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
何承軒

友感言

我

的子女在禮中

中文大學經濟系

今天我成功入讀中大經濟系，我不能不感謝禮中。老師教學認真，提升我的

2D 關思祈及5C 關兆弘家長

3D 李鎵穎家長

校長的話

學習興趣。透過參加不同的聯課活動，如辯論隊、科研隊，讓我智慧增長，

孩子喜愛禮

我很高興小

視野擴闊，當中的思辨及思考訓練，為我的學習奠定良好基礎，有助我提升

中的學校生活，看

女去年能入讀禮

學習效能，讓我在中學文憑試有良好的發揮。

到老師對孩子的教

中的中二級。在

執筆寫這篇校長的話，是在

導、鼓勵、支持、

暑假期間我很擔

一個平凡的星期五，在這一天，

賞罰及包容，我實

心女兒是否適應

我在禮中日常的運作中，看到學

在感恩。中一暑

新的校園生活，

生健康的成長。

期適應活動，中二潛能發掘訓練營，中三生涯

以 及 能 否 跟 老

為社區貢獻力量。今天我在香港大學修讀教育及科學雙學位，我會以老師

規劃，接著高中選科安排⋯⋯雖然哥哥返家後

師及同學融洽相

為楷模，以培育學子為己任，這是我答謝老師的方法。

不是談很多，但是，看見他積極學習，健康成

處，幸好在開學

長，實在不能不讚賞學校對他的教導及栽培。

前，禮中舉辦了新生講座，詳細向我們介

徐彩怡

香港大學教育及科學雙學位
從國內來港後便入讀禮中，老師像父母一般教導我，帶我探索知識的寶
庫。透過參加學校宗教活動、擔任團契職員，與很多愛我的弟兄姊妹一同
成長。老師又帶領我們走入社區，服務有需要的人。很快我便投入社群，

盧志揚

香港科技大學工程系

回憶禮中的歲月，最難以忘懷的是擔任學生會幹事的日子，大家群策群力，為同
學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包括禮中首屆的Fashion Show及禮足盃等等。當中，我明白
到責任感的重要，在團隊當中，每個人都必須緊守自己的崗位，認真看待自己的
責任，活動才能夠順利進行。這些得著，令我在日後待人處事上獲益良多。深信
同學不論何事，只要相信自己，盡責及努力不懈，最終你總會收穫豐富。

除此以外，更讚賞學校所設的獎勵計劃，
帶給同學們成功感、滿足感，讓同學們得到認同
與鼓勵，加強他們自學及自理能力，又令他們更
積極學習。近兩年推出的「六升計劃」，更 有
效提升孩子的英文水準。去年，妹妹入學，令
我再一次參與學校的中一各項活動，感恩學校

紹學校，又有中二生分享了適應中學生活
的心得，尤其感謝陸老師的詳盡講解。全
賴學校貼心的安排，小女才能這麼快就適
應新的環境，享受校園生活。

享。在紛亂的社會，價值教育要
迎難而上，討論這個課題並不容
易，我感謝教師同工，在這喧鬧
的世代，不畏艱辛的協助學生堅
立純正的價值觀。
早會之後開展課堂，我亦開始觀課。老

2016-2017畢業生 謝孝行家長

師講解精闢而有條理，學生認真參與反應積

感謝神安

極，從師生互動的情況，可以見到關係融洽

初中時我是一名風紀。最難忘的是維持小賣部秩序的職務。我和一班風紀隊員

步。有幸我們能成為一分子，為學校感恩，多

排孝行入讀這所

及互信，這是嚴而有愛的結果。我感謝上

同心協力，站守在不同位置，勸喻同學守秩序，以保障同學安全，並得到所需的

謝天父！

中學，回想幾年

帝，禮中有這一班善教的老師，亦有這一班

服務。這個經歷令我在待人方面，變得有禮圓滑；處事時小心謹慎，並能隨機應

前，孝行將要升

勤學的學生。

變。謹願師弟妹們能守規有禮，共同建構一個秩序井然，和諧的禮中。

中二時，因反

香港大學工程系

使，令我日漸有系統地處事，也發現自己的專長。老師耐心教導，常常為我們補
課，又不斷鼓勵我。加上學校為我們提供舒適和寧靜的溫習室讓我面對文憑試前
專心溫習。在此衷心感謝學校及各位老師！

