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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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前路

確立目標

培育 學生領 袖

「人生規劃組」統籌全校人生規劃活動，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學生認識自己、探索升學與事業發展方向及潛能。本地及海外升學申請方面，包括
大學聯合招生、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職業訓練局、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應用學習課及屯門區校長會高中聯合課程
等。
升學輔導方面，老師以個人或小組形式會見全級中六學生，解答學生升學疑難及提供意見，更舉行中六級家長資訊晚會，詳細解釋中六畢業生
出路。此外，一年一度的人生規劃日，讓學生建立清晰的前路觀，詳見下表：
Value
價值觀
S1

S2

Paths
多元途徑

Attitude
態度

Self-understanding
自我認識

Skills
技能

堅毅、勇氣、承擔精神

樂於參與、尊重他人、
負責任、感恩

協作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

自律、堅毅、
團結一致、承擔精神

合作、尊重他人、關愛

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S3

選科導向

明辨性思考能力

S4

訂定自我發展方向

明辨性思考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省、自決

積極、負責任
多元出路

S5

選科自我評估、
職涯規劃

明辨性思考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職業教育課方面，中一至中五級採用校本職業教育課程，讓學生認識各類型職業及升學資料，內容包括人生規劃的重要性，以及介紹不同職業
和價值觀等。今年，中四級更引入香港中文大學及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的高中職業教育課，豐富教學內容。此外，本組與本港大學及學術
機構保持緊密聯繫，經常安排參觀、行業體驗、試讀課程及講座，例如中三全級參觀葵涌青年學院；中四級參觀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恒生大
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中六級出席台灣高等教育展及內地高等教育展等。
事業輔導方面，除職業教育課程及參加行業體驗及試讀課程外，今年安排了8位中五級學生參加「香港航空學院」體驗課程及全級中五參觀政
府部門。此外，透過參加「友▪•導向師友計劃」，與今年合作機構香港維他奶國際集團籌辦一年共8次活動，令參加的中四及中五學生認識職場，
確立目標。

盡 展多元潛能

校園大使計劃
為增強學生自信，並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本校於今年度設立了「校園大
使計劃」，透過培訓學生的溝通技巧及儀表態度，俾能讓他們擔當校內大型
活動的接待工作。
二十位校園大使於去年12月7日及8日的
「文化藝術日」中肩負起接待的重任，負
責帶領來賓遊覽校園及參觀體驗學習課，
並介紹學校特色，令來賓對佛梁有初步認識。另外，校園大使亦於今年
3月3日升中面試日負責接待家長及面試學生，解答疑難，從中培養正面
的應對態度及應變能力。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2018
為拓寬領袖生的視野，加強他們對國情及國家發展的認識，以及加深了解領袖須具備的素質，本校推薦
了5位學生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2018」，於2018年12月27至31日到北京進行5日4夜
的考察。期間參觀了當地的中小學、科技館、博物館及萬里長城等地方，參與學生均感大開眼界，獲益良
多。

學生感想

5A 吳彥婷
首先，我很榮幸獲郭老師提名參與此次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校外交流計
劃。在五日四夜的旅程中，除了認識更多祖國的歷史文化及發展趨勢，更難忘的是和組員一起體會
新的經歷。無論是初次體驗北京的嚴寒，還是討論專題研習，當中的互相扶持和勉勵，至今仍歷歷
在目。再次感謝學校給予我這次機會，讓我大開眼界，為我的中學生涯增添了一次別具意義的回
憶。

5C 葉鴻靜
幾天的行程，猶如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歷史課：原來北京的歷史是如此豐富，每天聽著導遊細心
的講解，讓我感覺到國家的偉大。除了歷史之外，國家的科技發展也震撼人心。平時在電視上看到
火箭升空，已經覺得不可思議，當我們參觀航天博物館的時候，看著不同年代的航天器械，頓時感
受到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我很榮幸可以參加這次交流活動，更榮幸可以成為第12組的副組長，很
感激老師和組員對我的肯定及包容，讓我知所改進，發揮所長。

小學活動

年度壓軸S.T.E.M.活動─火箭車同樂日

5A 康華杰
首先，感謝學校和政府的支持及贊助，讓我得以遊歷首都。我看到了北京高樓林立和車水馬龍，感受
到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的騰飛，但同時我也看見故宮城外靠著傳統手藝討錢的老爺爺老奶奶，這讓我想起
了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也許我們不能改變現況，但至少能給貧苦大眾更多關懷，讓他們活得有尊嚴。

剛於2月23日舉行的Race for the Line 火箭車同樂日活動，讓佛梁學生及多間小學隊
伍同場競技，進行了一場科技知識大比拼。參賽者須於短短四小時內設計、製作和測
試火箭車，最後比拼速度，看著自己的「親生仔」在賽道上奔馳，大家都顯得相當興
奮。
Race for the Line micro:bit是由英國引入的模型火箭車比賽，學生透過學習基礎科學
知識，利用iPad的風洞模擬軟件設計車身，繼而動手製作模型車，並即場進行比試。

