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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邁向金禧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四十五周年校慶花絮
本校辦學踏入四十五年，一直穩步發展，深得家長師生支持，屹立彩虹村。為加強學生對學校的
歸屬感、凝聚更多舊生、向外宣揚本校，是年不少活動皆呼應校慶「繼往開來，邁向金禧」的主題。
各活動圓滿舉行，反應熱烈，令校慶生色不少。

感恩聖祭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報編委會

學校於2010年12月17日
早上假香港堅道聖母無原罪主
教座堂奉獻感恩聖祭，特別邀
請香港教區主教湯漢主持，
四位成為神父的舊生─ 謝
堅成神父（1968，香港教區
秘書處副秘書長）、葉慶華
湯漢主教、黃
父（1977，聖神修院神哲學
若嫻修女、校
監、神師、舊
校長、副校長
生神父與
、牧工及一眾
院哲學部主任）、李志源神
學生輔祭合照
。
父（1970，聖本篤堂主任司
鐸）、葉定國父（1989，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也
湯漢主教在聖道禮儀中向本校師生講道。
一同出席。
通過感恩聖祭，學校一方面培育學生感謝上主和身邊的人；亦引領學生深切體會校訓「懷著希
望，迎接救贖；培育同學，救援他人」的精神，達到本校「啟迪學生認識、體驗、實踐基督精神」的
辦學宗旨。
當天嘉賓眾多，包括教育事務主教代表黃若嫻修女及退休校長黃浩威先生等。當日眾人向天父獻
上衷心感謝，祈求天父降福學校，而校監及校長更承諾繼續秉承校訓的精神，培育學生不斷追求美
善。而學校為了培育同學靈性的發展，早於九月初帶領中一至中四同學參觀主教座堂，為是次感恩祭
作好準備。

http://www.choihung.edu.hk/
地址：九龍彩虹邨紫崴路一號旗
電話：2320 3594

校報編委會
記

者：黎仲賢（6B）

譚文樂（6B）

魏駿豪（6B）

童培浩（5A）

錢焯烽（5C）

馮禮康（5C）

郭子維（4A）
顧問老師：
中文版：陳婉雯老師
蘇慧基老師
劉嘉欣老師
英文版：Miss Leila Weston

學生投入校慶

湯漢主教與多位神父共祭。

感恩聖祭當中

。

開放日
開放日於2010年12月11日及18日兩星期六舉行。首天由五位主禮嘉賓
在本校大門以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揭開序幕，包括：校監周孝忠神父、李寶
雄校長、陳玉儀副校長、朱蓓蕾署理副校長及吳國明助理校長。
參觀者通過不同類型的節目對本校各項發展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計有多元智能表演，讓同學盡展多才多藝的一面。此外亦有英語話劇、普
通話詩誦、舞獅、樂隊表演、福傳魔術等項目；各樓層亦設有不同的學習
領域展覽，例如中文科文化街、英文科英語街、數學科數學閣及通識科通
識天地等，教人目不暇給。展覽主題大體與「學校課程特色」、「歷屆會
考成績亮點」有關。展覽更附設輕鬆且富教育意義的小遊戲，激活氣氛。
此外，本校大門設有心意卡專區，讓嘉賓、家長和學生寫下心意，獻
上祝福。當日更派發不少紀念品，令賓客滿載而歸。

舊生在圖書館翻閱歷年校刊，回味往事。

視覺藝術展覽室展出學生作品。

理
兩位副校和助
校監、校長、
。
儀式
放日主持剪綵

校長為校慶開
在生物展

覽室中，

學生七彩繽紛的蠟染作品隨風飄揚，為校慶開放日增添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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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聚餐
舊生會和本校於2010年12月18日晚上假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一號大廳舉行45周年舊生聚餐，筵開36席，
邀得校監周孝忠神父、前任校長黃浩威先生、葉錦元校董及家教會主席殷晴芬女士等嘉賓出席。歷屆校友踴
躍參與，濟濟一堂，大家適逢舊友老師，暢論今昔之餘，仍不忘母校的悉心栽培與教誨，至為難得。
當晚節目除了舊生會主席吳國鈞先生報告會務、李寶雄校長講述學校近況及發展外，更請得前校長黃浩
威先生贈言勉勵。舊生分享則由兩位本港田徑紀錄保持者—陳家超及于子猇主持;舊生代表更即場訪問最資
深的侯英持老師及三位體育科老師。
臨近尾聲，意味一連串慶祝活動快將完結。校友、老師紛紛拍照留念，更齊唱校歌，象徵大家繼續發揮
彩天優良傳統，繼往開來、邁向金禧。

舊生會主席吳國鈞伉儷蒞臨舊生聚餐，
並提名留念。

舊生濟濟一堂參與聚餐。
一起穿過校史廊回到過去……

眾舊生與前任校長黃浩威先生合照。

其他響應校慶的各項活動及比賽
普通話校史廣播

步行籌款
2010年10月14日早上，四十五周年校慶步行籌款假灣仔運動場舉
行。師生、家長及舊生分成初中及高中兩梯次，步行450米為學校籌款。
當日天氣炎熱，眾人士氣高昂，沿途高唱校歌及《勇往直前跑》外，看
台上的同學更落力打氣，發揮團結精神，令現場氣氛更為熾熱。是次活
動共籌得80,810元，款項將用作籌辦四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為了慶祝四十五周年校慶，
普通話科製作了「歲月留聲—
細說校史話當年」的廣播與同學
一起回顧學校大事，廣播分為校
舍篇、體育篇、學術篇、宗教篇
及學校「第一」五部分，務求令
同學對學校有更全面的認識，增
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普通話校史廣播

校慶步行籌款

小六模擬面試
本校舉辦小六模擬面試多年，一直深受區內小學歡迎，是年報名情況踴躍，參與學生超過六百人。
活動內容包括自我介紹、英語朗讀、小組討論及面談等，讓學生掌握面試的基本技巧，日後更有信心應對
正式面試。適逢本校四十五周年校慶，小六學生在面試後獲邀參觀校園，進一步了解本校概況。首天活動於12
月11日舉行，小六學生分批進行面試活動及參觀校園；家長則到禮堂出席由校長李寶雄先生主持的講座。席
間，李校長講解彩天各學術活動及會考正增值等資料外，其後又有老師介紹面試技巧及學生表演等。
小六學生進行模擬面試。

45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校慶壁報

視覺藝術科為慶祝四十五周年校慶，於2010年4月至5月期間，舉行
了校慶標誌設計比賽。高級組及初級組的冠軍分別由4D（09-10）區啟泰
和3D（09-10）朱澧樟奪得。

