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會通訊

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收到不少家長求助，覺得與子女溝通出現困難；有些更無奈地表示子女毫不尊重
父母，會出言頂撞，對父母的叮嚀充耳不聞。我亦不時聽到教師嘆息，因越來越多學生不聽老師的教導，

甚至惡言相向，不尊敬老師。為何像安柱學生這樣優秀及本性善良的年青人，都會出現不尊敬父母及師長的情況？	
而且是每況愈下？我認為背後有兩個可能的原因。

首先，身為父母或師長，我們需要反思自己在教導青少年時，所採用的方式及態度是否合適。十來歲的年青人有尋求獨立	
自主、挑戰權威的傾向，若我們仍然以「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及「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心態跟他們相處，以為他們仍然像
孩童時一樣「聽話」，恐怕已經不合時宜。安柱的學生不是人云亦云的庸碌之輩，他們有主見，亦會觀察我們的言行，看看我們	
是否「講一套、做一套」，以及是否發自內心去關心他們。我相信他們都是有靈性、有良知及有為的青少年，只要我們不放棄，	
繼續以身作則，愛護及教導他們，我相信距離他們回心轉意、對我們心存感激的那一日，不會遙不可及！

另一方面，現今社會提倡及看重保障個人權益，鼓吹人人平等，某程度上衝擊著青
少年對持守傳統美德，如尊師重道及孝敬父母的信念。再加上他們自幼得到父母、親友，
甚至家傭的悉心呵護及照料，令他們習慣於接受別人的關懷及付出，亦會減低他們對父母
及師長的尊重及感恩。

本校仍透過早會、週會、班主任課及學生團契等渠道，教導學生要尊敬及愛護父母，
珍惜父母的悉心照顧，以及看似絮絮不休的叮嚀背後所代表的愛；教導他們以實際行動報
答父母，如親自向父母表達謝意、不要惡言相向、建立良好的品格、努力求學等。另一	
方面，父母亦可以提醒子女須對老師尊敬及有禮、言行舉止須合宜和維護老師尊嚴。

讓我們攜手合作，教導子女尊敬師長，對別人的付出心存感恩，讓他們成為「尊師	
重道」及「孝敬父母」的社會新一代。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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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十分榮幸得到各位幹事及家長的信任，讓我當選為家長會主席。在此，我先要向歷屆主席和委員表示
衷心的感謝，多謝各位無私奉獻及群策群力，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本屆家長會亦秉承及延續過往一貫

的精神。我更想藉着這次機會，多謝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學校和本會的家長義工，他們無私的付出及積極的參與，
讓家長會各項活動都能成功舉辦，完滿結束，實在居功至偉。除了送上無言感激外，我們也為參與其中的義工獻
上熱烈的掌聲以作感謝！

回憶當日仔仔能升讀安柱中學時，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當然是仔仔好像已經長大了，而「緊張」的是擔心
他在新環境中的適應情況。身為家長，心情真是矛盾，總之不要以為他們長大了便立即完全放手不理。其實，家長更應主動關心及參與他
們的校內活動，以便建立共同話題，並從旁協助他們成長。其實中學階段是對他們的影響十分深遠，可惜家長往往與學校接觸的機會不
多。正因如此，家長會便成了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橋樑，而法團校董會中家長校董更可代家長在校董會中提出意見，所以家長如有任何意
見，可直接與家長會或家長校董聯絡。另一方面，最直接與學校溝通的方法是成為家長會委員，除了向學校反映意見外，又可了解子女在
學校的情況，更與他們有共同的話題，令大家關係更密切，真是一舉數得！

在此，我希望各位在安柱就讀的同學能好好珍惜這段美好和真摰的校園生活，把握學習的機會。此外，亦希望各位家長能不要因
工作和家務忙昏了，要多給予時間細心聆聽和關懷子女，不要只在物質上對子女千依百順，過份的疼錫會變溺愛；我亦鼓勵各位家長多
與學校溝通，多參與本會的義務工作和學校活動，因為透過大家積極參與，才可拉近家長、老師和校方彼此間的距離，為我們的子女營
造更好的成長環境！

