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學校特別

創立了多個課外活動組

別，就好像戲劇學會、商

業學會、通識學會等，這些學會都舉辦了

十分特別的活動，如：年宵市場、特首選

舉，然而，新興學會卻不只會舉辦這些活

動。為令同學更了解各組別的細節內容，

本通訊特別訪問了新學會的負責老師，

以下是訪問的內容：

第一次親自
製作話劇

來比賽心情
如何？

當中遇到什麼困難？

台下觀眾學生跟評判目不轉睛看劇組的精心演出。

黃志聰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香港學校戲劇節》賽會評判與一眾演員圍坐，

賽後即時檢討表演得失，台前幕後投入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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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理 通 訊

近年來，學校特別

顯
理戲
劇學會

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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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緊張又興奮，緊張的是這次製作是老師和

同學的一次新嘗試，就像「摸著石頭過河」，會

遇到很多困難，必須由老師和學生一起去解決；

而興奮的則是完成整個劇本去參加比賽，賽後那

種滿足感確是終生難忘。

困難分為兩方面，首先在演員方面，由於所有 21 位演員都由戲劇學會會員擔當，而同學在學期間有大量課外活動，要所有同學都能騰出時間來參與練習是十分困難的，惟幸的是各同學都十分合作盡量將就大家，才得以完成劇目。第二個困難則是需要電台在很短時間來做出劇本中的各種效果，如音響、燈光等，協調各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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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製定話
劇的題材？

其實並沒有製定話劇的題材的方法，因

為戲劇學會目的是要會員提升對話劇的樂

趣，因此給予最大的自由度去製作話劇，同

學主要圍繞著親情、愛情、家庭倫理以及

對親人，工作的態度來創作話劇。同時亦

有數位同學參與編審的工作，提出建議讓

編劇同學製作出第二稿、第三稿，直至到

第四稿才參加比賽。

「商業
學會」知多少？

女主角雪兒面臨重重人生逆境，精靈下凡真能打救，而扭轉乾坤？

彩光燈下，六位女同學演活了辦公室的人情冷暖。

戲劇學會導師黃志聰老師

中一同學在化妝學會導師和學員的巧手下，
化身成窮兇極惡的「追債霸王」，維肖維妙！

兩位評判全神
貫注審視舞台

上的「四口子
」

演繹現代家庭
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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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話劇有何評價？

這次話劇是群策群力的一次表現，各種效果都表

現得十分好，如：服飾設計、演員、燈光、音響等，

都配合得十分好，全賴同學的用心，才可以有如此美

好的結果，表現出戲劇的精髓，是綜合的多元藝術。

對選角方面
有什麼準則

？

戲劇學會在招收會員時，會給予一小段劇

本，需要他們去演出，收生的準則就是看同學

的投入程度，能否展現自己最好的聲藝表現。

另一方面，有些角色由舊會員擔當，基於他們

有一定經驗，既能迅速達到劇本要求，又能幫

助新會員去了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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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不同的商業活動提供一個平台令同學可

增加接觸商業活動的機會，當中例如校內年宵活動，

這正就是學科上缺乏給予學生的平台，希望透過課外

活動去補足學生接觸有關活動的機會。因為學生長大

投入社會後會有機會接觸到商業活動，而我希望讓他

們投身社會前多加體驗和視察。

希望學生在參與活動時能更了解不同的商業活

動，例如市場營銷、企業營運等等，另外亦希望其他

投入的學員或幹事能提升籌辦活動的能力，包括策

劃、溝通、執行、監察，以及評估，從而反省當中的

優點和需要改善的地方，以上同樣也是同學日後工作

中重要的元素。

1 . 余老師，請問舉辦商業學會

的理念和目的是甚麼呢？

2 . 對學員有什麼期望？

3 . 認 為 學 員參與學會後的得

著是甚麼呢？

最大的得著是商業學會為學生提供了平台接觸更多

的營商活動，例如校內的年宵活動中，相信大部分學生

未曾嘗試過做銷售員的工作，我們就是希望去提供這些

機會給學生去學習不同方面的技巧。其次，於上學期學

會曾舉辦參與工展會的活動，當中也會給予他們一些任

務，例如留意蛋撻王、李錦記的銷售手法，再加以分析

他們的用意和作出反思。他們的用意和作出反思。

商業商業 學會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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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學會」知多少？

