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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分享
珍惜這「關

愛 校園」

郭偉雄校董
我認為李惠利中學是個充滿關愛的校園，因為老師們不單努力教學，更常常關
心到同學個人及家庭的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輔導及協助。這種「關愛文化」實
在非常寶貴，也符合教會的辦學宗旨，就是讓同學在基督的愛中，得到全人成長的
培育，包括「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的成長。
同時學校的教職員團隊，不斷努力提供「愉快學習」的環境和課程，在硬件方面運用有限的資源，
改善課室、圖書室、演講室、綠色園地等設備，在軟件方面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包括各種體藝活
動、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福音小組及營會、師友計劃、外展探訪等等。
近年老師們更推行「自主學習」的教學模式，首先在低年級實行，再以合適的步伐推展至其他班
級，因為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主動性，對同學們的學習和成長都會有很大的幫助。當中或有不少需要
規劃和調整的地方，我相信校董會必定會全力支持。
作為多年的校董會成員及亞斯理堂的教友，我實在非常欣賞教職員團隊的努力，並取得很多教學和
生命培育的成果，讓同學們體會到愛心、支持、期望的可貴。我更盼望學校與亞斯理堂會及服務處的合
作會繼續加強，讓這「三結合」的傳統繼續鞏固我們的合作關係，為師生帶來更多教學的資源及互助。
同學們！希望您好好享受和珍惜這美好的關愛校園，並且在此培育出「信望愛」的精神，發揮所學
到的知識和才能，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分享這寶貴的關愛文化。

校長的話
學校為中六同學設立失敗日，活動引
起學界關注。學生成長過程中面對不少壓
力，中六同學面對DSE的考試壓力壓得透
不過氣來，也可能以為考試失敗將失去一
切。事實上，成功的人並不是沒有經歷過
失敗，而是在失敗中總結經驗，為日後的
成功作出充份的預備。
新年假期帶領同學到韓國考察，當中
參訪了三星的科技中心。現在科技界的熱
門的話題是如何迎接5G新時代，因應科技的發展，日後我們要面對的是急促變化的世代，很多現在的工種如
銷貨員或司機可能會消失，同學需要擁有新時代的技能及知識，才可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
世界不斷在變，學校教育需要給同學甚麼培育呢？作為老師，盼望我們可以：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對於同學，希望你們能擁有3個心：信心、恆心及愛心。鼓勵
同學要有信心，縱然世界多變，但同學擁有各自的潛能，應該發揮自己的優點及長處，各盡所長，對自己充
滿信心。同學做事要有恆心，不怕失敗，認為有益的事要堅持去做，發揮百折不撓的精神，總會有成功的一
天。最後，我們不是機械人，我們有情感及思想，我們要有愛心，盼望同學的中學生活是充實的。同學的智
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我們的心，都一齊增長。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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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組

中六電影生命教育暨失敗日

本校中六級學生於2018年12月參加了由循道衞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與本
校合辦的失敗日活動。上午透過電影「破風」探討如何面對失敗，下午則是班
際競技「跳大繩」及「飛ure」飛越恐懼活動。是次活動旨在提升學生的抗逆
力，透過學習如何接受失敗，不為失敗而苦惱，從而領略在失敗中亦可有所得
著的道理。

心中有火的 6A 同學

鬥志昂揚的 6B 班

中六
畢業營

認真投入，校長跳大繩。

同心同德的 6C 同學

蓄勢待發的 6D 班

本年度中六畢業營已於12月7-8日在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順利完成。在竹筏紥作中，學生表現團體合作
精神，並齊心划槳出海，完成任務。於晚會中，同學回望過去的成長片段，反思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此外，
學生透過點唱將心底說話向同學和老師傳達，並用心填寫心意咭，表達對班主任和任教老師的謝意。最後將
自己的目標、願望張貼在願望樹上，同心同行，互相勉勵。

全體中六同學大合照

我們的竹筏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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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訓勉和打氣

划出大海，划向未來。

中文科

陳景祿

一直以來，學校鼓
勵同學參與校外比賽，
從而擴闊視界，提升個
人能力。本學年至今，
中文科有兩名同學獲得
學校朗誦節及敬師運動
徵文比賽獎項，以下是
他們的得獎感言。

