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生活
透過資優的教育、境外學習交流及學校獎勵計劃等，強化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表現。三十多個學會及興趣小組，分學術、
文娛、體育及服務四大類別。當中籃球、跆拳道、國術、羽毛球、足球、游泳訓練、乒乓球及管樂團均聘請專業教練。此外
，中一學生於放學後需參與體育常規訓練及制服團體活動。

九龍工業學校

校訊
2014年11月號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恭賀校友倪亦靖教授 榮獲美國製造工程學會最高榮譽金獎
4C青年義工聯考培訓營

「施比受更有福」服務學習計劃

國立新加坡大學倪亦靖教授（Professor Nee Yeh Ching）是製造工程界的頂尖
學者，三十二年前他獲美國製造工程學會（SME）頒授傑出青年製造工程師獎，鋒
芒初現，是工程界的明日之星。歲月催人人不老，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他再次榮獲
SME的獎項，這一趟是該會的最高榮譽金獎，這是除日本外，首位亞洲學者獲此殊
榮，表揚他在先進技術的研究、發明和學術開拓的貢獻。他的成就，是多年來醉心
鑽研、堅持不懈，對製造工程研究懷著無比熱誠的成果。這份對事業的熱愛不知是
否來自家族遺傳？他的哥哥倪匡和姐姐亦舒醉心於文學，在文壇上都是知名作家。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消音舞獅

獅子會禁毒先鋒隊

倪教授在美國底特律榮獲SME主席頒授最高榮譽金獎

倪教授出生於上海，在香港成長，負笈英倫取得博士學位，後赴新加坡為剛成
立的國立新加坡大學貢獻三十餘年。2005年我到新加坡訪問他時，問他怎樣看待自
己的身份。他說：「如果您現在問我的身份，我會說我是新加坡籍華人。但是我對
香港有美好的回憶，我常常為自己會說廣東話而自豪，其實我的母語是上海話喲。
」倪教授沒有忘記怎麼說廣東話和上海話，他也沒有忘記出生的中國大陸。如很多
海外華人一樣，他一直希望為祖國的現代化略盡綿力。現時倪教授是中國五所著名
大學的榮譽教授。今年四月南京航天航空大學頒授榮譽教授席給倪教授。中國學生
對學習的投入和勤奮令他印象難忘，他們將會是明日中國建設的新力量。他能幫助
這些優秀的學生走進研究的領域感到欣慰，半過世紀之前，他也是從這片土地出來
的。著名詩人鄭愁予以「流動的大陸」來比喻自己的鄉愁，倪教授心裡是否也有這
份鄉愁呢？頒授榮譽教授席典禮後，倪教授在南京檔案館的李處長陪同下，到了南
京大屠殺紀念館和拉貝故居參觀，他感受到殘酷歷史的震撼，他寄望年青一代牢記

中國曾經從苦難中走過來，無數烈士為保衞國家而犧牲，今天年青一代要為建設國家而努力，不可辜負前人。

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高級領袖生訓練營

捐血日

「深水事件寶」導賞團

倪教授的流動大陸，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停留在濱海的長沙灣道上的九龍工業學校。這裡，他學會了說廣東話，一生不忘。他是在中國大陸出生
的新加坡籍華人，他的心是中國人的心。倪亦靖，九龍工業學校的優異生，在1965年畢業。
劉偉華老師

耆樂餅義賣活動

科學聯會
迪士尼「物理世界」體驗工作坊

地理研習課程
鄉村土地利用

境外交流

中一家長茶敘
嶺南藝術探索之旅，讓我看到很多精美的
藝術品，我還參觀了一所高等美術學府。這次
嶺南藝術探索之旅讓我獲益良多。
4E 陳家樂
很開心能參與嶺南藝術探索之旅，因為我
學會了許多有關藝術的知識。
4C 李進達

全學年共10次以上的境外學習活動，提供超過200個遊學機會。
與不同機構協作或合辦境外學習活動，主題涵蓋不同範疇(社會服務、
文化歷史、環保考察、科技教育、英語學習等)，遊學的地點遍及韓國
、台灣和中國大陸等。

4C

嶺南藝術探索之旅

韓國環保、科技及文化交流團

短短四天的旅程瞬間結束，但我們的收穫卻
不少。從Digital Pavilion館，我們發現韓國對
先進科技的重視，SAMSUNG在全球佔領的巨大
市場便是最好的體現。世界盃公園裏，人們的悠
山東交流團
這次山東交流團，令我更能深入認識中 閒身影；滿大街上跑的KIA汽車反映出他們對國
華文化和傳統，例如通過參觀「三孔」(孔廟 產的擁護；全程陪伴我們四天的巴士司機堅持在
、孔府、孔林)，了解到孔子的生平事跡，我 我們全登車時才開空調以及他們的小孩被從小培
育的環保觀念，令人欣賞。為了應對龐大的中國
對他的認知和敬佩之情因而加深了。
6B 李全發 遊客市場，韓國人擁有令我們咋舌的普通話水平
，你甚至會懷疑這裏是不是中國……
5A 葉國娣

