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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焦點

「文化市集」活動

推廣中國歷史文化，營
造文化校園氛圍是本校恆常
活動之一，同時也是身為龍
的 傳 人 的 責 任。 過 去 一 學
年，本校除舉辦了「中秋節
舞火龍」、農曆年的「千福
齊書」、「認識百家姓」活
動 外， 也 在 仲 夏 辦 了 一 個
「文化市集」活動，是為一
年推廣歷史文化的總結。

許：許統承老師
何：何啟文同學
蘇：蘇文標同學
呂：呂

凱同學

吳：吳嘉裕同學

蘇 為什麼會以市集的形式舉辦活動？

對聯解讀：
「鑽探史言鑑古知今敦品德，傳承文化枝繁本固振家邦。」
上聯：先從個人出發，歷史有「鑑古知今」之效，是一面鏡子。我們從學習歷史的過程能吸取古人優
異之處，加以學習、發揮；對於錯誤之事能加以警惕，讓自己的品格、素養得到提升。
下聯：延伸至家國，清代學者龔自珍言：「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
因此，認識、傳承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中國人應有的責任，這才能做到本固、振興家邦之效。

許 這個構思，其實是一個巧合。校方給予我們五月周會時段舉辦活動，剛巧是中國節日的空檔，不能如中秋節般辦燈會、舞火龍，也不
能如農曆年辦書法活動，端午節也未到。另一方面，我們過往辦的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屈指一算也有十年，師生們也覺得膩了，
想搞搞新意。思前想後，苦無良策，便上街逛逛。適逢有些社區組織在我家附近舉辦市集活動，我又抱著一看究竟的心態逛逛，順道
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東西。林林總總的攤檔，有義賣、手工藝製作、食品製作及試食等。就在此時，靈機一觸，想到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反正沒有特定主題，就可用市集的形式表現出來，便向科組同事建議，就成了這次文化市雜活動。

何 從有意念到成事，過程是怎樣的？
許 我們稍作討論後，便在推廣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前提下，定出「與民同樂」及「簡而精」的兩項設計原則。於是，每位文史老師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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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老師：王嘉慧、郭有
許統承、陳素卿、徐志偉
地址：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3 號
電話：2551 0200 傳真：2552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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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己擅長的項目，設計遊戲或工作坊。隨後，我們更邀得通識科老師協助籌辦推廣《基本法》攤位，使這個活動「雜中有序」，
由家到國的歷史文學文化推廣共冶一爐。

呂 由於這是新的嘗試，在準備過程中，你們有沒有遇上困難呢？又怎樣解決？
許 相信對我們最大的困難是時間！平日繁重的工作不在話下。雖然一眾老師已準備攤位所有的物資，但是在活動前的星期六，校方需在
禮堂舉辦另一個大型活動。這教我們只好在星期一一大早才能到禮堂建置攤位。幸好，工友十分理解我們既要上課，又要準備活動的
困境，在周末活動後便把禮堂清理妥當，方便我們星期一的佈置工作。另外，也不能不感謝我班的學生的仗義協助，利用早上的空檔
時段到禮堂協助佈置。男同學負責高低攀爬，把橫額、對聯、裝飾品掛上；女同學巾幗不讓鬚眉，在禮堂內只憑我一張手繪的平面圖，
再透過討論、嘗試、預測，調整佈置方案，妥善安排各攤位。期間也要搬搬抬抬，實在難得。這次事前準備，正好讓我見證了他們的
成長，是一個意外收穫。最終在多方努力下，短時間內準備妥當，也證明「齊心能事成」的俗話。在此再次感謝他們的付出。

吳 還記得禮堂門前，看到一個與古代宅門十分相似的裝潢，又有匾額，又有對聯，這是從何而來的？
許 這是校長、陳素卿老師、何錦瑛老師和我四人合作的成果。首先是宅門和匾額設計。當我跟何老師商議禮堂入口的設計意念時，我只
提出一些空泛的聯想，然後她立即從網上給我找來例子。我們逐步探索，經她多次修改後，就成了這個仿真度極高的設計，可說是「鬼
斧神工」。至於對聯，就是由我初擬，再交陳素卿老師和校長修訂而成。當然，匾額及對聯上剛勁有力，蠶頭雁尾的隸書文字是出自
校長的揮毫，猶如畫龍點睛，為整個活動加添神采。
吳 原來如此。

許 當天下午，你們玩了很多文化遊戲，還記得有些
什麼嗎？
蘇 當然記得！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郭有老師設計的「中國傳統小食」攤位，介紹了中國的嫁喜禮餅，俗稱「唐餅」，我都是第一次吃，
還記得吃了蛋黃蓮蓉酥、合桃酥、老婆餅等，食物設計形象典雅，味道不錯，對於我們吃慣西餅的現代人而言，是一個新嘗試。除了
嫁喜禮餅外，郭老師也介紹了「藥食同源」的文化，把山楂、陳皮的食療功用也作介紹，讓我們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有很大的啟發，還
回家探究媽媽的湯水裡面用上什麼藥材，有什麼食療功效等等。

