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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自己、欣賞別人、欣賞生命
孫振榮副校長

  本年十一月份訓育組舉行了「師生互欣賞」活動，包括早禱分享、敬師咭

及午間點唱等多個項目。期間校園四週貼滿了互相欣賞的句子，令欣賞的氣氛

充滿在校園每一個角落。

  其實，在活動開始之前，我們全體老師便一起參加工作坊，學習欣賞。作

為老師，我們覺得在欣賞的學問上，自己仍然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更何況

作為學生的你們呢?

  「欣賞自己、欣賞別人、欣賞生命」，希望同學和老師們都能在這三門功

課上，一起學習，一起進步，一起成長。

  「華事人」又出版了。

  很喜歡編輯小組選用「欣賞和希望」這主題，因為「欣賞」由接

納開始；「希望」由欣賞開始。

  我們的同學個性率直，不善收藏，不懂修飾，有時更近乎衝動。

因此最幼嫩的行為都表露出來。正因如此，同學在成長中會遇著不少

困難。在這過程中，同學需要師長的肯定和鼓勵、體諒和教導。慢慢

地同學從老師絮絮不休的提點中，體會到老師的關懷和欣賞。

  同學對未來都充滿著憧憬，盼望理想實現。從現實到理想總是有

一定的距離，師長需要幫助同學面對現實並尋找理想。在這歷程中，

師長的規勸和同學的反思都一一從理想中實現出來。

  在學與教之中，也許曾經火花四濺，但總不致叫人失望，只因我

們都在學習「欣賞」和「希望」的意義。

  「凡管教的，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結出平安的

果子。」(希伯來書12章11節)

  

鄺秀芝校長

欣賞和希望 尋找欣賞的心
陳寶昌副校長

  欣賞是一件容易的事，容易得好像是自然而然不學而能的；欣賞是一件困

難的事，困難得有人要用半生之力也學不了。

  欣賞由心發出。一顆欣賞的心是怎樣孕育出來的？誰曉得？但一個懂得欣

賞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被自我封閉的世界，他心 容得下其他人、事和物，

充滿著真、善和美。他的心裡有愛，心又被愛所融化。

  用感恩的心看宇宙世界，用喜悅的眼看人情物理，那管世事舉足輕重還是

微不足道，欣賞的心總能透出萬事萬物美好的一面。

  只有你自己可以尋回欣賞的心，那先要拋開怨恨、苦毒、憤慨、嫉妒、自

憐、自誇......這時你會發現生命充滿希望，看到在無限的藍天上有多姿多彩

的白雲。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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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是 切的開始。一
陌生的環境，

陌生的人......

在中一暑期適應班，認識了不少好朋友，我們將一起成長。

中一新生家長日，媽媽也有出席。我們每人在四個制服

團體中選擇一個來參加。有的選擇了航空青年團，有的

選擇了海事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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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團體聯隊活動，容Sir

教我們煮早餐，陳Sir

帶我們去遠足。

很羨慕高年級的師兄可以在陸運會開幕禮當升旗手，好威風呀!

12月4日，我們終於有
機會衝上雲霄了。

我們在活動中體會

到合作的重要性。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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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友伴同行計劃，我們認識了高年級的大哥哥，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無飯獻愛心

叫我們學會感

恩，學會珍惜。

師生競技賽，我們

發現老師也可以很

「玩得」，當天的

氣氛多熱鬧啊!

成長的天空，

有無限的可能!

聖誕崇拜，我們有機會站在
台上唱詩歌。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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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是一種選擇         

輔導員  林燕珊姑娘

  「欣賞」是一種選擇，選擇去看別人美善的一面。

  小息時，坐在教員室，看著你們走到老師跟前，聊天也好，有事相求也好，我欣喜老師是你們傾談的人選之一。我看到的

是你們能夠主動去建立師生溝通的橋樑。小息完畢，望著球場，看到你們汗流浹背，成功搶籃板也好，射失三分球也

好，我被你們那份拼勁吸引著。我看到你們是一班能夠為目標而奮鬥的人。

  「欣賞」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視乎你選擇用哪種角度去看事物。當我還讀中學

時，有一句電視的廣告口號:「看出一點真，看出可觀人生。」願我們都選擇戴上「欣

賞」的眼鏡，看得到周遭美好的一面。

師生閱讀展繽紛，叫我們知道

閱讀也可以是一種享受。

1-32.indd   5 2005/6/20   6:48:38 PM



6

聖經說：「 人總比一人好。」二

我們常常有機會走出課室，

參觀立法會是其中一次特別

的體驗。可以一嘗做議員的

滋味，真的很不錯。

參加星伴計劃，可以跟教練學
跆拳道，一展身手，很有成功感。

專題研習，師生分組研習場面盛

大。從照片中你找到我的蹤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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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顯愛心，把節日的溫暖送給區內的街坊。看，老婆婆收到小禮物，多開心!