王秀華女士（2015-17 年度家長會主席，
2016 年法團校董家長替代校董）

長校 的 話

席主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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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今年首辦「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優生
夏令營」，向全球 15 至 18 歲的資優生招手，50 個名額中，港生
最多料佔 20 席位，其中本校 3C班黎卓銘同學已獲得取錄，將於
今年暑期遠赴英國出席夏令營。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寓學習於娛樂

論到教養孩子，我相信最重要是按著孩子的性格及能力，給予他適當的機會，讓他好好發揮。小兒卓銘小學時
看過一本內容與數學和科技有關的兒童雜誌，他深深被書中名為「數學超人」的漫畫所吸引，從此，他便對數
學及科學極感興趣。卓銘的「數感」很強，我便鼓勵他參加學校的數學訓練班，讓他有機會參加一些校外的數
學比賽，去接受不同的挑戰，從而擴闊他在數學方面的視野。除此之外，我發現孩子擅於觀察身邊的事物，喜
歡發問，於是我會在日常生活中，找機會跟他講解及討論一些「生活中的科學」，例如下雨天坐巴士時為何看
到玻璃窗上的雨點是斜向下的。

除了在學術上的薰陶，我認為對孩子在品格上的培育更為重要。但為人父母也有自己的限制，曾有一段日子，
自己因工作方面的煩惱而影響了情緒，遇著孩子在一些小事上犯了錯，我便大聲責備。事後，冷靜下來，我感
到很懊悔。感謝神，當我面對困難時，祂會讓我懂得怎樣去面對。若父母希望孩子成為一個誠實與無偽的人，
父母便要是一個誠實與無偽的人，提醒自己的身教與言教要一致，孩子才會信服父母的教導。每晚睡覺前，	
我與太太跟孩子都會一同讀聖經、祈禱，以此教導孩子學會感恩及每天倚靠神。我深信培養孩子有一個良好的
品格，建立一個正確價值觀，才能讓他們有能力去面對在這個黑白難分的世代，及有
勇氣接受生命中不同的挑戰。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家長
黎志源先生

談到學習，相信會令大家聯想起剛剛過去的期終考試，我在撰寫這篇文章時，正是為應付考試而努力拼搏。	
面對一些自己不太感興趣的科目，我們往往會硬著頭皮，十分勉強地將學科內容硬塞進腦袋中，每當溫習完	
畢時，總是筋疲力竭。

事實上，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與學科內容「連結」起來，這樣除了可以增加自己的	
學習動機和興趣，更會大大提升學習的效率，事半功倍。尤記得在升上初中時，我對有關遠古文明的事情不感
興趣，所以對歷史科有點抗拒。直至升上中三後，歷史科的內容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巧我迷上了一個有關
歐洲戰爭歷史的遊戲，於是我將一些在課堂上學到的內容寓於遊戲之中，又透過遊戲加深對該段歷史的了解及
印象。結果是我在遊戲中獲取的知識愈來愈多，而我的歷史科也愈來愈進步。

總結而言，我認為將學習寓興趣當中，是提升學習效能的不二法門。

參加了這次比賽後，我們對中史的興趣更濃厚，願意付出更多時間主動地閱讀有關書籍，
擴闊知識。由於我們有那份對中史的熱誠，所以準備比賽時能很輕鬆地溫習相關資料。
何況只要有一定的中史根底，將資料看一次就可立刻記在腦裏了。我們還需要多練習，
以熟悉比賽模式。雖然練習需時，但這更令我們學懂如何好好分配玩樂、學業和問答隊
的練習時間。

至於我們致勝，相信關鍵是良好的心理質素。眾所周知，凡參加大型比賽，參賽
者普遍都會表現緊張、害怕。實際上，我們隊伍起初亦有此情況，幸得負責老師
及時與我們分析比賽形勢及我們隊伍的強弱，使我們重新認識彼我，重整旗鼓，
於是不再怯懦，在比賽場上的表現更淡定、更良好。另外，克服恐懼最好的方法
就是面對恐懼，所以我們比初賽時更努力閱讀資料，以免因不熟習題型而犯錯，
更透過努力溫習提高心理質素。當然比賽時應盡量放鬆，甚至可持這樣的心態：
既然有足夠的實力進入決賽，即使輸了，也雖敗猶榮！