我是五甲班陳景祿，去年十二月，中文科魏巧
如老師推薦我參加本年度「全港敬師運動徵文作文
比賽」，起初我有點害怕，怕自己文筆拙劣，不可
登大雅之堂，更枉論要得獎，幸好有老師的悉心指
導，從茫無頭緒頭之中理順出寫作大綱，再匯聚校
園中的點點滴滴，文章規模就此大致定型了，正如
老師所說，文章貴乎真情真意，內容始見感人心
脾。又為求生動活潑，在寫作時我以文言、白話文
句式寫作文章，藉對照互證，突顯古今敬師之要
義。最後能贏得冠軍，實在深感榮幸。
全港敬師運動節徵文比賽高中組冠軍

王昊藍
大家好！我是二甲班王昊藍，在早前舉行的「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很榮幸獲得「粵語散文獨誦中二級男子組季軍」。記得由幼稚園開始，我已參加
朗誦訓練，亦曾參加過班際比賽，從中累積很多經驗。今年在黃文貞老師的鼓勵
和教導下，我參加了朗誦比賽，起初只是想考驗自己的膽量和語言表達技巧，最
終竟贏得季軍。參加朗誦比賽和做其他事情一樣，都是要付出代價，例如時間、
精神，但這些代價卻可以換來很多成果，記得有老師曾說過：「一分耕耘未必有
一分收穫，但總不會空手而回，」這次比賽，我真是滿載而歸。
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粵語散文獨誦中二級男子組季軍

通識科

首爾遊學團—在清溪川留倩影
中四級樂施會 1 比 99 工作坊

一如以往，本年度通識科舉辦了不同的
考察及參觀活動，讓學生有更多的體驗及不
同的學習機會，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
效能。此外，本科與經濟科、旅遊與款待科
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辦首爾文化交
流團，讓學生走出香港，接觸他國文化，擴
闊視野。

中四級學生走入天水圍認識社區情況

中六級參加「賽馬會酷鄰居
齊節能計劃」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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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參觀醫學博物館

英文科

2018-2019 Activities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Let’s get ready for the school picnic

Festivals are meant to be celebrated
everywhere and we always make sure
students can feel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round them at school. Through this way
students can learn about the festival and
learn many new vocabulary in a fun way.

When asked what they would do on their
picnic day from the students, they simply
replied back, ‘Barbeque!’. However, they
didn’t know the English names of the food
or equipment being used. So teachers
thought of holding a booth for them to get
them prepared for the picnic. It was a fruitful
event that helped students learn the dos
and don’ts on the picnic area to stay safe.

News Commentary Competition 2018
Every year a “News Commentary” competition is held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on social issues. This year, students were asked to write
on ways to prevent global warming. This is a great way to keep students up
to date with current affairs.

Christmas celebration!
It was such a fun Christmas this year.
Many different games and beautifully
decorated activities booth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to indulge in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Karaoke
booth allowed students to sing different
Christmas songs. And an iPad booth was
set up for students to do a Christmas
quiz on Kahoot. It surely expanded their
vocabulary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Christmas. Overall, it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celebrations
for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ke a wish”6 December, 2018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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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welcomed to make
their wishes and write onto the colourful small
cards that to be hung on the tall Christmas
tree by themselves.
With the help of the
helpers and English
teachers, students
learn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ree
display boards were
shown to them with
the samples.

數理科技週
本校數理科技
週於2019年2月25日
至28日舉行，內容
豐富，包括數學、化
學、生物、科學科攤
位遊戲，物理、資訊
科技及STEM作品展
覽、班際數學比賽、
數學廣播暨問答比
賽、班際中一級數學
閱讀比賽得獎作品展
覽及班際中二級科學
閱讀比賽得獎作品展
覽等，全校同學都積
極參與，氣氛熱烈。
當中最受歡迎的
活動莫過於由數學學
會主辦的社際數理科
技問答比賽，各社代
表賽前積極備戰，比
賽時寸土必爭，搶答
時你爭我奪，大家都
樂在其中。

電腦科 lego 機械人相撲

STEM-lego 宇宙

多元化的物理科展覽

社際數理科技問答比賽一高中組頒獎

科學科化石展覽及自製動力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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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其中一個攤位一筆畫

