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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 5 : 2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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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

啟迪夢想  發揮所長

「百年樹人」計劃 ，使香港真光書院的設施踏入新階段發展。計劃包括：一個全新
的演藝室、優化圖書館計劃和發展有真光特色的學習共享空間等等。

我認為設施和地方發展只是硬件上的改善，更重要的是透讓同學們「多用」和「善

用」圖書館，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培養真光女兒求知的熱誠、自主學習的精神，從而

啟迪同學追尋夢想、發揮所長。

我期待「學習共享空間」，能夠提供靈活多變化的地方，配合不同的學習模式，譲

老師、同學，有更多分組討論的地方，享受互動的學習樂趣。

最後，希望同學在中學階段，打好紮實的知識根基和語文基礎，善用學校的資源，

才可以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萬玉鳴校監

繼往開來  光照四方
真光歷史，追本溯源，可以由校祖那夏理女士於1872年在廣州創立香港真光書院說

起，之後寒暑易節，經過逾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至今辦學團體一直對四所真光中學、
兩間真光小學及兩間真光幼稚園作出全力的支持，提供優質教育，為祖國、為香港的未
來栽培人才。

今年適逢是香港真光書院45周年校慶，疫情來襲，以致不少慶祝活動或延期，或取
消，又或延期數次之後最終取消。本人深知學校師生早為各項活動與慶典籌備經年，對於延
期和取消的決定感到無奈。學校雖因疫情關係需要跟教育局指示停課數月，但同學卻沒有因
為停課而停學，反而藉著網上課堂，更努力學習，提升成績，並建立良好的品德價值。 

在這幾個月中，學生在家學習，「百年樹人計劃」步伐得以加快，讓學校有更多日子
優化計劃。因此，很多新設施在九月開學時已可使用，包括：

(1) 新圖書館 
(2) 演藝廳 
(3) 學習共享空間 
(4) 三十多個課室和特別室的互動教學設備

九月開學時，各人看見眼前新設施完成的時候都雀躍不已，新設施就好像靜止的花
蕾終於開花並結果。除了新設施之外，我們也看見學生成長了，復課後她們都更珍惜回
校的日子，因為這不是必然的。

百年樹人計劃的新設施其實也標誌著學校發展的新里程，不單只每個課室裝有比現
時一般學校更先進的電子互動教學科技設施、圖書館有虛擬實境學習室、學習共享空間
有方便互相交流的理想環境、演藝廳有靈活的座椅及極寬闊的銀幕。在辦學團體和慈善
基金會的支持下，本校由2020-2021學年開展為期六年的「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以
培育精英學生為目標，分階段於中二至中六級的英文、數學、綜合科學、物理、化學和
生物六科推行分組教學，期望有潛質的學生能在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頂尖成績，為校爭
光。被揀選的精英學生將學習核心和增潤課程，並出席一系列擴闊學習經歷的活動，如
學校與中文大學及科技大學協辦之大學研習計劃、專業人士講座、境外交流團等。學校
期望能將「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推廣至所有學科和所有同學，讓每位同學的潛能得
以發揮，成為品學兼優的學生，報答父母、學校及捐款善長，將來為社會作貢獻。

吳嘉文博士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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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of a new journey

2020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e Light College in Ap Lei 
Chau. 148 years ago, Harriet Noyes, a 28 years old young woman missionary from Ohio, 
USA, founded True Light Academy for Women in Sha Kee District, Guangzhou in providing 
modern education for girls. It was based on this Christian teaching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that the Academy was founded; it is the same light that created True Light College and 
shines within us. 

True Light College provides a well-balanced and integrated education.  Our aim is to 
teach the girls to explore the world for themselves through the academic curriculum, as well 
as off-the-classroom peer-caring activities.  As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rench writer Marcel 
Proust says,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but in 
having new eyes”.  In opening up our girls’ eyes, the College has retrofitted with the state-of-
the-art learning facilities: the new library, the learning commons, the performance arts theatre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classrooms. All the new facilities are to enable our girls to explore 
the world for themselves. Such a significant strid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journey 
which will lead True Light College to scaling new heights. 

