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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Sharing – Heroes for All Times
By Louise Leung (3A)
People have always needed heroes. Heroes inspire us to do great things.
My favourite heroine, Florence Nightingale, was a girl who didn’t work
to have millions of dollars or admiring fans. Her struggles teach us to
dream of making a world filled with justice, beauty, and peace instead
of violence, hatred, and suffering. She was also brave and strong. I
have learned a lot through reading her story.

Book Sharing - Leonardo Da Vinci
By Mak So Fei (4A)
Leonardo was an incredible artist, inventor and scientist.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ideas created by this amazing genius was called,
‘The Mirror Writing’, which I found the most fascinating. Although
Leonardo da Vinci die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I still admire his
creativity and versatility, which are the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rarely found in young people nowadays.

Book Sharing – Psycho
By Jaden Chan (5A)
The society is now full of anger, distress and despair. Some people may
do harmful things claiming that they have no other choices and put the
blame on the society. Their inappropriate behaviours are caused by their
evil wills. Imagine what our society would be like if we all think about
ourselves and have no respect for others. I hope we will all be a good
person and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stead of causing troubles.
Remember, we do have a choice to be good or bad, and the choice is in us!

親子閱讀約章
為培養家長和學生閱讀的興趣和習慣，家長教師會每年
都會舉辦「閱讀約章」計劃，家長和學生可於指定時間內
自由閱讀不同類別的課外書或報章，並且記錄閱讀內容。
本年度5A班獲班別大獎，個人獎項方面則由1C班兩位同學
獲得雙冠軍。
(左：屈潔穎，右：李玉琳)

音樂日

本校與廠商會蔡章閣中學合辦的音樂日於3月31日假荃灣大會堂演奏廳隆重舉行。
是次為兩所學校首次攜手合作，兩校精英落力演出，為觀眾帶來高水準音樂享受。

評判兼表演嘉賓
林志程老師傾力演出

5B在班主任的帶領下
奪取班霸金獎

遊學團

除了美妙的歌聲，
當日舞台上也有不少表演樂器的高手

組合組金獎得主

獨唱組金獎得主

台下的觀眾看得如癡
如醉，麥校長都忍不
住舉起大拇指讚好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本校每年均會籌辦不同主題的遊學團，讓同學有機會
到境外學習當地的歷史文化。一起來看看本學年當中的一些遊學團花絮吧!

台灣四天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西安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之旅

上海體育及文化探索之旅

北京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

廠商會中學文史週
發掘中國文化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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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文史週以「中國文化面面觀」為主題，透過攤位遊戲、
班際問答比賽、講座，讓同學更認識中國文化、中國歷史。 中華民族對對碰攤位遊戲

社會科學週

在經商學會的銷售活動中
中三級同學一嘗創業的滋味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器官捐贈」問答遊戲

從理論到實踐
由通識科、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科、旅遊與款
待科、經濟科和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辦
的社會科學週又來了，
今年的活動特別豐富，
大大小小的活動總共有
二十項之多。
參加立法會導賞 同學有機會
跟立法會議員對話

經商學會同學參觀「國泰城」
的模擬機艙
旅遊與款待科餐具擺放遊戲

通識科使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
問答比賽

廠商會中學畢業典禮

本校第六屆中六畢業典禮於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假禮堂隆重舉行，
席上邀得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章曾鈺成太平紳士蒞臨主禮。

校長麥耀光博士報告近期學校
發展重點，並寄語畢業同學有
美好前程，活出一個充實的人生

主禮嘉賓曾鈺成太平紳士
授憑予畢業同學及致訓辭

本年度的服務生為蔡惠星(左一) 承蒙各位嘉賓撥冗出席，令畢業典禮生色不少
及徐玉章(右一)同學

畢業生代表分別以中文及英文致謝辭

本年度模範生
吳嘉偉(左一)及施銘潔(右一)同學

典禮圓滿結束，嘉賓與一眾畢業生
自拍留念

推廣學校委員會製作
顧問：麥耀光校長 編輯委員：何慧微老師、陳詩敏老師
主席：何慧微老師 版面設計：譚建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