陳Sir效法耶穌基督

為我們洗腳，教我

們學習謙卑。

閱讀營，既可閱
讀，又可宿營，
最合我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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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幾個好朋友齊齊入選學校田徑隊與高年級的師兄，合力勇奪中學校際錦標賽全場總冠軍。

英詩集誦，展現師生辛勞的成果。第一次在眾人面前朗誦英詩，很緊張啊!

甲組團體冠軍

乙組團體冠軍

丙組團體冠軍

甲、乙、丙組團體總成績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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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同行                                                    

 林小妹老師

  隨著融入教育的推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學生在正規的教育環境下遇見學習困難。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不能忽

略這群有學習需要的學生。

  有見及此，我們特意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協助評估有學習困難的學生，盼望給予最適切的支援和關顧。再者，我們

與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推行「家校同行」個人學習支援計劃，透過個別化的課堂及課外支援，並在家長的參與

下，增進有關學生的自信心、學習動機和面對學習困難的能力。

  推行這樣個別化，針對性的支援計劃實在不容易，所動員的人力甚大，但看見一些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在家

人的支持下有所提升，作為老師的也開心不已。

家長、老師、專家齊合力支援我們的

學習需要，真正做到家校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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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 人行必有我師。」三

乒乓球比賽，中一的師弟們組
成啦啦隊落力打氣，作為參賽
者的我們，自然要更努力。

師生足球「腳法」大比
拼，學生隊勝!Yeah!

專心上課，你我都做到！

我這次考獲全班第一，

可以一嘗到廣州及虎門

考察的滋味。

咦，貞子現身？不用害怕原來台上正在進行英語話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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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滿中秋照明華」是我校第一次舉行的中秋晚會，看場面盛大就知道有多受街坊歡迎啦!

課外活動選擇很多， Miss 湯的壘球、

李Sir的保齡球、Miss Wanda的法文

入門......真苦惱！選擇什麼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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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陸運會，陽光燦爛，

笑容更燦爛。

On your mark， set， go......

衝線的一刻是最感動

的。看，老師和同學們

都為我鼓掌。

我們黃社得到全場總冠軍，

大家的汗水沒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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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中的一條船        

李麗珠主任

  「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誰說少年不識愁滋味?試看看中四選科簡介會上，一張張圓渾的臉孔，都

帶著一股難以言喻的苦澀。有的深鎖眉頭，滿是疑惑；有的沒精打采，眼底盡是迷惘，有的......

  選科會上，老師們周詳的預備，清晰而扼要的述說，不正是為學生們減卻疑惑，帶來新的盼望嗎？學校為配合教

育的整體改革，課程已發展得那麼多元化，學生既可按照自己的興趣及能力，選擇有關的科目，同時也透過升學及事

業輔導組精心設計的網頁，了解自己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前景。

  人生每一個階段，總會有著不同的挑戰，中三升中四，又是另一個人生的轉捩點。同學們，別忘了，生命中多風

浪，要緊握你的舵柄；人海裡有暗礁，要認定你的航線。汪洋中的一條船，將會遠航至彼岸的那一方......