SBS, JP, HKTLC IMC Manager (2016-2020)
Professor David P Y Lung (龍炳頤教授)

活出自信的一面

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育人材的確需要很長的時間，是個持久且耗費

心力之計，然而，這是國家、社會和家庭的責任，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我們的文化才

能得以傳承下去！

21世紀為知識轉型及資訊科技導航的新時代，我有幸見證香港真光書院與時並
進，展開「百年樹人計劃」，大幅改善校內的教學環境，包括設置演藝廳、重新設計

圖書館、改建已有課室為學習共享空間及重新改裝所有課室的授課設備！

我期望新的校舍設施可以使真光女兒在學習上更加自主及有更多互動，並且能累

積更多表演機會以建立自信。有了完善的設備，再加上老師的愛心和關懷，真光女兒

定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培養上更上層樓，進而活出真光校訓「爾乃世之

光」的精神，就是我們家長和老師一同期待的成果！

家長教師會主席

莊傑夫先生

校董 家教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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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迎接新世紀
「百年樹人」的空間設計以配合學生自主學習為主要構思。

透過靈活和具彈性的設計，配以新科技，新的學習空間提供多元

化的場景供學生學習。設計亦希望重塑學校與周圍自然環境的連

結，為學生對校園帶來新的視角。配合二十一世紀的學習需要，

空間設計為未來學習趨勢做準備，融合最新投影科技，讓學生掌

握線上線下互動的學習模式，並培養學生善用科技展示才能。

新設計致力把圖書館設計以一條蜿蜒的中軸為重心：圖書對

內，學習及閱讀空間對外。閱讀空間設計亦著重提供多元化的座

位格局，以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為配合未來發展趨勢，圖

書館更突破紙本的界限，引入科技如 VR 體驗空間，互動圖書展
示屏等，讓學生更投入學習。 

共學空間突破課室的傳統格局，提供靈活的間隔牆，讓學校

根據教學需要自主分配空間。共學空間亦採納開放式設計，增加

與走廊的互動同時，亦兼備適當的私隱度，從而促進學生對各種

活動的認識和興趣。 

	 林彥卓	Rick

	 林曉澄	Debby

真光緣•真光情
我的一生與真光結下了一段又一段深刻的情緣，相

信這實在是天父賜給我最寶貴的禮物。

十二歲，天真爛漫的我考入了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現名：香港真光書院），開始了我與真光的情緣。那

無憂無慮、多姿多彩的青蔥中學生活塑造了我開朗積極

的性格。中學畢業後，我成功考上了大學，主修中文及

普通話，並修讀教學文憑。那時我選擇了回到母校真光

實習。在實習期間，我真正體驗到真光校長及老師那份

為學校、為學生無私奉獻的專業精神，令我更加堅定將

來要當一名好老師。

執教鞭的第二年，在天父細心的安排下，我有幸又回

到母校—真光擔任中文及普通話老師，更奇妙的是我竟然在真光邂逅了我的丈夫——朱

嘉添先生。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杜校長在我結婚當日對我說的一句話：「今天我很開心，

因為我又嫁女，又娶新抱。」還記得當日我與丈夫在中環大會堂註冊，有超過100名真光
師生觀禮的盛大場面，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別以為我與真光的情緣就此完結，我的大兒子在2011年出生，三年後他竟又成功被
大坑真光幼稚園取錄了，像媽媽一樣，他又成了真光的兒女，而他的一位同窗同學的媽

媽竟又成了我現在最好的閨蜜朋友。數年後我曾任教過的兩位乖學生水彬及燕玲竟又在

因緣際會之下與我一起共事，一起研習芳香療法。所以我的人生總是與真光結下不解之

緣，實在無盡感恩。

「爾乃世之光」這句校訓無時無刻都牢記在我

的心坎中，但願我及兩名兒子能秉持校訓，為社會

出一分力，作鹽作光。

在此我謹代表我們一家人祝願母校「百年樹人

計劃」順利推行，為學妹建造更美好及舒適的學習環

境，把真光的優良傳統繼續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1998年畢業生

陳翠珊

建築及室內設計團隊 							 校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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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一家人
在今年八月初，於校友會在社交平台的專頁

