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要目 

天水圍官立中學   校訊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我於 2009 年到任天官，從此我就與她結下不解緣，直至今天引退在即，讓
我在此描繪一下這六年間所領略的點滴情懷，亦鼓勵大家努力不懈，共建天官
的未來。 
 

  天水圍官立中學的同學都清楚我是基督徒。在校長的崗位上，我盼望按照
上帝的旨意培育學生身、心和靈性的成長，不是使用轄制外表行為的手法，乃
是塑造他們內在的品格及啟發他們的潛能，不盡是執行教育指引，乃是出於甘
心樂意，為促進學生發展謀求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集會和日常的接觸中，我一直倡議 3R 價值 — 責任感、尊重和堅毅精
神，又強調同學要增長的包括價值觀、知識、技能和態度。去年九月爆發的佔
領運動，同學流露的情操令我深感欣慰，印象難忘。猶記得主辦組織呼籲中學
生 9 月 26 日罷課，我聯同副校長與同學代表會面，就「學校如何處理學生罷
課」對話，同學表達對事件溫和理性的看法，更關心校長要否承受官方的壓
力，以有商有量的態度與校方達成共識。9 月 28 日催淚彈事件翌日，學生會會
長在早上 7 時許知會我學生將於 7:30 至 8:05 在學校門口靜坐，並且申明他們的
立場，確保不妨礙上課，希望獲得校長支持，做法顯示出領袖的風範，懂尊
重，肯體諒和有沉著溝通的修養。其後參加靜坐的人數約 50 名，秩序良好，並
無對過路途人或返校同學造成滋擾。早晨上課鐘聲響起，全體學生即進入校園
操場如常早會，當日沒有發動罷課，在追求民主理念與宣示對警方行動不滿的
同時，展現他們善良、和平、進退有度的一面。10 月 1 日前夕傳言黑勢力混入
佔領區，可能危及參加人士的安全，我心裡很不平靜，關上門屈膝祈禱，尋求
神的引導，然後與副校長商討，決定邀請教師進行特別班主任課，向學生講解
形勢，勸導不要到高危的旺角。雖然後來仍有一小撮同學前往金鐘佔領區，但
全體同學皆明白老師的深切關懷、用心良苦。潤物細無聲，師生之情更進一
步，這都是教師團隊對學生鍥而不捨地栽培的成果。 
 

  「九十年代初，我被調派到天光道官立中學服務了三年，想不到竟是今年
獲委任為本校校長的前奏。看着承自該校的天官校徽、校訓及校服，實在倍感
親切。」 
 

  2009 年我在二十周年校慶特刊的文章曾寫下以上的前言，今年竟再給我第
二次的「想不到」。 
 

  這要從八十年代開始說起，教育局因應市區人口遷往新界市鎮的趨勢，重
組政府中學的分佈，於 1990 年開辦天水圍官立中學，而天光道官立中學須在
1994 年停辦。該校根據教育局規畫，陸續把物資移送到天官，而歷年學生的學
籍紀錄卡也存於本校。而去年天光道官立中學的校友會重整旗鼓，聯繫了不少
分佈各地的舊生，今年派出幹事委員跟我聯絡，親臨本校，了解到天官於創校
時期，首任校長陳何嘉樂接納該校校長的建議，傳承他們的校徽、校訓及校服
式樣，故兩校的淵源甚深。這群天光道官立中學舊生表示他們渴望對母校回
饋，但沒有現時在校的學弟妹
承接，因此希望將天官當作他
們逝去的母校今生的延續，他
們除了積極參與銀禧校慶的晚
宴外，更約見本校的校友會，
有意與他們合作貢獻天官，這
份真摯的情誼真是令我驚訝和
感動。我校的同學亦具備同樣
純樸熱誠的特性，對母校懷着
濃濃的感情。我寄望兩校一脈
相承，攜手成就這共建天官的
美事。 
 

  最後我祈求上主成全、堅
固和賜力量給你們！ 
  
                           鄭麗恩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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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二十五周年班際課室門美化比賽 
 

  為慶祝校慶二十五周年，我們特別舉辦了「校慶二十五周年班際課室門美化比賽」，以增添喜慶氣氛。
比賽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海報設計，第二階段為美化加工及同學解說。 
 
  在第一階段，同學十分踴躍設計海報，每班有三至七份作品呈交班主任，最後在 2015 年 2 月 6 日晨讀
時段，於班內由同學投票選出代表己班的作品。獲選作品稍後製成兩呎乘三呎海報，張貼於各班課室門上，
並由該班同學加工美化班牌。 
 
  第二階段舉行日期為 2015 年 5 月 13 日，當天下午，由校長、兩位副校長、兩位美術科老師、兩位老師
代表及一位中六級同學代表組成的評判團到各班評審。各班同學代表須準備兩分鐘簡介，向評判介紹設計概
念，以競逐各項大獎。最後，脫穎而出的得獎者名單如下： 

海報設計獎 

初級組 冠軍 劉翠玲 (3A) 亞軍 張凱怡 (2B) 季軍 陳鈺文 (2C) 季軍 黃樂怡 (3B) 

高級組 冠軍 陳以婷 (4B) 亞軍 黃欣欣 (5E) 季軍 朱晓欣 (5C)  

綜合表現獎 

初級組 冠軍 3A 亞軍 2B 季軍 1A 季軍 3B 

高級組 冠軍 4B 亞軍 4C 季軍 5E  

初級組冠軍 3A   初級組亞軍 2B 高級組冠軍 4B 高級組亞軍 4C  

綜合表現獎 1C 班 設計概念介紹 獲獎班別與評判合照 



  

 

公司名稱 2014-2015 第二期 

二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第 3 頁 

   校友重聚日 
 

「校友重聚日」懷舊小食     潘佘碩娟老師 
 
  當我知道要為這日準備茶點時，腦子馬上閃
出「麥牙糖梳打餅」這名字，兒時最愛吃的了，
又香又甜，既平宜又填肚，最合適不過了。再想
起鉢仔糕，現在的份量已較細小，不過只要後期
用紅彤彤的紙墊托襯起來，平凡的鉢仔糕也會頓
然變成「靚仔糕」！回家再想還有甚麽可以派上
用場呢？呀！想起了！過年時有一家長送了我一
盒家鄉炒米餅，拿了回來與大家分享，眾人都讚
與別不同，充滿懷舊味道，於是只好勞煩她遠從
龍江再購買一些回來，之後再添加一些花生、小
糖果便成事了。當天舊生們、老師們吃得津津有
味，笑語盈盈，我看了也暗自歡喜！ 
 
 
 

 

 

 

 

 

校長與前主席洪彩琴女士、佘碩娟老師及李桃紅老師。 

天官，我們回來了﹗ 我們，還有我們的孩子。 

看我的「衝力射球」﹗ 校友何顯睿、楊佩琳帶著兒子探望老師。 

校友重聚日，於有蓋操場設訂購處。 「高瞻尚賢」紀念 T 恤，你買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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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重聚日 

講座(一) 題目: 理想、你想 

主講: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主席梁劉柔芬女士 

 

背景 

「商校伙伴計畫」於 2003 年由青年企業家發展局創辦，自 2007 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商校伙伴

計畫」是由商界和中學攜手合作的計畫。直到 2011 年 9 月「商校伙伴計畫」正式更名為「商校家長計畫」，新

增的家長元素更是我們未來發展的重要一環。透過誠邀學生家長一同參與工作坊，希望加強家長與學生之間的

了解，增進和諧的親子關係，使家長成為學生的指導師，同時此計畫協助年青人培養企業精神，讓青年人能在

投入社會前接觸商業世界，建立積極和正面的企業精神思維 ──實幹、熱誠、勤奮、進取、有遠見、創新、有

內涵、具承擔。 

 

年青人‧出課室‧ 看世界 

計畫從第一年的 9 間公司和學校開始，至今已超過 570 間公司和學校先後結成伙伴，受惠學生人數超過

18,000，而每年有意參與的學校均比參與的公司數目多近一倍，因此我們需要更多企業的支持。 

 

目標 

1.讓年青人在計畫未來時，已準備好「企業精神」 。 

2.打開課室以外的學習空間，並接觸商業世界 。 

3.讓公司企業能參與教育工作 。 

4.為商界和學界建立聯繫 。 

5.喚起「家長」自覺對子女成長的重要及支援 。 

 

運作形式 

          以一間公司結合一間學校的形式，由公司派出富工作經驗的員工代表（公司大使），由他們向 30 至 40 名

中四至中六的學生主領 6 個工作坊，安排於星期六或平日放學後。公司大使在不同主題的工作坊中，與同學互

動。計畫完成後，同學將能掌握社會對他們的期望，並知道如何裝備自己，面對未來的挑戰。  

 

 工作坊簡介 

「商校家長計畫」包括六次不同主題的學生工作坊，活動形式以遊戲、小組討論、資料收集、匯報、情景

處理、嘉賓講座、企業家經驗分享及公司參觀為主；另有兩個為家長而設的工作坊。 

  

工作坊一：熱身營(建立師友關係) 

                      讓學生感受到社會各界對他們的關心，用「我的生命線」活動讓同學知道必須為自己的前途負責。 

 

工作坊二：發掘事業與工作(定立目標) 

                   讓同學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找出志向所在，定下事業目標。 

 

工作坊三：企業精神(學習模範) 

                   以公司大使為模範，學習企業精神，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明瞭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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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重聚日 
 

 
 

   
 

 
 

家長講庢(二) 題目：共創更好的網絡世界 

主講：香港家庭福利會 洪婉瑩姑娘 

 

本校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及香港家庭福利會

合辦「共創更好的網絡世界」講座，由網絡教育及輔導

服務註冊社工洪婉瑩姑娘主講，讓家長認識如何輔助子

女善用網絡，其中提到網絡危機包括六項 : 
 

1 泄露個人私隱 

2 網絡安全陷阱 

3 沉迷上網 

4 網上欺凌 

5 網上誤交損友 

 
 

 

        洪姑娘建議家長認識子女常用的應用程

式，以關心而非批判的態度，先細心聆聽，再

冷靜解釋。對網絡成癮則要對症下藥，有四點

要留意： 

 
 

