兩方面，培育我們的學生成長。
  「傳承」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既要「流傳」及「繼承」，必然是根本的核心價值，同時必須世世代代流傳下去。作為一所佛教中學，我們
非常重視學生的品格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學校分別由專責小組負責統籌「佛化教育」和「價值教育」，希望從日常生活和教學活動中培育學生
的正向思維，建立守法意識和樂觀的態度，將來面對任何逆境也可從容面對。
  傳統價值固然需要繼續發揚光大，但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不少既有觀念也要「創新」。在疫情下，「學習模式」的轉變已是不爭的事實。傳
統面授固然是最有效的教學模式，但相信疫情過後，現在常用的電子教學模式必定會繼續發展，作為輔助傳統教學的一大助力。因此強化學生的
資訊科技能力和完善現有的教學設施就成為必須了。為配合這方面的發展，校方已自 2020 年開始改革初中課程，新設計的電腦與資訊科技科會
加強學生在創客科技（STEM）方面的兼容能力。另外亦新增了一所創客科技室及更新部份班房的資訊科技設施，未來將透過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進一步完善全校班房的教學設施，以配合課程的發展需要。
  除資訊科技上的創新外，課程改革及創新也是配合學生發展的必要條件。除文憑試課程外，透過不同的校本主題課程，擴闊學生的視野，令
學生掌握的技能更全面，對將來升學有很大幫助。自 2021 年開始，本校在高中課程中新設了四個校本課程：英語話劇與英文傳意、生活藝術與
義工服務、音樂研究與藝術發展及創客科技（STEM），令高中課程更寛廣和平衡。
  時光飛逝，本年度學校已踏入30周年。自創校以來，我們都秉承校訓：「覺正行儀」，啟發學生的潛能和致力培育學生的品格。經多年的努力，
現已初見成果。展望未來，我們深信學生的潛能是無限的，並會繼續向前，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使他們能貢獻社會，盡展所長。

校長校長的的話話 傳承與創新 傳承與創新 方奕亮校長方奕亮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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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希望能透過佛化活動向學生呈現佛教藝術之義，培養積極健康的人生觀。本年度之活動有賴一眾師生共同
努力，望能在明年再創佳績。

佛化教育組及佛學科佛化教育組及佛學科

  本校佛教正覺青少年團、佛學科與佛教黃允畋中學合辦禪修體驗
工作坊，以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及自利利他的精神。工作坊之內容圍
繞禪定的理論、禪修基礎練習及感受禪悅的活動。

4B 吳宇彤4B 吳宇彤
  在此次禪修活動中，所領悟的
佛理令我感到無比舒暢，是我學習
生涯中最特別的一次外出活動。在
我尚未真正接觸到「禪修」時，我
只知道坐禪，顧名思義即坐在地上禪定清修。因此我非常感謝黃老師
及朱老師邀請我參加此次活動，親自帶領我們到佛教黃允畋中學體驗
真正的「禪修」。
  同時，更加感謝佛教黃允畋中學的陸老師為我們提供禪修室，
更親身指導我們「禪修」中的「坐禪」、「站禪」、「行禪」、「花
禪」。人經常會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大事，甚至是七情六慾所生起
的無明所煩惱，但不曉得如何處理，「禪修」便非常適合任何人學習。
   活動完結後，讓我反思，是
否應該在這節奏急速的時代下改
變自己的步伐呢？無論現實生活
有多大壓力，都要學習呼一口氣，
大家不妨嘗試「禪修」來釋放自
己的壓力吧。

  是次活動邀請到「香港敦煌之友」王曉
俐女士為同學進行線上講座。王女士帶來
了很多珍貴的圖片，深入淺出講解石窟建
造方式和歷史、莫高窟畫像文化特色和發
展、敦煌研究所的工作等。

2E 劉映彤2E 劉映彤
  敦煌歷經北涼、魏、隋、唐、宋一千餘年，其彩塑約有492個，
壁畫共 45000 平方米，見證了絲綢之路的文明發展，令我嘆服這
立體富有生命的藝術，把飛天的形象、佛教思想理念繪畫得美輪
美奐、栩栩如生，讓這大漠在歲月長河中散發閃閃光芒。

  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故事大師─中學德育及宗教故
事演繹比賽」，獲得高中組聲音檔冠軍。故事音檔由同學撰寫內
容並錄製，除了聲演，還加入不同聲效。

