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網上會客室
校長網上會客室 2005-2006
謝謝家長及同學一年來的支持

校長的話
「校長網上會客室」是我和家長及同學在網上建立的聯繫,各位可藉此表達意見和感受.
為免同學花費太多時間在網上留言活動,我會隱藏部份留言.對於能符合以下原則的留言,我承諾於 24 小時內作
出回應:
1. 同學請以語體文書寫,以提升寫作能力.
2. 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減少怨天尤人,做個開心快活人.
3. 關注別人的感受,避免以質詢、責罵的方式來表達不滿,學習從別人角度看問題.
4. 校長工作實在太繁忙,同學請先找老師或校務處幫忙,看問題是否能解決.
5. 有關學習上的困難,我鼓勵同學先直接向老師反映.
6. 我歡迎同學提出建議,但資源所限,許多願望未必能達成的.
7. 部份討論是觀點與角度的問題,不應只由校長一人決定,我會交負責老師處理.
希望得到大家明白與支持.
另增設「寧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園地,讓同學表達對老師的謝意.
http://www.hkedcity.net/ihouse_tools/guestbook/index.phtml?id=750

校長網上會客室
學生

2006-06-25 14:42

我想問英文在暑假的活動如想訂飯可不可以在下星期交呢
屋主回應:
你在回條上是選擇了定購飯盒嗎?
如有,請將款項交魏小姐或黃小姐.
如沒有,交款時記得告訴魏小姐或黃小姐你需要加訂午餐.
4s

2006-06-24 17:21

明年的謝師宴可否邀請鄧麗老師回來?
她真是我們最好的恩師..
屋主回應:
謝師宴當然要請鄧麗老師啦.
鄧老師的離去叫許多老師和同學傷心難過,她答應學校如有短暫的工作,她願意回校幫手的.
回覆中二

2006-06-23 22:08

試後討論三天同學須帶備考試卷,課本應不用攜帶的,體育堂則如常進行,請帶備運動服.
小小意見

2006-06-23 19:46

校長,你好!
我認為派考試卷時跟上課座位會比較適合,因為當派發考試卷時,同學們的心情已經十分之緊張,而考試時是按照
學號坐的,當同學們坐在考試時的座位跟著收考試卷,這樣的話,心情豈不是更沈重、更緊張,但相反當坐在上課時
的座位,心情便猶豫平時上課般,較為輕鬆,當然也會較緊張,此終是派發考試卷,不過這樣做我深信會較為輕鬆、愉
快。
雖然以前是沒有這個派考試卷的安排,但以前派考試卷也是跟著上課座位坐,這已習慣了(特別是對較高班的同學
們來說)。
當我說到這時時,可能會問:按學號座位派考試卷會較容易、較方便。但這一點其實只要師生們的配合,我也相信
並不是很大的問題。
而且學校不是以學生為主嗎 ?
(不太懂說話,敬請原諒)謝謝!!
屋主回應:
你也言之有理,校長沒有既定的想法,且多聽同學的意見再請學務組老師決定吧.
中二
7 月 3 日回校的時是不是按學號座位, 還是上課座位, 按學號座位派考試卷容易.
屋主回應:
你的提議不錯,我和老師商討後再通知同學如何安排.

2006-06-23 09:18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有名

2006-06-23 06:21

希望你明白,可以做的,應該做的,校長都做過了.
我看仍有機會成功的,只有一位老師.
我期望學生能學習從不同角度看問題,事情的好壞自有不同的體會.
回覆無名 .. ,98 中七畢業生,看不過眼的人及心水清的人

2006-06-22 22:55

我深深感受到同學對老師關切之情,校長何嘗不是.
一切以人為本,校長明白學校要辦得成功,老師是最關鍵的;
沒有一班好老師,沒有今天的寧波公學,謹向所有寧波公學的老師致意.
過去一年,學校努力提升教育質素,令老師工作壓力增加,校長最感到難過.
本年度離職的老師,大部份選擇離開教育行列,他/她們都經過深思熟慮,
不易改變老師的決定,校長仍盡最後努力挽留其中一位老師,希望能打動她留下來照顧寧波學生.
校長網上會客室讓同學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各有不同意見和感受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是寧波的好兒女,都想寧波公學辦得好,別因此而損害了彼此的感情好嗎?
回覆 cch

2006-06-22 21:57

一天曾在寧波就讀,都是寧波的學生,
只會考成績達到收生標準,
當然歡迎同學重投寧波的懷抱.
無名 ..

2006-06-22 18:19

校長,你心中的好老師需具備怎麼樣的條件?
屋主回應:
一切從心開始 - 校長認為用心教導學生的就是好老師.
嚴謹與關懷 - 老師應對學生有嚴謹的要求,但要關心愛護學生.
校長的座右銘 - Nothing is perfect 凡事總有可改進的空間,老師也一樣,總有他的強項,也有值得改進的地方.
以往篩選教育的日子,做個好老師,只要教得好便可以,學生學得到與否,要看學生一場造化,成績不好的自然被淘
汰.在推行普及教育的今天,學生成績好壞,都年年升班,老師面對一班學習程度與動機差異很大的學生,要令所有
學生學得到,並不容易;面對一些頑劣學生,老師付出的努力,往往付諸流水,最令老師感到沮喪的,這是今日教育不
易為的原因.
寧波公學每位老師都是好老師,因為每位老師都用心的教,各有獨特的優點,對自己也有很高的要求,也明白自己
有可改進的空間;所謂與時並進,其實是指老師如何能掌握今日學生的學習需要,做到因材施教,令學生學有所得,
所以老師教學之餘,仍要不斷進修,老師的工作百上加斤.
校長也在不斷犯錯中學習,也要不斷求進,汲取新知,才能做個稱職的校長.要做到「好」,還有一段很長的路要走,
希望一路上能得到老師、家長、學生的支持與體諒,和我共渡每一個難關.
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感受,你的語文能力很好,對老師關心愛護,有機會我也想與你和你班的同學見見面,我願意
和大家分享我對教育及學校發展的看法,你可以電郵與我聯絡,相約一個合適的時間.
回覆 NPC
謝謝你對寧波公學的關心.
寧波是我家的理想不會因老師同學離開而終結,
學校仍會透過校友會與離校的師生保持緊密的聯繫.

2006-06-22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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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22 07:22

校長, 對不起, 昨晚我與師弟的對話, 違反了你建立這個留言板的原意, 使原本壓力重重的你, 更為此而感到難
過. 在此深感抱歉.
蔡師兄, 原來校長除設有這個網上會客室外, 更有一個"謝師留言板"的, 你可以更盡情地謝恩. 我也曾在那裡謝
過恩呢!!
屋主回應:
謝謝你明白與支持.
看了留言確感到難過,校長無論怎樣回應,只怕對老師不恭敬,也不公平.
但我也明白同學的感受,有猜想完全合理和正常的,同學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正是設立網上會客室的原意,也
期望教導同學.從別人的角度看問題,也學會尊重別人的意見和感受.
回覆無名 .. ,98 中七畢業生,看不過眼的人及心水清的人

2006-06-22 07:13

回覆無名 .. ,98 中七畢業生,看不過眼的人及心水清的人 2006-06-22 06:24
我深深感受到同學對老師關切之情,校長何嘗不是.
一切以人為本,校長明白學校要辦得成功,老師是最關鍵的;沒有一班好老師,沒有今天的寧波公學,謹向所有寧波
公學的老師致意.
過去一年,學校努力提升教育質素,令老師工作壓力增加,校長最感到難過.
本年度離職的老師,大部份選擇離開教育行列,他/她們都經過深思熟慮,不易改變老師的決定,校長仍盡最後努力
挽留其中一位老師,希望能打動她留下來照顧寧波學生.
校長網上會客室讓同學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各有不同意見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寧波的好兒女,都想寧
波公學辦得好,別因此而損害了彼此的感情好嗎?
校友會主席---蔡志輝

2006-06-21 22:53

我還有一件事，就是要特別感激幾位教過我的中文老師，因為我大學時主修中文，後來也在中學裡教過中文，
我喜愛中文的原因，主要是在寧波公學就讀時，有多位教過我中文的老師給我很深的影響。
這群恩師包括羅福強老師、林倩寶老師、盧樸翠老師、孔艷華老師，還有一位已離職的伍棟英老師。他們博學
多才、幽默風趣及能言善辯的特質深深影響著我。徒兒在此謝過您們了！
當然教過我的寧波好老師還有很多很多，請恕我未能逐一提名道謝！您們教育之恩，我銘記在心。請校長大人
原諒我「借用」您這個交流空間來鳴謝我的恩師們。
屋主回應:
謝謝蔡主席給予寧波老師的鼓勵.
校友會主席---蔡志輝

2006-06-21 22:41

校長及各位同學：
您們好！首次在這裡跟大家打招呼，我先感謝 98 中七畢業生對上星期校友會主辦的活動有如此稱許，更感激
校長一直以來的支持和鼓勵。
我曾在寧波公學渡過多個寒暑，對學校、老師及這裡的一草一木，皆有難以言喻的感情。記得求學時期，老師
們都不甚了解自己，但回想起來，絕大部份老師都是很用心，也很關心我們的，他們都十分可敬。我也希望您
們同樣愛您的學校、師長及同學。
希望將來有更多機會跟各學弟學妹分享，我也歡迎您們聯絡我，至於如何聯絡我，當然是透過校友會啦！
祝願您們生活愉快，每天平安喜樂！
屋主回應:
也感謝主席和校友會一班斡事會成員為師弟妹所做的一切.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無名 .. 及 truth

2006-06-21 14:34

學校需要與時並進,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是寧波公學的辦學方向,這不是校長個人的意願.
校長在過去一年,已盡了最大的努力;一年來為寧波公學所帶來的改變,同學是喜歡還是不喜歡呢?
校長覺得,無論怎回應,總會對個別老師不公平,只有承諾日後盡力為寧波學生及家長提供更優質的教育服務.
學生

2006-06-21 11:54

7 月 3-5 日是全日上課嗎?我想知道放學時間啊!多謝。
屋主回應:
明早各位同學應會收到家長信,7 月 3 日至 5 日為試後討論日,按特別時間表上課至下午 1:00.
回覆 kkk

2006-06-20 18:51

根據中六收生程序,第一階段先取錄原校會考 14 分或以上的學生;
老師也還有其他考慮,如中英文科需合格,部份選修科目有最低收生要求等.
學校來年希望能盡量取錄自己的學生,故會考慮同學過往的校內成績及學習態度.
升學及就業輔導處會在放榜前給予同學升學輔導,校友會亦會安排校友於放榜日回校支援應屆畢業的師弟妹.
回覆 2D 學生

2006-06-19 17:41

已問過負責老師,相片已整理妥當,只待網頁組同事將照片上載.
回覆 132

2006-06-19 17:39

如同學能力所及,英文課堂應以全英語授課的,我鼓勵你向老師反映你的意願.
來年學校會加強同學的英語訓練,今年暑假舉辦為期四星期的英語沉浸課程,
也期望創造一個英語學習環境鍛鍊同學的聽說能力.
回覆路人丙

2006-06-19 17:29

難得同學關心時事,明天巴士司機的工業行動或會影響交通,同學應及早出門.
根據公開考試指引,除非考場有太多考生未見出席,否則考試會如期開考的.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18 19:33

校長, "向求職出發"做得好成功呀!
人數不多, 但有出席的師弟妹都是有心人, 係分享見工心得之餘, 亦可以互相交流.
可謂教學相長. 假如在八年前我可以參加這類職前輔導, 在求職時便可更有效率了!
屋主回應:
恭賀校友會成功的舉辦了第一次活動,實要感謝幹事會成員花了許多時間籌備及設計活動.
看當日參加者積極投入討論,參加師弟妹定有得著.
萬事起頭難,能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已為校友會奠下日後發展的台階.

校長網上會客室
中一學生

2006-06-18 14:12

校長，父親節快樂！
屋主回應:
謝謝你,也祝你和父親能共渡愉快的一天.
3A 班同學

2006-06-17 21:12

希望學校可以在事後活動期間舉行一個師生演奏，可以對老師作出感謝~望校長考慮~
屋主回應:
倪綺雲助理校長正在籌備一個師生表演的試後活動,請你與她聯絡.
回覆 Truth

2006-06-17 21:02

學校需要與時並進,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是寧波公學的辦學方向,這不是校長個人的意願.
校長在過去一年,已盡了最大的努力;一年來為寧波公學所帶來的改變,同學是喜歡還是不喜歡呢?
多謝你的留言,為我帶來一次反思的機會.
校長覺得,無論怎回應,總會對個別老師不公平,故歡迎你直接與我聯絡,讓我多了解學生的需要.
回覆 2a34 及 2a38

2006-06-17 18:21

多謝鍾榮基老師努力教導 2A 同學,大家可直接向老師表達你們的心意呢.
回覆............

2006-06-17 14:18

難得你會關顧低分同學的感受,我同意你的看法,應有更好的方法讓同學知道自己的分數.
我鼓勵同學直接向老師反映你們的感覺,相信問題不難解決的.
大家好

2006-06-16 16:17

校長我們是怎樣分班,下學年可不以可加結他
屋主回應:
因未知你是那一級別,故無從回答你的問題.
初步聯絡了一位校友,他願意回校教授結他,下學年或會試辦,看同學的反應.
中二同學

2006-06-16 15:55

校長 各位老師同學午安
我想問如果成績差是否暑假要補課
第幾名至第幾名
屋主回應:
寧波以恆毅為校訓,只要同學不抱放棄態度,盡了努力,我也會給予鼓勵,只要同學成績有進步,無論名次多少,也不
用暑假回校補課.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15 21:57

校長, 舉手之勞, 不用客氣.
星期六雖然要上班, 但我也會回校幫手, 因為這是校友會成立後第一個活動嘛!
看到 3c 班的留言, 令我對將離校的 miss 馮也感到興趣, 不知道會不會有機會認識她呢?
屋主回應:
Miss Fung 在學校的時間比在家還要多,希望你星期六會遇上她.

校長網上會客室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15 21:41

你讀中幾呢? 我估你而家應該讀中三, 但已經為讀預科作打算, 幾好丫!
你是想問除中, 英文以外的科目? 預科課程都係跟隨大學收生標準, 我係讀文科既, 如無大改變的話, 應該修
兩科是 AL Level, 撘選 1 科 AS Level, 如你有能力及信心的話, 可以全選 3 科 AL Level 科目, 記憶所及, 文科
可供修 AL Level 的有: 經濟, 地理, 中史, 西史及文學. 中史和西史亦可選 AS Level. 希望可以幫到你啦, 開心
的笑面
屋主回應:
謝謝你幫忙.
~^^~

2006-06-15 21:19

有足夠分數升上中六,最少要修讀多少科目呢?
中 3 還可不可以修改選科表?我不清楚,所以問清楚校長你。
試卷深了,使我們很辛苦,不懂溫書課本啊!
屋主回應:
要升讀中六,最少應修讀六科.
選科後不想同學三心兩意,但同學如真有需要修改,可與升學及就業輔導處陳麗娟老師聯絡.
全級考試卷是統一的,學校每次測驗考試後會就考卷進行分析,看擬題是否過深或過淺,以作為日後擬卷參考.
回覆 S.1A 學生

2006-06-15 18:23

你的 MySch email 已看過,並已回覆,請查收.
梁太

2006-06-15 14:18

校長：
你好~我有兩位小朋友~參加貴校既暑假英文補習班~我兩位小朋友選擇自行帶備飯盒~但如果太早帶飯盒~飯久
了就會涼了~可不可以在中午的時候~我送飯給他們食~~謝謝校長~~
屋主回應:
難得家長對孩子愛護有嘉,學校定會盡量配合的.
梁太

2006-06-14 12:56

校長您好:
我想問今年中 2 要留級多少人
屋主回應:
要看學生成績而定,我看如學生肯努力,有進步的,也會考慮讓他早日完成中三課程.
如果不肯嘗試,抱放棄態度的,當然需要留班了.
回覆中三

2006-06-14 05:54

同學只須在指定時間回校,其他時間可回家午飯或溫習.
祝考試成功.
回覆 S.1A 學生 winnie
已在 MySch 回覆了你的電郵.謝謝你和我分享心裡的感受.

2006-06-13 20:52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SKY

2006-06-13 20:51

中一至中三同學如成績不太差,應可留在原班升級的,成績未如理想,則有機會被調班呢.
如果不想跟好同學分開,得靠自己努力,考好今次考試了.
回覆 tsz

2006-06-11 23:19

中四選科先看同學的意願,如選取某班的人數超越該班的學額,便按成績高低來決定先後次序.
各班因應選修科目不同計分方法略有差異,崔思明老師 4 月 7 日在家長會中介紹過,例如理科班以英語學習,英文
科佔的比重較高.
回覆 2a08 及 2a30

2006-06-10 19:20

校長知道了,但因出現了老師的名字,未了解事情真相前對老師不公平,校長已承諾跟進,大家明白嗎?
回覆 2a08,2a30 及 2a34 同學

2006-06-10 19:05

同學的訊息已收到,我會跟進的,但校長不希望同學有太多負面的想法.
上體育課前確應要先做熱身,否則對身體有害,同學如學會從老師的角度看問題,便明白老師的苦心.
回覆學生

2006-06-10 18:06

6 月 30 日為考試日,7 月的試後活動安排將於 6 月尾家長信發放,7 月 3 日至 5 日為對卷日,7 月 6 日至 11 日為試
後活動日,7 月 12 日為結業禮.
回覆中 3

2006-06-10 18:04

人生總不會事事如意,英文口試與中文口試形式不同,故安排有別.
同學是分批考的,總有先後次序,但願同學學會忍耐.
回覆寧波學生

2006-06-09 19:44

謝謝你的意見,校長無論怎樣的決定也難以令所有同學感到滿意,請同學體諒.
梁太

2006-06-09 16:32

謝謝校長.
這樣真好，身為家長的我也可以偷懶一下，暑假裏不用天天燙校服了.
預祝全校師生, 有一個健康愉快的暑假．
梁太

2006-06-09 09:14

校長您好:
有關 7-10 ~ 8-4 的暑期英語日營活動，不知可否讓學生穿便服回校？
我個人的意見是，平常上學一定穿校服，那種感覺就是緊張嚴肅一板一眼的．
既然是暑期學習活動，穿便服的感覺便可以輕鬆些，(奇裝異服當然不可以)讓孩子有愉快的心情，
期望這樣能提高學習氣氛．
至於校園的治安問題，學生回校帶備學生證查驗，這樣可行嗎？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意見.
我們也很明白學生的心理,故已於 5 月 30 日告知同學,除了最後一天結業禮須穿運動上衣外,其他日子可以穿著便
服參與活動,但同學須掛上名牌.

校長網上會客室
2c

2006-06-08 21:29

校長你好.我們坐的椅子很容易脫色,令白色的校服褲後有一些啡黃的顏色難以洗脫,所以希望在暑假期間把全校
椅子塗上光油.
屋主回應:
我請工友檢查現有的椅子,看可以做些什麼可以避免弄污同學的白褲.
回覆 2a08 的同學

2006-06-08 20:43

我會將你的意見轉交食物委員會.
一般學校食物部沒有食品製造牌照,故不能提供太多食物款式.
回覆 123 及 lowin

2006-06-08 05:33

校長也喜愛看足球,但不會費寢忘餐的追看而影響了工作,我最愛巴西隊.
對不起,我不知道什麼是四社挑戰杯呢!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07 22:21

寧波盃舉行了多少屆呢? 在我的學生歲月裡, 都沒有想過寧波會有足球比賽, 將來有機會, 等我又去做啦啦隊,
見識寧波足球隊的實力先!
屋主回應:
寧波盃是今年作出的新嘗試,但場地問題不易解決呢,有同學建議在校內進行 3 人足球比賽,我會認真考慮呢.
愛好足球者

2006-06-07 19:36

校長，寧波盃足球比賽是否還在進行中。考試即將來臨，緊張的比賽要成為過去，才會有更好心情去迎接考試。
雖然考試大多數人都覺得是件緊張的事，但是也可以從另一方面來看，以輕鬆的心態去考試而是更好嗎?
屋主回應:
寧波盃足球比賽在重重波折下終於完成了大部份賽事,現只剩下一場決賽,由中五對中六,應在考試後進行,但未
知能否借到場地.
回覆 789

2006-06-07 05:27

實行小班教學與否,不是由學校決定的.
教育界許多聲音也在爭取減少每班人數,但李局長仍未答允落實此安排呢.
本校在初中中英數三科已自行調配資源,減少上課人數,讓老師能給予學生更多照顧,以鞏固同學的學習基礎.
後記
請看今早星島日報報導:
教統局局長李國章昨晚亦指，減低每班人數無濟於事，
「每班少五個人，教育質素會不會提升﹖三十五、三十八
或四十人在課室裏的分別不大。」津中議會主席儲富有對此表示無奈，希望當局盡快檢討每班人數。
回覆 5A3

2006-06-07 05:05

謝謝你的意見,我會請負責同事更正 5A1 及 5A3 的畢業相片.
回覆家長

2006-06-06 21:44

我也明白家長的感受,學校確無法在科目選擇方面滿足所有同學的要求,令家長及學生感到困擾,謹此致歉.
至今仍未知悉那位是你的女兒,可否以電郵相告,讓我了解學生的情況,給她一點意見,也給學校一個機會解釋有
關選科安排.

校長網上會客室
NPC 學生 A&B

2006-06-05 21:53

校長，其實我們希望有一個可以給同學們吃早餐的自由時間。我們明白，早餐應該是在家中吃，但是往往因一
些原因而不能吃早餐，只好買早餐回校吃。但是，由於時間不足，只好趕緊吃完/選擇不吃。自學校舉辦了早餐
會，開始明白吃早餐的重要性。所以由平時不吃早餐變成一個吃早餐的習慣。我們也明白，吃完早餐後的垃圾
是個問題。但是我們仍希望校方可以准許一個時間，可以讓學生吃自己的早餐。請恕我們突然提出這個要求!
屋主回應:
對不起,我不太明白你的問題,據我所知,同學可以在小食部進食早餐,但有蓋操場則不可以.至於是否有時限,我不
太清楚,你可將進一步的資料電郵給我.
寧波學生

2006-06-05 17:09

校長，你好！
我想問今次的考試範圍出了嗎？因為快要考試了…所以開始緊張！
屋主回應:
從正面角度看,緊張是學習認真的表現呢!
考試範圍已掛在本校網頁,尚有少量科目仍未輸入,日內會再更新.
努力吧.
舊生 趙偉霖

http://NA

2006-06-04 18:12

親愛的鄧校長, 您好,
很高興知道舊生會已於日前正式成立及舉行了成立典禮. 雖然我身在外地未克出席, 亦為此感到非常欣喜.
現在第一步已經成功邁出了, 希望在將來的日子, 鄧校長可以盡量照顧及支持這個初生小孩, 讓她與寧波公學
健康茁壯地成長, 發光發熱. ^^
屋主回應:
難得身在遠方的校友也給予我們支持與鼓勵,我定會全力支持校友會的一切活動,9 月 16 日將有第一次大型聚會,
希望你能撥冗參與.
LI YU KWAN SHERMAN 04 畢業

2006-06-04 00:17

離開寧波公學 2 年多沒回來了
6 月 2 日今次回來看見師生關係融洽了很多
我亦同一些 F.3 師妹談過天她們對學業顯到十分上進
恭喜
恭喜
屋主回應:
我也被那份師生情誼所感染,多謝寧波公學的老師對學生關心愛護和付出的努力.
同學

2006-06-04 00:15

校長你好 , 我想請問一下 , 最近所說的"拔尖補底"為什麼只有補底而還沒有拔尖 , 因為我覺得在課堂上所教
的知識確實不多 , 而且要遷就其他同學 , 特別是英文 , 當然老師必須照顧全班 , 不過我真的想學多一點 ,
所以我希望能快點有拔尖班 .
屋主回應:
今年 4 月尾,數學科舉辦了拔尖班,效果頗不錯呢.
現正計劃拓展為全方位尖子訓練,暫定名為「明日領袖–寧波公學尖子培育計劃」,加入中英文創意寫作及演說、
領導才能及思維訓練等元素,已邀請老師草擬計劃藍圖,初步計劃先在來年中二試行.

校長網上會客室
LI YU KWAN SHERMAN 04 畢業

2006-06-04 00:06

校友會之成立乃寧波公學之福
恭喜
恭喜
屋主回應:
多謝校友支持寧波公學校友會.
回覆 Chan Wai Kit

2006-06-03 23:15

已將你的訊息轉 5S 林老師.
寧波的學生

2006-06-03 22:52

敬愛的鄧校長
或許希望暑假舉辦參加黃埔軍校,嘗嘗軍訓的滋味
寧波的學生敬上
屋主回應:
今年暑假,學校申請舉辦樂文之旅北京八天考察團,但不成功.現在才申請到黃埔軍校受訓,已經太遲了.
請你問問同學有多少人有興趣參與,過往我曾安排黃埔軍校來港為同學提供兩日軍訓,每天在烈日下不停步操,同
學叫苦不已.
我會將你的提議加到新增活動清單,以供課外活動處參考,但看來同學有太多的夢想,恐怕許多未能實現呢.
後記 : 今年學校安排了暑期英語日營,由美國大專學生來港帶領同學從遊戲中學習英語,過往曾參加的同學都留
下深刻的回憶,請你考慮參加.

回覆 F.3

2006-06-03 22:52

由於教統局撥款限制了學校的人手編制,加上每班的人數不可超越指定的上限,故全港學校都不可能像大專學院
一樣讓同學自由選擇科目,希望同學明白.
人生總不會盡如人意,學習接受生活不足,多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是我期望寧波學生能做到的.
你可以將你心目中理想的科目組合電郵給我,我也想了解同學心中所想.
回覆家長

2006-06-03 06:47

多謝家長的意見,難得家長關注孩子選科事宜,這是孩子之福.
為學生定購暑期作業,只為方便孩子,集體定購價錢也較便宜.中三升中四選科未定,確無法知道應繳交多少金錢,
我會請老師檢討此安排,星期一再給學生清楚的指示.
選科先考慮同學的意願,如某選科組別申請人超過上限,再按成績分配.
為了減少家長及學生對中三選科的疑慮,學校在 2 月進行了一次模擬選科活動,於 4 月 7 日舉行了中三選科講座
會見學生及家長,公佈了中四選科安排,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想想來年選修的科目.
我曾在會客室公開回覆學生選科問題可請教升學及輔導主任陳麗娟老師,也曾請學生到校務處找我,我向同學詳
細解釋學校選科安排的原委,並為他解答選科的疑難,亦建議同學將問題及最想選取的科目組合電郵給我,但一直
沒收到回音.
由於不知學生的姓名及班別,無法聯絡孩子.
現相約家長及學生於今天早上 10:00 至 12:00 來校一聚,我親向家長詳細解釋學校選科運作.
家長亦可透過電郵留下學生姓名及聯絡電話,我會親自回覆.