第一，預防勝於治療 

第二，讓子女察覺問題 

第三，提醒子女改變動機 

第四，提供有效的方法改變習慣，例如平衡生

活，建立價值觀等，最終出於愛及關心的態度

勝於一切。 

工作坊四：參觀公司(體驗社會) 

                   引導同學走出課室認識實際工作環境，為實現事業目標而搜集資訊。 

 

工作坊五：我的事業藍圖(策畫未來) 

                   同學整合以上四個工作坊的學習所得(包括認識自己、定立目標、企業精神及現實環境)，為事            

                   業目標擬定具體計畫。 

 

工作坊六：自選活動(應用所學) 

                   最後的工作坊是同學完成五個工作坊後的一個實習，讓同學用不同方式去應用及展現學習所  

                   得。  

青企主講嘉賓劉柔芬女士 網絡世界主講嘉賓洪婉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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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重聚日 
 

訪問天官師姐 —— 溫翠芳 

 

  適逢天官校慶二十五周年「校友重聚日」，溫翠芳師姐出席了這一次活動，分享了自己的個人心得。溫翠芳

師姐(Jenny)，於 2008/2009 學年度畢業離校，現職特殊需要學生的教學助理，幫助一些學習有障礙的學生，協助

他們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每一個認識溫師姐的人，包括校長、老師以及同學都被她堅毅不屈、永不服輸的精神所

感動。 

 

  一次不幸的意外後，溫師姐失去了雙腿活動的能力，她從此需要每天靠輪椅代步，面對生活上的各種不便，

溫師姐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反而更努力，勇敢克服學業和工作上的困難。 

 

  學業方面，溫師姐中五會考成績不如理想，不能升讀大學，但溫師姐決心報讀高級文憑課程，再一次奮鬥努

力讀書，過程非常艱辛；礙於身體上的不便，溫師姐需要獨自吃力推動輪椅，所以必須選擇一些地點不太遠的學

校，否則她會很辛苦。幸好，她成功地入讀適合自己的學校。在進修期間，師姐急趕直追，每天前往圖書館自

修，經過一番努力，最終考取大學學士學位。 

 

  工作方面，溫師姐目前任職教學助理，主要工作範圍是為中學生舉辦興趣班。工作繁忙的她坦言自己讀書時

期不知道老師及教育工作者的辛苦，如今做了教學助理才理解老師的工作，例如出卷、改卷以及假日須回來工

作，令她對老師很感激。 

 

  很久沒有回母校的她，最想探望一班曾經教過她的老師，大家聚首一堂高談闊論，及看看母校四周環境。另

外，師姐今次回來發現母校改變了不少，而自己由學生成為現在校友身份，心態上也轉變了不少。她希望學弟學

妹不論做什麼事都要為自己訂立明確目標，同時也努力不懈地朝著自己有興趣的目標進發。不過，現階段應該專

注讀書，不要浪費中學寶貴時間。 

 

       最後，師姐說雖然自己力量有限，但不忘支持母校，她樂意出席學校講座，向學弟學妹分享自己心路歷

程。 

 

 

 
 

 

 

 

 

 

周向城校友為溫師姐素描 

溫翠芳師姐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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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晚宴 
 
  2015 年 5 月 16 日是我校二十五周年銀禧
晚宴，當天超過四百位教職員、校友共聚一
堂，分享天中四分一世紀的茁壯碩果，大家一
起緬懷往昔的歡樂時光。 
 
  當天的節目多姿多采，在場各賓客先唱校
歌，為晚宴掀起序幕，校友洪亮的歌聲，令晚
宴增添生氣，校友會更為母校製作微電影「青
春要徵兵」，當中校友們精湛的演技、出色的
剪接配樂，令在場觀眾不禁讚嘆不已，也回顧
了母校的青春歲月。晚宴中最難能可貴的是接
近五十名天光道官立中學校友蒞臨參與晚宴，
我校既延續了天光道官立中學的辦學信念，也
默默聯繫着濃濃的師生情誼。 
 
  天官二十五周年銀禧固然是盛事，但令人
欣慰的是校友們無論順境逆境，都能互相鼓勵
和扶持，體現母校精神。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徐啟祥先生 (右六) 與 

歷屆校長及副校長合照 

天光道官立中學校友來到天中大家庭歡度晚宴 第二屆畢業生帶著孩子合照 

校友鄒欣伶 (第九屆畢業生) 與

何紹龍 (第十二屆畢業生) 擔任

大會司儀 

一眾老師與第十屆畢業生合照 一眾老師與第十五屆畢業生留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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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文化匯演練習花絮 
 

藝術發展課 

合唱團 

美術 音樂 

電腦 舞蹈 

時裝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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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文化匯演練習花絮 
 

舞蹈組 

校慶紀念特刊 
 

  本校明年將邁入二十五周年。為紀念這重要時刻，學校安排了一系列活動，熱烈慶祝，並擬出版「銀禧校慶紀

念特刊」，讓全校師生、家長、校友以及各持份者，回顧二十五年來學校本著「好學力行」的辦學宗旨作育人才，

培訓社會菁英的成績，又能夠展望未來的路向，給全體員生以明確的目標，同心同德，再創輝煌。 

 

  編委會在學期初已召開會議，商討特刊內容重點：以校慶口號「尚賢高膽」為綱，擷取學校過去五年在學與教

或其他學習經歷等方面的優秀成績，並展示學校未來發展的路向。編委會成員以中英文科老師為主，他們各有分工，

負責部分版面內容的約稿及編輯，其他有關學校活動的老師則負責供稿，以配合工作。直至目前，稿件已集過半，

尚在編輯整理中。如果一切順利，特刊預期將於今年 9 月尾至 10 月初面世。 

 

 

 

 

 

戲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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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活動 
 

  通識教育科為了提高同學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關注，培養同學

的時事觸覺，藉以反思自身在社會發展的角色，聯同歷史科、中

國歷史科、經濟科和地理科舉辦了共四次分享會和一次專題講

座。每次分享會均邀請不同學科的老師與同學分享，讓同學能從

多角度分析香港政制發展，例如：從歷史科的角度分析香港政制

發展、從不同角度理解何謂民主等等。另一方面，各級同學也能

就香港政制發展暢所欲言。至於專題講座方面，由陳方安生女士

主講，題目為「一國兩制：民主與管治關係」。在問答環節中，

本校同學積極發問，盡顯關心社會的一面。  

教務發展組 

校長致送紀念品予陳方安生女士 

中一級同學留心聆聽老師對政制發展的分享 

同學就政改積極發表己見 

李銘浩同學向師生分享對民主的看法 

同學向陳太發問 

陳方安生女士與師生大合影 

同學回應講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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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校交流 

 

   

教務發展組（續） 

日期 參與組別 交流學校 

2015 年 4 月 24 日 特別教育需要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2015 年 4 月 27 日 中文科 

數學科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企業、會計與財政概論科 

設計與科技科 

訓導組 

輔導組 

公民教育 

家長教育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15 年 4 月 29 日 英文科 筲箕灣官立中學 

2015 年 5 月 11 日 管理與組織 賽馬會官立中學 

2015 年 5 月 20 日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伊利沙伯中學 

        為了準備第三次教師發展日，本校共有超過 30 名教職員於 4 月至 6 月期間到訪不同學校，包括觀塘功樂

官立中學、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筲箕灣官立中學、伊利沙伯中學和賽馬會官立中學，就中國語文、英國

語文、數學、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訓導組、輔導組、生涯規畫、融合教育、公民教育、家長教育、學與教及

學校管理與組織等不同範疇在外評前的注意事項，以及組別上的專業作出交流。教師發展日當天共有 18 名老

師負責分享，讓所有同事也對外評事宜以及其他學校的心得有更透徹的了解。從老師交回的問卷調查中反映超

過 9 成老師給予是次活動正面評價，證明活動對有效推動同事的專業發展有莫大幫助。 

 

中文組分組討論 

科技教育組分組討論 

本校副校長及英文科老師到訪筲箕灣官立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同工與本校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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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校觀課及專業交流 

教務發展組（續） 

「自主學習觀課交流日」同工大合照 

 

        為了促進友校間自主學習的交流，本校在

2015 年 4 月 20 日舉辦「自主學習觀課交流日」，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及梁文燕紀念中學校長

及老師共 23 人蒞臨本校與同工交流實踐自主學習

課堂的經驗。 

 

交流日主要分為兩部分： 

        第一為觀課。本校邀請中三級通識科和中一

級歷史科的老師開放課堂，讓觀課的同工及本校

老師共同參與評課。 

        第二部分為分組討論環節，由本校副校長及

老師分享「如何透過自主學習及分層課業照顧課

堂上學生的多樣性」。 

        討論環節分為三組： 1. 通識及歷史科自主學

習分享 2.生涯規畫 3.學校過往三年學年規畫及推行

自主學習的經驗分享。由本校副校長及教務發展組

老師分享「學校如何規畫自主學習」及「在校內推

動自主學習的困難及策略」，由歷史及通識科的科

主任及老師交流「實踐自主學習課堂的經驗」及

「Skill-based 技巧基礎的教學法」及由生涯規畫及

就業輔導組老師分享「學校如何推行生涯規畫」。 

        在分組討論部分，本校同工與友校同工交

流，友校同工讚揚本校同學在課堂的積極參與，

欣賞老師為同學的努力付出，令同學在課堂上認

真投入學習，這讚賞給予我校老師很大的鼓勵。 

 

友校同工積極給予回饋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同意

及非常同意是次活動能配合他們學校的發展需要，

認為能在教與學上得到啟發，能增加他們對自主學

習的認識及對推行自主學習方法有所得著。此外，

友校同工還希望日後能增加觀課的堂數次數及擴展

至其他的科目。 

 

        另外，觀塘官立中學校長及老師共五人於 6

月蒞臨本校觀課(歷史科)，並於課後進行評課會

議，由科主任及老師交流實踐自主學習課堂的經

驗，並展示學生的優質課業(Exemplar) 。  

友校同工蒞臨本校觀課交流 

中三級通識科同學匯報，同學積極投入，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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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周 

 

  科技教育周於 5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學校禮堂舉

行，主題為「零食知多少」。藉此活動希望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生認識以下四科的關聯，並

