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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簧管獨奏

同學駐足欣賞，兼且支持鼓勵。

李安妮老師與顯理通訊
學員合照留念

  管樂大合奏

李安妮老師和一班演奏的同學，
在演奏前作努力的準備。

 電子琴獨奏

大提琴獨奏    

1. 李老師，為何學校會舉辦午間音樂會呢？
 學校的活動如校慶崇拜、傳燭禮、畢業禮等，只會安排合唱團演出。除了於音

樂課堂內或兩年一次的綜藝晚會，同學在校內演出機會很少。但午間音樂會形
式上較自由，同學可有更多表演機會外，其他同學也可自由欣賞。

2. 舉辦這次音樂會的目的是甚麼？
 讓學習音樂的同學有多一個演出的平台，多些演出機會，增強同學的自信心，

也讓觀賞的同學和老師有機會欣賞同學的演出。

3. 籌組活動時有否遇到甚麼困難？
 由於時間只有半小時，故項目不能太多，但可演出的同學也不少，故需要揀選

較適合的同學，而且演出的同學和曲目都要有一定水平。
 由於場地限制，不是每種樂器也適合。例如：大樹下太空曠，很多樂器都不適

合，而禮堂外空間小，太嘈吵的也不適合。

4. 當活動進行時，同學有否駐足欣賞？他們的反應如何呢？
 很多老師和同學都會駐足欣賞。有些會特意來支持某些同學。但大部份欣賞者

都不喜歡坐著欣賞，他們喜歡像看街頭表演一樣站着觀看。

5. 下年度的午間音樂會，會否增添其他項目？哪是甚麼？可以預
告一下嗎？

 其實今次已是第二年舉辦午間音樂會了，樂器上也有少許不同，之前想過加入
獨唱或合唱項目，不過也要看看下年度同學的表現方向才能決定。

電子琴獨奏

午間音樂會

校址：香港北角城市花園道二號  電話：25701466   圖文傳真：2503 4603   網址：www.henrietta.edu.hk

顯理活動展 繽紛

小提琴獨奏    1



	
1. 是次活動的主題是什麼？
 透過互動劇場的演出，讓學生及早學習有效地管理財富和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從而裝備自己，為未來作好準備。期望學生對理財有初步認識及明白儲
蓄的重要性。

2. 以話劇的形式舉辦活動有什麼好處？
 話劇能以輕鬆、風趣和幽默的手法，將正確理財知識灌輸給學生。由於是互

動話劇，會邀請學生在不同環節參與，學生表現積極，十分投入。

3. 同學對於這次的活動反應如何？
 從老師的觀察，發現學生參與話劇的投入程度較以講座的形式為高。從問卷

調查中，有89%的同學滿意是次活動。超過85%的同學認為是次話劇演出能有
助增加他們的理財知識、增加他們對金融產品的認識及明白儲蓄的重要性，
可見是次話劇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4. 如何鼓勵學生理財？
 舉辦理財話劇，讓學生明白「需要」和「想要」的分別，並灌輸學生自行編

製收支表，養成儲蓄的習慣。
 邀請商界人士進行理財分享會，加深學生對理財觀念的重要性。

5. 如果學生是就讀經濟科或BAFS科，這齣話劇可以增加學生
對理財方面的認知嗎？

 可以。因為話劇中所提及的是儲蓄和消費應有的態度，這為理財的重要觀
念。加上話劇提及一些基本的投資工具，例如基金、股票和債券等，均會涉
及一些投資風險。話劇亦提及不同生命周期對風險應有的態度，這些知識能
豐富學生理財的認知。

莫沛璋老師和余志剛老師
與顯理通訊會員合照

個人理財話劇

2



1. 請問梁國雄老師從何得知明哥派飯給有需要人
士的義舉呢？

 從深水埗街坊考察團，及電視節目《品味珍情》得知。

2. 舉辦這次活動的目的是甚麼？
 希望同學了解香港貧窮人士的生活情況，並有機會實際參

與扶貧活動。

3. 想帶出甚麼信息給同學呢？
 學習明哥仗義、無私的助人精神。就算小人物只能做小行

動，也可為身邊的人帶來實際的幫助。

4. 在這次活動中，梁老師感受最深刻的是甚麼？
 真正的大人物往往有兩個性格特質：謙卑、踏實。

派飯行動整裝待發 

梁玉華老師親力親為
派送愛心飯盒 

愛心爆滿的陳灼明先生，講
述他派飯行動背後的意義。
　

李卓偉老師急不及待實
行派飯義舉

《俠義北河記事本》
記錄了深水埗明哥的
大量事跡

個人理財話劇

梁玉華老師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梁國雄老師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明哥派飯義舉

