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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畢業同學於DSE取得

52個4級，16個5級佳績！

以下為部份同學升學情況：

增值指標創佳績

多元升學出路

核心四科、最佳五科為全港首
25%最高增值學校

核心四科、最佳五科：
通識、地理、旅款、物理
科達7至9級增值

中、英、數、經濟、歷史、企會
財有符合預期的增值表現

各科均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1
已於日前公佈結果，恭喜本校同
學於近二百名獲各校推薦的學生
中脫穎而出，5D張昱艷獲得高
中組優異獎，3D林秋麗同學成
為初中組十位優勝獎得主之一。

葵涌循道中學
KWAI CHUNG METHODIST COLLEGE

地址：新界葵涌麗瑤邨華瑤路
電話：2745 0010
傳真：2310 8900
網址：www.kcmc.edu.hk
電郵：office@kcmc.edu.hk

5* 中文CHI    5 通識LS
4級  數學/ 物理MATHS / PHY

現就讀中文大學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BEd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UHK

5級 健管HMSC
4級 生物BIO

現就讀浸會大學理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UHK

4級 中文 / 數學 / 通識 / 經濟CHI / 
MATHS / LS / ECON

現就讀樹仁大學 經濟及金融學
(榮譽)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HKSYU

5 *地理GEOG
4級 通識 LS

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
(榮譽)理學士學位
BSc(Hons) in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PolyU

周楹楹 
CHAU Ying Ying 
(2020-2021)

陳  瑩 
CHAN Ying 
(2020-2021)

李紫琪 
LI Tsz Ki  
(2020-2021)

梁逸朗 
LEUNG Yat Long 
(2020-2021)

    去年度家長教師會的活動雖然受到疫情影響，
但不減家長及教師對家長事工的熱誠。

    2021-2023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執委及2021-
2022年度家長校董選舉已於2021年9月8日下午四
時結束，並隨即在校內進行點票，由林美儀校長及
選舉主任負責監票。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一年一度的週年會員大會於
2021年9月10日舉行，會上宣布家長校董及家長執委
選舉結果，由錢少儀女士和張新絪女士成功當選為
2021-2022年度家長校董。而錢少儀女士、張新絪
女士、謝金玲女士、王麗霞女士、何英女士、姬淑

活動 / 比賽名稱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感動香港獎」徵文比賽

2020-2021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港精神學習

計劃2020-21「兩代情」徵文比賽

粵港澳資優「合24」挑戰賽 2021

全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2021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

2020/21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香港青少年建築繪畫大賽

2021國際義工日嘉許禮

得獎項目

高中組優異獎

初中組優勝獎

一等獎

初中組銀獎

高中組優異獎

星中之星

銀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專題環保章

中學組亞軍

4C傑出青年義工領袖獎

得獎學生

5D張昱艷

3D林秋麗

6D利建鋒

3D鍾福發

5D黃惠敏 黃倩美

2D黃珮軒

2D黎君泰

6D郭澤煌

5D黃治學

3D文倇恩 陳玉暢 張子健

6D吳建烽 王佩君 陳俊琪

    高浚銘 利建鋒 謝兆基

3D余曉芬

6C鄭雅詩

 

學生成就 以下是本校同學在2021年暑假至10月期間
在校外活動的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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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女士及胡為蓮女士則成功當選為2021-2023年度家
長教師會家長執委。

    有感於現今為人父母的壓力更甚於以往，麗瑤堂與
葵涌循道中學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教育」課程，藉此
幫助家長從不同角度得著支持。第一節課已經於2021
年10月15日晚上舉行，當天約有20多位家長出席，由家
教會老師和教會弟兄姊妹以主題形式作分享，與家長彼
此代求；家長反應很好，在疫情下，大家互相支持和記
念，倍感溫暖。

    期望各位家長都能繼續支持家教會的事工，積極參
與各樣活動，並對下一屆家長執委及家長校董予以支持。

家長教師同為下一代努力2021-2023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執委

Jazz Up live

中三四級精神健康講座

1D 吳穎晴 明信片設計

3D蔡鎵萍 明信片設計

1D 嚴琛喬 明信片設計

3C黃信僖 明信片設計

3D余曉芬水墨作品《翛然玉京》
於香港青少年建築繪畫大賽中勇
奪中學組亞軍，獲展覽於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時代精神耀
香江」之大國建造主題展。

