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生活

九龍工業學校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陸運會健兒努力作賽

陸運會啦啦隊為健兒打氣

校訊
2015年2月號

永遠懷念創校校長劉國禎校長

輔導組健康大使聯校宿營――烏溪沙 生態探索之旅：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氣候變化博物館及生態行活動

十二月七日，劉校長的親友、九工的師生和歷屆校友，近百人濟濟一堂，為劉校長慶賀百歲壽辰的
熱鬧情景，尚還歷歷在目，誰料只隔一月，校長便已遽然長逝，安息主懷。近日腦海裏時常浮現的，盡
是過去劉校長執手相教，教我如何做個好校長的片段。痛失良師益友，心中哀傷難捨。
劉校長熱心教育，永遠心繫九工的孩子，於2010年慷慨捐贈港幣二百萬元設立獎助學金，支援學生
全人發展活動。過去數年，眾多學生因劉校長的支持，增強了自信，勇於成就自己的夢想，或得以到海
外遊學，擴闊了生活的視野，為未來精彩的人生道路奠下根基。

45周年校慶蔡崇機校長陪伴劉校長切蛋糕
聖誕歌唱比賽

「施比受更有福」學習服務計劃

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2014-2015

學校旅行日

「最佳老友．智藝耆才」

九龍工業學校校友會

社區共融計劃

傑出學生獎學金面試

香港金融管理局講座

「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失明人士聖誕聯歡會

健康大使午間活動――水果日

郊野公園體驗日營試運團

校友會同樂日

繽紛共融手牽手融合匯演嘉年華2014

雖然劉校長離開了，但他對九龍工業學校的貢獻，對九工學生的關愛，並不會隨著他的離去而消失
。劉校長會一直活在九工每一份子的心裏，他對教育的熱忱將永遠承傳，而他的愛也會繼續滋長著每一
個九工的孩子。

只要走過學校停車場入口旁側的小花圃，都會被一棵枝葉茂盛，樹幹挺拔的福樹所吸引，它是1996
35周年校慶植樹活動
年學校三十五周年時由劉國禎校長親手栽種，當時這棵樹只是一株幼木，經過二十多年的培土灌溉，才
有今天的茂密挺立。前人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樹木樹人，二者相類，其理相通，劉國禎校長終身之計，乃在為香港工業教育樹立人才，香港六、七十
年代工業興盛，人才濟濟，劉校長的貢獻，在史冊上著有翰墨。劉校長於1937年在香港大學畢業，隨即
加入教育司署，調派到新成立的初級工業學院擔任講師，由於得到專責工業教育官員George White賞識
，邀請他到香港官立高級工業學院的夜校部兼任講師。劉校長學問透徹，教學認真，處事負責，給一位
高級的教育署官員Sidney Burt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當英國人於二戰後「光復」香港，重建香港的工業教
育時，Sidney Burt便邀請劉校長再到初級工業學院任教。戰後的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華人不易擔任
高職。但由於Sidney Burt對劉校長待人處事十分欣賞，所以力排眾議委任劉校長出任維多利亞工業學校
的創校校長，這所學校是由初級工業學院演變過來，校長一職，應該由英國人出任。劉校長亦不負所望
，很快就將維工辦得有聲有色。香港政府這時想在九龍開辦一所類似的工業學校，於是Sidney Burt即時
想起有豐富行政和辦學經驗的劉校長，力邀他出任第一任校長，劉校長感謝Sidney Burt對他的信任，便
劉校長與李少光校友合照
答允調任香港第三所官立工業中學－九龍工業學校的校長。如果到過本校高中部的課室，會發現有一個
小講台的台階，這是初級工業學院的規格。劉校長認為這所學校不是職業訓練中心，它是包含工業教育
元素的高級學府，學生除了打好文法中學的知識基礎，還鑽研工業科學技術和理論。這一個教育理念後
來證實是成功的，在中學會考中，九龍工業學校的學生取得極為輝煌的成績，進入大學進修的亦為數不
少，令教育署的官員和工業家刮目相看。這種成功的經驗更令香港政府在七十年代擴充中學教育時曾想
過大事擴充工業中學。劉校長在1962年上任，至1970年退休，他的鮮明個人領導風格，令同事和學生印
象深刻，對日後的工作有很大的啟發。已退休多年的前皇仁書院校長江紹忠，對老校長有深刻的印象：
「對學生，他是一位嚴肅而慈愛的長輩，不但給與多方鼓勵和支持，同時亦給予他們極大的自由度，讓
他們盡量發揮創意，去安排多種類的課外活動。雖然他對同事和學生要求極高，十分嚴格，是個信賞必
罰的嚴師，但在外，他絕對維護和支持教師和學生，保證他們得到公平而最佳的權益。」學生對老校長
的敬愛，並沒有被時間沖淡，李少光（1966畢業）仍清楚記得四十五周年校慶與劉校長重聚時他的朗朗
笑聲，他特別寫下「學生難忘校長愛，一生楷模人人敬」表達同學對校長治校風範的崇敬。今天，本校的同學對這位老校長並不陌生，他捐出二百萬元給
學校發展學生的學術和境外考察體驗，這對於一位退休的公務員來說並不是小數目，足見他對學校的愛護。他曾經跟我說他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在九龍工業
學校贏得了同事的敬重和學生的愛戴，他是一位幸運兒。劉國禎校長於一月十二日蒙主寵召，享年百歲。