參觀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後，宗教小組於2010年9月
下旬舉行「四十五周年校慶壁報設計比賽」，希望學生設計壁報時發揮
創意，以主教座堂為靈感，回應「繼往開來，邁向金禧」的主題；同時
希望學生回顧本校發展的歷史，懂得飲水思源，從而更努力迎接金禧誌
慶，締造更多成就，回饋生命中的恩人和上主。這班級經營活動更期望
在班級中營造既團結、校慶氣氛又濃厚的校園。

高級組冠軍校慶標誌

高級組冠軍

5D

初級組冠軍校慶標誌
初級組冠軍

1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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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翻譯比賽
為慶祝即將來臨之四十五週年校慶，及加强同學對本校辦學理念之認識，彩天舊生會與中文學會於2010年4月至5月期間合辦校歌中文翻譯比賽。
由李寶雄校長、舊生會代表鄧偉明先生、朱永强先生及中文科老師林志芬老師、陳慧敏老師擔任評判。最後分別由5A(09-10)劉智德同學、3A(09-10)李
明佑同學獲得高級組及初級組冠軍。而舊生組則由王柏楊(2010)奪得。
獲獎作品三篇

校歌中文翻譯比賽各組冠軍作品

組

組

高級

組

初級

劉智德

5A（09-10）

1. 嚴父天上聽相
互愛挽手盡自豪

李明佑

舊生

3A（09-10）

王柏楊（2010）

1. 至聖我皇 尊貴寶座
榮彩照耀 射發神光
彩天生 昂首聚集
圍繞侍奉 歡欣喜躍

# 勇越鴻關攀更高
信報真主依聖道
2. 盼若伊甸歡聚首
紅階黃梯藍光柔
佳音遠報穹蒼奏
天曙聖輝照萬畝#
3. 仰主襟廣比山水
展臂相迎未言累
願隨祥容三色裏
共克邪風歪柳垂#

1. 天上的大君王端坐寶座上
披戴萬丈光華
一起圍繞頌唱
彩天眾子歡欣自豪

# 齊跨越彩虹 以勇毅
和真誠 手牽手 赴主前
心中充滿信望愛

# 眾子的歌聲當越過彩虹
最真切誠摰的頌讚
歸於我們愛與希望的大君王

2. 天國在望 永生泉源
三色光彩 輝煌燦爛
歡樂滿途 載歌載舞
救贖真光 破曉除暗＃

2. 希望穿越天門
形如彩光火舌
吩咐眾生當歡欣愉快
救贖之黎明 真光普照＃

3. 祂的壯臂 常展大能
彩光照耀 面上慈顏
追隨善牧 步武基督
勇敢戰勝 撒旦邪魔＃   

3. 看那 他常張開兩臂
在彩虹之中微笑
你我當緊隨我主基督
戰勝魔鬼的詭計＃   

彩天大事回顧2006-2010

2006

3

•• 田雅超神父出任校監。
•• 本校繼續在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第十七屆）取佳績，總成績排名第二，並打
破14項大會紀錄。
•• 4月28日及29日舉行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29日晚舉行舊生聚餐。同年8月出版
四十五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 6月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50,000興建「家長資源中心」，同年9月開幕。
•• 6月舊生吳國鈞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路政署高級工程師及舊生會主席）蒞臨主禮第
三十九屆畢業典禮。
•• 成立舊生會運動員獎學金，由舊生會主席吳國鈞先生捐出，每年頒發一次，暫定為期
五年。
•• 獲撥款$1,320,500維修及改善校舍。
•• 舉辦「小學聯校英語嘉年華」，七所鄰近小學及國際學校學生獲邀參加。
•• 訂立「2006-2009年學校發展計劃」。
•• 第11屆歷史戲劇創作比賽順利完成，優勝隊伍到中大及友校作交流活動。
•• 會考最佳六科呈正增值。
•• 宗教小組舉辦「中國雲浮農村生活體驗團」。
•• 出版舊生英語訪問集“The Way We Were”。
•• 本校接獲教育局的外評報告，學校表現備受稱讚。
•• 以課堂中訓練共通能力為主要發展方向，邀得香港教育學院課程及教育系高級講師
羅厚輝博士擔任本校顧問。

2007

••
••
••
••
••
••
••
••
••

2008

•• 本校繼續在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第十八屆）取佳績，總成績排名第二，打破
2項大會紀錄。
•• 宗教小組舉辦「中國連南農村生活體驗團」。
•• 彩天獲「奧運教育推廣計劃設計比賽」優異獎，校長偕學生出席北京奧運交流團。
•• 乙、丙組學生於「北京香港，奧運同心」黃大仙區學界運動會獲團體冠軍。
•• 校長推薦申錦耀老師參加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學校教練評定計劃，並獲得「學校教練獎
（體育教師組）」。
•• 出版舊生英語訪問集“The Way We Were II”。
•• 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辦為期兩年的「靈修與教育的結合：香港經驗」
研究計劃。
•• 畢業生湯國強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體育系助理教授）蒞臨擔任第四十一屆
畢業典禮主禮嘉賓。
•• 中史科及歷史科獲香港中文大學楊秀珠教授邀請出席「港穗中學生歷史劇交流分享
會」。
•• 數學隊參加由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數學教育委員會主辦的「第二十五屆數學比賽」，
奪得冠軍。

2008

•• 4B班陳健鋒同學被選為「第一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
•• 4C班黎錦提同學獲選2007至2008年度「北京香港‧京奧同心」之黃大仙區學界運動
會乙組最佳運動員。
•• 舊生作家梁望峯獲皇冠出版社《青螢天地》訪問，並選擇母校為訪問地點，同時《青
螢天地》亦訪問了本校出色的田徑運動員。
••
••
••
••
••
••

2009

••
••
••
••
••
••
••
••
••

數學科參加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主辦「一課兩講」教學交流會。
舉辦舊生田徑隊隊員聚餐，並出版《彩天迎奧運──四十載田徑成就特刊》。
獲教育局撥款約$2,900,000推行“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宗教小組舉辦「中國連南農村生活體驗團」。
舊生鄧偉明先生（香港政府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理）擔任第四十屆畢業典禮嘉賓。
本校與聖家堂為明愛籌款，共籌得善款$3,4000。
中三倫理科與九龍華仁書院交流活動進入第12年。
首次舉行小六模擬面試。
7A班于子猇同學打破香港標槍紀錄，並獲「香港紫荊盃運動員獎」。