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系
中二那年，機緣巧合下，我加入了禮中的辯論隊。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參賽，我慢
慢懂得多角度思考，增加了對社會及時事的認識。每一次比賽，都要搜集大量資
料，雖然過程很辛苦，但得著甚豐。我既可與一班隊友共同進退，增進彼此的友
誼；又可藉著整理資料，提升自己的語文水平及思辨能力。而且經常要在台上發
言，有助我改善說話技巧及增強公開演說的信心。以上種種，都為我的中學生涯
添上了不少色彩。

改、堅持服務的原因：「這是我對孩子的身
教：盡心盡力。」我為青年人感恩。
下午3時35分，放學了，亦是課外活動開
展的時候。這一天，因為各級團契開始了，禮
堂充滿歡樂。走出禮堂，正值學年之初，制服
團體、科研隊、辯論隊、運動校隊、合唱團、

2C 鄭朗軒家長

叛的他操行不達

教師同工常笑說：星期五是基教日，因為

樂團、戲劇學會、學生自創的學會，都在招募

回想去年暑假時，

標要留級，我們

這一天課堂上，以團契的形式推行中五中六的

學員，開展活動。我欣賞同學，在學生會、風

我心裡還是戰戰兢兢，

走遍多所學校

基教課，由老師及禮賢堂會肢體帶領查經及分

紀、四社中自立自主，亦能在豐富多元的課外

忐忑不安！懷著既期待

都不被接受。最

享；這誠然投放了龐大的資源，但資源背後，

活動中建立自信、培訓才能。

又擔心的心情，迎接兒

終得到 禮 中 面 見 ， 感 恩 老 師 懷 着 天 父 的

是禮中對生命教育的堅持。學生是上帝的創

子升讀中一。原來學校

愛心，給小兒一個悔改、自新的機會，

造，是被愛而有價值的。我希望禮中的學生在

早為中一生預備了多元

批准他轉校升讀中二。這數年來，老師

這樣的肯定中，建立健康自我形象。

化的體驗課程，到正式開學，看到兒子對學校

的愛心令他在性格及行為上都有大大改

的適應，並告訴我很喜歡這所中學，而我也感

善，面對文憑試他更加努力讀書。看見

受到老師的愛心，對學生的關懷，我真的很感

他的轉變真是有無比的感恩，讚美主！

恩，感謝神美好的預備。

在神以內，凡事都能！

香港大學理學士

禮中是一個進德修業的好地方，我在這兒參加數理比賽、英文話劇和擔任學術大

劉綺琪

早會中，老師就言論自由作分

有優秀的校長帶領好的老師，推動學校不斷進

張硯波

方俊宏

8時05分，同學齊集校園。

日落黃昏，我走到新開闢的蝴蝶園，這
裏以前是未被發掘的小荒地，我們在此開闢園
圃、建立蝴蝶園，今天，我在這裏見到第一隻

午膳時課室內，師生一同謝飯禱告分享，

蝴蝶，美麗、斑斕。投放心思，今天見到初步

這是家的溫馨。而溫馨的背後，有家長無私的

的成果，我雀躍的期盼：未來蝶影處處。祝願

奉獻：每天有家長義工為學生翻熱飯盒，她們

我們禮中的青年人實踐所學：投放心思，盡心

用私人時間為全校學生服務。問到她們風雨不

盡力，緊靠上帝，開創豐盛人生。

禮

中與我

徐諾恩 中三級
不經不覺，我入讀禮中已兩年多了。從前我常常怕做錯而不願嘗試，但
在禮中，我參加了不少活動，這些活動令我有很大的轉變。我自中一起便

劉詠淇 中二級

參加基督少年軍，那令我變得越來越有自信。升中二那年的暑假，小隊長

