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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之「一班一花計劃」
培育幼苗 愛惜生命

花卉的枯榮讓同學明白生命的可貴 同學攜手合作移植花苗

每班都獲派不同的花苗

  常言道：「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為讓同學明白生命誠可貴，好好活
在當下，本校推行「一班一花活動」，藉著種植的過程，感受生命的盛衰枯榮，
讓同學明白成長的道路不一定平坦無阻的，我們要學會坦然面對成敗得失，積極
面對人生，以領會生命的意義及培養責任感，達至生命教育的目的。此外，盼同
學學習綠化環境，建立綠色校園，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而在各班同學的悉心照
料下，不少班房都花開燦爛。

同學到農莊學習栽種技巧

自主學習
精心教學部署　進取求學態度

「自主學習」有助增強同學的參與度

「自主學習」促使同儕協作，
彌補不足 英文老師分享「自主學習」的教學經驗

  一改以教師主導、直接、單向的教學傳統，本校著意推展「學習循環（「預
習－展示－討論－回饋」）」，並同時將「學習方法（預習、學習工具及筆記整理
等）」融入課程之中，讓學生實踐「自主學習」的模式，祈以增強他們在學習過
程中的參與度及投入感，並提升其滿足感與自信心。
  在課堂前，學生會先透過「預習」，自行搜集學習所需的資料，又或從「已學
過的知識」或「學習方法」中選取自己所需要的，以配合課堂內的「小、大展示」
，繼而又藉著同儕或教師的「回應」與「點撥」，「反思」和「評價」自身的學習
成果，進而再通過課後的「復習」或「預習」，總結或延展所學。
  總括而言，落實「自主學習」並不意味對學生完全放任，反而是作為學習促
進者的教師要加倍思考如何為學生每一個具體學習活動提供適合的學習支持，即
在課前要求作預習或搜集、在課堂刻意安排小、大展示的機會，乃至在課後安排
「復習」或新階段的「預習」等，祈使學生能養成積極主動的「求學」態度，並
更可在學習過程中，透過與同儕協作，互相討論，以彌補不足、糾正錯誤，甚或
達成共識。

★侯 中 之 星 專 訪 ★

3I班盧睿霆
‧2016「5.11」氣槍鋼靶挑戰賽季軍
‧2016香港氣槍射擊聯會飛靶學生組冠軍 
‧2014氣槍極限射擊運動挑戰賽冠軍 
‧2014香港極限射擊比賽中學組季軍

永不言敗戰自我   心神合一悟處世
  盧睿霆同學表示射擊是一項以氣槍為競賽的運動，而這競賽的真正對手就是
自己，每次舉起手槍，要面對的不是別的對手，而是靶心，只要比自己上次射
得好，就是勝利，所以射擊教懂他充實自我、挑戰自我，時刻力求進步的精神。
  盧同學又表示學習了三年射擊，最大的得著就是學會面對壓力，要勝出比
賽，就必須專心致志，做到定、靜、安、穩，越是冷靜、穩定，越能準確致
勝，這何嘗不是一種處世的大智慧？即使偶然落後，往往只要沉著應戰，反
守為攻，說不定能出奇制勝，故此射擊讓他了悟修身養德、心神合一、永不
言敗等等的道理。常言道：「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盧同學認為成功
並沒有捷徑，要訣只得一個：要努力，再努力，更努力！願同學共勉之。

3C班章馨月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金獎
‧「展藝‧識法‧樂在社區」《基本法》書法比賽
(毛筆) : 網絡人氣獎

