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在這裡,只有愛與關懷,支持與鼓勵
謝謝家長及同學送給老師的讚賞和祝福
Clarence, S.5S (2005--0006)

15 Dec 2006 05:58 PM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eful to
Firstly, Our dearest class teacher and "mum" : Miss Belinda Chan.
Thanks for her inspiring and creative lectures, which made me love and enjoy English lessons so much.
without her, without 5S.
Secondly, I want to thanks to Bio Chan
... She is very kind and patient to her students, which made me enjoy the lessons as well.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s our kind principal, Mr. Tang. You have done so much for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I always see smiling on your face. You care the students, You love the students, You are the
best principal I've ever meet!
Although I have left N.P.C.
I am sure that I will be back on SEP 2007. :)
校長回覆 :
Thank you for your appreciation. I will deliver your message to Miss Belinda Chan and Miss Bio Chan.
Welcome back to NPC in coming September.
校友會主席---蔡志輝
校友會主席 蔡志輝

2006-06-23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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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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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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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曾在校長會客室張貼過，現在轉貼到這版，向所有 NPC 老師致敬)
屋主回應:
謝謝蔡主席給予寧波老師的鼓勵.
神秘人
Ｍｉｓｓ

2006-06-18 05:08
Ｆｕｎｇ～ 這幅圖裏有４０個笑哈哈～ 也代表了我們３Ｃ的４０個人，當然也包括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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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楊子諾同學

2006-06-17 21:03

盧藹穎老師全情投入教學工作,對學生不離不棄,謝謝你.
韓美燕老師

2006-06-17 11:32

加油!!!!!!努力!!!!!!!!
中二(2E)
中二

2006-06-17 11:27

韓美燕老師您今年教我們英文教得很好,你教的方法和其她老師不同,
在你身上學了很多課堂上的知識,希望下年可以做我班主任或教英文
考考期間是是很多考做考?
永遠支持你的同學,希望考完考之後大家有個開心得暑假
屋主回應:
韓美燕老師確是一位盡心教學的好老師,對學生有嚴謹的要求,但關心愛護學生.
韓美燕老師,謝謝你.
３Ｃ"名
３Ｃ 名"
Ｍｉｓｓ

2006-06-17 11:17
Ｆｕｎｇ：

在這短短兩年來，Ｆ.２，你就做我們的副班主任，但我們升上了Ｆ.３後，你就做正了我們的班主任。Ｆ.２的
時候，我們可能還未對你熟識有加～但是，我就覺得我在Ｆ.２的時候，你已經對我照顧有加，對我們很好，疼
愛有加，我也感覺到你很努力教導我們，栽培我們，發掘我們～雖然你在Ｆ.２的時候只是教我們一科－－視覺
藝術，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你教得很好，也令到我不知不覺地喜歡上了畫畫，又可能你教的時候，比較有一種親
切感～令我比較喜歡你教我們的視覺藝術～Ｆ.３的時候，當你做了我們的班主任，我當時都有一點驚訝／詫異
～開始的時候你教得幾好，上課的時候，有講有笑～我也喜歡聽你唱歌的時候～因為你唱歌的時候都幾動聽～
︿︿”但是，我們就不懂得珍惜，有些人就好像自我放棄，放棄了自己一樣。上你的課堂，就開始不知不覺地
睡了～但是，我在此代"上你課睡了的人"向Ｍｉｓｓ

Ｆｕｎｇ你道歉～當你責罵我的時候，可能你覺得的沒

有心聽你的訓話，但是，其實我返到家中也有好好反思過的～我記得你對我說過一句：Ｉｆ
ｎｋ

ｙｏｕ

ｃａｎ,ｙｏｕ

我要努力！！！^_^

ｙｏｕ

ｔｈｉ

ｃａｎ！我就覺得我這次的考考可以得到好成績，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呢？！

總之，我覺得你都很喜歡我們的～我們也很喜歡你的～

我覺得這幾句句子幾好用，我也

引用了這幾句：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唉～～～終於發生在我們３Ｃ班的身上了！
"夕陽西下，斷腸人們在等你再一笑！"，我知我們也考過弄到你哭～我們３Ｃ也想你笑多過哭了吧！～
ｓｓ

Ｆｕｎｇ～這些都是你在我們開心上課時教過我們的句子～

Ｍｉ

懷念以前上課的日子～懷念，懷念，懷

念......T︿T" 我也望九月份還可以見到你，看到你笑，聽到你歌聲～不知道這一個算不算是一個願望呢？！^O^
～

（我們得到你的關懷，你得到我們的支持）

我也在此再道歉一次，請你原諒我們不懂事，令到你哭～也

再一次感謝你兩年來的教導，感謝，感謝，感謝......
屋主回應:
今天老師最辛苦的,不是教學工作,而是付出了的努力未有得到回報.
Miss Fung 最痛心的,是看見 3C 一班自己心愛的學生,明明有能力學得好,
但卻不願付出努力,成績日漸低落,大家可以想像作為班主任的感受如何.
3C 同學努力考好第二學期考考,相信是最有效挽留 Miss Fung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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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6 23:15

