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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MING YIN COLLEGE銘賢書院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七年二月

第四十五期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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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名單(2015-2017)

家長代表（學生姓名） 校方代表
顧問 　 陳綺雯校長
主席 何楊麗珊（4D 何朗珩）

副主席
翁彭彩儀

（4B 翁潔瑤）
謝裕富副校長

統籌 朱陳佩雯老師

財政
梁金珮玲

（3C 梁采微 2C 梁秋微）
朱陳佩雯老師

副財政 王馬慕茹（舊生 王靖行）
秘書 林李煒欣（3D 林心樂） 鍾志華老師

常務委員

馮馮玉琼（舊生 馮裕強） 鄭亦殷老師
莫胡忠慈（舊生 莫鎧雯） 蔡日銘老師
葉蘇如鳳（舊生 葉慧慈） 馮可安老師
黃高玉珠（舊生 黃鈞朗）

王玉銘（5A 王礎豪）
林堅志（2B 林俊賢）

高孫嘉燕（3D 高翊桓）
李鍾少英（5C 李元銘）

主席的話

　　上任以來，得到老師們多方面的協助，各位家教會委員發揮各自的專長，和衷合
作，使家教會克服一項又一項的困難，各項活動都辦得很成功，我實在感恩。過去一
年多，能參與校內校外不同的活動，我更是獲益良多。

　　在剛過去的聖誕聯歡會上，家教會委員與多位義工同學一起盡心服務。義工同學
的盡責和熱誠，使我們作為家長的，見證了學校的教學不單著重知識的灌輸，更重視
孩子素質的培養，我們為此都甚感欣喜。當日表演的同學，在舞臺上的認真投入，更
為晚會製造了一浪又一浪的高潮。

　　還記得本學年開始時，學校安排了一項新的互動項目「校長和中ㄧ家長吃早
餐」，學校藉此良機，促進與家長間的溝通和互相認識，家長們也熱烈回應，實在叫
人鼓舞。

　　適逢學校50週年校慶，我們今屆委員，有幸在任期內獲邀參演別具意義的歌劇，與
孩子同台演出，機會難逢，令人期待啊！

　　下學年是家教會選舉年。現誠邀各位家長在下一年度積極參選，爭取成為執行委
員，藉此與我們的孩子一同投入學校生活和成長，為 MY College 盡一分力，祝福銘賢
書院50週年繼續邁步向前，學以明道，榮神益人。

攝於前海，何太代表家教會參加
考察活動

主席何太(中)、副主席翁太(左)與
秘書林太(右)合照

編輯委員會

顧問：陳綺雯校長　何楊麗姍女士

委員：馮可安老師　鍾志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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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God. CCC Ming Yin College is always proud of having a group of very dedicated and supportive parents. 

In our 50th Anniversary Year, our parents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almost all of our celebration as well as learning 

activities. 

With the support of our parents, the 50th Anniversary Sports Day was a great success.  It was not the only the 

record-breaking events that marked the days, but the 100% participation of each and every student in CCC Ming 

Yin College that made the school’s non-teaching days so special. Ming Yin students excel in academic studies; they 

always.  But it is not only their hard work in their study that made them successful, it is the team spirit, the peer 

support, the right attitude and the good discipline that made Ming Yin students always the best. Of course, it is th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that made the whole event such a memorable moment in 

our 50th Anniversary.

Let me represent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ay ‘thank-you’ to the parents who had contributed their time and 

money in preparing the Thanksgiving Christmas Party for us. The participants enjoyed the good time, good food, 

and good sharing in God’s grace.  The buffet dinner was always a Christmas celebration highlight that our students 

look forward to. Besides,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the parents’ continuous support in the Respect Teacher Campaign, 

Respect Parents Campaign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school chaplaincy collaboration with CCC Sham Oi Church. 

Last but not the least, gratitude given to all of our parents who have donated very generously to our 50th 

Anniversary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I am sure that your donations will help the school to continue to serve the 

students with the best possible opportunities to work towards our school motto: ‘Learn to perceive the Word of 

God’ and ‘Glorify Him and do Good to others’「學以明道、 榮神益人」. 