顯理中學的  貧關愛
活動海報

顯理老師與明哥聚首於明哥茶餐廳

1. 請問梁玉華老師從何得知有明哥派飯給有需要
的人的義舉呢？

 傳媒（例：報章、電視節目）的廣泛報導。
 與老師、校友（曾協助明哥當義工者）交談時獲悉。

2. 舉辦這次活動的目的是甚麼？
 希望同學能盡己所能，幫助和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期望同學「走出課室」，透過身體力行，把課本上的知

識和技能活學活用，親自實踐。

3. 想帶出甚麼信息給同學呢？
 讓同學體會「施比受更有福」，「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

理。領略和發揮人文關懷，身為中學生亦可仗義扶弱。

4. 在這次活動中，梁老師感受最深刻的是甚麼？
 明哥默默耕耘，不求聞達，在社區中散播關顧弱小的精

神，他這種俠義為懷的舉動，感染了很多志同道合者，
紛紛效法，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無名英雄」。

除了飯盒外，還有飲料和
水果，很豐富的一餐啊！ 3



曾鴻鑫學兄落力為學弟妹講解應試要訣 

曾鴻鑫學兄與顯理通訊會員合照

曾鴻鑫學兄詳盡地介紹這次
週會的主題 

1. 曾師兄，當你答應回到母校為師弟妹，分享讀書心
得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能夠到母校分享，實在既驚且喜。喜者是能回饋母校，與師弟妹
分享讀書心得。驚者，則怕託付不效，辜負老師們的教導和期
望。是次分享，便是在這戰戰兢兢之下準備的，所幸最終算是不
過不失。

2. 這次分享，可分哪幾個部份講述呢？
 是次分享分成：閱讀、寫作和說話三個部份。目的主要是透過分

享個人的讀書方法和往日老師所教授的技巧，讓師弟妹以此為起
步點，能夠在公開考試上取得更好的成績。

3. 「中文」最吸引你的地方是甚麼？
 中文最吸引我的是她的美。試看王維名句：「明月松間照，清泉

石上流。」十個字便寫出山色之空靈。再看柳永〈雨霖鈴〉：
「多情自古傷離別。」七個字便清楚表達千古別離之情。言簡意
賅，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4. 考進大學修讀中文系，當中的學習生活與你原本的
期望相符嗎？

 別以為在大學的中文系中，每個人都是「之乎者也」不吃人間煙火
的人。其實我們在討論文學之餘，也要面對不少的測驗及習作。絶
不是睡在樹下寫首詩便能畢業的！我們也會談論生活上的趣事，由
於大家志趣相投，討論起來大家總是侃侃而談。中文系的生活，還
是挺符合我的期望。

5. 修讀中文，最大的困難是甚麼？我們如何克服呢？
 中文科最大的困難還是內容太多吧！閱讀一篇文學作品，要求你

對文學史、政治史、甚至哲學思想都要有認識。作為中學生，要
兼顧多項實是不易。所以應該自初中打好基礎，將來才能得心應
手。至於高中同學，更應急起直追，多看書，多向老師請教中國
文化知識，才能在中文科取得佳績。

應試策略分享

台下同學踴躍發問有關考試答題技巧的問題

台上的同學都是顯理中國語文科的精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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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商業顧問馬健衡先生
與編委訪談後留影

StarsMix公司成員開會商討銷售策略 

74所中學齊集JACP展銷會

1. 在這次活動中，你對學員們的表現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學員大都積極參與JA的例會和表達各自的意見，當要做出決定時

