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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表揚教師計劃」頒獎典禮第二十六屆「表揚教師計劃」頒獎典禮

  能夠獲此殊榮，深感榮幸。學生的學習進度或許有快
有慢，但我深信人人都有天賦，若能細心觀察，定能發掘

學生的專長。教師因材施教，為學生安排合適的教學活

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透過鼓勵

及讚賞，肯定學生的表現，讓他們建立信心，在學習中不

斷進步。

  教師除了教授知識外，更重要是陪伴學生成長。過程
中難免會遇到困難，但只要堅持、嘗試不同的方法、耐心

地給予指導，學生會慢慢地感受到老師對他們的關愛。教

師的支持和鼓勵，必定可以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潛能、建

立自信、培養樂觀積極的態度。

  教育是樹人大業，任重而道遠。再次感謝校方的支持
和鼓勵，定會繼續努力，陪伴學生成長，以生命影響生

命，為學生帶來正面的改變。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於
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舉
行「傑出教師及家長義工嘉許

禮」，本校家教會委員朱淑玲

女士、林錦煥女士及林燕萍女

士獲頒傑出家長義工；另張慧

芬老師及李漢成老師獲頒傑出

教師，特此恭賀各位。

傑出義工及家長教師嘉許禮傑出義工及家長教師嘉許禮

  本校同學在暑假期間參與
由辯論協會舉辦的培菁盃辯論

比賽，獲得中學組冠軍。

  本校阮麗華老師獲校方推薦，於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出席由敬師運動委員會舉辦的敬師日第二十六屆
「表揚教師計劃」頒獎典禮，接受表揚。恭賀阮麗華老師獲獎，並祝願她繼續「春風化雨育棟樑、教澤誨人頌師

德」。

阮麗華老師分享阮麗華老師分享

培菁盃辯論比賽培菁盃辯論比賽

李校長（右四）與本校獲獎家長及老師上台領憑李校長（右四）與本校獲獎家長及老師上台領憑

李校長（左一）、施卓凌老師（左二）與獲獎同學在台上合照李校長（左一）、施卓凌老師（左二）與獲獎同學在台上合照

阮麗華老師（右一）與授憑嘉賓合照阮麗華老師（右一）與授憑嘉賓合照

2121



 無懼逆境
奮勇求進

  二零二一／二二學年對基智中學來說是挑戰處處的一

年，同時也是滿懷感恩的一年。疫情持續不去，全港學

校在一月再次停課，以及破例在三月中旬加放了「特別假

期」。自去年開學禮，半天實體校園生活只有四個半月，

師生就被逼再度回歸網課，運動會等各類校園活動相繼取

消，同學學習壓力倍增，同時失去了他們黃金歲月中多少

個寶貴的校園生活回憶。即使如此，有賴老師的努力和同

學的堅持，基智中學在逆境中仍能不斷進步向前，實在感

恩。同時我很高興在此為大家介紹今年學校的主題：「無

懼逆境，奮勇求進」。

  在隨時停課的陰霾下，校園活動對同學來說尤其珍

貴。慶幸學校在停課前仍能為同學舉辦了一系列的校園活

動，例如內容豐富的 STEAM教育周，寓學習於娛樂的全

方位學習日，促進學校與同學交流溝通的「學生論壇」

等，同學都積極投入各項活動，反應熱烈，為同學在疫情

籠罩下創造一個個獨特的校園生活回憶。即使網課期間，

學校亦努力為同學準備了定期的活動課，例如每年農曆新

年前舉辦的「中華文化日」，今年就移師網上，同學仍可

感受到濃濃的中國文化氣息和熱鬧的新年氣氛。

校長
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李淦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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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校 園 設 施 方 面 ， 過 去 一 年 學 校 仍 有 不 少 更 新 改

善。學校禮堂進行了翻新工程，重鋪了地板，亦增設了

專 業 的 舞 台 燈 光 設 備 ， 加 上 新 安 裝 的 大 型 L E D 顯 示 幕

牆，基智禮堂是一個擁有先進設備的禮堂，亦可作遠程

實時講台，同學日後可在更完善的環境下舉辦各類大型

活動和表演。此外，有蓋操場下的「共享學習園地」亦

已開幕，同學可以有一個更舒適的環境展開各類學習活

動。與此同時學校地庫亦快將改建完工，同學將會見到

一個嶄新的擁有先進器材設備的室內運動場地。露天大

球場亦趁著秋涼日子日夜趕工，重鋪並髹上全新顏色，

而天台則於聖誕假期間開展太陽能採電工程，學校為保

護環境也盡一分力。

  在疫情之下最應給予鼓勵和支持的是今年面對文憑

試的應屆中六學生。持續的疫情幾乎佔據了他們三年的

高中生活，實體課大多只有半日，他們更多面對的是冰

冷的電腦屏幕。在如此艱難的逆境之下，仍見同學努力

拼搏，奮勇向前的精神。本校應屆中六級同學於文憑試

取 得 理 想 佳 績 ， 不 少 學 生 都 升 讀 了 他 們 心 儀 的 大 學 課

程，向著他們的人生夢想繼續前進。我們亦邀請了十多

位升讀不同大學的同學跟學弟學妹分享心得，並給予鼓

勵。祝願應屆畢業同學早日學有所成，鵬程萬里，亦希

望他們能謹記校訓「識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將所

學服務社會，貢獻國家。

  無 可 否 認 ， 過 去 一 學 年 香 港 教 育 界 面 對 艱 難 的 挑

戰，一方面要應對疫情的肆虐，另一方面亦面對大量教

育人才流失問題，感恩的是基智團隊仍然十分穩定，在

各教職員緊守崗位，並與同學攜手努力下，雖在逆境之

中，仍奮勇求進，創造理想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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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教育周STEAM教育周