4F 何儀4F 何儀
  故事講述主角「阿牛」為人固執，認為
世間萬物都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每當事情發
展得未如其所願，他便會感到悶悶不樂，終
日抱怨。有天，「阿牛」的朋友在考試後突
然收到一條來歷不明的短訊，令他有機會回
到 2020 年。「阿牛」希望能藉此與朋友一
起改變事情的結局，阻止疫情爆發，回歸「正常」生活。在過程中，
他們遇到種種困難，例如：市民不配合抗疫。「阿牛」從困難中發現
原來事件都由因緣和合而起、一切皆有變數，並不能靠一己之力就能
改寫結局，於是對過去釋懷，決定活好當下、回到 2022 年，為明天
而努力。	

  本校佛教正覺青少年團佛劇組參加了本屆「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1/22」，榮獲「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傑出影音
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有賴一眾師
生的辛勤付出。

4E 蘇子勤4E 蘇子勤
  參與佛劇的過程中 ,
我獲益良多。我學會了如
何與組員們相處、溝通 ;	
另外，我亦認識了演出的
台前幕後的工作，例如服
裝道具安排事項等，更高
興的是佛劇提供了一個機
會使我擴闊視野。本年度
的演出中我擔任演員，作
爲新成員的我感受到這個
大家庭帶給我的溫暖，冀
望明年大家再接再厲，再
創佳績。

禪修工作坊禪修工作坊

4E 廖詩慧4E 廖詩慧
   我們來到佛教黃允畋中學體驗禪修，讓我對禪修更加了解。我
進到禪修室後，聽到令人愉悅的輕音樂，還有擺放整齊的座位，感到
非常敬佩和舒悅。負責老師給我們介紹禪修的基本知識 : 禪修，印度
語意思是「心靈的培育」，就是把心靈中的良好狀態培育出來。我們
體驗了坐禪，又體驗了畫禪，老師給我們一張刮畫，靜下心來畫，此
時此刻，煩惱幾乎一掃而空。

故事大師故事大師

4C 沈虹4C 沈虹
  還記得第一次開會時，大家不知道
如何入手、寫稿，好不容易才正式定下
主題。當我們寫好第一份稿時，才發現
有很多地方要修改，例如如何突出人物
角色、甚麼場景和話題較能吸引聽眾。
經過老師提點，我們改了一次又一次才能完成最終定稿，開始錄音。
  在這過程中，每人的長處都能發揮 : 例如文字創作、聲線運用、
情感表達、音效剪輯等等。結集每人的努力和老師的建議，才能完成
這有趣的作品。

敦煌講座介紹和感想敦煌講座介紹和感想

2E 周子陽2E 周子陽
  在本次講座中，我認識了許多關於敦煌的建築和畫像。其中
莫高窟由前秦時期開始建造，體現了佛教進入中國的開窟造像的
過程。當中有許多類型的壁畫，如故事畫、經變畫和佛像畫等。
這些壁畫雖曾受破壞，但仍能夠保留到現在，是由於當時的顏料、
工藝，乃至後代人的努力。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遺產，讓我們瞭解
佛教文化和傳入、傳統民族文化，對繼承和弘揚傳統藝術有舉足
輕重的作用。在本次講座中，我了解到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感覺
非常有趣，雖然我沒去過這美麗和壯觀的地方，但是也有身臨其
境的感覺。

佛化戲劇佛化戲劇——大地震大地震

像素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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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 21-22                                                     ENGLISH ACTIVITIES 21-22                                                     
  It’s been another strange year, a mix of school suspensions, remote learning and face to face lessons. As a result we haven’t had as 
many English Activities as we had planned or hoped for. Here is a brief run-down of the English events at BMKC this year:

  The year started with a Quiz during English assembly on a 
Wednesday morning. The students had to identify the English 
names of a variety of vegetables.

  The Form 1 students were ‘treated’ to a spooky Halloween story via Zoom.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vocab building and making predictions. 
Member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helped create a scary atmosphere by providing 
sound effects. 

  I’ve always thought the 
North American tradition 
of ‘ Thanksgiving ’ is very 
positive and affirming.  I 
wanted to use this custom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gratitude and optimism in 

the school during what has been a difficult year at times. A large 
board was set up by the front entrance that staff and students could 
write messages of thanks and gratitude on.
  There was also a short film played at during the English 
assembly, in which staff members shared what they were grateful or 
thankful for.