何 至於我就喜歡一些手作，因此，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何 除了你，我還看見很多平時嚴肅的老師也表現了活潑的一

區卓文老師設計的「中國結工作坊」和王嘉慧老師設計
的「剪紙」攤位。猜想不到，原來雙錢結的製作需要花
上心思和時間，好不容易才完成一個，將之送給別人，
正是把自己對人家送上祝福。至於剪紙，也是十分特別
的。只是按著指示剪了幾下，一個個別開生面的圖案、
窗飾、賀喜文字就呈現在眼前，讓我大開眼界，知道中
國傳統民間手藝的神奇和獨特。

吳 我就對歷史較有興趣，因此，楊川泓老師設計的「認識《基本法》」活動、

徐志偉老師設計的「香港街道史」和許統承老師佈置的「香港抗戰史」則深
深吸引了我。打開《基本法》，全部都是文字，我當然沒什麼動力去看，但是，
當天透過互動問答遊戲，讓我輕鬆認識《基本法》的精髓，明白它是保障香
港人生活方式、財產等的法律，其核心價值不講自現。另外，我一向以為香
港第一條街道 – 荷李活道，是因影城荷里活而命名的。原來不是，其命名是
因為那裡有冬青樹（Hollywood）而來，透過活動糾正我多年的錯誤，也讓
我知道街道名、地名也是歷史的見證。此外，從海防博物館借來的「抗戰歲
月」展板，展示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引起我探究香港史的好
奇心。這個活動，增進我對「家 – 香港」的認知和歸屬感，也希望能感染他
人愛護、守護這個屬於我們的家園的心。

呂 尚有顧定邦老師設計的，最考腦筋的

對聯對對碰，簡直是「高難度挑戰」！不過，這就最適合我。第
一關「補缺漏」並不困難，因為《江雪》一詩我已熟透；至於第二關的「讀準音」，幸好我對那些多音字
也略有認識，也難不倒我；最後的「排對聯」，逼得我要把課堂學了的平仄、對偶、詞類等知識全都搬出來，
思前想後，加上幾位同學合作，修改了幾遍，才能獲得這攤位的蓋印，真可用「得來不易」來形容。如平
時沒有專心學習，沒有同學的幫忙，確實難以過關，回想起來，也有感受上心頭。

許 我都忙裡偷閒，除了把開放日中十分受歡迎的「自家製百家姓徽章」

再辦一次外，也有挑戰由陳素卿老師設計的「投壺」攤位，畢竟我是
中史科老師吧。這是一種自春秋時代已有的遊戲，甚具歷史價值。還
記得負責同學一見我來便給我箭，更說：「肯定一支也不能中的。」
我當然不服輸，最後當然如他們所料了。他們再讓我試試，我更曾把
手上的箭一併投過去，可是，只是讓學生大笑一番，想起也有點失禮。
相反，在我之後的那位學生從容地就投中了，後生可畏就是這樣。

面。他們跟同學一起吃唐餅、聊天、玩遊戲、製作徽章、
中國結等，就連校監、校長也放下手上繁忙的工作，撥冗
到禮堂來探訪我們，共同放下壓力，享受一個愉快的下
午，樂也融融。
許 是的！相比傳統模式的周會，攤位遊戲更能發揮其互動、
探索、實作這種「多元學習」、「寓學習於娛樂」的功效，
還能提升師生情誼，營造和諧氛圍。此外，這次活動的成
功，正是全體師生團結努力的成果。校長、老師、工友、
學生，均各有自己的角色，全體一心投入，展現我們學校
一貫的團結、勤奮、進步、創新的精神。不得不提一事，
就是當活動完結了，各攤位的負責同學自發收拾攤位，清
理場地，這是十分難得的，工友們也對此讚歎不已，足證
學生的責任心。

呂 這次活動的成功，讓你怎樣準備未來的活動？
許 這是一個苦惱的問題。因為重複的活動是不能引起學生的

動機，也不能讓學生廣泛涉獵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因
此，就在上述活動後，我們便安排了中四級的同學參觀
「饒宗頤文化館」，並參與「漢字紙鳶」及「漢字燈籠」
製作工作坊，讓他們接觸更廣更多。至於準備以後的活
動，我認為不一定是由老師安排的，老師和同學也可多閱
讀歷史文化圖書、觀賞歷史影片、多逛具文化價值的地
方，獲得新的靈感後，與老師共同設計來年度的活動，這
豈不是更能讓學生發揮潛能嗎？