編輯委員：劉偉華老師

梁志偉老師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332-334號

馬樂謙老師

電 話： 2386 0737

台灣建國科技大學
校園體驗之旅

是次嶺南藝術探索之旅令我印像最深的是
公仔街。公仔街有很多的文藝品出售，又有不
少展覽館，有不少展覽品可以觀看，令我獲益
良多。
4C 談雪盈

優秀學生

當總領袖生是一份光榮，同時也是責任
的承擔。上月我參加領袖生訓練營，通過各
種挑戰，明白到一件事情必須由團隊成員通
力合作才能做成。我們領袖生團隊不僅協助
學校維持學生紀律，更重要是以身作則，讓
同學感受和體會到友愛和睦的校園氛圍，所
以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

深圳歷史、經濟和城市建設考察
參觀單車廠

學生會全體幹事都是為了服務同學
，營造愉快和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而參選
的。今年我們會為同學創造更多學習經
歷，例如最近與服務學習組合作舉辦「
耆樂餅義賣」。同學們能享受愉快的學
習，就是我們幹事團隊的願望。
學生會會長

李頌基老師

陳笑卿老師

傳 真： 2708 9958

魏進添老師

總領袖生 林國峰 5D

朱薇 4D

關碧珊老師

網 址： http://www.kts.edu.hk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332-334號

電 話： 2386 0737

傳 真： 2708 9958

網 址： http://www.kts.edu.hk

中一體育常規訓練班

學生園地

冰心女兒吳青教授講述代代相傳的家國情懷

為了提升中一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並透
過體育活動讓學生建立積極、堅毅及健康的生活
，學校特意舉辦了中一體育常規訓練班。訓練安
排於星期一放學後進行。學生可選擇不同的訓練
項目，包括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和跆拳道。同學反應熱烈，訓練期間表現投入，
樂在其中！

2014年是甲午中日黃海大戰的120週年紀念。中國著名作家冰心和社會學家吳文藻的幼女吳青教
授，於2014年5月9、10日在本校出席活動及講座。吳青向青青學子、教師以及公眾人士講述了他們
祖孫三代人代代相傳的家庭教育和民族情懷。

外祖父謝葆璋對冰心的培養
吳青教授的外祖父、冰心的父親謝葆璋在甲午中日黃海大戰時擔任來遠號戰艦軍官，在威海保衛
戰中，來遠號戰艦被日軍的魚雷擊中，謝葆璋死裏逃生，遊到劉公島。謝葆璋從小就教育冰心，「要
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
吳青教授回憶道，「儘管媽媽是出生在1900年，但是由於我的姥爺的思想很開明，我的媽媽從來
沒有裹過腳和扎過耳眼。當我的姥爺介紹我媽媽給其他人認識的時候，他都說，這是我的女兒，也是
我的兒子。」這便是人的尊嚴。
吳教授在本校向師生及公眾演講

冰心對吳青愛的教育
吳青教授出生於1937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七七盧溝橋事變」那年，一個正逢
戰亂的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就是要把中國人培養成亡國奴，因為在學校中國學生不能說中國
話，要說日語，見了日本人要鞠躬。」吳青教授一家先在昆明，後輾轉到重慶。她在重慶上小
學，她記得「日本飛機天天要來轟炸昆明，而中國的高射砲打不到日本的飛機，所以飛機一來
就要躲進防空洞。」因此吳青教授從小就很痛恨日本人，當時並沒有將日本人和日本軍國主義
政府分開。

「中一級學長計劃」
本計劃透過在學業方面表現優秀的學長，
於午膳時間為剛入讀本校的學生進行功課輔導
，令中一學生能全面了解中學的課程，提升學
生的學業成績及自信心，讓他們更快融入校園
生活。此外，本計劃亦為中三、中四的學生提
供平台，為他們提供發揮潛能的機會，令他們
能學以致用。

吳青教授沒有料到，後來一家人會移居日本且居住多年。「去到日本那天是我的九歲生日
，我那時就跟自己說，絕不學日語，絕不跟日本小朋友玩，就這種強烈的民主主義。可是不可
能，因為我們家的司機是日本人，他只會說日語，所以我只能開始學日語。」冰心剛落腳就去
找在美國結識的大學同窗，「找到四位日本阿姨，每個星期四請來我家吃飯。」正正在那時，
吳青教授才真正了解到，日本人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分別，「侵略國家的人民沒法談他們反戰，
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送進監獄。實際上，戰爭的發動一般都是統治者，人民需要的是和平，是
公正，因為在戰爭中，犧牲的是人民。」

吳青教授憶述，曾帶領小夥伴騎自行車追逐日本小孩，只是為了嚇唬他們，冰心發現後問女兒，「你要幹嘛？他們欺負你了嗎?他們到中國來了嗎？
這些孩子的父母可能就因為反戰被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給迫害了，你知道嗎？」後來，吳青教授就意識到，「永遠劃清政府和人民的界限。」

Healthy cooking contest

「冰心創作的核心，就是一個字。」吳青教授在白紙上寫著一個大大的「愛」字，「愛，而且她是博愛，她教育我，要懂得愛人民。」

Delectable Creations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t Resist to Drool