把所學的學科內容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家政科展板

以介紹營養標籤為主。營養標籤是實用工具，幫助

消費者了解食物的營養素含量，方便選擇較為健康

的「三低食物」，即低糖、低鈉、低脂肪。電腦科

展板則介紹幾種閱讀標籤的方法，例如 ISBN、QR 

Code、RFID 等。設計與科技科用兩個機械人運送包

裝食物，從而讓學生認識物流的運作。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科展板以介紹市場營銷管理(4Ps)、消費

者角色、理財方法等為主。 
 

           是次活動有多樣化的形式 (展板/ 攤位/ 電腦遊戲/ 親身操作機器人 /問題紙 /實物示範)，期望能把學生帶出課室

去學習。從問卷調查中，88.6%同學同意或非常同意科技教育周活動能夠提升學習興趣，89.3%同學同意或非常同意活

動能夠提升學科內容的知識及 91.2%同學同意或非常同意活動能夠應用四科知識在日常生活中。整體來說，初中學生

積極參與，十分投入活動。活動後，同學憑印章數量，換領較為健康的零食作為禮物。 

教務發展組（續） 

同學正進行營養標籤攤位遊戲---零食 Q&A 

同學用 i-pad 閱讀標籤的方法 同學正進行足球理財電腦遊戲 

同學正使用機械人運送包裝食物，從而認識物流的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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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 --- 麥潤壽講座 

 

  學術促進組於今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第 8 及 9 兩節課為中二至中四同學安排「永不放棄 --- 麥潤壽講座」，

旨在通過傑出人士現身說法，勉勵同學確立人生目標，為個人理想而奮鬥。講座嘉賓麥潤壽先生曾為廣播節目

主持人及「數碼電台」台長，主持節目廣受聽眾歡迎；他熱心青少年輔導工作，現時專注自己創立的「永不放

棄同學會」事宜。 

 

  當日麥先生以輕鬆風趣語言，配合精心製作的視聽簡報，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理想追尋及成功之

道，其間更高唱勵志歌曲，鼓勵同學努力學習，永不放棄，獲得全場的掌聲。講座期間，同學表現專心投入，

答問環節更勇於提出問題，認真積極。 

 

 

 

 

 

 

 

 

 

 

 

 

學習反思優異表現示 

本年度各科進行學習反思，同學認真地完成反思表。 

 

學術促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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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表現示例 英文科表現示例 地理科表現示例 

麥潤壽先生主講「永不放棄」-  一種笑對人生

的生活態度。 

你我他步伐不一，但步履重疊……彼此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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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書展 
 

  2015 年 2 月 26 日至 27 日本校參與突破機

構「閱讀贊助計畫」，由善長捐出書券，贊助

同學購買益智的課外讀物，鼓勵廣泛閱讀。圖

書館主任負責安排書展，由中文科老師帶領。

4.23 世界閱讀日活動 

  

  

 4.23 世界閱讀日壁報展覽、閱讀常識填字遊戲  好書推介 

 圖書館服務生扮演書中角色，向同學宣傳世界閱讀日活動和推介書籍。 

參與突破機構「閱讀贊助計畫」 

「生命教育基金」閱讀計畫 
 

  本校參與「生命教育基金」贊助的閱讀計畫，由機構捐出

《超凡學生手記——信念躍進．時間管理．學習技巧》給中一

級同學閱讀。同學根據班主任指示，順次完成閱讀工作紙。此

計畫旨在透過閱讀反思和交流，讓初中同學能掌握讀書技巧，

建立正面價值觀，以及確立清晰的人生目標，為個人成長打好

根基。優秀作品會送交「生命教育基金」競逐獎項。 

      在看完此書後，我學會了「何謂成功？何謂失敗？」。

成功和失敗的定義因人而異，當我們很想贏時，卻往往賠

上健康和失去朋友、同學、家人、愛人的親密關係和真正

的愛。有「失敗」就有「成功」，有「平凡」就會有「不

平凡」。人往往在「追求」和「得到」中思考什麼是真正

的勝利。還有在書中看到了很多偉人的看法，從中也明白

到「何謂成功﹖何謂失敗？」 

同學讀後感分享 —— 1A 曹錦康 



  

 

公司名稱 2014-2015 第二期 

學與教 

 第 16 頁 

第二屆社際「天中扮嘢王」角色扮演比賽花絮（圖書館與歷史學會、中史學會、環保教育組及美術學會合辦 ） 
 

   

 

 

 

 

 

 

 

 

2014-2015 科本自學閱讀計畫結果 
 

  由圖書館與各科協作的「科本自學閱讀計畫」本年度參與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綜合科學、生

物、物理和世界歷史合共六個學科，共七個閱讀主題。閱讀主題包括中一級「小說、歷代帝皇將相」，中二級

「散文、航天科技與太空探索」，中三級「疾病傳播與健康生活、物理發明及核能」以及中四級歷史選修科「香

港百年」。 
 

  學生呈交閱讀報告的總數首次突破 1400 份，比往年上升五倍。而獲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普及閱讀獎勵計

畫」頒發獎章共 64 人，比往年人數大幅上升。 

 

 

 

 

 

 

 

圖書館（續） 

比賽結果 (隊伍) 

冠軍隊伍 : 紅社 A 隊 (曹植、曹丕) 

亞軍隊伍 : 紅社 B 隊 (張飛、關羽與諸葛亮) 

季軍隊伍 : 綠社 A 隊 (秦始皇與李斯、焚書坑儒) 

比賽結果 (社際) 

冠軍 :  紅社     亞軍 :  綠社  

季軍 :  藍社     殿軍 :  黃社  

冠軍及最佳演繹獎： 紅社 A 隊 亞軍及創意大獎：紅社 B 隊 季軍 綠社 A 隊  

各社成績 
 

冠軍 綠社 

亞軍 黃社 

季軍 藍社 

各班成績 

中一級最佳成績班別 1A  

中二級最佳成績班別 2A 

中三級最佳成績班別 3B 

冠軍 3B   

亞軍 2A 

季軍 2B 

個人比賽成績 (級別) 
 

中一級 

冠軍 1A  鍾蕙珊  

亞軍 1C 李超琪  

季軍 1C 何茵桐  

中二級 

冠軍 2A 張興隆  

亞軍 2A 張國權  

季軍 2D 張凱程 

中三級 

冠軍 3A 邱儀婷  

冠軍 3B 黃相龍 

季軍 3B 吳鎧嵐 

 
 

 

中四級 (選修歷史組別) 

冠軍 4A 梁敏莉 

冠軍 4B 陳以婷 

季軍 4B 黃愷琪 

季軍 4C 周雅 

 

個人比賽總成績 

冠軍 2A 張興隆 

季軍 3A 邱儀婷 

季軍 3B 黃相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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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少年作家獎 

〈家鄉的味道〉     6C   羅安琪 
    

  家鄉那清澈的海水是咸的，家鄉那伴隨叫賣聲的豆腐腦是甜的，家鄉那奶奶親自醃制的酸薑是又酸又辣的。家

鄉的味道很多，很複雜，用百味交集來形容再適合不過。而此刻的我更是百感交集。今天，我回到那分別了五年，

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車站的外觀依舊如此，仍然是藍白色的建築物。還記得車站旁有總是傳來香氣的紅色小食亭，我和姐姐更說車

站像一個由紅色、白色、藍色相間的大膠袋。如今，怎麼嗅不到香噴噴的味道？那紅色小食亭跑到哪裏跟我捉迷藏

去了？姐姐告訴我，小食亭變成車站裏的便利商店。常再也嗅不到香噴噴的氣味，再也吃不到那甜滋滋的鬆餅，我

突然感到莫名的失落感，那種讓我難忘的味道消失在這個地方了。 
 

  還記得回家的那條路，旁邊有我最愛的牛肉丸，那是在香港找不到的味道，彈牙可口，沾上辣椒，簡直讓我想

到就垂涎欲滴。還有街口的擂沙湯圓，又香又甜，那個叔叔每次都會夾滿滿一盒給我。那條路如同美食街，不一樣

的是那些美食沒有固定的舖位，一條街，十幾輛手推車，幾十種味道，是多麼吸引人啊！姐姐看我興奮的模樣，默

默地搖搖頭「下車吧！到了。」姐姐提醒我。隨即撲鼻而來的是建築材料混合的味道，所聽到的不再是叫賣聲，而

是工程進行時所發出的「轟隆！轟隆！轟隆！」記憶中的街道，味道哪裏去了？ 
 

  還記得那個遍佈我童年回憶的公園，一隻被籠子困住的小猴子。小時候，頑皮的我們總愛摘花槽的大紅花給它

吃，看它如何「神奇」地伸手向我們拿東西吃。雖然猴子散發出的味道並不好嗅，但我們仍然喜歡親近牠。再次走

上這條路，猴子跟我們不再親近了，據說是要顧及衛生和環境，如今公園裏的動物像香港的動植物公園般分門別

類，所嗅到的也只是花草清香的味道。 
 

  想不到短短五年過去，這個我一直以為會不被人認識的家鄉，也跟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推進。家鄉的發展讓我感

到陌生，它掩蓋了我的回憶，我珍貴的回憶，我童年的一切回憶。童年留下的腳印化成灰，捲進了風塵四起的空氣

中，無跡可尋。那條熟悉的道路不再凹凸不平，而是平坦寬闊；行走在上的不再是手推車、腳踏車，而是汽車。家

鄉濃濃的味道也許因被發展而淡化，卻依舊在我腦中盤旋。 
 

  雖然味道不再重現使我無奈、失落、難受，但是我也會為我家鄉的進步而感到欣喜，對家鄉的未來抱持著希

望。如今的家鄉，有未來，有希望。然而當初離開的我呢？我相信，我能如同家鄉般向前，創造自己的未來。 
 

  就讓我帶著離開時那咸咸的淚水，那甜甜的童年，和在車站等待的心酸和辛辣，走向我的未來！ 

 

