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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

祢
我們都是我們都是

祢祢祢手手中 孩孩孩孩的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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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箴言》裡有句話︰「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所謂養，就具教育之義；所謂義，就是

正道的意思。馬中於二○一八至一九學年，將「成長營」推展

為全校性學習活動，旨在讓學生通過訓練，學會獨立，並建立

往後所需的團隊精神。

訓練可以是孤獨的，但我們更希望孩子學懂守望相助。數

十人高舉雙手，並非為「執行任務」的人歡呼，幾十雙手只為

保護一個將要失敗，將會倒下的隊友。成功固然讓人欣悅，失

敗卻令人感受到背後同學支援的力量與情誼。眾人手心的力度，

不保證任務成功，它只會默默地告訴爬到高處的人︰「別怕！」

失敗確不足懼，因為馬中上下，有數不盡的小手。

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會碰釘子，總得面對挫折。我

校彭校長在探營的時候，聆聽許多勞累與艱辛。孩子向校長訴

說的並不是怨懟，他們只是無法馴服心裡那份羞慚。也許，他

們仍無力為自己的未來許諾，他們只從校長那雙手感到微溫。

那丁點微溫彷彿說︰「孩子，走下去。」

那年輕人沒收歛淚容，反正在馬中，在一所基督建立的學

校，我們都不必掩藏。在馬中成長的孩子，或許沒有世俗人眼

中的成就，但至少，他們都能正眼看自己的容貌，他們都有勇

氣撫平往昔的瘡疤。

訓練營為孩子帶來甚麼實在不好說，那大概是因為每個孩

子都是獨立個體。因此，我們可沒為孩子訂製成長的模具，只

憑雙手扶他們走上當行的道。是的，我們的手輕輕地按著孩子

的頭，彷彿向孩子說︰「別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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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文化交流計劃 2018

給孩子一雙翅膀

Cultural Exchange–文化交流。太誇張了吧﹖

許多人都會問，到底馬中國際文化校園計劃辦的交流團，跟坊間其他學校所辦的有甚麼不同。不

少家長心裡甚至會問︰「所謂交流團，不就是付鈔讓孩子往外面走走，買點東西回家嗎﹖」說句實

話，我們都不便評論其他

學校所辦的，但我們大

概可以與家長們分享一

點我們在美國交流時的

點滴。也許，通過這些

照片，你便能意會到，為

何馬中的美國文化交流團

會與別不同。

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給孩子一雙翅膀

今年七月，我們到了美

國密歇根州(Michigan)的門羅

巿(Mon r o e )﹝其實我們也到

了俄亥俄州(Ohio)的托萊多巿

(Toledo)呢！可是篇幅所限，

在此不贅了﹞。我們名副其實

地去了交流，當地的報章(The 

Independent)，也前來採訪我們

這次美國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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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美國人眼中，香港的孩子都來自城巿，我們應該沒見過美國的鄉郊生活。說來沒

錯，馬中的孩子，的確發現了新大陸。我想你的孩子也沒親眼見過鹿群穿過麥穗的模樣吧﹖你

知道嗎?接待我們的美國家庭，把車子開到他們家族的麥田裡。我們打開車窗，讓麥田的芒子

穗子，夾著不知名的小飛蟲，撲到臉上。蟲子叮不叮人也好，我保證你不會作聲的，因為在那

裡，一不留神，鹿子就跳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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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搖的工
具在車房裡
提取蜂蜜

這三個女孩
應該不是打
魚的

以美國家庭的廚房和廚具做中菜，應是一項
挑戰。﹝他們當晚吃米粉 (Maifun) 呢 ! ﹞

美國人甚少吃葱的⋯⋯

馬中美國文化交流團的最大特色，就是每次我們都能安排學生，跟接待他們的家庭同住。

今年，中三級的周栢俊和羅浩洋就以廚藝會友，可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種吧﹗



我們總不能整天都待在田裡吧？許多時

候，我們都到教會裡幫忙。今次我們拜訪了

East Ida Immanuel Lutheran Church。馬中的學

生，隨著接待他們的美國家庭，到教會裡事

奉。他們必須學會獨立，更學會照顧別人。

參與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的學生，

跟孩子講聖經故事，跟他們分享聖經福音。與

其說馬中的學生照顧他人，不如說他們跟這些

美國家庭中成長的小孩一同學習吧。

路德會聖
馬太學校

的小學同
學跟美國

的小孩同
唱新學的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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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剃鬚膏加幾滴
顏料，便可製成很
美麗的十字架

來一個聖經
故事也不錯。



為配合我校美國研究科教學，學生亦須到美國親身體會和感受課堂所學。

接待學生的家庭會充當他們的嚮導和老師，向他們展示許多美國人引以為傲的一

面。旅程中我們到訪了汽車製造商福特的廠房，參觀他們的生產線。我們更到了福特

車廠的博物館，一睹美國重工業的發展史。

當年 Rosa Parks 乘坐開往
Cleveland Avenue 的公車⋯⋯

談到美國文化，我們又怎能不駐足看看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歷史呢。

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我們讓孩子走出課室，腳踏世界的另一端。不為甚麼，只讓他們見

