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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天主教中學自1978年成立，多年來均秉承基督的

愛與犧牲精神，引導學生體現福音中「智、義、勇、節」

等德行，並著重六育「靈、德、智、體、群、美」的全面

發展。在完善與純樸的學習環境中，校方更致力發揮學生

個人潛能，協助他們培養積極和健康的人生觀，鍛煉獨立

思考、明辨是非、自學自律的能力。

　　今年是我校三十周年校慶，2007年12月我校舉行了一

連三天的「三十周年校慶日」。12月7日上午為三十周年校

慶感恩聖祭，一連三天的開放日亦隨即展開，當天晚上假

座美心皇宮舉行三十周年校慶晚宴。

　　三十周年校慶感恩聖祭，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湯漢輔理

主教主持，出席嘉賓有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事務處主教代

表助理何嘉璇女士，新界西南鐸區總鐸閻德龍神父，荃灣

聖母領報堂主任司鐸梁達材神父，校監劉玉亭神父，學校

校董楊慶松神父、洪

立茂先生、陳錦添校

長，學校家長教師會

主席朱坤成先生。感

恩祭中，湯漢輔理主

教向我們講道，希望

我們可以效法善牧，

持守「愛的文化」，

戰勝「仇恨的文化」，追隨基督，由家人開始，由近及

遠，分享發揚溫暖的愛，讓正義和平仁愛的天國早日臨現

人間。

　　感恩祭中，同學

們向上主呈上禮品，

有鮮花、紙星星；校

長獻上啟發潛能大

獎，老師及家教會則

獻上酒水和麵餅。及

後，由校監劉神父陪同湯

漢輔理主教主持新翼基石

揭幕及祝慶儀式。

　  新翼基石揭幕及祝慶

儀式後，各嘉賓一同上台

舉行開放日剪綵儀式，台

下花炮拉起，彩帶滿天，歡聲雷動。

　　及後，學校向教職員頒發長期服務獎，一共有34位教

職員獲得長期服務

獎。而校長亦向各嘉

賓送贈紀念品。

　　學校同時向校監

劉神父致送了特別禮

物，以感激校監對學

校的不離不棄！

　　校長最後向全體

作致謝辭，感謝各位

嘉賓出席我們三十周

年感恩聖祭；之後，

有短片欣賞，管弦樂

團表演，及舞蹈表

演，及由全體同學高

唱〈世上只有你〉贈

予劉神父。感恩聖祭

至此完結。

　　最後，各嘉賓一同

移步新翼作祝酒儀式。

    晚上的宴會延開

34席，除各家長及校

友外，更有都會扶輪

社的9位成員出席，包

括創社社長鄧錦添、

湯智源博士、香港小

姐洗寶華等，統計處

處長馮興宏更高歌一

曲助興，把氣氛推到

高潮。學生家長更創

作了一首音樂作品，

於當晚高歌一曲。

當晚有不少舊生與

老師們「相認」，

一道近況，場面溫

馨熱鬧。

荔景天主教中學
Lai Ki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三十周年校慶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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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下午開始，是學校的開放日，各科組在學校

