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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40 周年
情繫開平四十載 薪火相傳創未來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於 1973 年創校，今年，學校踏入 40 周年這
個重要的里程碑。多年來的發展，旅港開平商會中學無論在學
術成績、課外活動及校風品德方面，均表現突出，為區內學校
楷模。為慶祝創校 40 周年，學校除計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
外，更組織學生聯同校友會整理學校文物及歷史資料，期望讓
更多人了解學校歷史，達致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的目標。

▲關校監服務學校多年，
對 40 周年校慶感到欣慰。

面對 40 周年校慶，校監關汪洲表示，今天學校的成
果，實有賴教師團隊的熱誠及家長的支持。雖然學校
成立接近半世紀，但在他看來還是很年輕，仍有很大
的發展空間。關校監說： 「本校發展可分三期，辦學
初期，是學校打穩基礎的重要時期，有賴當年教職員
為學校盡心盡力，讓學校可安然進入其後的發展時
期，並逐步提升學術及體藝成績，及至今天昂然邁向
40 周年，這一切均令我深感安慰。」
關校監表示，40 年來， 「如何提升學
生的英語水平」 一直是學校的重點政策，
並堅持以 「英語生活化」 的方式將英語滲
透於學生的日常生活中，讓他們可以更自
如地以英語學習及溝通。而為進一步貫徹
英語校園的傳統及文化，即使是近年增設
的通識科，亦同樣以英語授課。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師生關係融洽，多年來確立了獨特的和諧校園文化。圖為溫校長（中）與學生會幹事合照。

開平全人教育 學業與品德並重

深化學生語文能力
校長溫美玉亦表示，憑藉歷年教學團隊打下的良好基礎、辦學
團體，家長及校友的支持，學校能以積極務實的態度面對近年頻
繁的教育改革。不少教師更主動進修，提升專業，協助學生面對
新高中課程及香港文憑試。學校的英文科表現尤為突出，在公開
考試取得驕人成績，實現學校提升學生英語水平的願景。學校近
年的關注事項是推行語文優化計劃，深化學生的語文能力。此外
更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推動學生追
求卓越。學校未來會繼續努力傳承英語教學的優良傳統，在和諧
的校園文化下，加強品德教育，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因應 40 周年校慶，學校聯同校友會及其他學生組織一同籌辦一
連串的特別慶祝活動，並構思設立學校歷史文物廊，將學校文物
存放於學校內，成為開平的重點集體回憶。

學教相長
▲學校為多方面推廣
英語學習風氣，
定期邀請國際學校學
生到校交流。

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23/3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校慶同樂日 本校

4/5

下午 7 時

校友聚餐

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

11/7 下午 7 時 30 分

綜合晚會

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除了關注學生學業成績，學校及學
生組織亦會舉辦不同類型的班際比
賽，訓練學生溝通能力及其他才能。

校友同心 傳承開平文化
溫校長表示，開平畢業生對學校甚有歸屬感，不少校友更於大學
畢業後回校任教，或是鼓勵子女入讀母校，對傳承學校文化，有一
定正面影響。
校友石美寶十分認同學校的辦學理念 「德智健勤」 ，有感母校事
事以學生為先，有助年輕人成長，故安排女兒在校就讀，而她本人
亦十分投入家教會及學校的活動。
另一方面，有舊生則選擇重回母校執教鞭，回饋母校昔日窗導恩
情，而梁玉冰老師及許偉良老師正是其中兩位。梁老師表示，學校
多年來建立了一個十分重 「情」 的校園文化，教學處事均以學生福
祉為先。許老師亦表示，一直很希望能在母校實現教學理想，為師
弟妹盡一點心意之餘，更可傳承學校的優良傳統。而且身兼校友及
教師亦有助他聯繫校友會成員，配合學校的日常事務。