海外交流

劉國禎校長與我
2010年8月24日劉校長與

台灣校園體驗之旅

我們去了「9.21地震教
在這次交流團我最喜歡的景點就
育園區」，參觀了地震體驗
是逢甲夜市。逢甲夜市不單是一個景
參與這次台灣交流團， 館，我感受了和見識了地震
點，更是了解台灣人的飲食文化的好
的威力，讓我感到很震撼。
我深深體會到台灣的風土人
地方。逢甲夜市有無數的美食，而且
情，台灣人實在太有禮貌和
讓我明白到夜市文化對台灣人的重要
5B 莫展豪 同學們拿著的是
遵守規矩。在這次旅程中，
環保又實用的再造紙紙扇 性。
我亦很期待到台灣的大學參 於國立美術館前留影
5D 盧浚鋒
去了台灣這麼多地方，
觀，因為自小已經很渴望到
總覺得當地人實在太有禮貌了
不同的大學參觀，而且想知
，經常說「謝謝」。如果香港 齊來感受竹碳帶給我們的健康生活
道台灣的大學和香港的大學
人來到台灣一定會被感染，一
有甚麼不同。參觀之後，我
定會多說「謝謝」。在這個旅
發現台灣大學的校園面積很
程，我學會了做垃圾分類，懂
大，環境清幽，空氣清新，
得待人的禮貌，珍惜現有的一
而且台灣的大學組織多元化
切，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活動多樣化。
5A 江敬麗
5A 黃冠霖

同學細心地把垃圾分類

編輯委員：劉偉華教師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332-334號

蔡崇機校長

香港工業教育的典範

陳笑卿教師

梁志偉教師

電 話： 2386 0737

馬樂謙教師

傳 真： 2708 9958

李頌基教師

魏進添教師

港大校長徐立之及職員留影

校訊總編輯劉偉華博士

我是學校的總領袖生，每天早上在學校的正門當值，都會看到正門那幅很有意思的金禧壁畫。曾經有中一的同學
問我：「為甚麼壁畫上面的帆船寫了『國禎』兩個字呢？」他們是中一新生，當然有眼不識泰山，但只要在KTS多沉
浸一段時間，他們就一定會知道，「國禎」是我們創校校長的名字，而劉國禎校長不僅是我們的創校校長，他更是一
位非常疼愛學生的校長，他把所有的學生都視如己出，期望每一位學生，都有最好的栽培和發展。
我們的學校位於深水埗，大部分同學的家境並不富裕，但我們的全人發展機會從來都不比旁人遜色，因為我們有
劉校長！劉國禎校長捐贈了「劉國禎校長獎助學金」，鼓勵我們不要害怕困難，要勇於成就自己的夢想，而劉校長學
生活動基金，更令我們比其他學校的學生有更豐盛的校園生活。