各個場地開設了展覽室、攤位、活動遊戲等，展示了各科

目的特色、歷年來出色教學作品、學生成就，以及新知介

紹、吸引了區內外很多居民、學校代表等等到來參觀，其

中有為數不少的小學準升中生，聯合家長們參觀我校呢！

讓小記者一一道來，介紹一下這幾天的盛況！

    首先要介紹的，當然是我校方針教育    啟發潛能教

育展覽室，在展覽室內，

擺放了用來介紹啟發潛能

主張的遊戲，你看、參

觀的小朋友們玩得多開

心，在遊玩中又可以認

識到啟發潛能教育的精

義    5P，真可說是寓

教育於玩樂中啊！

    又看看我們主科的展覽室，首先介紹中國語文科的

〈茶墨飄香〉，從這個充

滿文藝氣息的主題就可以

知道當中的風雅味道了。

在展覽室中，有經過專業

培訓的同學負責沖泡不同

中國茶，從他們的手勢

中，可以看出他們是久經

訓練的；另一面則介紹文

房四寶，更有同學表演書

法呢！小記者更發覺，

〈茶墨飄香〉展覽室是眾

多展覽室中，參觀人次是

首幾位之一呢！

    與中文科隔鄰的，

是英文科的〈Learning 

English is FUN〉，室內展

示了遊戲學生字、朗誦急口令，又有電腦學英文，更有由英

文科老師粉墨登場所拍攝的電影播放，真的如主題所說學習

英文多樂趣啊！

    數學科展覽室主要向同學介紹

有趣數學題，又有即場破解數學難

題遊戲，又有專題介紹，既專業又

有趣，吸引了許多欲破解迷題的

「偵探」到場大動腦筋呢！

    宗教事務組的展覽室中，有

大量富教育意味的小攤位，由同

學們引領參觀者通過遊戲認識教

會知識；不可不提的是，在開放

展覽室中，有一間〈榮譽室〉，

這裏放置了近年來我校同學於各領域上所榮獲的獎杯獎

狀，小記者一進入榮譽

室，還以為自己進入了一

所獎杯博物館一樣，舉凡

學術的、運動的、藝術的

等等不同領域比賽獎杯獎

狀，皆一字排開層層擺

放，展示著榮獲勝利的光

輝呢！

    其他科組，如中國歷

史組的歷史研習之旅、世界歷史科的歷史通識世界、地理

科的環保新知、經濟科的生活經濟題、生物科的即場解剖

示範、化學科和物理科的實驗示範、美術科的大型作品展

覽、設計與科技科的大型遊戲及即場製品送贈、圖書館的

書籍對對碰遊戲等等，都展示了科組最新最精采的教學成

就，既有學術性又饒有趣味！

    另外，不少課外活動組也有攤位和表演，如紅十字會

的健康資訊介紹、即場檢驗血壓；少年警訊、小童群益會

的攤位遊戲；舞蹈學會的HIP-HOP表演、戲劇學會音樂劇

表演、家政學會的時裝設計大賽及表演、國畫班的國畫試

畫等等，全都是目不暇及之餘又富教育意味的展覽啊！不

能不提的是，「學生營商體驗計劃」的公司──香港地H.K. 

Past Office也擺放了攤位，率先推銷他們的產品呢！當天，

學校亦舉行了「升中選校資訊日」，向區內外家長講解升

中選校各個重點，吸引了幾百名家長到場。

開放日開放日

啟發潛能遊戲

校長聯同洪立茂校董與上海市宜川中
學及順德梁開中學代表共同參觀〈茶

墨飄香〉

朗誦急口令大賽！

數學難題展覽

榮譽室獎杯群

學校行政議會成員一同祝酒

三十周年蛋糕

家教會抽獎環節

統計處處長馮興宏先生高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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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聯同會計科、文書處理科及

商業學會展覽室的展板

化學科的活動吸引非常

少年警訊攤位

香港地H.K. Past Office攤位

國畫班展品

宗教科展覽的獎品

圖書館書籍比賽

音樂學會的表演

家教會的小食亭

歷史科的〈歷史通識〉展板

地理科的小遊戲

家政科同學作品展覽

普通話科的展覽室

設計與科技科水晶飾物展

學校社工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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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均慧
老師

在學校很開心和感覺親
切，希望學生提高對英
文興趣和積極主動接觸
英語。 

蔡
雪清
老師

校風純樸，學校的IT設施
充足和出色，學生很純
品和有禮貌。

黃
雪梅
老師

馮
慧沂
老師

梁
偉源
老師

學校設施完善，令學生有充足
空間發展潛能。同事之間相處
愉快，希望能與學生有更多的
接觸，做到亦師亦友。

何
麗嫻
老師

在學校感受到inviting，學
生比想像中乖巧和上課
時也很安靜。雖然學習
能力較舊校學生的低，
但學生都很勤奮用功。

Answer Of Puzzle Game:
1.	 Choi	Cheuk	Yin
2.	 Tsang	Sin	Yu
3.	 Catholic
4.	 Yip	Fan
5.	 Josh	Kane
6.	 December
7.	 Lai	Tsz	Hin
A.	 William	Joyce
B.	 language	room

剛來校不久就感受到同事
的和善，而且彼此幫助。
學生學習態度認真，特別
對低年級同學印象深刻，
因為他們很懂得爭取時間
閱讀，也希望這種好風氣
得以加強。

蔡
焯賢
老師

新老師專訪新老師專訪

認為學生受教，投入感
高，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和
有領導才能。

王
文輝
老師

很高興加入荔天大家庭，對學校很有歸屬感，老師之間都會
互相幫助。覺得學生非常活潑和學習能力頗高，期望所教的
學生不但是學業進步，品德也會有所進步。

後記：
    雖然每年都有新老師加入，但像今年般，一共有八名新老師就較為少見，可見校方對進

一步改善教學質素充滿熱誠。八名新老師於訪問時態度都非常親切，而且他們大部份都十分

年輕，希望他們都能盡早適應校園生活，並能跟學生打成一遍，做到亦師亦友。

    今年，有八位新老師加入荔天大家庭，相信同學們已對他們都有一定

認識了。他們分別是任教英文科梁偉源老師，余均慧老師和馮慧沂老師，

任教生物科蔡焯賢老師和何麗嫻老師，任教數學科黃雪梅老師，任教中文

科蔡雪清老師，還有訓輔組王文輝老師。其中蔡雪清老師在之前已於本校

擔任過教學助理，同學們對她都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我們編輯組在學校陸運會時，邀請了這八位新老師接受訪問。看看他