▲▼ 「膠波仔比賽」 及 「聖誕齊齊
跳」 ，是開平的傳統活動，自創校
初期舉辦至今，深受學生歡迎。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一直是區內一流英文中學，學
術成績備受肯定。不少學生在 2012 年首屆中學文
憑試中考獲優異成績，其中更有兩名學生考獲六科
五**的成績，副校長鄺兆榮對此表示欣慰。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帶來的轉變，學校早年已開始
提倡自主學習，鼓勵學生預習及制訂學習目標及計
劃。鄺副校長表示，學校未來三年，會繼續深化有
關語文能力的教學措施，為學生製造更好的語境，
並配合 「跨學科語文能力課程」 ，提升學生的整體
學習的能力。
此外，學校有不同的措施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生，
對於在學術及課外活動表現突出的資優學生，學校
會為他們設立特別的課後學習班，協助他們平衡多
方面發展。部分學科如通識及生活與社會等更會以 ▲學校在 2012 年首屆中學文憑試中表現優異
「協作教學」 模式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生。

均衡發展 拓闊學生視野
梁耀榮副校長稱，學校以德智健勤為校訓，德育、
學業和課外活動三者並重，均衡發展。除學業成績
外，學校致力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品格、高尚的情
操、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及樂於承擔的公民意識。為達
此目標，學校成立不同的組織，如學生會、四社、朋
輩輔導計劃及學生長等，有系統地安排不同的活動，
及設計多元化的班主任課、服務學習，以打造不同的
學習平台，提供不同的實踐機會，從而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拓闊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的多元智能。校
方明白單以學校之力，難以完成上述宏願，所以學校 ▲學校定期舉辦海外交流團，讓學生從活動中提
與校友會、家長教師會及校外專業機構皆有緊密合 升英語水平。
作，協助學生修德進業，健康成長。

◀學校於禮堂梯間展示大批學校歷
史照片，並計劃興建 「校史廊」 ，
讓學生更了解學校的歷史。

活 動服務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學生在各校際比賽中亦屢獲殊
榮，從中累積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並建立正面自我
形象。學校更藉著不同的活動及學習機會，從而訓
練學生領導才能及團體合作精神。

運動競技 校隊表現出眾
學校擁有十支運動校隊，全校接近三分一學生參
與，可見體育文化植根之深厚。體育科主任李慧慈
田 徑 比 賽 （ 組 別 老師表示，學校重視全人教育，鼓勵學生多參與體
▲學校於今年學界
體季軍，緊隨拔萃 育活動，強健體魄的同時，亦能磨練心志，增廣見
一），奪得男子組團
為學界田徑三哥。 聞。現時，該校在學界田徑比賽（組別一）男子組
男書院及喇沙書院，
的整體排名為全港第三，成績斐然；而女子羽毛球
亦於去年由組別二進至組別一，表現出色。

義工服務 積極回饋社會

柯俊而（中四）： 「我自小對運
動抱濃厚興趣，特別是田徑及劍
擊。面對繁重的比賽訓練及功課學
習，幸得老師悉心教導，讓我可以
兼顧兩方面的發展。」

舞姿翩翩 校園舞蹈文化

舞蹈比賽中
▲每年學生於校際
得優異成績。

，均取

帶領舞蹈組的王敏思老師形容，開平的學生對
舞蹈活動十分投入。歷年舞蹈組在不少校際及
地區性的舞蹈比賽表現出眾，最近更在本年度
的校際舞蹈比賽中，奪得優等獎及編舞獎，更
獲邀出席校際舞蹈節優勝者演出，成績備受肯
定。

▲柯俊而

學生會會長
關文傑（中五）： 「學生會在即
將舉行的 40 周年校慶活動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將會在校慶同樂
日中設立攤位，展示昔日學生會刊
物《學林》及有關相片。」

能
培 育 多元 潛

▲關文傑

辯論比賽能手
李澄如（中四）： 「我十
分喜愛英文及與人交流，而
辯論比賽正好讓我發揮所
長。辯論比賽要求學生了解
社會時事，以書面及口述方
式表達意見，對學習英語有
莫大好處。」
▲李澄如

