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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正思校長

    由去年上任至今，一直很感謝神讓我擔任衞理中學的校
長，與一眾滿有熱誠的教職員共同教導主所寶貴的學生。去
年，我經常以「更新」這主題激勵師生，盼望學校在良好和穩
健的基礎下求突破，向「卓越」的目標進發。一年過去，感恩
學校在各方面均出現了不少清「新」的景象。

    在學術方面，學校在課程安排及教學模式上均不斷作出優
化。除了教師們用心的教導，學校的教學設施及環境都需要不
斷提升，以作出相應的配合。在這一年，學校的圖書館、教員
室、校園電視台、WE  Lab（英語室）、通識室、演藝室及天閣
（宗教室）相繼竣工及投入運作。在師生的努力下，學校的教學

成效亦有相當明顯的進步。

    在學生成長方面，學校繼續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學生亦在多個範疇獲得優良的表
現。作為一所奉主名建立的學校，學校應當關心學生和社區的需要。透過同工們的努
力，我們藉著「兒童發展基金」舉辦為期三年的「與夢想同行」師友計劃，以協助校
內有需要的年輕人。另外，我們剛於月前成立了「愛華衞理長者學苑」，讓學校、堂
會及服務機構一起服侍區內的長者。

    感謝神給我們一個異象，就是把衞理中學建立成為一所「讓人看得見基督的卓越
學校」。感謝校董會同工、教師、家長、校友和學生的支持，學校將會朝這目標不斷
努力，繼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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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參與了由政
府、商界、社區家庭三方協作的

「兒童發展基金校本模式計劃」（第三
批），在校內舉辦名為「與夢想同行」的師友 
計劃。
    計劃為期三年（2016-2019），學校期望透過「個
人發展規劃」、「目標儲蓄」和「師友配對」三個主要元
素，讓學生能夠從中獲得更多個人發展機會，並讓他們能夠
及早規劃未來、培養正面人生觀和建立資產的習慣。計劃亦
包括為參與學生、其父母和友師安排培訓和增值活動，讓學
生在個人發展旅程中有足夠支援。
    本校與浸信會愛羣社服務處合辦是次的計劃，共招募了
五十名本校中一至中四學生參加，並有超過五十名社區人
士擔任友師的角色。現時，計劃已完成了友師學生配對活
動、友師培訓工作坊、學生及家長的理財講座。隨後會
有更多不同主題的學生、家長及友師培訓、學生友
師的聚會等活動。例如，計劃將會為學生提供性
格測試培訓、多元智能訓練、社區服務的
經驗、商界探訪活動等，相信各參加

者均能享受於其中並有所
得著。

友師培訓

學生和友師配對

學校新計劃

2



兒
童

發
展基
金「與

夢想同行」師友

計
劃

 棉花糖製作

開幕儀式

長者健身舞

長者學苑
    本學年起，衞理中學與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下稱「愛華村」）攜手成立「愛華
衞理長者學苑」，為區內55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持續學習的平台，同時亦讓學生參與其中（如
擔任課程導師或工作人員等），以增進與長者溝通的機會，並達到跨代共融之效。是次計劃以
「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為理念，由勞工及福利局轄下長者學苑發展基金撥款資助，為期三年。
    長者可透過參加當中的健康教育、語文學習、藝術及興趣課程，以及社區認識生態遊等活動
增進知識、擴闊社交圈子、提升生活質素及維持精神健康，而學生亦能從中培養其公民意識及社
區參與的意識，饒具意義。
    為隆重其事，本校於2016年12月17日聯同愛華村舉行了「愛華衞理長者學苑」開幕禮，當
天約有100名師生及長者參與其中，由長者杜耀文先生及本校5D施嘉怡與5D李淑紅同學共同擔
任司儀。當天的活動包括長者歌唱及讚美操表演、防蚊油工作坊、健康檢查服務及棉花糖攤位
等，其中最重要的環節莫過於剪綵部分。隨著藍校長、梁副校長及愛華村一眾嘉賓在倒數聲下刺
穿色彩繽紛的汽球，「愛華衞理長者學苑」便正式成立，而一系列的課程及訓練亦隨之展開。
    在此祝願及盼望計劃於未來三年能順利進行，長者能透過計劃發揮「積極樂頤年」的精神，
活出更豐盛的人生，而同學亦能與長者在學習過程中建立友誼，達致長幼共融。