們對學校和學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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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我校舉行了公益服飾日活動，當天除了

一眾教職員親身支持之外，最大的力量來

自各級同學，他們有錢出錢，多少不拘，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能慈善救助有需

要的人。平日穿著整齊校服的同學，穿起

一身便裝上課，就更顯活力了！有些班級

更是連同班主任全班總動員支持呢！

扶輪社少年服務團合照

馮
慧沂
老師

香港在本年10月7日，於香港大球

場舉行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的「孔聖誕祭孔大典」。祭祀儀式

約一個多小時，當日更有近數萬人

參與了這件盛事。我校的中史學會

也舉辦了「旅行團」，一班老師和

同學都參加出席這項空前盛大的的

祭孔大典，見識了我國傳統祭祀萬

世師表孔子的盛況。 

生活教育課於2007年10月9日安排中四學生欣賞由心創作劇場演出的一個話劇《愛

不分妳我她》。此話劇以有趣、別開生面的手法演出，帶出了人們不應該歧視同性戀

者，應給予他們支持和接納他們的訊息。

本年我校有幸參與香港都會扶輪社

「與校同行」計劃，於2007年10月

12日組成「扶輪社少年服務團」。

該計劃的宗旨在於「提供青年增進知

識技巧以促進個人成長的機會，以解

決社區的物質及社區需求，並透過友

誼及服務促進全世界人民的關係」。

2007年11月24日舉行「扶輪少年服

務團」成立暨第一屆就職典禮，正式

開展服務團工作的第一頁。

本學年9月，訓輔組連同資訊科技教育組，

推行名為「早會直播」計劃，讓全校各班

於星期五早會，以直播方式向同學宣傳道

德教育。各班同學均出盡心思，計有短

劇、演說、卡通角色扮演等等，希望能以

活潑方式，向同學們貫輸道德教育。

看！每一個人都對結束後的祭典意猶未盡呢！

同學已準備就緒隨時演出

一班演員落力演出，看得同學津津有味！

家教會主席、駐校社工ＣＩＣＩ與校長合照

「扶輪少年服務團」第一屆幹事合照

同學們踴躍捐款

本學年9月，家長教師會與本校聯合舉辦

「中一家長聚會及升中適應講座」，向家

長及中一新同學介紹學校資訊及升學適應

問題，當日不少中一家長出席講座，相互

認識之餘，也分享了不少心得。當日場面

熱鬧，老師與家長暢談子女及教育課題，

十分成功！

校園消息校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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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是萬聖節，一如以往，校長、老

師與同學扮演不少造型可怖又可愛的「魔

鬼」，在門口派發糖果，令節日增添了不

少色彩，也令晨早上學的同學們「大嚇一

跳」，而各位同學亦有不少收穫。

艾秉禮先生聯同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與當地孤兒合照

我校參與「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全體成員

11月11日．我校扶輪少年服務團去珠海市

探訪珠海市兒童福利院。當日同學興當地

孤兒們一起玩遊戲，更為他們表演雜耍，

令孤兒們流露天真無邪的笑容。

一眾「小魔怪」與校長和老師擺出有趣的姿勢。

11月22日，我校有幸能夠邀請到作家王良

和先生為同學作閱讀分享。王良和先生分

享了他歷年來的寫作心得，讓同學親身接

觸作家，啟發大家的創作，令同學獲益良

多，了解到創作的樂趣。

講座嘉賓王良和先生與校長合照。劇中四大主角『粥．粉．麵．飯』與廉署專員合照。

11月14日，廉政公署在我校禮堂舉行一套

話劇。透過生動有興趣的劇情，向我校同

學介紹貪污的定義，以及日常生活中會跟

「貪污」接觸的情況，劇中主角有趣的演

出更令同學開懷大笑，忍俊不禁。

老人家在同學的悉心教導下，也學會了轉碟。

張超雄議員與校長及三名兒童議員合照。

10月12日，我校老師聯同扶輪少年服務團

成員，及一眾同學前往仁濟醫院郭玉章夫人

護理安老院探訪老人家。在活動中，各位同

學充分地表現出愛心，令各位老人家感到非

常愉快，而且同學也樂而忘返。

完成義工後，老師和同學便拍照留念，留下美好
的回憶。

全體兒童議會成員

11月17日，我校三名同學參加了「兒童議會」活動。兒童議會這項活動計劃自2003年舉辦

以來，至今已踏入第五屆，今年的兒童議會，分別就「貧窮兒童」、「學童壓力」和「網上

不良資訊對兒童的影響」三項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議題進行辯論。三名「兒童議員」均表示

