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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丹霞山交流團
「丹霞山」聞名遐邇，是廣東省韶關市的一個重要的名勝及遊覽景點。
當地的地質公園更是國家有名的 5A 級景區，有「中國紅石公園」之稱。本
校百多位初中同學參加由教育評議會主辦的「同根同心」國民教育活動，
到丹霞山進行三日兩夜的參觀及交流活動。
這三日的考察活動中，同學除了有機會親身參觀景區內的陽元山、天
生橋、臥龍崗、錦石岩等自然風光外，更可欣賞到當地猶如紅色雲霞的丹
霞地貌。令同學感受最為深刻的，莫過於第二天行程中，踏足丹霞山的經
驗。山上的紅色砂岩經過長期的風化和流水侵蝕，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
的奇岩怪石，而丹霞奇峰的奇特地貌，更使同學驚嘆不已，讚嘆大自然造
化之妙。
透過飽覽山色之奇，同學能從中了解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及自然地貌，
並且明白到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對生活於現代城市的同學而言，這無
疑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可使他們更認識祖國，同時享受大自然美景的樂趣。

「千古．千尋」西安交流團
5A 蕭駿峰、5A 吳諾欣
這次「千古．千尋」西安交流團使我們了解到更多有關西安的歷史，例如西安曾經歷多個朝代建都包括周、唐等，
故此西安的歷史真是源遠流長，秦時兵馬俑、唐時唐三彩等數之不盡。而華山一帶秀麗壯觀的風景更令人流連忘返，
我們更拍下很多瑰麗的照片作紀念。
是次交流團中最珍貴的回報不是歷史知識，而是來自生活的新體驗。
在旅程第二天，我們去探訪西安安老院的長者。礙於語言不通，起初我們
都顯得十分被動。儘管如此，一位老婆婆卻一直和藹地笑着和我們交談，
期間我們深受她感動，讓我們體會到長者應受到大家尊重和關愛。另外，
我們亦到兒童福利院與當地小朋友一起做運動、玩遊戲；還到訪大學校園，
與當地大學生進行交流，令交流活動更添意義。是次交流團讓我們將課堂
學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實踐。
總括來說，這次的西安交流團讓我們印象難忘，不但令我們更了解西
安的歷史發展，還加強了我們關懷社會、貢獻自己的決心。

校址：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3 號 網址：http://www.ccym.edu.hk 電郵：cym@ccym.edu.hk 電話：2551 0200 傳真：2552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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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課室，親身感受—活動考察
為了讓學生接觸新事物，活動組於全方位學習
日安排了不同活動。初中同學到達明愛香港仔社區
中心分批進行彩繪班、烹飪班、攀石及跆拳道體驗。
彩繪班由本地導師與巴基斯坦籍導師教授，導師示
範後，便讓學生在玻璃燭台上發揮創意。參與烹飪
班的學生分組製作皇后蛋糕及木糠布甸。初時同學
都顯得手足無措，但在同學間分工合作下，終於完
成了兩種甜品。攀石班導師先教授正確使用安全帶
的方法，並鼓勵同學逐一攀上不同難道的線道，雖
然部分同學在過程遇上困
難，但在彼此的支持下，
終能完成，其不屈不撓的
精神，得到導師讚賞。跆
拳道班的導師指導他們揮
拳及踢腿的動作，雖然數
小時的課程並未能讓他們
掌握跆拳道的精髓，但同
學都懂得運動鍛鍊的重
要。
另外，本校旅遊科老
師連同駐澳門導遊，帶領
修讀高中旅遊科的中四同
學前往澳門考察，活動以
「澳門政府的文化保育」
為主題。當天行程豐富，
同學參觀了不少文化遺跡
及新興旅遊景點，包括東
望洋大炮台、陸軍俱樂部、 民政總署大樓等著名地標。同學在活
動中細聽導遊講解，認識澳門政府在文化保育及推動旅遊業的政
策。考察過後，同學須分組匯報香港在旅遊業方面的發展空間。
本校希望在全方位學習日，讓學生透過親身感受，把知識與
生活緊密連繫，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擴闊視野。

