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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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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bckss@eservices.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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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246 3383 傳真：2246 3283

足球活化教育 塑造堅毅人格
一傳一射悟人生

東亞運掀動了香港的足球熱，學界也開始
大談足球運動的教育意義。本校早悉先機，於
2004年成立足球隊，透過足球訓練，提升同學
的自信心，訓練他們的紀律性和服從性，培養
他們的群體合作精神。
足球是一項體育運動，可以強身健體；足
球更是一種教育，可以明德啟智。資深的足球
教練、本校的足球隊領班人殷小賡老師就參透
了足球運動精妙之處，他從專業的角度藉著足
球的特質鞭策同學成長。他認為「球場就是人
生」。嚴格的操練，是提升體能和球
技的最佳方法，也是對球員意志的磨
練。汗水象徵著奮鬥，能夠
克服艱苦的訓練，

人生還有越不過的逆境嗎？在球場上比賽，講
求守規；要入球，球員間就要有默契；要取
勝，大家就要靈活應變，要奪標，全隊都要悉
力以赴。人生不就是如此嗎？要成功，就要願
意付出，就要懂得變通，就要彼此合作……

只許成功 不言放棄

一「斬」一「抽」、一「撲」一「頂」，
俐落的動作背後是一份執著和一份堅持，是教
練對球員只許成功的執著，是球員對自己不言
放棄的堅持。足球隊屢創佳績，為校爭光，
我們固然欣喜，但我們更加在乎的是同學把在
足球訓練的過程中悟出的道理，放諸人生，放
諸學業。我們的足球員不是「波牛」，他們都
是嚴守紀律、重視學習的年青人。本年度就有
四名甲組隊員因著出色的球技及成績獲大學暫
取，成為其他球員拚鬥的目標。
教育的意義不僅是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而
且是人格的塑造。我們就是藉足球訓練體現教
育的真諦。

本校足球隊成員均是學界精英，未來球壇接班人。
黃榮傑

香港學界精英青年軍及香港學界代表隊

王俊文

香港學界精英青年軍

徐淙翔

香港學界精英青年軍

黃嘉浩

吳國雄

香港學界精英青年軍
香港五人隊青年軍、南華青年軍及
香港學界代表隊
甲組南華青年軍

劉富華

甲組和富大埔青年軍

梁展南

甲組和富大埔青年軍

黃永亮

甲組康宏晨曦青年軍

黃詠鋒

香港學界精英青年軍

李穎豪

香港學界精英青年軍

鄭啟明

足球隊屢創佳績，是教練
和球員努力的成果。
05-06

學界男丙殿軍及最具體育精神獎

06-07

學界男乙季軍及最具體育精神獎

07-08

學界男丙季軍及最具體育精神獎

08-09

09-10

學界
男甲
季軍

學界英華書
學界 學界男 學界男足
院一百九十
男乙 足團體 最具體育
週年校慶盧
殿軍 殿軍
精神獎
業梁盃冠軍
學界男甲亞軍

殷小賡老師小檔案
殷老師擁有亞洲足協B級及C
級教練、香港足球總會Pre-D
級及D級教練及一級五人
足球教練的資格。他除為
本校體育科主任外，亦為
香港學界足球代表隊主教
練、香港足球總會新界東
足球隊青年軍主教練、新界
地產和富大埔足球隊青年軍主教

練、亞洲學界體育聯會足球技術及發展
小組委員、香港足球總會技術發展
部技術委員、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足球部技術及遴選小組委員、教
育局及香港教育學院體育教師
學校2009委員、教育局新高中
體育科教與學小組委員；殷老師
更曾獲得青年足球聯賽最佳教練、
全港最佳學校教練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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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廣州交流團 俯
本校成功獲得青年事務委員會撥款，於2009年12月19日，舉辦了為
期七日的「黃河文明與紅色革命」考察之旅，在校長帶領下，一行37人到
陝西省的西安及延安進行考察，並跟當地中小學交流。我們暢遊了秦、
唐、明三朝的遺蹟，包括舉世聞名的兵馬俑、包含淒美故事的華清
池、宏偉的明城牆及黃帝陵。我們又走訪了延安的中共革命聖地，親
臨領導人寓居過的窰洞。七日行程，令同學眼界大開，得益不少。