5A 彭喜盈
這次北京交流團為我的中學生涯畫上精彩的一筆。整個旅程最難忘的是，我在故宮宫與大隊失散接
近一小時，團友們努力指引我歸隊，他們的熱情為我帶來無比溫温暖。我怎也想不到在這短暫的五日四
夜，竟然獲得了美好而真摯的友情。同時，旅程充份使我了解國情，更體會了當地人熱情友好、純樸
的一面。這些都是難以從課本中體會得到。

是次活動邀請了五間屯門區小學參與，各隊伍皆能於限時內完成作品並成功發射，成績
相當不俗。最後由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成為大贏家，囊括了小學組的冠軍和季軍，
亞軍則由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獲得。佛梁學生的表現也相當突出，其中來自1A班的邱灼
盈、陳科熙、鄭浩鏗及張俊傑隊伍更造出全場最快的佳績。

推動感恩文化

梁植偉盃小學
花式跳繩邀請賽
梁植偉盃小學花式跳繩邀請賽於2月23日順利舉
行，來自十三間學校的選手、家長和老師踴躍參加，學
生互相切磋繩技，展示運動才能。本年度新增「親子朋
友跳」，讓家長們一同參與賽事，化身運動健兒爭標。
比賽邀請到Jumper繩舞館協辦，除了派出專業裁判團
隊，更負責跳繩同樂和表演環節，帶動全場氣氛。比賽
最後由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獲
得男女子團體冠軍，成為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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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活動

射擊訓練
正念瑜珈

為推動感恩文化及增強學生組織活動的能力，學生支援組成立了「智叻反斗星」
小組，負責籌備校內不同的感恩活動，包括關愛周攤位，協助學生製造屬於自己的鎖
匙扣；敬師日製作有機潤唇膏作為小禮物送給老師，以答謝他們教導；聖誕節心意速
遞，將學生親手包裝的小禮物包送給老師；DSE加油站，為應屆畢業生親手設計心意
咭，為他們打氣加油。小組成員在活動中積極參與，為校園凝聚關愛氛圍。

社交興趣小組

氣球裝飾

學生支援組按學生興趣及專長，舉辦了不同類型的社交興趣小組，有動有
靜，適合不同學生參與。動態活動包括射擊小組訓練、氣球裝置小組及樂高機械人
班等，藉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力、溝通力及組織力。靜態活動包括正念瑜珈班、寫意
映像攝影班、甜品及手工藝班等。學生藉著活動加強與老師及組員的溝通，亦為日
常忙碌的生活添上色彩，在不同範疇上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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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bate

音樂科

The 2nd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2018.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Professor SHEK CHUN
Ka-wai, Cecilia, the Director of Centre for
Learning Enhanc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eing our chief adjudicator.

音樂是人類其中一種溝通方式，也是表達情感和文化的重要
媒介。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學生可透過創作表現自我，同時培
養解難能力和合作精神。
音樂科的學習計劃分為「普及教育」和「抽離訓練」。普及
式的音樂教育主要在課堂進行，着重發展學生的歌唱、讀譜及音
樂聆聽能力。本科會以大量分部歌曲作為教學材料，在分部合唱
中，學生需要具備團體精神，互相合作和信任，全班才能發出和
諧的聲音，營造良好的氣氛。此外，本科也運用社區資源，例如
邀請嘉賓舉辦音樂講座及示範表演，擴闊學生的音
樂經歷。
除了普及式的音樂教育外，學校亦會為對音樂
有興趣的學生提供學習機會，例如銀樂隊、合唱團
及流行樂隊訓練班，為音樂水平較高的學生提供演
出及比賽機會。
香港藝術節杜達美×貝多芬「點點樂音改寫一生」
教育及社區外展節目

銀樂隊

學生成就
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由9月至今，佛梁銀樂隊
已經出席了很多不同場合的
演出。除了9月份的學校開學
禮、9月中旬中一級新會員招
募午間音樂欣賞之外，還有11
佛教莊月明護老院出席20週年院慶活動 月份到佛教莊月明護老院出席
20週年院慶活動、12月份在學
校文化開放日舉辦「銀樂初體驗」工作坊、12月新年假期期間分
別參加了步操管樂交流會及香港步操管樂節。我們於步操管樂節
比賽中，獲得1金3銀的佳績，又在3月舉
行的學校中六畢業典禮，銀樂隊亦負責引
領嘉賓進場的工作。
銀樂隊的隊員們共同經歷了大大小
小的比賽與演出，當中有悲有喜，有失有
得，有離有聚，有捨有取。感恩我們的隊
員能夠有緣一起經歷青葱歲月，共同
「犠犧牲享受、享受犠犧牲」，在成長中遇到
困難，同時在困難當中得到跟別人不一樣
的成長。

中文朗誦

中一AB班聯隊

中一CD班聯隊

本校中一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舉辦的「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中一、二級粵語
詩文集誦」賽事，比賽誦材為〈輞川閒居贈裴秀才
迪〉及〈陋室銘〉。學生在中文科老師一個多月的指
導下，努力不懈地練習，比賽當天精神抖擻，聲情並
茂，表現卓越，最終得到評判肯定。中一AB班聯隊榮
獲季軍，中一CD班聯隊更勇奪冠軍殊榮，成績令人
鼓舞！獲奬獎尚在其次，更可喜的是學生汲取了比賽經
驗，提高了鑑賞中國文學的能力，對語文學習裨益匪
淺。

