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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四季，港珠澳大橋將會通車，這個維時十年的龐大工程
，為建設中國｢大灣區｣提供交通便利，亦為推動｢九市、兩特區｣的連
繫互通，提供有力支援。大橋全長接近五十公里，附屬設施包括四個
人工島及其跨海大橋，並約七公里長的海底隧道，屆時將是全球最長
的跨海大橋。大橋興建工程始於2009年，中國政府原先希望由當時全
球沉管技術領先的荷蘭工程顧問公司興建，但遭荷蘭工程顧問公司開
天殺價，要求三千億美元興建費用，前期顧問費亦達三十億美元，面
對這樣的｢天價｣，中國的工程人員最後決定自已動手。雖然問題接踵
而來，但｢辦法總比困難多｣，透過工程人員無比毅力和團隊協作，終
於以堅強意志，把困難、障礙一一克服，成就是項艱巨工程，為中國
的持續發展，提供無比助力。現在，世界各地的工程人員都爭相到訪
觀摩，爭相仿效，以圖改善技術，提升競爭力。所以，｢求人不如求己
｣，天官的年青人，當面對困阻時，應自我檢視，不斷努力，尋求突破
，好讓夢想成真。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考生持續減少，年青人的多元出路增加，升讀大
專院校的機會及途徑持續上升，天官的年青人務請衝破語文困阻，提
升學習方法及技巧，著力時間規畫、重複演練，於重重困難中堅持奮
進。本學年中四的課程修訂、中五學生領袖的交接安排、高中的｢摘星
之旅｣及初中的｢追星計畫｣，均希望師生積極齊心備戰，讓學生好好為
人生規畫，奠定穩厚根基，迎向未來。另本學年學校會推行｢走塑行動
｣，齊齊拒絕濫用塑膠，在此祈求大家同心協力，為地球盡一分綿力，
減低持續的｢溫室效應｣，保持地球為一個宜居之所。

最後，天官的年青人，請謹記：
1. 成功沒有金鎖鑰，勤力才是王道；
2. 有路就有生機，修路者往前行，封路者則往後退；
3. 師生共同努力，創造美好明天。

(一)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 持續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 透過跨學科協作，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加強自學成效。
3. 持續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專業能量，推動學生自學成效。

(二)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1. 透過學生生涯規畫訓練，培育學生自我規劃管理能力。
2. 透過學生目標設訂、人際關係及時間管理訓練及校園優化計畫

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2018年11月25日是本校開放日，主題為”In Unity We Strive”，意思是「團結就是力量，一起開
拓未來。」星期天的開放日，天水圍及元朗區居民紛沓而來，絡繹不絕。本校榮幸邀請了香港教育
大學教育與輔導學系講師——詹浩洋博士擔任主禮嘉賓，詹博士亦為本校校友，席間與各同學共愐
校史，勉勵同學認真求學，裝備自己，以適應瞬息萬變的未來社會，同學均獲益良多。

開放日設有不同的特色展覽及攤位活動，是日家長教師會的攤位熱鬧非常，由家長親手製作的
手工藝品，賣個滿堂紅；販賣小食的位置更是人潮不絕，籌款所得，均撥入學生發展基金，造福學
子。學科方面，物理、生物、化學、綜合科學科展示的實驗攤位，讓來賓興趣盎然；視藝科即場的
繪畫體驗，更是高朋滿座；音樂科把食品變成樂器，新奇而具創意；設計及科技科示範了無人機、
機械人操作及3D打印技術，展示了本校卓越的科技工程。穿梭人流之中，我們更有由話劇組學員粉
墨登場的活潑小丑，他們手藝非凡，熱情好客，親手設計造型氣球，娛樂眾賓。下午縱使天氣欠佳
，卻無減嘉賓熱情，開放日最終在圓滿熱鬧的氣氛中愉快閉幕。

眾嘉賓為開放日揭開序幕

話劇組同學扮演小丑與嘉賓同樂

樂韻悠揚的中樂表演

校長、副校長與來賓合照

校長與詹博士合照

來訪者透過平板電腦隨時閱讀有趣材料



聖約翰救傷隊展示家居護理知識 小朋友專注參與遊戲

2018年11月25日「中一入學講座暨校園參觀活
動」。除郭建華校長介紹學校最新發展及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收生準則外，更有中二同學及校友伍倩誼
分享於本校成長的生活點滴，舞蹈組及中樂團精彩
表演，增加小六家長及其子女對本校的了解。講座
後，延請嘉賓參觀本校校園，讓他們進一步認識本
校設施。