民間信仰與
發展遊學

在宗教共融的大前提

中一至中三學生於二月七至

廣州多個不同宗教道場，包

寺、道教的三元宮、回教的懷

撼動人心延安之旅

石室聖心大教堂及中國民間信仰
反思信仰自由的概念。

特派校園小記者 4B何綺雯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腦裏一直回蕩著這句話，這是校長站在旅遊車上為這次行程
作的總結。我確確實實領悟到一次有意義的旅遊好比生命教育，不對，是一次環境教育，是
一次文物教育，是一次風土人情的教育。在行程中，我們參觀了碑林博物館、慈恩寺、大
雁塔和華清池等，而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兵馬俑博物館面積大得驚
人，與其說是博物館，倒更像是都邑。館內已經挖掘和建成的有四個展館，最大的是一
號坑。我一走進去，就被它的氣勢所震懾。一隊隊的士兵整齊地站著，兵馬俑栩栩如
生，巧奪天工，他們形態神情各異，但還是感受到他們的嚴肅。那一刻，你也仿佛
感受到秦始皇征戰沙場的威武。除了考察外，我們還到大學聽講座，到中學交流，
還有到小學義教。當地人都很純樸，每次分
別時，我們都在車上看到一群揮手道別的朋
友，帶著微笑和祝福送別，這些場面至今
還歷歷在目。想說的還有千言萬語，學到
的不計其數，感悟到的只有一個，我為
我的祖國而驕傲！

俯瞰中華文化五千年

與社會
學團

提下，45名

至八日探訪了

包括佛教的光孝

懷聖寺、天主教的

仰的陳家祠，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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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畫系列
民間建築與中華文化
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本校師生共四十人，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之「同根
同心」內地交流計畫。此行以「民間建築與中華文化」為主題，我們先後參觀
了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南頭古城、充分展現嶺南傳統文化精華的嶺南印象園、
莊嚴雄偉的嶺南第一樓禁鐘樓及清朝傳統民居—西關大屋。同學更參
觀了改革開放早期，嶺南特色與西方現代建築融合的代表作—廣
州東方賓館。透過親身體會，同學不但領略到嶺南文化的特
色，更從新舊建築文化的對比，思考到新興城市的發展意
義，實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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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中六的同學，變
身小記者與藝人高皓正大
談戀愛與事業之道。

科
修
必
大
四

走在最前線 訪問高皓正
新高中中國語文科要求同學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多元化的語文活
動。本校中文科今年舉辦多個大型活動，如「妙筆生花賀新春」同學
即席揮毫，感受中國書法之美、「元宵佳節嘉年華」透過燈謎花會，
體驗才子佳人的詩意柔情。另外，本校參與《星島日報》的「星級S
記者」計劃，讓同學走上前線，一嘗記者滋味，訪問藝人高皓正。活
動形式跨越古今，為同學提供試練的平台，全方位備戰新高中。
新春前夕的午息時間，逾百位同學齊集有蓋操場，手握毛筆，點
點墨硯，在紅紙上寫下一個個新春賀語。同學們拿著「身體健康」、
「家肥屋潤」等揮春，向校長及老師們祝賀。同場還舉辦「正覺棋正
爭霸戰」的總決賽，兩位
棋王在特大的棋盤對弈，
決一雌雄。

雌雄。

大型棋盤上，一決

本校兩位小棋王於

與教育局合作

校長即席揮毫，祝願同學們於虎年學業進
步，身體健康。

共研校本教材

為了配合新高中英語課程的需要，英文
科已在三年前開始籌備課程、構思選修
科組合、人力資源安排及課堂編制。
此外，老師們也積極參與培訓課
程，並在科務會議中作出分享，
共同製作教材。
為了使學生們對新課程有
更深入認識及為將來奠定良
好的基礎，英文科於三年前向
教育局成功申請了為期六年的
「英語提升計劃基金」。有了較
多的額外資源，初中同學能參與
預備新高中英語選修科目的不同課
程。
由於在新高中課程中，英語講說技巧成為
很重要的元素。因此，在本學年，中三級同學已被安
排參與英語講說技巧訓練，對新高中校本評核的要求能有所掌握。此
外，中四級老師與教育局課程發展組合作，共同製作選修科目的教
材。校本教材更能切合同學的學習需要，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本校特邀
外籍老師駐校，
加強同學的英語
溝通能力

傳統文化與現代思
維要兼收並蓄才成大器。
八位中六同學變身特派
記者，由資料收集、擬定
題目、臨場攝影到撰寫稿
件，均一手策畫，為的就
是訪問藝人高晧正。短短
一小時的訪問，同學付出
萬分努力，珍惜得來不易
的試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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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新高中
＋－×÷±√
＋－×÷±√
中大培訓