  In Impromptu Speeches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a word, and they 
had to speak in English about that 
word for 60 or 90 seconds without 
pausing or repeating themselves. This 
is a great activity to improve students’ 
fluency and confidence.
  The topic was Christmas, all the 
words were related to this. This has 
become a yearly event at BMKC. We 
had a great turn out this year.

DRAMA COURSES 21-22DRAMA COURSES 21-22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teach Oral Language to 
all of Form 1 and 2. I see each class once a cycle, 
which allows me to get to know all the students 
and see their progress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programmes are taught through the context of 
Drama. There is a big emphasis on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courses which help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confidence 
and their teamwork, in a non-threatening and 
supportive environment. 
  Students also learn a variety of dramatic techniques such as improvisation, 
voice control, expression, and body language. 
  Students in Form 1 perform in a play, and in Form 2 they perform with a 
partner in a short scene. They are assessed performing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and certain students are selected 
to  enter  t he  Dram a Fest iva l 
Compet i t ion in  ear ly  March. 
Unfortunately, the Drama Festival 
did not go ahead again this year 
due to school suspensions. 

  This year is the first time the Drama and Communication 

elective has been offered. This course builds on the students’ 

skills and confidence in Oral Language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re is a large focus on Media Studies and film appreciation.  

  Finishing the year students work on a self-directed project, 

which brings all the elements of their learning together. The 

Form 1’s re write and perform well-known fairy tales, the Form 

2’s write and record radio advertisements and the Form 4’s 

record a podcast film review.

Miss   Sarah Easteal

OCTOBER – OCTOBER – 
VEGETARIAN DAY QUIZ VEGETARIAN DAY QUIZ         - HALLOWEEN STORY         - HALLOWEEN STORY 

NOVEMBER – NOVEMBER – 
GIVING THANKSGIVING THANKS

DECEMBER – DECEMBER – 
IMPROMPTU SPEECHES IMPROMPTU SPEECHES 

FORMS 1 AND 2FORMS 1 AND 2 FORM 4FORM 4

Adding their ideas.Adding their ideas.

Rehearsing their lines.Rehearsing their lines.

Mr Lee and 1AB1 performinf their play.Mr Lee and 1AB1 performinf their play.
Form 4 demonstrating gestures.Form 4 demonstrating gestures.

Thinking... Thinking... 
T h e  p r e v i o u s  s t u d e n t T h e  p r e v i o u s  s t u d e n t 
chooses the next word.chooses the next word.

The enthusiastic and supportive audience.The enthusiastic and supportive audience.

The finished board. The finished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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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公民與國民教育組德育、公民與國民教育組
  於學校重組行政架構下，德育、公民與國民教育組正式成立。本組透過常規平台	( 例如生活教育課和早會 )	安排各式教育講座、課堂活動、主題
活動或班主任節，亦籌辦校內及響應教育局或校外團體活動，為學生提供不同德育、公民和國民教育活動和學習經歷，包括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以正向思維和積極態度面對其成長過程中的挑戰 ; 以提升其國民身份的認同，並培育學生成為具國家觀念、對社會有承擔和具備良好公民素質
的新一代。
  本年度舉行活動，包括校本國民教育小百科活動、國民百科龍虎榜、班際壁佈設計比賽、中英標語設計比賽	、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時空解謎、
［基本法與我］標語創作比賽、跨科閱讀：國家成就----中國太空人；老師德育小講及學生小講每週早會升旗禮；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主辦的2021「國
慶日」網上問答比賽、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不同的主題活動：國慶早會、香港升旗隊總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專題展覽」
及「我最喜愛的中國超級工程選舉」、國家憲法日、「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南京大屠殺 84 周年學校悼念活動等。
  期望透過學校的氛圍、部組間的協作、全校積極配合下，讓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培育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並成為具國家觀念、
對社會有承擔和具備良好公民素質的新一代。

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時空解謎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時空解謎

  本組與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及通識教育科聯合推動基本
法教育：
  學生進入密室進行各種有趣任
務，成功闖關的同學，不單感覺緊張
刺激，過程中更增進不少有關基本法
的歷史和知識呢。