••
••
••
••
••
••
••

2010

••
••
••
••
••
••
••
••
••
••
••

宗教小組出版《祥仔特刊》，並獲《公教報》及《星島日報》訪問。
中史科及歷史科出版《中三級歷史科／中國歷史科跨學科專題研習薈萃》。
西藏自治區學校及少年部青年學生到訪本校。
宗教小組舉辦「中國梧州農村生活體驗團」。
舉辦中七畢業班台灣文化交流團。
狄慧英女士（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大仙區〕）擔任第四十二屆畢業典禮主禮
嘉賓。
中六級學生作天主教墳場考察並悼念創校校監及校長。
學校計時隊為教區小學聯運會服務。
同學獲邀於黃大仙消防局表演英語話劇“The Fire Station”。
舉辦小六模擬面試，近千名學生與家長參與。
會考最佳六科呈正增值。
朱蓓蕾老師獲香港教師協會及達文西基金會頒發「第九屆香港傑出教師（中學組）優
勝獎」。
5A班曾智樂同學獲選為「第一屆九龍地域優秀學生」。
本校足球隊榮獲「迎東亞運動會黃大仙區學界男子7人足球賽」冠軍。
學生服務時數累積超過10,000小時，獲社會福利署之服務嘉許狀，215位同學獲金、
銀、銅服務獎。
參與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第十九屆）總成績排名第三，打破5項大會紀錄。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17萬元建立遠程教室，同年10月開幕。
乒乓球隊獲團體冠軍，翌年升上第一組比賽。
出版《全方位宗教體驗活動薈萃》及《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簡史暨校史專題研習》
以迎接四十五周年校慶。
舊生徐志豪先生於5月以10.28秒打破香港100米紀錄。
獲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會（中學組）邀請，向成員學校分享會考學科多年增值策略。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李大拔先生教授（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
健康中心總監）擔任第四十三屆畢業禮主禮嘉賓。
服務學校33年的徐礎田助理校長榮休。
宗教小組舉辦「中國連南農村生活體驗團」。
「福傳綜合表演」自2005年開始，至今已到過10間不同小學作近30場的表演。
舊生劉漢光、劉海華昆仲，為紀念先慈劉朱水英女士，捐出獎助學金及學校發展基金
共$200,000，並植樹一株以紀念母親之懿範。
舊生吳國鈞先生捐出$100,000作學校發展基金供學校未來發展。
創校校監雷志遠神父逝世10周年及百歲冥壽。
於10月14日舉行45周年校慶步行籌款，共籌得$8,0811。
出版舊生英語訪問集“The Way We Were III”。
12月11日及18日舉行四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並同時進行小六模擬面試。
12月17日假香港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奉獻感恩聖祭，教區主教湯漢擔任主持，
而四位舊生神父（謝堅成、李志源、葉慶華、葉定國）亦出席一同共祭。
12月18日晚上假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舉行四十五周年校慶舊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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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舊生回饋母校
合共捐款三十萬

遠程教室啟用 突破地區界限
進行網上實時交流活動

舊生吳國鈞先生（1977年畢業）特
於母校創校四十五周年捐出十萬元作學
校發展基金供學校未來發展。
此外，舊生劉漢光（1980年畢
業）、劉海華（1987年畢業）昆仲，
為紀念先慈劉朱水英女士，特於母校創
校四十五周年捐出獎助學金及學校發展
基金共二十萬元，以扶掖學弟及發展學
舊生吳國鈞先生（中）。
校，並植樹一株以紀念母親之懿範。
本校校監、校長暨全體師生對舊生吳國鈞先生、劉漢光先生、劉海華
先生致萬二分謝意，期望藉著舊生慷慨資助，發揚天主教辦學宗旨，貫徹
校訓─「望」、「救」精神。

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成立遠程教
室的開幕典禮於10月29日在家長資
源中心舉行。是次典禮除邀請到校監
周孝忠神父、校長李寶雄先生和家長
教師會主席殷晴芬女士蒞臨外，更邀
請到南海配對中學南海區羅村二中的
資訊技術科科長李志堅先生透過視像
遠程教室開幕典禮。
對話參與典禮。
時至今天，本校遠程教室已舉辦了6次活動，包括「第十屆香港校際
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中學粵語組）」、三次普通話課程、遠程教室
開幕典禮及中七網上實時小組討論。其中於2010年11月29日，本校中文
科與葵涌棉紡會中學中文科各派六名
中七級學生透過視像進行網上實時小
組討論。
遠程教室的建立目的在於促進內
地、香港多地遠程教學交流學習。本
校期望日後能舉辦更多網上實時交流
活動，將資訊科技及活動融入課堂
中，增加學生與跨地學校互動學習的
機會，從而擴闊學生的視野。
本校學生聆聽棉紡會中學中七生發表

園

意見。
舊生劉漢光先生（中）。

彩天教師發展日2010-2011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本校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周
年大會已於2010年10月9日下午
在本校禮堂順利舉行。首先大會
邀請了李寶雄校長帶領祈禱及致
詞，其後由順利連任家教會主席
一職的殷晴芬女士作會務報告，
並通過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幹事
名單及財政預算。

「校園危機的預防及處理」工作坊
本學年的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於2010年9月30日於本校禮堂舉行，主
題為「校園危機的預防及處理」，本校邀得香港小童群益會校園危機支
援計劃主任鄭惠君姑娘主持是次工作坊。工作坊分為兩個部分：「校園
危機及突發事故」及「為與家長溝通須知」，透過嘉賓講解、新聞報章
分析、小組個案討論、角色扮演等活動，從而增強本校教師面對各種危
機的解難能力及應變能力。
家長教師會幹事會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彩天家長教師會於2011年2月27日舉行了親子旅行。是次旅行主要
參觀西貢鹽田梓及北潭涌海豚博物館，午膳於西貢品嚐海鮮風味宴。
鹽田梓又稱鹽田仔，島上有一所名叫聖若瑟天主堂的教堂，是香港
最古老及保存得最好的鄉村聖堂，它更於2005年榮獲「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優良獎」，透過參觀聖堂，家長、教師及
學生們更可以欣賞其獨特的中西合璧設計。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教師就如何處理突發事件作小組討論。

學習成效檢視
第 二 次 教 師發 展 日 已 於
2010年11月17日圓滿結束。
是次主題為「學習成效檢
視」。活動中，校長、陳玉儀
副校長及吳國明助理校長先為
學校現況作深入及多角度的分
析 ， 然 後 教 師 按學 習 領 域 分
組，就學校現況作反思及商討
對應策略。最後，陳玉儀副校
長及吳國明助理校長就各教師
的分析及建議，按學校的現況
及借鑑其他學校的成功經驗，
再作總結，以提高本校的學與
教質素。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各學習領域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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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教區聖母無原
有超過一百二十年歷史的天主教香港
文化組織亞太區文
罪主教座堂，曾榮獲聯合國教育科學
別安排中一級至中
化遺產保護榮譽獎。本校宗教小組特
參觀，使同學認識
四級同學在九月份分批前往主教座堂
是次活動亦為學校
主教座堂的歷史、藝術和建築特色。
的班級經營活動之一。

