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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關愛無限 聯繫彼此為先
本校的辦學宗旨為對下一代實施全人教育，尤其重視德育及公民教育，一直致力培育學生「尊重與關
愛」的「寶血人素質」，以多元化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及至國家、世
界等範疇，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態度，俾能勇於實踐及承擔世界公民責任。為提升及發展學生
「關愛祖國」的情懷，本校積極推展「國情教育」，除透過課堂，更
藉「交流考察」的學習活動，
引導她們放眼大中華，使她們
了解現今祖國在文化、教育及
經濟等方面的發展狀況，讓她
們更深切地體認自己的國民身
份，從而「認同」祖國、「關
愛」祖國以至「投身」祖國。

準備暢遊鼓浪嶼

華僑大學校門前留影

參觀汽車生產企業

與科技中學學生
切磋球技
到福建土樓考察

與科技中學學生一起
上舞蹈課
校長師生座談會

參訪華僑大學
國家新一代準備探索
上古文化

在厦門華僑大學交流後，
我萌生了到內地升學的念
頭，也知道現階段自己須
確定目標和選擇路向。
		

四信 康倩詩

參加者心聲：
到內地考察交流後，我知
道了原來自己另有出路，
我不會再局限自己在香港
發展，我會開始搜集更多
有關資料。			
四愛 黃巧誼

中國內地也是我們未來升學
或工作的理想地方。我們在
內地發展，眼光可比在香港
看得更遠、更寬。
五信 鄭菀馨

放眼大中華：多姿多采的交流項目
中華文化探索與傳承—
上海杭州交流之旅

香港島傑出學生上海交流之旅

遊杭州清河坊古街

香港青少年遊學團
香港島傑出學生上海訪問團

湖北水利及工業規劃與
文化探索之旅
北京故宮前留影
與杭州第二中學學生
用膳交流

親子內地考察之旅

探訪華中師範大學
第一附屬中學
在岳陽樓前留影
開平碉樓

關懷社區
貢獻所長

本校一向重視與社區的聯繫，善用機會，豐富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本
年度曾多次應東區不同團體邀請，參與宣傳、服務及表演等工作，藉以增加
學生的身份認同感，從而對身處的社區更表投入與關懷。

協助警方宣傳防罪訊息

東區青少年「活力澎湃
放眼世界」嘉年華

在東區青少年「向毒品說
不」滅罪誓師大會上協助
海關作示範表演

東區青少年活動開幕禮

為柴灣社區人士
檢查健康

協助天主教海星堂向社區福傳

2011-2012年度比賽光榮榜
體育比賽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團體冠軍
女子甲組冠軍
女子乙組季軍

學界田徑錦標賽 (第三組，第四區)
女子乙組團體冠軍
姓名

班別

余顯穎

中七望

郭芷欣

中六信

盧曉琳

中六愛

石潁欣

中六敬

譚倩汶

中五愛

黃啟盈

中五禮

鄒淑慧

中四禮

陳筱臻，翟美樂，謝烺均

中三望

鄒淑慧

中四禮

女子乙組100米冠軍，女子乙組跳遠冠軍

陳筱臻

中三望

女子乙組200米季軍，女子乙組跳遠季軍

翟美樂

中三望

女子乙組100米欄亞軍，女子乙組400米季軍

李旋慧

中二敬

女子乙組跳高亞軍

獎項

女子甲組4X400米接力季軍

女子甲組跳遠亞軍
女子乙組4X100米接力冠軍

其他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黃諧懿

中七信

楊淑雯

中六望

關凱家

中六愛

陳曉童

中五信

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中學生領袖

周愷晴

中五望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2011親子堆沙比賽暨繽紛同樂日 最佳學生講解獎

沈陶

中四信

新福事工協會 第三屆全港中學生五大貧窮要聞選舉暨要聞短評 新聞觸覺大獎

溫家睎

中六望

蔡靜蕾

中三信

香港遊樂場協會 第四屆青藝節「藝術、正能量」2011青年嘉許計劃 銅獎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漸進式活動計劃 榮譽章

香港島校長聯會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優秀學生

組織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服務部 港島總部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創意戲劇節2012
合唱團