一個學期就完結了,希望在這裹說一句話:多謝每一個寧波公學老師的耐心教導,你們常常
為學生擔心他們的事情.
很用心地教每一位學生.多謝各位老師!
看見寧波公學一些老師要離開了,自已明白天下無不散之筵蓆的道理!但真是有一些傷感!希望 Miss Fung 日後開
心快樂!
最後,我想多謝 3E 班主任胡仲賢老師,你常常
擔心我們的成績和行為!我們還常常感激胡 sir,sorryar 胡 sir!胡 sir,我們一定會努力考這次考考!
屋主回應:
謝謝同學給予寧波老師的讚賞與支持. 多謝胡仲賢老師以無比的愛心和耐性照顧 3E 班同學.
3E 同學

2006-06-16 18:09

多謝林倩寶老師!
記得中二時的地理科,我們常激嬲你,在這裏同你說聲對不起!
中二時的地理科,你教導的地理十分好!令我最不明白的地理,都開始明白了很多!
miss lam:最近知你工作繁忙,小心身體啊!
祝 miss lam:工作愉快,身體建康!
屋主回應:
林倩寶老師近來為了推動學生積極學習,確很忙碌,難得她的教學工作同樣出色,多謝她寧波學生所做的一切.
一個中一的學生

2006-06-14 05:50

很快就過了一年中一的學習生涯了.在這一年裹面.有開心.也有不開心.開心的事就是.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而不
開心的事.可能就是成績方面了.但是到了現在.我的不快樂.已經沒有了.現在有的.就是開心.我要特別多謝教過我
的老師.包括:陳麗華老師.陳淑明老師.蘇江和老師.盧藹穎老師.丘萍芳老師.郭志坤老師.唐開元老師.高婉雯老師.
黃杏文老師.倪綺雲老師.陳文娟老師.謝念慈老師.羅福強老師.外籍老師等等教過我們的老師..真的多謝他們這一
年來的教導.希望在下一個年度可以和今年教過我的老師再一起.
送給大家兩句說話.[少壯不努力.腦大頭傷悲]希望大家會明白.努力讀書.
屋主回應:
升上中學後,很多同學都會感到成績退步,其實不然,只是中學課程深了,要求不同,不能再單靠背誦強記來拿取高
分,同學需要適應.
學校的考卷亦配合日後高中的評核模式,讓同學盡早適應,故出現全級第一名,分數只有八十多分;故單看成績,並
不表示你成績不好,不要感到不開心呢!
多謝你給老師和同學的鼓勵.
龍仔

2006-06-13 22:08

兩年很快就又過了!我真的很捨不得 miss 馮你~~不過就好像蘇軾的一句話：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
事古難全。如果你真的要走我們會尊重你的決定的!!不過 Miss 馮可能被我們感動改變而留低的ｈａｈａ，最後
一堂你播了我們今年的相給我們看，我才知自己有多[[靚仔]]（說笑）
，今次我會很用心去考，當作我送給你的
禮物，我真的真的好感謝你的教導>3<如果我打錯了字，敬請原諒
屋主回應:
龍仔,謝謝你將感受再為 Miss Fung 寫一次,老師看到你們的中文寫作有這樣的水平,心裡應感到很安慰,這正好反
映了 Miss Fung 兩年來努力教導大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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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006-06-13 21:42

Miss Fung 很多謝你為我們添上了這麼多的快樂,記得在聖誕公益嘉年華那一天,你在嘉年華完結了後，再為我們
多開一個聖誕 party,你不但為我們開一個 party 那麼簡單...你還特別為我們準備了些聖誕禮物黎送給我們,當時
的我們只會為左禮物的質量而去煩惱...根本沒有想過你的感受,在這裡我要說聲對不起...希望你可以原諒我們
>o<"還有很多謝你為我們開的 party,令到我們有一個這麼難忘聖誕節!!
屋主回應:
生,謝謝你將感受再為 Miss Fung 寫一次,你的語體文寫得不錯呢!
tsz

2006-06-13 18:40

MISS 馮~你的 3c 班學生長大了!!感動嗎??我們真的為了你~盡力地溫習!!可能出來的成績未必能很理想!但因為
你我們大部分的同學已盡過力了!!3c 班很多同學都捨不得你!!你的苦心 3c 班終於明瞭了!!雖然來致謝的同學只
是小部分!但是是很有誠懇的!有些同學不太懂得打字也上來向你致謝!!希望你感受到我們的謝意和歉意!!一個好
老師才能令一班學生表揚!!已證明到你是個好老師!!
屋主回應:
謝謝 tsz 以語體文書寫了對 Miss Fung 的讚賞.
能得到這麼多同學的支持與鼓勵,定是老師恆常以真心誠意教導學生的成果.
琪琪

