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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的話
曾有成校長

    春寒料峭至春暖花開，大自然的變化讓人有更多反思的機會。感謝神賜給我
們一個既寒冷又溫暖的春天，溫暖是因為人間有情，校園有愛，愛我們的主讓我
們在和諧的校園中，享受互相關懷、互相扶持、互相學習的溫暖。春節過後，校
園再次回復活潑，師生都積極地投入學習。
    繼學校於過去三年與新加坡聖嬰中學進行交流學習後，由本年度開始，我校
便會與北京的首都師範大學附屬麗澤中學展開為期三年的互訪交流學習活動。雖
然我倆的辦學團體不同，但兩校卻有相近的辦學理念，相信兩校結合成姊妹友好
學校後，對同學成長、擴闊眼界及師生互動都有極大的幫助。通過兩校校長及副
校長的互訪後，我校的首個交流團便會於四月復活節期間出發到北京，相信豐盛
的成果正等待兩校的同學。
　　我校的新校舍已建至將要完成的階段，這是一件使人雀躍興奮的事情，每天
看著新校舍的建設，一天一天的接近完工，心情一天一天的緊張興奮，畢竟這是
八十年來麗澤人的共同願望！祝願同學在新校舍能學習得更好，更能裝備自己，
貢獻社會，為國家效力！

    本校曾有成校長於2011年1月21日到北
京與首都師範大學附屬麗澤中學臧富仁校長簽訂協議書。協

議的目的為促進兩地教育合作交流，發揮兩地的辦學優勢，促進學校的發
展，培養優秀人才，雙方展開兩校間的教育交流與合作，結成友好學校。兩校將加

強資訊交流，定期通報各自的最新教學情況，交換教學計劃、教材、資訊技術及有關教學
資料。兩校將組織及安排師生到兩地參與交流考察活動、師生交換計劃，分享教學及管理等方
面的經驗。
　　簡單而隆重的簽字儀式邀得北京市豐台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宋曉春女士到臨指導及致辭，兩校
校長作簡單的介紹，在首都師範大學附屬麗澤中學一眾校務委員、師生的見證下簽訂協議書。
　　兩校即將展開的計劃包括：2011年3月北京與首都師範大學附屬麗澤中學臧富仁校長將率領
兩位副校長到香港參觀，作全面瞭解、分享學校管理、教學等經驗，並與香港麗澤中學師生
廣泛交流。2011年4月，香港麗澤中學將組織師生交流團遠赴北京作為期約十天的全面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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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責任感及紀律性，
並加強學生的人際溝通技巧、創意解難能力及發
揮同學間互助互愛的團體精神，本校於2011年1
月13日至1月17日期間，為中一級同學舉辦了五
日四夜的「深圳黃埔軍校訓練營」，讓同學走出
校園，親身體驗軍人的生活。
    在五日四夜的日子裏，同學們除了學習步
操、軍操拳、彩彈射擊、障礙賽訓練及參觀軍事
設備外，還需要學習自理能力，例如用膳紀律、
清潔、守時等訓練。同學透過親身體驗軍營生活
及訓練，讓他們認識到甚麼是樸素生活，並學習
服從、反省及珍惜自己擁有的資源。同時，讓同
學們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為同學的中學生活奠
定基礎。

黃埔軍
訓活動

黃埔 活軍 動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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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加同學對中國語文科的興趣，本校於2010年1月17日至1月21日
在校內舉行「中文周」活動。是次活動內容豐富多采，包括笛子演奏及
話劇表演、齊賀新歲寫揮春、午間粵語歌曲點唱、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作文比賽、中國節日壁報設計比賽、傳統美食製作班、中國文化藝
術早會及早上廣播猜字謎遊戲。

周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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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the Brilliant Commercial 
Competition Winners:

The Best Creativity Award – 5A2
The Best Narrator Award – 4A2
The Catchy Slogan Award – 4A1
The Vivid Description Award – 5C
The Impressive Graphic Award – 3A
The Limitless Potential Award – 2B
The Best Performance Award – 5A1

 English Week 2011

English Week 2011
Pop Culture - Advertisement 

and TV Commercials
The English Week 2011 took place from 1 March to 
7 March. The theme of this year was “Pop Culture-
Advertisement and TV commercials”.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different activities related to advertising were 
held, including English Broadcast, Song Dedication, 
Game Counter and Brilliant Commercial Competition. 