「冰心從小就教育我，你要先是一個人，才是一個女人。」

The aroma of the buttery pancake, the smell of bubbling curry and an
additional sweetness of the fruity smoothies ﬁlled the air of the school hall
of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KTS) on 7 July 2014. Healthy Cooking Competition was the year’s highlight that brought together students and teachers
brewing fun through preparing yummy and healthy food for everybody and
displaying their cooking skills and nutritional knowledge.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The S1 Bridging Programme lasted for ﬁve days. We had
lessons from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till noon. It was a
special experience.
On the ﬁrst day, I met Ms Cheung and my classmates in
Class 1D. We took turns to introduce ourselves. I was a bit
nervous at ﬁrst. But then, I made some good friends, like
Candy, who now becomes my best friend. The English teachers taught us some useful classroom language. It was very
useful. We also did a role-play. We took turns to act a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was hilarious.
Huang Yuan Shi (1D)

劉燕

學生成就
忠誠地產集團
學生發展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梁朝輝
余玉珠
馬俊業
吳寶霖
葉金妮
朱 薇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e competition received good
responses with 14 teams of students across all forms participating in it. The
theme was Healthy Lifestyle. Each team came armed with their own recipes
and ingredients and surprised the adjudicators with tasty scrumptious
dishes!

Halloween Fiesta
On 31st October, 2014, the English
department booed the students with
Halloween Fiesta.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a number of fun activities,
namely Monster Mask-making Competition, Devil Dominoes, Turbo
Tongue-Twisters, Bouncing EyeBalls,
and the highlight of the day, Trick or
Treat. Through the activities, students
were able to learn and apply their
English skills in a non-classroom
context while experiencing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teachers, had great fun with some
mysterious and disguised spooktacular
phantoms around.

2E
2D
3E
3D
4C
4D

梁智鋒
葉坤杏
陳浩然
林國峰
鄧鈺婷
何穎珊
陸韻琴
楊志行

劉國禎校長獎助學金
王澤成
盧泳焮
朱 薇
陸韻琴
何穎珊
黃嘉敏
丘詩敏
陳宇滔
魏佳強
尹子浩

4D
4D
4D
5B
5B
5C
6D
6D
6D
6F

4D
4D
5B
5B
6D
5F

(左一邱詩敏 左二劉銘 左三朱薇 左四蔡崇機校長)

李鄭屋村居民子弟獎學金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黃嘉敏 5C
陳倚凰 6D

九龍工業學校校友會
傑出領袖學生獎學金

王澤成 4D
丘詩敏 6D

全港學生升呢大行動
黃志森 6B

徐嘉欣 5B
陳玟芳 4D

九龍工業學校校友會
預科生升學獎學金

「明日之星」計劃
鱷魚恤上游獎學金

參加了深水埗傑出學生計劃後，不但
讓我認識到不同中學、不同級別、不同性
格的人，擴闊了社交圈子，而且亦令我有
機會去嘗試和參加一些有趣的活動，令我
獲益良多。
初中組優秀學生 朱薇 4D

叶國娣 5A
陳武健 5B

*余友龍
*羅凱仁

1967年5C班獎學金

深水埗區傑出學生選舉是有激烈的競爭。我
得到這個獎之後，要在暑假出席一系列的活動，
也認識了很多其他學校的同學，擴闊自身的眼界
及發現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之處，並樂意與他人分
享校內不同的事。
初中組傑出學生 劉銘 4D

尤德爵士獎學金

何果駿 6D

廠商會獎學金

韋吳綺韻老師商科獎學金

陳武健 5B
陳倚凰 6D

劉 銘
朱 薇
陳武健
何穎珊
劉 芯
尹子浩

深水埗傑出學生選舉

孔陳秀麗校長獎學金

鄧世豪 6C
凌曉琳 6E

丁紹生獎學金

6B
6B
6F
5D
5D
5B
5B
6F

教育局明日領袖獎

戴顯權 4A

陳平遠校長藝術獎學金

周俊鎬 5C
*梁國垣

*容伊樂
*伍仲康
*趙錦棠
翁 敏 6A
庄淑霞 6A
梁智鋒 6B
葉坤杏 6B
*林錦建

陳倚凰 6D
*趙錦棠

九龍工業學校校友會
傑出學生獎學金
尹家成 3E
陳武健 5B
凌曉琳 6E

「過五關、斬六將」可謂是次選舉的總括。幸然我成功當選為傑
出學生，及後參與一連串服務深水埗的活動。
通過這些活動，我更進一步了解自己的自身領導才能、長處與短
處。在往後的日子中，能針對性地作出改善，更令我明白「幸福非必
然」以及「成功必須自己爭取」的道理。

高中組傑出學生

*已畢業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332-334號

右一劉燕

電 話： 2386 0737

傳 真： 2708 9958

網 址： http://www.kts.edu.hk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332-334號

電 話： 2386 0737

傳 真： 2708 9958

丘詩敏 6D

網 址： http://www.kts.edu.hk

中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