學生公民大使學生公民大使——我的選擇和成長我的選擇和成長

5E 周洛瑤 學生公民大使總組長 (2021-2022)5E 周洛瑤 學生公民大使總組長 (2021-2022)
  一向內向的我為何會加入「學生公民大使」？那是因為過去看見學兄學姐在學
校主持早會、早會分享和籌辦不同的活動，他們的積極自信讓我產生了興趣，想去
了解這個學生隊伍。
  雖然這兩年受疫情影響，不少活動也被取消，但老師依然在有限的資源和空間
內安排各種活動，讓我們參與其中，我也在不知不覺間成長起來。成為學生公民大
使，讓我有機會去嘗試不同活動，例如在領袖培訓計劃中，我學到了說話溝通技巧、
團隊協作能力等，其後再將技巧運用於擔任早會主持，更使我能鎮定地站在台上發
揮。另外，我亦參與不同工作坊，把學到的知識於早會時與同學分享。凡此種種，
不但豐富了我個人的學習經歷，讓我明白和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更能協助推動
良好風氣、宣揚正確價值觀及正面的訊息。
  我十分慶幸自己當初選擇加入這個團隊。我期待各學弟學妹也能成為我們的一
份子，在不同的學習經歷下成長，開拓視野。

學生公民大使培訓學生公民大使培訓

體育科體育科
  本校體育科一直關顧同學德、智、體、群、美的發展透過鍛鍊身體，增加體能，使體格充分發育。不同學習形式	(體育技能、規則 )和相關的活動，
讓學生獲取相關的體育知識，並養成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從而建立積極、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發展基本能力和建立自信心，以面對不同的挑戰。
本校將參與禁毒基金支持計劃「動敢抗毒」及「發展活躍及健康的中學校園」計劃（2022/23）	，鞏固同學正面的價值觀和建立積極、活躍及健康的
生活方式。
  體育科展望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讓學生認識各項所教授的運動、中國及中國香港的體育運動歷史和發展，並認識中國及中國香港的著名運動
員，培育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個人 校隊 班際比賽 四社比賽項目 校外的比賽項目

禁毒基金支
持計劃「動
敢抗毒」及
「 發 展 活
躍 及 健 康
的 中 學 校
園 」 計 劃
(2022/23)

田徑 「動敢抗毒」高級
組閃避球比賽

社際高級組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組

全港佛教中學第二十九屆
(2022-2023) 聯合運動大會

籃球 「動敢抗毒」初級
組閃避球比賽

社際高級組男女子混合
6人棒球比賽

2022-2023 年度新界地域
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足球 「動敢抗毒」活力
班別跳繩比賽

社際初級組男女子混合
6人棒球比賽 校際跆拳道比賽

排球 「動敢抗毒」級際
足球比賽

社際初級組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組 大埔及北區校際田徑比賽

羽毛球 「動敢抗毒」高級
組班際籃球比賽

社際高級組室內賽艇比賽
女子組 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乒乓球 「動敢抗毒」初級
組班際籃球比賽

社際初級組室內賽艇比賽
女子組 大埔及北區校際籃球比賽

棒球 社際高級組羽毛球比賽 大埔及北區校際足球比賽
游泳 社際初級組羽毛球比賽 大埔及北區校際排球比賽

賽艇 社際高級組男女子混合
躲避盤比賽

大埔及北區校際羽毛球
比賽

跆拳道 社際初級組男女子混合
躲避盤比賽

大埔及北區校際乒乓球
比賽

社際男女子混合排球比賽
社際高級組男子籃球比賽
社際初級組男子籃球比賽
社際公開組女子籃球比賽
社際高級組足球比賽
社際初級組足球比賽
第三十屆陸運會

同學認真地參考展板資料並完成工作紙 同學認真地參考展板資料並完成工作紙 同學互相合作破解密室任務同學互相合作破解密室任務 你看闖關成功的同學是多麼的神氣！你看闖關成功的同學是多麼的神氣！

  態度決定高度、心態決定境界 ; 活出精彩人生，
有賴你踏出的每一步 !

校外比賽校外比賽
大埔及北區校際大埔及北區校際
游泳比賽游泳比賽

全港中學校際拯溺比賽全港中學校際拯溺比賽
100m Manikin Carry with Fins100m Manikin Carry with Fins

大埔及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大埔及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 女子甲組羽毛球隊 )( 女子甲組羽毛球隊 )

校內比賽校內比賽
第二十九屆陸運會第二十九屆陸運會 社際高級組男女子混合躲避盤比賽社際高級組男女子混合躲避盤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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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潔禎副校長

  「勤勞與責任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旨在鼓勵同學運用創意，藉觀察學習或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勤勞與責任感，創作與「勤
勞與責任感」主題相關的四格漫畫，宣揚正面訊息。