2006-06-13 15:58

miss 馮~~很快您就要離開我們了~~真的很不捨得......!!!記得您每次都會為了一些小事而喊~~又會打比家長投
訴~~但我知您這樣做都是為我地好~~不經不覺同您相處左已經 2 年 la~~您第 1 年就是做我地 2c 的副班主任~~
現在就做我地 3c 的班主任~~我知您由呢段時間了解左我地很多~~~我記得您曾向我說我變了..要我努力讀書~~
我那時不是不聽~~只是沒有很明顯地做出來的....可能人就是這樣~~沒有的時做才懂得珍惜~~但如果有機會
的...我們 3c 是不想您離開~~我地 3c 穠希望您可以留在這裏看我地 3c 的努力得出來的結局....我們一定唔會辜
負您的...我們一定會盡力考考~~雖然不知會否得到好成續~~但只要我地盡了力我想這樣已足夠~~我相信您會
支持我們的.....還有在此向您說聲{{對不起}}我們日常這樣對您......我還有一句很想說的{{謝謝您}}之前我是很討
厭您的...但現在已不會了.....因為我已經知道您是用心良苦的..!!再此真的再說一次"對不起"和"謝謝"希望您能留
在這裏看著我們的努力....
屋主回應:
謝謝 3C 同學給 Miss Fung 的支持.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12 22:17

雖然還未認識將離校的 MISS FUNG,但看到眾師弟妹們的感激之言,亦可感受到 MISS FUNG 的努力付出,令我
也很想成為 3C 班的其中一個學生呢!
天下無不散之筵蓆,雖然老師的離去令人惋惜,但是,令老師感欣慰的,除了是成績之外,想必是看到學生的成長.老
師們,我說得對嗎?
屋主回應:
校長也被 3C 一班有情的學生所感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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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

2006-06-12 20:52

Miss Fung
我們全班會為左你..
全力以赴去考今個考考..
我們不會令你失望..
屋主回應:
努力吧,3C 同學!
David

2006-06-12 20:29

Miss Fung,很感謝你這兩年來的教導,你在中二時是我們的副班主任,今年是我們的班主任,教導了我們兩年,但你
的課程絕不沉悶,令我的寫作能力及中文科成績上升;這兩年來,你和我們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參加活動,對我來說
沒一次不是愉快的回憶。但是這些愉快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對我們來說有重大的考考要挑戰,而對你來說則是人
生的另一個開始,我們都要互相加油!!最後,再次感謝你,Miss Fung!
屋主回應:
謝謝 3C 同學給 Miss Fung 的支持.

ka~蔚
蔚

2006-06-12 18:05

Miss 馮
多謝你這兩年來的教導~~我們能被你教導也是一種緣份。
我知道我們時常"激嬲你"在這裏同你說聲[[對不起]]!!
在我們做錯事的時候~你會為我們而傷心....可能是因為你覺得你在看&#30528;我們有些人由乖變到壞....或者
在成績方面一路一路咁趺.....但是在今次的考考我相信我們不會再令你失望的。
屋主回應:
3C 同學請盡最後的努力,送 Miss Fung 一份最好的禮物,也期望能打動 Miss Fung,留下來繼續教導寧波的學生.
暘

2006-06-12 17:56

Miss Fung~我好高興能認識到你!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相處了兩年。記得你一來到這間學校時,就是我們 2c 的
副班主任,升到中三的時更是我們的班主任。在這兩年,我們經歷過好多事情,有好事也有不好的事。在過去的兩
年~謝謝你悉心的教導!!你看著我們進步~長大~由壞變好。現在我們要經歷一個好大的難關,就是升上中四的考
考.....這次是我們和你最後一次經歷的難關,因為當我們考完考後...你就要離開我們.....在上最後一次的中文堂
時...你給我們看一段短片...當看到約一半的時候...我就已經看到你在哭了...這一刻~我知道你十分不捨得我們~
我也十分難過&感動!我也十分不捨得你!!在過去的時間,我們有好多開心的回憶.我一定會永遠記在心中的!
我們常常令到你傷心~~我在這裡充心對你說聲""對不起""和""謝謝你""Miss 馮
屋主回應:
學校是生命中最值得回憶的地方,寧波公學有很好的老師,很有情的同學,就讓我會一起努力,在人生旅途上留下
最美好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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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Ho 仔