特色。

學生細心聆聽主教座堂的歷史和建築

小學福傳綜合表演

今年本校宗教小
組的學生福傳隊
伍先後到訪黃大
塘區7間小學，包
仙及觀
括聖愛德華天主教
小學、彩雲聖若瑟
坪石天主教小學、
小學、
嘉諾撒小學（黃大
仙）、慈雲山天主
天主教博智小學
教小學、
及聖安當小學，
目的是藉著輕鬆
福音。
的手法傳播
今年的福傳以聖誕
歌《聖母之子》（
Mary's Boy Child）
為主題曲，英語
作
話劇則採用了《
路
加
福
音》（第十章：
37節）的經文作故
25 至
事骨幹，透過一場
球賽，帶出「我們
心、全靈、全力、
必須全
全意愛上主你的天
主；並愛近人如你
的訊息。福
自己」
傳魔術隊則
表演了6套
魔術，藉此
將天主的福
音傳揚給在
場的小學
生。最後以
《讚美我上
主》泰澤短
頌作結。
本校福傳隊伍接受

嘉諾撒小學(黃大

10

仙)的紀念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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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甘於淡樸

教區傳教節2010
教區傳教節已於2010年10月17日
下午於香港大球場舉行，本年度的主
題為「司鐸的召叫、教友的福傳」。
天主教同學會亦與部分公教及非公教
學生由徐啟昌老師帶領下出席是次活
動。活動後，參與的同學也充份體驗
到「天主教大家庭的氣氛」，並有參
加者表示有意參加聖家堂慕道班。

5

明愛賣物會2

010

九龍區明愛賣
物會已於201
0年11月14日
球場舉行。由
假花墟
於本校學生要
準備考試，因
家長教師會及
此
只有本校
聖家堂肩負起
今年的工作。
得的款項高達
今
年義賣所
$20,984.7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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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抉—行」心靈教育計劃
計劃背景

第一次活動：黑暗中對話

「遇
抉
行」心靈教育計劃希望藉老師與學生於這個學年
內，能經歷「遇」、「抉」、「行」，令生命得到轉化。
   「遇」即於黑暗中跟自己相遇，找到自我；「抉」於死亡中跟自已
對話，看上主要我走什麼路；「行」即於社會上跟他者對話，找到別
人。此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能欣賞、肯定生命，繼而更新生命，最
終達致呈獻生命。
此計劃以4D班為主要對象，共有三個活動，分別為「黑暗中對
話」、「死亡中對話」、「邊緣者對話」。在活動前後分別有黃昏營與
日營作該計劃的介紹和總結。

於2010年11月5日，4D班學生參加了在元朗大棠保良局渡假村
舉行的體驗活動。朱蓓蕾署理副校長、楊曼婷老師、安中玉老師、
陸佩貞老師、陳鳳詩老師、陳健成老師、黃振邦牧工及明愛活動助
理謝懿筠小姐亦一同到場參與。李寶雄校長更於活動高潮期間蒞臨
渡假村，為學生打氣。
該活動目的是要讓學生於黑暗中面對自己，繼而透過跟他者相
遇，親嘗感恩之情。各學生與老師更於11月8日在本校天台花園進行
了是次活動後的反思。

活動前準備：黃昏營
4D班學生於2010年9月17日，參與了假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的
抉
行」心靈教育黃昏營，當日朱蓓蕾署理副校長、楊曼婷
「遇
老師、安中玉老師、
陸佩貞老師、陳鳳詩
老師、徐啟昌老師、
黃少芳老師、黃振邦
牧工及明愛活動助理
謝懿筠小姐亦參與其
中。是次活動的目的
是讓 4 D 班 同 學 互 相
認識及為這一學年訂
定具體目標及作出
承諾。

4D學生體驗「黑暗中對話」心靈活動。

第二次「死亡中對話」及第三次活動「邊緣者對話」將分別於
4月和6月舉行。

老師和學生們正透過遊戲互相認識。

教 師 心 靈對談

彩天、華仁交流活動

   中大心靈教育團隊一直都關心老師們的身心健康，故每年都為
公教老師安排心靈對談。團隊期望每一次的對談都是心靈觸碰的時
刻，透過交流分享，能夠為老師的心靈帶來滋養。
今年度的對談已於11月
22日和11月24日在彩天宗
教室進行，由伍維烈修士作
對談導師，當中參與老師有
朱蓓蕾署理副校長、陳鳳詩
老師、安中玉老師、徐啟昌
老師、陸佩貞老師、陳健成
老師、黃少芳老師、楊曼婷
老師、陳正傑老師、黃振邦
牧工。

     本校中三學生，已於2010年10月6日充當接待大使，帶領九龍華
仁書院中三學生參觀校園及作倫理科交流分享。活動當日，兩校互相
分享該學校的學習文化和課堂模式，最後以一場友誼籃球賽作結。
     本校中三甲班學生亦於10月20日，跟華仁學生對調角色，以客人
身份往華仁書院再作第二次交流。
     「彩天華仁中三交流活動」今年已踏入第15年，最初由華仁的魏
志立神父及彩天的李寶雄校長發起籌辦。

朱蓓蕾署理副校長與伍維烈修士作心靈對談。

同 心 同 根 — 香港初中及高
小 學生 內 地 交 流計劃2 0 1 0
由教育局主辦、教育評議會承辦、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協辦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0」，已於
的「同心同根
2010年11月26日及27日假東莞舉行。本校中三甲、乙兩班的學生並
於2011年1月21日下午3時30分在本校地理室舉行分享會。當天出席
嘉賓有教育評議會代表、李寶雄校長、隨團的佘志輝老師及黎少玲老
師。席間，教育評議會代表欣賞同學的匯報，並鼓勵同學多分享活動
對個人的啟發。

彩天、華仁師生攝於本校禮堂。

小 學生訪問中一生
為專 題研習活動收集數據
九龍灣聖若翰天
主教小學50位學生於
2011年1月25日蒞臨
本校，就「校園驗毒
計劃」專題研習活動
訪問本校中一甲班學
生，以便收集數據完
成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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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週2010-2011
數學週

文化週

於2010年12月2日至8日，在校園內舉
辦了一年一度的「數學週」。「數學週」
活動內容豐富，有為期兩天的午間活動、
班際合24比賽、45周年校慶中一及中二級
班際速算比賽、中三級班際數學比賽、中
五級數學講座，以及與圖書館合辦的數學
專題書籍展覽。當中，午間活動包含豐富
刺激的數學遊戲和數學謎題。

    本年度的文化週於2011年2月14日至18日舉行，主題為「中國古代音樂和樂器」，透過與
中國傳統文化及古代音樂的有關活動，如午間活動攤位遊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午間中樂
欣賞、中樂欣賞會、電影欣賞、專題研習分享會、品茗及盆菜宴等一系列的活動，加強學生
對中國古代音樂的認識及興趣。
在是次文化週，中文科特意邀請了耀東中樂團蒞臨本校為學生介紹各種樂器的種類、古代音
樂的風格，並作各種樂器示範。此外，為增添文化活動新元素，本年度更增設中四級文化常識問
答比賽，讓學生在比賽中，互相切磋，加強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感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耀東中樂團團員為學生示範中國樂器。
中一、三級班際速算比賽。