科學比賽 鼓勵探索精神
學校在 2011 年參加第 44 屆聯校
科 學 展 覽 （Joint School Science
Exhibition），運用 「電」 、 「磁」
科技改良門鎖設計，提升防爆竊功
能，勇奪全場總冠軍。據負責老師
莫百健表示，學校十分鼓勵學生參
與各類科學比賽及活動，既可以讓
學生應用課堂所學，亦能藉此增強
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並且透過
比賽的正面競爭氣氛，鼓勵學生精
益求精。

學生心聲

陳昱達（中二） :
「我當初選擇升讀
開平，便是喜歡她
在學業活動兩方面
平衡發展的理念。
這年多以來，我在
田徑和學業兩方面 ▲陳昱達
都有很大進步。田徑方面，我在剛過去的學界
第一組比賽中得到冠軍，並以 1.86 米的成績刷
新了男子丙組跳高紀錄，較舊紀錄高了 10 厘
米。學業方面則在考試中進步了四十多名。我
十分感激開平的老師和教練對我的啟發和教
導，我一定會繼續努力，不負開平對我的栽
培。」

家長校友 齊賀四十
▲獲聯校科學

展覽全場總冠

軍

校際英語混聲集誦
一枝獨秀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於校際朗誦
節表現突出，英語混聲集誦更是
▲該校英語集誦隊
一枝獨秀，多年來，共奪得 21 項
可謂校際朗誦
節
的 「長勝將軍」
冠 軍 的 殊 榮 。 本 年 度
（2012-13）的比賽中，學校更
勇奪 「中一/二混聲」 及 「中三/
四混聲」 組別的冠軍，以及 「中
五/六混聲」 組別的季軍，成績
優異。英文科主任黃超常老師表
示，這是老師團隊及學生共同努
力的成果。黃老師形容，老師在
指導學生的表演技巧之餘，更
會和學生一起討論演繹內容方 ▲ 該 校
學生在各類校際比
賽中亦
法，增強學生的參與度及投入 屢獲殊榮，盡
顯藝術才華。
感，提高表演水平。

家長教師會主席鄭國星： 「本會成立至今十
四年，期間得到校方充分支持及配合，得以茁
壯成長。今年為學校四十周年校慶，本會祝願
開平校譽日隆，培育青年，發揚國光！」
家長校友鮑國鴻： 「回首來時路，忘不了的
是既溫情洋溢，又熱情奮發的開平校園，這裏
教曉我追尋理想，熱誠處事，關懷家國，成就
我的事業人生。師恩友愛深念，青蔥歲月永
記。願我的孩子也能擁有這美好的一切。」
校友會主席駱凌生： 「每次想到母校，那些
支持教育的開平商會董事、熱心教育的老師和
關心學校的校友就一一湧現腦海，祝願母校能
繼往開來，成為學生和家長的理想學校。」

學校資料

學校十分重視義工服務，藉此培養學生正面人
生觀。統籌義工服務的黃少慧老師表示，不同年
級各有不同的服務對象，讓學生了解社會不同的
面貌，而義工服務更是中四及中五學生在 「其他
學習經歷」 中的重要項目。暑假期間，學校更和
懷 內地義工服務的團體 「培苗行動」 合作，安排學
關
習
學
，
中
務
服
工
▲學生從參與義
生到廣西，教授當地小學生英文及進行一些體藝
社會有需要的人士。
活動，關懷落後地區的兒童。

學界跳高新星

劍擊精英運動員

整理開平歷史 文物大募集
許老師稱，為紀念四十周年，學校及校友會呼籲校友捐出與學校
歷史有關的物件，在四十周年校慶嘉年華會中展出。
此外，為更有系統地整理學校歷史，及加強校友與學校的聯繫，
學校正進行一個名為 「Hoi Ping Memories」 的計劃，藉著訪問前
任校長、現任老師、退休老師，以及不同年代的校友，了解學校的
過去，整理學校的歷史。學校會建立一個網誌，把有關歷史資料在
網上發佈，讓開平中學的歷史可以更廣泛地為人認識。

成就卓越

學校名稱：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地址：何文田石鼓街 22 號
學校類別：津貼男女中學
辦學團體：旅港開平商會
校監：關汪洲
校長：溫美玉
電話：2712 3107
網址：www.hpcc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