上得知「百年樹人」這個捐款計劃，於是就到母

校的網頁瀏覽該計劃的詳情，知道是為改善環境

及學習設備而發起的募捐行動，覺得很有意思，

於是略盡綿力，參加了這項捐款活動。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電子教學及學

生利用網上資源學習已成為大趨勢，母校能為老

師及學妹們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及設備，絕對能

提升教學成效，增加學生的求知精神，必定做到

教學相長。

回想七年的真光學習生涯，感謝老師對我的循循善誘，除了教授書本上的知識，

更教導我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給我很多發揮所長的機會。在擔任領袖生長的一年，

更是我成長最快的一年，不同的問題及挑戰都能一一迎刃而解。

衷心希望各位學妹能珍惜在真光學習的機會，運用學校提供的豐富資源，好好裝

備自己，為未來打好基礎，貢獻社會，做一個發光發亮的人。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與各學妹們共勉

之！

	2008年畢業生

卓曉冬

數算主恩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回頭看看滿是上帝的恩典—

當我收到「百年樹人計劃」的電郵時，才發現自己從真光畢業已有

十年。還記得那時在畢業典禮上，有一句說話，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就是

「一日真光人，一世真光人」。

想到日後有一個讓同學們流連忘返的圖書館和展現多元才藝的演藝

廳，我就感到十分興奮，仿似自己再次成為真光學生一樣！回想當年自

己也曾見證着母校新翼的落成，亦是有賴真光各方友好的捐款贊助才得

以成事。

今天，我能夠捐款支持改建工程以回饋母校，是作為真光人的本

分，亦實在感謝真光對我的培育和天父一路以來給我的恩典和帶領。

我在真光單純美好的小日子裡，塑造了的個人特質—

初中的時候，我是一個十分內向自卑，而且沉默寡言的小女生。但

在真光這個大家庭裡，我遇到了很多守護天使—有和藹可親的杜子瑩

校長、支持和愛護學生的老師們、單純良善的同學和熱心友善的職員和

工友。他們都一直鼓勵我，並給予我很多機會，透過參與和籌辦義工活

動助人助己，並在校內擔任不同崗位，包括科長、班長、公益少年團團

長、領袖生長等等角色以貢獻自己所能，令我的性格不經不覺由自卑內

向變成更有自信、獨立、外向和開朗。

從前學校裡曾流傳一句說話—「真光出品，必屬佳品」，事實上

在真光畢業的同學們的確會散發著一些獨特的氣質，包括善良、勤奮、

獨立、主動和自信。學妹們，不知你們現在有了這些特質沒有？

我希望藉此機會寄語各位學妹，中學生活是最單純美好的時光，

除了盡力做好學生的本份，用功讀書之外，還有很多精彩和有意義的事

情，包括探索自己的興趣和所長，例如運動、藝術、表演等等，或是透

過探訪弱勢社群多關心社會狀況並貢獻社會。記得好好珍惜在真光的

日子，和最友好的同學們並肩作戰，面對公開考試的同時，亦要裝備自

己，擁有上述的真光女兒特質，以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及往後的職場

和人生路。

十年人事幾番新，但我知誰掌管明天—

從真光畢業已有十年，這些年來我亦經歷了不少人生的高山低谷，例

如獲得肯定的事業、完滿畢業的碩士課程、然後突如其來的大病......縱使一
路走來並非一帆風順，而前境亦未見明朗，但靠著天父的恩典慈愛和真光

女兒堅毅不屈的特質，讓我今天心裏仍充滿平安喜樂。

回首過去十年，母校亦同樣經歷不少社會環境的變遷，但我深信在上帝

的保守和帶領下，真光將會繼續走在輝煌的教育道路上，作育英才，真光女

兒們能在社會上「作鹽作光」！

最後，在真光邁向四十五周年校慶的大日子裡，我謹祝願母校：

春風化雨教無類

百年樹人育英才

桃李豐收滿庭芳

主恩滿溢耀真光

但願真光邁向更多輝煌的十年！

2009年畢業生	
何梓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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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栽培
感謝學校和老師的六年以來栽培，亦感恩學校給