中四級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本年度的文化周的活動種類繁多，均有助提升各級學生對中國古代音樂及樂器的認
識，培養他們對中國音樂的興趣及文化素養。

中國歷史與歷史科
中三級跨學科專題研習分享會
本校在多年前已推行歷史戲劇創作比賽，近年更在歷史戲劇創
作比賽的基礎上，配合專題研習，發展為現在的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暨歷史科跨科專題研習，有助加深學生對不同歷史概念的認識及訓
練學生探究歷史課題的能力。
本年度中國歷史科暨歷史科專題研習的主題為「我最深刻的歷
史事件」，並邀得校園戲劇工作坊總監尤若愚先生擔任嘉賓。是次活
動學生除了在課堂上匯報研習成果外，每班的優秀組別更於2月25日
的中三跨學科專題研習分享會中向其他同學分享他們的研習成果。
當天共分享了四齣
歷史劇，包括：3A
班的「中日甲午戰
爭」、3B班的「鴉
片戰爭」、3C班
的「第二次世界大
戰」及3D班的「英
法聯軍戰役」。

學

3A班優秀組別演繹「中日甲午戰爭」。

生

會

選舉

健康人生系列活動
本校由成長及升學就業組和明愛駐校社工於2010年9月22
至29日合辦一個名為「健康人生」系列的活動，透過一連串的
活動包括展覽、攤位
遊戲、講座、工作坊
等，希望讓學生認識
毒品和吸煙對青少年
身心造成的影響，從
而學習拒絕毒品和吸
煙，使他們能活出健
康人生。

學生們專心聆聽講者講解如何預防濫用藥物。

天

音樂

節

  
為期兩星期的彩天音樂節已於2011
年1月3日至1月14日舉行。當中以歌唱比賽及藝墟掀
起高潮。

彩

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決賽於1月14日舉行，當日邀得黎明我
本年度的學生會選舉共有兩
老師、吳毓偉老師及黎少玲老師擔任評判。為了令更多
《Heroes》和《虹濤》。
個候選內閣
學生能參與其中，OLE小組及學生會安排中四至中六的學
經過接近一個月的籌備及全校同學投票後，
生於OLE時段（星期五第八節課後）到禮堂觀賞決賽。最
結果本學年的學生會由一號內閣《Heroes》
後由3B班莫逸文奪得初級組獨唱冠軍，5C黃駿傑獲高級組
以462票當選。
獨唱冠軍，至於合唱組冠軍則由7B陳昇、鄭浚彥奪得。

藝墟
藝墟於1月13日午膳時間在露天籃球場舉行。為向學生
提供英文語境、增加他們接觸英語民歌及集體表演的機會，
本年度由中五級四班學生獻唱英文歌，各班曲目如下：
5A  Puff the Magic Dragon
5B  Country Ｒoad
5C  Yesterday Once More
5D  Yesterday
活動期間吸引一眾師生、舊生圍觀，場面熱鬧。

7

其中一組合唱隊伍生動有趣的演繹。

5D班與班主任一起獻唱“Yesterday"。

校

同心同行
家長管教小組：
   本校於2010年10月
29日至12月3日舉行「同
家長管教小
心同行
組」，是次活動是由本校
成長及就業組、明愛學校
社會工作服務及救世軍竹
園綜合服務竹園青少年中
心合辦，目的為提升家長
對自我及青少年子女的認
識，同時也提升家長與青
少年子女溝通的能力。

功成身退，享受人生
徐礎田助理校長退休專訪
徐礎田助理校長在教育學院主修體育及數學，於1977年畢業後，
便加入彩天這個大家庭，他主要負責任教體育科及數學科，一直在校春
風化雨三十三載，作育了不少運動健將，但隨著光陰飛逝，徐助理校長
也功成身退，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陪伴家人與朋友。

快樂教室
本校於2010年10月
至11月期間，為中一及
中二級學生舉行「快樂教
室」工作坊。是次活動由
明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
辦，目的在培養學生健康
積極的心態、提升他們解
難技巧及抗逆的信心，以
及建立健康的朋輩關係。

"Happiness is here and now"
—與彩天學生共勉
陳攜愛老師離職專訪
陳攜愛老師於1989年機緣巧合下來到彩天任教，熱愛大自然及
攝影的她轉眼間已經於彩天培育莘莘學子達二十一年了。雖然陳老
師已經離開彩天，但她坦言仍對彩天的同事及學生依依不捨。

體育之路

喜教男校、喜教彩天

徐礎田助理校長自小便很喜愛運動，受中學一位老師的薰陶下，早
已決心成為一個老師，教育下一代正確的價值觀，薪火相傳。對運動方
面深感興趣的徐助理校長剛踏入彩天時，除了需要教授數學科及體育科
外，課餘更要負責帶領彩天的足球隊及羽毛球隊，安排校隊隊員的訓練
和比賽。此後，更先後負責擔任網球隊（現已停辦）、籃球隊、游泳隊
及田徑隊的顧問老師，帶領彩天的體育事業邁步向前。
徐助理校長憶述當年，由於訓練場地或練習設施嚴重不足，這成為
了校隊練習時遇到的一大困難。幸好，那時的高年級學生會於課餘時間
主動帶領低年級學生去「跑山」（沿清水灣道）練習，後來，更先後有
幸借用九龍華仁書院、九龍灣及斧山道運動場以作田徑訓練之用，「當
年的學生，只要有場地可以練習，他們不論有多遠的路途都會前往。」
徐助理校長語重心長地說。

陳老師就讀中學時已立志成為老師，畢業後曾到一所女校及兩
所男女校任教，輾轉間來到彩天。「我比較喜愛彩天的學生，他們
為人比較率直及大方，很多東西都不會收藏起來。」陳老師娓娓道
來。陳老師於任教其他學校時發現女生們比較含蓄及小心眼，故還
是喜愛於彩天任教的日子。在彩天的教學歷程中，陳老師除了教授
英文科外，亦曾先後教授歷史、地理及社會教育等科目，可謂博學
多才。陳老師見證著今昔學生的轉變，坦言現在的彩天學生欠缺主
動性，而且往往需要別人照顧，不過，她亦讚揚現今的彩天學生反
應比較快，而且思考問題的角度比較遼闊。她寄望學生能夠接觸更
多的事物，擴闊自己的視野。此外，最令陳老師感到高興的是能夠
看見彩天學生們不斷的成長和改變，這正正是她在教學歷程中一份
不可取代的成就感。