得獎作品得獎作品
初中組 冠軍：1A 曾美琳 高中組 冠軍：5D 李遠帆

價值教育組價值教育組

家長學堂證書課程家長學堂證書課程
  本校近年透過舉辦家長學堂證書課程，讓家長認識及運用有效的溝通心法，避免親子間的矛盾逐漸
深化，從而建立更健康與和諧的親子關係。

  家長講座內容概要 :

「共建和諧家庭」家長講座 I

講座內容 : 認識衝突的性質
處理衝突的溝通竅門

講者 : 資深註冊社工	梁玉蟾姑娘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圓融綜合服務中心

  誠盼希望在下一次家長學堂的活動中，見到各位家長。

尖尖 子
培 育育

領 袖袖
培培 訓

尖子培育——義工服務尖子培育——義工服務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本校近年積極推展尖子培育，目的在及早甄別學習潛質特優的學生，為他
們安排有系統的支援，藉以拓寬視野，提升自信及增進學習能力。

活動內容 :

領袖尖子培育計劃領袖尖子培育計劃

  藉有系統的訓練及義
工活動，提升參加者的領
袖素質。

師友計劃師友計劃
  邀請老師為導師，與
尖子學生配對，以長輩身
份，在學習及成長路提供
意見及支援。

家長學堂家長學堂

  結合理論和方法，
鼓勵家長協助子女邁向
積極正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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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 家教會 
  家教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推動學校、家長及學生之間的
了解，共同推進全人教育，故每年皆舉辦不少有益身心的活
動，達至家校合作。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朱孟良 ---

第一副主席 葉韻琪 ---
第二副主席兼第二司庫 --- 洪惠萍

第一司庫 譚見強 ---
文書 吳曉虹 余蓓芝
出版 周麗芳 高婷婷、陳幗萍
康樂 孫美華、黃帶偉 		鄒慧英
總務 羅錦麗 周京鳳、黃永健

當然顧問：校監何德心居士、方奕亮校長當然顧問：校監何德心居士、方奕亮校長
顧問：陳漢林先生顧問：陳漢林先生

校友會校友會
  校友會致力團結校友，聯繫彼此情誼，並藉與學校及老師保持
聯繫及合作，利用校友資源，回饋母校。

敬師活動敬師活動
  校友會主席劉芷欣及財政謝凱瑩代表校友會參與敬師週開幕典
禮，於典禮中致辭及贈送禮品給校長及眾老師。

第十八屆校友會幹事會內閣資料第十八屆校友會幹事會內閣資料

主席 謝凱瑩
2019-6B

委員 葉美儀
2020-6A

委員 梁德正
2017-6A

委員 黃慧欣
2017-6A

委員 張寀瑜
2019-6A

委員 蔡樂怡
2019-6B

委員 林鎧盈
2022-6B

委員 黎芷婷
2022-6E

委員 何樂晴
2020-6A

財政 劉芷欣
2019-6B

文書 文奕潼
2019-6D

副主席 鄒嘉敏
2012-6A

日期 活動 預告
2022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陸運會 歡迎各會員出席參觀
2022 年 11 月 10-11 日 陸運會 30 周年校慶校友接力賽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敬師活動 校友會代表於學校早會分享及送贈禮物給老師

2023 年 6 月 會員大會 籃球比賽、校友聚餐、會員大會及內閣選舉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敬師周開幕禮敬師周開幕禮

陸運會閉幕禮陸運會閉幕禮

親子咖啡拉花體驗工作坊親子咖啡拉花體驗工作坊 親子香薰蠟燭工作坊親子香薰蠟燭工作坊

結業禮(2022年8月4日)結業禮(2022年8月4日)