港督戴麟趾先生到校視學

雖然我是在劉校長退休四十年之後才入讀九龍工業學校的，但自中一起，我便一直領受劉校長的諄諄教誨。我很
喜歡劉校長創作的校歌，不單是因其旋律優美，更是因為在那平實真切的歌詞中，令我可以找到易知易行的人生方向
。劉校長一直透過校歌提醒我們，做人要秉持Thorough，即是貫徹始終的精神，努力求取進步。今天的我要比昨天的
我進步，我要讓學校以我為榮，我要成為貢獻社會的人。
劉校長，每一代的KTS學生都會用心學習你在校歌中的教導，並致力實踐，永不敢忘！
去年十二月七日，我有幸參加劉校長的百歲壽辰生日會，這是我第一次親睹劉校長的風采。能夠在九龍工業學校
的巨人面前，近距離喊他一聲「劉校長」，我的心情真非常激動！雖然往後的KTS同學不可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但每
一位KTS同學都一定會知道，劉國禎校長是我們九龍工業學校的創校校長，也是一位終其一生也眷顧著每一位KTS學生
的偉大校長！
劉校長，我謹代表九龍工業學校全體學生，衷心感謝您為我們付出的一切，您是我們最敬重的校長，我們會永遠
懷念您。
5D

關碧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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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峰

校友訪問

畢業暨頒獎典禮

訓育組、通識教育科協作 :「傑出校友論壇：生涯規劃對談」
本校2013至2014年度畢業暨頒獎典禮已於2014年12月13日假本校禮堂舉行，並邀請
到黑暗中對話 (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張瑞霖先生蒞臨主禮、致辭及頒獎授憑。當日出席
典禮的嘉賓及學生人數眾多，校友、家長、師生共聚，來賓投入其中，場面溫馨、熱鬧
而隆重。

校友們多年來熱心回饋母校，不斷協助學弟妹品德成長。校友馬逢國先生蒞臨母校
進行傑出校友論壇，主題是「生涯規劃對談」。中五及中六全級約三百多位同學到場參
與。馬先生為現任立法會議員及全國港區人大代表。馬先生在講座內容中憶述少年時代
在母校的青蔥歲月，藉自己的學習經歷，向學弟妹分析前路方向，從而激勵學弟妹積極
向上，思考生涯規劃，為將來人生譜寫色彩。

典禮先由蔡崇機校長向大家致歡迎辭，並作校務報告，回顧學校在各範疇的事務和
成果。當中服務學習、環保教育、科技教育、全人教育和境外交流學習等內容令人印象
深刻，可見本校重視優化教學策略，致力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個人成長和潛能發展。
接著由主禮嘉賓致辭。張瑞霖先生是本校校友，面對眾多學弟學妹，態度親切。張瑞霖
先生回顧以往在母校的日子，讚賞母校的教育事業，並勸勉大家努力學習，要有逆境自
強的態度。張瑞霖先生此番訓勉，令學生獲益良多。

馬逢國師兄與師弟師妹們對話
《校友會同樂日之有感》
張瑞霖先生致辭

我非常榮幸能擔任2014年校友會同樂日的小記者，我主要負責專訪Jacky 和
Kenneth 師兄。經過這次的訪問，我瞭解到九龍工業學校以前的狀況，我也趁機會
向師兄們請教了有效的學習方法。
從前九龍工業學校是男校，一班男孩兒相處得很融洽和團結。回憶起以前，師
兄們都覺得現在的校舍煥然一新，有一種新的感覺，同時也令人感到有家的溫暖。
上午的節目完結後，師兄們繼續進行不同的球類比賽，他們充分展現了「貫徹
始終」的校訓精神，即使年紀老邁，但依然保持著年輕人的幹勁，堅持到底。這次
訪問令我獲益良多，我一定要以師兄為學習的榜樣，不要怕困難，勇於接受未來的
挑戰，最後真的要感謝學校給我那麼難能可貴的學習經歷。