蘇 那可以就本年度的文化活動作些預告、宣傳嗎？
許 本年度已在中秋節時就「月明明月慶中秋」的全校活動
中，就正正做到剛才所言給予學生嘗試創作的機會。他們
透過話劇形式帶出月餅的典故，我只是給予思考的方向，
簡單的台詞，他們就自行排練、修訂對白，並指出在商
品化的社會中也應緊記中國節日的文化意義。至於接著
的文化活動，校內的最重要的必然是「農曆新年文化賀
新歲」，遊戲、活動必不可少，大家可拭目以待。校外的，
我們將有關於香港歷史文化的參觀，也有德公組主辦的
內地交流團，一團到西安、一團到潮汕，身體力行，探索、
認識祖國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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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叔叔看明莊學生
關愛同行   

親切的早晨！

校園掠影
每當問到明莊師生：每天迎接大家上學的是誰呢？答案必然是他

福叔叔﹗清晨六時半，當大部分明莊學生才剛起床，尚未出

門上學之際，明莊保安員福叔叔已經穿著整齊制服、臉帶慈祥親厚的笑容，迎接每一位老師及學生，與他們說聲親切的早晨﹗可是來
也匆匆，去亦匆匆，明莊師生在繁忙的日程中，與福叔叔交流的機會不多。本期月明快訊，特意專訪明莊保安員

李永福先生，讓

大家更了解這位「親切的陌生人」!
你從何時開始擔任保安工作呢？
我在六十歲退休前曾經在南區另一所中學擔任校工。雖然已屆退休之年，但一下子不工作總會不習慣，後來機緣巧合下加入保安工作，保安
公司委派我來到明愛莊月明中學，到現在貶眼間便三年多了，我很喜歡在這裡工作。
你平日主要負責甚麼工作呢？
校園每天都有不同車輛進出，我主要看管學校門戶，核實清楚進出人士的身分，校內師生眾多，這個關一定要把
守好，不能出錯。另外，每天回家午膳的同學都要核對身份進出，以防有頑皮學生「混水摸魚」。可幸這幾年來，我
都沒有遇上這情況，明莊學生都是守規的。空閒時我也會在假山花圃一帶灑水澆花，看見校園環境美麗，工作心情也
會更舒暢呢﹗
聞說你是華富邨街坊，你對明莊學生印象如何呢？
我居住在華富邨很多年，以往一直在南區其他學校工作，坦白說對明莊學生感覺與一般學生沒有很大差別。但自
從在這裡工作後，感覺截然不同，明莊學生大部份都很有禮貌，每天進出校門都主動和我打招呼。每當訓育主任提示
學生校服髮飾欠整齊，學生很快就整理妥當。有時，當值老師忙於處理其他情況，我都會幫忙善意提醒一下，學生不
但沒有置之不理，反而立即改善，還會感到不好意思，可見明莊孩子很受教，亦懂得尊重別人。不是「賣花讚花香」，
這是我在他校很少見到的。
在明莊工作，甚麼事令你最難忘？
回想我在這裡工作不久，因為貧血而做全面身體檢查，竟發現腸臟出了毛病，要休息一個多月不能工作。意想不
到的是明莊師生為我製作特大慰問卡，寫上滿滿的祝福語和簽名，明莊師生的心意，令我感到相當溫暖。
你對明莊 / 明莊學生有甚麼期望嗎？
由於我在南區學校工作很久，見證着學校收生數目由以往「爆滿」到現在逐漸下降，這是社會客觀現況問題，不是學校質素問題。雖然保安員不是校內正式聘用的員工，既然我親身體會
到明莊老師的專業，學生的熱情友善，何妨將優點讓其他人知道？所以我經常主動與附近街坊問好打招呼，讓他們路過也看看我們學校，留意我們的老師學生，給他們留個好印象。