‧2016屯門盆景蘭花展覽繪畫寫生比賽優秀作品獎
‧2015-2016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書法在靜以修身   演講在學以育德
  章馨月同學向來品學兼優，唯自覺是一名急性子。為了改善這性格，中
一時，毅然參加了書畫學會，她發現每當執筆書寫時，必須心無雜念，凝神
靜氣，人筆合一，方能寫得好字，故練習多了，發覺自己處事變得有耐性，
足見書法果真助人修身養性。
  除了書法，她亦熱愛演講。她認為演講是一門藝術，透過精煉的語言，針
對某一事物，當眾公開陳述自己的主張和看法，並以積極正面的判斷思維、情
緒感染聽眾，從而引起共鳴，達到感召聽眾的效果。為了自我挑戰，她參加了
本學年的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參賽者多來自傳統名校，章同學卻能沉
著應戰，結果比賽時揮灑自由，取得金獎，為校爭校。在此，她要感謝侯中一
眾老師，分別在書畫及演講上的栽培，讓她能一再取得佳績。

5N班馮景禧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個人)
‧屯門區公益少年團主辦「感恩惜福齊欣賞 分
享回饋獻所長」攝影比賽冠軍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6攝影比賽「就讀學校
園圃景色組」金獎

濃釅歲月攝芳華   博施濟眾成己志
  攝影讓馮景禧同學對生活充滿熱情。
  他認為攝影不只講求技巧的熟練，能延續對生活的熱情才是重點。攝影是
外界與心靈互動的過程、是心情的抒發、是意念的表達、是生活的寫照、是記
憶的片段、是歷史的軌跡、是美麗的見證。因此，他指出要時刻保持對生活的
熱情，才能拍出好相片。
  為了豐富自己攝影作品的內容，多接觸社會的不同層面，是最有效的方
法，故他加入了本校的義工隊，定期探訪獨居老人。過程中，馮同學了解到社
會上仍有很多弱勢社群需要我們主動伸出援手，並深深感到自身的幸福，學會
珍惜，可見當義工是一個助人自助的歷程。他表示今後會繼續秉持義工那服務
大眾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之中展露關懷與互愛，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讓
自己活得更豐盛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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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流 團 *

台灣升學文化交流團

湖北省武當山歷史文化考察團

同根同心：肇慶交流團

香港青少年寧波遊學團

  本學年舉辦了多個交流學習團，包括：香港青少年寧波遊學團、
同根同心：肇慶交流團、河北省武當山歷史文化考察團、粵港同心青
年惠州深度行、北京交流團、教育局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等，讓同學
擴展視野，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及歷史。此外，本校亦舉辦了台灣升
學文化交流團，為學生開啓升學之門。

  2015年11月26日為本校的旅行日，中一至中六級同學被安排至不
同的活動地點，分別有大棠郊野公園、清水灣郊野公園(大坳門)、大
埔新娘潭自然教育徑、大帽山郊野公園及大埔新娘潭路涌背樹木研習
徑。
  是次活動正好讓同學多親近大自然，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性，以
及培養群體協作的能力。

清水灣郊野公園(大坳門) 大埔新娘潭路涌背樹木研習徑

* 惜 別 日 *

畢業生向校長致送心意卡，以表謝意 畢業生為老師及同學送上祝福

畢業生表達了對老師的感謝與不捨
畢業生大合唱，以歌聲跟母校、

良師及摯友道別

  2016年3月2日為應屆中六畢業同學籌備的惜別日。在惜別會中，畢業生逐一
上台，情深地細數校園的生活點滴，並一一向任教老師致謝，更勉勵學弟學妹努
力求學，珍惜餘下的中學生活。同學們的發言情感真摯，在道出各畢業生對師長
的感謝與不捨時，不時出現師生感觸落淚的場面，溫馨感人。

  2015年11月10至11日為本校的陸運會，參賽同學超過一千人次，而參賽率
達九成以上。同學們積極參與，各展所長，在田徑場上拼命爭取佳績，盡現體育
精神。畢業班同學更是全程投入，為中學最後一年的陸運會留下美麗回憶。

團結一致以爭取佳績

落力為參賽同學打氣健兒們竭力跑出佳績

畢業班同學全情投入

* 旅 行 日 *

* 運 動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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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籃球比賽 班際足球比賽 世界舞蹈日