長者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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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位於二樓的校園電視台，成立
於2016年11月。校園電視台內具備完善
的多媒體設備，負責同學經過專業的培
訓，現已有資訊科技的使用能力及應變
能力。上學期，我們已透過校園電視台進行早會直
播，以互動的方法向全校師生傳遞資訊，令早會及宣
傳活動更加有趣，受到師生的喜愛。下學期，校園電
視台會繼續為全校師生服務，在早會直播及宣傳活動
上協助各單位組別，祈使校園生活更靈活和多元。

萬眾一心搬圖書

英文圖書部

休閒閱讀區 屋形書架

校園電視台

校舍新貌
圖書館

    新圖書館在2016年11月中
旬終於誕生了！圖書館由校友吳
渭玲小姐設計，以簡約風格帶出
「家」的主題。在搬遷上，藍校
長帶領全校師生衞理人，一個跟
一個排成人鍊，群策群力、萬眾
一心，把圖書由七樓傳送到一
樓。搬遷圖書館能順利完成，真
的感恩！圖書館增設了屋形書
架，能展示更多圖書。圖書館搬
到一樓後，不但方便前往，大家
置身其中，得以享受舒適寧靜的
閱讀環境。

中文圖書部及自修角

吳渭玲校友
設計師

電腦瀏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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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happy to announce the grand 
opening of WE LAB (Wesley English 

Laboratory) in this academic year, 2016-17.
  WE LAB is located on the 4th floor. It is 
converted from a biology laboratory with one 
big open area and two adjacent rooms. It is 
well facilitated with coalescence desks, AV 
equipments and PC work stations. The bar table 
facing the windows is the most welcomed place.  
We keep the word “LAB” as we believe that 
learning a language is an experimental process.                  
  WE LAB is originated from WE House, 
which stands for Wesley English House. The 
name was given by some S4 students in a 
naming contest in 2001 when the “house” was 
first assembled on the ground floor. It was 
basically an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that serves 

宗教室「天閣」

dual purposes. Firstly, it provided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through fun activities. Secondly, it was 
a venue for small-class activities and 
enhancement work.
  Now, WE LAB carries forward its 
mission and expands its usages as it is 
much larger with greater capacity. It is 
opened during school days including 
lunch time and after school for lessons 
and all kinds of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inter-class scrabble competitions, 
drama rehearsal, writing and speaking 
workshops, meetings for the English 
Society members etc. In addition, there 
are self-access materials for loan such 
as story books and VCDs. There are 
also programs conducted by the native-
speaking teachers and teacher assistant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WE LAB belongs to every Wesley 
student.  Treasure the chance to use it.

Welcome to WE LAB !!
(A message from Ms. Carol Sun, the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At the entrance

a WE LAB board

Ms. Sun & studentMs. Nikki & students

詩歌練習

團契團訓

相片佈置

    經過一輪由全校師生的熱烈
投票後，位於地下食物部旁的新
宗教室終於命名為「天閣」，意
指：「天國在人間」，又用近音
字「閣」代替「國」，帶出這裡是一處供人休
憩，並能與主同在的地方！
    「天閣」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首先，
一群學生團契的同學及老師會定期在這裡「夾
band」，並於午膳舉行音樂會，分享喜歡的詩
歌，同時亦藉此分享我們對信仰的經歷或體會。
此外，同學於每天早會前更可在這裡靈修，安靜
地閱讀上帝的話語作為一天生活的開始。

個人安靜

    另外，相片是「天閣」裡其
中一項很重要的佈置，當中反映

了學生團契種種多元化的活動，如團契職員
交職禮、團契職員訓練營會、午間詩歌分享
會⋯⋯當中都記載著一代一代團契職員的情
誼，也印證著每位團契職員願意在校園服侍
的心志！
    我們盼望新落成的「天閣」，能夠為全
校師生提供一個舒適、充滿溫情、讓大家能
夠認識及親近上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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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三樓的演藝室空間寬
敞，適合各類表演藝術活動
（如戲劇、舞蹈、朗誦等），
舉辦工作坊、排練、講座和小
型演出之用。室內設備完善，
設有鋼琴一台、簡單音響和投
射器，因此也方便進行會議。