我是一位倫理與宗教科老師，頂大光榮！
我題目的意念是來自香港天主教頌恩歌集第 399 首「我是教友」歌詞的第一句是這樣的：「我是教友，頂大光榮，領洗以後，做耶穌兵，…」
2008 年，因著一位摯愛的修女給我的一句說話：「美娟，要找回一所有天主教背景的學校去任教倫理與宗教科…」修女的說話道出了福音中的一句話：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瑪 28:19)。我被喚醒了，我決定離開前身沒有宗教背景的中學。在上主的帶領下，我踏進了明愛莊月明中學，不經不覺
已有十年了。在過去十年來，我主要任教倫理與宗教科。為了充實自己，十年來我重讀了天主教教區的兩年制「教理講授課程」，在香港大學進修了數
個心靈輔導課程，又於 2014 年完成了中文大學的宗教學文學碩士課程，過去兩年，分別完成了由「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心」所舉辦的「信仰小團體
領袖培育」證書及文憑課程。
進修是讓自己更認識自己的宗教信仰，給自己更多時間走近天主。身為倫理與宗教科老師，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有著對自己的一份要求：就是讓
學生們從我的身上看到上主的臨在，基督的影子。
每次走進教室，除了宗教知識及倫理道德的傳遞外，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也帶進教室。學生們接觸到的我，實實在在是一位生活出信仰的老師。
學生們很喜歡問我：「Miss Tang，你真係信有耶穌嗎？」我毫不猶疑地答：「是，我信！」發問的是學生，其實我深信是上主透過學生們一次又一次要
我宣認我自己的信仰。學生是上主恩賜給我的禮物，我必須好好看待，他們是上主所創造的，在我眼裡是珍寶，我必須以「心」相待我的寶貝們。

鄧美娟老師

師人空間

編輯後記：
採訪時正值放學時間，經過校門的同學都面帶笑容主動與福叔叔揮手道別。福哥 ( 老師稱呼 ) 的親切不但感染明莊的學生，即使連每天早上散步途經校門的史納莎小狗和主人，都會停步
和福哥寒暄一番，小狗還會主動撲向福哥討幾口零食，可見福哥真是明莊的親善大使呢﹗

天主是生活的天主，衪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主，衪降生成人，寄居於人間，「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若 1:14)。我作為倫理與宗教科老師，
我必須從生活中找出上主的足跡，讓學生們認識這位在生活中找得著的生命主人。
故此，我設計的教材便是取自日常生活中的事與物：電影、歌曲、詩歌…都成了我課題的名稱。例如：「特別的名字給特別的我」、「現代愛情故事」、
「下一站是…」、「從電影『禮儀師的奏鳴曲』看死亡的意義」等。我也醉心設計課堂活動，把學生的心靈打開，觸動他們的心。倫理與宗教科是對心
靈的教育。我盡可能利用每週兩課節的時間，讓學生們的心被「觸動」，被「燃燒」起來，讓學生不斷有著不同的心靈體驗！我最愛看的就是學生給我
的課後感想，從他們的課後感想中，我看到他們的心靈深處，因著課堂的體驗，有著積極的人生觀！
每當我走進課堂時，我會說：「萬事由 ...」，學生就會馬上接著說：「…祈禱開始」。這句聖德蘭修女的語錄，已成為我和學生們的十年來的默契。
基督徒的標記：常喜樂、常祈禱、心中有愛。但願過去的十年，學生們接觸到的 Miss Tang 是一位常喜樂、常祈禱、心中有愛的老師。
「我深信，天主透過我們來愛世界

透過你，也透過我。」( 聖德蘭修女 )

我是一位倫理與宗教科老師，頂大光榮！

明莊園丁 培育生命

老師的教學工作好比園丁種植園圃一樣，播種、移植、

澆水、施肥、除蟲等每一個步驟都要照顧到位，培植生命的
每一項細節都要一絲不苟，不容有失。今期月明快訊專訪園
藝組——范淑華老師，與大家分享種植樹人的心得。

種植與教學
「不論甚麼品種的幼苗都需要最適切的空間才能夠健康成長。
例如：瓜果類、豆類等攀援植物，如果沒有提供棚架，它們便不
能夠向上生長。正如每個學生都各具才能與個性，老師的角色是
要協助引導他們找出可發展的方向，劃一的標準反而會窒礙他們
發揮天賦。」范老師欣然道出栽種與教育異曲同工之處，植物由
種子長成幼苗，在適心照料下能夠開花結果，無疑是園丁最大的
心願；作為老師，在各項資源配合下，發掘學生的強項，助他們
發光發亮，可算是教育工作者的原動力。

園藝與學生
園藝組活動有別於一般興趣小組，參加學生都需要承擔「生命」與「辛
勞」。加入園藝組的學生都講求獨立自主，「因為學生要照顧比他們弱小
很多倍的植物，要細心呵護，它們才會發芽，茁壯成長。要讓學生真正成
長，先要令他們懂得關懷和顧念比自己已更弱小的生命。」范老師解釋說：
「學生負責按時澆水之外，還要預想有可能面對的困難，設法想出對應措
施，例如：為預防小鳥、老鼠、野貓侵襲幼苗和果實，學生要合力築起防
護網；植物遇上蟲害或真菌感染，學生便要搜集資料，找出治療方法。」
可見，栽種植物不單是興趣，更是一門學問，學生需要「動手、動腳、動
腦筋」，更要付出精神和時間，既要細心亦不怕艱辛，才可以讓盆栽健康
而美麗地成長，就是有期待，收穫才更有意義。
生命與啟示
「植物和人的天性都是求生的，不論環境如何困難，總能夠找到生存的出路。」范老師以栽種洋紫蘇為例：「洋紫蘇很喜歡與陽光
玩遊戲，會不斷向有陽光照射的方向生長，為避免植物傾側生長不均，要不時為它轉角度曬太陽。」這正正給予教育工作者很大的啟示：
人與植物一樣，適當地扶正，才可以按照每個人獨特的個性發展，避免偏差。人與植物都需要合宜的生長空間，好比環境養份一樣，生
命自然而然可以茁壯成長，展現光芒。
編輯後記：【明愛頌】：「種植有人，灌溉有人，花開還須有心人。各盡其力，各盡其能，眾志一心共耕耘。」正是一群默默耕耘的教育園丁，
任憑種子如何微小瘦弱都不放棄，才能做就「明莊」成為溫暖關愛的園圃。