18th March 2017 will be a great day in our 50th Anniversary.  We will have our Anniversary Worship, the Opening 

of our School History Museum, finals of our Anniversary Sports matches, the Opening of our Anniversary Art 

Exhibition and our Grand Anniversary Banquet on the day.  May God be with us and let us glorify Him in our 

celebrations.

Chan Yee Man Anne 
Principal 

Our Parents and Our Golden Jubi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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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家庭塑造人

　　過往不少家長提出在管教子女時遇到困難，因此本期特意邀請了駐校社工余SIR跟大家分享對

家庭教育的一些想法。余SIR處理家庭問題的經驗十分豐富，本期會先從家長對自己的認識開始，

分享如何調整教導子女的心態。

　　但為甚麼有些家長卻在實行方面有困難呢？這可

能關乎家長個人的性格及過去的經歷，這些因素會影

響家長對子女的管教。以下是一些家長管教時較常出

現的特徵：

1. 相信人生充滿競爭，爭取最好的學業成績是生存的

最佳保證，認為結果比事情的經過更重要，不能接納

子女才能的差異、個人的訴求及獨特性，不能容忍表

現不濟，忽視子女多元智能發揮的需要。

2.  可能基於個人過去的不幸經歷或挫折，對未來產

生恐懼及焦慮，因此對人缺乏信任，對子女的許

多事都過問及指令，以顯示自己的權威及價值；

或者自信心不足，很在意別人的眼光及評價，很

在意子女的表現失禮於人。

3.  執著於個人成功的經驗，希望子女依循自己的指

示，擔心子女失敗，或者希望子女圓自己未完成

的夢。

4.  未能撥出時間引導及支持子女。

5.  對個人的人生角色及目標缺乏彈性調整，或會將

不滿投射於子女，又或對自己未能發揮家長角色

感到悔疚。

6.  個人缺乏安全感及情緒控制，缺乏對自己的情緒

支持及愛護。因此，較難感受子女的困難及給予

關懷。

所以作為稱職的家長，也需要給自己思考的空間，增

加對自己成長經歷的了解，從而調整一些過時的觀

念；關愛自己，有需要時可向專業人士尋求意見。那

麼，家庭教育就更容易水到渠成了。

　　個別家長發覺在實施管教及溝通時，實在力不從

心，甚至影響與子女的關係及自己的情緒。有兩個因

素會影響管教的有效性，分別是：

(一)足夠的控制及引導：

1. 有明確的生活規範、限制和標準。

2. 花時間訓練子女瞭解這些限制。

3. 子女超越設立的規範時，給予清楚的警告。

(二)足夠的情緒支持：

1. 經常表達對子女的支持及關愛，花時間個別傾聽

子女講話。

2. 即使在違規的情況下，也願意傾聽子女表達完整

的事實真相。

3.  有限度範圍內給予自由選擇的權利。

　　家長的處事態度要客觀、公正及合理，才能夠令

子女信服遵行；家長也要具備體諒、耐心及真心誠

意，令子女感受到被關懷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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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力
小 測 驗