獎項
小西灣區青年急救比賽 冠軍
小西灣區青年護理比賽 亞軍及季軍
港島及離島總區檢閱禮 中學組 亞軍
高中組 傑出獎
初中組 傑出獎
愛我中華第四屆青少年朗誦音樂藝術節
公開組小組合唱金獎 及 最具表演藝術獎

學生作品
     《我對新特首的期望》

中四信 張孟婕

隨著雙英之爭落幕，我們已知新特首花落誰家。我期望他能夠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有承擔，肩寬膀
厚；有原則，腰板挺直，為我們規畫建港藍圖，帶領我們建家建港。
回歸過後的十五年裏，大家有否留意，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正在逐漸褪色？我們現在猶如溫水中的青蛙，
處於水深火熱的洪爐當中卻不自知。當我們的堅尼系數居於全球發達地區之首、樓價卻超英趕美；當我們
總覺得打拼不會贏、勞碌一世也還是「缺宅男女」時，誰、又有誰來告訴我們：路在何方？
於是，我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新任香港特首的全新班子身上。
我渴望，在新特首的帶領下，政府能秉公肅貪，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實踐公平公義的普世價值觀。
「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及「黑金風暴」不會再出現！
我渴望，在新特首的帶領下，財政預算案還富於民，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即使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安身立命之所。
我渴望，在新特首的帶領下，在不久的將來，普選一人一票制不再只是個夢想；而香港真正的民主進
程，也不再只是個遙遙無期的神話！
為此，我衷心期望剛獲選的特首，不只以做好一份工為目標，更應任人為賢，提升民望。民望，其實
並非如浮雲般虛幻；民望，乃民心之所向、民意之所歸。特首倘若能講得出政綱的計劃、做得到政綱的內
容，作一個能為我們規畫建港藍圖的領航員，當能為七百多萬香港市民謀求福祉！

《英勇的警員》

中一信 何楨瑞

今天跟平日一樣，又看到每天都在街上巡邏的「他」。每天與「他」打招呼，也就成了我的習慣。
他穿着整齊的深藍色制服，跟其他同事差不多；可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經常面帶笑容，令人感
覺親切。他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體型健碩。沒錯，他就是一名警員。
他不但是一名警員，且是一名英勇的警員。某天我如常地看見他在鬧市中巡邏。突然，一把尖銳的女聲
喊着：「啊！搶東西啊！」他轉過頭，看見一個手持女裝皮包的小偷正朝反方向逃走，便不假思索地往那
方向直追……
他那渾身有勁的肌肉有助提升他跑步的速度，於是，那小偷很快就給抓住了。他一手按着小偷的右手，
然後用另一手把小偷的左手也押到背上。小偷痛苦地求饒，他卻沒展現出平日的笑容，只拿出手銬，手法
純熟地把小偷的兩手扣住，然後押返警察局，整個過程只用了不足五分鐘。
這名英勇的警員，是維持社會秩序、除暴安良的執法人員。他的英勇事迹，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

Dear Mother 		

Bridget Ho F. 4B

There is so much to tell you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You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See, I found
another wrinkle just the other da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in your life, though I am
such a pain in your neck.
Thank you for reading to me and tucking me in at
night, though you were tired from work.
Thank you for always having hope on me when I
lose faith in myself.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not to give up when I
thought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Thank you for holding my hands all the way and
growing with m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 gazillion things,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wonderful
mother. I know that it’s selfish of me to say this but, I
wouldn’t share you with anyone else.
Thank you, Mother.
Happy Mother’s Day!

Sports Day

Rosa Ho F. 1A

Our school’s Sports Day took place on
29th and 30th of March in the Siu Sai Wan
Sports Ground. The days were sunny and
warm. The fine weather was helpful for the
races.
I took part in short put and long jump.
I also joined the House Cheering Team
Competition. The winner for the competition
was Green House. I thought that they put in
a lot of hard work and practice. I didn’t win
any medals or prizes because I am weak in
sports. I have to do more exercise or I will fail
in my P.E. exam.
Although I lost all the events, I was
happy cheering for my friends who were
racing. I shouted the cheers loudly and
happily.
I hope I can join the Sports Day next
year and can do better than this year. I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very much. I believe
that friend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iz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