全方位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日

  本校十分重視同學對校園生活或教學的
各種意見，故學校自評及發展委員會邀請李

淦章校長、何穎文副校長、何巍毅副校長、

歐陽超源副校長，以及一眾老師於10月22
日（星期五）下午與同學會面及討論。是次

論壇讓校方聆聽到更多同學的意見，同學亦

感受到校方重視學生的意見，雙方有良好的

交流溝通。

學生論壇學生論壇

繽紛樂
校園生活校園生活

  本校於2021年11月25
日（星期五）舉行全方位學

習日，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及

全體老師到香港海洋公園進

行活動，寓學習於娛樂。

  本校於2 0 2 1年1 0月1 1至1 5日舉辦
STEAM教育周，內容包羅萬有，包括周會
講座（主題：都市生態學）、早會STEAM
主題短片分享、小息時於副堂擺放展板及

進行即時問答有獎遊戲、與金禧學習資源

中心合作舉辦STEAM書籍及科研雜誌展
覽、放學後於網上進行STEAM主題活動。
並於STEAM教育周後，舉辦網上問答比
賽。學生積極投入各項活動，反應熱烈。

李校長與眾位副校長出席學生論壇李校長與眾位副校長出席學生論壇

同學以平板電腦進行即時問答有獎遊戲同學以平板電腦進行即時問答有獎遊戲

遊戲後同學在副堂揀選禮物遊戲後同學在副堂揀選禮物

李校長（右四）與同學於香港海洋公園門前合照李校長（右四）與同學於香港海洋公園門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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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22年1月21
日（星期五）舉行網上「親子剪紙工

作坊」，邀請家長委員蕭秀壇女士教

授剪紙技巧，家長與子女一邊觀看教

學影片，一邊學習中國非遺文化剪紙

藝術，為慶祝新年作準備。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剪紙親子工作坊剪紙親子工作坊

  中四級和中五級學生於2022年7月25
日（星期一）參與百仁基金菁青相惜計劃

之「人才經驗與事業成就」分享會。當日

雅天妮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謝建龍先生到校與學生分享自己學習、工

作、生活的見聞與感受，希望透過這項活

動，鼓勵學生積極裝備自己，確立未來發

展方向，同時為同學提供與青年企業家或

專業人士直接溝通認識的機會。

百仁基金菁青相惜計劃百仁基金菁青相惜計劃

  生命教育委員會和學生會於本年5月23日
（星期一）舉辦了「1 ON 1生命教育盃籃球
比賽」。表現優異的同學於結業禮後跟老師及

校友進行了一場精彩的師生籃球賽，李校長更

主持了開球禮，參與老師包括何巍毅副校長、

歐陽超源副校長、施卓凌老師、何文亮老師、

黃富子圖老師、歐陽婉兒老師及陳志輝老師。

生命教育盃籃球比賽生命教育盃籃球比賽
師生籃球賽師生籃球賽

李校長（左一）、何副校長（右一）李校長（左一）、何副校長（右一）

與家長在剪紙圖案成品前合照與家長在剪紙圖案成品前合照

李校長（前排中）與師生於比賽前合照李校長（前排中）與師生於比賽前合照

菁青分享會菁青分享會

李校長、主講嘉賓及出席師生在操場大合照李校長、主講嘉賓及出席師生在操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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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剪紙親子工作坊剪紙親子工作坊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於7月26日
（星期二）參與試後活動「互動變

臉表演」。變臉大師愉師傅到校即

場表演變臉，講解變臉的歷史，及

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生除欣賞中國

傳統文化技藝外，更能上台參與變

臉演出，表現積極及投入。

變臉文化活動表演變臉文化活動表演

  每年農曆新年前夕，本校皆舉辦中華文化日，本
年度亦不例外。本年度的中華文化日於1月27日（年廿
五）舉行，由中文科、中國歷史科及學生會合辦。當天

因疫情關係大部分活動只好改為網上進行，但一如既往

節目豐富。校長及眾老師預先錄製賀新春短片「中華文

化日虎年賀歲」，於當天早會播放，學生可感染新年氣

氛，表現雀躍。老師鼓勵學生參加網上問答遊戲及猜燈

謎，學生可藉此認識中國傳統習俗文化，更可透過遊戲

獲取禮物，各項活動深受學生歡迎。

文文史史天天空空

中華文化日迎新春中華文化日迎新春

愉師傅到台下與出席師生大合照愉師傅到台下與出席師生大合照

愉師傅邀請同學到台上參與表演愉師傅邀請同學到台上參與表演

李校長與同學向各位拜早年李校長與同學向各位拜早年

李校長（右二）與眾老師書寫賀年揮春李校長（右二）與眾老師書寫賀年揮春

眾老師擺設賀年鮮花眾老師擺設賀年鮮花

55



  由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行走中的文化」電視節目，包含由中國文化
不同領域的專家或賢達帶領學生進行體驗式學習。本校學生於「中國飲