要了解子女目前的壓力狀況，家長可以從子女過去三個月生活上的細節得到答案，不妨為子女進行以

下的小測驗，從而找出最適當的減壓方法：

第1至3題：
一直都有（0分）‧最近有（1分）‧最近沒有（2分）‧一直沒有（3分）
1.  他/她最近有跟你分享煩惱嗎？

2.  他/她最近有定期進行運動嗎？

3.  他/她有否持續進行一些感興趣的事情/活動？

第4至12題：
一直都有（3分）‧最近有（2分）‧最近沒有（1分）‧一直沒有（0分）
4.  他/她近期有否較平日易哭、扭計或發脾氣？

5.  他/她最近有否感到身體不適，例如頭痛或肚痛？

6.  他/她最近有否無故感到心跳加速或呼吸急促？

7.  他/她最近有否睡眠問題，例如常發惡夢、失眠、易醒或常感疲倦嗎？

8.  他/她最近有咬手指、搣手皮的習慣嗎？

9.  他/她最近有坐立不安嗎？

10.  他/她最近食量有否減少或突然增多？

11.  他/她最近做功課時，集中力有沒有下降？

12.  他/她做功課時有否習慣將某類習作推到最後？

測驗結果

0至12分	 合理壓力水平
適量的壓力和合理的期望，可以令子女的溫習和做功課速度增加。

得到10分以下的孩子，父母應該有定期聆聽子女傾訴的習慣，以及讓子女有充足的運動量，以達致身心健康發展；如

果未養成這類習慣，不妨開始計劃一下，這樣對子女的成長有莫大的幫助。

12至24分	 壓力水平偏高
在壓力偏高的情況下，子女會不經意做出一些細微的精神緊張動作。

如果子女有解決不到的問題，便會不自覺地避開它，例如會將煩惱事排在最後才做，遲遲也不願去做某件事；

這個時候，家長應該多與子女傾談，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難，並授與適當技巧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24至36分	 壓力水平極高
如有這個分數，代表子女已經有明顯的壓力超載跡象，並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家長在此時首要處理的是子女的情緒問題，先教導他們一些減壓方法，如放鬆身體、深呼吸等等，幫助他們回到正軌

後，再一起商討解決方法。要以子女的角度去想，並要讓子女明白父母是站在他們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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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幫孩子減壓
1. 陪伴孩子

當孩子在學校遇到不友善的對待，不妨

多花點時間陪一陪他。你們可以一起散

步、踏單車或做運動，讓孩子學習以運

動來舒緩壓力。得到父母的陪伴，讓孩

子感受到父母的關注和愛，令他知道自

己是獨一無二的。

2. 引導孩子說出來

孩子或未能好好地以言語表達自己的感

受，他或許只懂得說自己「不開心」。

父母可以引導他說出事情的經過，以表

達他內心的真正感受；亦可以給孩子一

些建議，讓他在下次遇到類似情況時能

處理得更好。

父母可以做的5件事
孩子的壓力，有否從父母而來？這點是為人父母應該反思的問題。在教養的過程中，家長應不時作出自我檢視，以下

對家長的5大提點，大家不妨反思。

1. 學習目的

父母要反思自己送子女上學的目的，不要讓子女覺得學習只是為了爭取好成績，或為了滿足父母的自豪感。反而應讓

子女明白學習是為了追求知識、充實自己、不與社會脫節。

2. 適當的期望

子女感到讀書是苦事，心理壓力大，有時候是因為父母過分緊張，要求過高。若果期望遠超子女能力範圍的話，他們

會因無法達成家長的要求而感到沮喪及失去自信，所以家長對子女的期望要配合子女的能力，循序漸進，讓他們感覺

到自己是有能力邁向可行的目標。

3. 欣賞子女的長處和努力

家長不必過分重視子女的學業成績，同時要欣賞他們的其他長處，例如：在溫習過程中表現的耐性，看他們的整體表

現而加以讚賞。若子女已盡了力，便要接受其考獲的成績，不要擺出一副失望的臉孔。這時候家長更應讚賞他們的付

出，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4. 接納子女的短處

接納子女的短處，例如孩子分析力差，父母不能透過打罵或嘲諷去改變孩子的能力，反之，父母可以耐心地誘導孩子

對身旁的事物多加思考，一切由淺入深，亦可利用智力或推理遊戲等素材，助孩子改善。

5. 避免比較

避免在子女面前將他們與別人比較，如：「你真喺無用啦，讀書唔成，表哥就叻啦，年年考第一。」這些負面評價會

傷害孩子的心靈，使他們受到挫折和感到自卑，引致他們更缺乏進取心和無心向學。

3. 給孩子獨處時間

在父母跟孩子談過後，不妨給他一些安

靜的獨處時間，讓他放鬆和冷靜一下。

父母不用給他甚麼指示，只要讓他自行

決定在獨處時要做些甚麼，而這亦是他

長大後需要發展出的能力。當然，不要

讓他獨自看電視或玩電子遊戲就好了。

4. 讓孩子早點睡覺

很多孩子在倦極想睡時，心情都會特別

差。孩子不開心時，讓他多睡一點，其

實也是好事。父母可以讓孩子知道睡覺

是為了明天有能量繼續玩，而孩子亦多

數能在睡一覺後就回復原本的好心情。

資料來源：《單親心理健康計劃》

2016年10-12月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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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副校長的話