中三戲劇比賽 
 

〈從觀摩中反思如何改良劇本〉    3D 劉俊琪 
 

  我班在今年班際戲劇比賽中得到最佳劇本的獎項，令

我覺得既驚訝又開心。在比賽過程中，我班投入排練及演

出，令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到了正式比賽的一天，當我成

為觀眾欣賞別班的演出時，我特別注意他們的劇本內容和

情節安排，也令我不期然想着如何改良我班的劇本。這次

戲劇比賽給我們的獎勵除了獎品外，還有的是令我班可以

更加團結和學懂分工的技巧，也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學習經

驗。 
 

 

中文科 

3D 一眾演員認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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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戲劇比賽（續） 

 

學生分享—— 3B  伍倩誼 
 

  在這次的班際戲劇比賽中，十分榮幸能擔任班劇的導演與女主角。戲劇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我本是學校

戲劇學會的成員，對於燈光、排位、演員要求等都略知一二。 
 

  在整個排練過程中，班上的同學和中文老師盧思斯老師都功不可沒，大家都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為班劇付

出。道具組同學努力製作佈景和各種道具；燈光音響組千辛萬苦搜集聲音樣版及調校適度燈光；演員們落力練習

演技及背誦台詞；老師不厭其煩地給予評語和鼓勵。初時，我還擔心同學們會發生爭執，看來是我想多了，大家

在整個過程中相處融洽，排練時經常傳出笑聲，親密無間。 
 

  直到比賽當天，班上的同學都悉心打扮，迫不及

待準備演出。禮堂裏面座無虛席，我也開始緊張起

來。演出的過程中不時發生「小意外」，如燈光或音

響的時間與演員預計的有誤差、觀眾們出乎意料的反

應等。幸好，我們一班臨危不亂的演員們急中生智，

最後演出成功，還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傑出整體

演出獎，證明同學和老師的努力沒有付諸流水。 
 

  賽後，同學們都意猶未盡，一起拍照留念，記下

最美好的一刻。相信這次的班際戲劇比賽將會成為本

班同學及老師的美好回憶。 

 

 

中文科（續） 

3B 班獲頒最佳整體演出奬 

3A 班 3C 班 

觀眾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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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Easter Egg Hunt  
 

 In April, an Easter Egg Hunt was held.  Students had to search the school and 

retrieve one pink egg and one yellow egg.  First, students needed to fi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ho were posted at different destinations around the 

school. To fi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students had to solve riddles. 

 

  Once students had fou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hey had to ask questions 

and write down the answers. The answers spelled out where students could find 

the yellow and pink eggs. 

 

  Students had a lot of fun solving the riddle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finding the hiding places of the pink and yellow eggs. It was a 

very eggciting day! 

 
 

Korean culture event  
 

  In the month of May,  we held a Korean culture event, which included English 

speaking activities and some Korean food tasting! Here are a few fun facts about 

Korea. 
 

● In Korea, babies are already considered a year old when they are born. That 

means if you are 28 in HK, you are 29 in Korea! 

● Many Koreans believe that your blood type is linked with your personality. 

● 20% of Korean men wear makeup, usually for business and job interviews. 

● It is common for Korean parents to pay for their daughters to have double 

eyelid surgery, as a gift for graduating high school. 

● Many Koreans will not leave electrical fans on while sleeping. They believe 

that it may kill them in their sleep. Some fans even have warning labels, 

reminding users not to leave it on at night. 

If there is information you don’t know, 

Up five floors you should go. 

Lots of computers this room has, 

Go right now to the C__________ 

L_____. 

At recess, we get off our chairs, 

And run quickly down the stairs. 

In a hurry we move our feet, 

To get something delicious to 

________! 

Question for English Ambassador 

(YELLOW) 

What is Ms Barker’s favourite 

chocolate? 

__ __ __ __ __ /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Question for English Ambassa-

dor (PINK) 

What is Mr. Middleton’s fa-

vourite chocolate?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 __ 

Students successfully find the yellow egg 

Mr Middleton helps students choose their 

prize for completing the Easter Egg Hunt 

The board is used for students to find infor-

mation during the Korean Culture Event 

Students match the Korean celebrity with 

the correct description 
Students are ke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1 Spelling Bee 
Students discuss answers with their team 

mates during the S3 Inter-class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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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坪碉樓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本校 20 名高中學生及兩名老師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期間一同參加「開平碉樓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2015」作

學習交流。學生透過多元學習活動，認識開平碉樓的文化歷史、南社古村的農耕文化、嶺南園林的傳統藝術美。

有關活動分三天進行，撮要如下： 
 

第一天： 
 

        搭乘旅遊車前往東莞，參觀南社古村及可園，

認識農耕文化及嶺南園林後，前往開平。 
 

第二天： 
 

        參觀自力村、立園、瑞石樓、馬降龍碉樓、赤

欽古鎮及迎龍樓，認識最早及最高碉樓，了解碉樓

的精美建築，及中西結合的庭園建築。 
 

第三天： 
 

         前往番禹，參觀寶墨園，認識園林藝術。前往

廣州，參觀嶺南印象園，了解嶺南傳統。抵達深圳

灣口岸轉乘旅遊專車，返回校園，結束全部學習活

動。 

 

開平之旅感想  4B 蘆荻秋 

 

  是次旅行雖然短暫，只有三天，但卻令我增加了不少知識，擴展了視野，並深入了解祖國不可思議的文化。

雖然起初的目的是籍此機會與友人出去旅遊，但漸漸地不得不為中國的文化所吸引。 
 

   第一天是興奮心情達到頂峰的一天，過關後，很快就到了廣東的南社明清古村落。那裡有靜靜的水塘，那輕

輕拂過的風，為炎熱的環境增添涼意，這就是風水寶地的真正含義：有風、有水、空氣濕潤，適合人們居住。當

地的古建築現存 200 多幢，有明清時期的祠堂、民居、廟宇、門樓、譙樓、古井、墓地和池塘等。在幽幽的古箏

聲中伴著導遊的說話聲，我們參觀了謝氏的大祠堂、古宅巷道等，了解了農耕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建築風格。

原來有紅沙岩材料的建築便是富裕的家，屋頂上的玻

璃雕為鰲魚，希望能夠防止火災，這些都讓我們大開

眼界。 
 

  由於時間不足，我們只遊了一圈便離開，很快就

到了下一景點——可園，也是我最喜歡的景點。可園

的面積達 2000 多平方米，在當時的社會來說已經是相

當富裕。據說屋主的性格十分正直，因而在官場上被

排斥，我亦因此對這裡多添加幾分喜愛。中國人是相

當重視風水的，這家也不例外，中間的天井，是根據

五行的方向設計，其寓意為積聚財富。 
 

   此外，我不會忘記桌子豐盛的飯菜，不會忘記與

朋友在酒店度過的美好時光，不會忘記這次旅行所經

歷和感受到的一切。 
學生到東莞參觀南社古村，認識農耕文化 

學生到開平參觀塘口鎮自力村村落，欣賞村內碉樓的精美

建築及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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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自然地貌與保育內地交流計畫 

  本校 20 名初中學生及兩名老師於 4 月 13 日至 14 日期間一同

參加「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學生內地交流計畫──肇慶的自然地

貌與保育，學生藉此將考察所得與課堂所學結合，並與已有知識

作比較，透過討論、總結及反思，鞏固所學，促進多角度思考以

建構新知識。除了肇慶的歷史文化及天然資源外，也認識七星岩

的地質構造和特徵，是喀斯特地貌及地質構造，這種自然保護區

的生態環境、可作為風景區對當地經濟和民生有很大影響，有關

的保育政策及開發尤為重要。 

         另外參訪肇慶巿博物館有關端硯的展藏，讓學生欣賞端硯的

雕刻工藝及了解端硯與當地地質構造的關係。透過認識鼎湖山的

天然資源及旅遊設施，了解天然資源的價值和開發，並思考當地

政府在自然保育方面的困難和挑戰。又透過參訪蝴蝶谷，認識不

同種類的蝴蝶，了解蝴蝶生長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係，從而思考

保護環境的重要。 

 

 

〈肇慶的自然地貌與保育〉3B 劉嘉兒 

 

  肇慶鼎湖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的中國壯麗山水。

北回歸線的綠寶石—─肇慶，不但孕育了很多生命，更是首批國

家級重點的風景名勝，景區在內有一百多個景點，令我大開眼

界。一步步的走進了鼎湖山，我一邊呼吸著新鮮的空氣，一邊欣

賞著以境般的美景，更是把相機的快門按個不停。下山後，看到

湖水清澈透亮，甚至於可達飲用水的潔淨程度。用湖水做的山水

豆腐花尌是很好的證明，也是令我難忘的其中一種當地美食，軟

滑甘甜得能順喉而入，連咀嚼都不用。那裡的南國紅豆也是很美

麗的，雖然不能食用，但用其所製造出來的飾品卻是特色不凡。

我們還參觀了蝴蝶園，無數的蝴蝶都在花叢中翩翩飛舞，能欣賞

到這般活躍的風景之餘，也令我對蝴蝶有更探入的認識。 

 

  第二天參觀的七星岩，聳立在碧澈的湖面上，彷如張家界群

山的迷人景色，令人心往神馳。在冬暖夏涼的七星岩洞裏，那些

充滿特色的石頭，令我不禁發揮無窮想像力。在肇慶市博物館

中，我認識到端硯文化，也認識到中國鐵軍的威力及當時中國的

局勢，多學了一部分中國歷史。 

 

  這次的旅程不但令我呼吸了不少大自然清新的空氣，看了不

少人間以境，更令我見識了不少中國文化，加深了對祖國的認

識。 

鼎湖山 

七星岩-遊船參觀岩洞 

七星岩 

肇慶市博物館——四合院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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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學生是未來社會的人力資源，服務國家和社會是教育的目標，學習也不應止限於校內活動，因此，學生應該

把握機會，與不同社會機構接觸，了解機構的運作及各員工的功能與角色；見多識廣，可以使同學明白將來的事

業需要，早作準備。這尌是設立「其他學習經歷」的目的。 
 

  活動方面： 我們安排中五同學於三月中到國際金融中心 (IFC) 參觀。同學由 IFC 的物業及保安經理帶領下，

了解如何處理人流秩序、保安、設備保養等物業管理的工作。同日，我們亦安排了初中及中四的同學參觀位於中

環的日本餐廳(SAMA)。同學從餐廳老闆得知日本美食之道，以及經營餐廳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反思方面：為了促進同學在經歷中學習，我們優化了反思表，讓同學可隨意回想及分析在經歷中的所見所