快升中四了，面對人生的第一個抉擇，真的

點迷惘。在升學簡介上，各科老師都落力推

介自己的科目。究竟我選擇甚麼科目呢？選

讀理科、工科，還是商科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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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內皆兄弟，校園本是同一家。四
視覺藝術科完全能滿足我的創作意念，

Miss元和陳Sir還帶我們到道風山寫生。

生物科實地考察，我們去了
米埔，又去了科學館參觀人
體展。

我最喜歡在上課時做實驗，

看，我們多專注。

終於升上中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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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做班長我很開心，卻擔心自己應付不來，幸好有專為班長而設的領袖訓練營。

有幸入選手球隊是我中學生涯

中最開心的事，看看我們的戰

利品多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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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清晰，群策群力，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乘風破浪，勇往直前。」是乘風航帶給我們的新體驗，也許人生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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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朋輩輔導計劃說起 

駐校社工 張鎮添

  最近，學校推行「朋輩輔導計

劃」，由八位高年級同學擔任學生

輔導員，目標是協助同學解決朋輩間

的紛爭，共建一所和諧理想的校園。

學生輔導員在調解紛爭的過程中，發

現同學間的紛爭通常由一些小誤會引

起，最終演變為衝突。誠然，事情由

起初的誤會以致最後變成不愉快事件是

非常可惜的。不過，學生輔導員在處理

個案中，發現如果衝突雙方能夠冷靜下

來去面對問題，並且坦誠地表達各自的意見，最終雙方都

能達成共識，避免事件進一步惡化。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相

處，最重要的是彼此能夠坦誠相對，無所隱瞞。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較內向及含蓄，也就是較少表達

自己的意見。縱使他們欣賞別人的行事為人，亦甚少說

出讚美別人的話語，而往往抱著「心照不宣」的態度。可

是，當遇上某些情況時，就會出現不必要的誤解了。例如

某位學生向我訴苦說:「老師經常罰我留堂，要我做完功

課才准離開學校，這分明是針對我。」學生這樣的說法原

因在於他只從個人角度去看問題，而忽略了從較宏觀角度

去了解事情。其實，老師留學生在學校做功課，在某程度

上來說是對那位學生有期望，覺得他有能力做得更好，才

作出這樣的安排。由上述例子中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若

雙方能抱著彼此互相欣賞的心，嘗試從多角度去看問題，

並且各自都樂於將自己的不同意見及看法表達出來，那麼

事情的發展可能又有另一番的景象了!

全新運動服由我們決定，齊來選出我們的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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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風暴雨中，我們 個人並肩同行。五

別了依然相信，以後有
緣 再 聚 ， 未 能 重 遇 以
前，要珍惜愛自己。在
這好時刻分離不要流眼
淚。

楊斌

我沒有甚麼帶給何明
華，何明華卻給予我
許多。感謝曾悉心教
導我的師長。

黃詠龍

學海無涯，感想
萬千，隨著自己
夢想飛行。

學業雖結束，
前程尚繼續。

葉智華

感謝學校給我五
年的時光。

鄭兆恒

再見了，我的青
春；再見了，我
的何明華。

李英明

學校老師和藹、親
切，像父母般照料
我們。

高天賦

這個大家庭，我非常
唔捨得!希望日後可
以和你們繼續保持
聯絡!

張偉傑

祝 全 體 老 師 教
安、身體健康。

陶仁忠

感謝學校一直幫
助我們。

梁平輝

在 何 明 華 五 年 之
中 ， 帶 給 我 很 多
甜、苦的圖畫。

譚子康

雖然我係度都唔係好
耐，只是數個月的時
間，但係都好多謝老
師們的照顧。

鍾鉅強

神賜給我們的不是
膽怯的心，乃是剛
強、仁愛、謹守的
心。

胡淦耀

我們已經完成了中五，在這
短短的五年內，我認識了很
多同學和老師，我非常多謝
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顏振抄

祝 各 位 老 師 生 活 愉
快 ， 事 業 進 步 。
Mimi日日開開心心，
最 後 祝 自 己 人 財 得
意。

畢業同學的留言連同青春的回憶，放進玻璃瓶裏。
保鮮期限......一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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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道路上要學習
知 識 ， 也 要 學 懂 
「寬恕」!

陳紫奎 

在這校園已生活了
五年，有點依依不
捨。

曾志豪

不經不覺間，又到中五
了，要離開母校，到外面
見識見識，日後不知可不
可再見，希望大家一路順
風，學業進步。

楊志健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
要告別校園；一張一張的快樂同學笑
臉，粉筆似的消失不再遇見。一天一
天不懂得老師所講，只知道此刻想多
聽一遍，終於不需要再管積分，只恐
怕更多的考試未見。這校園、這班
房、這走廊、這禮堂，告別時是我心
的家鄉。

陳志揚

唔係嘛!咁鬼易畢業
了!希望大家畢業後
都可以升讀中六!一
帆風順!