　　回首四十多年前，在偶然的機會下，我加入了銘賢書院工作。誰知一做便是

三十幾年，一直做到我退休為止。

　　在銘賢工作的初期，我主要負責數學科的教學和科主任的行政工作。

我那時工作的目標，只是想教好學生，偶而可以協助其他數學科老師，

一起解決困難而已。其後，楊寶坤校長履任，校政開始民主化。主任和

老師們都有機會參與學校政策的制定工作，以及討論執行的方式。

　　九十年代初，周朱瑞華校長接任後，將校政民主化推廣至家長和舊

生的層面。作為兩位副校長之一，我當時便負責成立家長教師會及統籌

會內的工作。這其實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因為香港當時成立了家長教師會

的中學寥寥無幾，我校成了這方面的先導者。我們就在不斷嘗試和大膽創新

中開展了家教會的運作。 

　　家長教師會成立初期，我們擔心家長還未完全了解，亦未習慣家教會的運作，當時只招收自願參加的家長成為

家教會的會員；再由會員大會投票，選出家長委員來推動會內工作。初期會員的數目，只有全校家長的五分之一。

那時，我們每年收到的會費很少，所以，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便是財政問題。尤幸得到家長和老師委員的緊密

合作，加上校長及全校老師和家長的支持，我們的工作雖然艱辛，但困難都得以順利地解決。家教會所舉辦的各種

活動，亦漸受家長的歡迎。我非常感謝校長們、家教會歷任主席、家長和老師委員一直以來對我的諒解和信任，使

我當時更有信心帶領著家教會運作。

　　我現在退休已有十年了，但我與家教會建立的情誼至今猶在。去年年底，在家教會的聖誕聯歡晚會中，我意外

地欣逢幾位當年創會的家長委員。我們緬懷過去，笑說別後人生。我們之間的關係，實在非一般的家校可比了。

　　在這次家教會聖誕晚宴中，我們娓娓道起一件我們早期開拓會務的故事。九七前，一般香港中學返回大陸交流的

機會不多。我校家教會在主席鄭長興先生推介下，聯絡上香港新華社。在新華社的安排下，我們帶領學生和家長，返

回廣東省作三日兩夜的交流活動。我們甚至獲得中山大學的教授、學生會會長和幹事的接待。由於從未舉辦過這種活

動，我們決定先辦一個試驗團。試驗團的團友，當時只由家長和教師委員自願組成，包括了鄭長興主席、陳紹才校長

和我，並有一名香港新華社人員隨團。由於是新華社安排，住宿及參觀交流等活動都十分順利。回程時，我們乘坐專

車，由廣州直返深圳羅湖。誰料在廣深高速公路上，我們的專車拋錨了。雖然事出意外，但我們仍十分鎮定。最後，

他們叫來了一輛拖車，將我們連人帶車，一起拖至羅湖關口。後來，我們還舉辦了數次這種國內的交流活動，我自己

的子女，也曾先後參加過。

　　為家教會做事時，那份認真的態度、創新的精神，以及困境齊共的情懷，

將永遠存留在我們的心中。人生，其實就是一份緣。我信有緣勝無緣，有緣更

可成知心。知心當中，貴在真誠；對人真誠，便是我做人之道。我國古書《中

庸》亦有云：「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我堅信焉！

蔡焯文		前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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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1993-2017年
9月

12月

3-4月

5月

10-11月/4-5月

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座談會

聖誕聯歡會

敬師日

上山下海境內外旅行及考察

陸運會接力賽/
家長培訓及興趣班

1993年家教會成立典禮

執委會會議

7

我們一起走過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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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會員大會

校服回收

陸運會

敬師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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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午膳供應商

聖誕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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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二零一六年九月

上年度結存 262,288.25
第四十四期<會訊>印刷費  4,300.00 
本年度會員費
(每家庭$100. 共757個家庭)