予實習的機會，回想過往學校經歷，實在感觸良多。

希望透過捐贈計劃，讓學妹善用新的學校設施學習，

提升她們閱讀的動機和興趣。

2014年畢業生

李禧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第一次踏入真光，是個深秋，那還是我參加

小六「中學南區巡禮」的時候。那時候的真光大

堂還鋪著藍色小格子磚塊，大堂左右兩側懸掛著

同學的畫作；而每一層樓層畫著充滿溫暖的手寫

數字，樓層之間有同學手繪宣傳學會的海報，這

一切讓我很著迷。在這之後，我毅然決然在「自

行收生申請」中，首選填寫了香港真光書院，而

次選是聖嘉勒書院。

第二次踏入真光，是個冬天，是我來參加

「自行收生申請」的面試的日子，和第一次來參

觀真光的心情很不一樣。第一次來真光的時候，

帶著愉悅輕鬆的心情遊覽校園，對校園的一切事

務充滿好奇和嚮往。然而，這一次的到來，心中

除了夾雜著對面試的忐忑不安，也夾雜著期待落空的擔憂。幸好，我很滿意我的面試

表現，我還記得我的中文面試題目是關於「飲茶」，面試老師是曾雅逸老師。之後我

知道，曾老師很欣賞我的面試表現，也對我進入真光的申請投下了肯定的一票。

 第三次踏入真光，是個夏天，那是個大雨濛濛的梅雨天。那一天的天氣很不
穩定，周圍濕漉漉的。可能因為真光靠海，反而空氣很清新，每一呼一吸，都能感覺

把身體內的濁氣排出來了。呼吸著這裡人傑地靈的氣息，我滿心歡喜地拿著藍色的

「中學派位結果」紙條走進了明亮的禮堂。那一天，剛好曾雅逸老師也在禮堂，我們

相遇了。我沒有想到未來三年她更是任教我的老師，也是我在擔任領袖生時指點我成

長的重要導師。

第四次踏入真光，是個初秋，那是一個悶熱的

秋天。雖然已經是秋天，但是天氣還是異常地濕

熱。第一次穿著旗袍的我感到很興奮，因為我很喜

歡這一套校服，儘管衣領已被汗水沾濕，但是也絲

毫掩蓋不了我雀躍的心情。

春去秋來，時光飛逝，我還記得我坐在中一丙

班的教室，望著窗外面的一棵穩實的大樹，那個時

候只能看著它最靠近地面的樹丫，想著，到六年之

後，我可能就看到樹頂了。六年之後，我還記得我拿著

畢業證書的那個黑漆漆的夜晚，在中六丙班的教室和同學

合影之後，和同儕互訴不捨之情，互相勉勵大家之

時，無意之中瞥見那棵被燈光照亮的大樹，這個時

候我終於看到了樹頂。在真光的六年經歷和學習，

讓我所學、所經歷的如同植根的大樹一般，培養我

成為更穩重、可靠的人，的確，畢業之後，很多和

我共事的同學、同事都覺得我是個值得信賴的人

呢！

2014年畢業生

黃水彬

真光點滴
時間就如流水一般稍縱即逝，一轉眼我已離開母校一年，中學時期的點點滴滴仍深

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還記得當年同學們一起為文憑試奮鬥，在午休及放學後都會留在課室或圖書館溫

習，互相督促，互相學習，難免會有灰心的時候，同學們亦會互相勉勵，彼此扶持。我

亦十分懷念老師對我們的循循善誘，不但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們，而且關心我們的心理壓

力，適時地指引方向，成為我們成長路上的一盞盞明燈。

除了學校的師生外，學校的環境在我的中學生涯中也佔了一大部分。從學校的走廊

向外望可以欣賞風平浪靜的避風塘，看著一艘艘船隻慢慢駛過，我的心情平靜下來，暫

時忘掉課業的壓力。

我認為學校的環境可幫助學

生學習，因此，當我得知學校的

「百年樹人計劃」後，我立刻捐

款為計劃盡一分綿力，以感謝學

校對我的培育，以及讓我認識到

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老師，亦

望能讓學妹們能夠有更完善及舒

適的學習環境，更加有動力去學

習。六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

短，希望學妹們能夠享受校園生

活，互相學習及成長，適當地釋

放壓力，懷著正面的態度過好每

一天。

2019年畢業生

	林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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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廳

繼往開來—由演藝才華到品德情意的栽培
「黃浩川勞潛華伉儷演藝廳」的落成，標誌著香港真光書院邁

向一個新里程！

演藝廳設置了最優質的音響、燈光和舞台設備，設立原意當然是讓現
有的話劇、辯論、歌唱、演奏和舞蹈等等和演藝有關的學習活動都可以涵括其
中，並得以在最先進的場地進行練習、綵排及表演。

除了傳授學科知識外，除了進行傳統的延伸學習活動外，「百年樹人」籌劃小
組更傾向於突破傳統框框，希望能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從而讓同學接受更有系統的栽
培，以讓後學受益更深更廣。

