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2013 . 04 . 30 星期二

寧波第二中學25周年校慶

學生品格的培育比知識的傳授更為重要。寧波第二中學
（下稱 「寧波二中」 ）創校於 1987 年，以 「恆德弘毅」 為
校訓，致力為學生營造愉快和充滿關愛的學習環境，配合
多元化和以學生為本的課程，栽培學生成為堅毅自信、莊
敬自強、擁有積極人生觀，同時具備弘大理想的精英全
才。春風化雨育英才，努力耕耘廿五載，該校在教育路上
取得豐碩成果。

寧波二中深信要培育學生成才，首要
為他們營造一個理想的成長環境。校長
黃景鴻表示，該校提倡 「寧波第二家」
的理念，致力透過不同的措施將學校塑
造成為學生的第二個家，讓他們感受到
家庭的溫暖和關愛，培養歸屬感，並以
成為大家庭的一分子而自豪。

辦聯誼活動 增師生溝通

校方特別延長校園每日開放的時間，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留在學校，享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學校定期舉辦
各類型的聯誼活動，鼓勵師生一起參加，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和聯繫，增進情誼。校內師生關係融洽，教師不
但關注學生的學業，亦十分關心學生其他方面的需要，予以適當支援。校方同時鼓勵高年級學生主動關顧低年
級學弟學妹，發揮同儕互助的精神。校內又奉行 「每人一職」 ，每個學生都有機會擔任不同的崗位，為學校和
其他同學服務，藉此培養責任感。在師生共同努力下，校內成功營造一股關愛文化。教育局外評報告更重點讚
揚寧波二中的學生善良受教、品性純良、待人友善、尊敬師長、喜愛學校生活及樂於參與校內服務，並具備責
性感和良好的服務精神。區內家長亦很認同該校強調培育學生品格的理念，因此每
年申請入讀中一的學生數目眾多，平均每一個學位收到十一份申請書。

▲泰國交流

特約專輯

參與校外活動交流 擴闊視野
學生除服務學校，校方亦積極鼓勵他們參與校外義工服務，將愛心和關懷伸延到
社區，幫助有需要人士。該校近年大力推動境外交流，先後安排學生到新加坡、泰
國、台灣、韓國及內地作文化考察，從親身體驗中學習，擴闊視野和眼界。學校同
時開放校園予友校師生參觀和交流，每年到訪人次約 1,600 人之多。

▶「師生才
藝 Show 一
Show」 ， 師
生 合 作 表
演，充滿默
契。

設獎勵計劃 嘉許學生優良品德

▲新加坡交流

「生活藝術科」

提升個人修養

為提升學生的個人修養，校方特別於中一級推行名為 「生活藝術科」 的校本課程。課程採取單元模式，配合九個
不同的教學主題，助學生掌握一些與藝術相關的生活技能，培養個人特質，啟發創意。以 「你、我、他」 單元為
例，通過遊戲讓學生從了解個人性格特徵出發，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培養團隊精神； 「淑女、型男」 單元，主要
教授基本個人護理常識，助學生提升自信和自我形象； 「源來有 『禮』 」 單元，介紹日常禮儀和餐桌禮儀； 「文化
草堂」 單元，通過不同類型藝術欣賞活動，如電影觀賞、音樂會、專題講座及探訪劇團，讓學生接觸各種的藝術文
化，培養藝術賞識能力。 「生活藝術科」 教學模式多元化，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還有機會走出課
室進行實習及參觀，充滿趣味。通過課程，不少學生發掘對藝術的興趣和熱愛。

▲學生體
驗農耕樂
趣

推行 「PP 計劃」

評估學生表現

黃校長表示，校方今後將繼續貫徹重視學生品德教育的辦學方針，未來將重點加強學生自信、儀
表和溝通能力。在新學年的 9 月開始，學校將推行 「PP（Presentable Person）計劃」 ，由班主任
和各科教師觀察學生在課堂內外的表現，因應個人儀表、自信心和溝通表達能力進行持續性評估；
學期末更會為學生舉行個人的公開演說，邀請校外人士擔任評判，就學生的演示表現予以評分。全
年評核結果將記錄於獨立的成績表中，讓學生清楚了解自己哪方面較出色，哪方面需要改善，比傳
統的操行評語更能反映學生真實表現。 「我們期望學生不但擁有良好品德，更要堅毅自信，
敢於面對人生各項挑戰。」 黃校長補充說。