國家安全工作坊健身室使用及安全

學生會選舉

才藝班 自理培養

    學生會選舉旨在提升
同學的公民意識，為同學

提供履行義務及行使權利

的機會，從中培養學生

作為公民應有的質素和情

操。本年度學生會選舉，

投票率為94%，參選內

閣「LIGHT」得到信任

票410票、不信任票155

票，當選新一屆學生會，

在未來一年服務同學。

拓闊同儕交流，展現專業能力

    學校著重教職員專業發展，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國家安全教育到校工作坊、教育日研討會、
健身室使用及安全專業發展等，令教職員得以裝備好自己，承擔教育下一代的使命。

推動價值教育，強化正向思維

    今年培育周主題為「識生命  愛生命」，
透過主題周會、輕歌妙韻及心靈舒壓坊等
活動，讓同學認識生命的局限及無限，學習
正向堅毅精神。其中徵文比賽分別由3A黃
栩鋒、3D鍾福發、3D胡家瑞獲得初級組三

甲，高級組則由6D甄彩儀、6D郭澤煌並列冠軍，5D張志豪獲得亞軍。
另外，逢星期五上午7:30-8:00在學生宗教室進行的晨禱會，開放予全校
師生參加。同學積極參與，樂於分享，彼此在信仰中守望，同頌主恩。

    學校透過生命教育課、精神健康講座及才藝活動等，加強同學自我
管理與認識，發掘個人興趣，再從個人層面推展，提升同學對社區的了
解及關注。



麗瑤牧區 點滴 校長家書

中一新生適應暑期活動
    新學年開始之先，為幫助中一新生適應葵循的新

生活，麗瑤堂特意安排「中一新生暑期活動-夏日狂奔

2021」。本年度得到中一新生家長的信任和支持，有24

位中一新生報名。

    透過一群葵循的畢業生作為導師和在學的學兄學姊成

為小組長的帶領下，讓一群中一新生透過活動和營會建立

了良好的友誼關係，使新生們對適應新學年有充份的準

備。開學後繼續透過逢星期六下午的聚會幫助學生建立

良好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並從活動中探索生命的突破

和成長。

親子教育課程
    鑒於現今父母教導孩子壓力日益增加，麗瑤堂於10月

15日開辦了以英國版本為基礎的「青少年親子教育」課

程。我們希望藉著此課程能幫助參與家長從不同角度理解

子女成長變化和困難，使家長能更合宜地引導孩子健康成

長。參與家長更可分享寶貴經驗，相互支持和交流心得，

也可以藉此課程學習增進與子女感情。認識相關的知識、

技巧和態度。

課程內容：
第一課：青少年和父母所面對的壓力

第二課：家庭的重要功能和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

第三課：愛的語言

第四課：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溝通方式

第五課：為青少年設立界線

親愛的家長：

    香港的疫情已逐漸緩和，我們的生活也漸趨正

常化，樂見同學回校上課，縱使是半天的課堂，但

同學亦積極投入校園生活。我殷切盼望學校全面恢

復全日課堂，師生可加強溝通及接觸，共享全面的

校園生活。

    今年是我在葵循第六個年頭，回想當初到校，

所有情景仍歷歷在目。在上帝的眷顧下，我有幸與

教職員、家長、校友、麗瑤堂及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等同行者一起作工，看見葵循學生在關愛文化的氛

圍中日漸成長，持續進步，深感欣慰。我們會繼續

努力，讓葵循學生盡展潛能，發揮所長。

    在學習方面，強化學生語文能力是我校的關注

事項，透過課室內外讀寫聽說的多方浸淫，令他們

的語文能力提升，更有助增強學習信心。在品德培

育方面，生命教育及品德價值觀的融合和教育下，

更能造就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將來對社會作出貢

獻。我們也致力透過校內外的教師專業交流，彼此

互相學習，建構學習型文化，務使教師在持續學習

的氛圍下，互相砥礪，精益求精，更為我們的下一

代樹立積極榜樣。

    每個人對自己都應有要求及承擔責任，做父母

的、做老師的及做校長也應該做個好榜樣，讓我們

的下一代見証自己的長輩都克盡厥職，竭力向上。

盼望大家携手合作，共創更美好的葵循，令我們的

下一代他日在社會上發光發熱，做個有用的人。

    祝    

身心康泰! 主恩常在!