給彩天學生的話

教學方式轉變，難以適從

經歷了三代學生的徐礎田助理校長坦然現今的學生不及以前的學生
積極和主動。以運動方面來說，以前的學生於放學後會自動自覺結伴練
習，當比賽即將來臨的時候，更會投放更多的時間去練習以準備應戰；
可是，現在的學生比較被動，不但疏於練習，有部分更會缺席比賽，而
且服從性較低。和藹可親的徐助理校長寄語各彩天學生，平日要多做內
心反省的工夫，從而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缺點，好的地方就要努力發展；
不足的地方則加以改善。若然遇上失敗，自己要清楚知道失敗的原因，
並汲取經驗教訓。此外，彩天的運動健兒應主動自發，積極且認真地投
入訓練，知道努力練習是為了挑戰自己的能力，是成功的主因，就會不
斷超越，就會在比賽時全力以赴，發揮最佳狀態及取得更好成績，將彩
天的運動事業傳承下去。

陳老師憶述以前的教學方式與理念均以老師為中心，上課時老
師能夠直接教授學生，而且沒有太多的課堂活動；可是，現在的教
學模式偏向要求老師準備各式各樣的課堂活動予學生，這些活動需
要生動有趣之外，還需具教學意義，這無疑令老師增加了一定的負
擔。除此之外，現今的老師除了要應付日常教務之外，還要處理不
少行政工作，確實令教務百上加斤，「現在老師做事的反應必須要
快，特別是處理一些突發事件時，更需要即日甚或即時處理才可
呢！」陳老師感慨地道。正正因為教學方式的轉變，令陳老師近年
教學時感到力不從心，身心疲累，所以才決定辭去教席，好讓自己
休息一下。

活在當下，享受人生
徐礎田助理校長表示以往被工作所限而使生活節奏變得急速，錯過
了人生很多美好的事物。他揚言現在退休後，要將自己的生活節奏控制
得慢一些，讓自己能夠好好享受生活。他更表示退休後跟家人、朋友相
處的時間增加了很多，亦認識了一些新事物，感覺美好。當談論到退休
後的計劃時，徐助理校長輕鬆地道：「現時未有作任何計劃，活在當下
呢！祇想享受現在，活好每一個今
天。」
在這三十三年間，徐礎田助理校
長培育了莘莘學子，在此，校報謹代
表全校向徐助理校長多年來在彩天作
出的辛勞作出致謝，並衷心祝福他生
活愉快！

園

終身學習，活在當下
雖然陳老師已經離開彩天，但她仍堅決終身學習，她現於香港
中文大學修讀有關英語教學的碩士課程，並直言可能會再次執起教
鞭。在學習以外，陳老師也非常享受現在的生活，因為辭去教席令
她有更多的時間陪伴父母和家人，她並打算
出外旅行，好好享受生活。最後，陳老
師希望跟彩天學生分享一句英文諺語：
「Happiness is here and now」，這也就
是活在當下的意思呢！
在這二十一年間，陳老師培育了
眾多社會棟樑，在此，校報謹代表全校
向陳攜愛老師多年來在彩天作出的辛勞
致謝，並衷心祝福她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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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彩天新面孔
楊燕玲老師

劉嘉欣老師

今年本校來了一位新老師──楊燕玲老師。她在大學修讀中
國語言及文學，所以主要任教科目是中文科，她也是中三乙班的
班主任。
細說
過往，楊
老師小時
候的志願
是 當 老
師，她很
喜歡簡樸
的校園生
活，喜歡
與坦誠純
真的學生相處，所以以老師為終生職業。中學時代，楊老師最喜
愛中國文學科，因為她喜愛看小說、欣賞詩詞，往往被文字的美
感所吸引，沉醉其中。她閒時喜歡上網、看書、聽音樂等，讓自
己在緊張繁忙的生活中得以享受放鬆悠閒的一刻。
楊老師大學畢業後的工作是當中學教師，因為想轉換新環
境，而且被彩天濃厚的宗教氣氛所吸引，所以來到於彩天任教。
此外，她覺得彩天學生活潑好動，聰敏乖巧，彩天是一個溫暖的
大家庭，大家相處非常融洽，關愛氣氛濃厚。楊老師勉勵「彩記
仔」要做一個有品德和負責任的學生，將來能夠對社會付出貢
獻。她還訓勉「彩記仔」應以認真的態度對待事物，執善固執。
最後，老師鼓勵同學做一個有夢想的人，並向自己目標邁
進，堅持不放棄。

喜愛旅遊的劉嘉欣老師是
今年彩天的新成員。她平常喜
歡看書，特別是中國內地作家
和金庸的著作，因為她認為閱
讀課外書本能夠加強語文能
力，而且彈鋼琴也是老師的興
趣之一。雖然劉老師外表斯
文，但其實她也有活潑的一
面，如在閒時她會到郊外遠足
或是踏單車呢！
劉老師主要任教中文科及歷史與文化科，她是中一甲班的班主任。劉
老師覺得同學們表現活潑好動，平常樂意協助老師，但在自主學習方面仍
有進步空間。
最後，劉老師認為「老師」這工作是值得花時間的，因向同學傳授知
識是一門藝術，當中教授過程就人生閱歷一樣──「以生命影響生命」，
潤物無聲，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學生能力臻完美，成為才德兼備的人。

黎少玲老師
黎少玲老師在大學時修讀工商管理及通識。畢業後，她決
定選擇教師作為自己的職業，因為黎老師從小的志願是當一位
老師，她覺得老師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要作育英才。本校是她
第二所任教的學校，她在本校任教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及
通識科。
     對於本校的感覺，她覺得在男校任教頗具挑戰性。她欣賞
「彩記仔」的活潑、具創意及真誠的個性，而且他們各有所長，
不論在學科上或運動成績上都同樣出色。
     她認為「彩記仔」聰明、具能力和潛質，但在學習過程上，
有些壞習慣令到他們的能力不能完全發揮。她鼓勵大家只要有耐
性，並肯下苦功，必定有極大的進步空間。最後，她更鼓勵大家
要盡情探索生命和生活，擴闊眼界和生活圈子，享受精彩和豐盛
人生。這就是學習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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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儀老師
四丙班的
王少儀老師是中
於大學就讀新
班主任。王老師
她對時事有敏
聞與傳播學系，
王老師特別喜
銳的觸覺，而且
王老師任教本
歡通識科，所以
和中五級通識
校中一級通識科
科是最適合不
科獨立專題探究
也任教中三級
過的。此外，她
地理科。
任教，她
對老師作惡
王老師並非初次
然有時學生們也會
雖
，
真
純
單
簡
且
但活潑而
覺得「彩記仔」不
肯受教。
書籍可以令
作劇，幸好他們也
書籍，因為她深信
讀
閱
者
或
影
電
看
喜歡
王老師在課餘時間
。
眼界和學會
她擴闊自己的視野
同學們可以拓闊其
望
希
「
：
話
句
一
大家
感恩的心。
最後，王老師想給
望每一個學生常懷
希
更
，
她
的
徒
督
。作為基
欣賞自己和他人」