因此，學校決定在2020 - 2021 年度籌備一系列德育增潤活動 (Moral Education Enrichment 
Program) ，活動目的旨在於傳統課堂知識傳授以外，另闢蹊徑栽培同學的品德修養，現將活動構思
臚列如下：

首先，籌劃小組邀請在音樂、語言、旅遊、攝影、文化、生活不同層面有心得或專長的講者，
建構大約45分鐘的表演及分享環節。同學因此有機會涉獵自己不熟悉的範疇，從而拓闊視野。加上
節目主題雖然嚴肅，但表達手法輕鬆有趣，因此避開了傳統單向講授模式，觀眾會自然而然投入， 
共同建構活動的命題和方向。

此外，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講者和觀眾透過現場即席的表演分享，打破了年齡及階層的隔
閡。觀眾可以跨年代閱讀別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無壓力地在Q&A環節提問。相信真誠分享所帶來
激勵與反思，最終讓同學受益，甚或對其個人的人生規劃亦能有所裨益。

最後，要學有所長，過程中必定會遇上困難和挑戰。因此，堅毅精神、刻苦自勵和追求卓越的
胸懷就倍加重要。透過台上台下的互動交流和發問環節，同學可得到第一手的資訊和親身經驗的分
享，相信這對他們的感召必定更加深刻。

對於校友黃巽儀女士慷慨捐贈港幣壹佰萬元作「香港真光書院百年樹人計劃」之用，學校上下
同寅，永致謝忱！教育乃百年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百年樹人」籌劃小組冀能善用資源，造福後
學，希望同學由才藝到品德，都可以得到優質的栽培，從而繼往開來，將華南女子教育的純樸學風
薪火相傳，為祖國、為香港的美好未來作出貢獻，盡一分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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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學習資源盡在圖書館
 新圖書館運用新時代的設計概念，

設計以學生為本。圖書館設計以流線型

主軸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把座位和書櫃

融合，不再如以往般座位和書櫃分開。

新圖書館亦充分利用兩邊窗戶採光，以

取得最佳景觀，令學生有更舒適的學習

環境。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圖書館裝

置了不同的電腦設備，利用先進科技讓

學生更有效率地搜集和處理資料。

新圖書館全面優化，除了增設2個
小課室作為虛擬環境區及升學輔導室

外，更有許多不同的元素組合，例如自

修區、小組討論區、科目及主題專區、

展覽區、學生佳作區、中央演講廳等，

充分表現學習多元化的特色。新圖書館

為學生提供一個集閱讀、學習、文化展

覽、交流於一身的學習場所，更有效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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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多變的學習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的設計特色是運用靈

活及多元化的室內設計及傢具佈局，讓

整個課室可應用於不同的教學環境中。

學習共享空間能根據不同的教學活動而

收合課室間的活動牆壁，例如要進行小

組教學時，學習共享空間可分成兩個與

一般課室大小的空間；師生如下課後打

算進行小組討論或讓學生進行課餘的自

學活動，就可將學習共享空間分成四個

小課室；而學習共享空間更可與英語角

結合成一個能容納接近200人的室內場
所，讓老師舉行大型學習活動，例如講

座及工作坊等等。室內的新穎資訊科技

設備，例如互動短投投影機提供一個可

以讓師生進行互動協作的學習場所。除

投影機外，教師亦能利用最新的電腦，

無線網絡以及音響系統進行多媒體教學

及流動學習活動，令教學更有趣味及成

效。除此之外，學習共享空間亦設有合

乎人體工學的座椅，讓學生能在最舒適

的環境下學習。

學習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的設計特色是運用靈

活及多元化的室內設計及傢具佈局，讓

整個課室可應用於不同的教學環境中。

學習共享空間能根據不同的教學活動而

收合課室間的活動牆壁，例如要進行小

組教學時，學習共享空間可分成兩個與

一般課室大小的空間；師生如下課後打

算進行小組討論或讓學生進行課餘的自

學活動，就可將學習共享空間分成四個

小課室；而學習共享空間更可與英語角

結合成一個能容納接近200人的室內場
所，讓老師舉行大型學習活動，例如講

座及工作坊等等。室內的新穎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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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ed from our school’s commitment 
and hear t for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could feel comfortable and 
encouraged towards speaking English, room 
103 – The English Corner – has recently 
received a big upgrade. As the inspirational 
centre of our English activities, over the 
years, the English Corner has played host 
to many students’ best memories of English, 
its multi-faceted applications and the joys 
of communicating through such a vibrant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of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rue Light has always prioritised the English 
Corner as being a space for enjoying English. 
When the woes of revision and school-work 
seemed too much, students could retreat 
to the English corner, recline on the large 
sofa and chat to one of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in a friendly and cosy room.