                                 葵涌循道中學 

林美儀校長謹啟
2021年10月15日

      

認識新老師

    Hey everyone! This is Miss Kong and I’m one of the new 

English teachers in KCMC. Being a local student, I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of learning English. Yet everyone, please never 

give  up!  Give  yourself  a  chance  and  start  with  something 

that you like, for example, watching some Marvel movies (My 

favourite Marvel hero is Captain America, how about you?).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English, or simply want to share 

things,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talk to me. I would love 

to hear all your exciting and adventurous stories. 

    There  is  a  poem  that  has  supported me  throughout my 

study, and I want to share it with all of you.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 l l  the difference.
(Excerpt from 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

    我是張浩銘老師，任教初中綜合科學及中

五生物科，很榮幸能與各位老師和同學一起

在葵循生活和學習。在教學方面，我盼望可以

幫助同學把不同的科學理論及知識貫穿於日常

生活當中。同時，作為年輕老師，我希望與

學生一起成長和進步，並幫助少年人找到學習

意義。我閒時喜歡看電影、練習結他和打羽毛

球，歡迎各位同學和我分享生活點滴，讓我成

為你們成長路上的同行者。

    各位葵循人好！我是陳柏燊老師，本年度任教綜

合科學及生物科。

    我在中一迎新活動「伴我啟航」中，已經見到葵

循的大哥哥姐姐都十分關心師弟師妹，而且師生關係

良好，相處融洽，令我十分期盼自己也能在葵循伴在

同學旁，行走成長的每一步。我在課堂上主張着「有

教無類」，不論任何同學，我都會盡力激發其探究、

解難的精神，更希望幫助同學建立正向的人生觀，成

為各自領域的「光」。 

    我的興趣包括：游泳、結他和色士風。歡迎同學

課餘時和我交流大家的喜好，使我們的校園生活更添

趣味和姿彩，一起愉快成長！

    我們習慣每天過著忙碌的生活，將時間和精神都放在工作和照顧別人上，很多

時候都忽略了自己，連休息的時間都忘記了。有研究顯示，每天有一些「小休息」

（Micro Break），有助紓緩情緒及提升工作效率。以下書藉可以幫助家長察覺自己的

狀態和情緒，提供不同自我照顧的方法，在生活中培養正面樂觀的思維。

《靜觀生活30天-活在當下，讓身心靈更自由》 

新生精神康復會 著 蜂鳥出版

《正向教練學-正向心理學的人生技法》

劉遠章 陶兆輝 著 明窗出版社

    靜觀是其中一個照顧自己身心靈的方法。透過30天的靜觀小練習，暫時
放低生活中的瑣事，留意自己當下的身體反應、思想和情緒，學習照顧自己

的需要，切實地感受當下。每天抽一點時間，將靜觀融入生活，以下是一些

例子：

    吃早餐時，細味在口裡咀嚼的食物，可能會更享受到食物的色香味。

    說話時，留意自己說話的內容和語調，並察覺自己說話時的呼吸。

優化電子教學，提升語文能力

    今年舉辦的中秋燈謎活動及英語日均深受同學
歡迎，令同學可寓學習於娛樂，活用中、英雙語。為
增加學生學習英文的機會，英文科更舉辦了香港科學
園Experience  Centre英文導賞團，同學樂在其中。
除了語文科，地理科也舉辦了海岸研究活動，豐富學
生學習體驗。

    本書透過「正向思維」激勵我們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經營自己的人生
軌道，爲一生的幸福作出規劃。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和負面情緒，作者介紹正

向思維的10大核心能力，包括：感恩、樂觀心態、掌控力、活在當下及品格

強項等，以及22個經營人生的關鍵詞，活出自己的人生。

欠相片：「親子教育」課程1,2

健康家庭
好書介紹：談家長自我照顧

夏日狂奔

江蕊欣老師

張浩銘老師 陳柏燊老師

校園
快訊

中秋猜燈謎

地理科海岸研究

香港科學園英文導賞團 科技融入校園生活親子教育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