校長網上會客室
中 1 某同學

2006-06-02 23:29

校長你好.我想說現在的書本好像多了一點.
一本書都用完.只會教一半左右.另一半就沒有用途.
我想問可不可以減少一點書呢?因為家長他們都負擔很重.
要買很多書本.我知道要改書單都很困難.但希望可以盡快推行.
屋主回應:
對不起,部份科目由於堂數所限,未能完成全部課本的課程,確有點浪費.
但若不用教科書,老師的工作量又會倍增.
來年我們加強持續評估,將平日的功課、作業、測驗、專題報告等計入平時分,
鼓勵同學恆常努力;也將課本沒有教授的內容定為自學課題,
鼓勵同學挑戰自我,充分利用教科書,減少浪費.
伍棟英

2006-06-02 20:56

﹝鄧校長，你好。借你的網上會客室一用。﹞
校友會主席蔡志輝先生：
今天收到你寄來的校友會成立典禮邀請卡。
卡上寫著：「你的出席，就是給予我們支持。」
我想表達的是：我雖未能出席，但也給予你們支持。
祝
校友會不斷成長
伍棟英
屋主回應:
謝謝伍老師對寧波公學校友會的支持.
9 月 16 日校友會將有第一次大型活動,
為寧波公學 35 週年校慶揭開序幕,誠邀伍老師回校與我們一聚.
2c

2006-06-02 16:21

請問幾時有這次考試範圍
屋主回應:
根據日程表,考証範圍應在 6 月 5 日上載於學校網頁.
回覆 a student helper

2006-06-02 06:42

多謝各位中七同學回校支援放學後的補習,為師弟妹鞏固中英數基礎.
完成後參與較多及表現認真的同學可獲發感謝狀,
我們亦會在當中物色 10 位同學參與 8 月 20 日至 25 日早上舉行的中一導入課程.
除了該 6 個早上外,同學須事前參與準備會議,協助設計活動流程及預備工作紙,
活動完成後參與檢討工作.學校會支付每位校友$1200,
另 100%出席及表現認真的校友可獲發服務証明書及$150 特別津貼,
請中七同學積極參與,為培育寧波新一代作出貢獻.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1a 某同學~

2006-06-01 23:32

謝謝你的意見,我曾將你提出的建議交負責老師考慮,校長不是個獨裁者,我會尊重老師的決定.
人生就是活在不足之中,生活裡總有不如意、不完美的事情.
校服是學校生活中學習接受規範的重要訓練,髮型服飾標準實難以滿足所有同學的要求,同學嘗試改變自己的想
法,看感覺會否好一點.
中二同學

2006-06-01 17:33

校長，你好，我有一個問題：為何學校沒有校車服務？如果有，我就方便得多了！因為我住的地方的交通不方
便，如要乘坐巴士，下車的站離學校還有一段路；行路的話，就要行 40 分鐘才到校。雖然，有一輛小巴
經過學校，但是這輛小巴要等 25 分鐘才有一輛。真的不方便啊！
屋主回應:
一般中學生覺得自己長大了,不喜歡校車接載,加上校車要定時定候,收費不便宜,過往很多學校安排後亦辦不長
久,故現時有校車安排的中學為數不多.
可否請你問問身邊的同學,有多少住在你附近的同學有興趣乘搭校車回校,再電郵給我,我請校務處看看能否為你
們作出安排.
回覆來

2006-05-31 17:59

校服設計由學校定出初稿,再呈交校董會審批,一般來說,校服式樣是不會隨意更改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白色的校褲確容易被弄污,但覺得白褲襯起藍恤衫也蠻好看,也是寧波公學校服的特色.
從正面的角度看,白色的校褲訓練同學更關注自己的儀容整潔呢.
回覆 npc

2006-05-31 17:46

校長期望同學能有正面思考,去面對生活每個挑戰.
明天請你到校務處找我,我向你詳細解釋學校選科安排的原委,並為你解答選科的疑難.
你也可將你的問題及最想選取的科目組合電郵至 mrkctang@yahoo.com,看能否解答你的疑問.
你認真的面對選科抉擇,是值得欣賞的,但別讓負面情緒影響了每日上學的心情,世上沒有解決不了的問題呢.
student

2006-05-29 21:42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many ways i can talk with our NET in school apart from the english society activity in
floor 6 at lunch.i think.By talking to him, i can improve my english listening and oral skills, my proficiency in
english.As you know,most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are not native British,and their english pronounciations
tend not to be the same as those of the native British.Thank you
屋主回應:
There will b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Corner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lunch and English oral
practices after school every Monday and Thursday.
You may also find Mr Brennan in room 207.
中七畢業生
真的是麻煩校長~ 你可以 send 往我的 e-mail!
萬二分感謝!
屋主回應:
不用客氣,惟近日校長很忙碌,相信要 6 月初才可以完成了.

2006-05-27 23:30

校長網上會客室
中七畢業生

2006-05-27 21:08

校長你好
本人是中七文班的同學, 有一事想請求校長~
我懇求校長可以抽空為我們中七同學寫下一些鼓勵或祝福字句
(可以寫一些你對我們中七同學的感覺或對我們的祝願)
文章篇幅多少也不重要主要目的都是想留給同學們的一個回憶!!
麻煩校長了!!
屋主回應:
謝謝中七文班同學的邀請,我當然願意為同學送上祝福. 我們以電子郵件聯絡好嗎?
中五學生

2006-05-26 11:17

校長您好, 我是應屆的會考生, 很高興在此向您表&#36921;意見。
您曾經說過「寧波是我家」, 校長、老師、同學都是我們的家人, 應該互相支持、彼此信任,家裡才充滿讚揚與
鼓勵、歡笑和喜悅,大家才團結合作、互助互愛面對生活每個挑戰, 不應處處被人監管、質疑,這樣家裡只有質詢
和責難, 令家人關係緊張。 但是, 若果家人不作出改善, 怎樣令家庭更完美, 使家人更快樂呢?
一直以來, 我很希望學校可以設立一個平台, 給學生或老師表&#36921;他們對相方面的意見。平台會由老師及
學生負責, 擔任人由老師及學生投票誕生。 意見可以是對學生或老師的不滿或欣賞, 並且他們亦需要在此解釋
為何他們會有這方面的感受。他們可以寫上姓名或以其他代號表示。同時,他們可以寫上要批評的人的名稱(即
你要向誰作出批評, 便寫上誰的名字,方便日後把意見寄向批評人)。他們的意見可以網上, 收集時間不限, 他們
可隨時發表見意, 並會立即刊登於網上。
這個平台的見意會在每半個學年或一個學年會進行一次檢討, 而且會把該見意向批評人發表, 並就某些不滿向
該數名被批評的老師提出意見, 要求他們改善。若校長也贊成這計劃, 我希望它可以盡快舉行, 或由將來的學生
會舉辦。這個計劃有助促進學生與老師之間的關係, 又可加深他們的了解, 亦能使他們改善自己的短處, 並且使
學生的成績改進, 希望您能加以考慮。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意見,老師需與時並進,不斷反思教學果效,是今時今日應有專業態度.
但這個自我完善的行為是外控的,還是發自內心的,將產出不同學果效,這正是教育工作微妙之處.
現今的香港社會文化處處只講求問責、質素保証,偶有事情發生,焦點便放在找出別人的缺點、錯失,我看這不是
健康的社會現象. 我對你提出的開放文化完全認同,但卻認為學生亦須先具備正面的生活態度,懂得從別人角度
看問題,學習以理性的態度進行分析和討論,否則平台一旦變成學生批判老師和宣洩的園地,我看對寧波公學沒有
好處. 多欣賞別人,建立讚賞文化,以正面思考來面對生活不足,是我期望在寧波公學能營造的校園文化.
校長聽取同學的意見後,不會坐視不理,但改變不可能在一日內發生,也需學生及老師共同努力,互相體諒,才能使
校園生活變得更稱心如意.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26 08:22

馬拉松式上課, 確係比較辛苦, 但是, 辛苦的又何止是學生呢? 若然不是盡責的老師, 又何需傾囊相授? 若能
提出要求, 相信都會小休的, 不需記掛在心上.
人要有壓力才會成長, 出來社會做事後, 才發現學生時代輕鬆好多倍. 疫苗的作用是給予身體做準備, 使身體
可面對真正的挑戰, 而學校亦是同樣作用, 都是為面對未來而裝備自己的, 不只有知識, 而是待人處事的態度.
屋主回應:
謝謝你以校友的身份與師弟妹分享你的親身體會,希望寧波學生能明白你的心意.
也多謝你一直以來對師弟妹的關心愛護.

校長網上會客室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25 22:59

校長, 我又找到一篇值得分享的文章啦!
缺點與優點的界線
有個老富翁在臨死前，想把財產分給個性、行為最成熟的孩子，於是他想了個法子把三兄弟召來床前：
「我想決
定遺產的分配，但不知道該怎麼分比較好，能不能請你們幫個忙？每人拿兩張紙，一張寫下自己的優點，一張
寫下另外兩個人的缺點，然後再把兩張紙拿給另外兩兄弟簽名，不管是優點還是缺點，寫得愈多，且愈快完成
這件事的人，就能分得最多的財產。」三兄弟聽到指示急忙照辦，並與父親約定隔天早上在他的房間揭曉結果。
第二天一大早，三兄弟就聚集在老富翁房前，只見老大、老二仍在為簽字與否爭論不休時，老三卻坐在一旁氣
定神閒，父親於是問他情況如何，老三說已經獲得兩位哥哥的簽名同意了，父親非常驚訝，問他是怎麼辦到的？
老三說：
「我寫自己優點的這張是空白的，寫哥哥缺點的那張紙也是空白，我認為自己沒有優點，他們沒有缺點，
他們接受起來一點也不困難，當然非常同意，就幫我簽字了。」
老富翁接著叫兩位哥哥拿出他們的優點與缺點清單。老翁看了一下笑了笑，兩人所寫的自我優點與寫別人缺點
的數量剛好一樣多，有趣的是，大哥自認為的優點卻是二弟眼中的缺點；相反的，二弟自認為的優點，正是大
哥所列舉的缺點。兩人看自己的觀點剛好南轅北轍。
父親見老大、老二爭執不下，於是又再問老三，有沒有什麼好建議能幫他們解決。老三說：
「我建議他們先簽下
寫自己缺點的那一張紙，如果先承認自己的缺點，對方也會同意你有優點。」兩位哥哥聞道，便照著小老弟的
話試試，結果果然皆大歡喜，寫下缺點和優點的兩張紙都順利獲得簽名同意。
老富翁微笑地點點頭，比對著三兄弟的清單，其中三弟的兩張清單上的簽字時間分別是十點一分及十點二分，
差距只有一分鐘。與兩位哥哥清單上別人簽字的時間整整差了 24 小時以上。
老富翁拿給三兄弟一人一個信封，裡面放有一張紙條，上頭寫著：
「原來要別人接受你的邏輯很簡單，先承認自
己有缺點，優點才有成長的空間。 原來要別人接受你的方法是那麼的簡單，先體會別人的感受，不是先保護自
己的感受。」
原來優點和缺點的界線並不在我們身上，是在別人心上
屋主回應:
謝謝你提供的文章,很有意思.
現今的香港社會文化處處只講求問責、質素保証,偶有事情發生,焦點便放在找出別人的缺點、錯失,我看這不是
健康的社會現象.
多欣賞別人,建立讚賞文化,以正面思考來面對生活不足,是我期望寧波公學的同學能做到的.
nsam

2006-05-25 19:50

校長:
我知道你是很重視同學的學業成績的,這點我也很同意,不過,我真是希望連堂可以給予小休,我們上英文課經常
都不予小休。我真是很渴求老師在鞭策我們的時候,也可以給予我們喘息的機會,不要逼到我們太緊,再這樣只會
使我們討厭上她的課。校長你亦應該明白,學習英文是要自己在日常生活多學習的,課堂上的學習只是引導而
已。而老師的角色便引導我們向哪兒學習,時代不斷的進步,教學方式亦應與時並進.改良一下教導方式亦可以進
一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現時的學生的生活比以前的學生不同了,他們很早熟,也有自己的思想,也希望有渠道
可抒發自己的意見,亦更希望得到接納,或是有良師可以從中加以指引一下。
以上是本人作為多年學生的心聲,我在此亦為各位老師打打氣:你們要繼續努力 ar!!!
屋主回應:
謝謝與我分享你的心聲,也感謝你為老師們打打氣. 上次探訪國內山區學校,真佩服學生早上 7:30 上早課,晚上
9:30 才上完晚課,課室細少和陰暗,設備簡陋及陳舊,學生卻從沒半點怨言,還對學習充滿熱誠與盼望.
香港新一代學生何時才會想得透?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123

2006-05-25 18:34

現時的科目選擇,也參考了上次模擬選科結果定出來的.
我們也希望給同學最多的選擇,但教育資源所限,包括老師人手、房間數目等,根本無法滿足所有同學的願望.
選科問題可向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陳麗娟老師查詢,亦歡迎你來校務處找我,讓我了解你的情況,給你選科的意見
回覆 MA 及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24 21:20

過往寧波公學應沒有設立全年交齊功課這個獎項.
來年學校將會加強持續評估,平日的功課也計算在考試成績,鼓勵同學恆常努力.
回覆 s.1c 學生

2006-05-24 19:50

成績表只能在班名次及級名次中二擇其一,現時許多獎項以班為單位,經老師討論後決定跟以往做法一樣,只顯示
班名次,你可問問班主任你大約在全級的排名.
已將結他班列入明年考慮活動的名單,但同學提出增辦的活動實在太多,相信難以滿足所有同學的願望.
初步想將結他班定為自費項目,請導師來校任教.但學結他是很艱苦的,喜歡彈結他的人多,肯耐心練習的卻很少.
K

2006-05-23 21:35

我想問為什麼中二的班房全都在四樓,特別是 s.2D 在三樓??
屋主回應:
我也沒考究呢! 但以班房分佈來看,舊翼三樓有六個課室,四樓只有四個課室,中二總有一班是編排在三樓的.
na

2006-05-23 17:26

或許可以將現在的 6s 課室改為 7s 課室
而現在的 7s 課室改為未來的 6s 課室
那麼 6a 及 6s 和 7a 及 7s 能更有加多接觸
因為現在的安排令 2 班的學生過於生疏
而更近的距離對於 2 班在課業上或活動上的合作帶來更多的方便
thx a lot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建議,我同意這是一個好的安排.
我會將你的意見轉交負責老師,我估計現時的編排應是遷就 6S 同學到實驗室上課呢.
na

2006-05-22 19:27

CAN U JOIN S7A & S7S CLASSROOM ON THE SAME FLOOR?? THANKS*
屋主回應:
Since Room 105A, 221, 321, 521, 621 and 721 are so scattered, it is not easy to assign home rooms to every
form on the same floor.
You are welcome to propose an ideal floor plan for our school. Please send me your proposal via email at
mrkctang@yahoo.com.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123

2006-05-21 21:05

選科並非如你想像中煩惱,文科共有 12 個選擇,總會有些較適合你的選擇.
選科也不如你所說,影響一生,文科理科各有不同的出路,看你的興趣和意願.
如你有更好的選科建議,請電郵至 mrkctang@yahoo.com 給我考慮好嗎?
選科問題亦可向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陳麗娟老師查詢.
npc