同學們全情投入，積極推銷貨品。

們投身社會前多加體驗和視察。

同學們仔細講解每種貨品的特色。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 學會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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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不同的商業活動提供一個平台令同學可

增加接觸商業活動的機會，當中例如校內年宵活動，

這正就是學科上缺乏給予學生的平台，希望透過課外

活動去補足學生接觸有關活動的機會。因為學生長大

投入社會後會有機會接觸到商業活動，而我希望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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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剛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貨品種類繁多，是同學們的心頭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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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請介紹一下學會的

主要工作和活動，

可以嗎？
校內年宵、參觀工展會、團隊建立的遊

戲 (team building) 和放映商業元素的電影。

校內的年宵市場是當中最難忘的活動，是此活動

是學校第一年舉行，其中參與同學的投入程度都很高，

每一組的同學亦能吸取策劃、分工、營運一個年宵攤

位的經驗。雖然活動的規模相比之下是較小型。但同

學很投入、努力和享受，當中最深刻的是於年宵的最

後一天，同學能把自己的貨品售罄，那種滿足開心的

笑容至今仍銘記在心中。

5 . 請 分 享 一 下 在 籌 辦 和 推 行

這 個 學 會 時 ， 使 你 覺 得 最 難

忘的事情是甚麼呢？

通識學會

攤位外型設計花盡心思，加上同
學們努力推銷，

吸引了不少老師和低年級同學也
前來支持和購物。

俯瞰整個營銷市場，攤檔林立，人頭湧湧。

通識通識通識通識通識 學會學會

socciieeeeiei ttyyyytyttyterarar l s
校內年宵、參觀工展會、團隊建立的遊

戲 (team building) 和放映商業元素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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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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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通識通識通識 學會學會通識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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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同學除了可以在課堂上學習通識

外，也可以有多一個渠道或方法去學習通識，而且

用一種比較多元化和有趣味的方法去學習通識，希

望能夠可以在學校凝聚一種學習通識的文化，希望

同學可以在學會中提高他們對通識科的興趣，以及

增強他們的邏輯思維，表達能力等。

1 . 梁 國 雄 老 師 ， 請 問 舉 辦 通 識

學會的意念或目的是甚麼呢？

通識通識 學會學會
gggegeg nene

通識學會

顯理中學 2 0 1 1 - 2 0 1 2 年度
通識學會十大新聞選舉

  2 . 通識學會主要

有什麼活動？

通識學會學員正在用心聆聽程淑玲老師的講解。

  通識學會主要會有很多不同類型

的活動，其實大部分都是配合香港的時事或

社會形勢的發展。例如，這幾年我們舉辦的活動包

括﹕每年十月，當特首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我們都

會在午膳時段於雨天操場舉辦攤位遊戲，向同學提問一些

有關施政報告的問題，並設有壁報給同學去發表他們對施

政報告的看法。最近幾年都有舉行十大新聞選舉，我們會在

每一個新的年頭回顧過去一年內的時事，其中包恬了 : 香

港、國內和國際新聞三部份。每一個部份內，我們都會                                                                                                 

有二十則候選新聞，同學就需各選十則，即是我們顯理

中學學生眼中的十大新聞。這就是校內第二個較大型

的活動。

活動 (一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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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 學會學會就業學會就業學會學會

g
學會學會學會就業學會學會就業學會 探討選科與就業的關係

通識學會會員的服務態度非常認真，

而且投票活動的程序和方法也一絲不苟。

學會學會學會就業就業學會就業學會學會就業學會學會就業學會學會學會學會就業學會學會就業學會活動 (二 )
 