譚錦通

一年一年地過去，童年時總覺
得一年太漫長，可是直到現在
才明白時間的短暫，中五的日
子快完了，對這間學校總有說
不出的感覺，只可以對着它說
聲：「謝謝」。

蔡智龍

在何記的日子是難忘的，
雖然偶爾會嚐到失意或苦
頭!但我們都這樣過來了，
不是嗎?

許家慶

心內的感受非筆墨
能形容。

黎明舜

雖然只是短短半年，
但在何明華的學校生
活實在太愉快了。

許英澤

這麼近那麼遠，雖然大家
一樣身在香港，但畢業後
就要各自分開，在學校的
歲月已遠離了。

陳志威

差不多已經到了中學的終點
了，好彩的話，我可以繼續
升學，但不幸的話，我都不
知道會點!真是無奈。

關紹綸

同學和睦共處，老師
悉心教導，中學生涯
快樂，願有緣再聚。

潘永裕

在這一間學校中有很多
好的老師，他們都教了
我很多的知識，真是十
分好的。

張捷

1-32.indd   19 2005/6/20   6:52:39 PM



20

盡在不言中!
譚展雲

不知不覺，在這裏已經有五年的時
間了。時間的確過得很快，因為在
這裏的日子的確很快樂，這些快樂
並不是來自學習上，而是來自與同
學之間的相處。願學校除了著重學
業上的成績外，亦可以讓學生有時
間建立自己的社交生活圈子。

梁建昇

吓......要走啦，好唔捨得呀!記得中一剛
剛到何記時，好唔開心，可能前後左
右都是男孩子啦。哈!但現在想法都不
同了，現在十分喜愛何記，因為我知
道老師的辛苦為了甚麼，多謝你們。
我有一位老師最唔捨得，好希望這位
老師身體健康，記著彩虹下的約定是
我們的約定。加油呀，支持你的。

馬智華

希望同學在會考時
取得較佳的成績，
順利升讀中六。

佘亞海

學校的老師不只教
我課本上的知識，
還教懂我做人。

簡翰偉

希望有得返黎
讀書!

陸世泓

啊!轉瞬間已經中五了!數天後便要會考
了，我還沒有心理準備啊!以上說笑罷了。
我在這間中學僅僅讀了兩年罷，但這兩年
間的校園生活卻相當的充實呢!既認識了很
多朋友，又見識了很多前所未聞的東西。
唯一的遺憾只是這始終是男校吧!
在這裏，我希望大家開心地繼續讀書。我
本來有很多的說話想說的，不過算了罷!

顧順發

我由中一至中五都是在
何明華就讀，我十分開
心，但是就要離開，有
點不拾得。

潘子鵬

快要離開苦悶嘅學校
生活了。多謝各位老
師多年來的照顧。

郭耀袓
眨一眨眼，在這學校已讀
了兩年，當中認識了很多
同學和老師，期間發生很
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這
兩年簡直令我畢生難忘。

陳俊文

在這五年中，我得到了不少老師的悉
心栽培和教導，使我獲益良多。當中
更發生了很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件，
使我累積了不少人生經驗。而當中令
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我的中四和中五級
班主任黃兵老師，我覺得他教數學的
方式很有趣，常使用很多特別的方法
讓我們更容易吸收。最後，多謝各位
老師。

柯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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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裏面生活，時間真的是不
經不覺地飛逝，中一入學到畢
業真的是轉眼間的事，畢業後希
望大家都「大鵬展翅，錦繡前
程」。最後希望大家找到工作，
升職加薪。「畢業了!」

麥樹培

不經不覺在何記生活已有五
年了，期間有苦有樂。在離
開學校的時候，我的心情真
是百感交集，在離別前我很
感謝每位教導過我的老師。

何東龍

五年了，在這間學校已經五年了，這
間學校充滿了親切的感覺，老師很熱
心地教學。忽然間要離開，真有點依
依不捨，以前讀書的時候，總想快點
放學，但現在卻希望能留久一點。因
為這學校充滿了很多回憶，有開心
的，有不開心的。不管如何，我都要
離開。最後，我決定要讀IVE，因為
我想繼續讀書，我要做一個有用的
人，不做社會的蛀米蟲。

李健龍

我希望讀完中五可
以去建造業學嘢。

林國盛

我在何明華的日子雖然只有一
年多，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
面，我自己發生很多事情，但
好慶幸很多老師幫我度過難
關。在這裏我很多謝他們一直
對我的支持和幫助。

文加全

想不到這麼快就畢業了。前路茫
茫，不知道做甚麼，讀IVE要花幾
年時間和努力，讀展翅和毅進，我
覺得又沒有用。我希望未來有更多
的機會給我把握，我亦會把握這些
機會，努力向上，發奮圖強!