銀樂隊於畢業典禮前與
大師姐合照

步操樂團協會盃銀獎
1A 黎巧蕙 楊騏菲 1B 洪沛儀 文曉桐 2A 魏希洋 任家偉
2C 何珮瑩 何卓軒 2D 張日繕 李學文
3A 陳穎渝 李秋彤 盧瑋珊 彭可晴 黃珮昇
3B 范曉琳 3C 梁綽盈 3D 朱少星 郭靖儀
4B 陳思穎 4C 關穎琛

2A班郭子維於今年「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
語溝通大賽」脫穎而出，勇奪全港總季軍。郭同
學得知自己獲獎後非常激動，他在賽前從未想過
自己可以得獎，只是一直用心準備，努力保持自
己的狀態。

English Week

TAKE A BREAK AND LEARN WITH FUN
Science has shown that a fun, relaxing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learning. Our
English teachers strive to create a fun and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to our students.

郭同學表示，自己可以成功離不開他的父
母和張仁軒老師的支持，因此十分感激他們。他
直言：「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一直鼓勵和幫助
我，我也不會贏得這獎項。」更值得佩服的是，
他在參賽前沒有任何公開演講經驗，此次初戰告
捷，首次比賽便摘下季軍獎盃，實屬不易。
郭同學自小已對演講有濃厚的興趣，但一直未有發揮機會。所以，當老師宣布將有
演講比賽時，他便自告奮勇參賽。他認為這次比賽是一個良機，既可以一圓心願，亦可
增廣見聞。在預備比賽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最擔心的是咬字發音問題。幸好在
努力練習下，這個問題也迎刃而解。為了這次比賽，郭同
學準備充足，反覆練習成為了他生活中的日常部分。雖然
他在賽前沒有預期自己可以得獎，但他仍全力以赴，奮力
作賽。

During the annual Language Week, we
organized language games that students
of all levels could enjoy.
Treasure Hunt is an activity that all
students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team members, students ran to be the first
reaching the finishing line while solving

language riddles that hinted locations
around the campus.
Stall Games is a give-and-take activity.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epared language
games and all students enjoyed guessing
meaning of idioms, filling in lyrics, reading
tongue twisters, to name a few, and at the
same time winning small gifts.
At Mr Bell’s Café, our NET Mr Bell
and English Society members welcomed
students, had a relaxing chat and enjoyed
snacks and drink at the English Activity
Room.

這次比賽為郭子維同學帶來了很多收穫，也使他明白
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努力並不一定可以帶來成功，但
如果不努力去做，那麼就一定不會成功。他表示，如果下
次還有類似的比賽，他一定會繼續參加，為校爭光。

Hong Kong Brassline Battle 銀獎
1B 洪沛儀 文曉桐 2A 魏希洋 任家偉
2C 何卓軒 2D 張日繕 李學文
3A 陳穎渝 李秋彤 盧瑋珊 彭可晴 黃珮昇
3B 范曉琳 梁焯詠 3C 梁綽盈 3D 朱少星 郭靖儀
4B 陳思穎 4C 關穎琛
Marching Band Parade 銀獎
1B 洪沛儀 文曉桐 2A 魏希洋 任家偉
2C 何卓軒 2D 張日繕 李學文
3A 陳穎渝 李秋彤 盧瑋珊 彭可晴 黃珮昇
3B 范曉琳 梁焯詠 3C 梁綽盈 3D 朱少星 郭靖儀
4B 陳思穎 4C 關穎琛

primary school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Two workshop have been
held. Competitive debates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think and achieve. We
believe we are able to successfully address
these goals by providing a variet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to students.

善言巧論

刻苦練習 奮力作賽
郭子維同學勇奪「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全港總季軍

本校銀樂隊參加2018年香港步操管樂節，獲得1金3銀成績：
Hong Kong Drumline Battle 金獎
1B 文曉桐 2A 魏希洋 2D 張日繕
3A 李秋彤 彭可晴 黃珮昇
3B 范曉琳 3C 梁綽盈 4B 陳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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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親晚會中各種樂器獨奏﹕何惠淇(長笛)、鮑曉(二胡)、張日繕(鋼琴)

During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demonstrated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debating. They were able to deliver their
speeches and had good cooperation with
their teammates. The champion was Yan
Chai Hospital Law Chan Chor Si Primary
School. The first runner-up was Lok Sin Tong
Leung Wong Wai Fong Memorial School.
The second runner-ups were S.T.F.A. Wu Siu
Kui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and FDBWA
Chow Chin Yau School.
As part of th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we organized the deba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equip them with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debating, our school
organized debating workshop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showed
great interest and attention during the
workshops.
This year, budding debaters from 8

校園記者
報導：3A謝添威 3A駱靜茹
攝影：3A黃珮昇 3A麥浩然

校友榮譽
黎絨校友於2014年畢業後入讀樹仁大學，主修
會計學，2018年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可喜可賀！
黎校友現正從事會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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