S1 Poem Festival
In our S1 Poem Festival, S1 students ﬁrst learned the features of acrostic and diamond poems. Then, they were arranged in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to create and present either an acrostic or a diamond poem. This year, our theme was food. All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Festival and adopted a serious attitude towards writing and beautifying their poems. In the sharing
session, they were eager to present their creative poems to their schoolmates. This activity stimulated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they had learnt to write the poems. Also, it activated their creativity as well. All these accelerated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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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週
為了提昇同學對語文科的興趣，並讓同學能夠展示其語文學習成果，本校中、
英文科組籌辦了一連三日的「語文週」活動，為同學帶來了一系列別開生面的遊戲
和節目。
首 先， 本 校 師 生 於
禮堂進行「社際語文常
識問答比賽」，四社各
派出精英代表上台參加比賽。四社同學為求奪取冠軍殊
榮，都積極作答爭取分數，令全場氣氛高漲。比賽問題涉
及兩文三語，充分考驗同學的語文基礎。此外，比賽更設
有「台下問答」環節，台下同學踴躍舉手，參與搶答環節。
經過多回合的淘汰賽，終由藍社奪得冠軍。
第二天的午膳時段，有蓋操場設有攤位遊戲，如英語攤位遊
戲、普通話百寶箱及猜燈謎等有獎活動。當天操場人頭湧湧，同
學在各攤位前躍躍欲試，挑戰一道道燈謎。活動過後，同學都捧
著「戰利品」而回。第三天的午膳時間設有「月明點唱機」活動，
通過午間中央廣播，同學可以聽到他們的點唱心聲及中、英文歌
曲，把祝福傳送到校園的每個角落。
語文周能順利完成，有賴全體師生的踴躍支持，希望同學能
透過活動，感受到學習語文的樂趣，並在活動中有所得益。

家教會活動
本校家長教師會近月共舉辦兩次郊遊活動，首先是啟德遊輪碼頭及粉
嶺郊外燒烤一日遊。一行四十多名家長及師生先參觀啟德遊輪碼頭，維港
兩岸及東九龍的景色相當怡人，大家紛紛駐足拍照，迎着海風四周閒逛，
欣賞碼頭的園藝佈置，渡過了悠閒的上午。接着，大家到達位於粉嶺的燒
烤樂園，享用兩小時的自助燒烤。最後，樂園的導師教授大家用植物的葉
子編織栩栩如生的草蜢，讓大家帶着親手製作的紀念品滿足地完成行程。
另外，近三十名家長及學生參加了老少咸宜的龍脊遠足活動。早上一
行人先乘車抵達石澳巴士站，然後分批選擇不同的遠足路徑。大家一面欣
賞山下景色，一面談天說地，經過約兩小時的路程，終於到達目的地。大
家為是次活動拍照留念，家長與子女投入美好的假日天倫。本校期望家教
會的活動，能讓家校的溝通更緊密融洽。

啟德郵輪碼頭

龍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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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暨通識講座：「國家的改革開放」
為讓學生對中國經濟發展有更透徹的了解，本校德
育及公民教育組及通識科於下學期舉行了主題為「國家
的改革開放」講座。當日，本校有幸邀請了「第十二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先生蒞臨本校為中三至中五
級學生作演講。
黃先生首先簡介中國的經濟改革情況，藉此深入地
探討國家的經濟政策定位；接著，黃先生更就中國經濟
改革帶來的環境、民生問題作分享；同時寄語學生應多
留意國家的發展動向，為未來作好準備。
最後，學生於答問環節踴躍提問，其中所涉獵範疇
涵蓋甚廣，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環保等議題。黃先
生都一一詳盡地回應，更讚揚本校學生的求學和發問精
神，以及講座期間認真地摘錄筆記，學習態度十分積
極，相信透過是次講座定能令本校學生對中國的經濟發
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長者學苑—齊來學 IPAD
在 4 月 13 日及 5 月 11 日，長者學苑分別舉辦了兩節「齊來學 IPAD」的課堂。首日，「老友記」在 IT 小義工的
協助下，學習平板電腦的基本操作。雖然平板電腦對於他們來說較為陌生，但經過義工們的介紹及協助，「老友記」
都能很快上手，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一連串的活動，例如利用「Google Map」編排行程，及使用「Google Translate」功
能，學習如何在旅行時進行基本的外語翻譯，課堂更以模擬點菜的方式教導「老友記」如何利用此程式作翻譯，可謂
既實用又有趣。在第二次
課堂中，「老友記」更學
習如何利用程式美化照片
和製作合成照，甚至難度
極高的個人短片製作亦難
不倒他們，不得不讓人佩
服「老友記」在學習新事
物 上 的 聰 敏 與 熱 忱。 兩
次的電腦課堂讓義工們和
「老友記」都上了寶貴的
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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