2006-05-21 00:44

「寧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園地留言可以讚揚老師,那麼想老師得到改善的地方又可在那麼留言呢?
屋主回應:
多謝同學的提問,令我認真的想想應如何處理同學提出期望老師做得更好的建議,故先將我的看法與大家分享.
沒有人會從不犯錯,有時不光是錯與對,而是觀點與角度的問題;況且我們的每個決定,不可能令所有人稱心如意.
同學經過了九年幼兒及小學教育,各有不同成長經歷,學習方法和需要已有很大差異,老師的教學方法較難令所有
同學都感到滿意.
我說過,寧波公學犯錯最多的人一定是校長,為了將寧波公學辦得更好,要更進取、更積極,每天要做許多不同的決
定,出錯的機會也會增加.如果學校是尋找校長、老師犯錯的地方,相信每個老師都不能安心工作,那有心情教好學
生?
我運作網上會客室多年來得來的經驗是：不具名的申訴令其他全校老師蒙上不白;具名投訴在未查明事實真相前
對老師不公平.故我會將留言隱藏,希望大家明白.
教師希望教得更好,學生希望學得更好,大家的目標一致,不應處於對立層面.學習生活若有不如意的感覺,我鼓勵
同學直接向老師反映,這是人與人相處之道.要建立互信關係,坦誠溝通最為重要.
學校生活是成長的鍛練,同學接受校規約制,學習服從和遵守紀律,體會生活中的不足,他日踏足社會,能成為良好
的公民.無論你認為老師有什麼不對,同學也先做好學生的本份 – 上課和老師合作、遵守校規,避免以質詢、責
罵的方式來表達不滿,這是校長給同學的忠告.
同學常常透過電子郵件與我分享校園生活點滴,如果是具名的,我一定回覆,校長雖不一定能解決問題,但樂意聽
取同學的意見和感受,對於不公平的事,也不會坐視不理.
「寧波是我家」是我們的教育理想,你期望你的「家」是怎樣的?
家人互相支持、彼此信任,家裡充滿讚揚與鼓勵、歡笑和喜悅,大家團結合作、互助互愛面對生活每個挑戰.
還是...
處處被人監管、質疑,家裡只有質詢和責難,家人關係緊張、終日惶恐不安?
良好的師生關係是寧波公學的優良傳統,我希望這濃烈的關顧文化及師生情誼能永遠的延續下去.
正面思考,造就積極的人生觀,是我期望同學擁有的生活態度.且與同學分享下列一則小品:
~~~~~~ 黑 點 ~~~~~~
有位老師進了教室，在白板上點了一個黑點.
他問班上的學生說「這是什麼?」
大家都異口同聲說「一個黑點.」
老師故作驚訝的說「只有一個黑點嗎?這麼大的白板大家都沒有看見?」
<反思>
你看到的是什麼?
是否只有看到別人身上的｀黑點＇,卻忽略了他擁有一大片的白板(優點)?
每人都有缺點,也必定有許多的優點,換一個角度去看吧!!你會有更多新的發現.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冇名人

2006-05-19 22:01

進步獎是第二學期測驗才設立的,故第一學期測驗及考試皆沒有此獎項,
第二學期考試則仍會根據現有準則選出全級進步最多的 10 位同學,請大家全力以赴,爭取好成績.
回覆 tsz ,3C 班同學及 3c 班 Kin Pui

2006-05-19 19:53

很高興寧波同學懂得欣賞老師付出的努力,也多謝你們給予老師的支持與鼓勵.
我已將你們給老師的鼓勵句放到「寧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園地
http://www.hkedcity.net/ihouse_tools/guestbook/index.phtml?id=750
也會將你們的訊息轉告各位老師.
回覆 3c 班 Kin Pui

2006-05-19 15:37

人生就是活在不足之中,生活裡總有不如意、不完美的事情.
校服是學校生活中學習接受規範的重要訓練,髮型服飾標準實難以滿足所有同學的要求,
同學嘗試改變自己的想法,看感覺會否好一點.
Element Cheng

http://elementcheng.no-ip.org/index.html

2006-05-19 00:47

敬愛的鄧校長,
無意地打上母校網址，既然來了，就到處瞧瞧吧！
請別介意，請更正晨讀計畫(劃)http://www.npc.edu.hk/f1_admission.htm
另外崔思明老師的網頁連結斷?a href="Fhttp://www.npc.edu.hk/staff/~smchui"
target="_BLANK">Fhttp://www.npc.edu.hk/staff/~smchui
校網已渙然一新，除了在學校主頁見到藍色主色外，更能聽到校歌的鋼琴版，
如果有機會聽到同學的歌聲，就更理想，也勾起從前在禮堂熱哄地上週會的情境，
一一浮現眼前，更鈞起從前中四時崔思明老師循循善誘，耐心教導我們這一班頑劣的學生，
並幫助我們發揮潛能，在這裹再次多謝 Miss 崔。
我曾應承我的學生介紹給他們認識我的好老師 Miss 崔，請代通知她，因她是我恩師，
現在太忙，希望六月時可回到校一聚。
在校長網上會客室中看到同學正面表達意見，讓事情做得更好，
又見到校長回應同學親切、直接，不存假像，再加上對同事多加欣賞與豉勵，
讓我們這些舊生歡欣萬分，相信日後鄧校長對寧波必有更大貢獻。
期望全校師生與鄧校長，合作共融，再創高&#23791;。
屋主回應:
謝謝校友給我們的讚賞和鼓勵,這是寧波公學全體教職員一年來努力的成果,我也很開心能與一班團結互助、全
情投入教育的同事一起努力.
我們學校網頁在去年 11 月才完成,還在發展階段,謝謝你的寶貴意見,我會請同事跟進,希望日後能做得更好.
你的恩師崔思明老師已於 5 月離開寧波公學,開始享受悠閒生活.對學校來說,這是莫大的損失,但我們也得尊重崔
老師的決定,只有祝願她在人生的新一頁再展姿采.
網上會客室是我和家長、學生、校友溝通的橋樑,我相信今日辦學需持守更開放的態度,也希望藉著與不同持分
者分享我對教育的想法,大家能更同心同力的發展寧波公學.

校長網上會客室
寧波學生

2006-05-18 23:35

我係之前留言的 3C 班同學！
校孎 A 好，不好意思，我想問那個進步獎是不是全校每級都有的？是選頭 10 名進步得最好的學生嗎？
屋主回應:
學業成績進步獎是回應同學的意見而設立的,今次只在中一至中三級推行.
我們將學生第一學期成績與今次測驗週成績比較,找出進步最大的的同學名單,再請老師看看同學上課表現是否
認真,選出 10 位被嘉許的同學.
來年我們會考慮將獎項推廣至中四級.
回覆...

2006-05-18 18:58

今年嘗試舉辦足球比賽,由於比賽不可以在校內進行,遇上許多想不到的困難,比賽還有兩天才完成,5 月 24 日將
進行兩場比賽,決賽日還未租借到場地,但考試即將要來臨呢,未知能否完成賽程呢!
回覆 BC

2006-05-17 22:42

我樂意安排任何班際比賽,你提出的班際男女排球,班際男女羽毛球等活動都是很好的建議,但需要同學幫忙策劃
籌備,你願意幫忙嗎?
上次同學提出舉辦羽毛球比賽,我解決了場地問題後請同學安排,但沒有收到回音.
來年學校將會設立學生會,由學生主導舉辦切合同學喜愛的活動,同學的提議可向學生會反映;但看現時同學的願
望也很多,相信亦難以滿足所有人的期望.
回覆 TVB 訪問

2006-05-16 19:11

有關 5 月 11 日 TVB 來校採訪的新聞片段可到以下網址瀏覽 http://news.tvb.com/630pm/2006/0511/index.html
回覆 F.3 學生及 123

2006-05-16 19:06

完成測驗週成績表,老師就測驗成績進行檢討,再集全級任教老師開會,商討第二學期考試範圍,定出考試範圍原
來也非想像中容易.
下星期一起,各科任老師會同學發放第二學考試範圍,但要集齊各級各科的資料則需要時間,再安排輸入電腦,按
時序應在 6 月 5 日掛在學校網頁,希望你們能明白出試卷也要經過嚴謹程序,請你們稍作忍耐.
回覆 ssss

2006-05-16 17:25

連堂的日子,就我所見,一般老師都會在中段停下來讓學生有一小休,我同意也認為是合適的做法.
回覆家長

2006-05-15 19:17

第二學期統一測驗成績表將於 5 月 19 日派發,計分方法可參閱 2005 年 11 月派發的家長信.
http://www.npc.edu.hk/letter/letter_Nov05.pdf
回覆...及學生

2006-05-15 00:19

看見同學明白事理,作出理性討論,心中感到欣慰.
同學的分析很有道理,校長亦熱愛足球運動,但由於場地所限,安排訓練及比賽不易,加上本校老師未有具備足球
訓練的資歷,我們需要倚靠外聘教練,安排上倍加困難.
只要能解決技術問題,學校樂意為同學安排足球比賽的,我會將你們的意願向來屆學生會反映.

校長網上會客室
學生

2006-05-14 23:47

校長你好!!我個人覺得舉辦足球活動~不要只是一年一次~我希望學校有自己的一隊校隊~參加不同的比賽~讓其
它同學們~發揮自己的潛能~~可能有些同學會把足球活動當為娛樂~對前途不重要的活動!有些同學~雖然在他
們的學業方面~沒有太好的表現~只是想用自己所學的長處~創造自己的前途!!但沒有地方給他表現自己!學校就
是唯一的希望!社制比賽就是可以選校隊的機會!所以請校長考慮考慮！！
回覆...

2006-05-14 23:09

今年嘗試舉辦足球比賽,由於比賽不可以在校內進行,遇上許多想不到的困難,比賽還有兩天才完成,5 月 24 日將
進行兩場比賽,決賽日還未租借到場地,但考試即將要來臨呢,未知能否完成賽程呢!
來年學校將會設立學生會,由學生主導舉辦切合同學喜愛的活動,但看現時同學的願望也很多,相信亦難以滿足所
有人的期望.
回覆 gg

2006-05-13 15:35

你真細心,謝謝你,我已請負責老師修正網頁標題 Court 開庭了.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13 10:25

Alvin, 我都係寧波校友黎架, 你想返母校探老師, 可以有以下途徑喎:
1. 電話預約--與你想見面的老師先行預約
2. 參加校友會--寧波公學校友會 3 月份已經成立, 而 6 月 2 日更是成立典禮, 透過活動可以使離校的校友們能
與學校保持聯絡, 歡迎加入,
屋主回應:
近日確很忙,未及回覆校友提問,難得你相助,謝謝你.
Alvin.Chong

2006-05-13 01:31

校長,您好。 本人係 04 年中五畢業生,自從離開母校後,我和有些同學一直希望能夠重返舊地,不過, 不知道由什
麼途徑回校。例如:時間,日期可?
屋主回應:
Alvin 校友,學校將於 6 月 2 日晚上舉行寧波公學校友會就職典禮,另 9 月 16 日將有第一次大型活動,請留意校友
會網頁的公佈,歡迎你回校參加.
f5

2006-05-12 22:55

回校長:
我真的不知道....
屋主回應:
告訴你,寧波公學犯錯最多的人一定是校長. 校長每天要做大大小小不同的決定,為了將寧波公學辦得更好,要做
得更多更積極進取,但出錯的機會也會增加.沒有人可以從不犯錯,有時不是錯與對的問題,而是不可能每個決定
都令所有人稱心如意. 考評局文章刊出了資料來源的網址,是遵守法律的做法,考生卻可因此從網站找到答案,是
始料不及的. 我看考評局的反應,才是最大的錯誤,不斷增加監考工作程序,只有令公眾人士更反感,覺得考評局在
逃避責任,你同意嗎?

校長網上會客室
f5

2006-05-12 22:05

請問校長對考試局常常犯錯有什麼意見?
屋主回應:
且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你看寧波公學犯錯最多的人是誰?
寧波學生

2006-05-12 06:45

校長你好，我想問問今次的考試範圍是不是會放上校網的？那麼大約會在何時可以見到呢！麻煩你了！
屋主回應:
今早收到你的提問,看見寧波有你這樣很有禮貌,學習也認真的好學生,心裡感到欣慰.
我請各科任老師 5 月 22 日起向同學發放第二學考試範圍,但要集齊各級各科的資料則需要時間,再安排輸入電腦,
按時序應在 6 月 5 日掛在學校網頁,希望你能稍作忍耐.
回覆,,,冇名人

2006-05-11 22:12

我也明白同學熱切期待看到成績龍虎榜,但總成績剛計算完成,接著是製作大榜,列印成績表,再請各科老師審批
一等、二等及三等獎,相信要等 5 月 19 日派發成績表後才能完成統計及公佈,請耐心等候.
我校生

2006-05-11 17:14

校長：
明年的陸運會，為了令節目更緊張，不如弄一場班際的比賽。例如：班際拔河、４ｘ１００班際男女混合
接力賽等等......
屋主回應:
寧波公學期望做到校園生活多姿采,我支持多舉辦班際活動和比賽.
你的提議很好,來年學校將會設立學生會,由學生主導舉辦切合同學喜愛的活動,屆時你可將意見向學生會反映.
回覆 123

2006-05-10 20:47

中三選科表格將於 5 月尾派發,6 月初交回.

家長

2006-05-10 17:41

學校測驗,考試難了很多,使學生感到困難。課程緊迫,使學生過份緊張。我們身為父母的,會為子女擔心..
請問成績表會派發呢?今次怎樣計算分數呢?
屋主回應:
第二學期統一測驗成績表將於 5 月 19 日派發,計分方法可參閱 2005 年 11 月派發的家長信.
學生經過六年小學生活,學習基礎出現較大差異,課程設計無法做到令所有同學都感到深淺適中.
誠邀你於 5 月 28 日下午 3:00 出席「我和家長有個約會」座談會,我會向大家闡釋寧波公學未來三年的發展計劃,
當中包括提升對學生的學習要求、透過持續評估,建立同學的學習習慣和培育學習風氣等.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09 23:07

我覺得若要實行普通話授課, 先決條件是提昇師弟妹的普通話水平, 否則便會走回英語授課的舊路.
屋主回應:
我同意你的看法.
現時小學的普通話教育並不全面,初中學生的能力差異很大,故教統局也提出學生須充分具備以普通話學習的能
力,作為成功轉換中國語文科授課語言的條件.

校長網上會客室
問題人 Johnny

2006-05-09 22:05

我校會否全面實行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我曾電郵問教統局會否全面實行中學以國語教授中國語文, 它給我的回覆如下: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是培育香港人兩文(中、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的能力。根據現
行的教學語言政策，學校可用廣東話或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及其他學科。
課程發展議會於二零零零年十一月提出以「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為長遠目標，並建議採取校本方針，
由學校按本身情況決定是否採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語文教育及常務研究委員會(語常會)於二
零零三年亦對此表示認同。如果學校相信自己已具備成功轉換中國語文科授課語言的條件，即(1)教師具備運用
普通話教學的能力；(2)學生充分具備以普通話學習的能力，以及(3)學校能提供適當的支援措施，幫助學生轉用
新教學語言，語常會非常鼓勵學校嘗試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為協助有興趣的學校改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我們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注資語文基金，當中二億元將
撥備為有意改用或現已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學校提供額外資源。相關撥款的申請細節將於稍後公布。
我們建議校方在決定是否推行這類計劃的時候，應顧及現有教師人手和學校的整體發展計劃 (包括其他正在推
行的相關計劃)，認清推行目標，並和有關人員充分討論推行模式和步伐，以確保在推行時各持分者均有充分準
備。
在此，再次感謝你對普通話教育的關心。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 張業崇
二零零六年五月九日
我校有否能力改為以國語教授中國語文? 我相信這定必是大勢所趨的, 早一步實行, 就得到多一點的優勢, 但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革, 所以我想請問有沒有訂下時間表?
屋主回應:
難得你對學習如此關心,真是寧波的好學生.
可否請你做個統計,問問班內有多少同學希望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呢?
也請你問問接受普通話教授中文的同學所面對的困難和學習得著.
我們會嘗試在拔尖課程中加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環節.
回覆 F.5

2006-05-09 21:40

學校的自修室是仍然開放的,歡迎你回校溫習,好好準備會考.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09 07:59

校長, 我係校網的相片中, 看到 26/4 有足毽比賽, 覺得好有趣. 好像是午飯時間進行, 似師生同樂多於比賽. 想
當年在校的日子, 只有陸運會決賽日的師生接力賽才有這個情景.
屋主回應:
這是一個午間的班際比賽,計算每班在指定時間內踢足毽的次數,講求團隊合作,共有 5 隊進入下星期的決賽.
當日現場氣氛很好,老師學生同場作賽,增進師生間的情誼,我希望寧波日後會安排更多此類活動呢.
回覆問一問

2006-05-08 20:48

謝謝你查詢有關寧波公學的獎學金制度.
記憶中全級首 4 名,每班第 1 名,全級每科第 1 名均設有獎項,但詳情請向教務組查詢.
有機會我請老師再向同學發放有關訊息.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問題人

2006-05-08 20:42

你可將足球機的情況向校務處反映便可以. 足球機確很受歡迎,同學也太投入,故每兩三天便要請工友跟進維修.
回覆 F.3

2006-05-08 20:40

新的英文中學會考課程是沒有分課程甲和課程乙的.
回覆 Jeffery

2006-05-07 22:36

真抱歉過去寧波公學有做得不足的地方,請校友見諒.
作為新校長,我會盡力辦好學校,亦會著力改善學校的教與學,令學生學能學得更好.
我已向同學發放訊息,希望同學能加倍努力,學校會盡量先考慮取錄自己的學生.
回覆><

2006-05-05 19:01

謝謝你提出的意見,中午時段學生同一時間外出午膳,食店當然不能滿足所有同學的需求,我希望同學能學會忍耐
和接受不足.
我會將你的意見向食物委員會反映,當中需要評估有關安排對食物部及午膳供應商的影響,也要解決飯盒回收及
課室清潔的問題.
後記 : 已得到大快活同意日後中三至中七同學可選擇定購月中任何一天的飯盒(不用全月訂購),亦提供即時購
買服務方便高年級的同學.
回覆 033

2006-05-05 15:25

課堂教學能產生最佳果效,需時間讓老師與學生建立互信關係.
過去你班的同學曾反映上課時很嘈,影響上課,老師收緊了上課要求,同學又不滿少了自由,老師太嚴肅,課程沉悶.
學習是個艱苦的歷程,課堂上需要老師及學生互相配合,才能在學有所得之餘,能開心愉快的渡過.
下星期我會多留意上課的情況,你可以電郵與我保持聯絡.我尊重你的個人感受,希望你也會從老師的角度看看.
喜歡網球的人

2006-05-05 10:28

校長,終於給我找到了:在復活節的某一天,我和小學同學去中央圖書館,途經一個網球場,看見有幾位教練在教人
打網球.其實我們可以找那些教練來教我們打網球.或者找一些有網球教練的康樂中心,又或者找一些懂得網球的
老師、家長等。
屋主回應:
學校安排活動,導師的質素是很重要的,不可隨意找個會打網球的人便可以;由於活動不在校內進行,同學的安全
也須關注.
同學提出很多活動建議,安排上並不如想像中的簡單容易,希望同學明白和體諒.
我嘗試透過校友會物識合適的教練,看下年度能否安排網球訓練.
回覆問題人

2006-05-04 06:32

第二學期測驗週成績表將於 5 月 19 日派發.
足球機比賽將會在月中進行,同學可自由組合 3 至 4 位同學一隊報名參加.
對不起,我不明白什麼是足球機比賽的歐洲球會版?
回覆 gry wong

2006-05-04 06:17

課外活動在復活節期間舉辦的宿營活動是三日兩夜的,故有很多照片,不可能全部掛在學校網頁.
同學可先到內聯網瀏覽有關照片.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wong ka ling 及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5-01 06:22

潘老師教數學很有條理,深入淺出,明白學生的學習需要,他循循善誘而耐心的解說,對學生的關心愛護,是最為學
生樂道的.校長亦早已從中三同學,中四同學(去年他做班主任的學生),中五畢業班同學口中得知潘老師的超卓教
學表現和深受同學愛戴的事實. 潘老師離去對寧波公學來說是莫大的損失,但我也得尊重老師的決定,兩位校友
可直接聯絡老師向他了解離職的原因.
另已透過電郵回覆 wong ka ling,請查收
回覆傻仔

2006-04-30 06:17

日後若有老師申請離職,我會遵從老師的意願,由他們選擇適當時候向同學宣佈.
心急人

2006-04-27 22:57

請問學校怎樣計每班全級的排名?
屋主回應:
學校著重學生語文及數學基本能力的培育,故在計算總成績時,中英數三科比重較其他科目為高,但初中和高中的
計算方法稍有不同,詳情請參閱 11 月發出的家長信.
回覆...................及 123

2006-04-27 21:05

我也不捨得 Miss 崔與潘 Sir 兩位好老師離開,只有祝福他們開展人生燦爛的新一頁.
今日教育工作並不易為,社會人士對學校教學質素有很高的期望,學生的學習能力和恆心毅力卻沒有同步提升;老
師面對一班四十多位不同學習程度的學生,花盡心思,勞心勞力的教授,但教學成效仍未如想像中理想,對認真的
老師來說,總會感到氣餒和沮喪的.
時代急速轉變,老師要不斷進修,與時並進,亦要在課餘時間帶領學生參與不同的學習活動,加上正常的備課、批改
習作等工作,實在忙透了.
看日前報章報導,小學教師有近千人申請自願離職,中學教師申請在 5 月中結束,相信亦為數不少.
我希望同學能明白老師工作多艱辛,要留住老師,只有同學用心學習,令老師感到付出的努力有回報,在工作上找
到滿足感,寧波的同學們,我相信你們一定做得到.
回覆喵喵

2006-04-27 20:31

上課日子根據教統局規定,最少須有 190 天,故不能隨意放假或提早放學,請你明白.
123

2006-04-27 20:16

校長．．．學校的遲到紀錄是否以每學期計算缺點﹖
屋主回應:
對不起,我也沒有留意,要請你問問訓導處呢.
家長

2006-04-27 18:17

學校文.理科班數目差異較大,數目不同,令中三學生難選擇。會否今年會改進多開班呢?
屋主回應:
本校高中理科是以英語教學的,方便學生日後銜接大專課程.
學校在 2 月進行了一次模擬選科調查,結果只有約 60 人選擇了理科,扣除當中英文能力未達水平的學生,沒有足夠
人數開辦兩科理科課程,經過校務會議審慎考慮,才定出了現時的科目選擇.
從老師與學生日常接觸中,也得見學生漸漸明白文科更容易爭取升讀中六和大專院校的機會,理科的競爭實際比
文科更大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001

2006-04-26 22:15

校長，學校門口的報紙寫著免費取閱，是否每位學生都能取閱？
屋主回應:
對,是星島日報採訪 Court 開庭活動後送給本校同學的,所有學生都能取閱.
回覆路人甲

2006-04-26 04:25

我向中五同學承諾,會盡量協助本校學生繼續升學,故如同學能考獲 14 分,如情況不太特殊,應可原校升讀中六.
6 月 2 日及 8 月初學校將有中五畢業生升學就業輔導活動,請留意網頁公佈.
只要肯努力,不難創造奇蹟,祝你會考成功.
回覆路人

2006-04-26 04:17

謝謝你欣賞欠交功課 5 次寬限期,你提出欠交功課 8 次後便要每次記一次缺點確需要檢討,我會將你的意見轉交
教務處,期望能定出一個更能鼓勵同學認真完成功課的政策.
6s 同學

2006-04-25 22:18

校長.本人是 6s 同學.本人就對是次末期考有一些意見.我覺得這次考試.我們應該根據高級程度會考一樣.一科在
一日內考完.上午三小時為卷一.下午三小時為卷二.這樣我們便可以盡早熟習高考模式.以便應付將來高考.
希望校長能接納我的意見.謝謝.
屋主回應:
考試時間表已編定,今天隨 5 月份家長信發出,相信今年不會改變.
我也問過負責老師,過往同學反映,考兩張卷目,每日考至下午 4:00,回家沒有時間和精神溫習第二天的科目,老師
因應同學的意見作出了現時的安排.
我將你的意見向考試組反映,明年模擬考試考慮你的建議.
回覆路人甲,,

2006-04-24 21:09

我也希望消減缺點計劃能透過服務學習重建同學的信心,我不太清楚運作詳情,請你直接向輔導處查詢好嗎?
欠交功課第一學期已有 5 次寬限,相信對同學已有足夠的警惕作用,年終時再作檢討.
回覆學生,S.1...及中 1 的學生

2006-04-23 18:30

有關寧波公學校網的班級照片一事要向同學道歉,部份老師因應本校過往習慣,已回應同學照片是不會上載於學
校網頁的.
經商討後我尊重同事的決定,維持以往做法,本年度班級照片暫不掛在學校網頁,來年再檢討此安排.
早前我的回應令同學一直在期待著照片出現,謹此致歉.
456
好奇地想問上年中五的同學會考合格率有多少?
屋主回應:
本校 2005 年度中學會考平均合格率為 74.4%

2006-04-23 15:55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npC 弟

2006-04-22 16:39

跆拳道班當初同學興致勃勃,預計有足夠參加人數,同學也交來了聯絡導師的資料.我請老師與導師聯絡,作好了
安排,但反應仍不理想.
學校資源所限,除了金錢外,還有許多要考慮的因素,例如活動時間分配、場地安排、招聘導師及監管服務質素、
同學出席管理、學生安全責任及保險...等,不是同學想像中的簡單,故不可能將同學所有的願望達成,希望你明白
和體諒.
回覆 2d 學生

2006-04-22 16:29

多謝你支持並積極參與寧波大使,本學年完結學校將會統計同學的服務時數,並會嘉許積極參與的同學.
寧波大使過去一年表現優異,確做到善於表達,大方得體,每每獲來訪嘉賓高度讚賞,同學請繼續努力.
本月份接待來賓的節目包括 5 月 17 日本校校董來校與老師和家長會面及 5 月 28 日我和家長有個約會,如有小
學來校,定會邀請寧波大使幫手的.
按今年的計劃,住在寧波英語復活營及課外活動處的聯會營後應不會再有宿營活動,此兩活動來年應會繼續舉行
的,你在中三時請特別留意呢!
同學

2006-04-20 22:00

在足球比賽中,學校的確有隊伍實力很強, 相信是個人技術再加上團結.請問學校會否開派足球隊?
屋主回應:
課外活動種類繁多,學生各有不同的喜好,學校一般會按老師的專長,選擇開設一些較多同學喜歡的項目.
以下為同學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三人足球比賽,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班際歌唱比賽,兵乓球比賽,羽毛球比賽,舞蹈
班,午間點唱,爵士舞,hip hop 舞,藝術體操,家政學會,體操學會,魔術班,校園電台,西樂班,日語班,粵劇歌唱比賽,師
生同樂日,敲擊樂,打鼓班,Band 隊,Break Dance,結他班,游泳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123

2006-04-18 23:51

校長,請問學生會是否下年度成立?學生會是否高年級的同學做統籌?低年級可不可以參與做統籌?
學生會的成立應該可以令寧波學生團結一致!
屋主回應:
學校正在籌備來年成立學生會,高低年級同學都可擔當統籌的工作,視乎同學的能力和經驗.
我期望日後寧波公學的課外活動透過學生會安排,更能迎合同學的心意.
008

2006-04-18 22:11

校長，來年的陸運會上，倒不如弄一個班際「拔河」比賽。一來可以讓同學們發揮團結精神；二來也可以讓同
學回味失傳已久的拔河比賽。相信陸運會也會多添一點氣氛。
屋主回應:
你的建議很不錯,來年可透過學生會在陸運會當日安排是項比賽呢.
回覆 miss 崔的 f.3c 學生

2006-04-18 18:12

Miss Chui 是位很疼愛學生的老師,她的離開是寧波公學的損失,但我們也尊重老師的決定.
同學應珍惜擁有的一切,不要到失去時才惋惜,我會向 Miss Chui 轉達你的謝意和歉意,相信她看見你成績進步了
定會感到欣慰,也會高興聽到你會繼續努力學好英文的承諾.
Miss Kong 也有本身任教的班別,未必能任教 3C 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同學

2006-04-17 12:17

學生會對高年級同學是個很好的領袖訓練. 我個人覺得這只是對成績突出的高年級同學一個很好的訓練. 因為
一直以來,我校重要的職位只會由成績突出的同學來負責,這些同學甚至同時 2-3 項的課外工作,但我心信一定會
有很多成績非突出的同學可以勝任. 所以我認為應該給予一些機會給成績較遜色的同學..
這只是我個人的意見!
屋主回應:
機會是需要自己爭取的. 以寧波大使為例,我說過,任何同學參加,我都歡迎,當中許多是中一同學,他/她們的表現
每每得到家長及來賓的讚賞. 今次的住在寧波英語復活營,負責同學也沒有經過篩選,是他/她主動統籌及安排了
整個活動,節目非常成功. 在校長網上會客室,同學提出了安排足球比賽、羽毛球比賽、師生同樂日等活動,我也
請同學著手草擬計劃,我亦沒有以成績作考慮. 機會留給有準備的人,好好裝備自己,以主動積極的態度投入校園
活動.即將舉行多個午間班際比賽,還有試後活動,你會願意幫手嗎?
舊生 nyh

2006-04-17 06:28

校長你好。重臨寧波公學的網頁，給人一種簡潔舒適的感覺，也許這正代表了寧波公學的成長，真是可喜可賀
呢。 回想本人以往在校的日子，對寧波總有一種嚴肅、拘緊的感覺。以前不太明白，但其實這對學生的成長是
正面的，不單令學生不易流於輕浮，亦同時培養了學生處事認真的態度。
而現在更可喜的，就是在保持以往優點的同時，亦展現出一種開放、與時並進的發展方向，看看這會客室就已
經活潑的體現了。
另外，也很高興下年度終於有望成立學生會。個人認為，對於現在瞬息萬變的世代，獨立思考、自我解決問題、
以至團體的合作與策劃都是學子們應從小培養的，而學生會正正是一個很好的媒介作培育。
話說至此，不再多言了，畢竟回覆留言也是一種繁瑣的工作。
祝工作愉快!
屋主回應:
多謝校友欣賞寧波公學的成長,我們的網頁剛剛完成,還有很多可改進的地方呢!
嚴謹與關懷,是寧波公學的特色,既要保留校風優良的傳統,也要做到寧波是我家,學生喜愛學校,這是今日教育的
挑戰.
我相信只要能給予嘗試的機會,學生的策劃能力和創意可以遠超乎我們想像的,正如復活節假期的英語營,超過
130 家長和學生參與,當中的遊戲全部由學生設計,並帶領同學以英語進行活動,更在寧波公學渡宿一宵,為同學的
校園生活創造了深刻的回憶.
學生會對高年級同學是個很好的領袖訓練,從解決問題中學會多角度思考及待人處世之道.活動由學生主導,更能
符合同學的需要,也減輕老師的工作量;學生的創新意念為學校帶來新氣象,我們也期待著學生會的誕生.
學校將於 6 月 2 日晚上舉行校友會成立典禮,誠邀你一同為寧波公學創造未來,請留意校友會網頁發放的訊息.
回覆 2006

2006-04-14 16:13

謝謝你提供的建議,三人足球比賽構思不錯,但要解決以下的問題:
1. 比賽時間 : 如在午間進行,同學剛吃過午飯,不宜進行劇烈運動.
2. 比賽場地 : 已試過在康寧道球場舉行足球比賽,發覺品流複雜,難以保障學生安全;曾試過租借順天村足球場
進行賽事,卻要排期,放學時間太多學校申請,不易成功.
3. 人手安排 : 需要大量工作人員,包括編排賽程、定出比賽規則、租借及佈置場地、聯絡參賽者、甄選球証旁
証...
我也喜愛足球運動,如解決此等問題,我也樂見寧波公學能舉辦足球比賽.來年學校打算成立學生會,或有機會實
現你的夢想.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鴨仔婷

2006-04-13 12:19

人誰無過,學校明白學生在漫長的學習生活中總會有犯錯的時候,故輔導組每年會推行將功補過學生缺點消減計
劃,引導同學改過遷善.
過往的學生也和你一樣,欣賞這個輔導計劃,也透過參與服務,培育了更正面和積極的生活態度.
舊生

2006-04-10 02:27

請問現在有沒有羽毛球校隊呢
屋主回應:
本校設有羽毛球隊,由羅福強老師負責帶領.
回覆 4A1 電腦組同學

2006-04-09 21:35

真抱歉我未能在測驗前替你們解決困難,請給我一點時間,看看可以為同學做些什麼,重建 4A1 同學的學習信心.
請你轉告同學先將下學期已教授的課題溫習一遍,以迎接明日的測驗.
我期望寧波學生有永不放棄的恆毅精神,同學只要盡力而為,我不會怪責大家的.
回覆 queenie,123 及 ABC

2006-04-09 11:51

三位同學同樣為測驗表現未達自己要求感到困惑,這是認真的學習表現,我理解同學的想法,也多謝同學與我分享
感受.
每次考試測驗的試卷深淺不一,評分準則亦會因應學習要求調節,單看分數不能反映同學是進步了還是退步了.
此外,中學階段與小學不同,同學得分很少超過 80 分的,公開考試只需 40 分便會合格.測驗考試只要人人皆有相同
機會獲取分數,便是公平的評核,同學毋須介懷分數高低.
我看過大部份測驗卷,除了個別卷目外,大部份都應能在 40 分鐘內完成的,問題關鍵在於同學平日有否多加練習,
對課題是否融會貫通,影響了答題的速度.平日溫習時不單靠背誦記憶,而著重思考理解,也透過多做課本後的習
作,久面久之,定能加快答題速度,日後更容易銜接會考課程.
設題方面,我看試卷題目雖然不可太艱深,但也不應太淺易,考試旨在測試同學的學習成效,也給同學一個考驗,檢
視自己的實力.
我常對同學說考試測驗不應在製造失敗者,期望三位同學能以正面態度來面對學業成績,以寧波永不放棄的恆毅
精神,繼續努力追求進步.
回覆某班坐最右的同學

2006-04-05 23:16

同學體質各有不同,有些怕熱,有些怕冷,老師實難滿足所有同學的訴求.
社會人士也要求學校響應環保,節約能源,學校定下準則,氣溫在 25 度以上班房會啟動冷氣,讓老師及同學有個客
觀的標準.
怕熱的學生在 25 度以下稍作忍耐,怕冷的學生在開冷氣的日子自備外衣,這是團體生活大家要學習的互諒互讓精
神.
我鼓勵同學從不同角度看問題,人生總不會事事如意,減少怨天尤人,學校生活才會過得更稱心.
回覆同學
復活節假後應會換季,請向訓導處查詢.

2006-04-05 05:03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步

2006-04-02 22:57

謝謝你的讚賞,我會繼續努力呢!
許多同學都問過我同樣的問題,現實生活也是一樣,許多司機超速駕駛、或是衝紅燈,卻不是每個都會被檢控.
一個真正的好學生,不是因害怕被罰而遵守校規,而是明白作為學生應有的行為表現,故我最欣賞自律自醒的同
學,希望你也會做得到.
回覆 s1c 的同學

2006-04-02 22:21

