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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澤中學
Lai Chack Middle School

校長的話
李潔明校長

  「麗澤是我家」這句說話正好體驗在我身上。我每天留在學校的時間
比家還要多，而且轉眼已經二十三個年頭了，我認為教育是「生命培育生

命」，塑造學生全人品格，共同經歷人生。「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不同人有不同的經歷，教育讓他們
知識增長及人生經歷上有所成長、進步，讓他們「全人發展」，培養終身

學習的精神，愛人如己，走在真道上，為世界作鹽作光。我校特別重視學

生的品格情意教育，我深信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更要教導學生積極面對

人生，享受生活，做一個良好公民，為社會作出貢獻。

  現時本校的發展已趨向成熟，特別是學生發展方面，我們期望學生能夠達致全人成長，學習「勤學、堅毅、謙和」的
麗澤人素質，以不同級別的活動，強化同學間的關係，延續麗澤情誼。我更期望同學能夠在麗澤的基督教教育下，主動學習，

追求卓越，生命得以轉化，將來踏足社會，也能關懷社會，服務人群。

  至於學與教方面，我校會緊貼教育局的課程發展及規劃，持續更新課程，例如「學會學習 2.0」提及的價值觀教育、中
國歷史、中華文化、STEM等重點，我們都有老師研究和探討，在專業發展上也會互相配合。

  當然我更期望學校能夠秉持著創校校董、先賢前輩的辦學理念，以優質的基督教教育、傳統哲學思想薰陶，讓學生在
校園裡切磋琢磨學問，均衡發展。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5）我校的教師團隊非常優秀，他們委身教育工作，立志
作為教育工作者，見證著下一代的成長。盼望麗澤在神的帶領之下，在我們團隊同心協力下，繼續是蒙神喜悅、蒙神祝福，

成為愛神、愛人、育人的好地方。

  對大多數的學生而言，校長活脫就是讓
他們感覺「這麼近，那麼遠」的人！可是，

在麗澤這個大家庭中，校長偏又儼然如他們

的父親無異；那麼，就讓校長與學生憑桌共

膳，在一頓平凡卻見溫馨的午餐中加深了解，

增進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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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學校「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附屬
麗澤中學」的師生於九月中旬到訪本校

交流，活動包括歡迎會、校舍參觀、觀

課、STEM交流、惜別會等。多年來，
兩校組織及安排師生互訪，希望能夠觀

摩彼此的優勢，切磋共進。

京港交流　觀摩切磋

京港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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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關愛他人
    祝福互勉

  本年度學生自治會舉辦了 9 月份及
10月份的「麗澤生日會」，於生日會當
天，凡該月份生日的壽星同學會齊集宗教

館，一起慶祝，在生日歌襯托下，大合照、

切大蛋糕，氣氛非常熱鬧！

  2018年 10月 3日舉行了「祝福禮」，目的是培養
中

一級同學對生命一顆感恩的
心，讓同學反思生命的意義

及

確立人生抱負與夢想。每位
同學都是自主人生的主角，

他

們要立志訂下的抱負及夢想
，對自己的成長許下承諾，

也

互相見證踏入成長重要的一刻
，學校為此獻上祝福。

麗澤
生日會

中一級祝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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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力學求進

  為配合全球推動 STEM教育的趨
勢，本校舉辦了一系列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學習活動，並舉行了 STEM周，裝備
學生以應對經濟、科學和科技的迅速發

展，培養學生成為科學 (Science)、科
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數學 (Mathematics)的終身學習者。