增專業才能

數學科老師積極迎接新高中課程，幫助學生在新編排下學得開心、學
得深入。老師參加各種教師工作坊，提升專業知識。
•學生學習情況：本校非常榮幸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數學系黃毅英
教授為數學科老師進行專業培訓，就教學策略提出不同的方法，提升學生
的數學解難能力。
•學生心理方面：共備課節時討論提升學習興趣，與學生打心理戰。
•考試技巧：從多角度幫助學生應對公開試。

▲

為提升學習興趣、製造良性競爭的氛圍，本科於三月初舉行校內數學
班際比賽。不但參賽的同學十分緊張，在場同
學還積極打氣。
科任老師也非常投入，教授同學比
賽策略、注意要點。另外，高中組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數學比賽在周會進行，當日全
數學系黃毅英教授為數學
校高中學生聚集禮堂，比
科老師進行專業培訓。
賽氣氛濃厚，每當答對
一題，台下學生即以
熱烈的掌聲以示鼓勵。

善用WiseLearning 推自主學習

本科組評估工作最大特色是引入
「獨立專題探究」作為校本評核。同
學要利用WiseLearning進行資料搜集
及時事專題探究，自主學習。老師更
帶同學跑出課室，前往一些時事熱點
(如尖沙咀1881、灣仔利東街等)進行
多元的學習經歷。老師亦鼓勵同學參
與對外比賽，更屢獲殊榮，如「圃、
通識教育網絡」舉辦「網上通識問答
比賽」獲得全港亞軍、救世軍港澳軍
區舉辦之「情繫蘇屋五十載」攝影及
模型比賽獲得優異獎及卓越獎。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面
對著現代中國及全球化等單元，我們
不能再流於「紙上談兵」。我們不斷
爭取外界資源，為的是可以讓同學有
機會衝出香港，放眼世界。本組老師
設計教學計劃連續兩年榮獲羅氏慈善
基金與教育局評定為優秀計劃，讓學
生到國內進行實地考察，擴闊視野。

6A陳小紅同學正就海洋危
本校邀請香港大學地理系講師梁慧嫻教
授為同學在尖沙咀 1881
講解香港在經濟發展
與文物保育政策上的問題。

通識教育科旨在透過探究各類議
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
對社會的觸覺。在課堂上，我們進行
分組上課，每組約28人，進行協作學
習。老師按不同的議題設計特有的情
景，透過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甚至
公開論壇等等，鼓勵同學多參與、多
發表，增加課堂的互動性。

機的議題進行匯報。

展」的
學以「可持續發
本校五位中四同
獎。
參賽，並獲得卓越
概念設計城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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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家教活動展溫馨
樂也融融載滿情

出發當日，天朗氣清
正是郊遊的好日子。在船
上，劉耀增校長高歌一曲
《問我》，將全船老師家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舉行「印塘一日遊」的親子旅行，共

長同學的情緒推至頂峰。

194人參加，反應熱烈。當中遊覽吉澳、鴨洲及荔枝窩等自然生態景點，也參

最後以抽 奬結束並啟程回

觀了吉澳天后廟、姻緣石及古樸漁村風貌。另外，家教會於一月三十日帶領同

航，當日情境至今仍使人

學到清水灣湛山寺老人院探訪，贈送頸巾及冷帽給老人，體現人間有情。

回味不已。		

4C 林皓軒家長

生、老、病、死是人生
必經的階段，這個觀念一定
要明確地讓孩子們瞭解， 因
此，我倆夫婦和女兒參與了
家教會的送暖行動」。當活
動完結後，發現女兒──程
程、衛之賚老師及數名學生
正圍著一個躺在床上的老婆
婆，這一剎那，我看見程程
眼中閃過一絲淚光。之後，
她告訴我那位老婆婆哭訴的
原因是女兒留下她到澳洲工
作去，程程接著說將來一定
會照顧年老的爸媽。這承諾
未知能否兌現，但在那一刻
無疑是一句很窩心的說話！

一封小小的利是已令
老人家暖在心頭！

合中
林皓軒同學結
橋老師
西樂，與陳念
」歌。
「

莫非劉華
▲
康老師拿著的是
一千元禮券？

J
A
M

正覺是我家 校友會齊參加！
為延續正覺精神，校友會正
積極籌備中，預計於六月正式
成立。雖離成立日尚有一段
時間，但透過FACEBOOK
網站，參與的舊生人數已達
二百多人，可見同學對母
校的不捨情懷。由本屆開
始，所有正覺畢業生都是

校外獎項光榮榜

項目

主辦機構

第六十一屆校
際朗誦節

香港音樂及
朗誦協會

灣仔相寶數碼
攝影比賽
第十一屆香港
機械奧運會埠
際賽

灣仔文化保育及
活化計劃

亞軍兩名優異獎

1A鍾海宜2A王啟亨
1A葉國鴻

香機機械奧委會

「環保清潔海面機械
人」項目「冠軍」

2A黃家榮 4A曾志鵬
4E周振偉4B姚楊帆

2009應用可再 香港科技園公司、 太陽能模型車比賽：
生能源設計暨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優異獎」
競技大賽
及民生書院
「最佳設計二等獎」