食」單元比賽獲得殿軍，並參與香港電台節目錄製。行走中的文化行走中的文化

  本校於去年12月的兩個
周六早上，舉辦作家創作工

作坊，邀請了著名作家袁兆

昌擔任導師，指導本校中三

至中五級共五十多位學生中

文創作的技巧，學生積極投

入，獲益良多。

作家創作工作坊作家創作工作坊

作家講座作家講座
（中三級）（中三級）

  中三級作家講座於2022年6月14日（星
期二）在禮堂舉行。中三全級同學參加。由

於講者作家畢名的演講風趣幽默，令同學專

注投入，能啟發同學選材和創作的靈感。

台下同學聚精會神專注演講台下同學聚精會神專注演講

講者畢名於台上演講講者畢名於台上演講

學生上課時使用手提電話進行創作學生上課時使用手提電話進行創作

講者分享創作經驗講者分享創作經驗

本校參賽同學即時回答主持提問本校參賽同學即時回答主持提問 本校參賽同學參與拍攝片段本校參賽同學參與拍攝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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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從小到大，總會遇上一個與別不同的老師，而我遇上他的時候正處於我人生的低谷，這位老師的出
現對我而言，正如一盞路燈照亮了那原來一片漆黑的路。

  回想中四那年，我一直以來都坐在班房的角落，默不作聲地眺望著窗外的景色，看著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枯
萎凋零的落葉，聽著班房裡同學們的嘻笑聲，我的心中卻閃過了一絲愁緒，天色逐漸昏暗，在我眼中百日如一

日，如此無趣。直至那位新的代課老師出現，便打破了我一直以來的孤寂。

      上課鈴聲響起，一張陌生的臉孔出現在我的視線範圍內，只見他站在班主任身旁，時不時發出怪聲，引得班上
的同學都在嘲笑他。而我則覺得十分無趣，便轉頭望向窗外。「大家好，你們可以叫我陳老師。咯咯！我患有一

種較為罕見的病—妥瑞症，所以我會時不時不由自主地發出怪聲，希望大家多多包涵。」頓時班房子聽見同學

的一篇議論聲，我默默看了陳老師一眼，只見他雙手緊握，頭上冒著冷汗。而此時的我心中只有一種想法「像他

這樣的老師，只會落得我這樣的下場，被學生恥笑抬不起頭。」但他日後的行為卻讓我的想法大錯特錯。 
      在他剛開始授課時，他讓我們每一個同學講述自己的夢想，並要我們在堂上為了自己寫一篇作文。他的行為令
我不禁疑惑，別的老師總是爭分奪秒地指導我們各種書本上的知識，而他卻要我們為了那不切實際的夢想這一篇

作文。當同學們開始下筆寫作時，班房中一片寧靜，時不時傳來「咯咯！」的怪聲。我不禁抬頭看了老師一眼，

只見他眼神中帶著一絲溫柔微笑地看著一個個埋頭苦幹的學生，他們的臉上沒有了往日上課時的緊張感，相反每

一張臉上露出期盼和希望，班房中洋溢了一種來自對夢想期盼的幸福氣氛，而不再是一個死氣沉沉的氛圍。

      而在課堂結束後，他總會留在班房中與學生討論，我一直以為他們在討論課本知識，直至有一次，我不經意聽
到他們的聊天內容，不禁令我對他產生了一絲好奇，為什麼會與學生聊自己的過往經歷。

      一天一天的流逝，身邊的同學從一開始的恥笑陳老師的怪病，轉變為對陳老師的敬佩。而我卻慢慢明白到為什
麼大家都有如此大的變化。這一個月以來，我們上課都不用打開課本，也沒有上課規則，但神奇的是連平日裏最

頑皮的同學也會靜靜地坐在椅子上聽課，不在四處走動。而陳老師每次都會以日常生活作為例子，讓我們從中學

習背後的意思，不僅如此，他還會叫同學們一起探討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種事情的應變方法。神奇的是，在不教任

何知識的情況下，我們的成績卻又漸漸提升。

      有天放學，他叫我留在班房說要與我談夢想，我與往常一樣坐在窗邊，黃昏時候放眼望向遠方，原先綠油油的
葉子被夕陽的蛋黃色增添了一絲美意。當我回過神時，陳老師早已坐在我的對面，手中拿著我的「夢想」。他問

我為什麼對我而言夢想是虛幻的，我的夢想為何僅僅只有四個字「枯萎落葉」。他從袋中拿了一個鏡子出來，我

看著鏡中那人眼神暗淡，並沒有一個16歲青少年那活潑嚮往自由的身形。他說了一句話讓我直至多年後仍深刻記
著—為了自己發光發亮，而不是因為其他人而覺得自己暗淡無光，每個人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小火苗，而你也

一樣。在聽到這句說話後，不知為何眼眶漸趨濕潤起來。陳老師見我漸趨哭泣起來後，一直默默看著我，並伴隨

著怪聲和時不時的抽動向我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最後，當他分享完畢，我不禁為老師以往的經歷感到佩服，當他

小時候在面對同學朋友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病受了多大的抑壓，有多少的無助和難過。而我在這天深刻地明白到

為什麼同學們對老師的態度轉變的原因。

     在那天放學後，我再也沒有看過陳老師。班主任告訴我們，陳老師為了不讓我們因他的離開而難過，便不辭而
別，十分榮幸自己能做大家一個月的老師。並且給我們展示了一段有陳老師拍攝的短片，影片中陳老師眼睛中泛

著淚光充滿著不捨，只說了一句說話：「自由快樂地成長吧，各位小火苗。」這一刻，班房中充滿了大家對老師

的不捨，我明白到老師是特意在最後一天的上課日向那個孤獨無光的我分享他的經歷開解我。

     這個「老師」雖然只是陪伴了我短短一個月的學習生涯，可是在他身上卻學習到了以後接觸不到的生活小知
識，學習到各種道理，讓我們大家明白到自己也是一個小火苗，也可以一己之力發光發亮，溫暖他人的心就像老

師教導和溫暖我們一般，讓我和同學們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而「你」的出現變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我那暗

淡的思緒，那一條漆黑的路。

《遇見一位與別不同的老師》
6C 陸海燕 (22)    中六級冠軍

校內中文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校內中文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

台下同學聚精會神專注演講台下同學聚精會神專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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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1, the English Department endeavoured to enrich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and entered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That was a precious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They 
were dedicated to the training and practised diligently to prepare for the competition.