2006-06-11 23:4

多謝你給物理老師黃啟華的鼓勵.經過黃老師的課堂,見老師萬二分投入,以輕鬆風趣的方法引導學生學習課本知
識,學生趣味盎然,這確是我心目中理想的課堂教學.
靜儀

2006-06-11 23:32

Miss 馮:
多謝你，這兩年來的教導！
在這也應該對你說聲"對不起"，我們常常都會惹你生氣…但你卻沒有放棄過我們或者討厭我們，還會為我們的
成績而擔憂。今次的考考，我真的不希望再浪費你的一番苦心，所以我一定要合格！
我們餘下相處的時間不多了，但我們會好好地珍惜！因你是我們心中最好的老師！
屋主回應:
寧波公學確不想失去一位好老師,同學們,努力在考考爭取好成績,看能否打動 MissFung.
CHLOE

2006-06-11 23:31

to: miss fang
不經不覺之間已跟你相識了兩年的時間~~這兩年來謝謝你悉心的教導~~還記得你新來到我們這所學校~~教的
第一班是我們 2c 班~乜就是現在的 3c 班~~我們對你的不認識~~不了解~~現在也很熟悉了~~
兩年的時間過得太快了~~回想起你跟我們班一起努力~~一起參與的所有事情~~乜有一同快樂~~一同失落~~一
同接受任何難關的時候~~你總會跟我們分享~~給機會我們~~激勵我們~~是你~~使我們得到進步~~長大~~現
在~你跟我們再經過這一個升班的難關後便要離開了~~真是非常的捨不得~~那天看見你因為快要離開我們而落
下傷心的淚水~~也使我痛心~~雖然我們以往怎樣的去使你生氣~~怎樣的使你難過~~你總會原諒我們~~我們跟
你有如朋友一樣~~現在你的離開太令我們難過~~可以不離開我們嗎??雖然人一定要經歷分離~~但不想是這麼
快便要承受這事實~~
現在你離開我們這個事實是不可以改變的~~但我希望你把跟我們相處兩年的記憶~記在心中~~不論是好是壞
~~也是我們能給你的一種回憶~~最後在這裡說句謝謝你
屋主回應:
人往往如此,當幸福在手,我們每天在怨,失去時才學會珍惜,同學應上了很好的一課.
3C 的大笨象

2006-06-11 23:25

我要先多謝 miss 馮！她由 f.2 便教我們，教導了我們兩年，由以前的 2C 副班主任做到現在的 3C 班主任，多
謝她一路都冇放棄我們，現在她快要離開，真的不捨得，希望日後可以再見到面吧！
謝謝你考~~miss 馮
屋主回應:
MissFung,你會感動嗎?有心的老師,付出的誠意總有回報.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tsz

2006-06-11 22:58

MISS 馮:
謝謝你兩年來的教導~f.2 到現在!!之前的我們總是惹得你生氣~
也總是覺得你是一時很能玩一時很易發脾氣的~還偶爾會好兇的對我們~
但我們還是不改善般惹你生氣還有時會討厭這樣的你!!總是不會明瞭你的苦心!
非常抱歉!!星期 5 那天最後上你課!你播了你在前一晚辛苦做的 powerpoint 之後令人更加不捨得!!看完之後大家
都想哭了!!
原來你下年不會再任教了!我們才明白你對我們的好~其實你都快要離開了~
大可以在我們做錯的時候不理會讓我們放肆!!但你不理會否令我們討厭你般罵我們!!
之前真的不會明瞭你的苦心現在明白了~但同樣地也是太遲了吧!!
讓我在這說聲""對不起!!我們辜負了你對我們的一番苦心""希望你還會接受吧!!
屋主回應:
對學生嚴謹的,有要求的,用心對學生的,才是最好的老師.
認真的教學還要被學生討厭,總會感到難受;你們在未失去 Miss Fung 前,好好以誠意打動她留下來教你們吧.
多謝 Miss Fung 兩年來為學生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6-11 09:00

我很掛念已退休的副校長--miss 胡.她是我的預科中史老師.
回想當時,我們雖然面對嚴峻的高考,但她用互動的教學方式(分組報告),
與課題有關的故事作引導,令中史科不再是只靠背誦的科目,
亦令我明白中史除了歷史資料,更著重組織能力.
在去年的聖誕派對中的錄影片段看到她消瘦了,希望她的退休生活愉快,
與及在 9 月 16 日的校友會活動中與她重聚.
屋主回應:
多謝 Miss Wu 三十多年來對寧波公學作出的貢獻,我們定會邀請她參與 9 月 16 日的校友會活動呢.
97 年畢業生(5B)
年畢業生