貧富宴 繩結工作坊
箭藝班

小型音樂會

  為讓學生善用午膳時間，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本
校每星期均舉行多元而豐富的午膳活動，如：各式各樣
的球類比賽、音樂會、舞蹈及英語工作坊等。
  這些活動既能促進良好和諧的師生關係，復能啟發
學生潛能，盡展所長。

  2015年12月18日為本校的生涯規劃日，本校邀請了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精英及舊生到
校進行分組講座。除此之外，亦安排了部分學生前往不同的企業參觀考察，如：入境事務
學院、中電核能資源中心及數碼媒體製作室等，讓學生對不同行業的性質、入職要求及前
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日晚上為一年一度的高桌晚宴，本校邀得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項目總監盧錦昌先生
任主講嘉賓，向同學分享如何積極面對挑戰，克服困難，突破自己，讓應屆畢業生獲益良
多。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座學生參觀入境事務學院

畢業生在高桌晚宴上獻唱 畢業生穿上畢業袍出席高桌晚宴

  於本學年，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慈善活
動，如:公益金及少年警訊便服日、公益金慈善義
賣、一人一利是關愛長者大行動、敬老護老愛心
券，共籌得善款$25199.5。
  此外，本校力推「感動侯中」的校本社會服務
計劃，規定所有高中同學以班本形式參與各項社會
服務，如：華懋慈善行、捐血日、協助不同的社福
界機構賣旗、獎券及設計遊戲攤位、探訪老人院及
庇護托管中心等，好讓他們體會關懷別人的喜悅，
發揮關愛互助的精神。而以上種種善舉，更獲社會
福利署表揚，頒予本校團體金嘉許狀。

感動侯中活動─華懋慈善行

感動侯中活動─伊斯蘭學校攤位活動

捐血日

慈善義賣

本校於2015年12月22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社際歌唱比賽，同學反應熱烈。比賽分為個人組、隊際組及班際組，其中班際組的同學創意十足，以不同的動作
及隊形，演譯歌詞內容，悅耳動聽。而中六畢業班，更載歌載舞，憑歌寄意，為大家送上一個個溫馨的祝福。

楊芯琪同學、鄭安翹同學及蘇靜
宜同學奪得隊際組冠軍 蔡若嵐同學勇奪獨唱組冠軍 中六同學為大家表演歌舞 1I班同學取得班際組冠軍

* 慈善活動 ** 午 膳 活 動 *

* 社 際 歌 唱 比 賽 *

* 生涯規劃日及高桌晚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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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文 周 *

* 通 識 周 *

*Eng l i s h  Week*

* 數 學 周 *

  It is a tradition for our school to organise an English Week annually. 
In November, an array of English activities was held based on the English 
elective – Popular Culture. Ranging from expert talks to mini concerts, stu-
dents embarked on an immersive journey to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and issues in Hong Kong and around the globe. Not only did 
students develop interests in exploring popular culture, but they also gained 
confi dence when being exposed to a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English 
was authentically used. The followings are some memorable moments cap-
tured during this fruitful week:

Opening ceremony – What’s hit? Teach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School Band rocks!
An interview with the Vice 

Principal

An expert talk for S5 students. Cheers!
Making good use of the Eng-

lish Week Pamphlet 

  本年度的語文文化周於2015年9月21日至25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神
話」，活動包括：神話故事資料展覽及與此相關的攤位遊戲、書展、點唱、
電影欣賞暨有獎問答比賽等。而中文周的重頭戲是在周會時進行的「初中戲
劇比賽」，中二及中三級同學把中國著名的神話故事改編成短劇演出，同學
們認真地創作劇本、製作道具、排練和演出，充分顯示出他們的創意和合
作精神，各班的表演均獲得老師和同學一致讚賞。
  總括而言，同學們對本年度語文文化周反應熱烈，不但踴躍參與各項
活動，更普遍認為透過這互動方式學習中國文化，既有趣，又富意義。