Our first team was against Buddhist Tai Kwong Chi Hong College. They argued for the motion ‘This house would 
cap the amount of clothing an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buy’.

Although the competition had to be held via Zoom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our students had a great 
time, and won their first debate!

Aurora Tsui, Florie Ho, Carol Li, Nina Yeung from 3A Aurora Tsui, Florie Ho, Carol Li, Nina Yeung from 3A 

engaging in their first English debate.engaging in their first English debate.

Students were not self-complacent despite their victory in the first debate; the second debate proved to be more 
challenging. Our team was against P.L.K. Wu Chung College. They argued against the motion ‘This house would 
deny smokers access to public health care’. The team put forward a lot of strong arguments to support their 
stance, and successfully refuted the counter arguments raised by the proposition team. After a heated battle, 
the adjudicator announced P.L.K. Wu Chung College to be the winner. Despite the results, our students learned 
invaluable skills such as teamwork and perseverance!

Debate ClubDebate Club

英文
園地

JeffJeff

LeoLeo RyanRyan

CharlesCharles

Leon Chiu, Jeff Leung, Charles 
Wu and Ryan Tang engaging 
in the second debate against 
P.L.K. Wu Chu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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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Speaking  Talent Speaking  
Contest 2022Contest 2022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any students of 
ours entered ‘Talent Speaking Contest 
2022’. Among these students, five students 
of ours entered the f inal  round of l ive 
competition on stage and received awards 
including the championship. 

In celeb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a recording of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Wonder Boy’ was made available for students to watch online. 
The story is about a teenage boy who struggles with a heavy speech impediment 
which affects his social skills and ability to speak to others. He later meets a teacher 
who encourages and helps him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e students enjoyed 
watching the recording on the new LED screen in the school hall.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students were unable to watch live performances at theatres; tha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first experience for many of them to watch English drama. 

Wonder Boy viewing activityWonder Boy view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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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
成就

唱作願景唱作願景
——全港中學作曲唱作比賽全港中學作曲唱作比賽

本校樂隊成員包括6A鄭浚棠、
6 B何柏然、盧樂軒和 6 D李詠泰
參加了由願景基金及民政事務處合辦

的「唱作願景—全港中學作曲唱作比

賽」並成功晉身決賽，決賽於2021年11月21
日（星期日）假柴灣青年廣場舉行。經過

專業星級評判Johnny Yim、方樹樑及 
王梓軒等評審後，本校樂隊以原創歌

曲「錯過」得到全港亞軍。

數十位舞台藝術學

會同學經過接近 4個月
的訓練，包括舞蹈、編劇、

化妝、燈光及音響，於8月1日一
起為學校師生表演了一個名為「基智

舞林大會」的音樂劇，表演十分精

彩。可透過掃描QR code觀賞
部分音樂劇表演片段。

舞台藝術學會 「基智舞林大會」音樂劇舞台藝術學會 「基智舞林大會」音樂劇

同學在表演前化妝同學在表演前化妝

表演同學在台上合照表演同學在台上合照
同學在台上表演的情況同學在台上表演的情況

同學在台上投入演唱同學在台上投入演唱
指導老師陳志輝老師（左二）與演出同學合照指導老師陳志輝老師（左二）與演出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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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拳賽奪冠踢拳賽奪冠
 

  本校5D劉珈言同學早前參加由香
港踢拳總會與KF1合辦之KF1香港踢拳
冠軍賽 2021的比賽，勇奪青少年賽男子組 

54kg 組別冠軍。
 賽後劉同學表示，他過去一年的踢拳比賽令他最
深刻的是訓練過程。比賽前每天他都需要進行3至4小
時的訓練，又需要節食，但一同時間，他亦要兼顧

學業，所以備戰期間相當辛苦。在比賽中他獲得

冠軍十分高興，並且提升了自己時間管理的

能力，好好地分配時間，平衡練拳與學

業。最後，劉同學鼓勵其他同學積極

探索自己的興趣，發展才能同時

兼顧學業，達致文武雙全。

古箏奏妙韻古箏奏妙韻

  以下為李同學的分享：

  疫情已持續三年，在這段期間，香港校際音
樂節由現場實體比賽改為以錄製模式進行，但我並沒

有因比賽形式的改變而輕視這場比賽。持續近半年的練

習，每天對著同一首曲目練習，難免會有些感到枯燥厭倦，但

每一次我都會以冠軍的目標來激勵自己，令自己不斷努力，不斷

進步。                        
  比賽來臨，為了精益求精和最佳效果，我多次反覆拍製比賽曲目的影
片。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到最後成績也如願以償達到自己心目

中的理想。當然能獲得冠軍不只是個人的功勞，老師及家人為我付出的時間、金

錢、鼓勵、陪伴⋯⋯我銘記於心！非常感激！

  在九年的學琴之路，中途因為多年來皮膚敏感濕疹困擾，且學業繁忙肩負著升中
呈分試的壓力曾想過放棄，但最後我還是堅持至今，不想半途而廢，既辜負了媽

媽的愛，又令古箏老師、學校老師以及同學們失望。

  往日我經常參加不同的表演和比賽，固然不是每次比賽都能獲得優秀
成績。最初我因為害怕失敗而不願意參加比賽，但在媽媽的鼓勵與支

持下，終於獲取不同的獎項。更重要的是自此我也自信起來，性

格也變得更加積極開朗。來年，我希望能進一步深造我的古箏

技巧，爭取贏得有國際代表性的比賽，並希望向演奏級文

憑進發。同時我也會勤奮學習，迎接三年後的DSE文
憑試。

S3A李子晴S3A李子晴——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冠軍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冠軍