2006-06-11 02:35

當我發現這個留言板後，每當空閒時便會瀏覽，感覺像能跟母校的距離拉近一點。(很多謝提供這個空間呢)
今次看到提及 Miss Kong 的留言，我也忍不住要一起加入。
離開了校園生活也大概九年的時間，給我較深刻印象的人和事，總離不開這一位表情多多的老師─Miss Kong。
很欣賞她的教學風格，總是會把學習氣氛推高，大家都會很雀躍、投入，所以我也特別喜歡上她的課。
雖然也曾是被處罰的一份子，但我並沒有因此而產生對她的不滿，不竟都是自己的頑皮行為吧！
還連累老師要生氣呢！始終沒有人會喜歡每天繃著臉，放聲罵人的！
慶幸能於學習生涯中遇上這不可多得的老師，希望 Miss Kong 繼續努力，教育頑皮的學生們。(辛苦你啦！)
屋主回應:
謝謝你及時的鼓勵,臨近學期終結,Miss Kong 近日每日忙於處理頑劣的學生,
以 Miss Kong 的性格,事無大少都會認真處理,壓力也不少,你的讚賞與支持,正好為老師送上心靈雞湯.
我不鼓勵以放聲罵人的方法教導孩子,但對特別頑劣的學生,Miss Kong 只有繃著臉,
希望師弟妹會明白老師的苦心.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npc

2006-06-09 22:28

我好想多謝.訓導主任 MISS KONG 同 MISS LOK 可能在很多同學眼中他們是"嚴肅"的..做事很嚴謹..甚至有時候
看見他們也會感到害怕..很有壓迫感..特別是他們罵人時...
而同樣亦有同學不喜歡他們..但我知道其實他們所處理的事比任何一位老師也重...也辛苦..
他們所做的角色是很沉重的..一方面要處理學校..學生的問題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家長的投訴..自己的身子..甚至
學生對他們的意見.
但很多同學只懂得去埋怨他們的處罰..又有沒有想過如果自己沒有犯錯..這不但可以減少他們的工作壓力也可
給自己有一個開心的中學生涯...只是同學為何總要一錯再錯呢...?
MISSKONG 真的為學校付出很多..其實她也不是只有嚴肅的一面也有風趣的一面..可能同學們都很害怕她那雄
厚的聲音..但若果不是大家頑皮..她也不用這麼勞氣..也不用常吃"潤喉糖"..來保護喉嚨...同學是否應該要反省下
呢?
MISS LOK 今年任教我.令我更加認識她真最的一面..其實她同樣也有幽默的一面..在上課時常常講解很多故事..
人生道理..
她就算病了..也依然上學為的只是要教導我們這班"百厭星"..
她就算怎樣辛苦也好...也會沒有任何怨言一次又一次原諒我們這班"百厭星"..
MISS KONG...MISS LOK 多謝您們!!!!多謝您們的付出!!!!
屋主回應:
難得同學明白 Miss Kong 及 Miss Lok 處境,謝謝你給老師的支持與鼓勵.
真要感謝兩位老師為了保障大部份同學的利益,每日扮演著不受學生歡迎的惡人角色.

LIYUKWANSHERMAN04 畢業

2006-06-04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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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YUKWANSHERMAN04 畢業

2006-06-04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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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馬（95
小河馬（ 畢業生）

2006-06-01 21:22

看到 1D 班同學對吳啟超老師的讚賞即時會心微笑。沒錯，我也很認同吳老師是位既風趣幽默且關心學生的好
老師。當年吳老師是我班的生物科老師，他耐心的教導使我對生物科有了更濃厚的興趣及理解。還有陳麗華老
師，她的友善最令我難以忘懷，即使畢業了十年，再遇陳老師相聚，感覺仍然親切如昔。在此真要謝謝兩位老
師。
屋主回應:
十年前的往事仍能令校友發出會心微笑,可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多深遠.
吳啟超老師的風趣幽默,陳麗華老師的親切友善,最為學生樂道.
多謝兩位老師十年如一日,春風化雨,每日為教好學生而樂此不疲,那敬業樂業的專業精神最令人欽佩.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1D 班的同學

2006-05-29 21:47

其實....我覺得 1D 班的 2 位班主任很值得表揚:吳啟超老師鄧麗老師..........吳啟超老師鄧麗老師都十分風趣幽默,
教學態度積極認真,往往能打動我的心靈,確是一位很好的老師.我很多謝他/她們的教導！
屋主回應:
謝謝你給吳啟超老師和鄧麗老師的支持與鼓勵,兩位老師在最近的優秀教師選舉中得票很多,可見他/她們極受學
生的愛戴.
tsz

2006-05-19 23:00

其實我們班的班主任馮嘉寶老師有時候都很不錯的~~她上課時說的話都頗風趣的!!上次只說了 3 位老師~今次
是為你加油的!!繼續努力教導吧~~有時你的好~我們是感受到的!!
屋主回應:
多謝同學給馮嘉寶老師的鼓勵與支持.她是一位很盡心盡力的班主任,卻往往為了 3C 班同學的表現而難過.
愛之深,責之切.她很想 3C 同學做得更好,也相信同學有能力做得到,見到同學不珍惜眼前的機會,總會感到惋惜和
動氣.
各位 3C 同學,馮嘉寶老師緊張每一位同學的學習表現,你們加倍努力讀好書,認真積極的上好每一課,對她來說是
最大的安慰和鼓舞.
tsz