 75,700.00 

本年度獲捐助活動基金收入  4,070.00 
本年度獲捐助獎學金基金收入  5,270.00 
2015-16年度獎學金支出  14,300.00 
家教會會議支出  243.90 
支票入數銀行行政費  541.00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敬師鬆一鬆活動  1,695.00 
家教會會議支出  90.00 
八月份銀行帳單行政費  50.00 
資助購買中英文科書籍 6,000.00
資助學生課外活動 5,000.00
資助體育部購買設備 2,000.00
資助《青苗》書刊印刷費 3,000.00
資助「通識教育」活動及購買書籍 2,000.00
資助「其他學習」活動及購買書籍 2,000.00
資助英文科語文藝術活動 8,000.00
資助中文科語文提升活動 4,000.00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聖誕聯歡會總收入  33,580.00 
聖誕聯歡會總支出  52,090.50 
午間閱讀活動  882.10 
家教會文具支出  556.60 
儲蓄戶口利息收入(7/2016-12/2016)  0.34    
合計：  118,620.34  106,749.10 
結存：  274,159.49 

(2)截至2016年12月31日各類日常經費運作戶口之結存：

零用現金  456.60 

儲蓄戶口  68,464.58 
支票戶口  205,238.31 

結存  274,159.49 

(3)獎學金定期存款戶口之結存：
日 期 項 目  收入(HK$) 

二零一六年九月 承上期總結存  202,237.49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定期利息(09/2016-11/2016)  5.08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結存  202,242.57 

備註：下學期將有一筆7,642.5元款項自支票戶口轉入獎學金定期戶口，
屆時獎學金定期戶口結存為209,885.07元。

銘賢書院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半年活動回顧
2016年8月 出版本會第四十四期會訊。

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 與本校中、英文科合辦「閱讀獎勵計劃」。

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 舉辦午間閱讀活動，主要對象為中一同學。

2016年10月 校長與中一家長舉行早餐約會，促進中一新生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和了解。

2016年10月 協助回收舊校服，並分發予同學，以提倡環保節約的校園文化。

2016年10月及2017年1月 家教會代表突擊檢查午餐供應商之膳食質素，結果令人滿意。

2016年10月22日
周年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約有100位家長參加。陳綺雯校長主講「新學制下銘賢學生的挑戰與出
路」，當天邀請了三位傑出校友黎嘉慧(2007)、方顥勳(2013)及劉紫欣(2014)分享畢業後的出路及發
展。蕭惠蓮副校長及吳志輝助理校長主講「中學文憑試及聯招」，並舉行家長教師交流茶聚。

2016年11月11日
協辦「敬師鬆一鬆活動」，為全校老師及職工提供糖水及點心小吃，以慰勞老師及職工開學以來的辛
勤努力。

2016年11月25日 家長代表親臨陸運會會場為運動健兒打氣，並與校長、老師組隊參與接力邀請賽。

2016年12月10日 聖誕聯歡晚會，約400人參加，當晚座無虛席，佳饌紛陳，節目豐富，氣氛高漲。

2017年1月23日 快閃派揮春：家教會代表向各班別派發布揮春，祝福各班同學新年進步，百尺竿頭。

2017年2月 協辦敬家長日，為同學提供心意卡及小禮物贈送予家長，以表達對家長養育之恩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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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
班別 學生中文姓名 家長姓名
1A 張旨榮 張盼贖女士
1A 何卓諺 林智雅女士
1A 霍超鵬 趙窩女女士
1A 陳伊雯 魏生紅女士
1A 凌巧文 何惠嫻女士
1B 陳杰 郭一紅女士
1B 范宇亮 范耀歡先生
1B 傅錦聖 傅志峰先生
1B 黃智健 黃創就先生
1B 劉冠豪 李愛英女士
1B 潘欣杰 潘偉遜先生
1B 鄧景駿 鄧志強先生
1B 黃天佑 區靜儀女士
1B 葉詠豪 葉英才先生
1B 陳嘉麗 李華云女士
1B 陸嘉敏 李雪芳女士
1B 農泳茵 農喜露女士
1B 譚櫻芝 雷玲玲女士
1C 黃卓熙 黃雪梅女士
1C 關仲麟 關劍威先生
1C 鄺明宇 鄺志偉先生
1C 李佳峻 李福紅女士
1C 盧卓鏗 盧智堅先生
1C 黃釗明 黃淑優女士
1C 陳曉彤 莫穎鍁女士
1C 招晨頤 李若瑜女士
1C 黃詩韻 朱靜紅女士
1D 郭嘉誠 郭敏輝先生
1D 劉浩楠 劉勇杰先生
1D 吳浩宏 吳艷娟女士
1D 周尤晟 陳洁女士
1D 謝兆偉 劉少玲女士
1D 許雯欣 馮毅華女士
2A 陳岷鉦 陳啟安先生
2A 方展鵬 周金雁女士
2A 劉銘智 馮妙玲女士
2A 余朗天 柳紅娟女士
2B 龔健誠 馬麗姬女士
2B 謝依穎 謝合松先生
2C 梁豪基 裴鳳蓮女士