著名作家畢華流先生的講座確很精彩,同學非常投入,可惜禮堂座位不足,未能讓中一同學也參與呢.
回覆鴨仔婷

2006-04-02 22:06

謝謝你的讚賞,希望你能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回覆來自寧波的 Chris

2006-04-02 14:21

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我期望學生習慣從不同角度看問題,減少怨天尤人,也關注別人的感受,以正面態度面
對困難,這是我花時間設立網上會客室的目的.
且讓我先了解有關安排,再作回覆.我看不容許學生早上抄功課是合理的要求,加上早上食物部是唯一可以容許同
學進食的場地,將座位留給吃早餐的人也非不合理.從領袖生的角度看,他/她們在執行訓導處的指示,在未清楚原
因前責怪他/她們也不太公平呢!
屋主回應:
已問過訓導處,食物部的座位只留給吃早餐的同學,是學校一直以來的政策.
學校不鼓勵同學早上才做功課,近日發現部份同學更有抄功課的情況,故請領袖生早上巡視時會加倍留意.
1D 家長

2006-04-01 13:49

鄧校長你好:
首先希望鄧老師早日康復,1d 班數學科是否有老師跟進,因近日見他們沒有數學功課,就快測驗了,課程是否跟得
上其他班呢?
屋主回應:
鄧老師受傷,雖然已努力找來主修數學的代課老師,亦盡力控制教學質素,但學生總要適應,對學習難免會有一定
影響.我星期一再跟進教學進度是否趕得及在測驗週前完為測驗範圍所包括的課題.
可幸鄧老師為了學生著想,帶傷也決定於 4 月 6 日回校上課,希望家長明白和體諒,也協助疏導孩子.
S.2C(24)

2006-03-31 23:04

校長先生,我想知道學校近期的綠化校園活動的樹木是不是塑膠樹?
屋主回應:
綠化校園計劃中所有的花草樹木都是天然的,日後會慢慢生長,除了美化環境外,校園的空氣也會清新一點.
大家喜歡這改變嗎?
回覆某同學

2006-03-30 22:20

四次欠交功課,確須多加留意.
輔導組於測驗週後有個將功補過的計劃,同學透過參與學校或社會服務,反思自己的過失,可消減部份所扣的分
數,請你留意.

校長網上會客室
f.3 某同學的家長

2006-03-30 20:17

校長先生你好,
敝子弟於下年度將會升讀 F.4, 得知職業訓練局有舉辦職業導向課程給 F.4 & F.5 學生參加, 而完成有關課程
後, 可獲得相等於一科中學會考合格成績, 但學生必須經有份參與計劃之學校才可報讀課程, 請問 貴校會否考
慮參加 2006~2007 & 2007~2008 之職業導向計劃? 本人相信這可給學生多一個選擇機會, 同時內容亦頗為
實用。
經查詢過職訓局後, 知道他們於 3-4 月份間會舉辦簡介會給學校介紹有關計劃之內容, 以下為職訓局有關之網
址, 敬希 閣下能抽空瀏覽, 並積極考慮參有關計劃, 謝謝!
http://www.vtc.edu.hk/coc/
查詢電話 : 2836-1000
屋主回應:
此計劃須家長及學校繳付額外費用,安排上亦須解決許多技術問題,經商討後沒有申請開辦有關課程,家長可於 4
月 7 日家長晚會當日來校,我向你解釋不開辦的苦衷.
ｎｐＣ弟

2006-03-30 16:36

ｈｉｈｉ～～
校長．．．
我認為如果同學的學業有所進步，
校長頒發學業進步獎狀這提議很不錯．．．
因為同學可能因為所到鼓勵而努力！！！
這提議很不錯呢！！！校長！！！
屋主回應:
你的提議很好,學校現設有考試成績進步獎,比較上下學期兩次考試成績,成績顯著進步的同學可獲獎.
可考慮加設一個測驗進步獎呢!
回覆中四學生

2006-03-27 22:44

從另一角度看,中一中二同學體質較弱的,更需要特別照顧呢!
你說得對,美化校園的目的,是為了讓同學有更舒適的生活環境,希望你們喜歡這改變.
你的建議也不錯,你可先與班主任商討.My motto is : Nothing is impossible!
回覆 npcS

2006-03-27 21:17

謝謝你的意見,我會轉告訓導處,再提醒同學髮飾須以整潔為原因,同學應束好頭髮.
也多謝你的讚賞,綠化校園計劃初步反應良好,我們會繼續為美化校園而努力,迎接 35 週年校慶.
回覆 F.3

2006-03-27 19:55

本校沒有合適房間,故未有開設家政科.
s.1c 學生..

2006-03-27 17:35

校長:你好.今日你來到我們班看話劇.多謝你!!我想問..如果日後我們班或其他班請你到班看專研匯報或其他的
事..你會否出席??
屋主回應:
今早 1C 同學表現優異,我更欣賞同學認真的學習態度.
如時間許可,我會盡量抽空出席的.

校長網上會客室
Mei Wa Long

2006-03-24 00:19

Dear Principal,
I was a student of Ning Po College and finished my 5 year high school education by 1990.
I am very happy that I can still through this web-site to notice all the news of NPC.
But when i click on the photo of all the teachers then i feel really upsad because a lot of my time teachers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ask if is possible to get some channel from this web page to get
contact with my missing teachers. And I hope you can help me.
Looking forward for your kind reply.
Yours,
M.W. Long
屋主回應:
Welcome back to Ning Po.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left NPC.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old boys and girls are preparing for our Alumni Association.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2-6-2006 evening. I will advise the committee to invite our ex-teachers to come so
that we can have a more touching re-union. Please deliver the message to other NPC alumnus and
encourage them to come back on such important day.
You may email to me the name of teachers that you want to contact. See if I can help.
寧波乖學生

2006-03-23 18:30

我想請問之前是不是有在網上放考試的範圍的，那麼今次的測驗範圍會放上去嗎？我覺得會令我們更加清楚要
測那裡的課文！
屋主回應:
你確是寧波的好學生,認真的面對四月的統一測驗.
11 月的我和家長約會中,家長提出將考試範圍上網,我請老師額外多做功夫,故在 12 月中在本校網頁發放了上學
期考試範圍,5 月中亦會將下學期考試範圍上載.
為免老師有太多的工作,統測的範圍暫不會上網的,請同學直接向科任老師查詢.
回覆３年級生的同學

2006-03-22 23:10

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感覺,我明白求學心切的同學感覺特別深刻.
嚴謹與關懷是我期望寧波公學能做到的,但在寬嚴之間能找到平衡點,老師和學生能建立互信的課堂關係,需要彼
此從對方角度,以諒解和包容的態度來面對問題.
我會多加留意,希望你也明白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做個開心快活人好嗎?
F.3 同學

2006-03-22 22:59

看見３年級生的同學的留言,自己覺得老師是十分可悲,教導學生是老師的職責,可能有些老師的教學方法會嚴勵
一些,同學們,希望你們可以理解老師也有很大壓力!可能是要盡量
要教授課堂的知識啊!大家應該互相理解,建立一個和諧的課堂!
其實本人覺得很多老師都有很大的&#25834;力,知道
除了課堂的教授,課餘的會議和工作.希望老師懂得減輕壓力,將壓力趕走!
屋主回應:
難得同學懂得從老師的角度看,理解現時老師工作所面對的壓力,期望其他同學也像你一樣的懂事,共創和諧的課
堂關係,讓同學學得更好,更愉快.

校長網上會客室
家長的呼籲

2006-03-22 10:01

同學們都是中學生，是懂事的青少年，大家既然長大了，就應該有少年成熟的思維和態度．學校剛剛完成安裝
抽屜的門，為了方便學生，學校建議使用號碼鎖．沒想到，這兩天便發生轉教室上課時，同學的號碼鎖被破壞
了．有的把鎖扭曲了，有的擅自將別人的鎖改號碼，弄得低年級同學不知所措．同在寧波上學，同學們應該彼
此鼓勵照顧，這樣才是同校同學應有的責任．而不是貪玩的心態，貪一時的快樂，卻把問題痛苦建立在別人身
上，這不是成熟的人該有的行為．校長和全校的老師都很忙了，為了少部份同學幼稚的行為，又要勞駕校長老
師處理這種小事，實在浪費他們的精神．身為家長，我在此呼籲，希望同學們自愛，不要招惹麻煩給校長和老
師們，讓全校師生每天快樂上學，把學校的學習氣氛提升起來，得益的才是同學們．實在很想說你們要“乖啦＂！
但是中學生還用＂乖 ＂字來哄你們，那也太小看同學們了．還是守規矩做個小大人，這樣比較像中學生．
屋主回應:
謝謝家長給學生語重心長的忠告. 學校回應家長和學生的訴求,花了不少時間,為同學安裝抽屜的門掩;開始一段
時間,確帶給我們很多額外工作,從定購、安裝到維修保養,關注調位安排、要求學生帶書回家溫習等,還有少數中
學生到別班上課時玩弄這新玩意,令老師工作百上加斤.
今日教育工作不易為,收到家長的支持與體諒,實在感到欣慰,謝謝你.
回覆寧波學生

2006-03-19 21:19

校服及髮形服飾規定是學校生活中同學學習接受規範的重要訓練,有關規定不會隨意改動的,我近日亦沒聽過訓
導處對一貫的做法有所更改,你可直接向訓導處查詢.
謝謝同學的意見,我會代為反映,待年終檢討時再商討.
回覆 npc 妹,kathy 及好鍾意穿 PE 衫的同學

2006-03-19 18:17

校服是學校生活中學習接受規範的重要訓練,髮型服飾標準實難以滿足所有同學的要求.
嘗試改變自己的想法,看感覺會否好一點.
我會將各位同學的意見向訓導處反映.
回覆喜歡游泳的人

2006-03-19 06:52

課外活動種類繁多,學生各有不同的喜好,學校一般會按老師的專長,選擇開設一些較多同學喜歡的項目.
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班際歌唱比賽,兵乓球比賽,舞蹈班,午間點唱,爵士舞,hip
hop 舞,藝術體操,家政學會,體操學會,魔術班,校園電台,西樂班,日語班,粵劇歌唱比賽,師生同樂日,敲擊樂,Band
隊,Break Dance,結他班,游泳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相信不可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回覆學生

2006-03-18 21:19

近日教統局為抒緩老師的工作壓力,先後撥款 16.5 億及 18 億予各中小學增聘人手,為老師創造空間.
學校近日已多聘了 1 位教學助理協助老師處理文書工作及 2 位具大專學歷的教師執行代課、監考、巡視校園、
安排課外活動等工作.
另有兩位是來年學校額外招聘的老師,2006 年 9 月起將會加入寧波的大家庭.
回覆鍾衫

2006-03-18 17:14

要舉辦宿營並不容易,要半年前預定場地,亦要做足安全準備,在這學期為全級中三安排不易辦到呢.
復活節有兩個宿營活動,一個是住在寧波英語復活營,但報名人數已很多;另一個是課外活動組的聯會營,所有同
學都可以報名的.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家長

2006-03-16 05:46

謝謝你提供的資料,由於出現了老師的名字,我先將留言隱藏,請見諒.難得你能與孩子建立親密關係,聽聽孩子心
底話,我也明白你的感受.我承諾會跟進事情,再給你回覆.
文中提及的老師一向教學非常認真,對學生的學習和品德皆有很嚴謹的要求,亦受學生愛戴;學生應面向老師說早
晨,是應有的禮貌,反而不是每個老師都會指正孩子,但表達方式確需多關注同學的感受,我會請老師留意.
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引導學生正面從不同角度看問題,以正面思考面對困難,是我們致力培育寧波學生的價
值觀,希望得到你的明白和支持.
家長、老師和學校需建立互信合作的關係,才能一起培育孩子成長,我承諾會跟進事情,再給你回覆,請將電郵地址
或電話電郵至 mrkctang@yahoo.com,讓我們能有更緊密聯繫.
回覆寧波仔

2006-03-16 05:43

校長欣賞你認真的學習態度,當然會支持你.
一段長時間沒欠交功課,是很大的進步,偶有失誤,也不用太自責,只要提高警覺,日後定能養成良好的讀書習慣.
努力吧.
F.3 同學

2006-03-14 22:35

鄧校長,你自從做了寧波公學校長,各方面盡心盡力為同學們得到最理想的校園生活,在此,說聲:謝謝校長!,本人想
說一籍話:寧波公學的老師也要團結一致,盡量教導每一位寧波公學的學生都要做好自己的責任,努力學習,不要
做出對學校有損校譽的事情嗎?校長,你認為對不對嗎?最後希望各位老師都努力教
好每一位寧波公學的學生!令到寧波公學成為家長的一間理想中學!加油,老師!!!!
四月份,是第二次統測,同學努力&#28201;習!!!!!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讚賞和鼓勵. 寧波公學的努力得到學生、家長及街坊認同,絕不是校長一人之力便可以辦得到,實在是全
體老師的努力的成果. 寧波是我家,我們不會放棄每個學生;面對一些放棄自己、不思進取的同學,老師在背後所
花的時間和心力,遠比同學表面看到的多. 謝謝你對寧波公學的關心愛護,且以正面思考從不同角度看問題,希望
你會明白每位寧波老師都是盡心盡力的為教育下一代而努力.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3-13 22:08

校長, 校友會終於在昨天選出幹事委員會既成員啦!
屋主回應:
衷心感謝一班寧波校友花了無數個星期日為寧波公學籌備成立校友會的工作.
一家長

2006-03-13 19:58

校長先生,
本人為貴校學生家長.現有一事向校長請教. 近日天氣反常, &#28201;度亦由廿多度跌至十一度.
得悉貴校準許同學可於天氣極寒冷時能穿其他深色之外套返校. 但仍需待學校宣佈.
現懇請校方給予明確指引,好讓家長能於子女早上出門前作出恰當之安排.
如明天之天氣為 9 - 15 度, 作為家長, 我們應否&#30528;子女穿上其他預寒衣物? 希望校長能給予指示.
一家長
屋主回應:
訓導處二月曾再次向全校同學宣佈,早上氣溫在 12 度或以下可穿其他深色之外套返校,無需等待學校宣佈.
學校的訊息未能向家長清楚傳遞,致令閣下為孩子擔憂,謹此致歉.

校長網上會客室
S.1C

2006-03-13 00:59

校長:
自從成績表派發後,我一直都對住自己成績說,這樣的成績滿意嗎???我也不敢回答.這個答案已經從媽媽口中知
道了.唉,我也已經很努力奮門了,但還是被罵了一頓.沒辦法,我也知道她的苦心,聽了她的訓話後,我寫了一封保証
書給,說要努力讀書,從很低的階級走到最最高那層,而這條要走下去的話,也不容易,校長你會支持我嗎???
屋主回應:
考試的目的,是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讓老師及學生一同檢討教與學的方法,從中汲取教訓,追求進步.
但明白此道理的家長不多,成績分數就是一切,考試變為製造失敗者的園地,實在教我惋惜.
你是認真好學、積極求進的好孩子,難得也明白父母的苦心.除了努力溫習外,也要檢討自己的學習方法,才能收事
半功倍之效.
在每個艱難的日子,記得校長一定支持你.
回覆某人

2006-03-12 14:32

由於各科目在成績表所佔的比重不同,平均分不是將所有科目加起來除 11 便得出,學校採用了教統局提供的一個
電腦程序計算總平均分,應是準確可靠的. 各科分數計算比重可向科任老師查詢.
回覆無聊學生

2006-03-12 06:42

班制足球機比賽應在測驗週後進行,現階段讓同學先熟習遊戲,你有興趣協助安排是項活動嗎?
校園生活多姿采,是讓同學在艱苦的學習旅程中留下回憶.學習要成功,需要恆常努力,每日積極求進;希望你下次
留言的時候,找到自己的方向,不再是無聊學生.
回覆 2c23

2006-03-11 23:28

老師需要時間檢閱上學期考試成績,定出各科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的準則,再甄選出符合資格的同學,故學業
龍虎榜未能於考試後即時上載於學校網頁.
後記: 學業龍虎榜已上載於學校網頁了.
回覆 kathy

2006-03-11 06:10

謝謝你提供的網站,創造英語學習環境正是寧波公學一個重點發展的項目,你會參加 4 月 12 及 13 日的住在寧波
英語復活營嗎?
NPC

2006-03-09 22:04

多謝校長的回覆。對於聖誕聯歡會有關比賽的獎項，我並不完全清楚，但也將我所知的列出來以作參考。有請
見諒。
遊戲攤位組：(1)墊報設計獎(冠、亞、季) (2)最受歡迎獎(冠、亞、季) (3)最多票數獎(冠、亞、季)
食物攤位組：(1)墊報設計獎(冠、亞、季) (2)最美味大獎(冠、亞、季) (3)最多票數獎(冠、亞、季)
以我所知只記得以上各項，但為免出現錯誤，還是再請老師再查閱一下吧，麻煩校長及各位老師了。
屋主回應:
謝謝你提供的資料,我會請課外活動處跟進.
後記: 因為獲獎的部份班別為中五中七同學,故負責老師安排了在結業禮上才頒發上述獎項.
回覆中三生

2006-03-09 20:34

中三講座安排在 4 月 7 日,家長日當天 12:00-12:30 學校安排了一個中英文科新課程講座給中四同學的家長.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籃球人 johnny

2006-03-09 19:28

對不起,我也沒有留意早上七時半前是否可以在校內打籃球的.
本校學生知禮守規,我並不擔心安全問題及對鄰近居民會產生滋擾.
我問問訓導處,再給你回覆好嗎?
後記:
已問過訓導處,早上很多同學在操場等候早會,不適宜讓同學進行球類活動,希望你明白.
回覆同學

2006-03-09 19:25

我將你的意見向負責老師反映.
但無論怎樣改變,音樂聽多了也會有悶的感覺.
一切從心開始,如能調節自己的期望,學會接納不盡如人意的生活點滴,日子會過得更稱心如意.
回覆 NPC

2006-03-09 05:55

謝謝你提醒我聖誕節假後的班際比賽仍未頒獎,你可提提我有那些項目呢?
近日早會十分繁忙,我請老師盡快安排好了.
回覆竹本

2006-03-09 05:53

謝謝你參與 3 月 25 日的中一自行收生面試活動,這是一個全方位學習活動,由初中學生帶領申請入學的小六同學
進行集體活動,並透過訪問與交談,觀察申請人的反應和態度,是極具挑戰的新嘗試.
同學當日須穿上整齊的冬季校服,以示寧波學生的團隊精神.
回覆平凡

2006-03-09 05:46

學校當然鼓勵中五同學參與課外活動,但因快將進行畢業考試和 4 月應付公開考試,同學更要好好分配作息時間
呢.
kane

2006-03-07 04:13

校長你好!我是 npc 04 年畢業生~
我覺得近兩年學校活動(校內外)很多.很好.很豐富..(比以前多)
我自己也很懷念以前念書的日子...
雖然我不認識你,但我看到你的留言板與學生之對話,活動照片...等等等....各方面,我覺得你應該是個幾 nice 的校
長~
為何學校網頁沒了(各班級照片)<<<之前不是在製作中 ma?
還有我看了話劇學會預演的相片,女生的校服是換了新版,還是是戲服?(很好看)
最後祝你工作愉快!
屋主回應:
歡迎你到訪校長網上會客室.
謝謝你的讚賞和祝福.校長並不如你想像中的 nice,他對學生有嚴謹的要求呢!
學校是學生的第二個家,我期望做到校園生活多姿采,在學生成長旅程中創造回憶.
2005 年 12 月 23 日舉辦了一次舊生聚會,約有 300 人參加,場面熱烈,畢業生對母校的愛護和關切之情實教人感
動;一班很有心校友正籌備校友會,暫定 6 月 2 日舉行成立典禮,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我已為寧波公學校網班級照片一事向同學道歉,經商討後維持以往做法,本年度班級照片不會掛在學校網頁,來年
定會檢討此安排.
寧波公學不是換了校服,只是話劇學會預演的戲服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S.1

2006-03-06 22:06

本校網頁於 2005 年 11 月改以全新面貌出現,仍在努力建構中,還未有四社的網站呢!
回覆ｐat

2006-03-04 23:00

我期望同學能尊重自己,尊重別人,那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會多一份和諧,校園生活也會愉快一點.
回覆 2C23

2006-03-04 19:13

根據教統局戶外活動指引,安排學生到鄰近球場上體育課學校並不容易,詳情可參看
http://www.e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0/c_outdoor.pdf
回覆 YO

2006-03-04 19:02

學校現時統一的處理是避免讓同學在上課首尾 10 分鐘去洗手間,如上課途中真的很需要,請向老師提出.
回覆中三 waiting

2006-03-04 06:05

謝謝各位同學的意見,你們確是認真學習的好孩子.
上月請大家做了一個模擬選科活動,得到了同學初步意願,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將於 3 月 6 日召開會議,商討開設
科目安排.
除了同學的意願,學校也要考慮課室及特別室的供應、老師人手編配和工作量、中六課程的配合等許多問題,不
是容易的決定,希望同學明白不是所有願望都能達成呢!
老師希望理科班同學除了物理、化學和生物外能修讀附加數學,方便銜接預科課程,故未有加入電腦科.
回覆問題人 johnny

2006-03-02 22:37

你的提議很不錯呢,請你與陳文娟老師聯絡,表達你的意見.
我也願望日後所有寧波公學的學生都能擁有自己的網頁呢.

回覆喜歡網球的人

2006-03-02 22:11

不用客氣,中一收生會特別考慮有兄姐在校就讀的小六學生,方便家長照顧,這是寧波公學一向以來的優良傳統.
謝謝你統計了有興趣參與網球訓練班同學的人數,下一步是安排場地,聘請教練,你有好的提議嗎?
回覆領袖生一名

2006-03-02 06:30

領袖生如欲安排校園燒烤活動,可與江潔儀助理校長商討.
回覆領袖生

2006-02-28 05:51

謝謝你語重心長的忠告,一小撮學生的行為紀律,如不妥善處理,確會嚴重影響校內和諧的氣氛,也會影響校外人
士對本校同學的觀感.
我明白你的感受,領袖生絕不是容易的工作,對同學來說,是個很大的挑戰,既要對同學有嚴謹的要求,也要作同學
的榜樣.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曾當過十年訓導老師,帶領及支援領袖生工作.我請江潔儀助理校長安排一次聚會,與領袖生
分享我的經歷和體會.
寧波是我家,我絕不會容忍一少撮同學破壞寧波公學的校園生活,希望繼續得到各位領袖生的支持信賴,一起努
力,令寧波公學一天天進步.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中二的某學生

2006-02-27 21:35

謝謝你的意見,我會向訓導處反映你的願望呢.
回覆 gabi

2006-02-27 21:32

請你試試問問身邊同學,看有否足夠人數開班,再與我聯絡.
課外活動種類繁多,學生各有不同的喜好,學校一般會按老師的專長,選擇開設一些較多同學喜歡的項目.
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兵乓球比賽,舞蹈班,午間點唱,爵士舞,hip hop 舞,藝術體操,
家政學會,體操學會,魔術班,校園電台,西樂班,日語班,粵劇歌唱比賽,師生同樂日,Band 隊,Break Dance, Hip
Hop,結他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回覆某學生

2006-02-27 21:22

對不起,我不知道旅行日曾舉行攝影比賽呢!
回覆 JL

2006-02-27 21:19

上次聽取了同學的意見,已改為請同學避免在上課首尾 10 分鐘離開課室.
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說話時關注別人的感受,避免以質詢的方式來表達不滿,是我
想同學能做到的.
回覆 s.1 同學

2006-02-26 21:30

你確是很認真的好學生,現在已為升中四打算.
學校正研究在可能範圍下增加同學的科目選擇,但總不能滿足所有同學的要求,希望大家明白.
結他班仍未得到同學的回應,相信又是找不到足夠的同學參加了.你可試試問問身邊同學,看有否足夠人數開班,
再與我聯絡.
回覆３年級生的同學又是我啊校長

2006-02-25 20:08

大專院校的理科課程全部以英語授課的,中四轉用英語學習,開始時是會辛苦一點,但能藉此增加接觸英語的機
會,從正面的角度看,是較合適的安排. 理科中四時中英文各一班,那中六又如何呢?學校預科只有一班理科班,以
中文還是以英語教學呢? 老師仍在研究不同的可行方案. 同學日後如想修讀理科,我鼓勵你努力學好英文,對日
後升學就業是百利而無害的. 學校正不斷加強英語的訓練,復活節安排了住在寧波英語復活營,同學在學校渡宿
一宵,活動全程以英語進行,提升同學對英語學習的信心和興趣. 我理解你的憂慮,但與其害怕英文,不如努力學好
它.English is for you to use, not to study.努力吧.
回覆中一

2006-02-25 19:55

輔導班編配不單看考試成績,還有老師平日的觀察,評估同學的學習水平,因材施教.
回覆同學

2006-02-25 18:37

考試計分方法只要是公開讓同學知道的,我相信是公平的安排.
考試中語文科目有較高的計分比重,是希望同學更重視語文學習,一般學校都是如此安排的.
同學可以想想英文科每循環週上 11 節課,其他科目如地理科只上 2 節課,如計分比率一樣,同學又會否感到不公平
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L

2006-02-23 20:52

據我所知,學校在復活節假期應有兩個宿營活動,請你留意學校通告.
回覆 Kelvin Lung

2006-02-23 12:01

家校合作是本校重點發展的項目,當然不會掉以輕心,謝謝你提供的資料,如有需要,定會聯絡閣下.
回覆同學仔

2006-02-23 05:10

謝謝你提供「全校參與」模式資源學校分享會的資料.
回覆人

2006-02-21 04:52

天氣還乍暖還寒,短期內應不會換季,同學可向訓導處查詢.
回覆 s.1 同學

2006-02-20 23:10

多謝你參與星期日德福的學校聯展,家長對本校學生的表現加以讚賞,謝謝你們的努力.
學校對學生髮型服飾有嚴格要求,但總會給同學改過的機會,只有屢勸不改的同學才會被罰,不會因一時之過便記
在成績表的.
回覆某某同學

2006-02-20 22:29

成績未如理想原因很多,部份同學平常沒有定時溫習,到考試前席積壓太多要溫習的課題,以至難以一時消化.
一些同學則很努力,但學不得其法,只將資料死記硬背,不懂融會貫通.
我欣賞你認真學習,努力不懈的態度,可與老師傾談,了解自己的學習困難,對症下藥,加上恆常努力,成績定會進步
的.
回覆 1a 某同學

2006-02-20 22:21

輔導班的同學會根據上學期考試成績略作調配,以達因材施教之效.
學校不會容許同學上課不認真,定會嚴加處理,請你先將情況向班主任反映.
回覆 2b 舊班長

2006-02-20 22:15

要舉辦訓練營並不容易,要半年前預定場地,亦要做足安全準備,請你們先與盧藹穎老師商討,但看來這學期不易
辦到呢.
回覆 Kelvin Lung

2006-02-20 17:50

家校合作是本校重點發展的項目,當然不會掉以輕心,謝謝你提供的資料.
回覆 f.3 某同學

2006-02-20 06:09

爵士舞應不難學的,7 月才需演出,同學定有足夠時間練習的,不用擔心.
我也明白你的憂慮,但期望同學能明白有權利必有義務,這也是學校教育的一部份.你可再想想,如還未能解開心
結,請你盡快通知負責老師取消有關申請.
回覆灰
對不起,我不記得體育服公司的地址,明天請你向校務處查詢.

2006-02-19 17:58

校長網上會客室
ｃｕｔｅ

2006-02-17 19:09

校長你好．．我想問你．．考試可不可以用簡體字作答呀？？
屋主回應:
公開考試接受考生以常用的簡體字作答,惟不是所有閱卷員都熟悉簡體字,故老師會鼓勵同學以繁體字作答.
回覆喜歡網球的人

2006-02-16 18:58

謝謝你的建議,請你問問有多少同學也希望成立網球部.
學生

2006-02-15 20:03

校長..多謝你粒金莎..好 sweet ..sweet 呀..^^
屋主回應:
我要多謝同學給予老師的支持與鼓勵,當中那份真摰情懷使我明白到同學是多麼愛護老師,寧波公學的師生關係
是多麼的融洽,看了同學的祝福語,既感動,也感覺很甜呢!
S2 學生

2006-02-14 18:44

..校長..好嗎^^...祝您:情人節快樂..!!!!!!
屋主回應:
能愛與被愛,是世上最幸福的. 願每日都是情人節.
回覆黃....

2006-02-12 18:09

未來日子相信要看同學的反應了,如果仍沒有太多同學參加,我也不好意思請老師花時間聯絡導師,安排活動等.
開辦活動並不單取決於是否最熱門,也要看是否能請到導師,例如今次的舞蹈班不想安排在星期六,也不想 3:45 便
開始,但導師只有這個空檔,故只有如此安排.
今次舞蹈班是不收費的,但個人用品如跳舞鞋等費用則由參加者承擔.
回覆某中一生

2006-02-12 12:35

謝謝你對學校的關心愛顧,學校不會容忍極少數同學破壞整體寧波公學學生的形象.
同學如見到同學的表現未如理想,請向班主任反映,亦可電郵給我,我請老師跟進.
回覆問題人 johnny

2006-02-11 22:32

課室的黑板曾更換過,短期內難獲教統局撥款更換.
上學期在 3C 班試行改裝光管位置,亦請工友在黑板油上啞色油漆,反光情況獲得改善,但抹黑板時則較以往困難.
你可放學後到 3C 班課室看看情況,再與班主任商討是否也試行將黑板加工,看看能否改善有關情況.
過往學校確曾有為參與校外活動發出交通津貼,但近年學校開展了很多全方位學習,已沒可能為外出活動一一支
付交通津貼了.惟同學如有經濟困難,可向學校申請援助,以確保同學不會因財政困難而失去學習機會.
跆拳道班經開學再呼籲後仍只得兩人參加,相信辦不成了,老師卻已付上了聯絡導師商討開班安排等的時間.舞蹈
班及爵士舞班的回條仍在點算中,這是上學期較多同學提出的活動建設,希望能有足夠同學參與.你建議開辦結他
班,也可能出現同樣的情況,你可問問身邊的同學有多少人願意一起參與.
你說同學平日功課繁忙,希望活動安排在假期,我在復活節假期試行舉辦一個活動,屆時希望你會以行動支持.
回覆 3a 人
我不太明白你所說的情況,初步看要由一位老師為全級同學考口試是不易安排的.
有關學習上的疑問,我鼓勵同學先直接向老師反映,如需協助,再電郵給我.

2006-02-11 19:47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好開心（03 畢業生）

2006-02-11 08:26

今早收到你的留言,難得寧波校友仍對學校事務關注及支持,非常感動.
在這裡可以容納不同意見,這是設立校長會客室的目的;我期望同學能關注別人的感受,避免以質詢、責罵的方式
來表達不滿,學習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校長花時間回應同學的心聲,也想藉此引導同學從不同角度看問題,對事情
作出理性分析,關顧別人的感受.
感謝你對師弟妹的教導,我也明白同學的感覺,學校應向學生及家長詳細解釋收取冷氣費的用途,學生其實不知道
開冷氣的日子,學校電費每月超過 7 萬元,日後加裝禮堂冷氣後,支出更驚人,此外還有保養,定期清洗冷氣,更換零
件等費用.今年學校安裝禮堂冷氣,不會獲得教統局資助,費用全數由學校承擔.
我尊重同學的感覺,理解他們的感受,以身體力行,作同學的榜樣,我看是今日培育孩子之道.
4a2

2006-02-10 13:24

校長你好,如果真是舉行羽毛球比賽的話,我打算在學校的禮堂舉行,因為學校不但有地方,而且又有觀眾.
我打算將羽毛球比賽分為兩類:單打和雙打
單打方面:不論是男或女,只要參加,就是單打,不論男 vs 女或男 vs 男或女 vs 男,每局 11 分
雙打方面:不論是男女一組或兩男一組或兩女一組,都會 vs,每局 21 分
如果真的可以舉行羽毛球比賽,就要快 d 舉行,因為 F.7 都有人想玩.多謝校長!
屋主回應:
謝謝 4A2 同學願意為同學安排羽毛球比賽,禮堂正在安裝冷氣,近日亦用作中七同學考試,相信短期內難以使用.
你們想想安排細節,包括怎樣向同學宣傳,如何控制參加人數,定出比賽需要的日數等,完成後可到校務處找我.
我欣賞你們積極投入校園生活,但不要為安排活動而荒廢學業,記得要努力讀書!
回覆 Student

2006-02-08 23:34

你擔心自己的成績,是認真學習的表現.
讀書不單要靠努力,也需運用合宜的學習方法,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當然還要定時溫習,確保明白老師所教的課
題.
失敗乃成功之母,寧波學生具備永不言敗的精神,請再接再厲,追求進步.
回覆學生

2006-02-08 22:52

對不起,我不知道班相是否已經印好及派發呢,明早你可問問班主任.
班相是由攝影公司負責印製的,送來後要分開不同班別,再轉交同學,相信要一段時間呢.
回覆足球男

2006-02-08 21:46

謝謝你將足球場地的意見轉交 6A 同學. 櫃桶加裝一事今天已跟進,公司表示在內地的工人仍未放完春節假,相信
要下星期才可送貨來校,另需時安裝,請同學忍耐.
足球男

2006-02-07 21:31

其實我都有一個地方可以介紹,是在聯合醫院下的秀雅道球場,加上有兩個大的,是一個不錯的場地
屋主回應:
秀雅道球場是否獨立場地,能保障本校學生安全?
你可將建議告訴 6A 負責同學,他們曾考慮翠屏道球場,但因該場地是草場,擔心同學未必有合適的波鞋.
回覆不留名的學生
曾經想過做足球員、新聞報導員...也想過做會計師.

2006-02-07 21:30

校長網上會客室
足球男

2006-02-07 21:16