Undergoing an immense transformation 
has breathed fresh life in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its activities. Still maintaining 
the same hear t for a comfor table and 
encouraging Engl ish environment, the 
Corner has now gained greater versatility 
and a sleek look. The tables and chairs have 
flexible utility and can even be tucked away 

英語角English Corner

for activities that require more space. The 
previously much-loved, but admittedly tired, 
sofa has now traded its rich red for an 
energetic orange. Students can once again 
flex their English muscles with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or simply a quiet book, 
while reclining in its arms. Sliding black- and 
white-boards reveal hidden storage space for 
English games, students’ work and a wealthy 
host of books. Aside from the furnishings, the 
technology has taken a leaf out of Star Trek’s 
book and integrated a fully interactive white-
board and sonorous new speaker system into 
the Corner, for diverse computer activities 
and English fi lm appreciation.

As True Light looks to the future, it 
can be proud of the past. A rich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rner has not been forgotten 
thr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project, but 
been renewed. Such a facility, as well as the 
resources that were poured into making it a 
reality, are testament to the focus True Light 
has on English as a vital part of education. The 
revamped English Corner will be a powerful 
engine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s driving 
force. Will students feel apprehensive about 
English, its uses and its fun? Not in the English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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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教學課室推動教與學 
現今教學講求互動及多元化，昔日課室的基本設備未必能夠滿足今日教學的需

求。本校在「百年樹人計劃」中，特意加入互動教學設備，包括互動白板、互動投影

機以及紅外線無線咪等，藉以加強學生對課堂的投入程度和學習氣氛，提升整體學與

教的效能。

互動教學課室應用於教室的先進科技，目前英、美等國家都已經逐步推廣於中、

小學，不同的研究文獻均指出應用電子白板對提高學習動機、增進教學效率與學習效

果、促進師生資訊能力、教育投資方面有積極效果。

首先，互動教學課室能提升教學的彈性，本校課室設計以互動白板輔以傳統的黑

板，老師可因應教學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課堂資料也能配合「反轉課室」的教學

法，將課堂內的教學資料保存並上載至網上平台供學生查閱，這種即時教學配合課後

的自主學習，對現今學生的學習模式尤其重要。

其次，多媒體教學能提供更多元與豐富的教學資訊，本校為教師提供白板感應

筆，互動的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時的專注力，尤其對抽象概念理解特別有幫助。白板

能呈現動態、視、聽等多元資訊配合老師的講解，能鞏固學生的課堂所學。

互動教學課室

「百年樹人計劃」課室設備更新工程，對老師和學生也帶來極大的裨益。在未來

的教學發展上，互動教學課室配合課程發展與不同的教學活動，以優化深層思維，拓

闊學習視野為發展方向，透過師生的課堂互動及課後的跟進鞏固，香港真光書院的學

生必定能在各方面有更出色的表現，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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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school recently had a big renovation, it has been 2 
months since the construction ended and yet, going to school 
still surprises me. The modern office vibe makes you feel 
so mature and gives you so much motivation. Every time I 
walk into that room, I feel my adult mode instantly kicking in.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the principal mentioned that the 
school would soon have some refurbishments. When she fi rst 
said those words, I thought she meant by re-painting the walls, 
but then I heard her plans and I got so thrilled. I couldn’t wait 
for the fi nal product. Now that the English corner looks newer 
than ever. If I wake up sad that day, I can affi rm myself that go-
ing to the English corner, can keep my negative thoughts away.