校長介紹本校概況

校長解答家長提問 舞蹈組同學表演

全場滿座的視覺藝術科示範 溫馨熱情的童軍攤位



本年度畢業頒獎典禮榮幸
邀得鍾惠玲博士蒞臨致勉及授
憑。鍾博士恭賀畢業班同學，
希望同學再接再厲，找到自己
的興趣進修。

畢業生代表杜婉儀同學代
表全體畢業生致謝辭，表達他
們對母校的謝意。

頒獎嘉賓鍾慧玲博士致訓 畢業生代表杜婉儀同學致謝辭

鍾慧玲博士與DSE優異生合照

勞偉業老師 廖淑貞老師 林有群女士 林寶琼老師 鍾玉蓮女士

李婉君女士 梁翊禮先生

黃永良先生 溫玉玲女士

2D 班英文集誦 中樂團<廣西民歌>舞蹈組<晨曦中的玫瑰>

合唱團

頒獎嘉賓與得獎者合照：

教職員長期服務獎(二十五年)： 教職員長期服務獎(二十年)：



2018年11月6日「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在學校禮堂舉行，上午主題為「學校領導在創新領域的持
續發展」，由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創校校長廖亞全校長主講；下午主題為『一帶一路』和『大灣區』
的佈局及經貿發展｣，由李浩賢博士主講。老師反應良好，並對有關主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啦啦隊總冠軍：藍社 全場總冠軍：黃社



全場總冠軍：紅社

教師組男子1500米比賽 校友4X100米接力比賽

校長與各頒獎嘉賓合照



天官獨特的自主學習模式

使用軟件Padlet教學，同學更投入。
「AP朋輩學術輔導計畫」委任及啟動儀
式，郭校長頒發委任狀予總學術領袖生。 伍倩誼校友於早會與同學分

享「摘星」心得，同學獲益
良多。

中一同學參觀歷史博物館，擴闊視野。 同學以「自主學習」形式上課，成效
顯著。

學術領袖生正用心指導中一
同學。



午間活動—狀元挑戰站黃老師講解2018年文憑試寫作卷，並即席測試，
讓同學掌握寫作技巧。

4D班馬梓騫及馮俊泓同學於早會與
同學分享金庸先生事蹟，緬懷這位
「武俠小說」泰斗的一生。

中文科午間活動，同學利用平板
電腦留言，追悼這位文壇巨匠─

金庸先生。

中文科與圖書館及普通話科合辦，推薦同學參加由香港電台主辦的「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
賽2019」，共有4位同學晉身複賽，圖為本校同學與其他參賽者大合照留念。

2D麥瑋城同學正全程投入演繹朱自清
的《背影》



Students try to match the food to its country at 
the Food Festival.

Students try to solve lantern riddles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Students go ‘moon chasing’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Students try to work out the secret message 
during the Halloween party.

A student tries to guess the flavour of the food 
during a food tasting activity at the Food Festival.

A student tries to escape the maze by following 
directions during Open Day.

Students play Halloween Bingo during the 
Halloween party.

Students share their ideas during an open 
classroom.



2018濾水廠工作坊
中五化學科參觀沙田污水處理廠中
央化驗室園，認識檢測污水程序。

科學、數學及設計與科技跨科協作— STEM電學

中二同學於科學及設計與科技科分別學習相關之電路設計，並於數學課上運用已有知識計算不同電路的電
阻，最後設計出創意石墨畫以鞏固所學，充分展現學科互通能力。

在科普教育基金舉辦的「遙控模
型車遴選賽暨 STEM工作坊」中
獲得優異成績。

在香港科學園舉辦「2018應用可再生能
源設計暨競技大賽」中得到優異成績。

在香港科技模型會舉辦「2018屯
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學界環保
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中得到優
異成績。

本校學生及老師獲國際專業無人機協會邀請，出席「2019粵港
澳大灣區青年無人機大賽」啟動典禮，本校老師分享推行無人
機訓練方法，而學生則分享操控無人機心得及技巧。