禮中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十分親切溫馨，和我起初想像的「嚴校」不

邀請我在中一啟導班宣傳，我答應了。那次，我才發現我已改變了。

一樣，這裏的老師很友善，同學相處亦很融洽。

記得中一那年，我第一次在台上表演才藝，那時我緊張得很。但我中

起初我心想：這所中學跟小學同樣叫禮賢會，以前小學的課程已不輕
鬆，現在會不會更辛苦呢？但是想不到，這兒課程安排得很好，老師對每個
課題皆瞭如指掌，教導時很有耐性，讓我們容易明白。學校考試的日子也不會
太緊密，有充裕的時間讓我溫習。另外，從小五開始，我的中文成績便不太理
想，中一階段的中文科程度較深，我擔心會應付不來，幸好中文老師邀請我參加中

二時居然有勇氣參加Acappella（無伴奏合唱）作公開表演。這是我另一個大突
破。中二時我還擔任團契職員，並加入了敬拜隊，感恩我有機會藉此事奉上帝，服
侍他人，以歌聲讚美主。
更感恩是我在禮中發掘到一個全新的我！

文補習班，令我的語文水平不斷提高，現在我學習中文較以前輕鬆了。
記得我中一入學才三個多月，我已愛上在這裡學習。我相信是主引領我來到禮中這個大家庭，
以後我會積極充實自己，更享受在禮中的校園生活。

麥嘉敏 中五級
對我來說演出舞台劇不只是為興趣，舞台也是一個可以給我們發聲的平
台。就如去年的《心鏡》一劇，我們希望借此表達對社會現象及問題的一些
想法，從而引起演員及觀眾的反思。很多謝學校讓我們擁有這個平台。

葉嬗頤 中二級

記得去年演出《心鏡》前的籌備工作非常緊迫，彩排時間亦有限，

中一那年，我首次參加校際朗誦節二人朗誦，當時的情景，至今仍歷

幸好得導師及老師的指導，戲劇學會成員間充分合作，演出才可以順利完

歷在目。「今次冠軍的隊伍是……」我和同伴還在猜冠軍隊伍是誰，萬料

成。很感恩此劇能獲得多個獎項，我們更獲邀在元朗劇院公開演出。我們會

不到……「冠軍是第八隊，黃為儀，葉嬗頤…」冠軍竟是我們！最初，我

繼續努力，希望來年更加進步。

們互相對望，淺笑，過了一會才從夢一般的虛幻中跳出來。繼而是大笑，
心跳加速，冠軍！我們是冠軍！
練習過程中，我有不少失誤，但感謝李老師細心教導和同伴的包容及鼓
勵；他們使我重拾信心。最終，我們這份默契能在比賽中發揮出來，終致獲勝。

黃宇哲 中六級
學校鼓勵同學進取學習之餘，亦常積極為學生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
中四那年，我獲學校提名參加「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因此我有
幸能前往國內，參觀各大研究所，與香港、中國的教授們探討航天的發展，

余曉晴 中六級
回想過去，我是一個缺乏自信的人，但在禮中不斷學習，經過很多培
訓，我不但成為學生會主席，更有機會參加不同領袖訓練，當中的經歷，

也因而接觸到不少新穎精密的科技。接著，我還參加了2016青年科技論
壇，聆聽四位卓越的科技創業家分享把夢想變理想的創業經歷，明白實踐的
重要性。這次活動不需任何費用，沒有對我家庭帶來額外經濟負擔，相信沒有學
校的支持，我不會有這次難能可貴的課外學習經歷。

非三言兩語可說清。
另一方面，學校亦為同學設立不同獎學金。這幾年，我獲得校方頒發「御藥堂人間有情獎學
一直以來，學校給我不少機會，讓我擔當不同的職位，又給我很多鼓