化學科肥皂製作及 3D 打印

生物科人體模型攤位遊戲

經濟、旅遊與款待科

日本大阪、京都、神戶文化考察之旅
  2018年11月，吳翠華
副校長及劉詩樂老師帶領十位
中五級同學，參觀日本關西地區各
個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本團的特色
是以自由行形式遊覽各地，並沒有導遊
領隊，亦沒有旅遊巴接送。同學須充當
導遊的角色，運用本科所學的知識，一
起策劃行程、介紹各個著名景點，計
算旅遊預算等，讓學生將學科所學
靈活運用於旅程中，有效提升
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一起登上子彈火車向姫路城進發

清水寺外留倩影

產

入世界文化遺

三大名城，列

姫路城是日本

同學充當小導遊，負責景點的講解

伏見稻荷大社的千本鳥居，十分壯觀

視藝科

參加「第四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高人教路工作坊」

同學於「葵青區多元藝

術展」展示學習成果

6A 黎嘉慧獲得「第六屆葵青區
繪畫比賽中學西洋畫」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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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何家裕於「大華銀行 2018 年度水墨藝術
大獎」獲得金獎

獲得中學組優異成績

本校同學於「葵青區長者友善 ( 日用品 ) 設計大賽 2018」

宗教事工組

回歸校園

祈禱服事

第十一屆啟發營
第十一屆少青啟發課程暨啟發
營完滿結束，感謝神！經過十節課
堂的學習，參加者已系統地認識了
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為信仰生命打
好基礎。今年一月中，我們打破歷
來傳統，本校師生、堂會牧者及牧
區成員，社會服務處社工等合共百
人在本校校園裡舉行了兩日一夜的
啟發營會，亦是啟發營首次回歸校
園舉行。這特別安排除增加了營會
活動安排的彈性外，亦增加了學生
對學校的歸屬感。在營會裏，我們
一起認識聖靈的工作、一起認識亞
斯理堂、一起以基督精兵的身份行
catwalk 、一起吃盆菜、一起構思
生命話劇、一起敬拜，最重要的
是，我們一起渡過了一個難忘及不
一樣的營會。願福音的種子能落在
同學的心田裡，按著上帝的計劃發
芽及不斷成長，讓上帝的真理與他
們同在，到老也不偏離。

探訪亞斯理堂

校長探營扮皇帝

福音勇士catwalk show
盆菜宴

從 Suffer Moment 到豐盛人生—2019 福音週
本年度福音週於4月份舉行，主題為「豐盛人生投資策略」。藉
著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反思如何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源，作正確
的人生抉擇。福音週項目包括早晨派福音單張、早會分享、午間詩歌
播放、福音巡遊、福音嘉年華攤位遊戲、花園音樂會、Suffer Moment
演唱會和佈道會。
特別一提的是，本年度福音週增加了兩個新項目：福音巡遊和
Suffer Moment演唱會。福音巡遊是啟發奇兵成員構思的活動，他們在
午膳時間進入中一和中二級課室，透過遊戲、唱詩及Rapping等活動
向同學傳遞福音信息，提升校園的宗教氣氛。Suffer Moment演唱會是
本年度福音週重點項目之一，一支由本校宗教組老師、其他基督徒老
師及學生組成的樂隊，在大雨操場分享詩歌及個人見證，帶領學生明
白信仰與逆境之關係，進一步引導他們接受福音。感謝主！在五天的
福音週活動中，我們看見學生的投入參與和服事，見證著福音週主題
恩典足夠，盼望學生繼續在主裡成長。
曲的核心信息

Suffer Moment 演唱會

攤位遊戲得獎者

福音巡遊

早晨派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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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音樂會

訓導組
訓導組今年有著一支與往年不一樣的領袖生團隊。我們有
了屬於自己的制服，亦建立了一套恆常的訓練課程，包括序幕
的兩日一夜訓練營、每月一次的訓練課和一次全體會議。
由下學期開始，總領袖生開始肩負早會報告事項的工作，
責任重大。

領袖生義賣糖水為 UNICEF 籌款
總領袖生 5A 容婷接受
高空挑戰

負責老師與核心成員於陸運會場地聚餐

領袖生訓練營大成功

輔導組

湯 圓 D

湯圓，寓意團圓，是農曆
新年的傳統食品之一。隨著社
會發展，不少人都會購買即食湯
圓，自己動手做的已不多了。為
了讓全校師生感受過年氣氛，本
組在午膳時段於大雨操場安排湯
圓DIY攤位，同學可親手製作及
即時品嚐成果。祝願大家新的一
年甜甜蜜蜜，事事圓滿如意。