第二頁內說了足球比賽在星期五順利村舉行,但是在早會上很像沒有說過,是否真的在星期五舉行?初賽之後的
比賽會在何時舉行?
屋主回應:
要預定順利村足球場十分困難,二月申請只獲批二月十日,三月份的借場申請則仍未批.
你們可聯絡 6A 負責同學,看當日安排了那兩場賽事.
4a2

2006-02-07 18:03

校長，新年進步!
我希望校長可以舉行羽毛球比賽，可能會有不錯的效果!
屋主回應:
這個提議也不題.
4A2 的同學可以團結起來,為寧波公學安排一次羽毛球比賽嗎?
你們可將計劃的初稿電郵給我,看看是否可行.
abc

2006-02-07 12:01

講看 e-mail
屋主回應:
對不起,仍未收到你的電郵,上次的電郵也收不到,你是誰呢?
我的電郵是 mrkctang@yahoo.com
３年級生的同學

2006-02-04 07:27

我面臨要選科的決擇，我的心情如常地沉重，但我又醉心於美術創作中，但我們學校中六又沒有美術選修，我
就像大海裡的孤葉不知何處是樂土﹗我真是很徬徨啊﹗
我想問下校長為甚麼我們學校中六沒有美術選修啊？
祝工作愉快
屋主回應:
難得你醉心於美術創作,但香港和你一樣熱衷於美學藝術的學生不多,教統局亦因資源所限不會撥款支持開設太
少人修讀的科目,故絕大部份學校中六都不會開設視覺藝術科的.
很高興你認真的面對選科抉擇,且不用徬徨,先想想如不考慮視覺藝術科,你會選擇那一個科目組合,電郵給我,再
為你解決疑難.
中 1 的學生

2006-02-02 20:04

祝你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心想事成.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苦榮(95 年畢業生)
鄧校長, 祝你狗年工作愉快, 身體健康, 新春大吉.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2006-02-01 23:37

校長網上會客室
SD

2006-01-29 17:37

鄧校長..新年快樂..萬事如意..!!..
校長..到上學..我跟你說恭喜發財..你會不會派紅封包給我??..^^"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還有你送給我思考題目!!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29 08:04

校長,
祝你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也感謝你對寧波公學的愛護支持.
LSH

2006-01-29 00:01

祝寧波公學
得人得魚
年年有餘
祝鄧校長
得心應手
事事如意
屋主回應:
謝謝家長送上狗年的第一個的祝福.
4A3~

2006-01-28 21:05

校長...恭喜發財 ..心想事成...!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1B

2006-01-28 12:36

鄧校長~>(Y)<
新年快樂呀~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回覆 3a 人

2006-01-27 20:22

我不太掌握你描述的情景,可否請你將詳情電郵給我?
S.1A 學生
鄧校長....您好嗎??
新年快樂 ar~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2006-01-27 17:57

校長網上會客室
支持者

2006-01-26 19:26

中七的高考生加油呀!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鼓勵與支持.
sara

2006-01-26 17:58

校長我祝你:
新年快樂!
工作愉快!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ｋ*

2006-01-25 18:12

校長你好!經過兩個星期的考試,本人感到身心疲累,幸好經已告一段落
可是考數學卷一當日,發現有些不妥,由於本人需要在問題加答案紙上作筆算,為免令老師誤會,我用了鉛芯筆計
算..可是寫的同時..那紙亦起毛粒..我根本看不清自己寫的字..而且數學卷亦沒有足夠時間做..在危急關頭不能計
算好那題目..我唯有放棄那題目的分數..
我的結論是:紙質過劣
校長,出試卷能否改用白色 A4 紙?
祝
新年快樂
屋主回應:
恭喜你完成考試,好好享受辛勞後的悠閒生活.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欣賞你認真學習和重視學業的生活態度.
今年起學校停止向學生徵收油印費用,初步估計學校開支會增加十多萭元,故只有轉用較便宜的紙張減低財政赤
字,希望家長及同學明白.
學校亦考慮過同學提出的問題.考試的目的,在於查看學生學習成效,同學要爭取時間,應避免用擦膠或塗改液修
改答案;讓學生從小習慣在逆境中成長,也是一種訓練,以考驗同學解決問題的能力.
根據現時的政策,中五中七畢業考試答題紙是用白紙付印的.多謝你的意見,我會從學生感受的角度作出檢討,下
次印刷試卷時再作考慮.
祝你和家人新年快樂,身體健康.
路雲

2006-01-25 17:05

鄧校長:
到過聖誕的晚會後,很高興學校現在有一番新氣象^^
現在籌組校友會更是令人鼓舞,欣興...
不知現在進度如何?我們亦期望加入,為母校略盡綿力...
屋主回應:
多謝你支持寧波公學校友會.
一班校友正積極為籌組校友會而努力,看能否在五月至六月間舉行一次盛大典禮,為三十五週年校慶作序幕.

校長網上會客室
1B 某人

2006-01-25 15:59

校長,祝你新年快樂,工作愉快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NPC 學生

2006-01-25 13:08

校長.祝你新年快樂.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回覆 KEKE

2006-01-24 23:14

謝謝你的意見,年終時再作檢討,看是否將中四至中七成績優異的同學名單也上載於學校網頁.
Quinnie

2006-01-24 17:59

Sorry, It's me again! I was a bit rush before, actually I havene't finish my message. I'd like to thank Mr.
Principal about your quick reply...It's so warm! ^_^ Thanks!!
Beside, u said Ms. Kong is always soooooo busy??!! oh my god! Please tell her don't work too hard coz it's
not good to the body. I know that very well coz I am also very busy everyday!!! wuwu....
Okay! it's time to stop and go back to my work now. Take care!
Quinnie

2006-01-24 16:38

Reply to Simon:
Hey, my name is Quinnie, no more Sophia..hehe...!! Regarding the project, I am more than happy to do that.
Please let me know what u guys are doing at the moment...and send me e-mail to let me know how I can
contact u! my e-mail is: quinnielam@hotmail.com. Wait for your mail
回覆一個不開心學生..

2006-01-24 13:45

謝謝你和我分享不愉快的感受.
我不太明白你所說的情況,我鼓勵你先向老師查詢,並說出你的感受.
如有需要,可再電郵給我,讓我多了解你的困難.
我們沒法改變天氣,但卻可改變自己的心情.記的校長想大家做個開心快活人,且將成績未如理想的失落化為新的
學習動力!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24 08:19

Sophia, 除了回校探老師外, 你還可以有機會貢獻自己, 現在我們正籌備成立寧波公學的校友會, 發揮你的所
長, 歡迎更多校友參加. 我是 98 年中七畢業的, 我叫 simon.
屋主回應:
歡迎 Quinnie Lam 加入籌備寧波公學的校友會.

校長網上會客室
Quinnie Lam

2006-01-23 23:01

Dear Principal, Hi! I was graduated from NPC on 1995. Well, quit long time ago. Actually, I just wanna say "HI"
to all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me before, just like....Ms. Kong, Ms. Yau, Ms. Tang...etc! I miss you guys a lot.
Especially Ms. Kong, I still remember your funny things...(I was in F.1A and also the 1st year you join this
school...u remember me?? Oops, my name was call Sophia on those time...hehe....)I really hope that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again!! You become Asst. Principal now...So great!!! Anyway...Mr. Principal, If it is ok for
those "old students" to come back and visit them in weekday instead of Sat.?? And, would you please kindly
pass this short greeting to them??? Thanks soooo much for your help!!!
屋主回應:
Thank you for your lovely message. I will pass it to Miss Kong. You are welcome to visit NPC at any time. Do
let Miss Kong know before you come, as she is always soooo busy.
回覆學生

2006-01-23 21:15

今年教擔已編定,相信本學年內難以改動.
外籍老師每星期任教中三 20 節英文課,故不能進入所有班別,請你明白.
現時逢星期二及星期四,外籍老師午飯時在 6 樓英語角為初中同學安排英語活動,希望你能抽空參與.
期望你明白學校編制總有局限,難以做到事事均等,同學若能以正面思考看問題,生活會過更開心愉快.
回覆中 1 的學生

2006-01-23 19:07

對不起,不明白你的意思. 中文科有許多不同卷別,需要留心是否全部已考過呢!
1C 某人

2006-01-20 16:47

校長你好！！足球比賽可以早進行嗎？
１ｃ全體上
屋主回應:
學校已成功租借了 2 月 10 日順天村比賽場地,同學如同意遵守參賽承諾,足球比賽將於當日安排兩場初賽.
回覆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9 20:35

謝謝你一直以來的支持,也感謝你回校參與籌備成立校友會的工作,期望日後師弟妹得到你更大的鼓勵與支援.
回覆 2b 學生及學生*

2006-01-19 20:32

全力以赴,做到最好,很快便完成考試,努力吧.
中 1 的學生

2006-01-18 16:02

寧波公學校網站的考試範圍需要 Adobe Reader 方能閱讀 , 但 Adobe Reader 需要付款嗎?
屋主回應:
Adobe Reader 是免費下載的.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8 08:01

好同意呀!不可以改變生命的長度, 但可以改變生命的寬度; 不可以改變天氣, 但可改變心情;
這些都要從生活和看積極書藉中領略的! 尤喜歡<態度, 決定你的高度>, <可能>, <強者>這些書^^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推介.

校長網上會客室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7 23:24

我想這留言板是有字數限制, 因為我是已經點選全部複製, 但仍不可見到全文, 唯有分段啦, 麻煩要分開看啦,
下文是:
每個人的周遭一定有一些看來像「煩惱製造機」的人，他們總在為不可能發生的事、不足掛齒的小事、煩死也
沒用的事、事不關己的事煩惱，在日積月累的煩惱中，對別人一個無意的眼神、一句無心的話，都有了疑心病，
彷彿在努力地防衛病毒入侵，也防衛了快樂的可能。
別人怎樣想我們、沮喪怎樣包圍我們，其實都是我們投射出來的，都是「魔由心中生」。
除非你改變你的態度，一定要在你裡面找到原因。
煩惱只是投影。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分享,我十分同意生活的態度主宰了我們生命的質素,自古煩惱皆自尋,也是這個道理.
我們沒法子改變別人,改變制度,改變世界...,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想法,以積極和正面的態度來面對生活.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7 23:22

煩惱只是投影
在一次聚會中，我認識一個「青春永駐」的朋友。剛看到她的樣子，我猜想她不過是個大學生，但聽她用行動
電話處理事情時語調老練精確，我忍不住把她的年齡多猜了幾歲（不然，一定是從小在困苦的環境中磨出的少
年老成），答案揭曉了：
她年過三十五，自己擁有兩家業務蒸蒸日上的公司，是個日理萬機的總經理。
光滑的臉龐、樸實的穿著、開朗的微笑和溫柔的語調，只要不談公事，她看來頂多像是個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有人問她：如何青春永駐，喝「歐蕾」嗎？
問的人大約只有二十歲，在她的腦袋瓜裡，三十五「should be」很老很老了。
「我不知道……大概是因為我……沒有煩惱吧！」
「沒有煩惱？」在我聽來，對一個每天要處理這麼多事的人來說，簡直是個天方夜譚。當下我以為她是那種「心
裡波濤洶湧，表面故作輕鬆」的那種人。
「從前『年輕』的時候，常常為雞毛蒜皮的事就煩得不得了，連男朋友對我說：喂，妳怎麼長了顆青春痘，我
都會煩惱得睡不著覺，心想：他講這句話的意思是不是不愛我了？」她笑著說：
「直到……我大哥去世。」我們
安靜下來。
「我大哥從小就是個有為的青年，二十多歲就開始創業，他車禍去世前幾天，正為公司少了一筆十萬元的帳煩
惱。我大哥一向不愛看帳本，那個月他忽然把會計帳本拿出來瞧，管會計的是他的合夥人，因為這一筆帳去路
不明，他開始懷疑兩個人多年來的合作是否都有被吃帳的問題。我嫂嫂說，他開始睡不著，睡不著就開始喝酒，
喝酒後就變得煩躁，越煩躁越喝酒，有天晚上應酬後開車回家，發生了車禍，他就走了……他走了之後，我嫂
嫂處理他的後事時發現：他的合夥人只不過是把這個公司的十萬元挪到那個公司用，不久又挪了回來。沒想到
我哥為了一筆小錢，煩了那麼久……」
開口問，怕傷害了信任；不開口問，又製造了幢幢疑雲。有時我們的頭腦像個碎紙機，一張紙絞了進去，變成
占據空間更龐大的紙屑。
她說：
「我學到了一件事，不要創造煩惱，不要自找麻煩，就以最單純的態度去應付事情本來的樣子。這也許是
我不太會長皺紋的原因吧！」
她總是開開心心，不只是人家願意和她相處，做生意時也會覺得和她合作很愉快。所以，生意做得越來越好。
每個人的周遭一定有一些看來像「煩惱製造機」的人，他們總在為不可能發生的事、不足掛齒的小事、煩死也
沒用的事、事不關己的事煩惱，在日積月累的煩惱中，對別人一個無意的眼神、一句無心的話，都有了疑心病，
彷彿在努力地防衛病毒...

校長網上會客室
npc

2006-01-16 18:15

足球比賽是否終結啊?
屋主回應:
足球比賽並非終結了,負責老師正等候順利球場的回覆,還未知是否能租借到足球場呢.
回覆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5 21:56

家長教師交流會乃家長來校領取成績表的日子,
我和家長有個約會則是校長和家長對話交流,
通常在星期日進行,方便家長出席.
我們參加了康健計劃,營養早餐會推廣吃早餐的重要,學生和老師一起共進早餐,
同學反應很好,也多謝你欣賞老師的安排.
新的外外籍老師去年加入本校,今年已是第二年了在本校任教呢.
除上課外,他逢星期一四放學後在英文角 English Corner 為會考班安排會話訓練,
逢星期二四則在午間安排英語角活動.
多謝你支持初中學生留校午膳的政策,
老師及學生均反映附近沒有足夠食店應付同學的需要,
學校會安排更多午間活動讓同學投入校園生活.
回覆學生

2006-01-15 05:08

現時跆拳道班只有兩人向蘇江和老師報名,你可以找到更多同學參加嗎?
我會請老師在試後再在早會宣傳一次,看看反應如何.
班相昨天收到了,但只是硬本,已通知攝影公司盡快將電腦檔案送來學校,
再請負責同事上載於學校網頁,相信要到農曆年假後才能完成,請耐心等候.
回覆學生及某中一班的學生

2006-01-13 23:12

一位衝紅燈的司機,被交通警截停,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非常憤怒,
說許多人也衝紅燈,為什麼只檢控他,怪責警察不稱職.
上述的故事常有發生,學校應教育下一代,我們遵守法律,
是尊重群體生活的表現,而非只為逃避懲罰.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校規讓同學學會自律,尊重別人,規則在寬嚴之間,總有界線;
學校以簡樸生活為主,學習是上學的重心,而非髮式裝扮,故不鼓勵同學電髮.
謝謝你們的查詢.法律不會隨意改變,校規亦一樣,年終時我會將你的意見反映,再作檢討.
回覆 npc
課外活動處正聯絡導師,確定上課日期.
請留意 2 月份發出的家長信有關爵士舞班及西方舞班的安排.

2006-01-11 23:00

校長網上會客室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1 22:20

考試確係傷神, 自己亦是過來人, 越高年級的考試, 壓力越大, 相比起公開試, 係 2-3 小時內決定你的前途, 養
兵千日, 用在一朝, 當宣佈 time up, pen down, 生與死已成定局,校內試會顯得溫和好多. 假如沒有考試, 又有
多少人會主動溫習呢? 人係有惰性, 是正常之事. 但是, 若沒有標準的話, 又怎知自己學了多少呢? 雖然, 求學
不是求分數, 但現時考試制度還是可行的方法呢!
屋主回應:
謝謝你給師弟妹的意見.
回覆某人及 2b 7 9 14

2006-01-10 21:13

學校希望給予同學改過的機會,故欠交功課五次才會有處分,同學有五次警惕自己的機會,對認真的好學生應是足
夠的.
對於已被記缺點的同學也不用擔心,下學期有個將功補過的服務計劃,可以消減缺點的.同學應由今天做起,重視
老師所給予的習作,認真完成,以重溫當日所教授課題,下學期你們一定可以做得更好.
回覆去唔到 W.C 既同學

2006-01-10 19:16

謝謝你的意見.
只要同學不濫用機制,相信老師是願意作出酌情處理的.
如同學因身體健康理由需要特別別顧,可請家長來信闡明,我請老師關注,學校亦確保提交資料會好好保密.
各位健康活潑的少年人,應有足夠能耐應付生理上的需要;上課前做足準備,也可減少不必要的忍耐.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9 21:32

你要我做榜樣嘛, 我當然樂意啦, 我相信以身作則這四字, 比單用說話更有效. 但有一事想問你, 在我寄給
miss 丘的電郵裡, 附件是一幅 bb 相, 是我的中五同學 9 亦是她的學生)的仔仔, 請問是否亦已一併列印給 miss
丘呢?
屋主回應:
我已將你的電郵轉寄 Miss 丘.
謝謝你以身作則,為師弟妹做好榜樣.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8 10:34

校長, 支持你! 以前在班上, 總有一些比較反叛的同學, 總是以挑戰校規為己任, 成為訓導處的"常客". 當時我
沒有亦不能理會他們. 人大了, 發覺這些同學的心理或許是用方法去令老師注意他們, 因為一班有 40 人, 一定
很難兼顧所有學生, 這是資源問題, 整個香港的學校都有.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支持.
但我也明白學生的感受,學習上遇上困難,若未能得到支援,心裡也不好過.
我相信學校要辦得好,一定要在學習上能協助同學感受成功和進步,以作為生活的推動力.以我觀察,沒有學生甘
於墮落,只是無法面對過往學習失效帶來的苦惱,每日上學無所事事,最後訓導問題隨之而生.校規與懲罰只能抑
壓問題,卻無助學生走出困局.
我以提升學習果效,作為寧波公學的發展主線,希望學生能學得更好,真正感受上學的樂趣.我在 12 月 23 日的校友
聚會中強調,學校不需金錢的支援,而期望校友能出力,給予師弟妹功課輔導,如你願意出一分力,請與老師聯絡.
還要多謝你支持以語體文表達訊息.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1b 某人

2006-01-07 23:05

學校以簡樸生活為主,學習是上學的重心,手提電話並非必須品,故不鼓勵同學帶回校.
回覆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7 22:22

歡迎你回校探望老師呢!
可先與你想相見的老師相約,星期六一般有十多位老師會回校的,星期日校園則不會開放.
NPC 學生

2006-01-07 10:18

學校網頁甚麼時候會把同學的班級照上載?
屋主回應:
學校仍未收到班級照片呢!
此外,同學也請多忍耐,因要上載於學校網頁的資料實在很多,負責同事除了管理學校網頁外,還要處理許多其他
資訊科技支援工作,請同學體諒.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7 08:11

***~ 『感激不盡』與『視而不見』~~*
陌生人請一碗麵，我都那麼感激，而我媽一個人辛苦地養我也煮了二十多年的麵和飯給我吃，我怎麼沒有感激
她呢？
別人給予一點小惠你就「感激不盡」，卻對親人，父母的一輩子恩情
「視而不見」！
那晚，佳芬跟媽媽吵架之後什麼都沒帶，就隻身往外跑。
可是，走了一段路，佳芬發現，她身上竟然一毛都沒帶，連打電話銅板也沒有！
她走著走著肚子餓了，看到前面有個麵攤，香噴噴的，好想吃！可是，她沒錢！
過一陣子後，麵攤老闆看到佳芬還站在那邊，久久沒離去，就問：
「小姐，請問妳是不是要吃麵？」
「可是．．．可是我忘了帶錢．．」佳芬不好意思地回答。
麵攤老闆熱心地說：
「沒關係，我可以請妳吃ㄚ！」「來，我下碗餛飩麵給妳吃！」不久，老闆端來麵和一些小
菜。
佳芬吃了幾口，竟然掉下眼淚來。
「小姐，妳怎麼ㄚ？」老闆問。
「沒有，我只是很感激！」佳芬擦著淚水，對老闆說道：
「你是陌生人，我們又不認識，只不過在路上看到我，
就對我這麼好，願意煮麵給我吃！可是..我自己的媽媽，我跟她吵架，她竟然把我趕出來，還叫我不要再回
去！．．．」
「你是陌生人都能對我這麼好，而我自己的媽媽，竟然對我這麼絕情！．．．．」
老闆聽了，委婉地說道：
「小姐ㄚ，妳這麼會這樣想呢！妳想想, 我不過煮一碗麵給妳吃，妳就這麼感激我，那
妳自己媽媽，煮了十多年的麵和飯給妳吃，妳怎麼不會感激她呢？妳怎麼還要跟她吵架? 」
佳芬一聽，整個人楞住了！是ㄚ！
陌生人的一碗麵，我都那麼感激，而我媽一個人辛苦地養我也煮了二十多年的麵和飯給我吃，我怎麼沒有感激
她呢？而且，只為了小小的事，就和媽媽大吵一架。
匆匆吃完麵後，佳芬鼓起勇氣，往家的方向走，她好想真心地對媽說：
「媽，對不起，我錯了！」當佳芬走到家
巷口時，看到疲憊、著急的母親，已經在四處地張望.........看到佳芬時，媽媽就先開口
說：
「阿芬ㄚ，趕快回去吧！我飯都已經煮好，妳再不趕快回去吃，菜都涼了！」此時，佳芬的眼淚，又不爭氣
地掉了下來！。
有時候，*我們會對別人給予小惠「感激不盡」
，卻對親人，父母的一輩子恩情「視而不見」！*
我地好容易成為故事中的主角, 認為好多事情都是想當然的(即是奉旨的), 而沒有感恩的心, 更糟的是在外工作
受了氣, 竟然是找家人作出氣袋, 無錯, 情緒是需要抒緩, 但不能對家人呼喝, 朋友, 情侶, 同事都可以任君選
擇, 唯獨家...
屋主回應:
謝謝校友很有意義的分享,期望同學能領略學長的心意,珍惜與家人相處.

校長網上會客室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6 23:22

從網上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寓言
一隻小豬、一隻綿羊和一頭乳牛，被關在同一個畜欄裡。有一次，牧人捉住小豬，牠大聲號叫，猛烈地抗拒。
綿羊和乳牛討厭牠的號叫，便說：
「他常常捉我們，我們並不大呼小叫。」小豬聽了回答道：「捉你們和捉我完
全是兩回事，他捉你們，只是要你們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卻是要我的命呢！」
立場不同、所處環境不同的人，很難了解對方的感受；因此對別人的失意、挫折、傷痛，不宜幸災樂禍，而應
要有關懷、了解的心情。
屋主回應:
我也很喜歡這個寓言呢! 謝謝你的分享.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6 00:08

其實, 大約係 96 年的冬天, 學校曾經舉行一次校內燒烤, 是為答謝當年的領袖生(包括我)而設的, 而我地就坐
係雨天操場近飲水器的位置燒烤的, 但當時沒有正式的爐具, 只用廢置的書桌, 拆掉桌面放上炭而成, 但之後
一年就好似無再舉行啦! 除非要所有參與的同學都自律, 否則只會辛苦了校工們. 但從另一角度, 亦可以訓練
師弟妹的自律性與合作性, 只要小心謹慎的話, 都算係好事
屋主回應:
謝謝你提供的資料.
NG

2006-01-05 20:03

校長你好 , 我想請問一下現在容許校內燒烤的活動嗎 ^^
屋主回應:
根據學校行政指引 8.4.3 防火措施,除廚房外,不得在校舍其他地方煮食或使用明火.廚房須特別設計和建造,並取
得消防署署長的批准.詳情可細閱教統局網頁 http://www.ed.gov.hk/index.aspx?nodeid=1626&langno=2
我個人卻喜愛燒烤活動,也希望此問題能獲得解決,惟教統局一直未有正面就此問題作出清晰的指引.
後記 : 已聯絡東九龍防火分區辦事處,得到回覆是根據條例,學校是不可以在指定範圍以外生火的,消防署不鼓
勵也不支持學校舉行燒烤活動,我會想辦法以無火煮食代替生火活動,請同學明白.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4 22:40

校長, 呢個會面室係咪你上任時建立架? 我係幾年前透過一些網頁搵到寧波的網頁, 都好似冇留意有呢樣野,
又幾好喎!
如果我想寄電郵給某一位老師, 例如丘萍芳老師, 若用 info@npc.edu.hk, 咁係咪由校務處的書記收到, 然後再
轉俾 miss 丘? 因為聯歡會當晚我太興奮, 忘記左向佢地聯絡方法呀>.<
我睇到下學期有一個將功補過服務計劃, 又幾有意義喎, 給予機會"重生", 咁就可以挽救一些瀕危的師弟妹啦,
免佢地對學校灰心而轉向壞份子. 唔錯唔錯^^
屋主回應:
校長網上會客室是我上任時設立的,是我和家長及同學在網上建立的聯繫,讓不同持分者可表達意見和感受.
info@npc.edu.hk 的電子郵件由我收取,再分發予老師.我將你此訊息及電郵地址轉給丘萍芳老師.
將功補過服務計劃是一個自我改進的方案,同學定立目標,不再重複過往的缺失,同學以服務學校來抵銷已扣的缺
點,通過同學付出和努力,讓同學明白人要對自己的行為過失負責.我看教育是育人的工作,而非教學講授,建立同
學正面的人生觀和生活態度最為重要.
回覆中一

2006-01-04 20:59

你可試試按重新整理,看看能否解決問題. 如果是密碼或用戶名稱錯誤,則要請電腦科老師幫忙了.

校長網上會客室
2E 梁太

2006-01-04 09:32

校長:
謝謝您!
我非常樂意將這首箴言和同學們分享.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分享.
我會請同事將讀書箴言掛在本校網頁,以鼓勵同學好好的溫習,迎接考試.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4 07:49

鄧校長, 我估唔到你會回覆得咁快架, 尋晚我睇晒聯歡會當晚百幾幅相, 再睇埋幾個老師的個人網頁之後先同
你對話, 當時都好夜啦! 今朝一上黎, 就已見到你回覆. 真係好感動呀! 雖然你新上任, 有好多事都要兼顧才可
上軌道, 但都要爭取時間休息呀!你都唔好咁操勞啦, 保重身體呀! 寧波公學靠你領軍架^^.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關懷,我會保重身體和保持愉快的心境,以迎接推動寧波公學的挑戰.
校長網上會客室是我和家長、學生、校友的溝通橋樑,無論我有多忙,也會定是收看及回覆,只是學校工作實太繁
重,有時未能即時處理,請大家見諒.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04 00:25

鄧校長, 您好呀! 第一次與你"對話", 祝你新年進步, 一年勝一年呀!
我叫鄚嘉俊, 係 98 年中七文科畢業架, 而家係九龍灣做文員! 23/12 聯歡會的情境比我想像中熱鬧及溫馨, 遺憾
的是並不是全體老師均能出席, 尤其是 miss 胡, 當年係佢教我中史, 係錄影片段見到佢瘦左好多呀! 有綠千里
能相會, 好多謝你令我地一班舊生可以再次與眾老師們聚首一堂. 學校變得好靚, 好先進, 亦都多左好多課外
活動及設施呀, 師弟師妹們真係幸福. 我亦以身為寧波學生為榮! 假如今年再舉行多一次, 建議儘量選在星期
六/日, 因為可以令更多舊生可以早些出席, 其實, 當晚係唔夠時間架, 闊別多年, 莫講 4 小時, 就算係 10 小時
都嫌短呀, 不過, 唔緊要, 經驗係累績的, 或者將來要在會展舉行才可容納所有人呢! ^^
屋主回應:
多謝你給予當晚活動正面的評價,安排校友活動殊不容易,事前無法估計活動的反應,截止報名當日收到的傳真數
目不足一百,已教籌委會非常擔憂,也不敢邀請太多老師出席.
在日子選取方面,12 月 23 日近冬至及聖誕節,部份校友及老師已外遊或安排了活動,例如胡副校長 11 月起已積極
為籌備是次聚會不斷努力聯絡舊生,但活動當晚她不在香港,無法出席;來年應選取更早日子,安排在星期六及星
期日是個很好的提議.
籌備委員會及學校均會檢討今次活動安排,汲取經驗和教訓,希望下次再舉辦活動時能做得更好.
再次感謝你的支持,希望你會支持日後能成立的寧波公學校友會.
1a 某同學~

2006-01-03 19:07

校長~你好..首先祝你新年快樂~我想在這裹提出一個建議,不知你是否會答應??
今天上音樂堂..老師叫我們把電子琴裹壞的電芯換走..打舊的放在小盒裹~說要回收~於是我們想到,不如我們在
學校搞這個(回收電芯)的活動..好不好~我想我們應該環保~珍惜地球..請校長想想這個意建~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我欣賞你關心地球,推動環保的心意.
我將你的建議紀錄下來,看考試後能否安排一次收集舊電池活動.

校長網上會客室
S2E 家長梁太

2006-01-03 11:55

在您接任校長至今,為了教育學生,您的開明與接納的態度,令身為家長我感到安心,我衷心感謝您.
祝您
身體健康!
新年如意!
屋主回應:
謝謝家長的讚賞.
開學以來有賴家長的支持信任,今年學校的工作確開展得不錯,但我明白寧波公學還有很多可以做得更好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努力,真的做到家長放心,孩子學得開心呢!
我們也打算進一步開放校園,請家長來校擔任義務工作,一同努力為孩子創造更好的學習環境;也計劃安排家長來
校參觀,了解孩子在校上課的情況,希望繼續得到你的支持.
祝你和家人新年快樂,孩子學有所成.
S2E 愛女兒的媽咪

2006-01-03 11:44

分享~~~ 轉貼文章:讀書箴言
這首箴言寫得真好, 而且讀起來也很順口, 但不知道作者是誰?
在新的一年開始, 希望跟全校同學分享, 尤其是 S2E 的同學們.
考試到了, 大家要努力加油喔!
<讀 書 箴 言>
過去不讀書，現在已經輸；
現在不讀書，將來還會輸。
不能不讀書，不要怕讀書；
讀書無捷徑，只有下工夫。
讀書要及時，不能再誤時；
現在就開始，永遠不嫌遲。
有錢多買書，有閒多讀書；
現在多讀書，將來不會輸。
讀書能努力，越讀越有趣；
讀書一有趣，就會更努力。
讀書像練功，不能不用功；
若想要成功，一定要用功。
讀書能用功，道理容易通；
道理一旦通，讀書就輕鬆。
讀書讀得好，工作就好找；
工作找得好，生活會更好。
屋主回應:
你的箴言很有意思,今早我也曾在早會向同學講話,勉勵同學努力溫習,好好為考試作出準備.
如果我以「2E 家長梁太與同學分享的讀書箴言」為標題將箴言掛在學校網頁,你同意嗎?
下面寫著:
全力以赴,為考試做足準備,
盡力爭取好成績,做到無愧於心,
各位寧波好學生,努力加油!

校長網上會客室
S1b

2006-01-01 23:33

祝校長你新年快樂!!!!!!!!!!!!!!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S2 同學

2006-01-01 00:04

校長^^....現在剛好 12:00..所以
祝 2006 年:
新年快樂!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你很有心思呢,成為會客室 2006 年第一位訪客.
謹祝你和家人新年快樂,生活愉快.
家長甲

2005-12-31 22:17

２００６年，祝校長、老師、同學
新年進步！生活愉快！
屋主回應:
謝謝家長的祝福.
謹祝府上各人身體健康,孩子學業進步.
F.5 student

2005-12-31 01:55

親愛的校長:
您好。記得老師曾提及有關提拱課室給中五學生&#28201;
習之事宜,請問舉行的時間何時開始?開放時間多久?
可以在放年假前數星期的六、日開始嗎?放長假時及公眾假期可否開放?
這&#28201;習室很適合我尊心復習功課。
希望您能理解。
祝新年快樂!
屋主回應:
中七同學 12 月已提出晚上開放溫習室一事,學校與同學商議後已將溫習室開放至晚上七時,
但使用人數不太多.
