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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護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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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有機會到世界各地交流考察，增廣見聞，固然令人鼓舞，但各種交流活動或遊學團所
費甚鉅，因此本校計劃成立「學生活動基金」，使同學不會因為經濟理由，而失去參與這些活
動的學習機會，本校深信各位家長必定支持任何有助子弟學習的計劃。

    順此，本人謹代表學校多謝各位家長對我們的支持。「林護零八仲夏夜音樂會」的三十萬
元籌款目標，現已超標完成;其中一位家長更慷慨捐出十五萬元，實在令我們感激萬分。除了
得到各位家長的支持之外，我們更得到各屆「林護人」的鼎力支持。校友對母校的一份關心，
實在令我們暖在心頭。

    學校的改善工程已陸續展開。老師們除了忙於批改試卷外，還要忙於「搬家」- 把教員室
搬到六樓去。下學年，四樓的教員室將改建為三間標準課室，這樣流動班的數目便可以減少，
同學就能更有效地學習。此外，學校的外牆亦會於暑假進行油漆翻新工程，暑假過後，校園將
煥然一新。新高中課程於零九年正式推行，適逢建校四十週年，屆時將會是學校另一個新的里
程碑。希望家校繼續緊密合作，為下一代邁向新里程作好準備，為社會培養更多品學兼優的
「林護人」。

    最後，謹祝各位家長身心康泰，各位同學能善用餘暇，過一個充實健康的假期，新學年再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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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即將完結。考試過後，將
是一連串的試後活動，家長們或許
已忙於為同學安排各項暑期活動。
學校今年重新舉辦澳洲遊學團，由
於報名人數眾多，為免令同學失望
，我們亦首次舉辦了「新加坡遊學
團」讓同學多一個機會到海外體驗
生活。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學校非常關注如何擴闊同學的學習
領域，並加強課室以外的學習經驗
。除了遊學團外，學校今年亦安排
同學於七月中旬，參加由奧青主辦
的「番禺乒乓球訓練計劃」。

    
    本校中六蕭沛馨同學，經面試後，成功獲選為香港代表，
免費到日本參加一個「東亞細亞青少年交流計劃」。此外，五
位中三的同學亦將往廣西當義工，在「英語夏令營」做小老師

，教當地學生英語。最後由接近八十位合唱團成員組成的「林護大軍」將於七月十七日前赴北
京參與第九屆的「中國國際合唱節」，本校合唱團更被邀請於開幕禮時表演。今年適逢北京舉
辦「零八奧運」，同學們能藉此機會感受奧運前夕的北京氣氛，實在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在此謹祝我們的合唱團能演出成功，載譽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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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週學術週學術週學術週 
 

為期五天的學術週已於四月底圓滿結束。 

 

本屆學術週以英文科及商科為主題，並與

四社及「從閱讀中學習組」協辧，而商科同學

則先響鑼鼓。中四及中六級學生在有蓋操場的

小舞臺旁設展板，並播放錄影片段，向同學介紹基本商業規則；他們配合年宵市

場擺賣的經驗，解釋如何活學活用，運用一些經濟

及商務理論，如集資、市場分析和銷售策略等，令

同學對商科有較具體的認識。 

 

 

 

 

英文科的展覽以旅遊為主題。中二級同學精

心設計展板，以豐富的旅遊資料，介紹國內外理

想的渡假勝地，活像一輯旅遊百科全書。展板引

來同學圍觀，或許他們想為自己的暑假定下鴻圖

大計。 

 

學術週與書展總結下不解緣。除

了一連兩天在二樓「學生活動室」有

新書展賣外，還有「從閱讀中學習組」

的義賣活動。全校師生不甘後人，紛

紛捐出家中舊書。一連三天的午飯時

間，教職員及學生都圍攏在林護公紀

念像前，他們彎腰埋首，不斷翻閱檯

上書籍，希望能找到心儀的經典名著或名家小說。是次舊書義賣，收益合共一千

九百多元，將全數捐助「苗圃行動」，為山區兒童教育出一分綿力。 

 

本校素以全人教育為目標，故林護同學

皆靜若處子，動若脫兔。英文科特別安排英

語話劇團演出，亦有中四及中六級同學之英

語音樂匯演，讓同學能在課堂外得以沉浸於 



 

 