在此，我們再次答謝問答隊的師兄師姐，鄭志昇老師、葉植永老師、吳家豪老師
的指導、支持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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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梓康

2 B
劉曉晴

2 B
謝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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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仲熙

2 D
盧智聰

3 C
黎卓銘

多 元 才 藝 匯 安 柱

怎樣培養子女
資優生培育

巴士的報主辦 第一屆全港中史校際問答比賽 冠軍問答雄獅

	黎卓銘（右）與父母弟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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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葵涌第十三旅

泰國清邁大學主辦第 56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中五級 銅獎
中國西部數學邀請賽組織委員會主辦 2015 中國西部數學
邀請賽 金獎
今年，我有幸能參加全國或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並取得不錯的成績。
這些獎項不但對我的數學能力予以認同，也鼓勵了我繼續鑽研數學。其實，
參與這些數學比賽最可貴之處，在於讓我增廣見聞。這些競賽讓我意識到
一山還有一山高。在世界各地，數學能力在我之上的大有人在，這也鼓勵
我更努力地改進自己，務求取得更好的成績。

隊長 林希洛  (4D)    隊副 黃瀚昱  (4B)  { 技能錦標賽 }    余仲恆  (4D)  { 全港嘉爾頓軍錦標賽 }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主辦 2015 年新界地域童軍支部技能錦標賽 總成績冠軍
原野烹飪單項 營地建設單項 營地烹飪單項 冠軍
香港童軍總會主辦 2016 年全港嘉爾頓軍錦標賽 總成績亞軍 露營檢查單項 營地建設單項 冠軍

回想初升讀安柱之時，我們對站在臺上領獎的童軍都心存敬佩，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他們一樣，
為校爭光。憑著這份信念，我們從中二的暑假開始接受訓練。直至區賽過後，我們僥倖地獲得
了參與新界地域比賽的機會。雖然壓力不少，但憑著團結精神和永不放棄的毅力，我們榮獲地
域支部冠軍，後能躋身競逐全港童軍支部最高殊榮的嘉爾頓錦標賽。淚水、汗水一直的交織著，
為了圓這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拼搏，終能獲得亞軍，雖敗猶榮。

「精忠報旅，無悔合一」是本年度我旅的口號，既是「合一」，定當要「搏盡」，堅守當童軍的信念，
不容後悔。希望我們能繼續為校爭光，成為一班自重又敬人的童軍。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辦公室、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合辦之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旭日文學之星、恆源祥文學之星（全國最高榮譽獎）

要用一個詞形容我與文學的關係，我想「青梅竹馬」就最適合不過。從小我就特別
喜歡寫作，無論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是找筆和紙張記下。

升上中學以後，因為課業繁忙，我與文學日漸疏遠。自從參加了比賽以後，我最
大的得著就是重拾寫作的信心，同時也重新激發了對寫作的熱情，似乎我和文學
又重歸於好。

總括而言，文學對我獲益良多。我希望自己對寫作的熱愛與堅持，能讓自己在	
文學的園地裏開創一片新天地！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辦公室、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合辦之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旭日文學之星（全國一等獎）

喜愛寫作的種子早於小學時期埋下，那時我已經會向同學借一些關於運動的熱血小說閱讀，自此紮實了
寫作的根基。

升上中學後，除了課堂上的作文，我幾乎沒有再接觸寫作。直至中三那年，我進入了黃燕萍老師的中文
拔尖班，在機緣巧合下參加了比賽，最後幸運地獲得獎項。那時候，熱愛寫作的種子終於萌芽了，高中
也毫不猶豫地選讀了中國文學科。