盧銘耀

在學校的五年裏，我學識了很多東
西，老師也悉心教導我們，真的十分
開心。不過終於都要畢業了，離開這
間學校，又要面對新環境，希望在學
校學習到的東西，日後可再用。

吳國邦

在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下，
我終於畢業了。但我的心情
十分矛盾，既開心又有點依
依不捨。

黃毓明

讀完中五後，我都未找到下一個目
標，因為從小的目標只是中五畢
業，沒有想過升讀中六。因為自己
知自己事，讀不來的。但一想到過
多兩至三個月後可能無書讀，變成
雙失青年，腦子真是一片空白。希
望老師給我多點意見，好讓我前途
一片光明吧。

劉哲彰

終於完結了這個中五的階
段，在離開學校後，即使是
繼續進修或走出社會工作也
好，始終也要繼續努力下
去，無論怎樣也要找些東西
來做。

王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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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強、仁愛、謹守、欣賞、感恩、喜悅是 顆希望的種子。六

帶著剛升上中六的喜悅參加訓練營，我們很

快就打成一片，合力克服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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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競投攤位、買貨、佈置攤位，以致

推銷，我們都很投入，亦明白到經營

年宵攤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午間百步穿揚射罰球比賽，

吸引很多同學觀看。

勁射三分球，

看誰射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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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財爺的心聲

6A 劉旭輝

  有人說，得獎的一刻是最難忘的!但這一刻對我來說，絕不單單是有人欣賞自己，當中的喜悅實難以用

筆墨形容!

  這次比賽不但令我增進了不同範疇的知識，更令自己於壓力中成長。在此，我要衷心的感謝麥挺老師。

沒有他，我們絕不能站在頒獎台上。

6A 曾子峯

  第二屆「全港少年財爺選拔賽」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可以活學活用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並且

學懂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清楚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迅速抓緊計劃書的主幹，在評判面前

有條不紊地從不同的層面展示計劃書的內容。這次比賽更使我明瞭應與隊員衷誠合作，從不

同的角度去審視同一樣事物，從而欣賞別人的優點，體諒別人的缺點。總括而言，這次比賽

真使我獲益良多!

6A 譚偉強

  其實我在學期初已對這個比賽略有所聞，我校學兄去年更勇奪亞軍，劉旭輝同學也因此

很有興趣參加。某天會計課完結後，麥挺老師截停了劉旭輝、我、邢綿璟及曾子 四人，問

我們有沒有興趣參加。當時我就問自己一句，「為什麼老師會選我入伍呢￼?￼」到現在我也不

知道，可能這就是機遇吧。

  任何的合作都不會一帆風順的，「香港仔」也不例外。我們曾因各持己見而互不妥協，

各不相讓而有爭執，但最後都能迎刃而解，還啟發更厲害的靈感!￼ ￼

  從一開始我就常嚷著要向二千元獎金的目標奮鬥、努力，信念終化為事實  「晉身三

甲」。我們更努力準備一個接近完美的簡報，直到離開會議室的一刻，心才平靜下來。達到目標的信心亦越

來越大。最後在￼￼主的祝福下，「香港仔」終於如願以償，奪取冠軍。賽果宣佈的那刻，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

能做到人生中第一件最成功的事，高興的心情實在難以言喻!

  經歷越多，學習更多! 

6A 邢綿璟

  對於這次少年財爺比賽，我實在獲益良多。而且，我更學習到一些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例如:如何於

一個小組裡，各人都堅持己見的時候，尋找出一個共識......當然，有得必有失，我們用了大約一個多星期

的放學時間來完成這個報告。但最後獲得第一，辛苦一點也是值得的!