不同的英語環境，持續學習英語。劇中

演員傳神而動人的演繹，悅耳動聽的歌

聲，為學術週再添文化氣息。如果同學

想學以致用，大顯身手，他們更可於午

飯後到「英語閣」，跟外籍教師龍老師及

交換生瑪利亞暢談中外，論盡古今，實

一樂也。 

 

 

不得不提的是「社際學術常識問答比賽」。四社集結精英，組强陣應戰。就

算早上申請公假的學生，辧過了事，也即怱怱趕返台上，為社爭光。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觀眾固然欣賞幕前同學知識廣博，但不要忘記幕後的團結故事。 

 

 

 

 

 

 

 

 

本屆學術週得以圓滿結束，實感謝老師和同學鼎力協作及積極參與活動。最

後，借用中四同學刊於南華早報*的文章作結： 

 

     The Academic Week was a great success.   

    No doubt students w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next year. 

 

*Happenings School News by Victor Li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Young 

Post page 2 on 16
th

 Ma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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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 飛天鼠風箏創作大賽飛天鼠風箏創作大賽飛天鼠風箏創作大賽飛天鼠風箏創作大賽 

   

為迎接鼠年，並透過風箏創作，加強學生對中國傳統工藝的認識，我們在 

二月二日(星期六)，冒着滂沱大雨在「香港教育學院」為林護打拼。 

 

C ( 顏家麗 )；L ( 劉寶琳 )；F ( 陳邵敏 )；E ( 周明慧 )；B ( 郭鑑賢 )；Choi ( Miss Choi ) 

 

Choi：：：：你們於放學後留在 Art Room 埋頭苦幹，跟上課時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C：：：：很新奇哩！我們發現很多豐富的物料，可以接觸到更專業的素材。 

F：：：：好像我畫錯了，竟可用 gesso 成功補救和修改。原來創作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B：：：：在製作參賽作品的過程中，每天逗留至晚上八時，那是從未試過的經歷。 

L：：：：回想那過程也不太吃力，只是晚一點回家吃飯。 

B：：：：但晚上的 Art Room 外，黑漆漆的，好可怕啊！  

       

E：：：：想起曾在籃球場試驗放風箏，很難忘！ 

Choi：：：：為什麼？ 

E：：：：因為風箏放爛了，怕給 Miss Choi 責罵，那是屬於 Miss Choi 的風箏！哈哈哈哈！(一眾) 

Choi：：：：哼！你們還記得自己的「傑作」。不打緊，反正是上教師工作坊時隨便製作的風箏。 

F：：：：想起每天可以自由佔用整個 Art room，原來跟上課時擠擁的感覺很不同。 

L：：：：寓比賽於娛樂，真的很高興！。 

L：：：：Miss Choi 除了有嚴厲的一面，還會跟我們說笑哩！ 

F：：：：對呀！跟想像中很不同。當我們做錯了，Miss Choi 會提醒和指引我們如何做得更好。好

奇怪，感受不到一點壓力。 

Choi：：：：那全是因為你們對自己有期望和要求的緣故。 

C：：：：我也有同感，但凡我們想做到的效果，Miss Choi 都會幫助我們達成。 

B：：：：其實我明白 Miss Choi 是想幫我們把作品做得更出色，可以在比賽中奪取獎項。 

L：：：：是呀！所以大家都很開心。 

C：：：：過程中彼此幫助，我們的合作性很高哩！ 

F：：：：相比以前，大家都較以前熟絡，我們四個女同學對 Bobby 也熟悉了很多。哈哈！(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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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家人知道你們得獎，反應如何？ 

L：：：：媽媽說我遺傳了她的藝術細胞。爸媽想了很久，終於決定把我的作品放在電視機上。 

C：：：：我媽媽很高興，開始考慮該把獎狀放在哪兒。 

E：：：：我也把得獎作品放在家裡，每天看見都很開心。 

F：：：：最初以為自己的作品很平凡，但參加公開比賽，才 

發覺自己的作品比別人優勝。 

L：：：：我亦是第一次突破自己，嘗試在作品中運用很多奪 

目的顏色。 

Choi：：：：以後會繼續參加比賽嗎？ 

L& B：：：：會！因為既好玩又有成功感。 

C：：：：很難得我們有機會參加這樣大型的比賽，人頭湧湧的！ 

 後記： 鳴謝梁校長在百忙中借出於維舫購買的微型風箏作同學參考之用。 比賽當日，我們僅敗於一名 Form 6 學生手上，屈居亞軍，但我們卻是獲獎最多的學校，六位參賽的 Form 2 同學一口氣勇奪四獎。 更多有趣資訊可瀏覽以下網址：：：： 中國的藝術－－風箏  
http://content.edu.tw/local/tainan/kunhwa/kites.htm  
1+1 創作室  

www.chinalane.org/life013/101studio/00002214.html 

      
2B 顏嘉麗(中學組「最佳創意獎」亞軍)        2B 劉寶琳(中學組「最佳創意獎」季軍) 