鄭校長與蘇副校長、方副校長
主持開幕儀式

同學積極參與中文周
午間攤位遊戲

初中話劇比賽劇目之一
《后羿射日》

初中話劇比賽劇目之二
《嫦娥奔月》

初中話劇比賽冠軍得主中三愛班同學與評判合照

益智攤位遊戲：九連橫 益智攤位遊戲：趣味數學題

電影欣賞：《解碼遊戲》 班際計算機神手比賽

數學周會講座：《中文 × 數學》
講者：歐陽偉豪博士 (Ben sir) 魔力橋 Rummikub工作坊

  在2015年12月7日至11日，本校的數學周以「數一數二‧學是學非」為
主題，讓學生多角度接觸古今中外的數學發展：從《九章算術》的展板問答
比賽瞭解古代疇人之艱辛；從計算機比賽欣賞今日科技之便捷。而益智遊戲
如九連橫、魔力橋等亦備受歡迎，學生躍躍欲試。周會承蒙香港中文大學歐
陽偉豪博士親臨指導，概述中文及數學的「交叉點」，學生反應積極，得聆
教益，受用匪淺。

  本校於2016年5月9日至13日舉辦通識周，以「點亮生命‧開創未來」為
主題，活動精彩豐富，如：微景觀DIY工作坊、午間音樂會、「給一年後的自
己」、《小豬的教室》電影欣賞等，讓同學反思生命的意義，好好開拓自己的
未來。
  另一方面，在周會時段舉辦了「快樂掌門人」講座，邀得香港撒瑪利亞
防止自殺會李可欣娘姑主講，讓同學明白保持心態開朗積極的重要。總括而
言，同學對通識周反應熱烈，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通識周開幕禮 微景觀DIY工作坊

午間音樂會 釣魚達人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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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學 周 * * 科 技 周 *

*閱讀周及世界閱讀日慶典 *

* 公民教育周 *

  為了提升同學們對科學科的興趣，
科學周提供了一系列豐富多元的活動予
同學，如：「解剖學堂」、「迷之化學」、
「究竟侯中有幾高?」及「乾冰小劇場」、
「水火箭大比拼」及英文午間攤位遊戲
「Science Mix and Match」等，又邀

解剖學堂 迷之化學

究竟侯中有幾高!?

乾冰小劇場

水火箭大比拼

Science Mix and Match 科學周周會：鑑證科學

得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的導師，主持初中周會，為同學講解鑑證科
學，剖析破案關鍵的科學原理，學生反應熱烈，獲益良多。

  2015年9月29至10月3日為本校的公民教育周。為了加強學生對辦學團
體青松觀和中國道教文化的認識，中一級學生獲安排了一個青松觀導賞團。
  此外，廉政公署為高中學生安排了一次「廉政互動劇場」，透過演員和
學生的互動演出，讓學生認識貪污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並鼓勵學生培養廉
潔的美德。
  同時，學生亦積極參與其他豐富的學習活動，包括：「愛與自信」午間
音樂會、「親情友情」電影欣賞、以「廉政」、《基本法》及「禮儀」為主題
的中英文攤位遊戲及展覽等等，讓學生接收正能量，成為充滿自信、愛護
親友、關心社會的良好公民。

宣傳海報 青松觀導賞團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廉政互動劇場

《風峰互動真人Show》

午間音樂會：《愛與自信》 攤位遊戲

科技周啟動禮 食物營養遊戲及攤位

虛擬真實體驗工作坊 衝上雲霄紙飛機飛行大賽

科技周周會 電影欣賞：PIXELS

  在2016年2月22日至26日，本校舉行了科技周，活動有家政科的「食
物營養遊戲及攤位」、設計與科技科的「衝上雲霄紙飛機飛行大賽」和電
腦科的「虛擬真實體驗工作坊」、「電影欣賞：PIXELS」。透過這些活
動，讓學生接觸不同範疇的知識、技能及經驗，以提高他們的解難能力。