明莊小園丁——我想告訴您……
4A 陳穎妍
園藝組對我來說是校園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參加園藝組培養了我對
植物和生物學的興趣，也可以說是間接確立了我對未來的發展方向，也給予
我學習動力，如果我在中學二年級那年沒有參加園藝組的話，我的人生軌跡
說不定與現在有所不同。我認為這也是我們要多嘗試不同新事物，參與各方
面活動的原因之一
為未來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種植也讓我學懂了尊重生命。植物的授粉，種子的發芽，一直到長成成
熟的植株，這一切都受不同的因素影響，就是差一點點也會導致不同的結果。我們人類，乃至所有生物的成長也一樣，存在於此已是奇蹟。
即使不被悉心培養、不被任何人期待、沒有良好的環境和養份，那些野草仍會努力生長，闖出一片天，拼命要完成自己的生命歷程。每
次遇到困難時，我都會想起它們
生命微小、脆弱，但仍努力綻放花朵的它們。每當這麼想時，我就覺得我也不能放棄，心中充滿動力，
也希望能成為像野草一樣的人。

人生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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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夏日繽紛之旅

中四迎新日 態度與高度

常言道：態度決定高度，正確的學習態度可以讓同學學得更好，走得更遠，

成就人生高度。有見及此，學校特意在九月中旬為中四同學舉辦高中迎新及生涯
規劃活動，讓同學能在高中學段開始時及早訂立目標，規劃人生，建立正面的學
習態度。
老師先以「禮貌包剪揼」作為破冰活動，同學熱身過後，積極投入活動。他

們在「快人快語」及「盲人畫畫」活動中學習懂溝通及群體合作對解決問題有莫
大助益。其後的「珠行萬里」鼓動了全體同學的士氣，他們在嘗試、溝通、檢討、
再溝通的反復中順利完成任務。午膳過後，生涯規劃主任林秀蘭老師為同學介紹

「e- 導航」，指導同學學習方法。最後，同學在「給自己的情書」環節中認真省思，
寫下鼓勵、勸勉的話語給未來或許有片刻較弱的自己。活動完結之前，七位小組
老師或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或淺談人生經歷，既是勸勉，也盡顯關愛。

老師 / 同學心聲

我覺得有些活動雖然不是十分有趣，但卻讓我學習到訂立目標的重要，如果沒有明確的目
標，人很容易變得漫無目的，嬉嬉鬧鬧過一天，不知不覺過一年，混混沌沌過一生。今天以後
迎新日活動很有新鮮感，平常我們都只習慣於單向接收師長的訊息，然而在迎新日活動中
我知道要管好自己，專注做好自己的學習，為自己訂定目標。
我們需要自己思考，與隊友溝通合作，在反復的嘗試中解決難題。活動也讓我們發掘了很多小
( 中四丙班關渭晉同學 )
領袖，班上有些同學平時總是沉默內斂，想不到原來他們有很好的頭腦，今天總算見識了﹗
中四同學在活動開始時表現有點被動，也羞於表現自己，但當活動一個接一個時，同學都
( 中四甲班陳漢洱、鍾瑋芯同學 )
變得愈見積極投入，有同學會提出意見，有同學會檢討成效得失。同學間互相鼓勵，雖然在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珠行萬里」。剛開始時同學都很著急，完全沒有想好應對方法， 對困難時偶有爭辯，這一切正正是舉辦迎新活動的目的。期望活動能幫助同學建立自信，讓同
結果我們失敗了，然後有同學提出建議，其他人也開始表達看法，商量過後再嘗試，仍然失敗 學學會三省吾身、互相扶持。活動完結前，老師分享心聲，希望同學懷着永不放棄的精神，鼓
了。我們慢慢又意識到只是方法對了，但全體同學的目標、步伐不一致，結果也是徒勞。雖然 起幹勁，向目標努力前行，畢業時，可以仰首說聲：「我成功了」。我相信短短一天的活動是
屢次失敗，但我們沒有放棄，大家都專注於自己的角色，所以最終我們也成功了。
否有趣，是否成功，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同學能在未來三年高中生涯中活出自己，成就未來。
( 中四乙班彭浩嵐同學 )