3B  Chiara Pang Kong Wa

很高興可在演藝廳擔任司儀，在這個舞台上為

學校服務。雖然自己介紹時因緊張而有些小失誤，

但能夠從這次演出賺取經驗已經很滿足，感到自己

的演講技巧有所提升。十分感謝學校、校長及捐助

者給予我們寬廣的新場地，讓同學們有一個可以發

揮所長的舞台。

3C	蔡靜怡

學生心聲

第一次在演講廳演出，的確與在禮堂

表演的感覺截然不同！無論是觀眾席還是

燈光都十分新穎，而令我感到驚嘆的是演

講廳內的迴音功效，演出時讓我清楚聽到

團員美妙的和音。即使音樂有細微的變

化，都十分清晰，餘音裊裊。

5B	吳欣璇

除了學習成績優異以外，一

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對學生來說亦

很重要。首先，學校推行「百年

樹人計劃」，優化課室設施，例

如加入新投影器，使教學活動更

多元化。另外，亦增設演藝廳，

同學可以進行不同課外活動，例

如舞台劇、跳舞、唱歌表演，可

以增加同學表演機會。同學可以

透過不同活動發掘更多潛能和興

趣。第三，優化圖書館之後，除

了增加同學閱讀興趣，亦有更多

座位讓同學自修。而且，圖書館

都為我們帶來一種一目了然、全

新的感覺。在一樓的學習共享空

間課室，同學不單可以在那裡上

課，亦可以進行更多分組討論活

動，令同學學習模式更加互動。

	4A	黃芷晴

去年第一次在演藝廳演出，一進去時令我眼前

一亮，可以說是麻雀雖少但五臟俱全，燈光佈置等

都很好，音響效果也令人讚歎不已，演出的時候給

人一種特別舒適的氛圍。首次踏足演藝廳已經令我

非常難忘了，能在那裏演出真是我的榮幸！

4B	黃菱

隨着社會和科技發展，現時有不少中、小

學，都會選擇以新穎的設備代替從前舊式設備。當

然，我們學校亦與時並進，最近進行「百年樹人計

劃」。首先，學校為每個課室安裝新投影機、黑板

和白板。除了視覺上比舊的更加美觀，觸碰式白板

螢幕亦改變以往上課方式。各科老師可以透過新設

備跟同學有更多互動。除了課室設備之外，我最喜

歡便是全新圖書館。從前圖書館可能會給人一種嚴

肅、安靜的感覺。而新圖書館改以落地玻璃設計，

令外面光線可以照射整個圖書館，同學看見外面景

色，吸引了不少人到圖書館閱讀。我很榮幸學校有

這些新的設施，希望同學可以善用如此良好的學習

環境，有更好的學習成績。

4A	黃楚淇

Our new English corner is open now! It is a great place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nd relax. The environment is ex-
cellent,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ly located. You will fi nd 
lots of seating areas and the chairs are cosy. The lighting is 
soft and warm. It is defi nitely worth visiting. I hope we can 
have lessons there. What’s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board games can be held in this new place. Hope 
to see you there and have an enjoyable time.

4B  Natalie Liu Wing Sze

我很榮幸可以在翻新後的演藝廳進行表

演，那裏有一個小型的舞台，而且有不同組

合的燈光設備，非常適合不同類型的表演。

得知「百年樹人計劃」，已經很憧憬翻新後

的設施。感謝校長及捐助者，亦感謝學校給

予我們踏上舞台表演的機會，讓我可以和組

員一起留下難忘的回憶。

5A	陳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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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吳嘉文校長

編輯

孔詠茵老師

施莉翎老師

資料提供

朱嘉添副校長

陳美君老師

陳麗璇老師

譚建儀老師

曾雅逸老師

葉靜雯老師

鳴謝 							 編輯小組

　　承蒙下列機構、團體的支持，使「百年樹人計劃」得以順利

完成，謹此致謝。

Architecture Commons Limited

Automated Systems (H.K.) Limited 自動系統 (香港 )有限公司

Bibliotheca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商必布奇股份有限公司

Broaden Ltd. 博達系統有限公司

C.O.O.S.A. Ltd. 創建工作室有限公司

Epson Hong Kong Limited 愛普生香港有限公司

Hung Tak Drapery Hardware Ltd. 雄德窗飾產品有限公司

Initialize Company 建基公司

JEB Greater China Ltd.

Koel Holdings Ltd. 雋高有限公司

KOKUYO International Asia Co. Ltd. 國譽亞洲有限公司

Optoma China & HK (Asia) Limited 奧圖碼 (亞洲 )有限公司

Sangfor Technologies (HongKong) LTD. 深信服科技 (香港 )有限公司

Zenith Interiors Ltd. 贊尼士辦公傢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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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舊迎新，展望未來

新圖書館

新演藝廳

舊圖書館 新學習共享空間 舊學習共享空間

舊課室 新英語角 舊英語角

27

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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