After the exposure, students have learnt more about 
the advert is ing industry, l ike various 
types of advertisements; what crucial 
elements should be included in print 
advertisements and TV commercials; 
how to produce a print advertisement 
and TV commercial; and the impacts 
of advertising.

The Brilliant Commercial 

Competition

The Brilliant Commercial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It provided students with the 

invaluable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eir talents 

in producing TV commercials. Students from various 

classes, both from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have 

turned their creative ideas into different humorous, 

compelling and innovative commercials. After thorough 

selection by the teachers, seven of these commercials 

were nominated and entered the final of the Brilliant 

Commerci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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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0年12月17日，中七全級同學在九龍公
園進行畢業長跑活動。是次長跑目的主要是為了
提升同學的體能及鍛鍊其意志。當天同學都能透
過長跑活動，與師生建立更深厚的情誼，並對美
好的中學生活烙下更美麗、更深刻的回憶。

畢業長跑

室內賽艇示範

    本校於2011年1月24日至1月28日邀請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為本校同學作賽艇推廣及測試，
賽艇協會派出專業的賽艇教練到訪學校，並在體育課堂作室內賽艇示範及進行一分鐘室內賽艇
測試，期間會為替本校同學量度身高及體重，所錄取的成績及個人資料將會被統一輸入電腦進
行量化分析，作為同學的體能參考，賽艇協會更會根據「全港青少年室內賽艇機體能指標」為
本校同學作出評分，供我們掌握現時同學的體能水平及作為將來發展該項活動的參考。

    一年一度的學生自治會歌唱比賽於2011年1月31
日舉行並圓滿結束！雖然今年我們在嚴寒中進行歌唱
比賽，但低溫寒風並無損我們的雅興，也無減大家的
激情，更無負各位的期望，各參賽者的傾力演出，努
力不懈，為校園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樂趣。

通識論壇
    本校中六級通識科的同學獲香港電台通識網
的邀請，於2011年1月11日參加通識論壇活動，

活動共有5間中學參與，此論壇以辯論
形式進行，論題為「應否清拆九龍城
寨」。不同學校以不同的身份作回
應，而本校的同學則扮演中國政
府。同學積極參與，他們的古裝
打扮十分傳神，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其他學校的同學分享交流。

歌唱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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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聯絡近年的校友，促進校友與母校
之間的情誼，加強同學對麗澤的歸屬感，我
們於2011年1月28日晚上舉行了以校友「昊社
（2009-2010畢業級社）」、現時中五級同學
「攸社（2011-2012畢業級社）」為主的「師
生同樂日」。當晚節目豐富，除了有閃避球大
賽、卡拉OK表演、遊戲活動外，更有BBQ及美
味食物到會，大家也玩得樂而忘返。

JA學生

營商體驗計劃

近期學生成就 擴建校舍
比 賽／活 動／項 目 主 辦 單 位 獲 獎 學 生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蔡鴻思（5A1）、陳漪珊（6A）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香港賽區）文學之星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比賽委員會

初中組優異獎：
葉雙紅（2A）曾偉豪（2B）吳欣璇（3A）
高中組優異獎：
余楚球（5A1）陳建雄（5A1）朱少娟（7B）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2011校園室內賽艇大挑戰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教育局協辦

女子甲組 4 x 500 米接力 季軍
女子乙組 4 x 500 米接力 亞軍

2010-2011年度「最佳學業
進步獎」、「最佳操行進步
獎」、「發奮圖強獎學金」

九龍西潮人聯會
最佳學業進步獎： 黃秀芬（5A2）
最佳操行進步獎： 黃國雄（3C）
發奮圖強獎學金： 黃樹維（5A1）

    本校參加了「國際成就計劃」（Junior Achievement）舉辦之「學
生營商體驗計劃」（Company Programme） ，這是一項為期 20個星期
的青年發展課程。本校參加此計劃的目的主要是訓練學生成為將來的商
界領袖。在義務商界顧問的指導下，本校二十位中四、中五學生籌組了
一間名為「Hi」的公司。公司將遴選管理層、撰寫營商計劃書、籌集資
金、自行設計及銷售產品、保存財務記錄、舉行股東大會，以及在課程
完結時進行清盤。