I

於每月一次的全體會議中為成員慶祝生日

Y

歷奇宿營活動
本組與香港大學合作舉辦兩日一夜歷奇宿營活動，透過團體遊
戲、歷奇活動讓同學突破自我及提昇自信心。過程中同學對高空繩
網、高牆等高空歷奇活動尤感興趣，勇於挑戰自我，並積極參與。

親手製作

大合照

美味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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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品嚐

勇闖高空

挑戰高牆

公民教育組

演出

劇場中參與即時

同學於廉署互動

家長熱心參與學校捐血日

同學和長者於長者學苑
保齡球班打成一片

同學參與長者學苑

保齡球班的教授工

作

台下同學於廉署互動劇場中積極表達意見

旗日

中四級同學參與楊震賣

初中同學參加 Lego—太空探索比賽

優質教育基金水耕計劃—師生齊參與

，
的 2019 趣味科學比賽
參加由香港科學館主辦
獎。
一級
榮譽
最終獲得全場最高

優質教育基金水耕計劃
—靜待收成

參與 Lego 相撲賽，最終兩隊

高中參賽隊伍
雙雙獲得銀獎。

VR
館，師生共同體驗
參觀新田 VR 體驗
。
鮮
新技術，感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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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體育科

本校男子及女子籃球隊於清新籃球友誼賽
18-19 中雙雙獲得亞軍
第三十六屆陸運會

本校於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奪得三項團體獎
及兩金兩銀四銅四殿的佳績

競 技啦啦隊

獨 木舟
承接去年佳績，本校獨木舟校隊
再度展示頑強的拼勁，於「校際獨木
舟比賽2018」中力壓眾多友校成為
全港男子團體總冠軍及女子團體總冠
軍，同時於「第45屆吐露港獨木舟大
賽」中獲得1金2銀2銅，並於「20182019年亞洲杯— 獨木舟邀請賽
（香港）」中獲得1銀1銅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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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校際越野比賽奪得男子丙組團體殿軍

校際足球賽（高級組）獲得殿軍

今年我校競技啦啦隊繼續發揮迎難而上的精神，於連串強隊林立，激烈賽事
後，最終獲得「激活全城打氣日2018～19香港啦啦隊精英賽」殿軍和「離島區啦
啦隊邀請賽」季軍等殊榮。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六模擬放榜

參觀DHL倉務部

同學認真投入模擬放榜面試

中六級模擬放榜中同學暢談抱負

「新創建」創建生涯路 師友計劃
Project We Can 參觀DHL倉務部

「青年向上流動計劃」2019

本校中五級同學參加「新創建」創建生涯路師友計劃，與新創建
的導師Mentor於1月起籌辦義工服務活動，並於3月30日於本校接待
二十多位長者、體驗校園生活。新創建導師及長者和同學們分享工作
及人生經驗、互動交流。

青年向上流動計劃簡介講座

「Project WeCan」職出前路、我做得到

生涯規劃日

中四級同學於2018年11月24日參與 Project We Can 職出前路、我
做得到生涯規劃日，體驗不同行業。當天同學投入參與，更了解不同
工作的性質。

「Project WeCan 」趁墟做老闆 2019
本校同學參加由「九倉」Project WeCan 學校起動計劃主辦一年一
度的「趁墟做老板」的營銷體驗活動，3月22至24日於鑽石山「荷李活廣
場」開設攤檔，學習零售業務運作。主打產品茶餐廳味潤唇脣及唇部去角
質霜。當中，有家長、校友、及師生到場支持。第一次參與商場展銷，我
們取得最佳攤位設計獎亞軍及我最喜愛攤位獎亞軍、獲得1800元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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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家長學院

春日化妝班讓家長

能以美妝去新春團

拜

冬日蘐膚班中的儷人

以實際行動支持學校捐血日

與家政學會聯合舉辦中秋月餅製作

其他活動剪影

荷蘭花卉小鎮

喜氣洋洋的聖誕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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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深圳親子旅行遊覽了甘坑客家小鎮、歡樂海岸和

嘉賓

家長晚會邀得名嘴麥潤壽先生作演講

製作美食以支持學校開放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