平日放學、星期六及學校假期開放自修課室問題不難處理,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則須解決校園保安、
學生安全及保險等困難,安排不易,希望同學體諒.
請你先代問問有多少同學有此需要,再作安排.
祝新年快樂!
回覆苦榮(95 畢業生)及好開心(03 畢業生)
謝謝兩位校友支持寧波公學舊生活動,兩位的意見雖不盡同,
但彼此亦有道理,只是大家著眼點不同,才有不同的感覺.
對於籌辦是次活動的困難,有機會再與大家分享.要辦好校友會,
大家需有更大的包容與付出,才能實現寧波是我家的理想.
再次感謝兩位與我分享你們的意見和感受.

2005-12-30 12:39

校長網上會客室
小河馬 （95 畢生）

2005-12-28 23:15

校長︰
很感謝你成立了舊生會，讓我能再在寧波與舊同學及老師相聚。闊別十年，再踏足母校本以為感覺會有點陌生，
但事實卻不然，感覺彷如昨天一樣，很親切、很熟悉，老師也一樣，樣貌一點也沒改變，仍是那麼青春...唯一
改變的是...校長呢...嘻嘻~~~
我也很認同苦榮（95 畢業生）所言，最失望的是想遇到的老師大部份均沒出席，這實在
是美中不足，唯有寄望下次的聚會吧。
再次感謝籌委會十多位校友及老師為當晚的聚會付出了不少心思及時間，謝謝你們！祝新年快樂！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支持,希望日後能成立寧波公學校友會,定期舉行活動.
老師出席安排我想到以下兩點:
1. 12 月 23 日近冬至及聖誕節,部份校友及老師已外遊或安排了活動,來年應選取更早日子.
2. 老師也希望知道那些同學會出席,但到 12 月 16 日截止報名參加的只有百多人,收到傳真來的名字不足一百.
籌備委員會及學校均會檢討今次活動安排,汲取經驗和教訓,希望下次再舉辦活動時能做得更好.
安排未盡如意的地方,謹此向各位校友致歉.
寧波．中一學生仔

2005-12-28 16:55

校長, 點解在我的電腦上不了 MySch......電腦的問題????
屋主回應:
可以告訴我你出現的問題嗎? 簡單方法可試試按重新整理,看看能否解決問題.
苦榮(95 畢業生)

2005-12-27 15:20

校長你好,
參加完時光倒流聚寧波聖誕派對,老實說是有多少失望, 人數上失了預算令環境擠迫是可以理解, 最失望的是想
遇到的老師大部份都遇不到; 在集體遊戲一環, 座位的安排及遊戲性質亦局限了大家的參與, 派對變了大食會,
希望來年可以改善吧.
此外, 我亦剛瀏覽完母校的網頁, 比起過往的多元化得多, 亦很有系統, 相信是趙 sir 的功勞吧....但在中文輸入
比賽的一頁, 十五分鐘的比賽時間似乎太長, 而且沒有記錄可看亦大減了參與的動力.
屋主回應:
謝謝你支持「時光倒流聚寧波聖誕派對」,今次是寧波公學第一次舉行大型舊生活動,當中安排上有許多未盡完
善的地方,謹此向各位校友致歉.
趙學禮老師已沒有負責網頁管理的工作,現時的學校網頁由資訊科技組老師負責.
有關中文輸入法比賽的意見,我會轉交趙老師,請他跟進.
時光倒流聚寧波聖誕派對

2005-12-27 08:08

感謝各位校友支持舊生首次聚會「時光倒流聚寧波聖誕派對」,你們的投入參與,為活動畫上完美的句號.
實要感謝籌備委員會十多位校友事前不知花了多少個星期六、日的下午及無數個晚上,為籌備當晚的盛會花盡心
思.第一次安排如此大型活動,有許多無法估計的因素,面對不少困難,例如出席人數在 12 月 16 日統計只有百多
人,截止報名後幾天卻急速增加至約 250 人,臨場報名的也有 30 多人,安排上若有未盡如意的地方,希望各位校友
體諒與包容.
籌備委員會亦正在收集及整理當晚的照片,再想想如何將相片發放給各位校友,部份相片可參看以下連結
http://photos.yahoo.com/kkhui
http://hk.geocities.com/lalala1030/index.htm
祝聖誕快樂,新年進步.

校長網上會客室
中二的學生

2005-12-23 20:40

校長你好
我想知道學校的跆拳道班會否舉辨成日,現時有多小個同學報名?
屋主回應:
對不起,放假前未及跟進.
可問問蘇江和老師報名的情況.
等了又等...

2005-12-22 19:12

校長.聖誕快樂 新年愉快 身體健康 步步高升...
我想問你..聖誕聯迎會的相片那時才放上網??..我急著看..我有個提議..學校完了活動後的照片可以快點放上網
嗎??我相信學生們都很急待欣賞的...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祝福.
我很明白同學的需要,我也為相片上網而煩惱.由於學校資源所限,未能請專人打理網頁,只有先處理必要資訊.
我看過現時相片庫有超過 2000 張未處理的相片,一則處理需時,二則伺服器亦難有足夠空間上載所有照片.
我請技術員將照片放在 public,讓同學可在內聯網自行查閱及下載.
同學有興趣幫手打理學校的網頁嗎?
S2 同學

2005-12-19 22:50

校長!.您好..聖誕節快樂!!!!!!!!!^0^
屋主回應:
早上來到會客室,很高興看見你的祝福,謝謝你.
也祝所有同學、家長、校友聖誕快樂,新年進步.
回覆一位學生及不平人

2005-12-18 23:18

你們有向老師反映,了解事情的真相嗎?
即場公佈結果,有可能即時做齊你們所言的各項要求嗎?不即時公佈結果你們又會接受嗎?同學應知道一般活動
都是在早會時頒獎給同學的.
凡事向好的一面想,了解別人的難處,說話時關注別人的感受,多欣賞安排如此大型比賽的老師及同學所付出的心
血,是我期望寧波學生能擁有的態度.
後記:
已聯絡負責老師,當日在嘉賓面前即場公佈結果,時間所限只能安排臨時獎狀作頒獎儀式用,正式頒獎禮在 1 月早
會舉行.
當日已有初中同學即時向老師反映,老師亦已回應,只是溝通上問題,司儀未及向與會同學說明此安排.
回覆 2005-12-18 22:43 再收到不平人的留言:
我同意同學安排上有可改進的空間,但我亦期望你能欣賞同學付出了的努力.
學校給予學生籌辦活動的機會,鍛鍊組織和策劃能力,亦鼓勵同學勇於嘗試,不怕失怕,這是我為同學安排多姿多
采校園生活的目的.同學經驗不足令音樂會有美中不足的地方,希望你會明白和體諒.
你能獲獎,應是值得高興的事,只因頒獎安排令自己添上怨氣,值得嗎?能以正面角度看問題,世界一切變得更美好,
生活的態度主宰了我們的感覺,你明白嗎?

校長網上會客室
Sam

2005-12-18 22:49

回校長, 舊生仍可於 16 日後報名, 唯需因應食物數量安排,
煩請於 16 日或之後報名的校友, 將存款收據連同有關資料,
傳真回校, 以便我們跟進.
在此感謝校長的支持, 老師們及校方王小姐, 宋小姐等各位連日來的幫忙. ^^
屋主回應:
謝謝各位校友費心,我會將你的訊息轉告校務處職員,今天亦收到約 10 位校友的傳真.
回覆 NPC 學生仔

2005-12-17 20:38

對不起,同學並沒有留下名字.
回覆 1c 班某同學 ,1c 李同學(20),寧波既好人及 Winnie

2005-12-17 15:44

謝謝你們的查詢.
我鼓勵同學請以語體文書寫,以提升寫作能力.
Sam

2005-12-17 09:13

請問回想 3c 的人, 所說的聖誕聯歡會是指每年在學校內舉行的一個,
還是指在 23 日那天的一個舊生聚會呢?
屋主回應:
聖誕聯歡會是指 12 月 19 日舉行的活動呢!
舊生聚會仍有來電查詢 16 日後可否報名參加,
我代回答是可以的,是否恰當?
回覆回想 3c 的人

2005-12-17 07:13

學校已宣佈聖誕聯歡會當日不會安排舊生回校參與,請見諒.
回覆 1c 李同學(20),寧波既好人及 Winnie

2005-12-16 21:05

謝謝你們的查詢.
我鼓勵同學請以語體文書寫,以提升寫作能力.
1995 graduate

2005-12-15 20:45

Dear Mr. Tang,
I've read the detail of the alumni Christmas Party. It's really memorable to sit in our hall to watch some
performance of our younger schoolmates. Also, there are time for us to chat with our teachers. Thanks for you
and the preparation committee for this perfect arrangement. Look forward to attending the party.
屋主回應: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Please deliver the message to other Ning Po graduates and invite them to com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on 23-12-2005.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某某學生

2005-12-15 19:51

由於活動相片太多,只能選取其中一部份上載於學校網頁.
同學可到內聯網 p 磁碟機(public)查看有關照片.
4S

http://www.xanga.com/hysteric_misu

2005-12-14 22:11

鄧校長,
你好，今次是我第一次到這個會客室。首先，很感謝你對學校所有措施及政策的改革，我開始感覺到寧
波的學生都團結起來了，學生亦踴躍參與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我知道那是個好開始。
你還記得早前舉辦的「無煙校園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嗎？很高興地，我們勝出了這個比賽，學校亦已把
三名勝出的作品代表我校參賽。現在所有作品已經開始接受投票，投票日期至廿六日午夜十二時正就截止了，
我希望校長可以幫忙呼籲同學們踴躍投票，選出自己的心水作品。
現時我校的票數有 275 票，亦曾登於港珠澳三地之榜首。
在此，我希望同學能夠幫忙出一點力，在下面網址中選出自己心水作品。
港珠澳無煙校園校際壁報設計比賽
網上投票區 http://www.ysp.org.hk/polling_2005.asp#
香港賽區-> 九龍東-> 寧波公學-> KE010C
屋主回應:
謝謝 4S 同學提供的資料,我當然支持,亦已完成投票.
今早亦已透過早會宣佈呼籲同學發揮寧波公學團隊精神，投票支持本校同學的作品。
S.4

2005-12-13 14:35

校長.現在學校舉行那麼多的活動, 會否令學生沒有時間溫習呢?
屋主回應:
學校舉辦不同的聯課活動,旨在提供同學更多選擇,令校園生活更添姿采.
你是第一位提出活動太多的同學,其他同學反而提出了許多不同的活動建議呢!
同學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選取合適的活動,時間分配得宜,應不會對學習有很大影響的.
Chan Yuen Lam

2005-12-12 21:45

I am an ex-NPC school girl that graduated some 20-21 years ago, my name is Chan Yuen Lam. Just by
chance came across the old school website when I am scanning the secondary school list for my daughter, I
am really amazed and excited to see my old school again and everything seemed like yesterday. I would like
to say Hello and send my warmest regards to Mr Kwok Chi Kwan who taught me History some 23-24 years
ago, he is a brilliant teacher and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I got really high score in History! Anyway, wish
everyone the best!
Chan Yuen Lam
屋主回應:
I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on the Internet.
Mr Kwok is now our vice-principal. He is still teaching History.
There will be a gathering for all our graduates on 23-12-2005. It will be a good chance for all Ning Po friends
to have a reunion. Please deliver the message to other Ning Po graduates and invite them to come. Thank
you.

校長網上會客室
寧波．學生妹

2005-12-12 21:00

親愛的校長:
你好．．其實我覺得您可以因同學的興趣而加建一些活動，實在太好了！
但我想有些同學會喜歡音樂和舞蹈等．．
例如：夾 Band..Hip Hop..爵士舞等．．．
希望校長嘗試先將報名表格貼出來，看情況如何．．．勇不勇躍才作決定也不遲丫．．
屋主回應:
最困難不是沒有同學參加,而是不容易請到好導師.
時間編排也是問題,根據校曆顯示,現有的組別活動安排已常出相當頻密,再增加只會增加活動相撞的機會.
當然財政支出也是重要考慮.
下學期應有爵士舞班,請留意課外活動組宣佈.
Lung

2005-12-11 23:48

Dear principal
Can you disclose which ex-teachers will join the gathering on 23 Dec? Do 羅福強老師 and 趙學禮老師 join
the gathering?
屋主回應:
I am sorry that I don't know who will come to the gathering at this moment. I will pass your message to the
preparation committee.
Both 羅福強老師 and 趙學禮老師 are still teaching in Ning Po, you may invite them to come.
一位學生

2005-12-11 23:04

請問:會在何時才出現(成績龍虎榜)的內容呢！
屋主回應:
據我所知,老師在 12 月 16 日才會完成測驗的檢討,我估計應在 12 月尾或 1 月初才會完成呢.
小k

2005-12-11 22:42

親愛的校長:
看到你說寧波盃的賽事要暫停..十分驚訝..
我是一位女同學..本人雖對足球沒甚大的興趣..可是我知道有很多男同學都很喜愛踢足球的..當他們知道寧波舉
行足球比賽..他們的心情高興得很..甚至開心得快哭出來了..可是現在寧波盃竟然要暫停一下..我想對他們的打
擊一定很大..有些同學可能在寧波度過了不少的寒暑..多麼的叫人振奮..終於都有足球比賽了..可是..興奮的心情
還未平靜下來..一個惡號卻傳來..我真的深深體會到他們的難過..更有我身邊的朋友參加了賽事..為了這個比賽..
他與隊友們積極的操練..可見他們對這場寧波盃多麼的重視多麼的著緊..若果最後都找不到合適的場地繼續賽
事..我想他們一定會十分傷心..難過..校長請你盡力找尋場地..好讓他們達成多年的心願..他們想要的..不是甚麼
的奢侈品..只是一場足球比賽而已..
感謝校長你看我這長篇大論的留言..麻煩你了..
屋主回應:
我也明白同學的心結,否則不會幾經艱苦下仍安排比賽,校長也為這個決定難過和苦惱.
上星期我兩天都有到場視察,發現開放式場地確有許多不理想的地方,遇有事故,學校實難以承擔責任的.
我會請同學努力尋找獨立的場地,盡快繼續完成賽程,希望你會明白和體諒.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一位學生

2005-12-11 20:26

成績龍虎榜計算不易,12 月初學校才取得全級成績,再交每科老師決定一等、二等及三等獎的分數,
上星期我見老師正忙於傳閱中,再要將結果輸入、上載網頁等,這不是你想像中容易的工作;
況且老師工作實在十分繁忙,同學可以忍耐一點嗎?
我鼓勵同學以語體文書寫,以提升寫作能力,希望你會支持.
回覆 f.3 某同學

2005-12-11 20:17

很高興知道你喜歡中二挑戰營,渡過了三天難忘的旅程,但也有同學埋怨宿營太辛苦,
又睡得不好,反映不願留宿呢.
我鼓勵同學以正面角度看問題,減少怨天尤人,就是要同學活在不足中也能享受生活.
根據輔導組的工作計劃,暫未見下學期有宿營安排.
此外,一般營地需於半年至一年時間預定,未必能如你所願的.
回覆同學

2005-12-11 16:44

課外活動種類繁多,學生各有不同的喜好,學校一般會按老師的專長,選擇開設一些較多同學喜歡的項目.
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兵乓球比賽,舞蹈班,午間點唱,爵士鼓,藝術體操,家政學會,
體操學會,魔術班,西樂班,日語班,粵劇歌唱比賽,師生同樂日,Band 隊,結他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回覆某某學生

2005-12-11 15:08

請你星期一問問班主任便可以.
回覆中二學生

2005-12-11 14:59

結他班是眾多同學提出想增加的項目之一,下學期應不會開辦的.
S.1C 的李同學
校長你所開的足球比賽我很喜歡．
當天比賽我雖然輸了．
但有這麼多人的觀看下.
我覺得我輸都輸得很光榮.
當時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大明星.
我好開心.
所以我希望足球比賽可成為寧波公學一年一度的大事.謝謝
屋主回應:
我也明白同學熱愛足球運動,但由於開放場地不易管理,學校難以承擔保安責任,
下星期起的比賽將要暫時取消.
我會請負責同學租用獨立場地,再安排餘下的賽事,如同學表現良好,
日後會考慮將足球比賽列為每年的常設活動.

2005-12-11 11:51

校長網上會客室
1995 graduate

2005-12-11 09:56

Dear Mr. Tang,
Thanks for your instant reply! Actually, some of my schoolmates are quite interested in it. That's why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details. If this causes any inconvenience to the preparation committee, I'm really sorry.
By the way, I'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on this communication network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the
others. As I know, you're a new principal of NPC. I think you're so energetic and enthusiastic. Hope our school
is upgrading in every aspect in future.
屋主回應:
Thank you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I will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alumni to upgrade Ning Po
to a prestigious school.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nd your schoolmates on 23-12-2005.
S2 同學

2005-12-11 00:11

校長!我知道我說的說話可能不是太恰當，所以在這裡我想向你說聲"對不起"請你原諒!
屋主回應:
不用說對不起,你的意見其實很有道理,我只想同學也從不同角度看問題,一些努力中的同學最受名次公佈的影
響. 學校裡每一位同學都是我的好學生,沒理由只鼓勵成績好的,學校也希望能關顧暫時表現未如理想同學的感
受. 各位同學的意見我會尊重和考慮,也多謝你提出的意見.我看你是個認真學習的好孩子,繼續努力,別為名次而
影響了學習情緒,你可問問班主任你的成績呢.
1995 graduate

2005-12-10 23:28

Dear Mr. Tang,
I graduated from NPC in 1995. It's so nice to have a Christmas Party. However, can the leaflet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rundown or activities in the party? Or is this just a gathering party with food and drinks?
regards,
bell
屋主回應:
I will reflect your opinion to the preparation committee.
As I know, they are preparing different programs to let every participant enjoy a memorable evening.
想參加舊生會的中六學生~

2005-12-10 23:26

校長~我想請問你關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舊生聚會一事~若我是寧波原校中六生~那我可否參加是次與舊生的聚會
呢?
屋主回應:
我想舊生應指已離開學校的學生呢! 我將你的提問轉交籌備委員會.
回覆學生,中六同學,某某學生

2005-12-10 23:25

謝謝三位同學表達了對成績表名次的意見,我明白同學的訴求. 今次成績表用了新的電腦程序來處理,測驗只是
上學期成績的一部份,故在考試完結後才會出現名次、缺席、遲到、評語等紀錄.
在成績表上顯示名次亦要考慮不同的因素,學校總不能只顧鼓勵成績好的學生,而對成績未如理想的同學的感受
卻置之不理,特別是那些已盡了努力,暫仍未能取得好成績的同學呢.
聽取了同學和家長的意見,上學期的考試成績表上應會顯示成績較好同學的名次,測驗成績則因電腦程式限制未
必能做得到.
至於顯示各科名次則更要深思,但學校也會考慮同學的建議.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S2 同學

2005-12-10 22:18

我尊重也明白同學的看法,但也期望同學能從不同角度看問題.
倒不如不要派發...派不派也沒有關係...是很多餘...等字句是否可有更好的表達方式?
上學期的考試成績表上應會顯示成績較好同學的名次,測驗成績則因電腦程式限制未必能做得到.
回覆 1E 班某人

2005-12-10 22:12

頸巾也是校服的一部份呢.
1D 的一個人

2005-12-09 16:02

屋主回應:
我也很喜歡你的提議,要建立校園電台並不容易,你願意承擔這項艱鉅的工作嗎?
感謝校長您的回應...但我相信..有能力&#25285;任這工作的大有人在...我的資力淺...我相信給高年級的
&#25285;任就最好不過...我記得好像在中 3 時..有一次全港性說話評估..這工作可給他們嘗試一下..這不但能加
強他們的說話能力..也能使他們勇敢起來..何樂而不為?
再一次感謝校長..您的回復
屋主回應:
我嘗試引用你的理據從另一角度看:同學在中三時要接受一次全港性說話評估,學校應從中一開始給同學演說機
會,這不但能加強他們的說話能力,也能使他們勇敢起來,何樂而不為?
我相信每個學生都是可造之材,活動不應只留給最好的同學參加,我願意給予每個同學機會發展自己的潛能,當有
一天你有信心接受這項挑戰,請再與我聯絡.
Lung

2005-12-09 01:22

Dear principal
I graduated in 1990. Good to know that there will be a gathering on 23 Dec for ex-NingPoStudent. It will be
perfect if Ning Po teachers, including ex-teachers, are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gathering.
屋主回應:
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 and support.
We have invited teachers and ex-teachers to come. It will be a good chance for all Ning Po friends to have a
reunion on 23 Dec. Please deliver the message to other Ning Po graduates and invite them to come. Thank
you.
1d 的一個人
我是第一次留言..有什麼說錯..望請原諒.
我有一個提議....能否有午飯的時候..播歌
給我們寫字條..字條上寫多謝哪個人/老師
祝福哪個人/老師.....之後再送上我們點
的那一首歌給那些人/老師....請批評...
屋主回應:
我也很喜歡你的提議,要建立校園電台並不容易,你願意承擔這項艱鉅的工作嗎?

2005-12-08 21:09

校長網上會客室
文科生

2005-12-08 19:23

校長你好,我是中五生,我想請問 12 月 23 日那天我們可否參與舊生聚會?如果可以,那麼我們需要繳交$100 的費
用嗎?
還有,請恕我唐突,為何舊生需要繳交$100 的費用,這些金錢有何用途?是否舊生會的會費,若是,那麼限期又是多
久?
屋主回應:
12 月 23 日那天晚上是舊生的聚餐,舊生會仍未正式成立,故$100 應不是會費呢!
你還未畢業,未知籌備委員會會否接受你報名參加.
中二的一位女同學

2005-12-08 16:13

校長你好，
很高興今年有很多課外活動，
如魔術､足球等等．．．
我希望很舉辦一個日語班，
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參加，
而且女生會較多．．．
希望校長能考慮一下！！
屋主回應:
課外活動種類繁多,學生各有不同的喜好,學校一般會按老師的專長,選擇開設一些較多同學喜歡的項目.
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兵乓球比賽,舞蹈班,午間點唱,爵士鼓,藝術體操,家政學會,
體操學會,魔術班,西樂班,日語班,師生同樂日,Band 隊,結他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其中足球比賽已由中六學生成功舉辦,第一場比賽於 12 月 7 日進行;12 月 8 日的魔術聚會卻由於參加人數不足
已取消;兩個舞蹈班、跆拳道正在籌備中;聖誕聯歡會及師生同樂日已請同學安排,但仍未收到回音.
3a 李同學

2005-12-07 22:23

我想為增加寧波的學習氣氛，我希望學校能舉行一個一年一度的優秀老師選舉。由學生選出。這樣可以提高老
師之間的競爭力從而增加教學質素，可以基於下條件：
1.能否充份善用教學資源
2.同學上堂的興趣
3.上堂的方式
等等.....
希望校長考慮考慮....
屋主回應:
這是個很好的提議,但你認為同學能客觀的作出甄選嗎?會出現要求嚴格的老師不受學生歡迎的情況嗎?
你可設計一個較好的方法來選舉優秀老師呢!
回覆寧波舊生 chris 屎
謝謝你幫忙將 12 月 23 日舊生聚會的訊息傳開去.
希望活動得到更多寧波校友的支持.

2005-12-07 21:24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好學生/壞學生一個

2005-12-07 20:48

據我所知,足球比賽已抽簽,定出賽道,今天亦已開始比賽,對其他 12 隊看來不太公平呢.
寧波舊生 chris 屎

2005-12-06 23:39

um...得知 12 月 23 日的舊生聚會已經辦得如火如荼了，實在太好了！我必定會參與！當校長你在網上發放出消
息後，我會將這消息通知我同屆的同學！希望他們也會一同出席吧！辛苦你，亦辛苦各校友！^^~
屋主回應:
謝謝你,寧波公學正需要像你一樣熱心的好校友支持,希望今年內能成立舊生會,為學校注入新動力.
有關聚會資料,如時間、地點、報名方法等應於今日上載在學校網頁,要勞煩你將訊息盡量發放予其他校友,衷心
感謝你的支持.
回覆多謝學校的照顧 1a 某位人

2005-12-06 21:32

很高興你知道你會覺得活在寧波是幸運的,日後學校會給你更多的機會,為你的中學生活創造回憶.
學習是艱苦的歷程,要令課堂學習不再沉悶,最好的方法是投入學習,積極參與課堂活動,這是我所言的生活態度.
我也會請老師關注同學的感覺,以不同的教學方法啟導同學的學習興趣,令課堂生活愉快一點.
回覆中二的某學生,好怕凍的學生,初中學生一名及某學生

2005-12-06 20:20

希望同學能以正面角度看問題,學會持久忍耐,不怨天,不尤人,這是我期待同學能持守的生活態度.
我欣賞某學生及中二的某學生的留言,她們先寫下個人感受,並提出理據,最後以懇切的言詞寫下建議.
據我所知,學校在氣溫 12 度以下是容許同學穿著深靜色的禦寒衣物回校的,同學可向訓導處查詢.
NPC 舊生

2005-12-04 17:09

哈哈!!寧波是我成長的地方,時刻都想回去回顧一下過去,最近我都從朋友身上得知 12 月 23 日寧波會有個舊生聚
會,我們都想參與,而我已經多次遊覽寧波的網頁,想得到較詳盡的資料,但都找不到那些資料.
我想問一下這方面的詳細資料,例如:參加方法,費用等等......
我們可從什麼方法了解最多呢?
p.s.我都覺得你是一個好校長.
屋主回應:
很高興知道有不少校友也光臨我的網上會客室,謝謝你們的讚賞.
負責校友已花了許多時間籌備 12 月 23 日的聚會,學校已掛了橫額,12 月份家長信亦公佈了活動安排,相信事在必
行.
請體諒負責的校友本身工作亦很繁忙,估計下星期應會在網頁發放訊息.
衷心感謝各位對寧波公學的支持,希望舊生會能成為發展學校的一股新動力.
NPC 的舊生

2005-12-03 21:44

嗯嗯!我一定會到的!雖然我沒有見過面,但我也感覺到你是一個好的校長,希望你持續你對同學的愛心和其望,去
做一個好校長吧!
最後送給你一個網址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hazard/avian-flu.htm
屋主回應:
謝謝你支持舊生聚會,我亦會出席,希望能凝聚一班已畢業的校友,為寧波公學注入新動力.
也要感謝你的信任和讚賞,我會盡力而為,將寧波公學辦得更好.
同學請到學長提供的網址瀏覽,了解禽流感最新發展.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NPC 舊生

2005-12-03 21:39

謝謝你提醒寧波公學的師弟妹留意禽流感,我們亦己透過早會及家長信提醒同學提高對個人衛生的關注.
12 月 23 日將會安排首次舊生聚會,晚上在學校禮堂聚餐,多位校友正在努力籌備中,日內將透過學校網頁發放訊
息.據我所知是要先登記及繳交費用的,請留意報名方法,希望你會支持.
回覆 npc 學生 f.3

2005-12-02 23:05

2005 年度中一派位主要為第二組別學生.
回覆寧波．學生妹

2005-12-02 22:58

學校 12 月份已向中一中二家長發出家長信,徵詢家長對自費安裝儲物櫃的意見,如大部份家長同意,我們會安排
承造商於上學期考試期間來校.
回覆 npc 學生

2005-12-02 22:42

學校需要有指定房間和設備,才可開設有關科目,我可向教統局爭取,但相信成功機會不大.
candsam

2005-12-02 22:00

明日是歌唱比賽,
我想問一下舊生可否回校打氣呢???
屋主回應:
陸運日當日己有舊生問過這個問題,老師回覆為了保障本校學生的安全,暫不接受舊生回校參與校內活動,請你明
白和體諒.
日後成立了舊生會,再考慮邀請舊生回校.
另 12 月 23 日有首次舊生聚會,歡迎你回來參加.
回覆--->candy^(^.^)^

2005-12-02 21:54

我問過這是寧波校服的規定,同學有統一外觀.
下學期應有舞蹈訓練,請留意課外活動處宣佈.
上課啟動手提電話應會被老師沒收的,我明白你的心情,正如許多司機開快車,沒有被票控,被抄牌的總會感到不
公平,但既然是做了不應做的事,總需為自己的行為付出代價.
老師收下你的手機,相信要你明白這是不對的行為,看來你仍不覺得自己做錯,只覺老師不公平,看不到自己應承
擔的責任,我看老師未必會將手機直接交給你呢!
本校不是宗教學校,故沒有聖經這一科.
中 4 學生

2005-12-02 21:23

校長，我可以試試聯絡一些有心的同學，負責安排師生同樂日。但我想知道，我可以用甚麼名義去組織這次活
動呢？我相信校長也聽"學生會"這個組織。其實我校可以舉辦嗎？因為這一來可以減輕課外活動處各位老師的
工作，而且還可以透過學生，知道我們所希望舉辦的活動和所需要的設施。我希望校長可以作出詳細的考慮，
因為我也相信，學生會不是一個說舉辦，就可以舉辦的組織。
屋主回應:
今次中六同學安排足球比賽,亦沒有什麼名義的.
如需協助,你可試試聯絡學生福利小組黃啟華老師或李惠萍老師,但我希望一切由學生安排,你們做得到嗎?
我已請老師著手籌備學生會,希望在新的學年寧波公學能有自己的學生會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好學生/壞學生一個

2005-12-02 16:32

寧波是我家
功課一打打
做到口啞啞
屋主回應:
學習是學校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我要求老師給予同學功課以鞏固課堂所學,
星期五六日三天不用上學,功課較多是正常的.
我鼓勵同學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減少怨天尤人,做個開心快活人,你做得到嗎?
S.6 某同學

2005-12-02 15:23

校長您好！
在學會連結中，少了「化學學會」的連結。
屋主回應:
請你告訴化學學會的導師,請他們通知負責網頁的技術員加上便可以.
熱愛足球既學生

2005-12-02 09:46

校長我想問學校的足球比賽在幾時開始?
屋主回應:
第一場賽事應在 12 月 7 日舉行,但現在報名參加比賽的聞說已有 13 隊,未知 6A 同學能否解決問題.
中 4 的一個學生

2005-12-02 00:11

鄧校長你好，我是中 4 的學生。自你來到我校後，
在開學至現在已舉辦了不少有益身心的活動，這令我們都亨受其中。
我相信你來到我校其中的一個目標，是讓寧波團結起來。