本年度數學科致力提高學生的計算及解難能力，自10月份起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推行『追星計畫』，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並透過跨科學習，把概念及技能有效地連貫。數學科老師設計不同類型工作紙，限時完
成，並由學術大使帶領小組，指導低年級學生完成有關練習。過程中學術大使除擔任解難導師外，也負責維
持各組別秩序，令計畫得以順利進行。此外，數學科在開放日中設計趣味數學攤位遊戲，分別為<合24>及<

一筆畫>。活動當天，各來賓對遊戲背後的數學概念興趣濃厚，亦對學生工作人員之講解及提示表示讚賞。

小朋友解決一筆畫問題 學術領袖生指導初中同學完成工作紙



日期 項目 主辦機構

1 10/09/2018 - 16/11/2018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
第一回合至第三回合

明報

2 09/2018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
計比賽 2018獲《踴躍參與學校獎》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3 24/10、21/11、19/12 文化通識王 校內

4 10/2018 及 11/2018
通識徵文比賽
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

香港電台

5 30/10/2018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6 12/11/2018 - 11/01/2019
認識《基本法》
@你我齊參與2018

東九龍青年社綜合青年服務中心

地理科
中六級同學參與香港聯校地理學會舉辦的

「2019年度聯校地理模擬考試」，讓同學適應公開
試模式。

暑假期間與各科合辦
「中一級暑期銜接課
程」，讓中一同學認
識自主學習。

於開放日以中國地
勢為題，擺放展板
及製作等高線模型
的攤位。

中國歷史及歷史科

小六學生在開放日參與中國歷史及歷史科
攤位遊戲。

經濟科

中五同學出席香港金融
管理局講座，了解香港
貨幣發行局制度。

學校開放日，小朋友積極
參與經濟科攤位遊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開放日當天，小六
同學積極參與問答
遊戲。

「從理論到實踐」講
座，同學獲益良多，
對選修企、會、財科
有更大的信心。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2018獲獎同學及何羚婷作品

6A 張靖瑤 作品「自」

第五屆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得獎作品

4D 曾祥傑環保袋設計冠軍

6C 文芷悠 作品 「層次」

6C 陳姝彤 作品「失色」

由S3 何靈心設計的「天官大使」，分別用於開
放日及畢業典禮上。

視覺藝術科與普通話學會合辦雪人創作活動，為聖誕節平添節日
氣氛。



「皮革書籤工作坊」，同學手起針落，為閱讀刻下印記。

同學參觀7月香港書展後，再參加
由教聯會主辦「與你一起閱讀的
日子—1718」閱讀及寫作工作坊。

開放日—「閱讀新體驗」
利用IPAD進入虛擬空間，體驗互動式書籍介紹。

圖書館進行翻新，舊生喜相聚，努
力裝箱之後來個大合照，紀念這
「偉大的」工程。期待新的圖書館
和學習中心啟用。

天中扮嘢王活動中，黃社B隊—
孫悟空大戰鐵扇公主，榮獲隊際
冠軍及最佳合作奬。

紅社B隊—關羽難過美人關 ，榮獲
創意大獎及隊際亞軍。

藍社A隊—秦始皇 綠社A 隊 (鍾無艷與夏迎春) 榮獲
隊際季軍、最佳角色及最佳演繹奬。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圖書館及中
文科參加由三聯書局主辦的【QF
帶你進入出版業「玩盡你的創意
」出版業體驗工作坊】，同學表
現出色，獲三聯書局出版書籍—
有米之年》，並於市面公開發售
。同學皆為自己作品感到自豪。



9月至12月舉辦的講座及活動：

「探索事業、發展所長 -

2018生涯規劃教育研討會
- 學生大使計畫」

中六升學講座—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公開大學派員蒞臨本校主持
「中六升學講座」。

大金納涼節工作體驗 Ideation Workshop by Young Founders School

中六聯招申請(JUPAS)講座 中六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講座

中六升學講座—公開大學 中六升學講座—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職業博覽 2018 Ideation Workshop and Boot Camp by Young Founders School