李校長（左一）與手持獎杯的劉同學合照李校長（左一）與手持獎杯的劉同學合照

李同學於本校畢業典禮表演古箏李同學於本校畢業典禮表演古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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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認識植堂宗教信仰  認識植堂

  每年八月的第三個星期天，都是中華基督教會傳恩堂（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內的植堂教
會）的堂慶。今年堂慶以聖經約書亞記第四章為證道的經文，當中提及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了

四十年，終於可以踏進去上帝賜給他們為產業的應許之地—迦南。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從約

旦河中取出十二塊石頭豎立在迦南的土地上。立起這堆石頭，有何用意呢？

  約書亞記四章6節及21節記載：日後你們（以色列人）的子孫問你們：「這些石頭是甚麼意
思？」第7節的回應是：「這是因為約旦河的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約櫃象徵上帝的臨在）這
些石頭要作以色列人永遠的記念」。第22、23節的回應是：「以色列人曾走乾地過這約旦河……
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了，等著我們過來一樣。」從一堆石頭說明滿有權

能、大有作為的上帝如何使紅海和約旦河水斷流、分開，露出乾地使百多萬人（單計成年的男子

約60萬人）平安走過抵達彼岸的神蹟，並著人扛起約旦河中的石頭，以此作為永遠的記念。更重
要的是這四十年來上帝的不離不棄，從過紅海到渡約旦河，上帝都一直帶領、眷顧以色列民。

  傳恩堂也曾在外漂流了20年！得蒙上帝的恩典，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和基智中學的支持，
於2005年植堂校內，以學校為牧區，實踐辦學團體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
愛！」過去，傳恩堂雖然也面對著不同的考驗和挑戰，但感恩上帝的帶領和眷顧，正如祂帶領、

眷顧以色列人一樣。上帝把傳恩堂植根基智中學，讓堂會可以與學校成為美好的合作伙伴，發展

校牧事工，在宗教教育、師生及家長工作上繼續協作。願上帝恩佑我們手所作的工！

校牧的話校牧的話

同工同工
介紹介紹 DSE學生DSE學生

打氣包打氣包

  傳恩堂教會贈送打氣包給應屆中學文憑試同學。  傳恩堂教會贈送打氣包給應屆中學文憑試同學。

 洪妙華牧師 洪妙華牧師

37周年37周年
堂慶堂慶

左起：左起：

李少樂宣教師、謝湘蘭姑娘、洪妙華牧師、黃東毅幹事李少樂宣教師、謝湘蘭姑娘、洪妙華牧師、黃東毅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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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恩堂暑期活動傳恩堂暑期活動

學校活動學校活動

  關心中學文憑試考生，邀請校友分享
過來人的心情，藉此鼓勵及關心應屆考生。

  透過一起打籃球得到
F U N ®（ * F U N ®的意思：

Fun樂趣、Unity團結、aNd 
®espect專重）。教會裡一
群喜愛打籃球的青少年相約

每月打籃球。

  藉著參與教會傳恩堂的暑期
活動—「打籃球有FUN®」，
使學生更加適應校園生活和認識

教會。

  課程透過一系列的集體遊戲、影片、導師分享等多元活動，啟發同學對基督教
信仰的學習。

DSE考生祈禱會

打籃球有*FUN®

中一新生註冊日

中一啟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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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社區
服務社群

 
 本校深資空童軍協

助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舉行

「2 0 2 2年世界運動會—競速

無人機港隊授旗禮」，各團員在是

次典禮擔任不同服務崗位，包括司

儀、攝影、  錄影、接待等，表現
出色，盡展服務精神，獲主辦

單位稱許。

「2022年世界運動會「2022年世界運動會
——競速無人機港隊授旗禮」競速無人機港隊授旗禮」

  為了響應區會傳道的服務
宗旨，本校的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於

2022年7月9日（星期六）參加區會舉辦
的賣旗籌款活動。除建立堂會與學校，也

透過設立社會服務事工，服事社群。區會籌

款目標是港幣四佰萬圓整，以支持區會的社

會服務事工的支出，繼續服侍弱勢社群，

見證上帝的大愛。是次活動可視作中四

及中五級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

區會賣旗日區會賣旗日

本年 6月，本校中
四級8位學生參與由勵進
教育中心主辦的「行政長官

分享施政心得」講座。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向與會者分享她過

去多年從政的點滴，提升學生

國民身份認同，培養愛國

心，學生獲益良多。

行政長官分享施政心得行政長官分享施政心得

吳慧儀老師（前排左一）與出席活動同學合照吳慧儀老師（前排左一）與出席活動同學合照

本校梁巧晴及范錦怡同學獲頒4C傑出青年義工領袖獎，本校梁巧晴及范錦怡同學獲頒4C傑出青年義工領袖獎，

與李校長（左一）及吳慧儀老師（右一）合照與李校長（左一）及吳慧儀老師（右一）合照本校深資空童軍接受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本校深資空童軍接受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

李校長（前排中）與眾師生在出發賣旗前合照李校長（前排中）與眾師生在出發賣旗前合照

羅秀虹老師（前排黑衣）陪同同學一起賣旗羅秀虹老師（前排黑衣）陪同同學一起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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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門海邊鯉魚門海邊
清潔活動清潔活動

