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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度德望學校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 201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假本校戴麗雅禮堂順利舉行。會上林泰榮主席報告了本
會過去一年的會務及馬陳花遂司庫作出全年財政報告。接著是家教會
代表頒發獎狀予上學年熱心參與學校活動的義工家長，感謝他們在百
忙中抽空到校幫忙。最後，在本年度高級程度會考取得最好成績的四
位同學亦獲得家教會頒發獎學金，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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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答謝在暑假期間給本校高年級同學提供實習機會的機構，本會
在同日邀請了有關機構負責人參加茶聚，一方面交流心得，另一方面希望
他們能繼續支持本會的「高中生實習計劃」。希望本學年的高中生實習計
劃能得到更多的機構支持，使更多同學能夠從中獲得寶貴的社會經驗。
獎學金得獎者
高級程度會考人文科學組
班級

得獎者

成績

7A

楊思晃

4B

7B

K A U R K A M A LJEET

2A 1C 1D

高級程度會考自然科學組
班級

得獎者

成績

7C

戴諾勤

1A 3B 1C

7C

狄子玲

1A 3B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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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 Y 世代生產力」講座
Y 世代泛指 1978 至 2000 出生的青年人，
一般都是出生在比較富裕的
家庭，與上一代(X 世代)比較，他們的家庭成員比較少，大多是三至四人
的家庭，即是沒有或只有一個兄弟姊妹，形成他們在家中受到比較大的關
注和保護。這個年代出生的人同時也和網絡年代重疊，他們可以在互聯網
獲得大量的資訊，並同時為他們帶來了對外溝通的「高速公路通道」，導
致他們無論在思想和行為方面的表現都跟上一代截然不同。Y 世代給人
的評價一般都比較負面，例如沒有責任心及欠缺承擔感。
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Y 世代接受教育的機會大幅增加，由於平均學
歷較高，這群青年亦普遍相信自己的能力。再加上他們樂於活在資訊爆炸
的年代，對社會及世界了解愈多，自信亦相對增加。由於在富足的環境下
成長，他們從未為生活而擔憂，他們所追求的並不是以金錢為主，而是為
滿足感而工作。為追求心中理想，他們會不停轉工，對公司欠缺忠誠度，
與較踏實和保守的 X 世代相比，Y 世代對工作和僱主十分挑剔，他們重視
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追求自我空間；追求個人滿足多於薪酬回報，對工作
和身邊的同事稍有不滿，便毅然辭職，這些青年人對僱主來說有時是一場
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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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Y 世代青年一般的學識和視野比上一代的人更為優勝，只要能
善加栽培和指引，使他們建立敬業樂業的精神，對社會和企業可以說是一
個寶庫。
本會於 2011 年 10 月 29 日邀請了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行政總裁關文亮
先生主持一個名為「如何促進 Y 世代生產力」的講座，講解大學、企業
和人力資源公司如何合作透過職位配對、工作實習、在職輔導等，使青年
能更容易找到心目中理想的工作，企業亦能透過計劃找到適合的員工。透
過是次講座，也讓家長們從中了解到 Y 世代的思維和如何令女兒更容易
融入社會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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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注射服務
健康無價，為了加強子女抵抗流感病毒的能力，並避免流感
在學校爆發，本學年家教會一如既往，參加由「基督教聯合那打
素社康服務」提供的流感疫苗注射計劃，為教師、學生及其家人
安排流感注射服務。今年的注射服務已於 2011 年 11 月在校內舉
行，反應非常踴躍，參加者合共超過 700 人。
為保障健康起見，希望各會員及家屬繼續鼎力支持是項注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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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chool TV Commercial Competition 2011
Organised by
The 46th Hong Kong Brands and Products Expo
Looking back on the video production process, we pretty much
started from scratch. After drawing lots, we had to create a 30second advertisement for a jewellery brand: “La Milky Way”. We put
our heads together to do some brainstorming and we happened to be
listening to “If A Song Could Get Me You” by Marit Larsen, which
came to be our background song. Inspired by the lyrics, we eventually
came up with an idea that is in line with La Milky Way’s slogan:
“點亮．時尚．真我”.
With a vision of the video in our minds, we set out to borrow jewellery and props, all the while working towards what we’d envisioned.
Five days before the deadline, everything was ready, so we grabbed a
camera and set out to shoot the video. Despite being bitten by mosquitoes practically everywhere, it was the most enjoyable time of our
lives. The whole process was like a dream to us and we felt as if we’d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after polishing our work to near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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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re indeed confident in our final product but we’d never
thought of winning three awards in one competition,
namely「金至尊」最佳短片大獎、「銀河明星珠寶」閃爍動人大獎及最佳
攝影大獎! Apart from putting our full effort into the video, there were
so many coincidenc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helped our work
be recognized eventually. Of course, we encountered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like having insufficient light and quarrelling over
details, but we managed to overcome them one by one.
Having come so far in this competition, we believe that all the
obstacles in our way have just
made our experience even
more remarkable, shaping us
into who we are today. We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who
helped us along the way, especially our mum and dad.
Jacques Ma(4F), Joslyn Ma (5E)

8

9

校園電視台錄影製作室
大家如果曾經到訪聖母禮堂 (Our Lady’s Hall)，可有留意面對舞台、背靠通
往校務處樓梯的一個房間？這裡一度是體育部儲物室及家長教師會工作
室，經過去年暑假的裝修工程，現在已經煥然一新！透過一塊巨型的玻
璃，您可觀看到一個提供拍攝和錄影的場景，這房間就是本校新成立的校
園電視台錄影製作室 (Campus TV Room)了！
製作室於 2011 年 9 月底正式啟用，為同學提供一個全新的拍攝空間，也成
為學校的一個新地標。校園電視台錄影製作室由控制室及錄影室組成。控
制室內添置了不同的拍攝器材，供拍攝及校內廣播之用；錄影室則設有不
同顏色的「色鍵」屏幕，讓同學於後期製作中，製造特別效果。由於位處
聖母禮堂，附近設有小賣部，每逢小息及午飯時間，這裡成為同學經常聚
集的地方，為減低喧鬧聲音，並為校園電視台小記者提供一個安靜的拍攝
環境，房內更設有雙層玻璃門及雙層玻璃作隔音用途。
校園電視台(Campus TV Team)於 2010 年成立，現時有四十多名成員，我們
的使命是為學校各項活動提供錄像拍攝，讓組員藉著影片製作，學習更多
拍攝技巧及相關專業知識，參與更多創意製作。此外，也讓同學通過欣賞
校園電視台製作的節目，對學校不同的學會及活動，有更多的了解，從而
提升同學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在短短的一年間，便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
為我們建造校園電視台錄影製作室，在此衷心感謝阮修女和周校長的支
持！我們將繼續努力，為大家提供不同影片的製作，進一步加強各位對德
望大家庭的歸屬感。歡迎各位瀏覽學校網頁(http://www.ghs.edu.hk)或 Good
Hope Tube (http://ostube.ghs.edu.hk)，欣賞各項精心製作的錄像，並給我們
提供寶貴意見，使我們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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