學對學校的認識，以及協助他們適應中學的學習生活。這種寓學習於娛樂的設計，正好
啟發學生的多元智能。

暑期學習班 多元活動在此間

2018-2019
11 月 17 日至 18 日
10：00AM-5：00PM

主題—敢。夢。幹得
COURAGE。DREAM。ACTION
屆時有：
1. STEM- 創意解難天地——越野聰明車
奇妙建築學 標靶能量車 跟線地鐵車
2. 創意運動體驗——輕排球 躲避球 足球
KIN BALL
3. 中西南區小學校際比賽——
【探思行動 - 古戰場 - 羅馬炮架比賽】
4. 才藝表演
5. 家長講座（主題：精神健康
精神科護士主講）

上午是學科銜接課程；下午是 AMAZING SUMMER 體藝活動及聚餐，目的是加深同

醫院管理局

專題展覽及遊戲
各科組攤位全程開放

在學生心目中，舊式的學術銜接課程如同課堂，沉悶至
極。我們則嘗試在中文、英文、數學、電腦、商科及科學，
六大範疇中打破傳統藩籬，以多元活動的形式讓他們認識中
學生活。中文科除了有認識描寫手法的「猜猜我是誰」、
「聽歌寄情意」外，還設計多項攤位遊戲，最特別的必是彭
校長親自教授書法的攤位。彭校長給新同學示範寫毛筆字，
讓同學欣賞書法的美態，體會書法永恆的魅力和生命，藉此
傳承中國文化。英文科則以校園生活為切入點，讓學生以角
色扮演活用英語，尤其讓他們扮演英語老師，用英語跟「學
生」溝通，讓學生獲得成功感，
拉近了他們與英語的距離。數學
科舉辦「數理遊蹤」，由學長帶
領同學動動數理腦筋，解決問題，
訓練同學的思考力。科學科則以
有趣的科學實驗，例如「變出彩
虹」，「體重 BMI」培養同學的
探究精神。電腦科教導同學如何利
用資訊科技促進自己的學習，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商科則讓同
學認識常用商業英語。香港是商業
社會，商業英語緊扣日常生活，有
助學生畢業後投身社會。各科課
堂都以合作學習形式進行，既能發
揮同學間的互助精神，亦增進同學
的友誼。參與的同學曾以「這間學
校的活動令我們印象深刻，有實驗
做，很開心，好玩」來形容銜接課
程。老師一致稱讚同學表現投入，
積極學習新知識，態度十分認真，假以時日，定能學行雙長。

AMAZING SUMMER 活動 師生同樂同聚餐
本 校 一 向 學 術、 體 藝 並 重。 因 此 在 學 科 課 堂 過 後， 就 是 AMAZING
SUMMER 刺激奇趣的活動。每天各有主題，分別是有魔力橋、大富翁、閃避球、
足毽樂、輕排球和電競，可謂動靜並存。同學在這六天玩得不亦樂乎，在玩樂間
彼此建立友誼默契，歡笑聲，叫喊聲不斷，相信他們定能順利過渡到中學的新生
活。AMAZING SUMMER 的最後一天，更邀得家長、老師、學生一起共進午餐。
席間，家長透露：「孩子很喜歡這些活動，想快些開學，結識多些朋友。」蒙眾
家長撥冗參與，期
望家校能緊密聯
繫，共同努力為同
學締造良好的學習
環境。

AMAZING SUMMER

日
放
開

本校於 7 月 18 日至 7 月 25 日，一連六日，為中一新生舉辦了既充實又奇趣的活動。

莘莘學子 學習樂滿
  
FUN
學思並重 歡渡炎炎夏日
  

明愛莊月明中學

( 活動統籌郭政軒老師 )

新校園新朋友新生活
梁晉華 1C
麥海琪 1C
徐伊桐 1C
周珊珊 1C

我喜歡英文和科學，英文實用，科學實驗有趣。
我喜歡電腦，新開始，新學校，可以認識更多朋友。
我喜歡數學，因為新奇有趣。
我喜歡中文和商科，因為淺白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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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人

海內天涯念學長
畢業生專訪
九月的開學季節，校園又恢復往昔的熱，學校迎來了中一年級的新面孔，其他年級的同
學再次聚首，在一遍歡聲笑語中，不期然讓我們惦記着剛畢業的學長們的近況。本屆畢業同
學大部分都選擇繼續升學，而且足跡遍佈海內外。海外升學的同學很多都是第一次踏足陌生
的環境，留港的同學也進入了學習的新階段。全新的學習模式，陌生的校園，他們都能適應
嗎﹖學習的困難，生活的改變，人事的紛擾，他們都安好嗎﹖師長們念茲在茲，還好，他們
都捎來信息，分享點滴。