2006-05-19 16:51

我亦都很同意 2 位同學的看法~~物理老師黃啟華,他真的非常風趣
地理老師韓美燕,她也是很用心很認真的教導我們!!
電腦老師陳文娟,她的耐心教導令我對電腦科感興趣遇到困難她都很耐心地教導我們!!
謝謝教導我們 3c 班的所以老師
屋主回應:
同學除了給老師讚賞外,也寫出了他/她們值得欣賞的地方.
也多謝你給予三位新老師的鼓勵.
3C 班同學

2006-05-19 16:51

對不起…我寫少了陳文娟老師的＞＜
以下的三位老師我是想讚揚的：
黃啟華老師

韓美燕老師

陳文娟老師

多謝他/她們的教導！
屋主回應:
謝謝同學給 3 位老師的讚賞
3C 班同學

2006-05-19 16:50

除左物理科的黃啟華老師教得風趣幽默外，還有地理科的韓美燕老師也教得很認真的，而且新來的老師也教得
不錯！
屋主回應:
黃啟華老師將化學知識融匯在日常生活事例中,學生容易理解和消化,也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韓美燕老師積極認真的教學態度,往往能打動學生的心靈,確是一位很好的老師.
我也會將你的話轉告三位新老師.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3c 班 Kin Pui

2006-05-19 16:49

我想讚揚黃啟華老師...他上課時採用一些風趣幽默的教學方式..令我們 3c 班的同學更加明白到書本的知識..
屋主回應:
聽了你的話,也我想上黃啟華老師風趣幽默的課呢!
多謝黃啟華老師花心思設計課堂,令學生學得開心,也有得著.

4a3

2006-02-24 05:41

王美琪老師...有你當我們的班主任..我們感到很幸福..我們都愛你.....^^....
老師們..你們所付出的努力.心血...學生是感受到的...努力加油吧..^^
屋主回應:
恭喜幸福的 4A3 同學,希望你們會被王美琪老師的教學熱誠感染,學習她的恆毅精神,上好每一課,積極面對每個
學習挑戰,是老師辛勤工作的最佳回報.謝謝王美琪老師,也多謝同學給老師的鼓勵與支持.
98 中七畢業生

2006-01-16 08:15

5S 的師弟妹,看到你的留言,知你對 miss fung 非常感激,但是,她也希望能見到你成材的一天嘛,要有自信,有信心
的人一定會贏的.你不是她最不成材的學生,而是令她最感到欣慰的學生.
屋主回應:
謝謝學長給予理科班 5Ｓ同學的鼓勵.
理科班

5Ｓ
Ｓ

2006-01-13 00:45

MISS FUNG FUNG:
我衷心感激你，多謝你 ，你每天晚都不遲勞苦地為我們批改功課直至到夜深﹗明天看見你的臉上又憔悴了很
多﹗看見你的辛苦，我們是多麼痛心呢﹗在上你的課堂，我們學識很多的知識，例如你教我們如何繪出人生的
色彩﹗你不（論）嗇你的星期六﹑日至你的絕無僅有的假日，為了我們班（哇鬼）
，恐防我們不能準時交功課而
擔心﹗甚至活動教學親自帶我去參觀展覽，擴闊我們的創作考視。甚至你擔心我們其中一個同學因劃畫得太慢，
恐怕他不能取到理想成績而擔心，所以她利用自己空閒時間不斷地操練我們。ｍｉｓｓ

ｆｕｎｇ在我的學業

上給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及豐富的知識使我終身受用。對你的恩德我都不知道如何奉還，在些我有說不盡的說話
及謝意。萬份感激。
（ｍｉｓｓ

ｆｕｎｇ雖然工作及同學給你的壓力，但你要加油……加油…ｆｉｇｈｔｉｎ

ｇ…ｆｉｇｈｔｉｎｇ，我們想見返我們開心人見人愛的ｍｉｓｓ
祝ｍｉｓｓ

ｆｕｎｇ

ｆｕｎｇ）

桃李滿門

你最不成材的學生
屋主回應:
多謝馮嘉寶老師不辭勞苦為學生付出無比愛心和努力,晚上七時後,仍見視覺藝術室燈火通明,又是 Miss Fung 耐
心的指導同學完成作品,回家後她還有許多中文科的備課批改工作要完成呢,我很高興同學能明白老師的心意和
欣賞老師付出的努力.
衷心感謝馮老師為學生所做的一切,請保重身體,注意有足夠作息時間,學生也發現你臉上憔悴了很多,她們也想
多看到你那人見人愛的笑容呢.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4S 其中一個