      
2B 周明慧(中學組「最佳創意獎」優異)        2B 陳邵敏(中學組「最佳創意獎」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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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中國文化科專題展覽中六級中國文化科專題展覽中六級中國文化科專題展覽中六級中國文化科專題展覽 
根據高級程度會考中國文化科的要求，每屆的預科同學，均要研習和中國文

化有關的專題並作出報告。今年中六級三班同學，採取了展板的形式，一來有別

於傳統讀書報告的呆板抄錄資料，二來更可以和各級同學分享學習成果。下面讓

我們看看他們部份的作品和合作的心聲： 

 

 

 

 

旗袍 – 旗袍是中國女性的象徴。

透過今次的中化專題研習，我們了解到旗袍發展歷史悠久，其中反映到滿漢融和

以及中國傳統女性的解放。旗袍款式和流行程度的演變，更體現了中西文化交流

和互補。這次的專題研習豐富了我們的知識，更體驗到團結的重要性。 (6F) 

 

 

繩結 – 我們希望透過「繩結舖」，讓大家認識這一門中國傳統的手工藝。今時

今日的社會開放，不再崇尚含蓄，不需用繩結來表達心意；但在我們製作繩結的

過程中，卻體會到這種傳統工藝蘊含的濃情厚意和智慧。把繩結掛上展板的一刻， 

我們都很感動，那些繩結亦代表了我們對大家的祝福。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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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蘭節 – 盂蘭節是一個有所避忌的節日，今日香港年青一輩對它更是不熟悉， 

透過這次專題研習，我們得知盂蘭節的來源、習俗儀式和文化意義。在展板設計

上我們花了心思，既然盂蘭節是鬼節，展板便免不了鬼怪的元素；但同時我們又

不希望整體觀感只有恐怖的氣氛。我們最終以寫實的牌架配上了鬼腳遊戲來增加

趣味性，力求達到現實和藝術的平衡。  (6H) 

 

 

今次壁報設計給我們一種新鮮感，以往我們沒有試過利用展板來交功課和作考試

評分。由搜集資料、購買材料、到最後上板，期間困難重重，爭拗不斷。我們甚

至把原先的構思在最後一刻全部推翻，這引發了我們平日潛藏的做事認真的一

面。展板完成後，看到同學們駐足圍觀，我們又體驗到「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的道理。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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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運動三週普及運動三週普及運動三週普及運動三週 

 林護中學體育校隊及學生健康推廣組於三月期間合辦了「普及運動三週」。 
  「普及運動三週」的目的是讓同學明白經常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適逢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我們更希望藉此喚起同學的關注和支持。   「普及運動三週」舉辦日期為三月三日至十九日，期間節目內容非常豐富，包括五大類別： 

� 班際比賽--中一級班際划艇比賽、多人多一足、三人籃球、閃避球 
� 奧運活動--最佳運動員選舉、午間電影、問答比賽 
� 林護人紀錄大全 -- 跳大繩及賽艇王(體育校隊負責)                     --九宮格排球發球手及三分神射手 ( 學生會協辦) 

� 舞蹈、空手道校隊表演 
� 場地開放 -- 乒乓球、羽毛球、賽艇試玩、健身室  
 這次的「普及運動三週」能夠順利舉行，實有賴各同學和老師的支持。而令我們最鼓舞的是老師和同學都積極參與，尤其是新設的班際比賽，更令今年「普及運動三週」成為有史以來最多同學參加及反應最熱烈的一次。希望勤做運動的風氣能在學校普及，同學能把握機會去親身體驗，並從中了解運動的實際效益。 

 

 

 

 

 

 

 

 班際三人籃球賽班際三人籃球賽班際三人籃球賽班際三人籃球賽  勝出班別與老師進行挑戰賽 

 

 

 

 

 班際班際班際班際 1人多人多人多人多 1足比賽足比賽足比賽足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