丘家儒
曾經有人這樣說過：「踏入大學，就是從中學的牢籠中逃離，因
為中學有太多的條條框框限制著我們，不能做這樣，不能做那樣。」
我覺得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在中學的時候，我們都處於高度緊張
的學習環境，害怕成績落後太多。大學生活相對而言卻是比較輕鬆，
你只需學好自己的專業，你就有很多時間去發展興趣，例如加入不同
學社、學生會等等。我所就讀的暨南大學，是國內的華僑第一學府，
有許多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們。同時，暨南大學也為我們提供許多不
同的資源，例如擁有 392 萬冊印刷型文獻，還有設備齊全的實驗室等
等，都能為我們的學習提供莫大的幫助，同時校區內有健身室、大型
運動場可以讓進行休閒娛樂。
( 丘家儒同學現就讀廣州暨南大學 )

梁嘉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是充滿生命力的大學，被樹木、昆蟲、動物包圍的大學，在和暖
的陽光下，就像沐浴在大自然中。
一開始其實我並不習慣大學的生活。在香港我是個被照顧得很好的孩子，但來到大
學面對各種的挑戰，我也慢慢地成長，不再是溫室中的幼苗。這些經歷讓我獨立，也學
懂面對逆境。例如這裡昆蟲很多，從前的我非常害怕昆蟲，現在也已經不那麼害怕了。
來到新的環境會有不同的人、事、物，各種的挑戰讓我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
由於大學的面積很大，每天都要踏單車，在香港沒有機會踏單車的我，在入學的時
候，用了半小時學習，現在每天已能踏着單車在校園穿梭。相信自己就一定成功，有一句話叫「船到橋頭自然直」，
你永遠不知道會遇到甚麼，但當逆境來到的時候，你要想辦法去解決，若是只等別人來幫助，就會成為弱者，所謂「適
者生存」是我學會的道理。
( 何力恒同學現就讀台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杜嘉俊

人到了新的地方，總得四處嗅嗅，這兒卻不用。
到處都是在招攬人，入宿的第一天便如此，而大多都是同樣的流程，幾個人哄哄鬧鬧地推銷一番後，便脫口兩字：
上莊？識趣的人說：我想想。而倘若是個不字，大多會得個不失禮貌的笑容，從此與他們不會再有了瓜葛。我想，走
入大流，這大概是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的開始。
我喜歡嬉，但「鬧」卻不太對我口味，所以人稀的小徑成了最常去的地方，尤其是假日學生都在償還前一晚上欠
下的睡眠債時，綠蔭下漫步竟有種田園的風情。書院的圖書館也是個恬靜的好去處，人雖不少，但不至於喧鬧，尤其
是獨立的自學空間，是追趕中學時造的孽的好地方，只是時常只有相間在兩人中間的空座，著實讓人尷尬。
至於大學的圖書館，更近乎景點，大概是最有大學味道的地方了，幾乎所有美好大學生活的特徵都能在這裡找到，
不過那裡的人們大多都是兩兩而行，或而成群，你與他們斷了瓜葛，映襯在他們中間似乎只會圖添莫名的悲涼。
圖書館前是辦藝墟的地方，轉堂前的一刻鐘，也只好到這地方逛逛，人好不熱鬧，頭頂太陽曬得頭皮劈啪響，這
些或許真的跟我無緣。
「是宿生嗎？」
「是的。」
她雙手一合，搓了搓手掌，「是新生吧。」我低下頭，重新打量了一遍自己，
甚是不解。「你算過自己的宿分下一年還有宿舍嗎？……」
我拿著會員卡，心想著，畢竟來回兩小時的車程不短。
開了兩次會，學了不少說詞，也站到了藝墟中間，畢竟，來回兩小時的車程不
短。對面攤的是入宿時遇見的人，我笑了笑，他回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我找我的人，
他們找他們的。眼前一個著裝講究，獨自一人走着的人，我走上前去。
「是宿生嗎？」
……
走入了大流，這應當是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的開始吧。
( 杜嘉俊同學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 )