  
 中五級五位4C青年

義工領袖計劃的團員將本

校學生親手製作的扇子，連同

抗疫物資（食物、口罩、檢測劑

盒）送給20位獨居長者，在疫
情中送上最真摯的祝福及

關懷。

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本校青年躍動@樂
觀派的同學於2022年6月

26日（星期日）參加觀塘民政
事務處主辦的活動，與觀塘民政

事務專員等人一起，於鯉魚門海

邊進行清潔活動，大家同為保

護環境出一分力。

護老同行護老同行
成長坊成長坊

學生負重模擬長者學生負重模擬長者

駝背感受駝背感受

同學於岸邊檢拾垃圾同學於岸邊檢拾垃圾

同學於活動後共檢拾了四大袋廢棄物同學於活動後共檢拾了四大袋廢棄物同學於活動開始前合照同學於活動開始前合照

本校學生親手本校學生親手

製作的扇子製作的扇子

本校梁巧晴及范錦怡同學獲頒4C傑出青年義工領袖獎，本校梁巧晴及范錦怡同學獲頒4C傑出青年義工領袖獎，

與李校長（左一）及吳慧儀老師（右一）合照與李校長（左一）及吳慧儀老師（右一）合照

學生試坐電動護理椅學生試坐電動護理椅

 
 21位本校社會服

務領袖生參加由明愛賽馬

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舉辦

的中學生「護老同行成長坊」，透

過體驗活動（穿脫老化體驗衣、飲

食凝固粉、使用復康器材、角色扮

演等）、樂齡科技及無障礙設施參

觀，讓學生瞭解安老服務、護老

者服務的職業生涯規劃，學

生投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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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篇）（大學篇）

  時光飛逝，回望校園的點點滴滴感觸良多。尤其高中三年都
籠罩在疫情的陰霾下，疫情時代的DSE實屬不易，非常感謝母校
六年的栽培，課內課外都給予我很多機會，亦令到我發掘自己的

興趣，更認識到眾多「好兄弟」。回望中一的我，是個經常出入

210室的壞小孩，不會有人想到當初的壞小孩能夠獲得今日的成
果。勸勉各位師弟師妹不要放棄，一定會有希望。

  基智人，寄語各師弟師妹一定要努力朝著自己目標進發，要
努力考好文憑試。我知道不少人志趣不在書本，但人生也不應讓

分數限制我們的前途，跨過這門檻就會有更廣闊的道路，只有盡

力嘗試才可擁有更多出路。師弟妹我們大學見！

李詠泰

入讀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

  Howdy, my fellows.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share and 
encourage all of you with my story.
  I was not a good student since Room 210 was my second 
home back then. Still, I was lucky to have met teachers who were 
willing to give me chances to grow and to be more mature. Thank 
you, Mr. Lee, Mr. Ngai and Mr. Wong and many other teachers. 
  My dear junior fellows, let me share something with you. 
When I had my first written exam in the HKDSE, I felt I messed 
it up. However, I didn’t give up nor surrender. Instead, I tried my 
best for the remaining paper. I got impressive grades at the end. 
I’ve learnt a lesson that no matter how worse the situation is, never 
give up and keep going. It will all be fine at the end. 
  Fellows, stay strong, stay real and most importantly, stay safe. 
I’m proud of you. Peace.

黃彥博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基智人•高飛
  本校積極培育莘莘學子，重視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培養，讓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本校應屆中

六級學生於文憑試取得創紀錄佳績，不少學生升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多所本地大學，入

讀心儀的大學課程，向著自己的目標邁進。在此祝願他們未來學有所成，鵬程萬里，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這裡邀請部分今年分別升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不同大學的本校畢業生，跟各位分享

一下心中情。

本年度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與校長及副校長合照本年度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與校長及副校長合照

應屆畢業生6D李詠泰同學應屆畢業生6D李詠泰同學

應屆畢業生6D黃彥博同學應屆畢業生6D黃彥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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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過去，上一年的我和各位中六
同學一樣，正在為應考公開試而默默耕

耘，重複地過著溫習、做卷的生活⋯⋯

  疫情的出現，犧牲了我美好的高中
生活。日復日面對著冰冷的電腦屏幕，

即使可以實體上課，也只有短暫的半天

相聚時間。那時候，我總覺得日子都過

得枯燥而無味⋯⋯然而，我和一眾同學

卻是幸運的，學校的老師們都一直與我

們同行，悉心地教導我們、給予我們最

大的鼓勵和支持。在此，衷心感謝學校

的栽培和和老師們的細心教育。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崖苦作
舟。只有常存感恩，滿懷希望，一直奔

跑，定能沖過終點。祝願各位學弟學妹

身體健康，堅持學習，一直進步，在試

場上盡情發揮，取得佳績，大學見！

曾紀欣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六年時光匆匆，現在回想起DSE的種種仍然有些恍惚。六年的
努力與奮鬥終在此刻得到回報，也算是得償所願。

  各位師弟妹，得償所願的人不單是我，也能是你們，你們也會
在自己的領域會展翅飛翔。辛苦、掙扎與苦困也會在未來給予大家

答案，大家只需要靜候佳音，腳踏實地地做好每一件你想做的事

情。人生也不只是DSE，絢麗多姿的社會總有一個舞台適合你，然
而在現階段先為自己鋪好一條小路，康莊大道也許就在你前面。

黃日童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系

  不經不覺，中學生涯已過去了，迎來人生下一個階段，大學站。
  我們這一屆的畢業生都過得不容易：疫情、社運都令到大家遭受
挫折。但經過互相勉勵，我們最終都枯枝再春，成功入到大學，當中