「楊敏熙律師事務」工作體驗 「探索事業、發展所長—2018生涯規畫教育研討會—學生大使計畫」

大金納涼節工作體驗 馬莎零售服務工作體驗

全體講者大合照 主禮嘉賓主題演講 物理治療

旅遊 圖像設計會計 酒店

當天共有21個行業現職人員到校為同學進行職業分享，分別有工程、飛機維修、資訊科技業、旅遊管理、
中廚/西廚、酒店管理、空中服務、律師、新聞傳播、入境、海關、物理治療、中醫藥、接待地點、醫護專業、
商業及財務管理、會計、圖像設計、時裝形象設計、航空業、社會工作、幼兒教育。



2018年7月3日官立中學聯校領袖生交流計畫
5C張愷欐
是次本校與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的交流領袖
生，令兩校領袖生骨幹團隊互相啟發得益，也
了解對方執行職務的程序與利弊，讓我們能着
力改善以維持良好秩序和風氣。

2018年7月9-11日
領袖生、圖書館服務生、學術領袖生訓練營
4D 鍾鎧竣
是次活動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內容緊湊
充實，讓一眾同學得益不少，有效訓練同學
的自律，希望以後也可以讓領袖生團隊參加
以上活動。

2018年7月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5C 吳映蔚
2018的青少年軍事夏令營長達15天。在軍營生活
當中，每天被要求服從嚴謹的紀律，真讓我敬佩
那些能在苛刻的環境下捱過訓練的紀律部隊，他
們長期抱着堅毅不屈的精神忍受痛苦。在15天中
，我亦體驗了不同的軍事訓練，有機會觀摩國家
軍備，例如槍械安裝、坐軍艦、直升機，見識手
語通訊、徒步行軍等，實在讓我眼界大開。雖然
軍營的生活很苦很累，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和
我一起共患難的班長、班副和同學，我們就像一
個大家庭，15天裏我們「一起歡笑，一起流淚，
互相鼓勵」，很開心能夠參加軍事夏令營，讓我
青春無悔！

2018年8月30日 領袖生實務工作坊
4D黃靖
我覺得今次的工作坊很有意義，令我認
識到新一屆的領袖生彼此了解，有助日
後工作推展順利，希望新一屆領袖生團
隊愈做愈好，能維持本校一直以來的良
好秩序。

2018年9月 領袖生交接儀式
4D 鄭港斌
一年一度的領袖生交接儀式，是新一屆
領袖生上崗的重要日子。象徵舊一屆慎
而重之地把責任交託予下一屆，是一個
重耍的儀式。

2018年10月21日正義之光─清潔元朗我家活動
4D 譚芷茵
山竹襲港後，我們為附近的環境出一分力，參加了
「正義之光」的活動。過程中，途經的居民對我們
展露笑容，並感謝我們的付出，令我感慨萬分，明
白到義工的辛勞是有人欣賞的，因此，日後若再有
相關活動，我也必定會參與。

各項活動學生感想：



2018年9月27至29日中一成長營

於粉嶺宣道園舉行，透過歷奇活動、個人反思、競技合作及小組分享，讓同學融入中學生活，強化紀

律、自信心及小隊士氣，並培養同學互助精神。活動後，參與老師都讚賞同學的守時及積極態度。

2018年10月31日輔導領袖生大會

成立團隊後第一次大型聚會。由中四及中五級輔導領袖生負責籌備，對象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內

容主要有：介紹全年活動、頒授輔導學長襟章、輔導總及副領袖生分享、輔導領袖生領組傾談等，氣氛

和諧愉快。

2018年11月21日輔導領袖生午間聚會

共九十多位輔導領導生於午膳時間進入中一及中二班課室帶領活動。目標是讓學弟妹認識自我，包

括性格、長處及短處等；除引導學弟妹積極面對白已，培養自我接受能力外，也探討如何改善個人不足。



公民教育組轄下升旗隊於2017-2018年度成立，經過三個多月的訓練，至2018-19年度組成編制為十八
人的隊伍，專責每月升旗儀式。活動如下：

2018年5月時的受訓情况

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
後，各校代表在廣場
前合照。

2018年10月1日國慶日，本校派出剛成立的
升旗隊參加當日在金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