班別 學生中文姓名 家長姓名
2C 譚毅 譚德賢先生
2C 許穎欣 許錫培先生
2C 林沛儀 林永康先生
2C 梁秋微 金珮玲女士
2C 容 施 邵錦珠女士
2D 李嘉豪 李展鵬先生
2D 李栢俊 鄭麗紅女士
2D 蘇煥 黃燕玲女士
2D 劉麗華 劉靜斐女士
2D 林芷翹 陳慧霞女士
2D 黃敏玥 黃俊祺先生
3A 董卓樺 譚瑞萍女士
3B 田心韻 田輝先生
3C 江展濠 黎海娣女士
3C 吳錦儒 鄭秀英女士
3C 馮海瞳 劉惠珍女士
3D 陳振華 張佩珍女士
3D 麥卓琳 馬曉嫦女士
3D 潘凱恩 潘啟昌先生
3D 黃美茵 李月友女士
4A 蔡旭杰 劉小春女士
4A 胡承亨 胡醒明先生
4B 陳振揚 曾秀華女士
4B 梁卓浩 胡美亞女士
4B 翁潔瑤 彭彩儀女士
4C 吳浩渝 韓娟女士
4C 蘇穎欣 蘇志雄先生
4D 何朗珩 何如釗先生
4D 朱佩姍 朱景全先生
5A 莫景城 符春梅女士
5B 張治操 譚海鳴女士
5B 黎卓賢 黎子堅先生
5C 施日朗 施生弟先生
5C 香梓婷 香桂良先生
5D 李志龍 李黃進先生
6B 林淑瑤 林積會先生
6B 阮素珩 鄒雪娣女士
6D 蘇宇健 林英敏女士
6D 陳雅姬 陳真灼先生
6D 莫奕山 景雪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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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or better in
Five Subjects
五科達二級或以上

Core Subjects  a t 
"3322"+2 or better
核心科目達「3322」
+2或以上成績

Eng Lang (Level 3 
or above)
英文(三級或以上）

C h i n e s e  L a n g 
(Level 3 or above)
中文（三級或以上）

Maths (Core)
(Level 3 or above)
數學（三級或以上）

Liberal Studies
(Level 3 or above)
通職（三級或以上）

2016 HKDSE Results (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Academic Excellence  公開試成績表現優異

Day School
Candidates

（全港日校）
CCCMYC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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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ctivities
Activities

中文演講比賽：銘賢50周年校慶
50th Anniversary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Cross curriculum project learning
Essay Writing: MY Dream School
五十周年校慶徵文比賽

A Historical Survery - MY and Sham Shui Po
New School Webpage
50th Anniversary Marathon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12

5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謝浚豪 (F.6E 2015-16)
Champion

莫奕山 (F.5D 2015-16)
First Runner-up

陳曉銦 (F.5A 2015-16)
Second Runner-up

謝丹雄  1977年中五畢業
作品名稱：《青蔥歲月》
創作媒介：陶藝

李淑榆  中五丙班(2016-17)
作品名稱：《恐懼》
創作媒介：粉彩紙本

朱啟文  1978年中五畢業
作品名稱：《粒粒皆辛苦》
創作媒介：木刻版畫

50th Anniversary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Golden Jubilee Visual Arts Exhibition

New School Webpage

50th Anniversary Marath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