校 友 會 主 席 劉 芷 欣 及 財 政校 友 會 主 席 劉 芷 欣 及 財 政
謝凱瑩於典禮中致辭。謝凱瑩於典禮中致辭。

校友會代表與校長、老師、學生代校友會代表與校長、老師、學生代
表及家教會代表合照留念。表及家教會代表合照留念。

  校友會幹事文奕潼代表
校友會參與陸運會閉幕禮。

陸運會陸運會結業禮結業禮

校友會主席劉芷欣於2022年8月4日校友會主席劉芷欣於2022年8月4日
代表校友會參與結業禮。代表校友會參與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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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友專訪
  我是 2012 中七畢業生王曉文，現為註冊助產士、註冊護士、國際母乳餵哺顧問。轉
眼間，我已在公立醫院產房任職十年。
  回想中學階段，我曾於學界獲冠軍並破紀錄，於陸運會獲全場總冠軍，校際朗誦節
獲冠軍，曾是領袖生長，在學校裡大大小小各活動擔任司儀......一疊獎狀、一纍纍的獎牌，
踏入社會後，我反思過這些在人生扮演著什麼？有什麼作用？回望那七年，我依然覺得
我有豐富的中學生涯，但光是這些光環並不能讓人在社會立足。在社會大學，是另一回事，
像是抹去你過去所有的光輝，重新開闢自己人生的道路。
  我不是說所有成就沒用，給我最有用的是個人內在的成長，一些任誰都無法拿走，內化個人特質。經歷大大小小的鍛
鍊，學習處變、處理壓力、解難、學習堅持忍耐、建立自信，這些才是你的終身技能。無疑，我的經歷在建構著現在的我。
  一張公開考試證書在人生扮演的可以舉足輕重的角色，但也可以無關痛癢，它的角色如同一張入場券。它可以協助
你通往你想的目的地，也可以成為入門的絆腳石。當入場以後，入場劵自身就沒有用了，但它卻會為你留下甘美的記憶。
但若成為了絆腳石？沒關係，條條大路通羅馬。
  在踏入社會工作開始，已經無人再關注你跑得多快，擲鉛球鐵餅的技巧有多高、有多遠，在學校有幾多義務工作或
幾多銜頭，學業成績如何，你的工作表現才是你上司重視的。在我工作的團隊，高才生比比皆是，他們穿上醫生袍，我
穿著手術工作服，職場上我們各司其職，在為病患埋頭苦幹，合作為母嬰的生命作出一點支持，再沒有人再過問我們背
後有幾多學業上、體藝上的榮耀，或者有多少科不合格、個人成就有多高。「You	are	 just	 in	 the	profession	 ,	you	are	
just	in	what	you	wear.」
  我會認為在人生中有更重要角色的是際遇。你不是要飛得多高多遠，你只要在過程中挑戰自己，在經歷跌踫中學習、
成長，你將長有羽翼為夢想飛翔。人的角色是很奇妙，上一刻我在學校可能是老師的學生、在家裡是別人的鄰居 ;	下一刻
我可能就在產房內為老師、為鄰居，在產床上接生縫合著傷口。在社會上我們都有不同的角色，你想成為怎樣的人，扮
演什麼角色，入場劵可以不重要，卻又可能幫到你。但最重要，你的人生和際遇，只有自己能幫忙。
  學弟學妹，成績好的，恭喜你，你應當的。未如理想的，別灰心，世界很大，只要你不放棄生命，仍然可以很豐足的。
共勉之。
  有關工作，生與死真的一線之隔，一切是緣分，期待了 9 月的新生命，已準備好一切迎接自己父母的新身份，不過一
個小時之內突如其來的事帶走了腹中小生命。我真的想像不到，到底要如何接受由天堂掉落地獄，手中捧起本應呱呱大叫
手腳亂撐的嬰兒，如今卻溫暖的奄奄一息。想像準爸爸回到家獨對空房，獨自面對家人、面對 BB 床、BB 衫、BB 褲、為
他準備的一切、面對親友的問候、面對上班同事的恭賀，任誰都無法接受，願他們平安走過悲傷的道路。對比起來，我能
夠平安快樂地擁著孩子，有一個家，已經很幸福很滿足了。
  疫情之中，醫院的探訪政策時有變改，可以幾小時就轉變了，陪產服務亦然。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陪產暫停了，在
產房內經歷著生理最痛苦的時刻，我們成為了她們在彷徨中最真實的依靠。縱然整個產房在打仗，一邊湧進將要生產的媽
媽，另一邊密羅緊鼓的收確診孕婦，有時忙碌起來真的是和時間賽跑。尤記得在助產士學校上的第一堂，校長說助產士的