2006-01-12 12:46

4 年來的中學生涯,上得最開心的一課莫過於是我中二時的地理科了,而教這科的老師就是林倩寶老師了!
向來沉悶的一科地理,在 Miss Lam 手中竟然變得笑聲處處!同時就在中二,地理成了我最喜歡的一科!然而中四了!
笑聲減少了,增大的卻是考考的壓力!...現在的我只能感到婉惜,沒有好好的珍惜那時的快樂...
最後我希望多想向 Miss Lam 衷心的講一聲「多謝」
。
屋主回應:
謝謝林倩寶老師為學生創造了愉快的回憶.
其實地理科是有趣不過的學科,並不沉悶呢!
4A3...*

2006-01-06 22:45

親愛的校長
近日天氣非常寒冷..應付繁重的工作外.也要多注重身體啊.....昨日收到 1 月份的通告.得知校長推選了 3 位老師
做助理校長..然而我認為老師平日已要面對繁多又沉重工作..壓力大而疲倦..現在又要兼顧多一份工作..會否令
他們更加吃力??難道不可以在外面招聘人手..或許將其中一個能幹的老師升職嗎??..為何要 3 位那麼多?
屋主回應:
謝謝同學的關心,你確很愛錫老師.
胡副校長離職後,副校長職位一直懸空,工作由各位主任老師分擔;但聘請副校長不是兒戲的工作,校董會需全面
掌握學校發展需要,經過嚴謹甄選程序,才是認真負責的辦學態度.
且從正面角度看,讓三位表現優異的主任老師承擔更多領導工作,是對老師工作的認同,也是難得的專業成長機
會.
請放心,助理校長們增加了行政工作,校長定會體諒,想法子為她們減輕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看老師要的不是單單減輕工作,最重要的是付出努力得到學生及家長的認同,同學認真投入學習是老師最佳的
回報.
寧波是我家,在這裡只有愛與關懷、支持與鼓勵,多謝同學的關心愛護,讓我們一同努力,將寧波公學辦得更好.
4A3...*

2006-01-06 22:17

給偉大的寧波老師們
「純純學子，感激不已，明白了春風秋雨，全賴老師，關心熱愛，每句教誨，有著意思。無涯學海，高飛展翅，
能讓我終可衝刺。人若有天，真長大了，也會銘記，教導這恩賜……」——「言謝春風」!
屋主回應:
謝謝給予偉大的寧波老師們鼓勵與支持.
2B

2005-12-12 16:28

MISS LOK
好多謝你為 2B 付出過不少,你的道理成為了我們的座右銘,你沒有放棄過我們,我們更加不可以放棄........謝謝
你!!!
另外要萬分感激 MISS LO,在 MISS LO 的帶領下使大家團結起來........
還要多謝各科老師的教導＊
屋主回應:
謝謝駱麗容老師及盧藹穎老師.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寧波舊生 chris 屎

2005-12-02 18:23

忘了說：
特別多謝班主任郭正冠老師、Miss Kong、退休了的伍棟英老師及李慧萍老師四位...當然，亦都要多謝其他教過
我的老師啦！^^
屋主回應:
我希望更多寧波同學像你一樣,懂得欣賞和感謝老師的培育與教導.
寧波舊生 chris 屎

2005-12-02 18:12

我是寧波的一名舊生，得知今天是學校的頒獎禮，但奈何我沒有時間回校參與及與探望各老師。><
看到寧波的網頁有這個留言版，那我也在這多謝一班曾教過我的老師吧！我會盡量找天空閒回來找你們傾談的
了！真的衷心多謝你們！
入了大學以後，更加懷念中學時的生活，這是真的！中學真的給予我很多快樂的回憶！希望各同學都會珍惜現
在在中學讀書的時間！相信你地畢業以後都會有相同感受！
各位老師，真的很想念你們啊！~~~哈哈
屋主回應:
中學生活確是成長中最值得回憶的日子,謝謝你仍念記著寧波公學的老師.
12 月 23 日有舊生聚會,歡迎你回來與老師細說別後情懷.
受了傷的德貓@5S
受了傷的德貓

2005-11-30 23:21

I would like to thanks for the distinguished teacher teams in 4S and 5S, especially to my class teacher, Miss
Chan, she is very supportive and helpful to us. She also do many things to make the English lessons come
"alive", such as acting drama, role playing, group discussing...which is not only to improve our English but
also help us to gain confident. Another teacher is Mr. Shum, our physics teacher, he made me become more
interest in physics. Moreover he is very kind to students, he always treat us as his friends, once he even invite
us to his new home...
In conclusion, I will like to thanks them to bring us a memoriable school life!
屋主回應:
I like the friendly atmosphere and cheerful culture of 5S. I hope all 5S students will become members of 6S in
the coming year. Try your best.
Thank you Miss Chan and Mr Shum.
4A2......