對活動極有興趣，到十八歲時必定會成為選民參與選舉。

同學為求吸引顧客，各出奇謀，連「流動郵
筒──小路寶」也出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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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ZZLE GAME
Test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the school.

a.	 The	writer	of	school	song.
b.	 The	name	of	room	312.

1.	 The	name	of	6B	class	teacher.
2.	 Student	who	got	5A	in	HKCEE	2007.
3.	 The	religion	of	our	school.
4.	 Chairperson	of	SA	this	year.
5.	 The	given	name	of	Mr.	Armstrong
6.	 The	month	of	our	open	days	held	on.
7.	 Teacher	who	married	on	15th	December	2007.

IQ題答案

1. 母雞是不報曉的

2. 速度

3. 地下

4. 牠可能會把草吃光，

因為樹幹上的繩並沒

有繫著牠

5. 碳

4↓ 3↓

7↓

a→

1↓ 5↓

2↓ 6↓

T H I R T I E T H

b→

這是我們的「公司」──香港地H.K. Past Office！

12月15日，我校同學參予由「國際成就計劃」所舉辦的「學生營商體驗計劃」，以香港過去富有集體回憶的景點，製

作成精美明信片為商品，當日盛況空前，不少名人、富商、立法會議員、以及匯豐銀行亞太區主席鄭海泉等，均有到

場出席。當日各學校均出盡法寶，務求使顧客垂青，我校同學也盡力推銷，最後榮獲「最佳產品／服務設計」亞軍，

成績可說是驕人！

全體「職員」連同計劃指導黃國宗老師，在獎狀前作勝利合照！

�



I Q題

1.早晨報曉

  母雞報曉時，聲音是怎樣的？

2.卡車下斜坡

  一輛載著方形和圓形貨物的卡車，在下斜坡時，應先

放低甚麼？

3.尾巴的方向

  一匹馬，頭向著西方站立，那麼牠的尾巴朝著哪一

個方向？

4.馬兒吃草

  一塊大草地上有一棵樹，樹幹上繫了一條繩子。有一

匹馬在吃草。牠能吃多少草呢？

5.變色的一生

  它的身體黑黑實實，在工作時郤轉紅，老死時便轉

白。這是甚麼東西？

真係笑話

預防近視

媽媽問小霞：「你知道吃魚的好處嗎？」

小霞：「吃魚可以預防近視。」

媽媽：「為甚麼？」

小霞：「你有見過戴眼鏡的貓嗎？」

人心真壞

妻子：「現在的人心真壞，前天我去菜市場買東西，有

人找了一張假的一百元鈔票給我。」

丈夫：「在哪裡？讓我看看。」

妻子：「我已經拿去買菜用掉了。」

擇偶新法

生物老師講到人類遺傳的問題時，說：「從前的人結

婚，都要先調查對方的三代。」

小力接著說：「現在的人結婚，要先查對方的口袋。」

賦字

甲生喜歡作賦（一種文體名），卻常常寫錯字。有一天

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將賦錯寫成賊。結果他的朋

友看完信後，跑來罵他一頓。

信中是這樣寫的：「我最新勤於作賊，可是沒有好辦

法，想到你是作賊的老手，一定可以教我。」

成語日記一則
二戊  趙豫翔

日上三竿，大夢初醒，從容不迫，潔身自好，瞻前顧後，塗脂抹粉，搖身一變，衣冠楚楚。茶前飯後，烈日當空。席不

暇暖，拂袖而去，安步當車，招搖過市。日落西山，流連忘返，萬家燈火，樂不思蜀。精疲力竭，飢寒交迫，當務之

急，豐衣足食，狼吞虎嚥，山珍海味。更深人靜，萬籟俱寂，高枕無憂，重溫舊夢……

總編輯 6B張雅舒

編 輯 6B張紫恩　6B何卓東　6A孔泳雯  4C何家杰　4E許桂倍　4E林淑文　4E李慧欣　4E黎慧兒　4E佘偉強

三十周年校慶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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