世界之大。國際文化校園計劃下的學生交流團改變過許多馬中孩子的生命。昨年如是，明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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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十九及廿一日，馬中連續十年，假我校操場舉辦美國文化嘉年華。承往年傳統，美國駐

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均會到校，與協辦機構─九龍倉集團旗下的教育基金 Project WeCan 的代表，一

同到校參觀，並主持開幕典禮。

–American Funfair 十周年
美國文化在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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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領事唐偉康先生親臨剪綵並致開幕

辭。唐先生在演辭中，提到這不單是中美文化交

流，更是兩地學生互相學習的機會。今年美國領

事館組織了極具規模的美國義工團，到校與學校

師生一同參與嘉年華會的準備與營運工作。學生

能將學校特色課程─美國文化研究科中所學的，

由課堂以內，帶到課室以外；將英語學習環境，由

室內移至室外。

美國文化嘉年華舉辦十年以來，參與人數續年

攀升。今年參與嘉年華的區內外小學，更達七間之

多。校方旨在將學校美國文化研究科的純英語學習

語境，由本校推展至其他小學。另外，學校上下肩

負將軍澳區內成員的社會責任，舉辦是次嘉年華以

為區內孩子和家庭，提供一個寓英語學習於娛樂的

家庭親子活動場地。區內居民反應正面，孩子都能

通過不同的攤位遊戲，瞭解美國文化，拓闊視野。

馬中作為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長期合作的夥

伴，將為本港中學學界，注入更多國際文化交流的

動力與機會。

美國文化在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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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校園計劃今昔
自二零零六年起，本校

辦學團體香港路德會透過與

母會美國路德會的龐大國際

網絡，建構具國際文化特色

的平台。此計劃為馬中注入

了新的教學力量。每年不少

來自美國的義工和老師，通

過此計劃來到馬中，與我校

學生交流。他們參與美國研

究科教學，為學生營造一個

純英語的學習環境。美國義

工和老師亦會與我校學生分

享基督教信仰價值，同時向

他們展現美國文化一隅。這

些年來，超過五十隊美國義

工到校，與馬中學生一同經

歷許多愉快的學習時光。

學生與美國義工一同參觀
中式建築

我相信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沒見
過糖葱餅，這可是真正的文化
交流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與美國駐

港澳總領事館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

係。近年領事館職員會組織義工

隊，協助學生籌備我校一年一度

的美國文化嘉年華。每逢美國感恩

節，我校師生均很榮幸，接受美國

駐港總領事邀請，到其官邸參與感

恩節活動，與領事共晉午餐。

領事夫人向我
校學生介紹感
恩節午餐活動

陳婉玲副校長 ( 左一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總監 Charles Fok( 左二 )、來自美國
內布拉斯加州的駐校老師Kenna Newsom(右二)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右
一 ) 於感恩節午宴中談到國際文化校園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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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校三位中六學生

─6D 梁卓藍、葉達智和姚家藍，

獲得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獎學金資助，

到兩所分別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

University of North Georgia以及費城

的Temple University參與學習計劃。

我校美國研究科更與香港國際學校（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合作，讓學生一同於馬

中的美國研究課室參與課堂。隨著國際文化校園計

劃發展，馬中的英文教學將更具國際元素，某程度

上超越同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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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四科合稱STEM。

回顧近十多年香港科學教育發展，人們不難發現，教育局基本上已

於小學成功推行STEM教育，讓這四科有機地結合，以培育足以適應

社會發展的新一代。馬中趁這股教育風潮，近年積極推動STEM教

學，期望學生可以銜接小學所學，於中學學習階段，發揮所長。

我校於今年三月廿四日，舉辦了學校首次STEM成果展示日，區

內外小學都踴躍參與。我校師生積極籌備，學生更用心向來訪的小

學同學，展示科學有趣的地方。今次成果展示日，我校讓小學同學

駕駛由馬中學生製造和保養的電動車；又讓到校嘉賓操作機械人，

試試以它來完成不同的任務；文靜一點的同學，可以親手試製分子

料理，將化學材料幻化為不同的食物。

為了進一步推動STEM教育，我校邀請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的蔡詩

贊博士，跟我們探討何謂 ”Meaningful Making”。來自東華三院張

明添中學的梁偉業任則以「如何落實以課程層面推動學校STEM」為

題，跟我校教員分享教學心得。我校相信今天STEM 成果展示日，

不單令學生以「前輩」的身分指導年紀較輕的同學，老師亦可通過

座談會和講座，改進科學課堂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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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科
學
跳
出
課
堂

STEM

成
果
展
示
日

物理與機械 
從來都是密
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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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家政的
有機結合：分
子料理的魔力