2005-11-27 18:45

我最敬重又佩服的是我的班主任鄧老師,他的一粿熱誠堅韌的教育心..令我佩服不已.他利用講
解.POWERPOINT.電影短片.歌曲.甚至遊戲..多方面來教授課文.令我們既輕鬆又容易地吸收知識..他不辭勞苦
又不怕麻煩地教導我們.又在放學後幫我們補習英文.使我的英文進步不少.多謝你.
屋主回應:
鄧老師除了給予同學課後輔導外,還積極籌劃英文學會活動,
為學生於課堂以外創造許多不同的英語學習機會.
鄧老師,謝謝你.

「寧波是我家」網上傳心意
上年 S.1E 學生

2005-11-21 00:39

其實我剛進寧波時,一點歸屬感也沒有甚至想過轉校.因為我進了一班不是很好的班別.不過幸好有兩位很用心.
不放棄我們的班主任→王美琪老師.陳麗華老師←.
你們讓我有了新的希望.我很期待每一次的上課.很期待看見你們.很期待向你們說聲"早安"..你們的用心和努力
讓我考到了很好的成績.也讓我知道好和差的班別.
同樣都可以考出好結果.雖然很遺憾今年你們沒有任教我.但我也會很努力.不會令你們失望的.以及想在此向你
們說聲"謝謝!真的很多謝你們兩位老師!..
屋主回應:
你說得對,其實沒有分什麼好班差班,只取決於同學的生活態度;
我同意班主任扮演重要的角色,謝謝王美琪老師及陳麗華老師.
學生

2005-11-20 01:41

我最敬重又佩服的是訓導主任 MISS KONG.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她那把罵人如雷的獨特聲音和那張嚴肅的面
孔吧.其實她也有幽默的一面的.而我最喜歡她說話時的那份幽默感.每每都會令我捧腹大笑^^所以她在我心目中
是一位既嚴肅又可爰的老師.
雖然她沒有教過我.但她卻令我印象深刻.在中二的時候..因為犯了件小錯(在我角度是小錯).被捉去訓導處.面對
那轟炸的罵聲(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她并沒有因此而可鄰我.還給她記了一個缺點.那時我會覺得她點兒冷酷無情.
此事後..我不再容許自己犯錯再去訓導處..現在回想當年如果沒有你的教訓.我就不知自己錯在那裡.蒙蔽地錯下
去.你那時說的道理我還銘記在心呢.十分感激*還有如果沒有你.就不會有守序秩的學校..還要經常發惡對付一些
不守校的學生.考想想誰會喜歡做一位經常生氣.又令學生討厭的老師啊.所以我覺得 MISSKONG 那份無私偉大
的精神是很值得敬重的....................祝工作愉快
P.S 昨天放學發現 MISS KONG 有精湛的排球技術..哈哈
屋主回應:
我也欣賞 Miss Kong 的幽默感,還有感謝她令寧波公學秩序井然,學生學會遵守紀律;你說得對那個老師喜歡做一
位經常生氣,又令學生討厭的老師.
原來 Miss Kong 排球技術精湛?我還未察覺呢!
她在旅行日與中二同學玩遊戲,Halloween Party 吃水中的蘋果,也給參與的同學留下深刻的印象.
Miss Kong,謝謝你.
4a3.....*

2005-11-19 23:33

王美琪老師:上年你是我的中文老師..今年又當了我的班主任..能當你的學生..這絕對是我的榮幸..雖然你是一位
新老師..但是你那嬌小的身軀卻有一粿熱誠堅韌的教育心..令我佩服不已..你利用講解.POWERPOINT.電影短
片.歌曲.甚至遊戲..多方面來教授課文.令我們既輕鬆又容易地吸收知識..你不辭勞苦又不怕麻煩地教導我們..使
我中文進步不少.多謝你.告訴你一件事.今年是我升上中學以來.讀得最開心的一年..在你的帶領下.我們班非常團
體.令我們班得到不少的班際獎..這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正如校長所說的"開心的回憶"."我們班一起去
旅行.一起燒烤..一起玩遊戲..全校在運動場緩跑..然而我們班有節奏齊聲竭力叫著:4A3..4A3..4A3..跟其他班鬥
個痛快..不過這是開心的"鬥爭"..令我感受到團體潛有一股無限的力量.同學與同學的關懷和幫助更為感動.希望
我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回憶..王老師..多謝你..在此祝你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努力^^
屋主回應:
我看了也感受到 4A3 很幸福呢,恭喜你能擁有一位很好的班主任.
王美琪老師,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