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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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科兩年，認識到
很多朋友，他們非常有
趣，校園生活過得很充
實，有點不捨得。

  兩年快樂的光陰轉瞬即逝，回顧兩年
的何記生活，真是帶給我無窮的歡樂，悉
心教導的老師，有情有義的同學，新奇有
趣的事件，古怪多端的新玩意，以及難以
忘懷的410。一個曾給我暖感覺的家，細
味回憶嘴嚼之下，別有一番滋味，現在要
離別了，真是非常捨不得，但曾與我渡過
兩載的二十九張面孔，都會一一鎖進我的
腦海中，此生難忘! 

陳思輒

  這兩年的預科生活，同學
都能和睦共處，互相幫助。從
陌生到相識，建立了一段友
誼。希望大家將繼續維持這段
友誼，前程錦繡。

「沒有目標的人是很糟
的事」，希望大家訂立
目標，向著它進發。 

陳滙池

上帝用 天去創造世界，我用一生去欣賞它。七

  讀了七年中學，今年就要
畢業。這年對我來說十分重
要，與我相處了兩年的好同
學，將要分開，中五時已試過
一次分開，因此份外清楚這份
感覺，亦令我懂得珍惜。

七年的中學生涯完結了，但願在未來

的日子裏，能微微地遞來一個笑容，

讓如今的歲月留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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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其實已經唔係
第 一 次 ， 但 今 次 的 畢
業沒有害怕的感覺，只
有依依不捨和快樂的感
覺。

  很高興在何
明華過了充實的
兩年。

珍惜眼前人! 
盧智誠

  入大學不是唯一
出路，日後將興趣作
事業才是人生一大樂
事，努力為人生奮鬥
吧!

  有分離，才顯得
相 聚 的 難 能 可 貴 。
Keep in Touch! 

Paul

這兩年的美好回
憶畢生難忘。

  作為原校生來說，在
這幾年間除了學習到知識
外，還學習到很多做人的
道理。很感謝所有教過我
的老師。

  期望何明華會督精
神永存我心，而何明華
學 校 的 發 展 將 每 放 光
明。

  眨下眼就兩年了，發
生了很多很難忘的事，當
中的喜與悲都非常刻骨銘
心。
  希望各位同學們都有
美好的前途，達到自己的
理想。

  凡事盡力，就問心
無愧。尊重就是溝通的
第一步。

  初相識的時候，大都是十
分陌生，但不久之後，大家就
熟落了。在兩年的時間裏，相
處也非常融洽，雖然這兩年裏
也經歷不少事情，但是這兩年
都是十分開心的。

鄭志成

  多年喺何明華嘅生活就快
結束，一切開心唔開心嘅事便
已成過去。好感謝學校對我嘅
栽培，同埋一班一直照顧我、
教導我、俾機會我(領袖方面)、
關懷我嘅阿Sir同Miss。離別在
即，真係十分依依不捨，唯有
寄望學校一切順利。

  開心的來，開
心的走，開心面對
每一天!

  揾工，進修，不
斷學習，邁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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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為人父
徐建中老師

  自從孩子出世後，生活上真的有很

多轉變。照顧下一代是需要付出很多心

機和時間的，有些時候更要整晚照顧孩

子。過程雖然辛苦，但更重要的是作為

父親的我十分樂於享受及經歷這轉變。

孩子不但令我懂得欣賞生命，並為家庭

添了一份獨特的情趣。最後，在這裹祝

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27

Dear BHSS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w are you? Right now Iʼm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Itʼs autumn here and leaves 
are turning yellow. Itʼs been 
almost a year since I left 
BHSS. Iʼve been traveling 
with my family and weʼve 
traveled through countries 
in Europe, North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tʼs a very 
long and adventurous jour-
ney and Iʼve been enjoying 
going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meeting interesting people. 
To see the world yourself is a 

marvelous expe- rience! Wish you all have a 
great summer holiday! 
All the best,

Miss Liu

佘偉雄老師與雷月容老師 黃鳳餘小姐與胡先生

元潔心老師也在五月誕下

可愛的小女孩。

我們長大了，陪伴我們成長的老師也長大了，進入人生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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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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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bhss@bhss.edu.hk

學校網址：www.bhss.edu.hk

編輯小組：王珊白老師、梁靜文老師、邢綿璟同學

顧  問：鄺秀芝校長

鳴  謝：陳家聯老師、葉穎雯小姐、黃震宇先生

1-32.indd   28 2005/6/20   6:54:3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