但要讓寧波團結，是否只有學生便可以？答案是"否的"。
寧波除了一大群學生外，還有一眾老師。要讓老師和學生的心連接起來，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舉辦一些師生比賽。第一可以讓師生之間的隔膜清除;
第二可以讓老師們在一整天勞苦的工作後，有一些較輕鬆的活動。
我不知這是否可行的，但請校長詳細考慮。
屋主回應:
你確明白我的心意,將學校師生團結起來,以達寧波是我家的理想.
你說得對,團結老師是很重要的.一切從心開始,是我第一天踏入寧波公學帶給所有教職員的訊息,我期望老師能
用心、同心的培育學生.
你的提議很精彩,我當然會支持,可否聯絡一些有心的同學,負責安排策劃,籌備一次師生同樂日?
回覆某個學生 ,學生 ,寧波仔女 ,乖乖學生,某某學生,xx

2005-12-01 22:27

多謝你們的建議.
人生總有不足的地方,學校亦難以安排同學心想的所有活動;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爵士鼓,藝術體操,家政學會,體操學會,魔術班,西樂班,Band
隊,結他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當然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校長網上會客室
剛畢業的寧波校友

2005-11-30 23:29

鄧校長你好,我是剛畢業的寧波校友,早前亦有在這裡留過言
早前 11 月 6 日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舉辦了一個全港中學生膠樽變身大賽,寧波公學亦是參賽學校之一
識逢我是這個比賽的籌劃人員,我有一些當天寧波同學比賽的相片,
希望寄給你們留為紀念或用來做學校網頁,未知我可以寄這些相片到哪個電郵地址???
by the way, 希望寧波公學能參加多些校外的活動以增廣同學的見聞
屋主回應:
謝謝你關心寧波的師弟妹.
你可將相片寄到學校的電郵 info@npc.edu.hk 或電郵給我 mrkctang@yahoo.com.
寧波學生確很了不起,我會鼓勵同學多參與校外活動以增廣見聞.
12 月 23 日有個舊生聚會,希望你能回校一聚.
回覆夢,2b 學生及.........

2005-11-30 20:34

校長也希望寧波公學能升至 band 1 中學,但同學需要一起努力,你會支持嗎?
下學期舞蹈班可向倪綺雲老師查詢.
學校短期內應不會有家政堂.
P.E 室的電鐘有問題,只需向校務處反映便可以.
有其他有冷氣的學校也是沒有夏令時間的.
4a2 的同學

2005-11-30 19:57

校長:
我希望我們的禮堂可以舉行羽毛球的雙打比賽和混合比賽.
因為有很多同學都很有興趣,而每年社際羽毛球只是單打,
有很多同學想打都無得打,只是在旁邊看.
如果可以舉行羽毛球雙打比賽的話,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會參加的.
屋主回應:
我支持同學的建議,今次足球比賽由中六同學一手籌辦,羽毛球比賽由 4A2 安排,你們有信心嗎?
校長希望校園生活多姿采,是要同學學校生活過得開心愉快,但我相信學習才是學校生活中靈魂,讀好書,成績進
步,才能使學校生活變得完美.
有興趣主辦羽毛球比賽的同學可以來找我,我們定立一個協約,同學若在上學期考試考得合理成績,我支持大家舉
辦羽毛球比賽,你們接受挑戰嗎?
姓源於名
新校長，新作風。你的駕臨,使整個寧波公學變得生色不少，
課外活動也多了，也挖掘了同學們的興趣。繼續努力！
屋主回應:
校長對同學有嚴謹的要求,同學又是否支持和適應呢?
我看要令校園生活多姿采並不困難,但我相信學習才是學校生活中靈魂,
要令同學讀好書,成績進步,才是我面對的最大挑戰.
謝謝你的支持與鼓勵.

2005-11-30 19:41

校長網上會客室
form 6 A 既人

2005-11-30 18:51

i am a little bit confused
i wonder why we don't have any lessons with the native teacher.
for me , i believe that using english in real life is better than sitting in class & learning some boring things.
i do want to have more chances to communicate with navie english speakers
屋主回應:
As I said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English is for you to use, not to study”. I have a dream to create an
English speaking culture in our school campus. The opening of the English Corner in Room 601 marks a new
era to English learning in Ning Po. In this room, we communicate only in English. With the support of our NET
teacher and other English Club members, students can come during lunch hours and after school to polish
your spoken English in a more leisure and joyful wa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re.
回覆學生

2005-11-29 20:52

我會於 12 月 14 日進入中一各班,與同學上當天其中的一課.
回覆平凡的學生

2005-11-29 20:12

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但須備有專心致志,持久忍耐的恆毅精神.
香港學生就是對生活有太多要求和慾望,自己卻付出不多,容易放棄.
要燃點心裡奮鬥之火,得要從改善生活的態度開始,從正面角度看問題,
可減少人生許多不必要的困苦,生活一切如常,但感覺卻不一樣,
人也會開心點,衝勁也多一點.
回覆.........及朋

2005-11-29 20:00

由於全校課室安裝了冷氣,故許多學校已沒有夏令和冬令時間之分.
髮式規定是校服要求的一部份,可向訓導處反映,我個人來說覺得束起頭髮看起來較整潔.
回覆 2D 某女同學

2005-11-29 19:52

我會於 12 月 8 日進入 2C,2D 或 2E 其中一班,感受同學上課的苦與樂.
回覆 bc 及學生

2005-11-29 19:44

兩位同學都在談論外籍老師,感覺他教學形式不夠輕鬆,發怒的時候令人生畏.
同學提及的兩件事,大家且從另一角度看看:
1. 老師下星期一不能回校上課,不想令同學損失了教節,故今天他和老師調了堂,由於沒有空課室,他借用了 6 樓
新改建的英語角,正要上課的時候,卻找不著鎖匙,只有大叫同學返回 2 樓,浪費了上課時間.
2. 老師逢星期一及星期四在 209 室為中五中七同學安排會考訓練,故有些日子,同學放學確會找不著老師.
我同意外籍老師可以輕鬆有趣的形式教授英文,你們曾試過向老師直接反映嗎?
放學補測一事我會跟進再回覆.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A t boy

2005-11-29 14:34

你是寧波公學的學生嗎?
對不起,不明白你的問題呢!
回覆好奇的小丸子及 2D 某女生

2005-11-29 06:03

擁有正面的生活態度,凡事向好的方面想,正是我最想同學做到的.
很高興知道你喜歡中二舉行的野外歷奇活動,營地一般要很早預定的,本年度看來未必能再辦呢.
回覆 NG

2005-11-29 05:57

謝謝你欣賞學校的新網頁.
根據學校今年的學校計劃,暫未見有遊學團的安排;今年安排遊學也不易,中國內地有流感,其他地方則要考慮費
用學生能否承擔,我會多留意有關資料.
回覆ＭＯＯＮ

2005-11-28 20:21

我難過的不是同學破壞了學校的聲譽,而是同學的行為令其他千多位學生蒙羞.
我希望你能汲取今次教訓,日後謹慎行事,做到能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回覆好學生/壞學生一個

2005-11-28 19:57

恭喜你失而復得,下次要小心保管自己心愛的物品呢!
回覆學生

2005-11-28 19:55

你對球證的執法感到不滿,我亦曾經歷過,當時既輸了球賽,又感覺受到不公平的對待,更覺氣憤.我作為一個運動
員,只有尊重球証的決定,但我事後將遭遇向負責老師反映,希望主辦單位檢討球證執法的質素,避免日後有同類
事件發生.
回覆 cansam

2005-11-28 19:46

謝謝你提交對食物部的詳盡意見.
食物部往往是學校收到最多投訴的地方,如你所說,食物種類太少,味道欠佳,食物沒有營養...其他常見的投訴包括
價錢昂貴,服務態度欠佳,排隊等得太久等.學生如要求食物部做到盡善盡美,相信你一定會失望.
也正如你所言,晴天小食部比起以前的食物商看來是多了很多款食物,卻少了碗麵的選擇,因此感到不滿意.你提
議的碗麵配菜,卻全部不符合衛生署的規定.你提議學校只售賣健康食物,改善同學不良的飲食習慣,也指出新加
坡學校連汽水都不准在校內售賣,同學又會否投訴食物太單調,不可口?
對我來說,食物衛生是首要考慮,因要保障同學的健康.你的意見我會向食物委員會反映,作為年終檢討的考慮.
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我鼓勵學生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減少怨天尤人,做個開心快活人,你會做得到嗎?
回覆夢

2005-11-27 20:28

聽說去年同學埋怨宿營太辛苦,又睡得不好呢!
下學期應會開辦一個舞蹈班,請你留意課外活動組的宣佈.
選擇到寧波公學做校長,因為我相信這是一間極具發展空間的學校,也有感校董會對我的信任與支持.
以學校為家,是我的教育理想,師生在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的環境下享受校園生活.
當然最重要的,是同學能認真學習,日後成為一個具備知識技能、有獨立思考、勇於承擔責任的良好公民.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中一新仔

2005-11-27 14:03

不用擔心,現時課程組合三年後應有不同,到時再看同學需要決定開辦那些科目.
回覆 7A 的一位學生

2005-11-27 06:34

上星期 7A 同學來找我,談過留校溫習的問題,我請同學與全班商討具體安排,參加人數等.
寧波是我家,我確期望學校會是同學留戀的地方,我同意亦支持此建議,只要同學能解決行政管理問題,相信下週
便可以實行,但需使用 2 樓課室.
謝謝你提出的意見.
回覆學生

2005-11-26 21:02

謝謝你花了許多時間給我電郵,分享你心裡的感受.
回覆 f.3 某同學

2005-11-26 21:00

我明白亦同意你的想法,但不同同學有不同的意見,學校總要作出取捨.
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爵士鼓,家政學會,魔術班,西樂班,Band 隊,結他班,游泳隊及
水運會.
學校當然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回覆好人

2005-11-26 18:27

你的提議很不錯呢!
你可向學生福利小組建議,由同學每日輪流主持午間電台廣播,並設有點唱項目.
你願意擔任主持嗎?
後記:
謝謝你願意幫忙,記得向學生福利小組反映,並留意學校宣佈.
回覆李同學

2005-11-26 04:36

謝謝你提出的三個意見.
香港大部份中學音樂老師都只有一個,學習不單在課堂,寧波公學課後也有許多音樂活動可參與呢!
人生總有不足的地方,學校亦難以安排同學心想的所有活動;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遊學團,聖誕聯歡會,爵士鼓,家政學會,魔術班,西樂班,Band 隊,結他班,游泳隊及
水運會.
學校當然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本年度我們曾向音樂基金申請撥款辦音樂班及舞蹈班,可惜兩個項目都不成功.
至於在某溫度下須帶校褸回校的安排,我鼓勵同學以正面角度看問題,別為多帶一件校褸影響了上學的心情.
回覆 hiu

2005-11-26 04:32

根據學校週年計劃所定,下學期將會開辦舞蹈班的,請你留意下學期課外活動組宣佈.
回覆平凡的學生

2005-11-25 22:21

你的電郵我已經看過,謝謝你提供的資料.
學校的工作實在很繁忙,校長仍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明日的健樂行不能參加了,請你明白和體諒.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好學生/壞學生一個

2005-11-25 21:31

對不起,不明白你的問題呢!
平凡的學生

2005-11-25 21:17

有些問題我不方便在這裡講,我會以電郵方式寄給你。
屋主回應:
對,這是較好的方法.
我已收到你的電郵,多謝你提供的資料.
某某同學

2005-11-25 19:59

Re:你們用心完成專題研習功課,只因技術問題未能順利完成,我也明白你們的心情.我可以電郵附件形式傳送回
家,或利用 MySch 將文件上載,每位同學應有 10M 儲存空間.我建議你將情況向老師反映,不要重做一遍呢.
2 個方法我亦有用過，可惜．．失敗。
使用電郵，我把份功課以附件上傳的方法傳回家，可惜不知為何，6MB 的附件竟上傳了 7，8 分鐘亦未可以上
傳完成。記得我曾有幾位好朋告訴我他們試過上傳 3 張 1.6MB 的用上了 45 分鐘亦完成不了。
電郵的方法失敗了後，我希望可以用上學校的 MyScl，可是又是一個的失敗。因為 MyScl 可能內部出現了問題，
當的輸入了 ID 及 Password 後它會出現一個「錯誤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的信息。我打 Id 及 Password 重覆輸
入了多一次，結果仍是不變。我再用上過去老師講過的密碼後加上一個 2005 等的年份。終於成功進入。可是
進入後的頁面竟是空白一片，只有左上角出現的一個「1」字。
屋主回應:
你真的花了很多時間呢!
6MB 大的檔案實不宜透過電郵傳遞.
下次你在 MySch 遇上同事情況,只需按重新整理,便可成功登入.
你的功課要交給那一位老師?我將你的苦況向老師反映,望他會體諒你.
某某同學

2005-11-25 16:48

在學校辛辛苦苦的做專題研習功課，用上了不少時間終於趕起了一半，本想將這份功課帶回家繼續完成，可惜
始時才發了樣可怕的「事實」。就是跟本沒有任何方法把它帶回家中，就連自己準備的 1.44 磁碟亦因容量問題
不能夠儲存在其中。由於功課明天就要交了，可惜自己最後才發現這件事。如今我只好回家後把功課重做一遍
吧！
在此，我希望校長可以考慮在學校的 WebSever 新設一個分割，容許學生可以解決這個煩惱。
屋主回應:
你們用心完成專題研習功課,只因技術問題未能順利完成,我也明白你們的心情.
我可以電郵附件形式傳送回家,或利用 MySch 將文件上載,每位同學應有 10M 儲存空間.
我建議你將情況向老師反映,不要重做一遍呢.
回覆 hiu

2005-11-24 22:33

十二月將會是多采多姿的月份,當中有很多特別節目,請你留意.
根據同學表達的意願,我正在聯絡興趣班的導師,看有那些興趣小組能盡快成立.
回覆 2D 某女生

2005-11-24 22:30

很高興知道你喜歡中二舉行的野外歷奇活動,營地一般要很早預定的,本年度看來未必能再辦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2e33

2005-11-23 21:24

謝謝你的提議.
上次路過時你已向我反映了想直接穿體育服回校的願望,是嗎?
暫時根據規定,學生須穿整齊校服回校,我也覺得蠻好看呢!你的建議將轉交訓導處年終時再作檢討.
學生

2005-11-23 19:46

校長好.我是之前上不到學校網頁的那個學生..我照校長你說的放法到 Microsoft 下載中心下載了→Internet
Explorer 6 Service Pack 1 ←....但仍是不行.因為我在下載時它說我己經有這個程式了..但當我再開學校網頁時
仍開啟不到..以及我想請問校長所說的下載最新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是什麼版本...謝謝!!!
屋主回應:
請你試試啟動 Use of javascript.
回覆 4a1 電腦組

2005-11-22 23:20

４ａ１電腦組同學提出循環周有五堂電腦課,老師在其中兩堂請同學做書中的練習,而連續三堂的只派工作紙給
同學做,未有教授基本知識,令同學不能掌握學習重點.
我明白同學的憂慮,這是同學認真學習的表現.未知 4a1 其他同學是否有相同的感覺?我鼓勵你們先向老師反映,
如問題仍未獲得解決,再與我聯絡.
回覆 Kinkis

2005-11-22 23:04

本校校舍設計沒有合適的房間,故未有開設家政及設計工藝科.
回覆熱愛籃球既學生

2005-11-22 23:01

恭賀籃球隊在學界籃球比賽中能進入決賽,這是同學努力練習,團結互助的成果,預祝籃球隊在決賽中取得佳績.
上次同學提出希望校長可以為籃球隊打打氣,故寫了上面的一段鼓勵說話.
12 月 3 日請同學努力比賽,我會留在學校,靜候你們的佳音.
我鼓勵同學以語體文書寫,以提升寫作能力.
中六新生

2005-11-22 21:54

鄧校長:
我是一個中六新生,新加入這個寧波大家庭後,覺得每一位老師都很努力,很用心地去教導.說真的,我之前來自一
間頗有名望的學校,但是坦白地說,他們的教導態度是返工等放工,上堂照書讀,認真教學的不是沒有,不過為數很
少就是了.可能,寧波公學的整體成績不是太好,不過,老師的認真,我是看在心裡.
屋主回應:
謝謝你欣賞寧波公學的老師,希望你能努力學習,爭取好成績.
希望某一天

2005-11-22 21:31

校長:我是第一次上來留言,我在網上會客室到看見有同學向你要求設立一個足球學會,其實我都熱愛足球。其實
學校都有很多人熱愛足球,例如我有幾個好朋友都在寧波公學讀書,由小學到中學都喜歡足球,希望校長可以考慮
一下。
屋主回應:
3B 的 3 號戰神與你一樣,渴望學校能舉辦足球活動.
兩位中六同學正在籌備一個足球比賽,日後能否組織足球學會,要看學校能否找到合適的導師.

校長網上會客室
2B 某女學生

2005-11-22 17:20

寧波是我家，明日之才在這家，
才華品德定會加，學業成就頂呱呱，
師資優良確不差，培育我成千里馬。
...應該是明日..不是明白....
屋主回應:
你的標語很有心思,寫得很好呢.
我欣賞你的創作別具風格,乃用心之作,我接受你提交的作品,請將姓名及班別電郵給我.
回覆平凡的學生

2005-11-22 05:42

謝謝你的分享.我欣賞你能關顧同學的感受.
我在學期間,也常常遇上同樣事情.當年我是班長,負責管理轉堂秩序,亦曾不受同學歡迎;加上爸媽管束很嚴,衣著
追不上潮流,同學的活動也不准參與,常被同學取笑和孤立,感覺是難受的.
你可以做的,是支援被排擠和孤立的同學,給予他/她們支持與鼓勵,遇有不公平的事或過份的行為,代他/她轉告老
師.
寧波公學絕不容許有欺凌的同學事情發生的,學校定會處理那些不尊重同學的學生.
回覆熱愛籃球既學生

2005-11-21 06:32

恭賀籃球隊在學界籃球比賽中能進入決賽,這是同學努力練習,團結互助的成果,預祝籃球隊在決賽中取得佳績.
回覆德社的某一人

2005-11-20 21:04

謝謝你提供的資料,體育教練和老師在排球比賽並沒有責罵同學,只是提點和指出同學的錯處.
我說過生活的態度主宰了我們的感覺,所以我渴望同學能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減少怨天尤人,做個開心快活
人.
2C(23)莫文傑及 S.2C(24)

2005-11-20 17:03

謝謝提供順利足球場的收費資料(每 45 分鐘$42),學校可以承擔租場的費用.
學校應沒有設立足球隊的.
學生

2005-11-20 00:07

校長:
在開學後不久,我跟你說過很希望學校能夠舉辦足球比賽.
近日在會客室上,見到校長已經開始籌備,感到萬分高興.因為足球是伴著我成長的.
雖然我球技不是十分了得,但我經常期望可以在中學這時間能夠參與正式的比賽.
我這足球夢苦等了五年,終於有一點曙光,希望能夠成功.多謝校長你帶給我這{夢想}
另外我亦想提供一些意見,康寧道的足球場可租借,以且是免費的.
屋主回應:
希望你能夢想成真.
康寧道的足球場是開放式的,足球比賽若以學校名義舉辦,遇有事故發生,例如學生被滋擾,與校外人士起爭執等
難以預計情境,學校須承擔責任.
我請負責同學想想,先有週詳的安排,希望可預見的問題得以解決,令許多同學足球比賽的夢想能實現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德社其中的一位同學

2005-11-19 19:41

謝謝你和我分享輸了排球比賽的感受,如果我是你也會感到傷心和失望.
一般體育教練,都對運動員有嚴格的要求.老師愛之深,責之切,對同學來說,被責罵感受固然不好;其實球隊如你所
言打得不好,同學亦應檢討是當時自己是否已盡了全力,是否有可改進的地方.比賽不一定為了贏得勝利,但也應
以最認真的的態度完成比賽.
你提及的社導師,我不知是那一位呢,也不需要知道.我建議同學可找個機會,向老師說出你們的感受.
人生總不會事事稱心如意,習慣從正面角度看問題,做個開心快活人,你做得到嗎?
回覆一位學生

2005-11-19 19:12

星期六學校是開放的,星期日則會關閉.
但明天早上我和家長有個約會,早上 10:30 舉行,學校會開放至 12:30.
回覆 2C(23)莫文傑 及 NPC 的 1 位同學

2005-11-19 17:32

我完全明白同學希望安排足球比賽,也支持足球活動,但需要解決場地問題.
你們提及的球場都是開放式的,管理不易呢.
我已邀請兩位中六同學草擬一個舉辦足球比賽的初步構思,如能解決場地問題,再商討其他細節.
圖書館管理員

2005-11-19 15:58

校長先生,如果有任何關於這件事的消息而又不方便在此透露,你可以把訊息傳送到:
library_problem@yahoo.com.hk 這電郵地址
謝謝
屋主回應:
學校的一切運作,應是光明磊落,沒有不可告人的事.
只是昨天早上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來校.下午我要出席津貼中學議會週年大會,未有時間了解事情,請你明
白和體諒.
後記:
已問過負責老師,這是不是學校收費,圖書館理員每月交$5 費用,以作日後安排聯誼活動之用,收取的費用全數用
在圖書館理員身上.
10 月及 11 月的費用在近日一次徵收,一年約收 5 至 6 次,同學可向負責老師查詢,了解有安排.
回覆Ｓ１ｃ（莫浩賢

2005-11-19 06:38

謝謝你的讚賞,我希望學生不單學會知識,也學懂做人處世,培育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和生活態度.
校長當然會以恆毅精神,繼續努力,做個好榜樣.
很高興知道你在寧波公學開心愉快的生活,你說感受到老師對你的關懷愛護,你會向老師表達你的心聲和謝意
嗎?今日老師工作繁重,極需要同學的支持與鼓勵,寫下片言隻語,送給你欣賞的老師,可以嗎?
回覆 2C(23)莫文傑

2005-11-19 06:07

順利體育足球場是否開放式的?交通是否方便?容易租借嗎?
回覆某人

2005-11-19 06:06

多謝你欣賞學校的新網頁.
這是屬於寧波公學大家的網頁,我們會繼續更新,將校園生活展現,歡迎你提出意見.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藍毅敏

2005-11-18 05:01

謝謝你第一次來訪.
觀塘官立下午小學也換了新校長,她是謝麗華校長.
下次你返回母校的時候,請代我問候謝校長.
回覆圖書館管理員

2005-11-17 21:33

圖書館管理員收會費一事,我先了解再給你回覆.
回覆６年學生,中三的足球小子及 2C(23)莫文傑

2005-11-17 05:50

謝謝你們的提議.
我也喜愛足球,但在學校辦足球隊並不容易,區內合適的足球場不多,訓練場地是最大的問題.其次是找導師,你們
認識的老師中有那些是熱愛足球的呢?以學校名義辦活動,每次都要有老師參與的.
試想想請寧波喜愛足球的同學團結起來,合力舉辦一個足球比賽,你們做得到嗎?如可以的話,先草擬一個初步計
劃書,看看是否可行.
回覆 2E 學生

2005-11-17 05:47

謝謝你提供了劍擊老師的電郵,我請老師先聯絡他.你估計學校有多少同學願意自費參加訓練呢?
對不起,校長實在太忙碌了,沒有時間欣賞劍擊學界比賽呢.
回覆 Student

2005-11-17 05:44

本校是沒有家政室的,日後可考慮增加家政學會,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另類選擇.
回覆李梓誠

2005-11-16 22:26

謝謝你的讚賞.
我很高興知道你習慣寧波的學校生活呢!
寧波公學的學生

2005-11-16 21:38

Dear principal,
I'd better write in informal form as I think it is more suitable.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of view. However, I really
want to celebrate the Christmas. Could you give some ideas for us? By the way, I hope the school web site
could be frequently updated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see the photos of the activities which i have joined
quickly.
Thank you very much.
屋主回應:
I also want to have some special programs to celebrate Christmas. There will be a concert on 12-12-2005.
I don't want to put too much pressure on our IT technician. It takes time for him to choose and upload photos.
Indeed you can find all the photos in our intranet.
學生

2005-11-16 20:02

校長您好..我想請問為什麼我在家裏開學校的網頁時...除了回首頁和上一頁外.其他學校概覽等.都開不到..是學
校的網頁有問題嗎?...謝謝..
屋主回應:
我與技術員商討再回覆,你可試試下載最新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 試試.

校長網上會客室
寧波公學的學生

2005-11-16 19:06

Dear principal,
I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provide me with the information about take a barbecue at school.
In the previous year, some of the clubs held a barbecue activity at school. Could the barbecue activity hold
again at school this year? Or could we(e.g.class) have the barbecue activity on the day of Christmas part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a favourable reply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Yours faithfully,
Ning Po College Student
屋主回應: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Guide 8.4.3 Fire Prevention Measures, no cooking or naked flame is
allowed on the school premises, except in specifically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kitchens approved by the
DFS.
Please read the document on EMB's homepage http://www.ed.gov.hk/index.aspx?nodeid=1626&langno=1
As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I think I have to answer you in this way. Personally, I like barbecue and enjoy
having special activities in school.
回覆我係中一

2005-11-16 05:18

我們著意培學生擁有持久忍耐的寧波精神,也鼓勵同學從正面的角度看問題,從而建立積極樂觀的生活態度.
連堂上課 80 分鐘,老師一般體諒同學,中段有一個短暫的休息,這是校長理解和支持的.
同學提出午飯後安排 5 分鐘休息時間,國內的學生過往亦曾有午睡時間,但隨著國家發展,教育質素提升,此安排已
漸漸式微.
照我觀察,同學一般在 30 分鐘內已可吃完午餐,1:00 至 1:30 應有足夠時間讓同學休息,希望你會明白.
someone from 6A

2005-11-15 22:29

Dear principal,
i know you have been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englis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i
really understand that.we must master english or we will be eliminated.therefore,i think our school should do
something to promote english speaking.as we know ,"practice makes perfect".why don't we hold an"english
speaking day".we may choose a day in every week. this can force students to speak english in
classes,carteen, or even when they are playing ball games!and there should be little punishment for students
breaking the rule(speaking cantonese).i think it's a really fun and meaningful idea.i hope you can think about
it.creating that kind of atmosphere is quite importance for npc students.
屋主回應: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r suggestions. This is also my dream to have an English speaking day every week.
However,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more to empower our schoolmates before we can realize such vision.
Indeed English teachers are working closely to create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 more interactive approach of teaching is adopted in our
classroom. More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will be launched outside classroom. Can you still remember the
Halloween Party? I enjoyed to see most of our students had tried their best to use English during the two
hours.
Room 601 will be our new English Corner – a beautiful room for English lea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work will
be completed in the coming week. An opening ceremony will be held to mark the new milestone for English
learning in Ning Po. There will be regular English Club activities at lunch time and oral classes run by our NET
teacher after school.
You are a sincere student. I need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n our com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Thank you.

校長網上會客室
Reply to 神秘人

2005-11-15 21:03