▶學生到
內 地 探
訪，體驗
農 村 生
活。

感言
校監 李宗德博士

家長 何建婷

我希望能培養學生對別人關愛、尊
重和誠實，更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同學也要不斷學習，自強不息，因為
追求知識的路是沒有盡頭的；當你要
面對不同的人和事，你要持開放的態
度，集思廣益、拓寬思路，成功才近
在咫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 。推己及人，關懷弱小是中國傳統的
美德，亦是現代文明社會公民應有之義。
寧波第二中學 「關愛
校園」 的建立，正體
現校方扶掖後進的社
會責任。願同學繼續
努力，將來貢獻社
會。

校長 黃景鴻

我在 11 年前提出 「寧波第二家」
的培育方向，讓學生在學校裏感受
「家」 的情、關懷和溫暖。今天我
們承諾繼續培養下一代成為正面、
積極和陽光的未來社會棟樑。

校友 劉潔冰律師

多年來學生常問我為什麼經
常笑容滿面，理由很簡單，因
我喜歡這裏，喜歡這個家。這
裏有一份很濃厚的師生情。

寧波二中法團校董會名單
辦學團體校董
李宗德博士 SBS 太平紳士 校監
李達三博士 太平紳士
商學鳴先生
周莉莉小姐
戎成德先生
鄒漢章先生
王惟鴻博士
李美辰小姐（替代校董）
教師校董
黃有生先生
謝淑文小姐（替代校董）

家長校董
李港生先生
梁大為先生（替代校董）

學生 張沅喬
我是中一甲班的張沅喬，經過
八個月的校園生活，察覺到老師
在我們有不明白的地方時，會循
循善誘地教導我們，在我們有困
難的時候，也會絞盡腦汁替我們
想辦法。所以，我感覺老師的每
一句說話都是金石良言。我非常
感謝默默協助我們的每一個人和
學校給予我們舒適的學習環境。
在這所學校生活的八個月當中，
我學到許多前所未有的知識，也
在同學和老師身上學了許多自己
沒有的美德。

（1992 年畢業）
母校的老師親切，同學
友善，讓我在優良的學習
環境中成長。25 周年校慶
日回到母校，就像回到家
裏一樣。

教師 黃有生

獨立校董
裘寶初先生

◀校方關顧
學生學習和
其他方面的
需要，為學
生營造充滿
關愛的校園
環境。

學生品德培育方面，寧波二中奉行多讚賞、多鼓勵的原則，以正面讚賞代替負面
責罰，勉勵學生注意個人行為操守。黃校長指，校內設有多個獎勵計劃，如金校
章、紅邊金校章、諸志成傑出服務公民獎等，每年頒發予在操行品德、參與課外活
動，以至服務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以示嘉許及表揚。學校同時設立獎學金，頒
予學業成績出眾但家境清貧的學生。校董會主席李達三博士年前更慷慨捐款港幣接近三十萬元，資助兩名在公開考
試取得優異成績的畢業生，用作支付大學學費及生活費。

公開比賽屢 獲 殊 榮
寧波二中不但關注培育學生的品德，
亦很重視他們在學業和其他方面的發
展。該校學生近年在不同類
型的公開比賽取得優異成績，屢獲
殊榮。學生在去年舉行的首屆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表現出色，差不多所
有科目的及格率高於全港水平，是
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活動名稱
英語週
台北考察團
英詩朗誦比賽
聯歡晚宴
韓國考察團
歌唱晚會

25 周年優化校園設施
共捐款 122 萬元芳名
（按姓氏筆畫序排名）

王明康先生
戎成德先生
李達三博士

竺銀康先生
周莉莉小姐
顧東華先生

辦學團體簡介
寧波第二中學由香港寧波同鄉會於 1987 年
創辦，該會在港有超過 46 年的歷史，會員均
為社會賢達翹楚。香港寧波同鄉會推動教育不遺餘
力，先後創辦寧波公學和寧波第二中學，為社會培育
優秀的人才。會方除了安排成員代表擔任學校法團校
董，就校務發展提供建議外，多年來在財政上亦給予
校方大力的支持。每年撥出的獎學金，均超過十七萬
元，以獎勵在
品格、學術和
體藝項目上有
突出表現的學
生。各校董亦
積極出席校內
各項活動，給
予師生很大的
支持。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寧波第二中學
地址：九龍觀塘順天邨順安道 9 號
辦學團體：香港寧波同鄉會
學校類別：政府津貼男女中學
校監：李宗德博士 SBS 太平紳士
校長：黃景鴻先生
電話：2346 7465
傳真：2772 3377
網址：www.np2c.edu.hk
電郵：ningpotwoc@eservices.hkedcity.net
Facebook：www.facebook.com/NingPoNo2College

25 周年校慶活動
日期
5 月 2 至 10 日
5 月 20 至 23 日
5 月 31 日
6月7日
7月1至4日
7 月 10 日

▲學生在愉快環境中學習

▲升旗禮有助培養國家民族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