老師說：「文學就是生活。」的確，從古代到現代，從詩經到魯迅，文學作品都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鏡子，
教人看清時代的弊病。我也想成為一位作品反映現實的作者	──	不是無病呻吟，而是不平則鳴。現在
的我資歷尚淺，須多涉獵不同類別的書籍，同時多留意社會時事；哪怕是一件小事，它隨時是一個絕妙
的題材。雖然讀書的生活十分繁忙，然而以文學充實自己思想的空間不能缺。

在未來，我未必會成功當一位作家，但我仍會堅持在文學的道路上行走，在夢想的天空中飛翔。

4 A
夏濼庭

（右二）

5 C
何樂晴

善用數學天賦

童軍團隊精神

文學創作園地

5 D
李信明（前排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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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 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 最佳導演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健康網上短片大賽「健康·自主」最佳女演員
教育局主辦 香港數碼媒體短片比賽 金獎及最受歡迎影片

在一次偶然機會下，我接觸了戲劇，並懵懵懂懂地完成了第一次演出。幸好劉儀老師恩威並施，
一直給予我機會，能嘗試不同的角色	—	有深沉，有調皮，有滑稽，但每一個由我塑造出來的	
人物，都能令我探索到不一樣的自己。我在飾演另一個她，也是在飾演我自己。從綠葉，到配角，
再到主角，每一個階段都對我有所啟發，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是，我又離自己的目標近了一步。	
我不怕宏大的理想，只怕那沒勇氣踏出的腳步。

只要有夢，便去追，無論最後成功與否，都將是人生一次寶貴的經驗。
我也感謝一路上同行的老師和同學。

葵青區學界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50 米胸泳  100 米胸泳 冠軍（破紀錄）

很多人問我如何能在游泳方面表現出眾，我就在此分享一下我的游泳歷程吧。

我從就讀小學一年級開始學游泳，當時主攻背泳。後來陳教練發現我在蛙泳方面的	
潛能，便改為主攻蛙泳。四年級時，我成功地獲得了第一面金牌。後來我更再下一城，
在學界賽破紀錄。

其實成功的背後究竟要付出多少呢？我的宗旨是不能給自己任何藉口，想達到什麼目標，就得怎樣努力，
下定決心去實踐。

至今我學游泳已經快九年了，希望我的個人經歷能夠勉勵到大家。

2 C
黃彩雲

校際沙灘排球比賽（新界地域）男子組 冠軍（衛冕）{ 拍檔：陳嘉浩（6D）}

屈臣氏集團主辦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 傑出學生運動員獎

就讀中二時，我第一次接觸沙灘排球，當初我不想接觸這項運動，但經過陳文傑	
老師以及室內排球教練的勸說，終踏上沙排的第一步。適逢學校有幸能聘請到前國
手成為學校沙排教練，在他悉心的教導下，我漸漸愛上了沙排。

沙排每隊只有兩名球員，比賽期間不能換人，所以對體能、技術、心態的要求都很高。
經過一年的訓練後，我與拍檔就參加了學界比賽。我們遇強越強，經過數日比賽，
成功獲得亞軍；在第二年學界比賽中我們更榮獲冠軍。一嘗冠軍的滋味後，我們都
決定參加香港沙排青年隊，隊中的訓練就更加辛苦、更加嚴格：放學後就要立刻到
球場訓練，回家時都已經是深夜了。但刻苦訓練過後，今年更成功衛冕冠軍，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穫。

直到今天，沙灘排球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A
饒明淦
（左一）

3 A
蔣慶悅

（下圖中）

3 A
廖瑋俊

2 C
劉倩儀

3 A
鄺浩然

2 C
池淑棋

香港工程師學會四十周年紀念 工程與初中生 — 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 冠軍

很榮幸我們能夠在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太陽能車比賽中脫穎而出，贏得冠軍。為了這次	
比賽，我們都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和時間。比賽期間，我們不但能體會到「一山還有一山高」
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明白到組員的團隊精神和默契十分重要。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能夠繼續參加不同的比賽！

開拓科研精神

話劇才藝綻放

運動精英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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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同學參觀科大留影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約翰一書4：7上》