鍾展鵬

不知不覺間已經畢業了，意味著中學生涯也完結了，但我仍然十分掛念中學的點點滴滴。當時我選擇了到外國留
學，其實內心充滿矛盾，有期盼，也充滿恐懼，一個人到一個新環境，難免徬徨不安，不過我很快就適應了。來到英
國，一切都很自由，上課時，你可以睡覺、聊天、「打機」‥‥‥學習變成了自律，而非強逼，與中學的模式大相逕庭，
如果你不自律，恐怕不會有任何得著，不會學習到新知識。除了學習外，英國也有一種特別文化，他們非常喜歡開派
對，經常到酒吧喝上幾杯，他們都十分健談。這裏也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在聊天過程中絕對會有所得著，你會
覺得自己擴闊了眼界，如果有機會，大家不妨來英國體驗一下，不過切記要適可而止，不要每天開派對，否則傷身也
浪費時間。
( 鍾展鵬同學現就讀英國杜倫大學 )

我們的學治會會長

無悔青春 承擔有感

升讀大學，意味著開展另一個追求學問的階段，當然，
學習的方式與中學時的形式截然不同了。有人說，大學的生
活十分輕鬆寫意，可以「走堂」或拼湊有假日的時間表。大
學生活確實是十分自由，不會再有老師苦口婆心地督促自己
學習，只要上課不影響他人，老師就不會理會你是否專注於
課堂之中。這份自由亦不無道理，成為大學生就應該明白學
習是自己的事，成年人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學習不再是
為了應付師長要求或獲得家長的讚賞而進行，求知慾應是學習的最大動力。這份自由令我
明白自己有更大的責任，以及學習更深層的意義。令我重新思考自己舊有的學習方法和價值
觀是否仍然正確，期望日後能夠做到真正地去追求學問。
( 梁嘉俊同學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 )

何力恒

我榮幸能擔任本校的學治會會長。期間所舉辦的每一個活動，所做
的每一項服務都充滿着不同的挑戰！還記得當初參選只不過是抱着希望
能夠獲得一些組織活動的經驗，對將來面試有幫助。但是，擔任會長的
時間越長，發現服務同學，服務學校予我一份無上的光榮，使命感亦由
心出發，全情投入這個任務。
在走進參與選舉的道路上，功夫是下了不少的。那時，由尋找志同
道合者，到內閣的名稱、按每位成員之擅長而分配職責，以及宣傳的形
式，每每花上多個晚上。在專注部署的同時，我亦有感到困惑
究竟
我有沒有能力擔此重任？畢竟這是代表學校的一個重要位置，不僅對
內，也需對外，實在是要具擔戴的人才勝任。在徬徨之際，幸得去年獲港島區傑出學生獎的杜師兄的
鼓勵，最後同學給予我信任的一票。因此，我絕不辜負他們的期
望，定必以渾身解數帶領我閣把每件事情做好，做到更好，以回
饋同學的支持。

在過去一個學年，本會舉辦多項活動，讓我與閣員充分發揮
潛能，亦體現團結、進步的一面。以籌辦社際球類比賽為例，由
當選學治會
報名、比賽時段、形式、規則、物資、人力分配以至比賽中途的
應變措施等，也需
仔細考量，亦不容絲毫差錯。閣員們就着各個細節提出己見，互相補充不足，雖然花上多個午膳，但是看見同學順利完成比賽，站
在頒獎台上獲獎的歡顏，我們舒一口氣之餘，亦會心微笑。另一方面，我們的成功，亦證明本校建立多年的「團結」、「求進」、「闖練」精神已植根在我
們月明人心中。

社際球類活動

又於農曆新年為校友會舉「校友慶元宵」活動。我們的職責是協助校友會場地布置及設計當天流程。當我們在晚上從昏暗的走廊走進會議室時，已聽見學兄學姐熱烈討論聚會事宜。可知，
他們也是辛勞了一天後才來開會的，但一提及替母校籌辦團聚活動，即能抖擻精神，既談工作也談昔日情，這使我輩佩服不已。與前次舉辦活動不同，是次我們感到壓力，始終是經驗不足吧！
幼嫩的我們不斷從學長身上學習的設計、組織大型活動的技巧。他們也毫不吝惜，滴水不漏地指引我們處事的方向，更讚揚我的虛心受教，行事謹慎有序。不知不覺，我們在愉快的歡笑聲中
完成任務，最終活動也圓滿落幕。唯具喜
悅之情外，那股薪火相傳的涵意更值得我
們再三回味。

聖誕聯歡會

盆菜宴

月明校車服務

我即將卸任會長一職，以應付另一大
人生挑戰。我對新一任的學治會會長並沒
有什麼大要求，只希望他們處事能夠比我
做得更好，凡事比我思慮更周密，以及能
比我更能凝聚同學的熱誠，共同為學校建
千福齊書
構美好的未來。「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壓力也越大」，希望下一屆學治會能把壓力變成動力，求達真善美之境。

中六甲 李梓傑

李嘉誠基金會於 2017 年捐贈校車予本校，以接載區外學生上課，也供校外活動往返之用，既節省交通時
間及開支，又能讓學生獲得參與多元化活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