李銘輝老師與學生
向小學同學講解魚
菜共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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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要寫得一手

好文章，必先多讀，否則多寫無益，要是寫

了，文章亦只如高山滾鼓，讀來狗屁不通。

中國語文科組為提升馬中學生運用語文的能

力，特意替同學們選購了袁兆昌先生所著的

「超凡學生系列」小說，讓他們閱讀與自己

身邊瑣事有關的作品。中文科老師意識到，

若要令學生覺得閱讀小說時更感與趣，其中

一個方法，就是讓學生與小說的作者見面，

製造一個讀者與作者互動的機會。

袁兆昌先生於上月十六日應邀出席我

校舉辦的寫作講座，與我校師生分享寫作時

取材的方法；又教導學生如何在生活逸事中

勾勒作品所需的靈感和形象。講座過後，袁

兆昌先生更於我校主持工作坊，指導我校學

生，期望他們找到寫作的竅門。

「—袁兆昌專
題寫作講座暨

工作坊」
造就超凡學

生
袁兆昌專題寫

作講座暨工作
坊」

袁兆昌專題寫
作講座暨工作

坊」
袁兆昌專題寫

作講座暨工作
坊」

造就超凡學
生

造就超凡學
生

造就超凡學
生

造就超凡學
生

造就超凡學
生

造就超凡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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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教育，除了能讓學子增進知識，更能培育他們成為才德兼

備的社會公民。故此，德育及公民教育向來都是馬中重視的一環。本年

十一月十三日，我校公民教育組組長黃嘉敏主任，帶領三十位高中學生

到立法會大樓參觀。

立法會功能界別教育界代表葉建源議員親自到場迎接。我校一行

三十二人隨葉議員參觀。學生可到大會會議廳外近距離觀察記者訪問議

員﹝俗稱「扑咪」﹞的採訪區，瞭解駐立法會傳媒人員的工作。我校學

生更有機會親身走進立法會舉行大會的會議廳﹝Chamber﹞內，感受會議

的氣氛。葉議員讓學生走到立法會主席台前留影，並與學生討論近日熾

熱的政治議題。中五甲班學生鄧子東向葉議員提問，希望葉議員發表一

下他對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候選人 ─ 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被選舉主任取

消參選資格的感受。這些與香港巿民參選權的討論正面而具建設性，學

生應可通過這段訪談，在通識科課堂以外，學習新的思考角度與方式。

—

參
觀
立
法
會

公
民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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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仰
馬中內的教會─沐恩堂

路德會沐恩堂為香港路德會旗下的堂會。2003

年由香港路德會佈道委員會成立佈道所，其後於

2014年經評估獲總會執行部通過正式成為會員教

會。本堂座落於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內，為發展學生、家長及社區的福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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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香港路德會沐恩堂都會舉辦兩次

假期英文聖經學校。來自美國的義工會到

堂，向本地孩子廣傳福音。孩子可以一面

學習英語，一面通過輕鬆的方式，學習聖

經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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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假期英文聖經學校 
             ~ Vacation Bible School



沐

恩

堂

活

動

花

絮

中秋節燒烤晚
會當晚有220

位教友親友聚
首一堂，當中

馬中的家長及

學生有70人參
與，彼此分工

合作，除了燒
烤外，少不了

當然是牧師主
領的

中央燒烤有特
色雞翼、腩肉

、牛仔骨、海
鮮等，還有飲

品及生果自助
區供

眾親友享用美
食，預祝中秋

節快樂。

Rock出Teen地及中一成長營，邀請所有中一學生參加一連六次的中學生團

契。今年學生非常投入，不論在皮革手工、團體遊戲及小組分享上，也可以看

見學生們的創作、團隊合作和投入分享，與導師們也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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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出Teen地及中一成長營，邀請所有中一學生參加一連六次的中學生團

契。今年學生非常投入，不論在皮革手工、團體遊戲及小組分享上，也可以看

見學生們的創作、團隊合作和投入分享，與導師們也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沐恩堂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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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伊始，我接過《喜報》的編輯工作，再一次與文字工作邂逅。

上次執筆寫作，屈指一算，應是十年前寫碩士論文的一瞬。是的，只有

一瞬，那大概是因為那篇不是論文，充其量只是中學水平的議論文。說

來慚愧，我的中文程度只如中七學生。別過頭來，從煙火人間往仙山上

看，原來我在薄扶林道黌宮內只談風月，對學問不曾一顧。

望著電腦屏幕上跳動的游標，赫然發現寫作比生孩子更難。我不禁

聯想到《笑林廣記‧腐流部》內有一篇〈腹內全無〉，我想我現在應是

「胸內腦內全無」，要完成這期《喜報》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說白

了，就是庸才當上主編，這期《喜報》，只好由學生心裡的剪影向大家

勾勒馬中的輪廓。

編者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