學校的栽培是不可或缺的。所謂飲水思源，無論未來出路如何，希望

大家都能懂得感恩父母及學校的付出。引用腓立比書三章13-14節一
句話：「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希望基智人勇敢追夢，實踐校訓「識真理 得自由 
而服務」的宗旨。加油！

馮世華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

  六年時光飛逝，不經不覺已經進入了求學生涯的下一階段。回想起過去一年，努力為文憑試作準備的樣子還歷歷在
目：補課、操卷、甚至連模擬考試都要在家中對著鏡頭進行。DSE對於應屆考生來說是一次艱難的考驗，但往後可能會
發現這其實只是人生中非常微小的一件事，未來還會有更困難的挑戰等著我們，最重要莫過於找到自己的目標和興趣，

向著屬於自己的路進發。希望各位師弟師妹搏盡無悔，亦能在文憑試中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績，祝大家前程錦繡！

李易翹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應屆畢業生6D馮世華同學應屆畢業生6D馮世華同學

應屆畢業生6D曾紀欣同學（左）、黃日童同學（中）、李易翹同學（右）應屆畢業生6D曾紀欣同學（左）、黃日童同學（中）、李易翹同學（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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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危就有機，兩字成一體。疫情下生活又未嘗不是
一個機會呢？的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遠了，課堂活

動也更為受限，可是它同時也讓我們更珍惜彼此，要求

我們自立，自強不息。公開試固然是我們中學階段最大

的挑戰，我們要謹記「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尤

其在網上學習，你的成功更體現了你的態度。你若是不

甘平庸，便請你乘風破浪，活出精彩的人生。最後感謝

母校多年悉心栽培，如今我將迎接新生活，心情既有說

不出的忐忑，亦有熱烈的期待。

孔耀榮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六年的時光轉眼就過去了，感謝學校這六年
來的栽培，更加感謝學校在最後三年對我們的幫

助。這三年的上課時間其實並不多，大部分都是

學校盡力為我們爭取的，就連模擬試都盡力爭取

順利舉辦，雖然最後因為疫情被迫中途取消，但

學校仍努力為我爭取到更多的優勢。真心感謝學

校的付出。作為過來人，我跨過了難關，我相信

師弟師妹們也可以的。希望各位記住，飛與墜的

區別，在於前者向著未來展望，後者僅注視著過

去。展望未來，以努力與堅毅，成為能在蔚藍的

天空中自由飛翔的存在！

林日暉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中學六年過去了，回想高中三年，因為疫
情，大部分時間都在網課中渡過，當中要面對不

少困難。網課中經常遇到許多不明白的地方，但

各位老師都好樂意解答我的問題，令我對網課學

習更加有信心，而且學校亦提供不同的支援給我

們，使我能夠向著自己的興趣目標進發，入讀中

大的理學系。希望各位師弟師妹可以在艱難的疫

情下，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並且向著自己

的目標邁進。加油！

藍天駿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理學系

  時光荏苒，原來人生的新篇章就這樣打開，而我未
來希望能投身社工界，做一位能為社會，能幫助他人，

能為香港添磚加瓦的社工。

  各位師弟師妹，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尋覓過自己的人
生目標、夢想，或者是大學選科。想與中六的大家說，

DSE是人生其中一個關卡，但並不是全部，並不是人
生的一切，無論如何，你只要盡力完成這一場考試，無

愧於自己，那便足夠了。想與未到中六的大家說，中學

的生活十分寶貴，時間並不會走回頭路，學習的路是佈

滿荊棘和玫瑰的，在埋頭學習的時候，也不要忘了休

息、忘了享受，適當放鬆自己，也是學習重要的關卡。

歐清漫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應屆畢業生6D孔耀榮同學應屆畢業生6D孔耀榮同學

應屆畢業生6C林日暉同學應屆畢業生6C林日暉同學

應屆畢業生6D歐清漫同學應屆畢業生6D歐清漫同學

應屆畢業生6D藍天駿同學應屆畢業生6D藍天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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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中學時光飛逝，高中三年，疫情佔了幾乎整個高中，
忘不了一眾「公開試戰友」互相勉勵：同學在網上共同為了取