學。同學將經歷的反思收納在指定的個人資料夾內，該資料夾便成為了同學在學六年成長的見證，可以肯定自己

的成尌之餘亦方便自己選擇合適的發展，此乃我們為同學安排撰寫反思表的目的。 
 

  另外，個人表現優異、態度積極進取的同學，我們會推薦他們參與挑戰性更高的項目。有些曾參與由學友社

主辦的「2014-15 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第二十八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及「2015-16 年香港

青年大使計畫」等等。我們致力為社會培訓人才，開拓同學的視野，冀能提升同學的競爭力，在未來一展所長。 

  「生命教育組」於每週星期三第九節設「生命教育」課，主要透過校內不同組別有系統地在中一至中六級推行

活動教材，由班主任施教。組別包括生命教育組、公民教育組、訓導組、學生發展組及關顧組、其他學習經歷組、

課外活動組、學生會、升學及尌業輔導組、德育組、輔導組、健康及性教育組、環保教育組，以期達致「生命教育

課」三個範疇之預期成果。第一，營造健康校園環境；第二，建立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及技能；第三，提升學生自我

效能感及人生規畫意識和能力技能。 
 

  中一課題包括：「成長新動力」課程的解難篇、情感篇、壓力篇、溝通篇、人際篇、群策篇及抗誘篇。自我效

能感、認識情緒管理、思考種類、性格種類及學習友伴相處技巧、個人值得讚賞之處、個人的才能及為自己訂立目

標等。中二課題包括：「成長新動力」課程的傾聽篇、價值篇、堅定篇、息怒篇、和解篇、抗誘篇及欣賞篇。認識

不同思維型格、學習面對批評、尋找理想傾訴對象、正面家庭生活以及討論不同的議題、學習聆聽父母的提醒、向

父母師長傾訴心事及學習諒解別人感受。其他中一至中三課題包括：建立正面情緒及精神健康、如何做個醒目人、

聯校升學講座及走訪職場分享會、了解友伴間發生衝突的原因和處理方法、反思幫助別人的重要性和方法、建立學

生與中國的連繫感、實現未來理想的生涯規畫、面對負面思想及學習表達情緒技巧、以批判思考分析日常生活資

訊、以批判思考處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以及幫助別人的重要性等。 
 

  中四至中六則透過教育局推展「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課程」，課題內容包括規畫人生升學及尌業、領袖訓練

及如何應付公開詴面詴技巧、透過經驗式學習法工作坊提昇同學自信心、團隊合作精神及社區參與的精神。 
 

  「生命教育」課節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培育學生的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

和誠信等，裝備學生持守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生命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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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性教育組 

「預防性騷擾」工作坊 
 

  健康及性教育組於 2015 年 3 月 12 日，邀請「衛生署」到校為中

三級同學舉行「預防性騷擾」性教育工作坊，透過探討不同個案，讓

學生認識性騷擾的定義、原因及影響，澄清性騷擾的謬誤，並學習處

理性騷擾的方法。根據教師及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工作坊能達到

學習目標，內容生動有趣，同學反應正面及積極。 

健康飲食周 
 

  為鼓勵同學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本組於 2015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7 日

舉辦「健康飲食周」，其間舉行以下活動： 

健康校園計畫 
 

  本校本學年共進行了四次「校園測檢活動」及舉辦一連串「健康校園

活動」，例如健康領袖生訓練營、校本及社區嘉年華、健康大使成長小組

活動等。 

生命教育課 
 

  中一級至中四級班主任分別於

2015 年 3 月及 4 月，以「飲食小兒

科」為題，與學生討論不良的飲食

習慣對健康的影響，藉以培養學生

建立良好飲食習慣的意識。 

展覽 

本組透過製作以「日日 2+3，蔬菜水果不可少」為題的展板，向同學

介紹各類蔬果的營養價值及好處，傳遞蔬果有益健康的訊息，藉以鼓勵同

學多吃蔬果。 

開心果日 

本組與家長教師會合作於 2015 年 4 月 15 日參加由「衛生署」舉辦的

「開心果日」，活動當日全校同學及老師獲家長教師會贊助水果一個。 

攤位遊戲 

本組於健康飲食周舉辦攤位遊戲，對象為全校學生，藉以向同學灌輸

均衡飲食的重要，同學反應熱烈。 
健康飲食周展板 

健康大使歷奇訓練日營 

聯校健康領袖生

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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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 

三日兩夜我做到的 ……我學會的……   2C 李光明 

 

     這次三日兩夜的西灣露營，是我一個嶄新的

經歷： 

       某日，我和同學一如以往地放學，在長廊

看見朋友跟何老師談天，我好奇地去聽聽。他

們告訴我將會去露營，三日兩夜。老師說尚有

空位，於是我拿了報名通告。回家後，父母鼓

勵我參加，但又擔心我不能應付，吃不了苦，

我也有一點害怕。最後，在父母支持下，我鼓

貣勇氣報名。 
 

  露營前幾天，我和同學去元朗準備露營用

具。到了一間露營用品店，腦袋卻一片空白，

多得店員提醒，才能順利買妥，這是第一件我

做到的事。 
 

  出發當日，我們坐旅遊車到達營地附近，下車後，我既好奇又緊張，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我不禁筋疲力盡，

但看見朋友們十分精神，我惟有加倍努力，一鼓作氣衝往營地。想不到營地竟是一片美麗的沙灘。到達後第一步

是分配工作，我負責去打水。誰料營地附近的公廁竟然壞了，被迫向村民借水， 我十分害怕，擔心村民會不滿我

的打擾，但他們都十分友善，還帶我到取水的地方。即使拿着沉重的水袋，我也禁不住看看周圍的景色，沙灘水

清沙幼，有回到大自然的感覺，更重要的是我為營友成功取水，這是第二件我做到的事。 把水帶回營地後，便開

始準備當天的晚餐，能親手完成自己的晚餐讓我十分有滿足感，這是第三件事。吃完晚餐後，我們玩了一會尌睡

覺了。早上大約五時許，突然下貣了大雨，由於帳篷不是防水的，已致我和營友整晚也在抹水，十分艱苦。於是

第二天便在帳篷塗上了一層防水劑，可見沒有周詳準備的話，遇事便會很狼狽，要在事後學會補救。 
 

  第二天的活動是「行山玩水」。四小時的路途實在十分遙遠，加上下貣大雨，又沒帶雨具，被迫淋雨。我們

好不容易到達東灣，忍不住到海灘玩水，玩得十分開心。之後終頓悟了先苦後甜的道理﹗ 
 

  第三天是我們留在西灣的最後一天，我貣來後便準備早餐，吃完尌跟大師姐入村了解村民的情況。聽說政府

想把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範圍，要問一下村民的意

見。我問了十多人，全部人也是反對的，他們說不

想令香港的後花園受到破壞，要保護自己的村落，

更驚訝的是村裏只有一個原居民，其他的都已搬到

外面生活去。探訪後，回到繁華的社會，我突然有

種想再回到大自然的希望，也更能理解那些居民的

感覺。 
 

   這次露營令我明白要學會獨立和要有同理心， 

希望有機會再到不同的地方露營便好了。 

3 月 28 日 (第二日) 於優美的自然環境中大合照 

3 月 29 日 (第三日) 在營地玩團隊遊戲——靠背而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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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組 

生命教育課 

中一、中二級「責任感 --- 啃老族」  

於 2015 年 4 月 29 日施行，同學透過觀看簡報、短片、閱讀

剪報，認識時下香港青少年錯誤的生活模式和態度，從中汲取教

訓，拒絕幼稚，並通過填寫立志工作紙，承諾做個成熟、有目標、

有承擔的人，盡學生和子女的責任、善用時間學習及懂得珍惜擁

有。 

中三級「責任感 --- 成長轉變」 

於 2015 年 2 月 11 日施行，中三級同學透過觀看短片，填

寫工作紙，由班主任老師引導下，從個人、學業、家庭及人際

關係等方面，分組討論短片中問題青年接受輔導受的改變，從

中反思個人的成長經歷，建立健康習慣、正確價值觀；培養學

習興建、鍛煉解難能力；懂得關心父母、分擔家庭責任；學會

與人合作、尊重別人。  

中三級「堅毅精神 --- 家庭變故」 

於 2015 年 3 月 18 日施行，中三級同學透過聆聽廣播劇、

填寫調查問卷及工作紙，由班主任老師引導下，分組討論劇中

人物親人逝世的遭遇，從中認識每個人在家中應承擔的責任，

並學懂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家庭的轉變，發揮堅毅精神。 

中五級「堅毅精神 ---  逆境自強」 

 於 2015 年 3 月 11 日施行，中五級同學透過觀看簡報、幾

位堅毅積極人物短片的介紹，分組討論分享抗逆方法、反思人

生價值，從中明白人有強項、弱項，遇到困難要有積極面對的

勇氣，並藉不同的危機接受自己，發揮所長改善不足。 

早會德育短講 

  學校安排各科組負責老師於考詴期間輪流主持早會短講，尌相關的主題與同學分享待人處事的應有態度，德

育組的兩次講題分別是「全力以赴」及「堅毅精神」，講者朱國治老師以同學喜愛球類運動，表現積極投入，鼓

勵他們在學習及考詴上發揮同樣的精神，勤奮力學。他又與同學分享一則勵志新聞，勉勵同學以新聞人物為榜

樣，學習她刻苦練琴不怕吃苦的堅毅意志，為自己的學習目標，努力奮鬥。 

中一、中二級「道德抉擇 ---大義滅友」  

於 2015 年 3 月 18 日施行，中二級同學透過填寫工作紙、

角色扮演，並由班主任老師引導下，討論、反思正確的朋友之

道：「義氣」不是幫朋友隱瞞不義事件，而是為了朋友長遠的

益處、為了公義，而作出恰當的抉擇；鼓勵他們不要因友情而

放棄原則，在面對友情與公義的兩難抉擇時，能有正確的取

捨。  

中四級「廉政劇場 - - -  橫眉冷對飛曱」  
 

  廉署於 2015 年 3月 26日為本校中四級

同學安排「廉政劇場」，由中英劇團專業演

員演出輕鬆的處境話劇，引導同學思考個

人的誠信對維持社會公義的重要性，培養

正確的價值觀。期間，同學表現專注，能夠

回答劇中人物所提的問題，反應熱烈。 

班際守時獎勵及課室清潔計畫 

  德育組舉辦的「班際守時獎勵計畫」

及「班際課室清潔獎勵計畫」，旨在鼓勵

同學養成守時的良好習慣及保持學校地方

整潔的公德心，2 月份至 5 月份獲獎班級

如下： 

  獲獎班別於早會獲頒發獎狀及獎品以

資鼓勵。 

「守時獎勵計畫」優勝班別： 

2-3 月(第三階段)： 1A、2B、3B 、4D 、5E  
 

4-5 月(第四階段)： 1B、2B、3B 、4B 、5C  
 

下學期優異獎  ： 1A、2B、2A 

「班際課室清潔計畫」優勝班別： 

第一階段： 1B、2C、3B、4B、5C 
 

第二階段： 1D、2C、3A、4B、5D 

最佳禮貌學生獎勵計畫 

  為獎勵言行有禮、待人誠懇及懂得尊重

他人的學生，德育組推行「最佳禮貌學生獎

勵計畫」，在學期終邀請全校老師尌他/她任

教的學生，推薦最多 3 名在課堂及日常接觸

上表現最有禮貌的學生，經德育組統計後，

獲提名最多的學生將會獲頒發獎狀，以示表

揚及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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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組 