校 園 生 活 面 面 觀

	入實驗室……了解大學課程

	別煩惱……凡事總有解決方法

	又是新一天	抖擻精神

	及早了解自己

	同聲齊心獻樂韻

	多了解護理課程

	巾幗不讓鬚眉

	世界這樣大	要早一點了解

	我喜歡甚麼工作？
	投入討論	認真分享

	陸運齊參與	記憶永留存 	哪些承諾已經實踐？

	非大龍大鳳	只試著看著	現實社會的縮影

	前運動員成為同學的指路
明燈

	紅海下的壯志

	植樹不忘母校恩
	賀羅唐雅儀老師	

春風化雨誨人不倦 40 載 	傳光傳情
	聖誕樂頌傳校園

	團結團結團結 	趙秀中姑娘帶領參與工作

體驗者齊分享
	齊心事成 	識食又惜食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6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祂是我們 　 的幫助，我們的盾牌。《詩篇 33：20》

	劉劭鋒老師弄瓦之喜

	蔡玉玲老師新婚之喜

	趙秀中姑娘新婚之喜

	吳偉良老師弄璋之喜

老師喜訊

導師：Karen

各參與者在導師指導下，以自然純淨無添加的原料製作抗乾燥

天氣的恩物，並簡介香薰的作用。參加者可將製成品帶回家	

（每人 30g	Hand	cream及 50ml 保濕化妝水）。

DIY handcream、DIY 化妝水及香薰知多少
2015 年

11 月 28 日

春暖聯誼 BBQ

2016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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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與家長會合辦「慈善義賣活動」 2016 年
2 月 20、
22、23 日

扣除必要開支外，共籌得港幣 $12,555.50，善款將悉數

用作「清貧助學金」，令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及同學受助。



	 	劉兆瑛教授

3 月 18日

凡敬畏耶和華的，無論大小，主必賜福給他。《詩篇 115：13》

日期 講題 講員

2015 年 9月30日 新的挑戰：群龍匯聚、獨立自主、
時間管理、追求卓越

魏樹昭校長
伍柏鴻先生

2015 年11月20日 網絡沉溺：防患於未然 李展熙先生

2016 年1月29日 放眼社會、關懷弱勢，建立個人
對社會的責任感及使命感

蔡暉明博士

2016 年 3月18日 裝備自己、規劃人生、孕育異象及
建立使命

劉兆瑛教授

主　　席：王秀華女士	 副  主  席：林惠娟女士、周慧儀博士

財　　政：石賽月女士  核　 　數：彭美芳女士

康　　樂：張雅儀女士、郭笑惠女士	 聯　 　絡：雷秀娟女士

總　　務：周曼虹女士、黃仲文先生	 文　 　書：周劍萍老師

家長義工：文松玉女士、王秀華女士、石賽月女士、李亦巧女士、李美秀女士、吳小妮女士、
吳美琴女士、林惠娟女士、姚碧芝女士、施健欽女士、梁　姬女士、陳建明女士、

張雅儀女士、張嘉儀女士、許慧嫻女士、麥翠芳女士、黃翠霞女士、雷秀娟女士、

楊　梅女士、劉兆琼女士、錢雪芬女士、譚靜儀女士

教師代表：石家喜老師

2016 年家長校董：周慧儀博士

2016 年家長（替代）校董：王秀華女士

第十三屆家長幹事會名單 (2015-17)

安柱堂家長活動

2015-16 年度家長講座

編委：石賽月女士　郭笑惠女士　周劍萍老師　石家喜老師

	第13屆家長幹事

	第13屆家長會義工

	第12 屆家長幹事卸任

	 	 家長學堂獲頒獎學金之家長 	家長俱樂部	—	齊學易筋經後之大合照

主題：毋負天賦、克盡己責 — 提醒子女珍惜所擁有的
天賦及機遇，要盡責任去裝備自己、建立使命
及規劃人生

	 	伍柏鴻先生		魏樹昭校長

9 月 30日

	 	李展熙先生

11 月 20日

1月 29日

	 	蔡暉明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