    本計劃的主要活動之一為「學生營商體
驗計劃」展銷會，我校在家長日當日，讓同
學自設攤位，把構思的商業策略付諸實行，
藉此學習實際的市場知識和銷售技巧，向公
眾推銷他們精心設計的商品。當天家長、師
生、職員工友踴躍參與，貨品被選購一空，
令同學留下寶貴經驗，並能把書本上學到的
知識得以實踐。

師生
    同樂日

  我校的擴建校舍工程已進行得如
火如荼，在2011年2月已經興建至三
樓的禮堂部分。

我們都是

          這樣
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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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同學參與由經濟動力主辦
的「抗毒大導」短片創作大賽，透過
同學們自編、自導、自演，運用鏡頭
表達對身邊人的關心，帶出合力抗毒
的訊息。本校參賽的兩段短片成功擊
敗其他中學20多段的作品，獲頒冠軍
及傑出獎殊榮。同學不但得到獎項，
更學習到如何關愛身邊朋友。

    我校三十位中二至中四同學於在2011年1月14至16
日，參加由協青社舉辦的「全人領袖驕陽計劃」訓練營，
學習培養正面價值觀及人生態度，建立自信心和正面的自
我形象，以抗拒不良誘惑，並將所學的感染身邊的同學，
令大家成為健康大使。

同心結力
      得獎短片

擴建校舍

冠軍組別：Freedom 傑出獎組別：Soul
片名：ONE MORE TIME 片名：鴉
謝耀洲（5A2） 李潮健（5A2）
劉家偉（5B） 余志男（5C）
羅俊偉（5A1） 邱茜楠（5A2）
蘇馨宜（5A2） 黃艷笑（5A2）

全人領袖

驕陽計劃訓練營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
的」是一個讓老師及學生
打開彼此之間隔膜，增加
師生之間認識的一個別有
意義的活動。學生輔導委
員會透過向老師及學生
收集他們童年及現時的照
片，把它們整理及擺放在
學校前、後樓梯間的壁報
板上，一方面讓同學見證
老師的成長經歷，使他們
從老師身上有所學習。另
一方面，藉以提升全校的
關愛文化及同學對學校的
歸屬感。

我們都是

          這樣
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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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雜誌《空間》
    我校剛出版了第一期校本輔導雜誌《空間》。當中有同
學及老師的真情分享，亦有家長教子女的知識錦囊。而《空
間》誕生的原因─目的是向全校師生及家長傳遞「關懷、
愛」的訊息。
    為了推動全校的「關愛」文化，我校分別在校內及校外舉
辦了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學生不僅將關愛帶給身邊的同學及家
人，並能將這種精神推己及人，帶到社區當中，讓同學能真切
地體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當中不得不提的是我校大約有25位同學及3位輔導委員會老
師，在本年參加了「乘風航」的學校伙伴計劃，與保良局百周
年學校的20多位智障學生合作。學生在當中經歷一連串的海上
歷奇活動及活動前後的訓練，包括如何與特殊學生協作及彼此
溝通的技巧等。

年
周
三十

    校友會新春團拜暨朝社（1979-1980
畢業級社）三十周年誌慶的目的是為了加
強學校、老師及校友間的聯繫，校友會於
2月19日下午，在學校禮堂舉行新春團拜
暨朝社校友三十周年誌慶，內容包括校園
回顧、猜燈謎及集體遊戲等，當日更邀請
了多名舊老師回校，與麗澤師生聚首，共
慶同樂。

學校發展委員會：
顧問：曾有成校長
成員：李潔明老師（統籌）、梁寶怡老師、陳淑媚老師、歐陽嘉恩老師、呂紅香老師
《校訊》總編輯：陳淑媚老師

校友會新春團
拜

        暨 朝
社三十周年誌

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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