都以小數服從多數的方法和平解決。學員們也表現出不錯的團隊精神，
能使在產品籌備和準備JA Trade Fair的銷售活動方面都能順利進行。

 同時，我認為學員可以較主動的表達意見和對議題上作出討論，開JA
例會前多作準備，以及多專心聆聽老師或商業顧問在會上的講解。

2. 你認為本次活動對學員們有什麼幫助？
能夠多接觸近似商業社會的運作，例如怎去運作一間新成立的公司，• 
會議流程，管理帳目等等。
多領會團隊精神，通過與不同崗位的學員一起合作去完成JA Trade • 
Fair的活動，以及銷售自己製造的產品。
突破學員們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體會到不一樣的學習方法。• 
加深了解學員們對自己才能的了解。• 
了解一間成功的公司之所以成功，須具備有什麼要訣。• 

3. 學員們在本次計劃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這是顯理中學第一次參加JA Company Programme，學員們在沒有富經• 
驗的學兄學姊或經濟科的老師協助下，要靠自己去摸索及發掘最好的
處事方法，這是一大困難。
JA的例會安排在星期一課後，學員們都顯得較疲倦，難以專心參與會• 
上的討論和吸收知識。
從第一次開會到進行JA Trade Fair的時間較緊迫，在Trade Fair前又• 
遇上校內中期試，分配時間上（特別是在籌劃活動上要用上很多課餘
時間），對學員來說可說是一大挑戰。

初試啼聲：StarsMix於校內首次試賣

應試策略分享

商業顧問和老師為同學齊打氣

S t a r s M i x 管理團隊參加 J u n i o r 
Achievement第一次經驗分享會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Junior Achievement Company Programme

滙豐工商金融
工商業務部中上企業中區助理副總裁

Alexander Ma馬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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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sMix宣傳大使在展銷
會開幕作準備    

StarsMix公司成員展示及推銷產品
  StarsMix布袋極具特色

StarsMix成員與負責老師
黃志聰老師於展銷會留影 

StarsMix於計劃成果匯報比賽前作最後準備

StarsMix成員於計劃成果匯報比賽後留影

受訪者：馮志威	Charles	Fung
香港公開大學	會計、財務及法律學部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榮譽教授 

1）在這次活動中，你對學員們的表現有什麼看法？ 
 在這次活動中，大部份學員都有正面和積極的表現，其優點和缺點如下： 

 優點 – 

• 對創建StarsMix都各自表達意見，亦尊重別人意見。 
• 能夠發揮團體合作精神。 
• 研發和製造產品時， 互相支持，使產品能依時完成。 
• 遇上不同意見時， 都以表決方式解決，體驗實際的社會經驗。 
• 對協助老師和商業顧問的建議都能作詳盡的討論和分析。 

 缺點 – 

• 有少部份學員不參與需要付出私人時間的工作。 
• 學員們較少嘗試以互動形式學習，很少主動回答問題，或提出問題討論。 
• 學員都不備課。 
• 有一半以上的學員，活動時都忘記帶回學員手冊。 
• 工作多在限期前才準備好。 
 

2）你認為本次活動對學員們有什麼幫助？ 
 我認為本次活動對學員們有以下幫助： 

• 體會到課堂以外的學習模式。 
• 有機會較接近現實商業社會的運作。 
• 學到書本中少見的詞匯。 
• 以一個實實在在的個案，去體會成功與失敗。 
• 對自己的責任有更深的認識。 
• 了解到組織、運作和清算一間有限公司的過程。 
• 明白到一間公司的社會責任。 
• 明白如何裝備自己，準備將來投身社會。 
 

3）學員們在本次計劃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我認為學員在本次計劃中遇到以下的困難： 
• 第一次活動到展銷會的時間太緊迫，兼遇上中期考試，學員較難分配時間。 
• JA的學員手冊和在外的活動都以英文為主，對學員是很大挑戰。 
• 這是顯理第一次參加JACP，沒有學長提供經驗，學員靠自己摸索，困難自然而 
 生，會吃力一點。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StarsMix手繩系列     

StarsMix宣傳大使又出動，於展銷會穿梭。

JA商業顧問馮志威先
生與編委訪談後留影   

Junior Achievement Company Programme

StarsMix辛勤過後，終於完成了展銷會。6



1. 今次週會的主題是什麼?
 這次週會的主題是介紹有趣的科普讀物，提升同學對閱讀科普作品

的興趣。因為一般學生，尤其是文商科同學，往往認為科普就是一
大堆充斥數學符號或艱深理論的東西。我希望利用這次週會，讓同
學理解科普讀物並不艱深，亦有很多有趣的作品。