意思：英文midwife 就是 in	the	middle	of	women，忙碌歸忙碌，多忙碌都要以人為本，為孕婦和腹中的胎兒把關，讓她們平安生產。接生，
補傷口，協助醫生助產和手術，都是助產士日復一日的工作，感恩這個身份帶給我滿足感和成功感。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在日月洗禮下，
我們都要無忘當初的赤子之心，做好本份。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離開母校「馬錦燦」已經 13 年，放榜當日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還記
得當我收到成績單的一刻，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成績單上只有中英文合格，其他科都是不合格
的。看着這樣的成績單，我覺得自己很沒用，迷茫地不知道應選擇重讀，還是踏入社會工作。
幸好當時彭綺霞老師建議及鼓勵我進修副學士課程，仍記得她鼓勵我說：「你的中英文成績很
好，有很多課程選擇。」當時只有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有中英雙語傳意課程，此課程更
能夠銜接香港理工大學。我立刻把眼淚拭去，拿着成績單到香港專上學院報讀課程。彭綺霞老

師的一句話，成為了我人生的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2009 年我入讀副學士，兩年間認識很多位為了升讀大學而十分努力的同伴，同時亦令我眼界擴闊了很多，我最感興趣
的事翻譯及語言學的科目。我認為副學士在我而言是入讀大學的預備班，為入讀大學打好基礎，讓我更清楚自己的發展方
向。兩年副學士生涯完結，我同時獲得了 6 間大學的取錄通知。最後，我選擇了我夢寐以求想入讀的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課程。
  2011 年，我憑着副學士的資格入讀第二年的學士學位課程，意味着我於中大只需讀兩年便可以畢業。語言學學位課程
需要學生額外修讀外語科目，因此我於兩年時間內完成了語言學學位及副修日文 (minor) 的課程。我於學位課程當中得到
啟發，對自己的母語廣東話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和欣賞，促使我以「廣東話的句末助詞」為題，完成學位課程的論文。
  2014 年，我更於中大繼續攻讀語言學哲學碩士課程。此課程本需要修讀兩年，幸好當我修畢第一年碩士課程後，經多
位教授鼓勵及推薦下，成功申請轉讀博士課程，並於 5 年後完成博士論文（題目為 :	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的語法比較），
順利畢業。
  現在，我在香港伍倫貢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一職，教授中文及英文語言學課程。工作中，我發現香港社會上有很多少數
族裔的年青人因為不懂廣東話（或只會說而不懂中文字）而難以找到工作，甚至遭到歧視。有見及此，我把研究重心放在「粵
語語言學」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上，不時製作短片，於網上介紹廣東話的語法特色，和製作廣東話有聲電子故事書。
  除了工作之外，閒時我也很喜歡運動，亦持有多項瑜伽導師資格的證書。作為一子之母，我也成為了衛生署的義工，
教導媽媽正確的餵哺母乳知識，及為
產後媽媽提供心靈援助。
  回首過去十多年，波折重重，幸
得劉柏強老師的一句「路不怕崎嶇，
仍可向前行」成為了我人生的座右銘，
提醒我不要害怕困難，只要堅持，目
標終可達到。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迎新活動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迎新活動 與香港其他著名語言學家聚餐與香港其他著名語言學家聚餐 在意大利參加學術會議在意大利參加學術會議
（代表中大）（代表中大）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

和劉柏強老師聚舊和劉柏強老師聚舊

快樂的我快樂的我

我和寶貝們我和寶貝們

助產士畢業禮助產士畢業禮

中學畢業禮中學畢業禮

現職：註冊助產士現職：註冊助產士

(2012年畢業生)(2012年畢業生)

(2009年畢業生)(2009年畢業生)

現職：助理教授現職：助理教授

王曉文王曉文

劉蘊儀劉蘊儀

語言學博士（中文大學）語言學博士（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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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夠讓同學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能夠全面發展，才能盡情發揮，所以即使在疫情下，本校仍然積極籌辦不同的活動，
除了讓同學能夠走出課室，開拓眼界外，更能豐富了他們的校園生活，充分感受校園生活的精彩，藉此培養同學正向的人生態度。

STEM 活動 -Salt Powered Robot STEM 活動 -Salt Powered Robot 
Hydraulic Robotic ArmHydraulic Robotic Arm

化學科參觀中電低碳能源化學科參觀中電低碳能源
教育中心教育中心

音樂研究及藝術發展科音樂研究及藝術發展科
參觀 M+ 博物館參觀 M+ 博物館

書展參觀書展參觀

高中才藝比賽高中才藝比賽

高中中文辯論比賽高中中文辯論比賽

暢遊迪士尼樂園暢遊迪士尼樂園

舞蹈學會演出舞蹈學會演出

聯課活動組舉行高爾夫球示範聯課活動組舉行高爾夫球示範

豐盛校園樂繽紛豐盛校園樂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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