在開放日中，德育組以「孝道」為主題，在展板和遊戲中介紹二十四孝的故事。參加者須先抽出一張
「二十四孝」故事簡介的卡片，再用球滾向相應位置，例如抽到「王祥的母親想吃鮮魚，他躺在冰上，忽
然冰塊溶解，更有兩尾鯉魚從裂縫中躍出來」的卡片，便須把球滾向標示「臥冰求鯉」的位置。

遊戲簡單易玩，亦具意義，當日雖然下雨，仍有超過一百一十人參與，深受來賓喜愛。

2018年12月8日，17位中一、中二同學前往圓方戲院參與由香
港賽馬會辦的「安寧計畫─媽媽和我的小事」微電影欣賞。



校園走塑大行動
鼓勵全校師生參與，重點推行，措施如下：
小食部不再售賣樽裝水、不提供膠餐具及膠飲管，鼓勵同學自備水樽及餐具。學校也添置蒸爐， 鼓勵同學自
備午餐，減少使用膠飯盒，培養同學支持環保行動須由生活做起。

此外如「2018-2019無冷氣夜」、機電署「能源效益互動資訊站巡迴」、校服義賣、「國際環保博覽導賞」
及「與環境局長對話」等，皆與外間機構合作。學校開放日聯同扶少團及圖書館合作舉辦「環保二手物義賣」
活動，呼籲師生捐贈物品，透過回收，使物品重用，減少浪費。所得收益，捐贈綠色環保團體，可謂一舉兩
得。

2018年10月28日環保博覽及與局長真情對話

環保二手物回收嘉賓與二手物義賣攤位同學合照 主禮嘉賓詹浩洋博士於開放日
參觀環保二手物義賣攤位

各層設置回收箱

環保教育組、扶少團及公益少年團進行海灘
保育清潔

學生自備餐具及水樽

學生使用蒸飯服務 機電公程署能源效益互動
巡迴展覽



學生健康服務
本組安排全校學生參與衛生署的「綜合健康檢查服務」，學生於指定時間到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體格

檢查、健康評估、個別輔導及健康教育等，活動有助促進學生健康及預防疾病。

「紅十字會」捐血日
捐血活動能培養學生幫助別人的精神。該日共有60名師生參與捐血活動，反應熱烈。

好心情@學校伙伴計畫
聯同元朗區官校與童軍之友社，舉辦「好心情@學校伙伴計畫」，以一連串的活動，提升同學關愛及守

望相助的價值觀，如「陽光大使」正向生命小組、歷奇日營等。

日期： 級別： 主題： 目的：

2018年
9月

中四 少睡是福
讓學生認識睡眠健康，掌握自己的
睡眠狀況，保持優質睡眠。

2018年
10月

中四 情緒管理
認識精神及情緒健康，讓學生掌握
表達適當表達情緒的方法及原則。

2018年
12月

中五 聖誕佳期
透過角色扮演、個案分析及剪報等，
讓學生認識性行為的意義，明白性
行為所牽涉的責任及要承擔的後果。

四社比賽在本年度
已經順利完成了水運
會，陸運會及社際排
球比賽。紅社奪得運
動會全場總冠軍。及
後在十二月，紅社以
大滿貫姿態奪得三個
不同組別的排球比賽
冠軍。暫時合計總成
績，大幅在全年積分
榜領先各社。