綠色班級大獎 
 

由環保教育組所舉辦的各項班際環保比賽經

已全部圓滿結束，比賽成績如下： 
 

廢紙回收比賽                         冠軍： 5B 

環保聖誕 Party 大比拼         冠軍：  1D、2A 

光碟回收比賽               冠軍： 3B 
 

綜合所有比賽的得分，本年度綠色班級大獎

的冠軍為 1D，亞軍為 2A、3B 及 5B。  

社際環保大獎 
  

由環保教育組所舉辦的社際環保大獎在四社社長及幹事全力推

動、社員的踴躍參與下順利圓滿結束，成績如下： 
 

環保聖誕樹設計比賽                                                         冠軍：黃社 

「可再生能源：風力、太陽能發電模型」設計比賽     冠軍：綠社 

「環保設備/裝置攝影比賽」                                冠軍：黃社及綠社 
 

綜合所有比賽得分，本年度社際環保大獎冠軍為黃社及綠社奪

得，季軍為紅社、殿軍則為藍社。 

慈善捐款活動 
 

  環保教育組於本年度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捐款活動: 
 

「回收及義賣校服」，兩次活動共售出四十七件校服，並籌得 460 元； 

「樂施滅貧利是」捐款活動，共籌得 1638.4 元； 
 

  這兩項活動同學身體力行地參與及捐助，幫助有需要的人士，認識

貧窮人士面對的困境，確實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生命教育課  
 

  環保教育組於 3 月 4 日及 5 月

20 日的生命教育課中舉辦了兩次的

講座。3 月 4 日的講座為「地球一

小時」，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派員主講，對象為中三及中

四級同學，提醒他們節能滅排的重

要性。而 5 月 20 日是由「.綠色力

量」派員到校為中三至中五級同學

主講「I DO LOVE TREE」。講座

內容精彩有趣，深入淺出地道出

「香港市區樹林綠化」各方面對環

境的正面影響。兩次的講座活動歷

時雖只有一個半小時左右，但同學

們對於可持績發展及綠色生活有更

多角度認識。 

跨科活動「保育何價？」 
 

  環保教育組聯同中文、英文及通識科於 3 月 5 日及 6 日舉行跨科活動──「保育何價？」。是次活動特為中

一同學而籌辦，師生參與人數超過 200 人。 
 

活動分為兩部分： 
 

「香港濕地公園——濕地教室」之旅 

中一級同學於 3 月 5 日在濕地公園導賞員導賞下參與了「香港濕地公園——濕地教室」之旅。此活動使同學了解

本港濕地保育政策、設施及特色，對濕地及其保育上了重要的一課。 
 

「屏山文物徑」之旅 

中一同學由 5B 班同學導賞率領下，於 3 月 6 日完成了「屏山文物徑」之旅。此行使同學認識新界圍村的歷史文

化及風俗特色，中一同學在對文化保育上了寶貴的一課。  

傑出學生環保大使獎 
 

  本校環保大使 5D 梁晴儀、4B 李楠及 4B 黃愷琪分別獲得由「環

境保育運動委員會」頒發的「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銀、銅

獎。5E 李志平、5E 傅俊康、5E 黃靜怡、5D 李曉祈、5D 鍾雪琦、

5D 黃敏莊、5C 賴穎琳、5C 鄭浩然、5C 朱晓欣、4D 區凱婷、4D 李

穎如、4D 何靖盈、4D 錢學臻、4D 楊芮盈、4D 張芷君、4C 周雅及

4C 吳浩鈿也獲得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頒發的優異獎。另外，

本校有 12 位及 9 位同學分別成功考取「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所頒

發的「基礎環保章」及「專題環保章」，實在是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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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全民貣義義工活動 
 

  中四級同學於 2015 年 3月至 4月期間接受由聖瑪提亞堂綜合服務

中心的義工訓練課程，並分別於 3 月及 4 月參與義工服務。經過 3 次

的義工訓練後，各班分別到不同的機構為老人、智障人士及幼童進行

義工服務。 

 

        同學參與服務時的表現都很投入，同學們各司己職，有的負責司

儀、有的負責遊戲、有的負責派禮物，態度十分熱誠和認真。雖然個

別環節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整體上是順利和成功的，學生的表現

備受老師及服務對象的讚賞。整體來說，活動是非常有意義及達到目

標的。各班同學的反思、分享及活動花絮於已 5 月期間在有蓋操場展

出。另出席紀錄良好的同學會獲頒由校方發出的證書以作鼓勵。 

中二級教育營 
 

  上學期考詴結束後，輔導組於 2015 年 1 

月 15 及 16 日 (星期四及五)為中二全級同學舉

辦教育營，地點為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

外訓練營。這個兩日一夜的活動目的是希望透

過此訓練營內的歷奇活動、個人反思及小組分

享，增加學員彼此默契，強化自信心及小隊士

氣，提昇支持性的氣氛及正面的榜樣，培養互

助精神，締造積極的團隊動力。  

「和諧校園——反欺凌話劇」 
 

  九位中三同學參與了在 2014 年 11 月 24 日由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舉辦的「和諧大使」日營，受訓後回到校園，設

計了一項校本反欺凌活動，向同學宣傳和諧校園的訊息。有關活動名為「和諧校園--反欺凌話劇」，由輔導組、話劇

組和中文科聯合舉辦。九位和諧大使於活動中滲入中三各班，擔任顧問的工作，在各班創作及編排話劇時給予意見，

確保話劇包含和諧校園的訊息。話劇已於 2015 年 5 月 5 日完滿舉行，當日除了中三級同學外，大會也安排了中二全級

同學進入禮堂觀看，讓和諧校園的訊息傳播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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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續） 

「有心人‧分享愛」活動  
 

  學校的義工小組「有心人」本年度招募

近三十名學生，將與舊生們一同進行義工訓

練，計畫及推行義工服務。「有心人」繼續

延續分享愛的精神，將計畫在學內及社工籌

備不同義工服務，同時小組由駐校社工及活

動助理作諮詢顧問角色，由即將離校的中六

同學及高年級帶領及統籌，以薪火相傳的方

式運作此義工小組，希望傳承為代表天官的

義工小組。 

輔導學長活動 
  

  本年度的輔導學長表現值得欣賞，下學期每班中一同學都繼續能夠得到學長們的照顧及特意安排不同的聯誼活

動，好讓輔導老師及駐校社工有較輕鬆的環境與中一同學接觸。學長們安排午息時間到社工室進行桌上遊戲及放學

後留校進行燒烤活動，同學們及學長都相處融洽，尌算受天雨影響也無損大家的興致。 

訓導組 

  本校訓導組致力培養學生愛護學校、尊敬師長、友愛同學、負責自律的精神，本學年推薦 4A 梁敏莉、4B 陳

詠欣、4B 陳以婷、4B 張樂燊、4B 方文慧、4B 盧荻秋、4C 葉衍衡、4C 李梓焜及 4C 韓思婷參與「第七屆元朗學

生大使計畫」。透過與區內其他中學的學生一同策畫及推動社區服務，親身體驗施受同惠的精神，身體力行服務

社區，提升同學們德育及公民教育意識。 

 

  今年年初亦推薦兩位副總領袖生，5C 朱曉欣及 5D 蔡嘉儀參與教育局主辦「領袖生內地交流計畫 2015」，活

動內容包括領袖訓練、北京五日交流、專題研習及分享。透過連串活動拓展同學視野，加強對國情及國家發展的

認識，以及增加同學的領袖才能。 

 

  今年三月亦推薦兩位領袖生隊長，5B 陳雅靜及 5C 馮雅琳參加「恆生銀行-青年領袖教室 2015」，課程以「全

球新趨勢」為主題，探討於經濟、社會、公共衛生及教育等範疇的全球新趨勢，拓闊同學視野。 

 

  另外，訓導組在下學期亦為同學設計五節生命教育課，內容包括「尊重他人  守法守己」及「網絡盜竊」等。

在詴後活動期間亦為領袖生及全年服務生舉辦「海洋公園一日遊」，為各人提供一個愉快的消閑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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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畫及升學輔導組 

  生涯規畫及升學尌業輔導組於下學期為學生舉辦連串活動。 
 

  四至五月期間，生涯規畫及升學尌業輔導組亦安排了一連串有關高中選科的活動。為配合中三學生的選科需 

要並協助學生作出明智的決定，生涯規畫及升學尌業輔導組聯同學生會於復活節假期後，於四月二十至二十七日 

午膳時間舉行選科分享會，由中五的學生向中三學生分享修讀各個高中科目的苦與樂，尌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問 

題作分享。同時亦提醒同學在考慮選修科時，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和注意有關選科的事項。中三學生對於是次的分 