陳銘衡

老師
這年，本校來了
一位愛打籃球的
老師──陳銘衡
學科，他也是中
老師。他主要任
一乙班的班主任
教數
。他覺得彩天學
律，但同學們未
生大都十分善良
能夠主動學習和
且
守紀
欠缺勤力，所以
憂。陳老師認為
對同學的升學問
同學應多嘗試，
題
感
到
擔
不要怕失敗。
陳老師除了愛打
籃球，閒時他也
喜歡跑步。他笑
動，時常犯錯，
言幼時自己個性
但在家人及老師
較好
的扶助與教導下
禮、 尊師重道 的
，令他變成一位
學生 ，並立志 長
彬彬有
大後
要成 為一位 好老
師。 如今當老 師
這期
望已實現，但剛
巧碰上334新高
中課
程改 革，因 此他
感到 在教授某 些
新的
科目時一點吃力
。
最後，老 師認為
不 論是老 師或學
生 ,當 遇 到 困 難
時也不應輕易放
棄，
相反，應繼續努
力面對。

校

園

中文科校外比賽成績 2010-2011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第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組別

獲獎同學
鍾霑樂（1A）
方梓聰（1A）

初級組

林偉成（1A）
沈柏嶙（1B）
王子健（1B）
郭子維（4A）
黃梓豪（4B）

高中組
劉宜鑫（5A）
譚文樂（6B）

3A陳嘉俊同學獲家書撰寫比賽初級組第二名。

永隆文學之星──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2010-2011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童聲童畫」健康兒童加油站
──家書撰寫比賽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賽馬會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

高中組
初中組
高中組
初級組

黃大仙區防火標語創作比賽

黃大仙區防火委員會

高級組

王鎮洪（4A）
林俊達（4A）
郭子維（4A）
陳嘉俊（3A）
馮偉亨（5A）
錢焯烽（5C）
陳嘉俊（3A）
潘頌文（5B）
黃翰暐（6A）
林家健（6B）
王俊軒（7B）
黃俊榮（7B）

獎項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粵語）優良獎狀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粵語）亞軍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粵語）優良獎狀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粵語）冠軍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粵語）優良獎狀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中學五至七年級男子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中學六、七年級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高中組優異獎
高中組優異獎
高中組優異獎
初中組第二名
高中組第一名
高中組優異獎
嘉許狀
高級組亞軍
高級組嘉許狀
高級組嘉許狀
高級組嘉許狀
高級組嘉許狀

本校學生入選「香港200」領袖培訓計劃

黃大仙區卓越學生領袖獎

「香港200」是一個為期十年的中學生領袖培訓計劃，致力培育
香港青年領袖人才。是項《計劃》每年嚴格選拔本地200位別具領導潛
質、學業優異，並抱有服務社會心志之青年，接受一系列特別培訓。在
2010年，前任學生會會長、7A班 許成昆同學有幸成為是項計劃中200位
學員之一，接受一連串本地及
外地培訓。在本地培訓方面，
每一個星期他都會進行小組
議題討論，了解國內的政制以
及國家的發展。此外，他還在
2010年8月到北京進行為期9日
的培訓，透過參觀內地私人公
司、國家部門和出席講座，從
許成昆同學（左一） 參觀北京外交部。
而更深入了解中國國情。

本校3A陳浩賢同學（學長）（右）及6A尹
樂騏同學（副總學長）（左）獲學校推薦，參
加由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及黃大仙區中學
校長會舉辦的「卓越學生領袖培育計劃」，兩位
學生更獲頒發「卓越學生領袖獎」。
黃大仙區卓越學生領袖獎

黃大仙面面觀城市定向比賽
本校獲亞軍
學生會（虹纓）於2010年9月
12日參加了由東九龍青年社舉辦的
「黃大仙面面觀城市定向比賽」，
此比賽的目的是讓學生學會更關注
社區及更積極融入社會。最後，經
過參與學生的努力和合作，獲得是
次比賽的全場總亞軍。

獎學金
彩虹獎學金（2009-2010）
1A
1B
1C
1D

1A
1B
1C
1D

蘇文彬
林嘉輝
黃啟恒
李俊彥

2A
2B
2C
2D

許煒康
李君灝
陳偉翔
房家樂

3A
3B
3C
3D

連日南
張萬興
翟偉豪
羅德森

4A
4B
4C
4D

錢文晉
莫梓聰
馮禮康
關永良

樂家輝
梁洛維
黃啟恒
趙之田

最佳進步獎（2009-2010）
2A
陳子樑
3A
谷卓儒
2B
李君灝
3B
張萬興
2C
李承熾
3C
廖正成
2D
李梓軒
3D
關礎瓏

4A
4B
4C
4D

關展翹
金梓峯
劉宇軒
溫焯峯

城市定向比賽

教師獲獎
本校申錦耀老師於9月
12日參加了第29屆沙田區
水運會，於男子三十五至
四十五歲組，分別在五十米
蛙式（40.21秒）和五十米背泳（47.75秒）獲得
一面銅牌和一面銀牌。
申SIR

彩虹獎學金

最佳進步獎

10

校

園

第三十六屆水運會
本校第三十六屆水運會已於2010年10月7
日假黃大仙摩士公園游泳池順利舉行，並邀請了本舊
生吳國鈞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他喜見同學積極投入學校
活動，致辭時對學生的團結及體育精神表示欣賞，更鼓勵同
學勇於向前、超越自我。
今年有兩位同學打破大會紀錄，分別是5D班衞定信同學刷新
甲組的50米、100米及200米三項胸泳紀錄；2D班的李嘉浚同學刷
新丙組的50米的胸泳紀錄。他們同時獲得主禮嘉賓吳國鈞先生捐贈
運動員獎學金以示獎勵。

第四十四屆陸運會
本校第44屆陸運會已於
2010年10月13日及14日，
一連兩天假香港灣仔運動場
順利舉行，參賽健兒共打破
了四項大會紀錄，成績令人
鼓舞。
本校邀得教育局黃大仙
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劉小
平女士撥冗蒞臨擔任閉幕禮
主禮嘉賓，此外，舊生會主
席吳國鈞先生又向本校的傑
教育局黃大仙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劉小平女士
出運動員頒發獎學金，以鼓
蒞臨擔任陸運會閉幕禮主禮嘉賓。
勵同學在體育方面要不斷求
進，爭取卓越的成績，帶動學校一貫優良的運動氣氛及傳統。
為響應四十五周年校慶，大會於翌日比賽期間，安排了四十五周年
步行籌款活動，一眾師生及家長，在校監周孝忠神父、家教會主席殷
晴芬女士及李寶雄校長帶領下，圍繞跑道步行四百五十米，以為彩天
四十五周年校慶活動揭開序幕。