2A毛浩樟2A孫進偉
2A黃家榮 4A黃嘉誠
4B姚楊帆4E周振偉
4E吳國源 4A曾志鵬

學界女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排球比賽
學界男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足球比賽
學界男子丙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田徑比賽
教育局、
第四十六屆校
香港舞蹈協會及
際舞蹈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本校的當然校友。為使
校友會日後所舉辦的活
動得以順利舉行，學生
會以自由捐款的方式籌
募經費，結果得到本屆
畢業同學的熱烈支持，
配合校友會的成
立，本校舉辦牆畫製
作活動，名為「快樂
牆」。牆上將展現同學
愉快校園生活的面貌，
盡顯正覺多元文化的教
捐款數字絕對能反映校友的熱心！

活動內容
中文詩詞獨誦亞軍
普通話女子散文
獨誦季軍

學生姓名

4B羅紫韻3A林歡歡

亞軍
團體亞軍
團體季軍
爵士舞甲等獎

體育及舞蹈方面的得
獎同學。

現已籌得理想的成績。

學理念。

1B 陳曉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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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經歷
彰顯仁愛精神
本校同學熱心服務社會，在「今日公益 明日領袖社會服務計
劃」中獲得多個獎項，包括:最佳展板獎、最傑出服務獎、傑出參
與獎等。

「一口糭 顯關愛行動」

健彩區送暖大行動

在包糭的過程中，

同學親手送上自已

同學要預先學習包糭的

編織的禦寒衣物，並學

技巧。初期，雖曾遇到

習人際相處技巧、與公

失敗的時候，但同學們

公婆婆溝通學懂耐心聆

從中學習改善技巧，培

聽、温和關懷。

養不屈不朽的精神。

「送舊迎新」家居齊打掃

國際傷健同樂日「海洋公園」

同學在活動中學習

同學陪同傷殘人士

如何打掃，看見長者們

到海洋公園，打破了彼

的笑容，獲得喜出望外

此的隔膜，從中學會包

的滿足感。

容、忍讓、關懷他人。
他們共渡了快樂的一
天。

十三街左鄰右里愛惜耆英慈善親善探訪

「與佛結緣」探訪長者活動

在元旦當日，香海

同學耐心聆聽長

正覺蓮社慈善濟助委員

者心聲，對他們呵護關

資助白米、油及日常用

懷。公公婆婆必能感受

品送給土瓜灣十三街的

到這份心意。

長者。長者收到禮物很
開心，同學們更開心!

獲首屆電子學習檔案大賽三獎

▲本校接受eClass專訪
戴興華同學的電子學
習檔案

▲

本校中四級戴興華、何綺雯和潘海雲同學於網上教學協會及
eClass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合辦的「第一屆全港中小學生電子學
習檔案大賽」中，擊敗了百多名參賽同學，分別奪得中學組冠軍、亞
軍和優異獎。
三位得獎同學更獲邀在第八屆「網上教學會議」(13-6-2009)上
分享得獎感受，當天評判讚賞本校同學的作品用心製作，三位同學取
得的傑出成果，反映出本校在應用電子學習檔案方面具有領先地位，
因此獲邀出席多個分享會，eClass早前專訪本校，專訪詳情請瀏覽以
下網址︰ http://www.broadlearning.com/enewsletter/201001/htj4/

三位得獎同學
左
戴興華、
( 起
潘海雲、何綺雯 )

本校得獎學生學習概覽(SLP)網址︰http://www.bckss.edu.hk/S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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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 X OLE :

a trip to
17th Century’s England
--- Twelfth Night

The outing to enjoy a live-stage
performance is the realm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Curriculum (NSS) and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
The show is called Twelfth Night, which is
set in the 17th century, featuring numerous
interesting characters.
The most impressive part of the play
is that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have
undergone a successive training in scriptrecital; our students were stunned by such
incredible display of English.
The play is interactive; all characters
would come forward to meet the audience
after the curtain call.

“I can actually talk to my favourite
character…” said Kathy He of 4B.
She continued, “I hardly had any
idea of what 17th century's England
would be like; but now I understand
the English culture better, thanks to
the dedicating actors and actresses
and their interesting use of props and
costumes. ”
With the NSS and OLE in full swing, more
of this alternative learning of English will be
experienced by our students
in the coming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