張瑞霖先生接受學弟致送紀念品

普通話朗誦表演

演藝學會舞蹈表演

3E 尹家成
《校友會同樂日》
2014年11月16日是學校一年一度的校友會同樂日。早上9時，我們一班小記者
已準時到達學校。一進學校，就看到師兄們在籃球場上打籃球。這天天氣晴朗，陽
光照耀在地上，也照在正在打球的師兄們身上，一切都是那麼的生氣勃勃！
當天，我和幾位同學擔任小記者，主要負責訪問闊別學校多年的師兄們。剛開
始，我認為我不能勝任這項工作，因為我很害怕，我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幸好，老
師、同學都過來鼓勵我，讓我勇敢邁出第一步。終於，我鼓起勇氣，開始訪問。訪
問時，我覺得我的擔憂是多餘的，因為師兄們非常親切，他們讓我不再緊張。
下午，師兄們進行各種活動，有籃球賽、足球賽、羽毛球賽，大家都揮灑汗水
，我想他們都似乎回到了學生時代，帶著激情，帶著拼搏，傾盡自己的體力，投入
於比賽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籃球友誼賽，這是一場師兄對師弟的比賽。在比
賽中，我除了看到大家的努力以及團結外，我看到更多的是師兄們所表達的情感，
那是一種對校園生活的無限懷念。
黃昏時分，所有的活動才圓滿結束。透過今天的小記者活動，我學懂了要珍惜
校園生活。學校是最好的地方，只有在這裏，你犯了錯才有人願意糾正你、真心指
導你；只有在這裏，你會遇到將來一輩子也無法割捨的友誼。我想，等我畢業了，
投身社會，到處碰釘子時，我會開始懷念校園，懷念那個曾經令我得到很多愛與指
導的地方。我不想帶著遺憾的回憶，所以我會珍惜現在的這段青蔥歲月，等到多年
以後，再次回到這個地方，只有美好的回憶讓我回味。

合唱團演唱

管樂團演奏

Christmas Party

Let's sing｀Joy to the world´together.

3D 林嘉蕾

學生成就
校友會傑出學生獎學金
6E 凌曉琳 5B 陳武健 3E 尹家成

｀The next lucky number is...´This is the luckiest bingo game ever.

Look, th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KTS!

Student Feedback
When I was
I like Christmas
lights. But this
played games and
lunch time. This

young, I always thought that Christmas is the day for me to receive presents.
most because the streets are decorated with beautiful Christmas trees and neon
year, I have a different feeling about Christmas. Before Christmas came, I
sang Christmas songs with some Secondary One schoolmates at school during
is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lovely Christmas present to you.
4C Wu Chun Huo
Last Christmas, I ha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Our school held a Christmas party for all
students. I was happy and excited as I was the MC in this party. There wer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including singing Christmas songs and reciting a poem. Through the party, I acquired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addition, I knew how to hold an attractive and interesting party. Last but
not least, I made more friends with different forms' schoolmates. This is really a treasuring
experience for me.

第九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中學文憑組小組討論小組優異
陳倚凰(6D) 丘詩敏(6D)

66th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econdary 1
Lee Siu Hung (1E) Mak Chi Kit (1D) Luo Yong (1D) Tiang Chun Hay (1C)
Secondary 2
Yue Yuk Chu (2D) Ho Ko Chit Guzzi (2D)
Secondary 3
Man Jesse Villacorte (3C) Ao Chu Fan (3E) Cheng Kuen Hi (3E)
Fung King Kit (3E) Kwok Lai Yi (3B)
Secondary 4
Ye Jinni (4C) Xiao Zi Qing (4D) Cheng Hiu Ha (4D) Chu Mei (4D)
Chan Man Fong (4D) Lau Ming (4D)
Secondary 5
Yuen Chun Laam (5E) Cheung Kin Yiu (5D) Lai Chi Chung (5D)
Tang Yuk Ting (5D) Li Ka Yan (5D) Yeung Tsz Ching (5D)
Chan Mo Kin (5B)

左起後排:
左起前排:

第66屆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男子組)亞軍 敖楚帆(3E)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亞軍 周嘉敏(2D)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季軍 鄺雪瑩(2D)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優良 洪詩恩(2C)
丘詩諾(3C)
劉 銘(4D)
徐嘉欣(5B)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良好 伍雯雯(1C)
詩詞獨誦 粵語(男子組)優良 林保明(1E)
馮敬傑(3E)
詩詞獨誦 粵語(男子組)良好 韓戩廸(1D)
普通話女子獨誦:
普通話男子獨誦:

冠軍 5A 葉國娣
季軍 1E 吳柏橋

2014年 全港第三屆藝海之星普通話傑出義工大使
馬樂謙老師 3D 林家淇
3D 黃欐盈 3D吳寶霖
3C 周樂瑤
3D 陳淑梅
3D 馮詩雅 3D區仟玲
4E 陳家俊
3E 馬俊業
3E 余偉樂 4D劉 銘

胡雅蕾(2C) 嚴穎琳(2D)
羅 慧(4D) 朱 薇(4D)
梁嘉敏(4D) 江敬麗(5A)
陸韻琴(5B)
占家瑋(3E) 鄭權豈(3E)
黃冠霖(5A)

季軍 4D 劉 銘 梁嘉敏

趙陽老師
3D區淑玲
4D梁嘉敏

4C Ye Ji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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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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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