  本年度本校分別於上、下學期舉行了兩個大型閱讀活動，分別是「閱讀
周」及「世界閱讀日」慶典。
  「閱讀周」於2015年10月12日至16日期間舉行，活動包括：中、英文書
展、「放長線釣好書」攤位遊戲、「Our favourite Books」英文書籍推廣攤
位、《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分享座談會，並邀請通識老師主持貧富殊懸及
香港教育制度的研討會；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等，期間更邀請了作家兼老師
黃燕萍女士舉行《閱讀燃亮生命》閱讀周會講座，分享其閱讀樂趣和心得，
而學生皆表現投入，反應熱烈，踴躍參與。
  此外，為慶祝「世界閱讀日」，推動校內的閱讀風氣，本校於4月19至23日
舉行一連串的閱讀活動，包括：中英文書展、英文遊戲攤位、「尋『書』探勝」
活動、校園電視直播學生好書推介等。此外，為慶祝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逝世
400周年，更特設莎士比亞電影及書籍分享會，藉以營造本校的閱讀氣氛。

閱讀分享講座
講者：黃燕萍老師主持

講題：《閱讀燃亮生命》 一年三次共五日的中英文書展

參觀中央圖書館

《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分享座談會：
貧富殊懸及香港教育制度的探究

閱讀周開幕禮

「放長線釣好書」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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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16年3月9日舉行綜藝匯演，以展示學生的藝術才華。除了一貫中、西及步操
樂樂團的演奏外，還有由同學自編自導自演的歌舞劇：《緣來在一起》，更請來由侯中主
辦、以石信之博士及邱少彬先生擔任評判之「第六屆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的得獎
者表演。最後，各表演生的精彩才藝，多次贏得在場近千位嘉賓及觀眾的如雷掌聲。

管弦樂團
(中者為本校的音樂總監石信之博士) 歌舞劇：《緣來在一起》

步操樂團

中樂團爵士舞

表演生與嘉賓大合照

小型音樂會

趣味拍攝

最佳課業展

攤位遊戲

  本校於2015年12月4日及5日舉行升中資訊日，除對外展示
學教成果外，更同時舉辦中學學習體驗活動，有超過三十多個
不同學科和學會攤位遍佈於全校，更設有小型音樂會、貼紙相
製作及慈善小食義賣等，盡顯本校學生的創意、潛能、才華及
慈善心，透過這些活動盼讓各界人士認識本校。

* 升中資訊日 ** 綜 藝 匯 演 *

* 本 校 主 辦 的 屯 元 荃 區 小 學 比 賽 及 工 作 坊 *

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侯寶垣盃五人足球
邀請賽 航拍攝影工作坊

趣味科學堂 小學校際現場作文比賽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3D打印工作坊

小學英語演講比賽

面試「精叻」班

  為推動全人教育的理念，本校歷年積極舉行不同類型的小學
比賽及工作坊，本學年也不例外，如：通識問答比賽、第三屆侯
寶垣盃五人足球邀請賽、航拍攝影工作坊、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
樂比賽、趣味科學堂、英語演講比賽、面試「精叻」班、3D打印

工作坊等，參與的小學遍及屯門、元朗、荃灣及東涌，單是參賽總數就近2000人次，全賴各小學的熱烈支持，本年度的活動才得以圓滿結束！
  有見各小學反應熱烈，侯中將繼續舉辦上述的活動，以鼓勵小學同學從多方面發掘自己的專長及興趣，並透過比賽切磋，建立彼此友誼，體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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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潘晉傑(2012畢業生)
教學助理/足球裁判員
  相隔4年重回侯中，明明一切是如此熟悉親切，卻偏偏感到不大習慣。
  感到熟悉親切是因為侯中的老師一如既往，總是盡心盡力教導學生，常與學生打成一片，以生命影響生命，以大愛引領學生成長；
感到不大習慣，全因這次回來，我的身份改變了，由四年前的學生變成現在的數學助教。
  猶記我中六、七那兩年，在侯中老師的鼓勵下，加入侯中的足球隊，為侯中取得不少佳績，從中領悟到團隊精神及「一分耕耘，一
分收獲」的道理，這了悟叫我終身受用。
  直到目前為止，我從沒放棄過我的足球夢，早在2013年已取得足球裁判員的資歷，以另一身份參與球場上的競賽，並曾在本地及海
外的賽事執法，每天為實現自己的足球夢而默默耕耘。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在香港超級足球聯賽及各項國際賽事中，以裁判員的身
份亮相。
  在侯中，我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並一直謹遵老師的教導：人生有無限的可能，只要立定清晰的目標，堅持信念，夢想必能成真！