剛好今年是選舉年，正值特首選舉，

所以今年也有一個頗大型的模擬特首選舉，都是

同學自己去嘗試和構思的。由五位同學去扮演特首的

候選人和各級的同學擔任助選團，配合的活動就會有模

擬特首候選人和助選團去到低年級各班宣傳，為期大約一星

期，還有三月六日在雨天操場舉行有關於這個特首選舉的攤

位遊戲。另外，在三月八日的午膳時間在大樹下有特首選舉論

壇，每一位候選人會講解他們的政綱和接受其他候選人的助

選團和全校所有同學的諮詢，以及回答一些他們的問題。正

式的選舉則在三月九日的小息、午膳和放學後舉行，票

站在禮堂，全校的同學都是選民，他們可以一人一票

的形式選出他們心中的特首候選人。

老師也來支持選舉特首活

動

顯理通訊師姊師妹訪問團隊

第一可以提高他們對通識科的興趣，因為通識其實源自生活，

我們都希望同學能夠對他們身邊各種事物都有一種關注，也有適當

的回應。

第二是希望學生能透過參加這些活動去改進和提高

他們邏輯思維的能力，從而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

的技巧。

第三是希望他們能在過程中，會多思索、多觀察、

多討論、多寫作，希望從多方面去提升他們應對通識科

的能力，希望同學最後可以成為一個關心社會，為社會

作出貢獻的年青人。

通識通識通識選科通識通識選科通識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

我們的校長也來支持通識學會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活動。

  3 。 認為學生參與通識學會的

活動，他們會有什麼得著？

ts ihshstht ses loyoyo mymy ent

通識選科通識

shshsses
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通識通識選科通識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

ymymy enttso iesesoeoececesesoeo
通識選科通識通識選科通識
一人一票選舉特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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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這篇文章後，相信各位同學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得著，當然這也是我所期望的。林敦潔老師對同學亦有一些

勉勵說話， 希望各位同學盡早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盡早發掘自己的優勢，同時認清自己的目標！方法上，可以與家

人多作溝通，多聆聽師長的意見，必定有助大家認識自己。最後，希望各位同學都能順利選讀自己理想的科目，然後刻

苦用功地學習，盡情發揮自己！他日一登大學， 聲價萬倍！

擇的科目必然較優越，於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風。在此擇的科目必然較優越，於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風。在此擇的科目必然較優越，於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風。在此

必須澄清這個問題，及糾正大部份同學的誤解。事實上必須澄清這個問題，及糾正大部份同學的誤解。事實上必須澄清這個問題，及糾正大部份同學的誤解。事實上

恰恰相反，同學們應該以個人為中心，由自己出發，因恰恰相反，同學們應該以個人為中心，由自己出發，因恰恰相反，同學們應該以個人為中心，由自己出發，因

為每個人的資質、學習能力，思維模式、性格及興為每個人的資質、學習能力，思維模式、性格及興為每個人的資質、學習能力，思維模式、性格及興

趣都截然不同，絕不能一概而論。 趣都截然不同，絕不能一概而論。 趣都截然不同，絕不能一概而論。 

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有不少同學都會認為某幾項熱門科目必然有比較優

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勢，即是將來的出路會比較廣泛，又或者認為多數人選

ememmeemymymyl el mel memmymymyymymymmmmmmmmmmmeeeeeeen
通識通識選科通識 就業學會就業學會 oyyyypy eneeememoyoyo mymymmyyypy el elyly eyypylyly meyypylylyoolol meylylyoolol myllylyoolol yoyoyyllylyylyoyoyo mymymmyy m

有目標則有關係。相信不少同學心裡都有一份夢想的職業，若要達成這個夢想，便可由選科開始。當大家有一個明

確目標的時候，比如是熱衷於某大學學系， 又或者是成為專業人士，你便可以選擇與目標有關的科目修讀，為將來打穩

根基。打個比方，假如你將來想成為一名醫生，便應該選修化學、生物這類理科科目，為入讀醫學院作好準備。在這種

情況下，選科與將來就業則有著密切的連繫。

換一個角度， 若沒有明確目標， 其實選科與就業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即使選修了某些科目， 但將來的事， 將來會

從事甚麼工作， 「Who knows ？」有誰會知道？ 因為新學制的著眼點就是多元出路， 擺脫了舊制的升學限制。讓同學

們有更多的發揮和升學空間。因此，在我們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大可以跟隨自己的興趣去選科。所以可以說選科與

就業也沒有必然的關係。

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通識選科通識
gen l tSgSgeSegegSgegeeeeneneneeeneeSeeeSelnlnenennlnenln t ll通識 學會
g