  在課堂內，本校於生活科技科內加入「Micro:bit」課
題，讓同學有趣味地學習程式編寫，亦增加動手做的機會。

各相關學科亦提供跨學科的研習，例如利用 3D打印的技
巧去學習 DNA的機構、應用百分法及比率的知識更深入了
解食物營養標籤、自繪摺紙圖樣去製作潛望鏡等。

  課堂外，本校邀得蜚聲國際的設計師馬
子恆先生向同學分享交流他的追夢科

研故事；亦組織同學參觀深圳的科

創企業，例如比亞迪電動車、大疆

無人機；並且舉辦了 Arduino及
LEGO機械人興趣班、航拍體驗
班等。

    中文學會每年都會舉辦各項精彩的

節目，讓同學寓學習於遊戲中，增加對

中國文化的興趣和了解，例如九月份中

秋猜燈謎活動，同學既能感受節慶歡樂

氣紛，亦可認識傳統中華文化。

學與教

中秋猜燈謎活動
  本年度普通話日主題是介紹中
國的茶文化，透過老師為同學精心

安排的普通話早會表演、校園電視

台節目製作和有獎問答遊戲，讓同

學認識我國傳統茶葉種植、生產、

種類、烹煮學問等物質文化和精神

文化知識之餘，也能從中輕鬆學習

普通話。

STEM 活動

子恆先生向同學分享交流他的追夢科

研故事；亦組織同學參觀深圳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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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lished as a student-oriented activity club, the English Society is 
dedicated to rais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 better 
atmosphere for learning English. Having said that, our beloved chairpersons 
have organiz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giving our schoolmates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their English. To name a few, the Orientation Party has 
been served to kick off this year's events and was followed by the Handicraft 
Workshop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as well as the English Booth on School 
Open Day. Our club members would not only get accustomed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be able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stemmed 
from the tight curriculum and most importantly, gaining lots of joy by joining out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 big thank to our experienced teacher 
advisors and dedicated committee members! It is of no doubt that with their 
contribution, students will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ind 
it fun in picking up a language.

  本校師生在 2018年 5月 11日，
參觀了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

博物館，了解有關全球暖化問題及研

習相關的解決方法，同學獲益良多。

學與教

English Society 
Fun ways to learn English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圖書館於 2018年 5月 29
日和區內小學進行了聯校閱讀

活動，目的是希望正面地培養

小學生的閱讀習慣，透過角色

扮演來加強書中的理解。

聯校
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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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

挑戰自己　勇於嘗試

   為了建立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友誼，提升學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同時能夠與社區保持聯絡，與眾同樂，本校於

2018年 10月 20日舉辦「同樂日」活動。同樂日以「嘉年
華會」的形式設計，由各聯課活動社團學生負責籌備及製作

各色各樣的遊戲攤位、工藝製作攤位、小食攤位和禮品換領

攤位等。

   本校學生在籌備的過程中，發揮創意的同時，亦能培養
出服務他人的精神。當天邀請區內友好小學學生和家長參與

其中，大家都相當投入各種遊戲活動，場面熱鬧。

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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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

  本校每年均會舉辦校運會，由仁、義、禮、智四社分組作賽，為個人及所屬
團隊爭取殊榮。本校自創校以來一向以全人教育為目標，培養學生團隊精神，配

合新高中的發展，體藝教育是學生學習經歷的重要部分。

  每年最矚目的賽事，是師生接力邀請賽，參賽隊伍由學校教師和學生組隊參
加，無論場上健兒或看台上的觀眾均全情投入，為所屬社別出一分力。近年，本

校更會邀請油尖旺區小學參加友校 4 x 100米接力邀請賽，以促進體育交流及建
立友校關係。

  今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周年，於 2018年 9月 29日早上，
本校舉行「升旗禮」，禮堂上響起莊嚴

的國歌，同學排列着整齊的隊列，觀看

著五星旗冉冉升起的直播畫面。

升旗禮

校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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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九月底，訓導委員會都會舉辦兩天一夜的「領袖生訓
練營」，藉著安排學生在校進行多項團體活動，並在禮堂紮營

度宿，讓學生從中了解領袖生的角色及職責，並透過活動增進

彼此友誼、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本年度的「領袖訓練營」於 2018年
9月 22至 23日展開，進行包括團隊精
神士氣訓練、歷奇拓展領袖才能訓練、