享會反應良好。此外，在中三的高中選科家長座談會上，我們向家長及學生介紹高中學制及其所涵蓋的課程範圍、

本校可供學生修讀的選修科、必修科(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及各選修科的科目簡介，讓學生了解各科的要求、

特點。亦向學生解釋本校中四級的選科程序及介紹完成高中後大學的收生要求和多元升學出路。是次家長座談會 

獲得家長的支持，約有五十位家長出席。 
 

  本校約有四十位中四及中五的學生於五月十六日(星期六) 參與於南屯門官立中學所舉辦的「職業博覧 2015」 

的活動。學生在是次活動中獲益良好，對於自已將來有興趣從事的職業有更深入的認識及了解。此外，全級中五 

的學生亦於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進「走訪職場」的活動，參觀的機構包括天水圍消防局、稻香集團、差餉物 

業估價署、入境事務處、悅來酒店及橘子遊戲。是次活動後，同學對工作世界有初步的認識，他們亦眼界大開。 
   

   

  升學尌業輔導組於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為所有中六學生舉辦一項名為「模擬放榜」的活動。活動開始時，

老師向學生介紹是次活動的目的，提醒學生要按着自己的能力、興趣及預期成績，為自己的升學作好準備，要為

自己安排不同的升學出路。透過是次活動，學生明白未雨綢繆的重要性，同時讓學生經驗放榜的過程及讓他們明

白放榜前要作的準備。 

入境事務處 

天水圍 

消防局 

悅來酒店 

差餉物業 

估價署 

稻香集團 

橘子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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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畫及升學輔導組（續） 

  下學期，生涯規畫及升學尌業輔導組亦為中二、中三及中四的學生安

排了一個名為「方向列車」的活動。透過三月份兩日一夜的宿營活動，參

加的學生認識「生涯規畫」的概念及對自身升學及將來事業發展的關係及

重要性。宿營過後，參與的學生需要出席連續四次放學後的分享會。每一

次的分享會也邀請一位嘉賓，包括現職入境處職員及消防員、現役港隊手

球隊隊員及旅遊領隊向學生現身說法，分享他們工作的喜與樂。更重要的

是，他們向參與的學生分享自己追求事業目標的心路歷程：在求學中，怎

樣為自己規畫及訂立事業目標，怎樣在學業上增值及裝備自己；過程中遇

到的障礙及困難，自己如何克服及調整態度及心態；在失敗中汲取經驗，

屢戰屢敗，不斷嘗詴及努力，最後達到自己的事業目標。在四次的分享

中，學生學懂要為自己訂立配合自己興趣及能力的事業目標，用積極的態

度去達到目標。方向列車亦為學生安排一次探訪，地點為建造業議會之建

造業資訊中心，向學生介紹香港建造業現時的發展，有關機構所提供的培

訓及現時本港的尌業情況等。透過「方向列車」活動，學生明白於中學階

段為自己規畫生涯及訂立事業目標的重要性。 

 

  生涯規畫及升學尌業輔導組於四月二十三日及五月二十七日邀得青年

企業家發展局(青企局) 主席梁劉柔芬女士到校為中五及中六學生進行兩場

「企業家精神」講座。希望透過講座向高中學生提供接觸商業社會及學習

企業思維的機會，為他們高中畢業後，在不久的將來進入工作世界作好各

方面的準備。另外，青企局更於 5 月 16 日二十五週年校友重聚日當日為

本校家長舉行一場「理想，你想？」的家長講座。希望透過是次講座，幫

助家長和子女處理及化解雙方對未來志向不同的看法及矛盾。 

 

  本組別在下學期和不同的科組，包括視覺藝術(珠寶設計工作坊、珠 

寶業尌業講座)、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物聯網創新思維

討論坊、物聯網於零售商店及香港國際機場的運用介紹)、物理(香港航空

管理培訓課程)、升學(香港檢測及認證局舉辦的「神奇物料之材料科學及

測詴的科學」)及生物(樹林的管理、評估及保育)合作，參與由不同機構及

院校舉辦與高中選修科直接有關的升學及尌業講座及活動。透過這類活動

向學生介紹高中畢業後不同專修的升學途徑及直接與專修有關的行業發展

趨勢及前景。 

 
 

  學生亦於下學期參與不同的行業探索計畫，包括到護理安老院、長者

日間中心及長期護理院參與《影子》護理服務體驗計畫。學生又到過香港

旅遊專業培訓中心進行「職場探索：我要做地勤」。學生能按著自己的興

趣參與活動統籌工作體驗計畫。其他學生亦有機會了解及認識機場操作及

營運這個行業等。這個暑假，中五的學生更有機會到不同的公司進行為期

兩星期的工作影子及實習計畫，從而對工作世界及不同的行業有更深入的

了解及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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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歌唱比賽決賽(與音樂學會合辦) 
 

       是次比賽的目的是讓同學有機會發展潛

能，決賽已於 2015 年 3 月 13 日舉行。同學

多才多藝，歌唱技巧了得，台下師生對同學

的表演均表示讚賞，氣氛熱烈。是次活動與

過往相同，門票收益、再加上聖誕便服日籌

款及學生會經費撥款，總數$2280 款項稍後

將撥捐慈善機關作慈善用途，學生會對各位

參與籌款活動的同學及校友致以深切的感

謝。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學生會副會長周

淑嫻同學，本年度獲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取

錄成為學員，學生會

全體成員對周同學獲

選表示衷心祝賀。 

中三選科分享會 
 

        為了讓中三同學更清楚選科情況， 

學生會於 4 月中旬籌辦了中三選科分享

會，會上由中五同學分享自己以往的選 

科經驗和學習心得，並向同學提供一些 

選科意見。  

球類比賽 
 

         學生會於下學期安排了多項球類比賽

活動，其中於 2015 年 5 月 22 日舉行的師生

足球比賽，老師和同學能透過是次活動，加

強師生情誼。 

學生會 

台上同學的精采表現 台下觀眾興奮投入 

設計與科技學會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舉辦

2015 學界遙控模型車賽，4A 鍾卓熹在個人高

級組 B 組賽獲得季軍。2C 余韋樑在個人初級

組 B 組賽獲得冠軍。2D 周恩楠、3C 陳致勤、

4C 譚柏彥及 5D 陳樂勤在隊際賽獲得冠軍。

而 2D 徐俊威、3B 梁旭智、4A 鄧樟郁及 4D

劉兆禧在組裝賽獲得亞軍。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模型車總會舉辦 2015 香港遙控模型車錦

標賽，2C 余韋樑在個人 B 組賽比賽獲得冠軍及優異表現獎。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舉辦第十二屆中

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4C 梁逸軒、4A 鄧樟郁、3B 梁旭智、

4D 劉兆禧及 2C 梁文威在比賽獲得優異獎，並獲 500 元現金



  

 

學生發展 

 第 32 頁 2014-2015 第二期 

體育科 

校隊成績 
 

  本年度各校隊成員努力訓練，在比賽中全力為校爭光。校隊成員在各項比賽中皆有出色的表現，更在部分

項目獲得獎項。（詳見「校外獎項」） 

 
 

比賽包括： 校際游泳比賽 

                    校際田徑比賽  

                    國慶全港乒乓球比賽  

                    手球比賽  

羽毛球隊 足球隊 

游泳隊 越野隊 

籃球隊 手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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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支援 

 

 

「好學課」 

 

    為配合學校本年度關注事項有關提升學與教

效能，以及在初中推行「合作學習」，本校本年首

次在中一級推行「好學課」計畫。由經驗導師指導

學生準備各學科在合作學習中要求的課前預習、個

人及小組報告以及資料搜集等技巧，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成效。「好學課」為本校針對中一學生解

決升中後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重要策略。同學在

「好學課」中除了可以解決功課上遇到的困難外，

還可以在分組活動中體現合作學習中的團隊互助、

共同學習的精神。 

戲劇學會 

  本年度戲劇組以《微生》一劇參加校際戲劇比賽。 
 

  微生物─肉眼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一群微小生物的總

稱，構造簡單。 
 

  「顯眼的容易被發現、記著；微小的容易被忽視、遺

忘。」微小尌註定卑微嗎？幾個平凡的人，一同經歷，一

同變化，在微細的交流與接觸之間，體會不顯眼、不著

跡，卻展現無比實在的生命力。 
    

  「友誼是人生的調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藥」。一班

天真、純潔的青年人，以「微生」為題，帶著顆赤子之

心，展示他們的友情歲月。 
 

  本年度戲劇組同學參加「校際戲劇節比賽」成績令人

鼓舞，分別獲得「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

「最佳女演員獎」；女演員獎得獎者分別有 3B 伍倩誼和

4B 蔡尹尉同學。是次比賽中，同學最高興是獲得「傑出

合作獎」，皆因此獎項乃評判對台前幕後演員整體付出之

肯定。評判陳永泉先生和鄭鳳玲小姐高度讚揚台前幕後演

員的互相配合，劇情和場景轉換十分流暢。 

最佳演員獎 —— 渺渺因一班好朋友不離不棄，最

終克服難關  

演員與大會評判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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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青年獎勵計畫   

學校執行支部 
香港青年獎勵計畫   銅章 

4A 

4D 

5D      

5D 

周可雪      

郭慧明      

胡可瑩      

黃敏莊 

元朗區中學校長會 元朗學生大使  團體獎項-優異獎 

4A      

4B      

4B      

4B      

4B      

4B      

4C      

4C 

梁敏莉      

陳以婷      

徐莉莉      

方文慧      

陳詠欣      

盧秋秋      

李梓焜      

韓思婷        

元朗區中學校長會 元朗學生大使 

最佳表現獎 4B 徐莉莉 

 最全情投入獎 4B 方文慧 

最佳進步獎 4B  陳以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元朗區                    

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優異獎 

2A      

2D      

3A       

3D       

 陳港文     

莊鎮豪      

曾忠基      

鄧柱熹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                    

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丙組 團體優異 

1A      

1A      

1A      

1C      

2B      

2C     

高曉彤      

郭靜怡      

馬心怡      

李超琪      

林明美      

黃施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                    

校際手球賽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2D      

3A      

3A      

3A      

3A      

3A      

3B      

3B      

3C      

3D      

3D      

4D        

曾子豪      

何諾希      

吳嘉偉      

潘振興      

黃志永      

胡澤禧      

梁旭智      

黃億延      

徐松熙      

王曉雲       

楊文浩      

李俊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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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姓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大會堂 