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選科通識 學會學會
ggg

就業就業學會就業學會學會就業學會
general societyoc
gSgSgSgeSeeeeenenlnlneneneeenlnenln cecercrtrtratarartrar tltlhlhl shsthtltlhltl esesoeocecececmcmcimiemeieimiei ptptypympmtptptypytytptytptptypytytptyt lyptptypytytptyt lylyyypyylyypy探討選科與就業的關係

中三級升上中四級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同學們將會進行「選科」。顧名思義， 選科即是在四個必修科目(英文，

中文，數學及通識 ) 之外再自選 2 至 3 個選修科目。在教育改革的影響下，可供選擇的科目今非昔比，不再規限於

以往的文、理科，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選修組合給予同學自由選擇。但在這種具彈性的選科模式下，同學應如何抉

擇？應考慮哪些因素？而選科與將來就業又有何關係？這次有幸請得於本校任教經濟科及具備多年班主任經驗的林

敦潔老師接受訪問，談談對選科與就業的看法，提供客觀意見以供低年級同學參考。

有目標則有關係。相信不少同學心裡都有一份夢想的職業，若要達成這個夢想，便可由選科開始。當大家有一個明

現時選科與
將來就業的

關係：

趣都截然不同，絕不能一概而論。 趣都截然不同，絕不能一概而論。 趣都截然不同，絕不能一概而論。 

選科時應考
慮的

三大要素：

其一，應以自己感興趣的科目為先，興趣能驅

使你不斷探索，亦牽引著你的求知慾。興趣亦會

產生推動力，使你在學習過程中得心應手，蒸蒸

日上。長遠地更能提升學習能力，一舉多得。我

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成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

目，有一股神奇力量使我不斷前進，求真。

其二，若暫時未發現自己的興趣，大可觀察現時市道，留意各行各業的發展狀況，衡量哪些行業會有較佳的前景，同時詢問老師的意見並考慮自己的能力，再決定修讀哪些相關科目。

其三，在選科時，宜選擇具相關性的科目， 即是

科與科之間具連繫性，在學科內容、學習模式和作答

模式上都有相似的地方。例如經濟配會計屬概念性質；

化學、生物配物理屬計算，理論性質；中史配世史屬

讀本性質等等⋯⋯這都是一些具相關性的科目，在學

習過程中，大大提高成本效益， 融會貫通後自然能夠

事半功倍，成績亦可能會節節上升。

林敦潔老師對顯理同學的勉勵：

對選科的謬誤：

業的發展狀況，衡量哪些行業會有較佳的前景，同時詢問老師的意見並考慮自己的能力，再決定修讀哪些相關科目。

林敦潔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我們的校長也來支持通識學會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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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