It is common that students take time to adapt to the lessons conducted by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Don’t
worry about that. If you have difficulties with the lessons, you should see the teacher after class and let him
know your problem.
寧波公學的學生

2005-11-15 19:04

Dear principal,
I am writing to suggest an idea for the study tour. It is just my opinion. As I am a science class student, I really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not on the textbook.
However, arts class student may want to learn some more about history or the culture of other countries by
the journey. Moreover, we want to improve our english through the tour. Therefore, I think a country which
their national speak is English would be the best choice. By the way, you could also design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 sheets to receive more ideas from other students.
I hope these information can be helpful for you.
Yours faithfully,
Ning Po College Student
屋主回應:
Thank you for your valuable suggestions. I will discuss with teachers to see if it is possible to arrange for a
study tour abroad in the coming summer.
I appreciate your writing very much because it was written in English. You have set a very good example for
our schoolmates.
伍棟英
鄧校長，在此交流沒有問題。
我剛才的留言只是純粹報告我為何在此致函不出席頒獎禮一事的因緣，
並非意味不宜公開先前那封信函，其實我喜歡在此交流。
不好意思，我剛才的留言確實容易使校長有另一種解讀。
不錯，我本來只把那封回覆不出席頒獎禮的信函作為私人電郵寄給校長，
但在會客室出現後，加上校長的回應，
我覺得亦很好，這也是一種交流。
不知那封信函及校長的回應有沒有機會重現呢？
屋主回應:
我珍惜與伍老師所結的情緣,一切從心願.
日後或因事務繁忙,未給回覆,請不要見怪.

2005-11-15 14:16

校長網上會客室
伍棟英

2005-11-15 12:02

鄧校長，謝謝您對我先前那封短函的回應。您在回應中最後所說的那兩句話，我看了真有點不知怎樣說的感覺，
我只覺得鄧校長是一個有很高修養的人。校長事務繁忙，本不想再打擾，但關於我在此致函的因緣和想法，亦
想告訴校長。由於我沒有您的電郵地址，因而想到暫把這個會客室當作電子郵箱，藉以給您回覆。我本以為所
有內容會先經校長過目，想不到我一按鈕，就立即「出街」
。不過，由此我亦想到，建立一個這樣的網上會客室，
背後需要有很大的誠意和勇氣。祝好。
屋主回應:
我明白老師的心意,就讓我們以電子郵件在網上結緣好嗎?我的電郵地址是 mrkctang@yahoo.com
回覆寧波學生

2005-11-14 23:14

你的建議是可以考慮的.
惟小息太短了,相信沒有足夠時間進行羽毛球活動.
午膳時間禮堂一般都會被借用了進行不同活動,或是擺放著坐椅,同學難以用作打羽毛球呢.
能讓同學有多一個活動場地,我是會支持的,你可將建議向學生福利小組反映,看技術問題能否解決.
寧波公學的學生

2005-11-14 22:37

Dear principal,
I agree with your idea which you said in the first day.Student should try to speak and use English
everyday.Therefore,I write this comment in English.I felt sorry if there are lots of mistakes.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activity of our school.Will the school organize any trip on the
coming summer holiday? If yes,where is the place that the school planning to g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attention.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Yours faithfully,
Ning Po College student
屋主回應:
I am so happy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first one who writes in English.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plan for study tour in the coming summer.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伍棟英

2005-11-14 14:08

鄧校長：
有關寧波公學第三十四屆頒獎典禮的請柬已經收到，首先衷心感謝您的邀請。雖然我與鄧校長只交談過兩次，
一次通過電話，另一次在陸運會見面，但我卻有一種投緣之感。請恕我直言無禮，由於我現正投入佛教的靜修
之中，對於一般社交應酬禮儀慶典，我暫時不想參與。至於我所認識的得獎學生，有的我已向他們交代；而尚
未交代的，有機會我再交代。那些學生與我相處了一段日子，亦明白我這個老師的心意，相信不會見怪。在此，
我敬請鄧校長見諒。
祝道安
伍棟英敬上
二○○五年十一月十四日
屋主回應:
拜訪雲水網站,每有得著,想不到此簡陋的會客室能與伍老師在網上結緣.
邀請伍老師出席第三十四屆頒獎典禮,是表達寧波公學對一位服務二十一載的教育工作者的敬意.伍老師投入佛
教的靜修之中,暫避社交應酬,晚定當遵從老師的心願.
伍老師開學前的一席話,我仍記在心中;晚輩在教育路上若有迷失方向,請務必加以提點.

校長網上會客室
Addis

http://www.addis.coms.ws/

2005-11-13 23:24

鄧校長你好
真係估唔到,我剛剛離開 npc 就換了校長
然而我對鄧校長是十分陌生的
所以籍這機會去了解一下新校長
如果校長可以在網頁上做一個網上直播室就更好了
好讓我們以經離開寧波的同學更一步了解寧波的新校長
雖然新校長只是上台了兩個多月
但是我發覺寧波起了很多的變化
我以後會更多留意我以前讀過的寧波公學
鄧校長希望妳把 npc 搞得更出色
希望有機會返來 npc 探探鄧校長
屋主回應:
你是第二位來訪的校友,歡迎你.
面對教育高速發展,校長工作任重道遠,我已努力在網上建立溝通渠道,但礙於時間所限,相信短期內難以安排網
上直播室,請見諒.
歡迎你隨時回到寧波公學.
回覆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3 21:50

你不愧是寧波的好學生,具有永不放棄的恆毅精神,雖然我想訓練同學在逆境中學會解決困難,但我也尊重同學的
感受.
我會安排中五中七的畢業考試所有答案紙用白紙付印,讓同學少一重顧慮.
剛畢業的寧波校友

2005-11-13 20:59

鄧校長你好, 我在寧波已讀了七年, 剛畢業就換了新校長, 雖然我已不在寧波, 但是仍有留意寧波的動向, 坦白
說, 我真的很佩服你, 只是短短幾個月, 寧波公學竟然改變了那麼多
從前的寧波, 沒有那麼多的活動, 而且亦沒有太多的改變, 就像十年如一日似的, 同學們對寧波亦普遍沒有歸
屬感
現在的寧波, 同以前好唔同, 這是我想見到的寧波
我在寧波讀了七年, 多多少少也有些歸屬感, 希望寧波在未來可以成為一個學生, 家長, 教師都喜歡的家
現在, 我真的為寧波而感到驕傲
期望鄧校長將寧波搞得更好
真的希望自己遲幾年出世啊, 哈哈哈
屋主回應:
想不到校友也來拜訪我的會客室,歡迎你和所有校友一起創建明日的寧波公學.
寧波的改變,並非我個人的功勞.今日辦學,絕不可能單憑校長一雙手,得靠團隊協作,才能推動學校發展.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各位老師兩個多月來辛勞工作,他/她們費盡心血,為同學創造回憶.
當然最重要還是一班寧波的好學生,同學熱情投入每個活動,他/她們的創意和活力觸動了老師的心靈,寧波生活
就在這互動關係推動下產生了化學作用.
一切從心開始,我期望寧波將會是一間有情的中學,是老師與同學的第二個家,我明白前面要走的路仍很漫長呢.
我懇切希望能組織起過去三十多年已離開寧波的校友,凝聚力量,一同將寧波公學帶進一個新紀元.
2005 年 12 月 23 日將安排首次舊生聚會,敬請留意本校網頁公佈,希望你會給予支持.

校長網上會客室
家長甲

2005-11-13 12:35

瀏覽了學校的新網頁，好精彩！
閱讀了同學的留言和校長的回覆，好感動！淚水從雙眼流出。
感謝鄧校長喚醒了沉睡的心；更感謝校長、老師、同學共同付出的努力。
寧波公學，I’m loving it.
屋主回應:
難得劉主席來訪,感謝你過譽的讚賞.
寧波公學還有許多可以做得更好的地方,距離優質教育服務的目標仍很遠呢,我們只有努力求進步.
再次謝過家長的支持與鼓勵.
回覆中二學生

2005-11-13 12:20

謝謝你的意見.
很高興知道你喜歡中二挑戰營,也增進了同學間的合作和友誼.
我翻看輔導組的工作計劃,暫未見下學期有宿營安排.
此外,一般營地需於半年至一年時間預定,未必能如你所願的.
回覆我係中一及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3 00:0

寧波以恆毅為校訓,我對學生有嚴謹的要求,同學要專心致志,持久忍耐,上好每一課.今年的目標,是要同學做到勇
於嘗試,永不放棄.
我同意你們的說法,堂與堂之間可以有小休,特別是連堂的日子,我是支持的,不用擔心.
回覆 xxx~* ,學生及 2a 學生

2005-11-12 23:57

學校也在研究為學生加設儲物裝置,但由於課室面積不大,無法另放儲物櫃,故考慮在原有的書桌櫃桶加上掩蓋,
學生自行上鎖.
但經報價後,每張書桌承造費用約需$60 至$80 不等,學校實難以負擔.
學校現考慮是否以用者自付形式,為有需要的同學安排加裝服務,費用由家長承擔,學校只資助經濟有困難的同
學.
同學可問問家長,是否同意此安排.
回覆中一的學生

2005-11-12 23:56

學校活動繁多,只有作出取捨.
試想想如果只有水運會,沒有陸運會,你又是否同意?當然兩者兼備固然是最理想.
對於你提出雙面印考試卷的建議是可以考慮的,謝謝你的意見.
回覆神秘人

2005-11-12 18:45

本校第三十四屆頒獎典禮主禮嘉賓為劉巍博士.劉先生為劍橋大學法學博士,他克苦而傳奇的奮鬥史是體現本校
「恆毅精神」的最佳寫照.
回覆中二學生及中 4 學生

2005-11-12 06:27

課外活動種類繁多,學生各有不同的喜好,學校一般會按老師的專長,選擇開設一些較多同學喜歡的項目.
以下為同學在此會客室建議增加的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魔術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校長網上會客室
中 4 學生

2005-11-12 00:23

點先係一個好校長?
屋主回應:
這也是一個大大大問題?
你想從那一個角度看?學生、家長、老師、校董會、教統局...?
做個好校長絕不容易,他如何能恪守辦學的信念,又能滿足不同持分者的需要,這是我每天要面對的挑戰.
看看以下列出好校長需要具備的個人素質,你同意嗎?
1. 熱愛教育，獻身教育
2. 關心學生，愛護學生，尊重學生
3. 嚴以律己，以身作則
4. 善於學習，勤於思考
5. 高瞻遠矚，顧全大局
還記得開學禮時我向同學闡釋的兩句話嗎?
嚴謹與關懷,一切從心開始...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1 23:12

今天陸運會的環場跑真是很難忘,
可以說是我在 NPC 以來感到:與全校同學連成一線,全校齊心一同參與的活動,你的提議很好,我知道你是有心想
辦好寧波的,希望如 7S 學生所言,我們寧皮可以成為一間有名的學校。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分享,說實在我是第一次在學校陸運日舉辦如此大型的活動,事前老師不知花了多少心血,幸得所有同學
和老師的支持,才能實現這個夢想.
我不得不讚賞寧波學生,你們真的很可愛呢.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1 23:07

感謝你的分享,
在我心目中,我是會尊重學校的校服,
我已經穿了它多年了,我已習慣了它,
我曾經想過,若我升不上中 6,我會否懷念它呢?
原來我真的很掛住它....以及很多校園的回憶,而我亦知道校服的好處以及它的可愛之處。
我唯一認為不太原美的是--我穿上不太方便走動的皮鞋。
可是,我亦明白校長的顧慮......
我的提議只是一個桃花源而已
我亦明白這個世界並非是完美的....
..........
可是,我有任何建議都會向你提供的,因為我亦希望盡量步向接近完美.......
屋主回應:
想不到小小的 NPC 學生仔,已在寧波生活了五載.
你的目標只有一個,升上寧波公學,繼續中六課程,nothing is impossible,這是我的座右銘.自古成功在嘗試,現在距
離會考仍有許多個月,只要肯努力,定能創造奇蹟.
我欣賞你明白事理,思考正面,當然歡迎你提供意見,令寧波一天一天進步.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1 21:48

謝謝你支持用語體文書寫留言,文筆很好,寫得很不錯呢.
全香港的學生,總對自己學校的校服要求有不滿意的地方,無論怎樣改變,都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可以穿運動鞋上學了,但卻與校服不配襯,還是穿運動服的較自由舒適...
如果學校不用學生穿校服問題是否會解決,原來不一定的,同學每天要為穿著服飾煩惱...
我再想想,教育是要培育學生接納生活中的不足,做到知足常樂,還是要鼓勵學生不斷追求心中的完美...
作為校長,如果事情真的很不合理,我會盡快處理;但對於寬嚴之間的取捨,我會聽取同學的意見和感受,在檢討政
策時一併考慮,希望同學明白.
Nothing is perfect,世事不會盡如人意,過往校長亦曾執著於生命中的小裂痕,影響了生活質素,想通了才明白原來
生活的態度主宰了我們的心靈感覺.
且以正面角度看問題,做個開心快活人,你能做到嗎?
7s 學生

http://www.fotop.net/tonyk3388

2005-11-11 20:11

鄧校長你好, 我是本年度七理班的學生。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寧波公學的感覺。
我在寧波的日子雖然只有短短的一年, 但由於職務關係, 我跟各級同學的接觸比其他同學要多,所以對校內的情
況亦比較熟悉。
在過去一年, 除了小息/午飯這兩段時間同學會較活躍外, 寧波給我的整體感覺是死氣沉沉, 了無生氣的。普遍
學生對學校沒有太大歸屬感, 很多同學認為學校跟自己沒太大關係, 仍記得上年度剛開學時,同學每天放學「疏
散」的速度簡直令我目定口呆, 我從沒想過如何能在 15 分鐘內有七成同學離開學校。而且學校缺乏能讓所有學
生一同參與的活動, 我知道有同學以為只有那些成績好, 品行好的同學才能參加學校的活動。
對很多同學來說,學校只是一個上課的地方, 而不是自己的另一個家。
但本年度的寧波公學卻有了很大的轉變, 雖然開學只有兩個多月, 我卻感覺到寧波的同學完全脫胎換骨。學校
提供了很多參與活動的機會給予所有同學, 例如中秋的月餅罐回收活動, 萬聖節的 party, 陸運會的環場跑。從
每一個活動中, 我都看見以往從寧波同學身上看不見的態度 - 他們投入、熱衷、有創意、有活力。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增強了不少, 而我自己亦覺得本學年的校園生活很有意思。以今天的環場跑為例, 場上那種熱烈的氣
氛深深感動了我, 正如校長所言, 我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最特別的一個陸運會。
雖然以上一番話感覺上和鄧校長的話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但我相信大家也有同樣的感受, 學校的轉變並不單是
校長口中所說, 而是大家切身感受到的。我亦想借此機會鼓勵各位學弟學妹, 不要以為自己不是名校生就會永
遠落後於人, 其實只要大家做任何事都全力以付, 心態上不要未戰先認輸, 大家的能力一定能得以發揮。或者有
一天在你們的努力之下, 寧波公學會成為一間名校呢?
我確信「寧波是我家」這個意念已經在同學心中漸漸萌芽!希望鄧校長你和所有教職員繼續努力, 與寧波的同學
共同建立一個理想的校園。
屋主回應:
收到你的留言,非常感動,一時不知怎回應.
以學校為家,是我的教育夢想,每天老師和學生在校園留下無數足印,如果沒有愛與關懷,這定不是同學留戀的地
方.我說一切從心開始,學校一切施政,應由人出發,是寧波公學的發展路向.我願望能有一天,寧波成為一間有情的
中學,師生在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的環境下享受校園生活.
作為校長,我需關顧的不單是學生,還有老師的感受,希望大家明白,每項施政都需要深思細想,要做個好校長,不易
為呢.
謝謝你的鼓勵與支持,在艱辛而漫長的教育路上,也需要學生來為我打打氣.
我決定保留你的留言,讓學弟妹能看到你的鼓勵.

校長網上會客室
寧波狂熱份子

2005-11-11 00:35

校長,請問你初次踏入寧波公學時的感覺是怎麼的?
屋主回應:
這是一個大大大問題呢!
你是指對那一方面的感覺?
對我來說,我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去迎接新的工作,寧波公學的一切,我都覺得極美好.
人和事的感覺,一切從心開始,你看怎樣就怎樣,我選擇了以樂觀,積極和正面的生活態度來面對每日的新挑戰.
作為寧波狂熱份子,我希望你也能將這份正面訊息傳遞和感染所有寧波同學.
回覆→中一新仔←

2005-11-10 22:55

謝謝你的提議.
老師的名字在本校網頁可找到,我會請負責同事在老師名字旁加上教員室編號,方便同學找老師.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0 16:43

我好佩服你一早起床就立刻查看留言,
你果然分秒都做到你的承諾~
^_^
=============
我以後有時間都會多點上來各留點意見給你的,而我會盡量用語體文的.....
最後在此感謝你的熱誠。
屋主回應:
每天起床後第一項工作,是檢查電子郵件及查看留言,所以才會承諾在 24 小時內回覆.
很高與知道你的支持用語體文的書寫留言,也要再次多謝你的讚賞和鼓勵.
回覆 NPC 小小學生仔

2005-11-10 06:32

今早看到你的留言,感到非常鼓舞,謝謝你的讚賞與支持,今天定是更美好的一天!
每天在學校大門和同學打招呼,說聲早晨,我可以近距離接觸到許多同學,是我校園生活最開心的時刻,
我定會堅持下去,以體現寧波公學的恆毅精神.
其實我要多謝同學的合作,你們的回應與親切的笑容,為我的校園生活添姿采.
正如你說,「校長網上會客室」是我和家長及同學在網上的溝通橋樑,
透過網上留言,讓同學表達意見和感受,我相信今日的教育,只有面向學生,面向家長,
多明白彼此的想法,才能令學校辦得更好.
我也希望如你所說學生對寧波公學歸屬感慢慢形成,做到寧波是我家…
再次感謝你的鼓勵與支持.
回覆學生 A,喜愛運動的學生,四年某班的同學,學生
謝謝各位同學提供意見,以下為同學建議增加課外活動:
跆拳道,劍術,足球隊,女子籃球隊,魔術班,游泳隊及水運會.
學校會認真考慮同學的建議,但資源所限,
未必能滿足所有同學的期望,但願同學能明白和體諒.

2005-11-09 21:46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學生 A

2005-11-09 21:45

新校服無論設計如何精美,不同學生總有不同的看法,有人喜歡,有人不喜歡.
最大的反對聲音來自家長,要付出額外費用添置新校服,尤其是快畢業的同學,更不情願呢!
我希望你明白轉換校服不是容易的事情.
有關皮鞋的意見,我明白你也不喜歡穿有鞋繩的黑鞋呢.
過往亦有同學表達相同的感受,我作了以下的回覆:
如果這是校服要求的一部份,我亦會先尊重老師的決定,了解政策背後的原因,日後再作檢討.
以我看縛帶的黑色皮鞋也可有好看的鞋款,只要將目光擴闊,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感覺自然會舒服一點.
別讓事情纏繞,影響了愉快的校園生活.
回覆中二學生

2005-11-09 20:59

去年歷奇訓練營後卻有同學反映不願留宿呢.
回覆ｗiｎnｉe

2005-11-09 20:53

我同意你的看法,禮堂是一個既嚴肅又莊嚴的地方,希望可以漂亮點,你有好的建議嗎?
安裝禮堂冷氣約需 60 至 70 萬元,學校一方面籌集資金,另一方面邀請承造商投標報價,明天夏季來臨前應可裝妥.
回覆一位學生

2005-11-09 20:21

我想你是中二的同學呢.
字裡行間,感受到你享受開心愉快的校園生活,我確希望能做到校園生活多姿采的目標,需要各位同學投入參與,
一同創造回憶.
陸運會當日啦啦隊熱情投入,努力為社員打氣,我也很感動.希望決賽日氣氛更濃烈,將平凡的運動會注入新景象.
歷奇活動給予同學不同的學習經驗,本來我擔心同學怕辛苦呢!聽你所言,你能樂在其中,我感到很欣慰.
回覆中二的學生

2005-11-09 20:13

謝謝同學提供跆拳道訓練的資料,每個月四堂收費$150.
可否提供教練的聯絡方法?你可將資料 email 給我,謝謝你.
回覆平凡學生

2005-11-09 20:02

我明白你不喜歡穿有鞋繩的黑鞋呢.
10 月 21 日亦有同學表達相同的感受,我作了以下的回覆 : 如果這是校服要求的一部份,我亦會先尊重老師的決
定,了解政策背後的原因,日後再作檢討.
以我看縛帶的黑色皮鞋也可有好看的鞋款,只要將目光擴闊,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感覺自然會舒服一點.
別讓事情纏繞,影響了愉快的校園生活.
回覆 alan

2005-11-08 20:11

同學放學後留在學校幫老師做事,因此誤了返時間回家,被媽媽罵個不停,我真替他難過.
同學有否先通知媽媽,免她掛念?
事情既已發生,可將情況告訴負責老師,請她致電向學生的母親說明原委.
我也願意將他的情況向家長解釋,希望幫到他.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2e 學生~

2005-11-08 06:16

可以怎樣聯絡劍術老師呢?
請你問問他,將聯絡方法 email 給我好嗎?
謝謝你.
回覆中二的學生

2005-11-07 20:51

你的提議有新意,請你問問身邊的同學有多少個希望參加跆拳道興趣班呢?我想學校沒有老師懂得教授,如要外
聘教練,同學願意支付費用嗎?
回覆 2B 同學

2005-11-07 20:33

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激氣事!
同學如此認真努力參與膠樽比賽,竟然全軍覆沒,最激氣還是別人的作品不比自己的好,只因是名校,便贏出比賽,
多麼不公平呢,是嗎?
此類比賽難有準確的評審標準,往往是憑評判的觀感來評分,我欣賞同學積極準備,全情投入,也希望同學能學會
體育精神,尊重大會的決定.大家在我心中,已是勝利者,你們還記得大家一起齊心練習,奮戰不懈的寶貴經歷嗎?別
讓
成敗得失佔據了我們心靈空間,且為下一個挑戰作好準備.
回覆 3d 學生

2005-11-07 20:18

不要緊,我將電郵再傳送給你.
你提議圖書館增加外國文學(如日本,美國,法院,德國)小說,哲學和諷刺社會政策的書籍的意見我會向圖書館主任
反映,但學校圖書館經費不太多,會先考慮一些較熱門的書籍呢.
回覆寧波公學的學生

2005-11-07 20:13

謝謝你的意見,你很有見地,我很同意你的看法.
正如我在 11 月的家長信提出,要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老師的教學方法亦需與時並進.今年學校參加了香港中文大
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大專學者為本校老師提供專業意見,希望透過加強互動教學,設計課堂活動,讓學生投入參
與,才能孕育良好的學習風氣.
至於要老師再應考的提議,在英文科及普通話已實施,本校老師已全部通過基準測試.
你的文筆不錯,也看得出你很有誠意,我明白你的意思,平日會多加留意.
回覆一個曾經想放棄的學生

2005-11-07 19:57

我同意你的看法,學生成績不好,不是一定是學生懶惰的,老師如能欣賞學生付出的努力,是推動學生繼續努力的
動力來源,我會請老師多留意.
歡迎你以電郵與我聯絡.
回覆中二的學生及中二同學

2005-11-07 19:47

恭喜你們英文及數學成績有進步,難得你們欣賞和多謝老師,你們會親口向老師道謝嗎?
記得分數不代表一切,中文是新課程,考試的要求正在轉變中,相信同學需要一定時間適應.
我先看看全級成績統計,再給你們回覆.分數下降未必一定代表退步的,請繼續努力,發揮 2B 精神.
科學科老師對同學有很高的要求,令同學添上學習的壓力,我理解你們的感受.
你們可以誠懇的向老師反映你們的實況,也可向班主任說出你們的感受,希望情況有改善.

校長網上會客室
回覆 3d 學生

2005-11-06 23:56

我另給你電郵回覆,但兩次都收到傳送失敗的訊息.
你的電郵地址是 gi4ht4r1@yahoo.com.hk 嗎?
回覆 2e 學生

2005-11-06 23:38

你是指劍術嗎?
我要看看是否能請到合適的教練.
學校也在研究舉辦更多不同類型的課外活動,以實現校園生活多姿采的目標,你的提議我會轉交活動組.
謝謝你.
回覆 3d 學生

2005-11-06 23:33

我看 ACG(動畫,漫畫,遊戲)並非百害無一利的,它們是正當娛樂的一種,只是許多同學因太沉迷而荒廢了學業,才
在令家長及老師感到憂慮.
學校對髮式的要求,是以整潔樸素為主,校規難以列出每項要求,同學自律最為重要.我看本校大部份男生的髮式
都合符標準,同學不用擔心,每月修剪頭髮,既整齊,人也看來精神得多.
說到成績與操行,我會首重同學的品德和紀律,學校定立較嚴謹的要求,是要同學自少習慣服從紀律,日後在社會
做個良好公民.
我不會以成績判定同學的好壞,只要求學生盡力而為,不要放棄,與自己比較,追求進步,便是我的好學生.
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想法,以正面思考來面對生活,換個角度看問題,或有不同的看法,明日掌握在你手中.
回覆學生

2005-11-04 03:39

寧波公學的新網頁可到以下網址瀏覽
http://www.npc.edu.hk/npctemp/index.htm
這是我們的網頁,請大家提供意見.
學生(給予校長的意見)

2005-11-03 16:44

校長你好．．．我認為測試網站部分的相片部分有些不便．．．沒有直接的連結返回相片主目錄．．．因此我
覺得可以把主目錄連結轉為開新視窗的形式．．．這樣便可以更方便地瀏覽網頁．．．
屋主回應:
你是第一位提供意見的好學生,謝謝你.
我會將意見向負責老師反映.
回覆好學生

2005-11-02 22:07

很高興知道你喜歡今天放學的 Halloween Party;日後我們仍會舉辦不同的活動,為同學的校園生活添上姿采.
同學熱情投入是今日活動成功的關鍵,日後仍要各位同學的支持和積極參與,才可實現校園生活多姿采的理想.
這是英文學會舉辦的英語全方位學習活動,透過一個真實情境,鼓勵同學多用英語.
回覆寧波某同學及熱心人士

2005-11-02 20:14

我明白兩位同學的感受.
本校老師對學生有很嚴謹的要求,有些時候確會令同學感到不愉快.
我會關注此等情況,我曾嘗試了解個別學生的情況,部份學生的行為表現確影響了其他同學,老師不能不處理的.
同學如有不如意的事情,可先向班主任或社工反映,當然也歡迎你來找我,讓我為你主持公道.

校長網上會客室
學生

2005-10-31 18:55

校長好嗎..今天我派發了數學測驗卷..但不合格..那時我真的有點兒想哭..因為我真的很努力去溫習數學這一科..
但仍不能奪得理想的成績..我認為自己真的很失敗和愚蠢..
屋主回應:
測驗往往製造失敗者,人們只憑分數判別成績好壞;不合格的固然認定自己是失敗者,取得 80 分的覺得自已不夠
完美,50 分的覺得自己不夠高分,總之大部份同學都不滿意自己的成績.
實在明白學生的感受,我著眼於同學是否能有進步,成績好壞只與自己比較.我欣賞你盡了努力去溫習,成績仍未
如理想,也不用埋怨自己.能做到永不放棄,永不言敗,就是我心中的好學生.
今日會考許多科目合格分數只需 30 分,只要同學有毅力,肯捱下去,總有成功的一天.
謝謝你和我分享心裡的感受,你感到不快樂,是對學習認真的表現,你會繼續努力嗎?
學生

2005-10-28 16:41

鄧校長.您好!!...我想問下次考試或測驗時可否改用白色的 A4 紙..因為灰色的 A4 紙在寫錯字塗改時.紙質都很容
易破爛.如果用橡皮擦的話..更加不用說..那些紙的毛都會起了.
屋主回應:
謝謝你的意見.
學校今年起不再向同學徵收油印費,是項支出每年超過十萬元.改用環保紙,是為了控制開支,希望同學明白.
考試講求速度,不計整潔分的,只要將錯誤之處刪去便可,建議同學不要花時間用塗改液或橡皮擦修改.
在印試卷前,我也考慮過用白紙的,但總覺沒有很大的需要,最後還是決定用環保紙.
回覆中 2 學生

2005-10-21 05:48

很高興你能享受開心愉快的校園生活.
你說得對,學校對同學上課有嚴謹的要求,就是要讓大家有個良好的學習環境.
謝謝你的讚賞,我也很開心來到寧波公學,實要感謝各位同學給我的支持和鼓勵.
回覆學生

2005-10-21 05:42

我明白了,你是說女生要穿縛帶的黑色皮鞋.
我明白你的感受,你是不喜歡這樣的安排,亦覺得不必要,若因此給老師責罵更感到不值,是嗎?
如果這是校服要求的一部份,我亦會先尊重老師的決定,了解政策背後的原因,日後再作檢討.
以我看縛帶的黑色皮鞋也可有好看的鞋款,只要將目光擴闊,從正面角度看問題,感覺自然會舒服一點.
別讓事情再纏繞,影響了愉快的校園生活.
一位唔算叻既學生..

2005-10-19 19:45

校長..你好..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覺得寧波公學裹的老師好 niｃｅ..
我都好喜愛校長和各位老師..
其實我是一位中１的學生..上到中學..我覺得我開心了好多..見到老師好 niｃｅ..
我不禁回想起小學時..老師和同學好愛我..
我想不到上到寧波公學..都有這&#20408;fｅeｌ..
[[sｏr..我唔係好識打字..]]
屋主回應:
很高興你能在寧波公學愉快的學習和生活.
起初我擔心寧波的老師要求嚴格,同學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看來你應是個好學守規的好學生呢!

校長網上會客室
學生

2005-10-19 17:40

校長好!..我想請問..為何女生一定要穿那些男生皮鞋..不可以穿..真正的女生皮鞋..謝謝!
屋主回應:
如果老師真的要求你穿男生皮鞋返學,是完全不合理的,你明天問清楚老師,如果老師真的要你穿男裝皮鞋返學,
我會為你主持公道的.
寧波公學學生

2005-10-15 08:03

校長你好!..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是否讀書好.不影響學校聲譽的學生就一定是好學生.而讀書差..每天回校只會
給老師罵的就認定是懶惰的學生.?..為何老師們不想想其實他們也有好的一面..他們也想給老師稱讚的時候呢?
屋主回應:
學生好與壞,當然不單在乎成績,同學成長經歷各有不同,自然學習方法和需要也不一樣.照顧學能差異,使學生各
展所長,從而建立學生的自尊感和積極的人生觀,是我最想做到的.
我眼中的好學生,是積極進取,全情投入校園生活,具備不會輕言放棄的恆毅精神;我著眼於同學是否能有進步,成
績好壞只與自己比較.
是否影響校譽不是我最關注的事情,開學禮時我說過期望學生能尊重自己,尊重別人,寧波公學是一個整體,一小
撮同學的行為令全校同學蒙羞,是我為同學感到不值和難過的.
來到寧波公學個多月了,看見校園學生親切可人,和善受教,但積極性和學習方法確有待改進.同學可以想想自己
是否真的事事盡了全力,課堂及課後活動是否積極參與,只要持之以恆,老師定能體會同學的努力.
謝謝你和我分享心裡的感受,我會請老師關注,多讚賞和體諒同學,創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S.1A 學生

http://www.maggie199328amy.com.hk

2005-09-29 19:49

hihi
屋主回應:
歡迎光臨校長網上會客室.
學生

2005-09-14 21:32

學校網頁換左個底色..看下去無咁刺眼..清新好多..網而且 e +又經常 updated..希望寧波會愈來愈靚啦...因為咁
樣先會多 d 人上去睇下 d 新資訊呀嘛..
屋主回應:
網頁日後將會有更大的改變,我們會將日常校內的生活片段上載於校網,歡迎你繼續提供意見.
讓我們一起為寧波公學注入新動力,希望得到各位同學的支持.
家長甲

2005-09-12 23:10

鄧校長，您真能幹！『我和家長有個約會』剛在昨天舉辦，現已上網。還有『校董會主席及校監訪校』
、『開學
禮』和『中一四社迎新』的相片，都可在校網見到。我最欣賞鄧校長的『教育理想』和『座右銘』。NPC 有您
這位強勢校長，『進步中的寧波公學，邁向優質教育』
，並無吹虛呢。NPC 的學生，你們真有福氣！
屋主回應:
謝謝家長的讚賞. 寧波公學還有許多可以做得更好的地方,我們會努力求進,向著提供優質教育服務的目標邁進.
學生
hi~
屋主回應:
Hi,歡迎你來訪.

2005-09-05 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