金」，這是一位校友的心意，於我來說，更是一份真摯的鼓舞，叫我繼續奮發。這些獎學金為同學

勵和支持。記得中二那年，班主任推薦我成為風紀，連我自己也沒有太大的

提供更優越的學習條件，同學會運用獎學金參加不同的興趣班和活動，發展不同潛能。除了校內的

信心，但老師很信任我，並不斷鼓勵我，終於我能成為一個稱職的風紀。此外

獎學金，最近我還獲頒發校外的「黃廷方獎學金」，若不是學校的推薦，恐怕我亦不會獲獎及有機

擔任社幹事，思健大使等，也可使我發揮潛能。

會參加大型的頒獎典禮，與他校獲獎同學交流。

學校又鼓勵我參加校外活動，例如朗誦比賽，當中我得以鍛鍊口才，提升說話技巧，並獲得寶

此外，學校亦根據同學的需要給予額外的幫助，如開設不同類型的課後補習班，支援同學學

貴的參賽經驗。此外，學校又推薦我報名參加不同課程，包括資優學院、領袖200等，讓我與其他

習，中五時我曾參加奧數班，提升數理能力。此外，由於我在英文口語上表現平平，副校長主動邀

有才能的人交流，見識更上一層樓。

請我每星期午膳一同練習英文口語，裨補不足，這實屬難得，除了感謝，還有感動。

我深感榮幸去年能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獎」，本年度又獲得「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獎勵

這幾年，我體會學校如何努力為同學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機會，亦感受到師長的關愛、提拔和寄

計劃」中的「卓越學生領袖金獎」及「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中獲「優秀學生獎」。實在要感謝

望，幾個月後我就要迎戰中學文憑試，準備的過程自不容易，但我定會竭盡全力，作為對學校、各

老師過去的扶持，讓我藉著活動及服務，認識自我，發揮所長，奠定獲獎的基石。

位愛我的師長的一份回報，不負學校、師長、校友前輩們的寄望。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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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Yee-lam S.4 (2016-2017)

Th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OLE) Days

The highlight of the year at our school is th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OLE) Days.
The activities broaden our horizons and help us make more friends as we interact with our
schoolmates.
Students take part in five OLE Days each year. They can sign up for activities offered
by various clubs. They focus on things such as handicraft, sports, culture, technology, green
living, games, languages, arts and music.

This year, the War Games Club was the most popular. Students had to work with their teammates to complete
different challenges or missions and achieve a common goal.

On OLE Days, students get to learn in a relaxing atmosphere. One of my classmates joined the Handicraft Club last
month. She said they offered exciting activities which helped her gain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She added that OLE
was not only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but also a thought-provoking event that helped relieve boredom and stress.
OLE Days ensur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m build up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In other words, students get to learn a lot outside the classroom.

Lai Chung-yan S.4 (2016-2017)

The Language Week

The school’s annual Language Week was held from October 17-21.

My favourites were the game booths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Clubs. For
exampl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look at a bunch of things for 40 seconds. Then they were
given a list and told to circle the ones they could remember. Students who collected a certain
number of stamps from the booths could get snacks and desserts for free. Senior students also
watched an English drama adapted from the classic ‘A Christmas Carol’ by Charles Dickens.

Hsu Lok-in S.4 (2016-2017)

Our school’s Open Day

Our school’s annual Open Day was held on October 23. There were lots of game stalls to
showcase the talents of our students and staff member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talls was set up by the English Club. It included two games:
Snapshot Challenge, a memory testing game; and Ping Pong Scrabble, in which students had
to use chopsticks to pick up balls with letters and then spell these words to win.

Student Ambassadors led the campus tours, so guests could see the newly renovated school
library, Green Kitchen, band room, and more. People who visited our school enjoyed themselves a lot.

Lau Jac-khan, Bryan S.5 (2016-2017)

Should teenagers be allowed to buy alcohol?

Definitely not. Nowadays, teenagers like to be fashionable or look mature. Some may
think buying alcohol and having a drink with their peers is a way to show their maturity.

I believe teenagers don’t have enough self-control and are not mature enough to be
given the right to buy alcohol.

I have seen many news reports about the bad things that happen to teenagers who are
drunk. They can be robbed or even physically assaulted. In some cases, those who have had
too many drinks are even sent to hospital. These incidents show that drinking can pose a
serious danger to teenagers’ health, and even their l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