第 37 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瑤寨歡歌) 
公開組 

金獎 

 

鍾蕙珊       

藍卓詠      

林曉渝      

曾柏穎      

何嘉欣      

許譽心      

吳子怡      

鄧銘琳      

阮嘉詠      

張頌欣      

鄧彥瑤      

張雅雯      

吳秦          

黃宇          

楊芷晴      

吳礎宏      

陳婉兒      

郭倩如       

黃樂怡      

王穎詵      

周卓琳      

鄧詵敏      

黃美欣      

陳以婷      

吳浩霖      

吳浩鈿      

何嘉寶      

謝海鋒      

陳曉嵐      

林穎彤      

胡可瑩 

1A      

1A      

1A      

1B      

1C      

1C      

1C       

1C      

1C      

2A      

2A      

2B      

2B            

2B      

2B      

3A      

3B      

3B            

3B      

3B      

3C      

3C      

3C       

4B      

4B      

4C      

5A      

5A      

5B      

5D      

5D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文藝協進會 

 

第 29 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瑤寨歡歌) 
公開組東方舞 金獎 

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 

公司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瑤寨歡歌) 
中學組中國舞 優等獎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跳躍的五彩裙) 

中學組中國舞 甲級獎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少年志) 

中學組中國舞             

(獨舞) 
優等獎 4C 吳浩鈿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苗山樂)   

中學組中國舞             

(三人舞) 
甲級獎 

2A      

4B      

5D 

張頌欣       

陳以婷      

胡可瑩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 43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少年志) 
中學組中國舞  銀獎 4C 吳浩鈿 

第 43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苗山樂)   

中學組中國舞             

(三人舞) 
甲級獎 

2A      

4B      

5D 

張頌欣       

陳以婷      

胡可瑩 



  

 

2014-2015 第二期 

校外獎項 

 第 36 頁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模型車總會                        

2015 香港遙控模型車錦標賽   
個人 B 組賽 冠軍 2C 余韋樑 

  優異表現獎 2C 余韋樑 

2015 學界遙控模型車比賽             

個人高級組 B 組賽 季軍 4A 鍾卓熹 

個人初級組 B 組賽 冠軍 2C 余韋樑 

隊際賽 冠軍 

2D      

3C       

4C      

5D 

周恩楠      

陳致勤      

譚柏彥      

陳樂勤 

組裝賽       亞軍       

2D       

3B       

4A      

4D 

徐俊威      

梁旭智      

鄧樟郁      

劉兆禧 

香港聯校象棋協會及香

島中學             

香島盃第二十八屆全港中學校

際中國象棋比賽             

隊際賽(A 隊)     優異奬     

4C       

4D      

5A 

霍啓釗      

李俊禧      

梁福顥 

隊際賽(B 隊)       優異奬       

2A      

3B      

4C      

4D 

張興隆      

梁旭智      

林一軒      

賴萬歷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14-15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初中 優異奬 2B 吳秦  

高中      優異奬      

4D      

5A      

6C  

張芷君    

岑曉晴      

孔巧倩  

香港青年協會       第五屆香港機關王競賽       高中組       優異獎       

4A       

4A       

4A       

4A  

田偉銘      

王曉星      

李文康      

尤子泰 

積財致富網上學習平台 <積財致富>網上學習平台比賽 全港 首 100 名獎 4D  許淑盈 

新家園協會 
2014-2015 年度世茂新家園精英

培養計畫      
 校際    獎學金       

6E      

3A      

4D      

2A 

鄧進傑      

張翠珊      

張芷君      

張興隆 

香港浸會大學 第八屆大學文學奬 2014-15 中學組 少年作家奬 6C 羅安琪 

 教育局      2014-2015 校際戲劇比賽      

傑出演員獎   3B      

4B   

伍倩誼      

蔡尹尉   中學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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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及嘉許同學在學業、校內外服務及比賽獎項上表現優良，學術促進組透過班主任提名，從各班模範生

候選同學中，老師按各項表現評選，得分最高的三位同學為模範生。中六級模範生評選工作已於二月中完成，而

中一至中五級各模範生亦於本學期完結前選出。各級模範生名單如下： 

 

  

 

 

 

 

 

 

 

註：中四及中五兩級各因候選人得分相同，故獲選模範生人數為 4 人。 

 

年級 模範生 

中一 1C 阮嘉詠  、1D 陳麗瑜  、1D 鍾智恒 

中二 2A 陳雅婷  、2A 羅嘉汶  、2B 黃宇 

中三 3A 黃慧燕  、3B 鄭錦峰  、3B 高汶茵 

中四 4A 周可雪  、4B 黃愷琪  、4D 黃玉濘 、4D 楊芮盈 

中五 5B 陳雅靜  、5C 周淑嫻  、5C 朱晓欣  、5E 黃靜怡 

中六 6B 張秋婷  、6D 馬翠怡  、6E 曾耀庭 

中六級模範生與校長合照 

6B 張秋婷 

模範生 

校外獎學金 

   

  恭賀本校尹晞嵐、鍾蕙珊、鄧彥瑤、徐俊威、周可雪、歐競同、鄺鎮灝、楊仝共 8 位同學，獲家庭與學校合

作事宜委員會、香港海洋公園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和社會行政學系頒發「2014-15 年度非凡躍進獎」。是項計

畫旨在表揚學生在學習態度或課外活動方面的卓越進步，而各得獎同學可獲得嘉許證書一張以及香港海洋公園入

場卷一張。 

 

  恭賀本校莫鈞彥同學獲得「2014/15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計畫－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獲獎

學金港幣 1000 元正。 

6D 馬翠怡 6E 曾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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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國語文 1A 鄭禮賢 2A 陳雅婷 3A 譚尚子 

英國語文 1A 陳飛揚 2A 張國權 3A 鄧子健 

數學 1A 梁俊熙 2A 陳雅婷 3A 張翠珊 

通識 1B 劉嘉文 2A 張興隆 3A 曾善麗 

科學 1D 韓展揚 2B 李健良    

生物       3B 高汶茵 

化學       3A 鄧子健 

物理       3A 張翠珊 

基礎商業   3B 鄭錦峰 3B 高汶茵   
中國歷史 1B 岑應諾 2B 黃浩賢 3A 張翠珊 

歷史 1A 鄭禮賢 2A 張興隆 3B 高汶茵 

地理 1B 王諾然 2A 張興隆 3A 曾善麗 

電腦 1B 張志城 2C 趙詠琪 3B 鄭錦峰   3B 周子晴   3C 陳致勤 

音樂 

1A 葉彩婷  1A 林曉渝   1A 黃善姿     

1B 吳寶怡  1B 吳映蔚 

1C 鄧浩欣  1C 黃綽霖   1C 吳紀樺 

2A 張興隆  2A 詹詠嵐   2A 鄧彥瑤

2B 歐寶珠  2B 歐嘉瑶   2B 張雅雯 

2B 張凱怡  2B 羅嘉翹   2B 黃子俊

2B 余栢然  2C 丘穎欣   2D 張凱程 

3A 陳沛津 

體育 1C 談詠傑 2B 曾卓楠 3A 黎芷晴 

普通話 1A 梁景煊   1B 吳寶怡 2B 范子聰 3A 譚尚子 

視覺藝術 
1B 王錦峰   1C 尹晞嵐  1D 陳麗瑜

1D 曹泳清   1D 歐陽文俊   
2B 麥展維   2B 麥泳琪 3B 黃樂怡   3C 楊俊安 

設計與科技 

1A 郭靜怡  1A 藍卓詠   1A 林曉渝 

1A 林泳彤  1A 林宇軒   1A 廖倩柔 

1A 劉倩彤  1A 羅樂怡 

2A 歐美瑩   2A 歐婉玲   2A 陳港文

2A 陳雅婷   2A 鄭蒨嫺   2A 張頌欣 

2A 張興隆   2A 張國權   2A 鍾暉陽

2A 羅嘉汶   2B 歐寶珠   2B 歐嘉瑶

2B 陳卓雯   2B 陳嘉禹   2B 陳詵恩

2B 張雅雯   2B 張凱怡   2B 趙朗希 

2B 庄昊瀚   2B 周樂瑤   2B 秦嘉銘

2B 范子聰   2B 符師彥   2B 林明美

2B 林芷瑩   2B 劉兆星   2B 羅嘉翹 

2B 李健良   2B 李子江   2C 張靖瑤

2C 趙詠琪   2C 郭心然   2C 李俊逸 

2C 李光明   2D 陳姝彤   2D 陳晉緯 

2D 張凱程 

  

家政 
1A 馬心怡   1B 吳映蔚  1B 魏文     

1D 黃雅雯    

2A 潘綺蘭   2B 黃宇       2C 麥珈綽 

2C 鄧善妮   2C 丘穎欣  
 

下學期考詴各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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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考詴各科第一名（續） 

  中四 中五 

中國語文 4D 張芷君 5C 周淑嫻 

英國語文 4D 李鈺瀅 5D 錢穎 

數學 (必修部份) 4D 丘瑋俊 5C 周淑嫻 

數學 (延伸部份)  4D 吳諾琳 5D 錢穎 

通識 4D 何靖盈 5E 黃靜怡 

生物 4D 丘瑋俊 5C 周淑嫻 

化學 4D 丘瑋俊 5D 錢穎 

物理 4D 張芷君 5D 錢穎 

組合科學  5A 凌嘉寶  
中國歷史 4A 周可雪 5B 楊仝 

歷史 4B 李楠 5E 衛淇昌 

地理 4A 程浩揚 5E 黃靜怡 

資訊及通訊科技  5C 陳鍵烽  
經濟 4D 黃玉濘 5D 李耀榮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D 陳可欣 5C 朱晓欣 

體育 4B 陳以婷 5A 陳浩然 

視覺藝術 4B 鄧寶儀 5E 曾慧愉 5E 黃欣欣 

下學期考詴各級第一名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1B 岑應諾 2A 陳雅婷 3A 曾善麗 4D 張芷君 5D 錢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