得佳績一起加油奮鬥，老師也在數不清的網課中為我們解題、

鼓勵我們堅持下去。考試和放榜過去，如今順利升讀大學也不

得不感謝這一群「戰友」的陪伴。各位師弟師妹，疫情並不是

放棄的藉口。面對疫情我們更要加倍努力，突破困境，「不

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希望各位師弟師妹能夠在

「疫」境中保持初心，勇敢追夢。

鄭宇峻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人民社會科學院（中文及歷史學系）

  經歷了三年在疫情中困難重重的校園
生活，我最終能完成DSE升讀大學，實在
離不開學校的鼓勵與支持，以及各位老師

對我的幫助。希望自己在未來日子中也能

取得理想的成績，從而能在將來從事自己

熱愛的工作。相信現在在準備文憑試的師

弟妹們都會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挫折，再

加上在疫情的陰霾下心態難免受到影響，

希望各師弟妹都能勇敢面對，堅持不放

棄，在文憑試中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績，不

負初心。

盧文欣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

  誰說入讀大學一定不會是你？誰說入大學只是資
優生的專利？只要你一日不放棄，大學的門都會為你

而開。基智也許不是讀書最好的學校，但這裡有一

群既會悉心照料你又有熱誠的老師。我從來都不是一

個資優生，但只要好好把握最後時刻，相信許多跟我

一樣資質平凡的同學也會成功。希望今年中六的師弟

師妹能把握最後的時光，留下深刻難忘的中學校園回

憶，他日回望，有無窮回味，不枉此生。

張文亮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工學院（電腦科學系）

  光陰似箭，眨眼間，我已成為基智校友。
在此感謝母校六年的栽培，讓我能成功入讀大

學。新冠疫情令各位老師，學生失去了原有的

校園生活，卻給我們帶來各種難忘的回憶，例

如網上課堂、網上測驗。每天回到基智校園入

口，除了老師的笑容，風紀的檢查，還有一位

新成員-新冠快測。即使生活因疫情而改變，
只要同學堅持不懈地學習，互相幫助，便能迎

難而上，擁有美好且多姿多彩的人生。

溫晉豪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

應屆畢業生6B盧文欣同學應屆畢業生6B盧文欣同學

應屆畢業生6D鄭宇峻同學應屆畢業生6D鄭宇峻同學

應屆畢業生6D溫晉豪同學應屆畢業生6D溫晉豪同學 應屆畢業生6D張文亮同學應屆畢業生6D張文亮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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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智剪影

  香港學生挑戰賽旨在引起學生對STEM學科及相關行業的興趣，並透過參與活動工作坊、與商界義工導師及大學生
義工的定期會面、實地考察等，將其所學的STEM知識和技能為九龍東區內生活問題提供改善方案，為該區打造成為智
慧城市發展出一分力。整個活動為期7個月，參與人數超過450人，包括230位學生、32位老師、108位商界義工(J.P. 
Morgan)及88位大學生。
  本校進入8強的隊伍，並於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參加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KITEC)舉行決賽。最終勇奪冠
軍和季軍的佳績，冠軍隊伍同時奪得最具人氣解決方案獎，特此恭賀各得獎同學。

香港學生挑戰賽2022香港學生挑戰賽2022

  感謝公務員事務局安排，本校
為全香港第一間進行外展到校接種

「科興疫苗」服務的學校，接種人

數超過80多位，包括學生、家長、
教師、職員及工友。疫苗接種車於

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首次
到校，並於2022年1月13日（星期
四）再臨為員生接種第二劑「科興

疫苗」。

科興外展隊到校科興外展隊到校

冠軍及最具人氣解決方案獎：

2A(10) 江裕彤、2A(9) 江智賢、2A(7) 許凱華、
2A(24) 戴昕玥、2A(13) 林君鈺

季軍：

2A(30) 香卓瑩、2A(25) 鄧曉穎、2A(31) 楊佳雲、
2A(20) 莫婥琳、2A(27) 王芷盈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太平紳士於2021年10
月27日（星期三）到校參觀探訪，並與參加樂觀派活
動的同學及學生會兩屆主席交流分享。謝專員其後獲

校園電視台邀請接受「校長會客室」之訪問，分享自

己的生涯規劃經歷，並寄語本校同學在逆境時仍要奮

發自強，為自己為社會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貴賓來訪貴賓來訪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太平紳士（右一）、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太平紳士（右一）、

與本校學生交流分享與本校學生交流分享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太平紳士（前排左五）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太平紳士（前排左五）

與李校長（前排右四）及師生合照與李校長（前排右四）及師生合照

獲獎同學及指導老師到台上領獎獲獎同學及指導老師到台上領獎

「科興疫苗」接種車到校服務「科興疫苗」接種車到校服務

李校長（右二）與排隊接種疫苗李校長（右二）與排隊接種疫苗

的同學交談的同學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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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表揚教師計劃」頒獎典禮第二十六屆「表揚教師計劃」頒獎典禮

  能夠獲此殊榮，深感榮幸。學生的學習進度或許有快
有慢，但我深信人人都有天賦，若能細心觀察，定能發掘

學生的專長。教師因材施教，為學生安排合適的教學活

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透過鼓勵

及讚賞，肯定學生的表現，讓他們建立信心，在學習中不

斷進步。

  教師除了教授知識外，更重要是陪伴學生成長。過程
中難免會遇到困難，但只要堅持、嘗試不同的方法、耐心

地給予指導，學生會慢慢地感受到老師對他們的關愛。教

師的支持和鼓勵，必定可以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潛能、建

立自信、培養樂觀積極的態度。

  教育是樹人大業，任重而道遠。再次感謝校方的支持
和鼓勵，定會繼續努力，陪伴學生成長，以生命影響生

命，為學生帶來正面的改變。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於
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舉
行「傑出教師及家長義工嘉許

禮」，本校家教會委員朱淑玲

女士、林錦煥女士及林燕萍女

士獲頒傑出家長義工；另張慧

芬老師及李漢成老師獲頒傑出

教師，特此恭賀各位。

傑出義工及家長教師嘉許禮傑出義工及家長教師嘉許禮

  本校同學在暑假期間參與
由辯論協會舉辦的培菁盃辯論

比賽，獲得中學組冠軍。

  本校阮麗華老師獲校方推薦，於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出席由敬師運動委員會舉辦的敬師日第二十六屆
「表揚教師計劃」頒獎典禮，接受表揚。恭賀阮麗華老師獲獎，並祝願她繼續「春風化雨育棟樑、教澤誨人頌師

德」。

阮麗華老師分享阮麗華老師分享

培菁盃辯論比賽培菁盃辯論比賽

李校長（右四）與本校獲獎家長及老師上台領憑李校長（右四）與本校獲獎家長及老師上台領憑

李校長（左一）、施卓凌老師（左二）與獲獎同學在台上合照李校長（左一）、施卓凌老師（左二）與獲獎同學在台上合照

阮麗華老師（右一）與授憑嘉賓合照阮麗華老師（右一）與授憑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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