    嶄新的通識室以「互
動學習，促進思考」為設
計理念，旨在提供多元化
的學習配套，加強課堂的
學習交流，培養學生對通
識科的感情與興趣。
    室內空間寬敞，六角
形的桌子設計，交替有序的
座落於不同位置，有助合作
學習、分組討論。學生匯報時，課堂焦點又可輕易轉移至不同的角落。此外，新的資訊空間與配
套包括「媒體使用角」、資源櫃及無線網絡系統，令電子教學甚為便利之餘，亦讓學生有足夠的
空間資源進行課堂外的延伸閱讀與學習。兩面壁報上經常展示學生學習成果或心得，同學間可以
互相觀摩交流，一同長進。

通識室

演藝室

教員室

課堂電子學習與討論通識室

    新教員室位於校舍三樓，是由以前學生活動室改建而成。搬遷教
員室主要目的是為騰出理想位置成就新圖書館，而三樓又在校舍中間
樓層，較方便老師到各層上課。當設計要容納60位老師的教員室時，
考慮到教員室面積有限，而老師教學工作繁重，學生習作、書本及文
件總是把老師枱堆得滿滿，所以規劃時度身訂造適合的傢俱及間隔，
盡量增加每位老師的工作及儲存空間，又在牆壁四周及窗邊訂做同一
系列木櫃，藉以優化校園辦公環境，方便老師處理日常教務。新教員
室內有不少新配套安排，例如兩個茶水間兼影印房、六部方便發放消
息的電子屏幕等，期望能為老師提供舒適而整齊的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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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陳思諭老師，
負責教授中文及支援中文科，很
感恩能加入衞理中學這個大家
庭。我最喜愛閱讀文學作品、寫
中文書法和街跑。閱讀可以增長
我的知識、啟發我的思考；書法
可以陶冶我的性情，使我領略到
唐詩宋詞的精粹；街跑又可以鍛
煉我的身體和意志力。同學感興
趣的話，歡迎和我交流交流！

    Hi everyone, 
    This is Michelle, you may call me Ms Cheng or Mrs Hery 
in class as well. I am really glad to join this school to shar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th all of you.
    I have great passion in languages, particularly in English, as 
it has opened my window to a very different world. I really wish I 
can share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with you.
    I also enjoy physical exercise, dancing and yoga. 
    Looking forward to a wonderful exchange with you boys and 
girls!

新教師分享 
New teacher’s sharing

New

New

New

Ms Cheng Suk Man, Michelle

陳思諭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澤洪老師。很感恩能
加入衞理大家庭，與大家一起在學習中成
長！我的興趣是彈結他、玩桌上遊戲和攀
石，希望可以有機會在學業上和各方面與
大家多多交流！

鄭澤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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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張善
揚老師，

主要負責支援通識教育
科。我很

喜歡旅遊，喜歡親身
體驗不同

地方的風土人情，認識
每個地方

的歷史文化。我也愛做
運動，特

別是踢足球。於往後的
時間，期

望與同學有更多交流機
會，並在

身、心、靈上一起成長。

    大家好，我是黃秀雅老師，負責教
授數學及電腦科。我喜歡畫畫，除了
用紙筆畫外，我還喜歡用電腦繪畫，嘗
試不同的效果。我也喜歡閱讀，由百科
全書到散文小品，由言情小說到科幻推
理，只要內容吸引的，我都會翻閱。但
我現在最大興趣是陪我的女兒玩耍，我
喜歡帶她到處去，農莊、太空館、圖書
館、動植物公園、迪士尼等等都是我們
經常前往的地方呢！

New

New

New

黃秀雅老師

張善揚老師

    Hi, I’m Rose. This photo was taken 

while traveling through Europe last 

summer. I love to escape;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s. 

Escapism led me to teaching in China many 

years ago; teaching funded my travels. 

The countries I’ve travelled and lived in 

have taught me a lot. These cultivated 

experiences, along with a love for th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re my 

passions. 

Ms Rosemary Torranc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