梁杏沚(2008年畢業生)
業務發展主管
  還記得自己在中學時代有很多鬼主意，天生喜歡「諗計」、「度穚」，再加上外向的性格，令我選擇入讀浸大的市場營銷學系。
畢業後，我矢志投身廣告及業務發展行業。現職業務發展主管的我，已於這間跨國公司工作了年半，並於上月得到晉升。
  作為管理人員，專責管理基層員工、推廣產品及服務，以增加公司的銷售。CEO在這年給我無數的機會，讓我盡展潛能，積極尋
找及接見來自不同國家的供應商及客戶，為公司拓展業務。未來，我將謹遵侯中老師的教導，繼續自我增值，進修碩士課程。各位師
弟師妹，請好好裝備自己，總有一天你們會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貢獻社會。

麥智威(2014年畢業生)
海關關員
  大家好，我是在2014年畢業的麥智威。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離開侯中兩年了。回想起六年的校園生活，對於老師的悉心照
料，同學間那濃濃的手足情誼，至今仍歷歷在目。
  經過文憑試的洗禮後，我投考海關，終成功獲得取錄，剛完成艱辛的訓練，正式成為海關關員。老師們，請放心吧！我會謹記你
們的教導：每日都自強不息，以貢獻社會。在此祝福各學弟學妹早日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向著標竿直跑。

鄧嘉欣(2012年畢業生)
現就讀：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士課程
  大家好！我是2012年的畢業生鄧嘉欣，不知不覺已經離開母校4年了，十分感激侯中老師對我的悉心栽培。
  自完成文憑試後，我成功透過聯招，考入南京中醫藥大學，就讀中醫學士學位課程。現在我是大學的二年級生，大學的生活真可
謂多姿多采，每天均過得十分充實。
  這兩年來，我除了學到不少中醫的學理外，還在這裡認識了很多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們彼此互相照顧，向著共同的目標努
力。空餘時，我會和朋友到鄰近的城市如：蘇州、杭州、山東、上海等旅遊，細味祖國的錦繡山河。能有這般美好的大學生活，全靠
侯中老師的教導及鼓勵，讓我順利考上大學，故希望在學的學弟學妹也要好好努力，不要枉費老師的循循善誘。

陳嘉欣(2008年畢業生)
準媽媽/助理物業主任
  不知不覺離開母校已經九年了，仍常緬懷侯中那溫馨愉快的生活，不知老師及同學生活可好？2014年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捩點，在
那一年我結婚了！由從前那個傻乎乎的少女變作人婦，要學懂持家。今年我更懷孕了，現正熱切期待女兒的降臨，我希望自己能成為
稱職的好媽媽。
  生兒方知父母恩，懷孕中的我深深體會到母親的偉大，這陣子常感身體不適，不免時刻擔心腹中女兒的成長，更要開始為她的教
育及將來籌謀。幸好，我身邊的家人及朋友對我寵愛有加，我現在生活得十分幸福，侯中的老師，你們可以放了！

右二：陶進軒(2012畢業生)
現就讀：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士課程

  最近收到母校老師的來電，著我談談離校後的近況，才赫然發現自己已離開母校4年了。
  我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雖然我的公開試成績不算很亮麗，但幾經努力，我成功考入廣州中醫藥大學，
就讀中醫學系。要成為一位執業中醫師，需時5年。路，看來很漫長，但我深信只要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必能
完成我的抱負。今個學期的課題，是整個課程中最艱澀難讀的部份，我必會咬緊牙關闖過去，以順利展開我的
實習期，但願能早日學成歸來，回侯中探望我的恩師！

* 校 友 專 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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