末日末日末日
倒數

學會學會末日末日
倒數倒數倒數末日

於 2010 年之前，中文中學是不能以英語授課的，在 2010-11 年教育局推行了教學語言微調政策，

允許中文中學部分科目以英語教授，因此本校按教育局規定把部分科目的語言轉為英語。

我們隨機抽樣訪問了 1D 班兩位同學，也許他們的看法能代表部份同學的想法和心聲。

我們同時亦訪問了陳偉文副校長，有關教學語言微調對學生學習上的影響問題及解決方法。

�為末屆、初屆考生打氣！倒數！

末日末日 倒數倒數倒數

Doomomo smsm dadad yaya ccoooouuntdtdt odod wnwnw
末日 倒數倒數

y
末日 倒數倒數

y
末日 倒數倒數

y如何面對英語學習新挑戰？

1D 鄭晞童
1. 除英文科外，現在你有甚麼科目需要透過英語

學習？

答：數學、綜合科學、地理、歷史、音樂、

生活與科技科。

2. 除英文科外，你認為哪些需以英語學習的科目

會對自己在學習上造成很大的影響嗎？

答：我認為會對自己在學習上造成部份影響，

以日常小測為例，部份科目如歷史、地理及綜合

科學包含大量字詞需要緊記，令我需要花更多時

間在背誦字詞上。

3. 你認為這些科目與其他用中文學習的科目在學習

上有甚麼分別？

答：其他使用中文學習的科目在溫習時只需

直接背誦事件及詞彙等就可，但透過英語學習的

科目如歷史及地理需以英文背誦，有些時候會感

到吃力。

4. 你曾否為這些科目而作較多準備功夫讓自己學

習更好？

答：會。在上課前，會先預習課本，讓自己

初步明白內容，然後再溫習於學期初派發的生字

表，以便自己於上課時能明白課程內容。

1D 梁瑞華
1. 除英文科外，現在你有甚麼科目需要透過英語

學習？

答：數學、綜合科學、地理、歷史、音樂、

生活與科技科。

2. 除英文科外，你認為哪些需以英語學習的科目

會對自己在學習上造成很大的影響嗎？

答：我認為會對自己在學習上造成部份影響，

部份科目如數學科及電腦科有大量平日少接觸的

專有名詞，現在透過英文學習，便「難上加難」，

因為平日較少機會接觸英文，因此需要花費更多

的時間做功課及溫習。

3. 你認為這些科目與其他用中文學習的科目在學

習上有甚麼分別？

答：我認為它們在學習上的分別是以英語學

習的科目需花費更多的時間，以中國歷史科及歷

史科作比較，中國歷史科只需像平時一樣，背誦

人物，事件及其影響等，但歷史科不但要背誦大

量資料，還要額外熟讀英文的詞句，溫習上較為

吃力。

4. 你曾否為這些科目而作較多準備功夫讓自己學

習更好？

答：平日會花較多時間溫習，空閒時亦會溫

習生字，以防萬一。我知道萬事起頭難，我會盡

力而為，學好英文一生受用。

1. 陳偉文副校長，請問在英語教學的制度下，整體學生成績會否下降呢？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因為學生需要適應新的課程，在首一至兩個學期