 

2. 科普讀物如何增加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科普讀物往往以簡單的方式說明科學知識，讓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科
學現象，同學正在人生探究知識的階段，希望理解身邊的一切，科
普讀物正好滿足同學對世界的好奇心。此外，不少科普讀物甚具趣
味性，例如科幻小說，優秀的科幻小說除了介紹相關的科學知識
外，更會探討科學與人類的關係，例如美國著名科普作家麥克．克
萊頓的《侏羅紀公園》，除了故事精彩，節奏緊湊外，這本書的主
題是探討人類以為利用科技就可凌駕自然的無知，令人深思。

3. 如何吸引學生閱讀科普讀物?

 要吸引同學閱讀科普讀物，最重要是趣味性，揀選一些內容有趣的
書籍作入門介紹，例如我曾於週會介紹的《空想科學讀本》及《哇
塞！你身上有蟲！》，都是很好的入門讀物。當然，如果能配合當
時社會議題，效果會更好。例如在今年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上，科
幻片<引力邊緣>(Gravity)奪得七個獎項，故事講述太空人於太空遇
難的故事，同學可能會對太空人遇難的題材有興趣，這時便可介紹
瑪莉．羅曲(Mary Roach)的《打包去火星：太空生活背後的古怪科
學》，對同學來說一定甚具吸引力。

《改變世界的154個大發現》
《你的全球暖化知
識正確嗎？》《圖解太空船》《時間線》

嘉賓蔡振邦老師全情投入
講解科普文章的特色

生活化的例子扣緊了同學的心，
很有趣而且吸引！

馬校長致送紀念旗給嘉
賓蔡振邦老師

科普讀物大揭趣
Junior Achievement Company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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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讀物大揭趣

漫畫：

雜誌：<科學人>、<牛頓科學雜誌>	

紀錄片：

《世界第一簡單—半導體》   

澀道雄  著

《世界第一簡單—生物

化學》武村政春 著

<霍金漫遊宇宙>
<世界七大工程奇蹟>

《世界第一簡單—
量子力學》

石川憲二  著

4. 有什麼著名的科普讀物可介紹給學生?
 如果是介紹經典的科普作品，我會選擇赫伯特．喬治．威爾

斯(H.G..Wells)於1895年的著作----《時間機械》(The Time 
Machine)。這本書講述一位科學家發明了時光機，走去遙遠的
未來，見到末日後的世界，人類分為兩個大種族----莫拉克( 
Morlocks)和伊洛(Eloi)，莫拉克是主人，伊洛是奴隸。故事雖然
是百多年前的作品，但今日看仍有警世意味。而且《時間機械》
曾兩度拍成電影，看過原著小說後，可再與電影的主題作比較，
是有趣的學習經驗。

 另一本值得推薦的是美國作家艾薩克．亞西莫夫(Isaac Asimov)
於1950年寫成的作品----《我，機械人》(I, Robot)，而當中提
及的機械人三大法則，更是科幻小說的經典：

第一法則

機械人不得傷害人類，也不得見人受到傷害而袖手旁觀；

第二法則

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械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

第三法則

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下，機械人必須保護自己。
    這本書探討人類與機械人的道德問題，展現強烈的人文精神。
  對於初中的同學來說，以上的作品可能較難閱讀，我會建議從衛
斯理科幻小說系列作入門，我認為《老貓》、《透明光》、《藍血
人》、《眼睛》、《仙境》及《頭髮》，都適合初中同學閱讀。

5. 如果學生有意撰寫科普讀物，該如何入手?
 如果同學想嘗試撰寫科普作品，可以有兩個方向，要視乎個人的

興趣和能力。
 第一個方向，是嘗試撰寫科普小品文，以介紹科學知識為目的，

要怎樣把抽象或複雜的科學理論變成一篇有趣、令人易懂易明的
文章？這可訓練同學的概括及說明能力。

 第二個方向，是嘗試創作科幻小說，科學的無止境發展，往往會
衍生道德問題，同學可以利用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創作，探討科學
與人類的關係，例如：「地球上的人類因為受到外太空的細菌感
染而全部死亡，只有你一個人對這種細菌有免疫能力，倖免於
難。一天，你在自己的家中，忽然聽到有人敲門……」你會如何
續寫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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