隊旗隊歌製作及發表等活動，以訓練學

生邏輯思維、團體性和合作性。本校的

領袖生，已經發展成一個具備「實習領

袖生、主力領袖生、顧問領袖生」穩定

而優秀的團隊，成為我校紀律及校風的

鐵證。

  「校園電視台」作為學校的一個實作平台，推動學生全人發展，
提升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透過製作一系列校本課程、教

材的電視節目，例如：「生活英語」、「時事通識」等，豐富校園

的學習氣氛。透過學生參與籌備、製作及主持節目，發揮多元智能、

提升學生的協作、創造、溝通及解難等共通能力。

學生發展

領袖生訓練營

校園電視台

8



靈命成長  愛人如己

  宗教委員會與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佐敦堂合作，舉辦宗教日營。透過遊戲

及佈道會，向同學傳遞基督福音信息，

並加強中一同學對我校之歸屬感。

  同學透過團契活動認識到不同級別的同學，
建立健康的群體關係。我們讀聖經、祈禱和敬拜

上帝，靈性和品格都得以培育。

中一級宗教日營 學生團契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與本校有深厚的淵源，在他們
六十周年會慶之際到本校尋根，別具意義，願神祝福讓我

們在不同地方，有合一的心，彼此結連，繼續為主作美好

的見證。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五旬節家六十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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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2018年 10月 5日會員大會，選出第廿屆委員會，並頒發
傑出家長獎項，感謝各家長對子女的學習的支援及鼓勵。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名單︰

家長 教師

主席： 黎曉梅女士

副主席： 劉顯坤女士 鄧詩琪老師

財政： 陳貴營女士 許曉君老師

文書： 溫潔晶女士 姚潤琳老師

聯絡： 何麗珍女士 吳振遠老師

康樂： 嚴紅桃女士 楊美萍老師

  會員大會後，進行中一親子晚會，由校長
、

訓導、教務部及社工解說中一同學
於不同方面所

面對的改變，讓家長了解並對同學作
出支援。

  同學製作了精美相架，並拍攝相片留念，
最

後更進行親子活動，讓家長與子女
一同遊戲增進

親子關係。親子關係。

中一親子晚會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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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同行

畢業生分享
講者：李致豪  

講者：陳融融

  為加強班主任與家長的溝通，本校於 2018年 10
月 26日晚上舉行「家長分享晚會」。晚會上，先由陳
融融校友、李致豪校長分享，接著是李潔明校長報告學

校的最新情況，然後由校長、鍾志源助理校長、教務主

任楊國民老師及黃永能老師主持答問環節。會後各班班

主任與家長交流子女的學習表現，更設有「升學與出路

講座」供中六級的學生家長。

家長分享晚會

主題：
  「平凡的起跑線，不平凡的終點，
       也一樣精彩，更令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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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校部份畢業生升讀大學課程簡介：
姓名 大學 學系

劉其鋒
香港大學

HKU
工商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孫 曦 香港大學
HKU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王柏鴻
香港大學

HKU
工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麥嘉恒
香港大學

HKU
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王歡子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Integrated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林安妮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學士
Bachelor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ercise Science and Health

胡盛畑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心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Psychology

李睿莹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工程學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李致豪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工商管理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羅慧琪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理學士（環球中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
Bachelor of Science in Global China Stud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李峪行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學校發展部

顧問︰李潔明校長
成員︰鍾志源助理校長、周綺蓮老師（總編輯）、陳潔英老師

  2018年 8月 27日晚上本校校友會進了 2018年度會員大會，
並按組織章程規定選出 2018-2020年度第十二屆的理事成員，本
校校友不斷回饋母校。

第十二屆理事會委員會名單︰

主席： 廖保珠

副主席： 陳融融、李旻靜

秘書： 伍錦芬、關濱彬

司庫： 郭小偉

校友校董： 陳融融

委員： 余志成、鄧炎勝、蔡卓豪、林詩佳

校友會

校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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