整體成績可能會有所下降，但是在初中時接觸英文，對學生有長期性的幫

助，不單是英語會學得更好，未來上大學時較易適應，競爭力不會比英文

中學差，能與英文中學拉近距離。另外，學生學得好不好其實與中英語授

課無關，最重要的是學生自己的心態。

初步明白內容，然後再溫習於學期初派發的生字

表，以便自己於上課時能明白課程內容。

陳偉文副校長接受顯理通訊會員訪問。

左起1D班鄭晞童同學及1D梁瑞華同學

接受顯理通訊會員黎添順同學訪問。

8



  在今年的二月，顯理通訊的小記者特地設計了一份問卷，

向中六和中七同學進行了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訪問了他們對這

塊倒數牌的意見和看法，其實這塊倒數牌對他們有何幫助呢？不

如讓我們一起看看調查結果吧！

nd tdownwnwtdtdt otdtdt odo

末日末日末日末日 倒數倒數末日末日末日末日
yyyyd ount ownwnwnt otdtdt otdtdt o

末日末日末日 倒數末日末日末日 倒數倒數

d nwooodddtt

  同學，假如由這一刻開始，你的腦海中將掛著一塊紙牌，

那塊紙牌上會顯示著一個數字，這個數字在你每天起床時都會

減少，當這個數字歸零時，就是你要面臨考試的日子，當看

著那個數字一日一日的接近零，你會有何感受？興奮？期待？

希望明天一睡醒時便看到牌上的「零」？害怕？緊張？不知所

措？希望那個數字停著那刻永遠不變？

  不論你的感受如何，心情如何，剛剛的情況只是一個聯

想，虛構的情境，但對於今年快將面臨公開考試的中六、中七

的同學，在他們的面前，真的放置著一塊貨真價實的倒數紙

牌，為他們的上課日子作倒數。對於真的擁有一塊倒數紙牌的

他們，不知他們有什麼感受？ 

  學校會實施各種措施以幫助學生，例如會實施課後

保底措施。部分中一級的學生會在第九節有科學科導修課

的時間，而中二級學生的導修課則在放學後，目的是讓學

生有更多時間去接觸英語，提升他們以英語學習的能力。

另外，學校更會在周邊增加英語環境的氣氛，如在各層的

外圍貼上一些有關科學儀器及數學知識等的中英對照海

報，以提升學生們接觸英文的機會，進而提高英文的成績，

讓他們學得更好。

�為末屆、初屆考生打氣！倒數！

 對於這塊倒數牌，中六及中七的同學認為它帶來了不少幫助。當中，有超

過半數的同學認為設立倒數牌能提醒自己考試將近，從而督促自己。接近三成

的同學認為，設立倒數牌能有助他們數算上課的日子，以安排溫習時間。而接

近兩成的同學則表示倒數牌能提醒他們考試將近，督促自己。

倒數牌大特寫

如何面對英語學習新挑戰？ DD sdssds
保底措施。部分中一級的學生會在第九節有科學科導修課

的時間，而中二級學生的導修課則在放學後，目的是讓學

生有更多時間去接觸英語，提升他們以英語學習的能力。

另外，學校更會在周邊增加英語環境的氣氛，如在各層的

外圍貼上一些有關科學儀器及數學知識等的中英對照海

ssss老師會比以往辛苦。為了迎接課程的微調，老師需要進行不同

的培訓及參與考試。在教學方面，老師需要重新製作上課用的簡報

與筆記，他們都要製備兩套教材，一中一英，以方便教學。因此，

他們的備課時間會大大增加。另外，為了讓學生裝備得更加充足，

老師要準備不少的補充筆記和練習，例如安排更多的中英對照字詞

供學生學習。

老師要準備不少的補充筆記和練習，例如安排更多的中英對照字詞

供學生學習。

顯理通訊師兄師弟合照。

2 . 由 於與以往不同，老師會如何

調整教學內容？ yydadad yyaya coun ownwnwntdododtdododtdtdtnn osd3 . 請 問 有 沒 有 建 議 給 予 這 批 學生，讓他們學得更好？

設立倒數牌帶來的幫助

幫助數算上課日以安排溫習

時間

提醒自己考試將近 。 督促

自己

起鼓勵作用，加強信心

54%

1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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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家長

家長家長家長 心聲心聲

TThThT eiriri parerer nttsssststtst

對於這塊倒數牌有何幫助，帶來些什麼影響，眾說紛紛：有人認為它可以好好鼓勵同學，在最後的日子作短途的衝刺，積極應試；有人認為它只會讓同學對公開考試格外緊張、擔心，對於它的效用，實是因人而異，見仁見智。
不過，無論如何，這塊倒數牌的設立，原意必定是希望能幫助同學的，而我們亦相信，它總會為我們的同學帶來一份支持和心意，作努力應試的原動力。

不知不覺間，擺放在校園空地的倒數牌已經徐徐歸零，陪伴我校的中六、中七同學作了最後的衝刺倒數，完成了它的任務，而它亦「功成身退」，消失於校園之中。
各位同學，屬於你的哪一塊倒數牌又如何呢？是否仍未開啟呢？現在已經是春分時候，距離考試不遠，好好把握時間溫習書本。這對我們的幫助確實很大呢！不要看輕自己心中的倒數牌啊！

中六級五位班主任和校長主持中六上課日倒數儀式。　　　　　

7A、7B畢業班同學與校長和兩位班主任在倒數牌前合照。

一群任教中六級的老師在校長的帶領下，齊齊上台

在倒數牌前大力為中六級畢業班同學打氣。

家長家長

家長家長
心聲心聲心聲

ThThT eiriri parerer n
在為中六、中七同學帶來幫助的同時，倒數牌亦為一些同學帶

來了不少的壓力。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有超過一半的同學都認為，

這塊倒數牌會為他們帶來壓力。

部份同學表示，上課日倒數會為他們營造緊張的氣氛，容易令

他們感到過份緊張、擔心，構成了無形的壓力，不能輕鬆去面對公

開考試。不過，亦有不少同學認為，倒數牌只是一個幫助數算上課

日的計時器，只要適當安排時間做好準備，好好運用餘下的日子，

便能正面、積極面對公開考試，倒數牌不會造成額外的壓力的。

不會

會

上課日倒數牌會否帶來壓力

4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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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家長
心聲心聲