黃大仙區田徑比賽2010
友校接力邀請賽（中學組）獲獎隊伍。

乙組欖球隊（第二組）獲季軍
本校乙組欖球隊首年度成立，由陳健成老師、家長黃嘉亮先生及欖
球教練陳國俊先生帶領，經過同學努力練習，最後在校際欖球比賽（第
二組）中以三勝一負的成績奪得季軍。
關竣之同學（中）在標槍（700g）項目中
打破大會紀錄。

本校運動員於2010年11月7日
參加了「黃大仙區田徑賽2010」，
於今屆賽事繼續表現優異，共奪得
19面個人項目及1項接力項目獎牌
（總數4金、8銀、7銅），而4C班
關竣之同學在標槍（700g）項目中
更以38.75米打破了大會紀錄。透過
運動員自強不息，積極參與訓練，
主動到校外場地練習，還加上全體
師生的支持和鼓勵，於是次區際賽
中繼續大放異彩。

黃大仙區學界男子
7人足球賽
本校足球隊勇奪季軍
欖球

黃大仙區體育節開幕典禮
康樂體育競技日
本校健兒奪中學組亞軍
本校於學界運動比賽方面成就超卓，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特別是
協助推廣運動風氣之活動。
本校其他學習經歷小組
應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邀
請，於2010年10 月17日派
出8位學生參與在斧山運動
場舉行的「2010年黃大仙區
體育節開幕典禮暨康樂體育
競技日」，當中包括各種團
體競技項目比賽，本校健兒
在眾多友校代表隊之中脫穎
而出，勇奪中學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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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2010黃大仙區體育節」，
並藉此機會推動足球運動，讓黃大仙區
的學生互相切磋球技，黃大仙區康體會
主辦「黃大仙區學區男子7人足球賽」。
本校派出12位學生參加是項比賽，結果
不負眾望，奪得季軍。
第一場（八強） 1：0 勝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第二場（四強） 2：3 負 李求恩紀念中學
第三場（決賽） 3：0 勝 文理書院（九龍）

舊生會運動員獎學金（2010-2011）
個人獎項（根據個人在全年的運動表現，頒發以下其中一項獎學金）
運動員獎學金名稱

獎學金額

班別

獲獎同學

銅獎

$500

7B

黃柏強

銅獎

$500

2D

余宗祐

團體獎項（根據隊伍在全年的運動表現，頒發以下其中一項之獎學金）
運動員獎學金名稱

獎學金額

卓越球類隊伍銅獎

$400

獲獎隊伍
校際欖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乙組季軍

校 園
Tempest

English Week 2010-2011

   From 25 th to 29 th October, our school
celebrated English Week with the theme,
“My School”. The celebration was part of the
school’s 4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uring
this one week, the school was immersed in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atmosphere.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school hall was once again
Participants create costumes from
crowded with a multitude of bustling students newspaper to portray Catholic
during the lunchtimes and after school, visiting Saints.
the games booths to play the games run by S4 students. Everywhere on
campus, students could be found chatting with their teachers about their school
liv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d fu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There was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to choose
from including the game booths and
English Speaking Day. English Song
Appreciation kicked off the week,
Students enjoy themselves so
followed by the S.6 visit to the Hong
much at the game booths.
Kong Debate Open. S.2 students
enjoyed watching the Disney fairy tale, “Enchanted”, which filled the school
hall with laughter. S.1 students had a great ‘travel experience’ with the senior
S.5 students who presented the first Choi Hung Travel Expo with eye-catching
posters displayed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S.3 students attended a seminar
about sight saving presented by the staff of ORBIS, the international sightsaving charity. Students also experienced “Holy Evening”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where they portrayed saints.
   The English Week as concluded with the award presentation. However,
this was just the start of our lifelong English learning. Choi Hung boys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exciting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coming year.

Great travel experiences!

The Way We Were III
   The Way We Were III is
the third book in the series.
The project began back in
2005. The S.3A students at
that time interviewed 40 Old
Boys from CHECSS and wrote
articles about them. Thes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Way We Were I. In 2008,
41 students from S.3 to S.7
interviewed more Old Boys
and wrote articles for The
Way We Were II. Now, once
again, students from S.2 to S.7
produced The Way We Were
III as a part of the school’s
45th anniversary. The book
was distributed to the Old
Boys at their 45th anniversary
dinner in Dec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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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M.L. Lee
   Ms. Lee Mei Ling has joined our school this
year as an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not her first
teaching assignment. She has taught English in
other schools. Before joining the staff at CHECSS,
she taught in a co-educational school.
   In the past, she first studied and then taught
in Catholic schools.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she wanted to be a teacher at our school. Another
reason is that she wanted a change to her working
environment.
   Even though our school is a bit small, Ms. Lee believes that our students
are more energetic and hard-working because there are many supplementary
lessons for students. Also she appreciates the staff who helped her to adapt to
her new environment.
   To improve our English, she advises us to read and talk more.
Mr. H.M. Chau
   Mr. Chau is a new member on staff at CHECSS. Before he came to us, he
taught at a very traditional boys’ school in Stanley. “The reason why I made
the decision to teach here is because I wanted to work in a different teaching
environment,” he said. “The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impressed me. They are well behaved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improve when they do something wrong.
Also, my colleagues are very friendly towards me
and help me a lot. They are willing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to take care of new colleagues like me.
   Mr. Chau wanted to be an English teacher ever
since he was a child because he enjoyed English.
He has a few good tips for our students to help them
develop their proficiency in English. “Listening to
English songs and watching Western movies is a
good way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If you persist,
over time, your standard of English will improve.”
Mr. K.M Tse
   This is Mr. Tse’s first teaching assignment. “There must be a predestined
affinity between this school and me,” Mr. Tse stated. He has been learning
English since childhood and he loves it very much.
   What impressed him the most about CHECSS was the atmosphere of
the school. “Most students reach my expectations. They do quite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keep focused on English.
Our school holds a string of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that would give students a sense of participation. By
participating,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standard.”
   Here are some helpful hints that Mr. Tse gives his
students who want to aim at being an English expert.
First, you have to make up your mind to study. Second,
you need a practical and well-considered plan. Third,
listening and reading are the most essential skills you
need. You need to work hard at developing them. Mr.
Tse puts CNN news recordings into his MP3 player
and listens to them again and again. This helps him to
improve his English.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Visit
Our School
   “Ciao!” (“Hello!” in Italian)
   Six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from Brazil, Ital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Germany visited our school on 11th December 2010 to lend a hand with our
English activities for our 45th School
Anniversary Open Day.
   These special guests shared
their cultures and their languages
with our Open Day guests and our
students. We had a very enjoyable
time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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