家長家長

ThThT p eenntstst
「林太 !? 妳剛剛跟孩子做新生登記！其實沒有什麼的，我們是一個由一群熱心的家長與老師組成的

團體，相約每月開會聊天，以增加我們對學校的了解，及作為學校與其他家長的橋樑，請問妳是否有興趣

加入家教會呢 !?」

「啊 !?」

就是這樣傻愣愣地被踼入「會」，其實感覺好像也不錯，雖然自知是一頭「迷糊小肥羊」，常常會問

「咩呀 !?」，但顧問們、委員們都會解說清清楚楚，融洽如一家人，除了開會外，我們也會閒話家常：如

孩子經、八卦新聞等等⋯⋯在「敬師日」時會親手做一些禮包、小吃贈與老師們，實行不負「敬師」此二

字；當開聯歡會時，每一個家庭做一道菜，在大吃大喝之時，亦會來個互相交流；真的很有意思！

「林太 !? 妳剛剛是家教會的新人！其實沒有什麼的，試做「會員大會」的統籌！請放心吧！我們會
在背後支持妳的。」

「啊 !?」

就是這樣傻愣愣地做這個統籌，如學生做功課般將上手給的流程、資料及學校的場刊初稿等等⋯⋯ 
有用者「複製」跟「貼上」接着「列印」；但紙上談兵與現場實況是兩回事，有些安排沒有跟預定進行、
有部份項目超時、有漏報得獎人士名字，只怪我這個統籌新丁經驗不足，可能是歷屆最多甩漏的一次大會；
事後我們還要來個檢討會議，不過今次我收穫很多很多很多！顧問們、委員們在旁鼎力支持，並給予寶貴
意見，本人再一次衷心多謝他們！

「林太 !? 妳剛剛是過去中一生的家長！其實沒有什麼的，只是在新生迎新日那天發表感受吧！」

「啊 !?」

就是這樣傻愣愣地被「擺」上講台，而台下新生與家長很投入，尤如海綿般，盡可能吸收每一樣的資

訊精華，散場後還有幾位家長刻意走來查詢一些學校的問題，如：開設繳費靈交費用、是否可帶手提電話、

書本還未購買好、考試計分方式、中午的飯盒等等⋯.. 他們到了孩子課室時，如買家看樓般，四處走走看

看，同時也很雀躍發問，可見天下父母心，哪個不為孩子緊張，哪個不為孩子張羅，真的很感動啊！

「林太 !? 妳剛剛做完「會員大會」！其實沒有什麼的，是否有興趣在『顯華』抒發感受呢！」

「啊 !?」

就是這樣傻愣愣地去「爬格仔」了！

林太

2012 年 1月 16 日

家長家長家長 eenn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eenntstst家長家長
TThThT eiriri parerer家長 心聲心聲
ThThT eiriri parerer心聲家長 心聲心聲 parerer心聲心聲 parerer家長 rererarpar pThThT ei家長 心聲心聲家長家教會——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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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ThT eiriri t
    本人薛麗芬是 1B 班李希賢家長。今年第一年加入顯理中學的大家庭既感興奮但又帶有少許憂心。

心中充塞着不少像其他家長都會有的憂慮 ( 如兒子面對陌生的學習環境、老師及同學，作為家長可以幫到

他甚麼呢？怎樣才可有效地幫他呢？還有升上中學後孩子面對青春期身體發生變化及發育的等等問題。)

這一切一切的疑問都令家長懊惱。

    非常之感恩，亦很感謝顯理中學校方及家教會舉辦的一系列家長工作坊及家長平台分享月會。當

中除有極富經驗的家教會顧問林太分享寶貴經驗及教授技巧外，更有駐校社工葉姑娘參與當中提供專業支

援。讓我學到了很多正確的方法與技巧以致改善我和孩子間的相處。減少正面磨擦，有效地增進和諧親子

關係。真是獲益良多！

    再者顯理中學就是意旨顯揚上帝真理的學校。故此，我的憂慮是不必要的。本人深信學校能「教

養孩童走當行的路」！感謝校方。多謝各位。

薛麗芬敬啟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編輯委員會 : 導師：張笑艷老師

委員：1A梁慧婷 1C 黃宝怡 1C 黎慧妍  1C 麥曉晴 1C 吳倩詩 2A 林朗廷      

                  

                 

5D 鄒凱琳 5D 麥麗芳 5E 陳卓均  5E 蘇永順  5E 王國榮
5C 黃允階 5C 鄒淑麗 5D 洪嘉鍵  5D 黎添順 5D 劉昌健 5D 周詩慧

2E 林金源 2E 李君豪 2E 劉治紳   2E 黃添朗 2E 胡恩銘  5C 何敬淳

   2B 伍卓賢 2B 黃軍誠 2D 王譯頞  2D 王譽霖 2E 鄭樂文 2E 周鎮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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