下學期，將有更
多不同種類的社際比
賽，當中包括籃球比
賽、天官扮野王、辯
論比賽、戲劇比賽、
STEM比賽、英語民歌
比賽及英語演講比賽
等。

四社比賽

項目 獎項 倍分 紅 藍 黃 綠

水運會 全場總冠軍 X3 180 150 240 120

陸運會 全場總冠軍 X5 400 200 250 300

排球
比賽

男子公開組排球冠軍
女子初中組排球冠軍
女子高中組排球冠軍

X1
X1
X1

80
80
80

50
50
50

40
40
60

60
60
40

總積分(截至21/12/2018) 820 500 630 580
<各項比賽基本得分:冠80,亞60,季50,殿40>

2018-2019社際比賽

女子高級組社排比賽氣氛最
為緊張

男子公開組社際排球比賽由
紅社奪冠

紅社在三項排球比賽均
稱霸



中樂團
中樂團本學年成功吸納不少

新成員，進一步擴展規模。同
學在開放日、家長教師會周年
大會以及畢業頒獎禮中演出非
常成功。

中樂團合奏

舞蹈組
40名成員以訓練中國

舞為主。每年排練四齣
舞蹈參加各個不同比賽
及表演。藉著訓練、表
演和比賽，讓同學們建
立了自信，培養團結精
神；多年來獲獎無數，
表現得到肯定。

舞蹈組新疆舞「晨曦中的玫瑰」

象棋學會

天官象棋隊參與「屯門象棋爭
霸戰2018」，喜獲中學組團體
賽亞軍。

舞台音響及燈光組

於禮堂集會以及學校大型活動中
負責調較及控制音響燈光。

女童軍仿金屬吊飾工作坊

女童軍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急救比賽，4A班羅卓毅同
學正為傷者進行急救

黃副校長及李秀英老師到場打氣

航空青年團

一較高下步操訓練

童軍

5B林栢宇從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手上取得「總
領袖奬章」



擴香石製作班

文憑試英雄誓師會家教會第二十六屆周年會員大會

開放日最受歡迎攤位

內閣Universe獲選為本屆學生會代表

第二十一屆學生會幹事會Universe於10月順利接任。

上學期活動包括：

2018年10月24-25日「萬聖節午間活動」彩繪及攤位遊戲。

2018年9-12月「班際閃避球比賽」

2018年10月15日「印尼地震及海嘯賑災」籌款共籌得

3214元，並已全數捐予香港紅十字會。

2018年11月25日開放日，學生會從眾多攤位中脫穎而出，

獲「最受歡迎大獎」。

班際閃避球比賽

敬師日—家長為老師送上心意



2018-2019年度已擬定之境外學習如下：

2018年7月5日 中二級大灣區航空科技探索之旅

2018年7月5日 中一級中山考察之旅

2018年7月7日至10日「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畫探索之旅」

2018年7月至8月 扶輪社獎學金英國劍橋交流

2018-2019境外學習

1 S3 (128人) 18 / 1 / 2019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2 S4 (138人) 10-13 / 7 / 2019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畫探索之旅

3 S4-S5 (30人) 18-22 / 1 / 2019 首爾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

4 S4-S5 (40人) 16-20 / 3 / 2019 河南省鄭州、洛陽歷史文化考察團

5 S3-S5 (30人) 24- 28 / 3 / 2019 北京姊妹學校教育及文化考察團

6 10-14 / 5 / 2019 西安、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及探索之旅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集誦 亞軍 1C

粵語集誦 亞軍 3C
粵語獨誦 冠軍 2C賴德文
普通話獨誦 亞軍 2A黃諾詩
普通話獨誦 季軍 2C何羚婷
普通話獨誦 季軍 2D麥瑋城
普通話獨誦 季軍 4D楊蕊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70th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英語集誦 2nd Runner up 2D
英語集誦 2nd Runner up 4D
英語獨誦 2nd Runner up 4D楊創天
英語獨誦 2nd Runner up 4D周芷瞳

HKEDB 化學家在線自學計畫 鑽石獎 5D許譽心 5D曹錦康
白金獎 5A韓展揚

科普教育基金 遙控模型車遴選賽暨 STEM
工作坊

個人賽 殿軍 4D馮展泓 4D司徒培基

遙控模型車遴選賽暨 STEM
工作坊

隊制賽 亞軍 3B周俊熙 3C劉遠浩

3D謝潁聰 4D馬梓騫
季軍 2A盧家謙 3B陳俊軒

3B嚴澤鋒 3D施振濤
香港科學園 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

競技大賽
超級電容模型船運載大賽二等獎及最佳

環保設計一等獎
2A呂俊亨 2C梁嘉聰

3C劉遠浩
環保材料運用及
創意設計二等獎

2D梁志豪 3B嚴澤鋒

4D馬梓騫
季軍 1A林展釗 1A章祖維

2A梁知行 2B古文迪

2D梁志豪 3A劉子篁

3B嚴澤鋒 4D馬梓騫

4D馮展泓
香港科技模型會 2018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

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
賽

冠軍 2A梁知行 2A呂俊亨

2B古文迪 2C梁嘉聰
季軍 1A林展釗 2A盧家謙

3A劉子篁 4D馬梓騫

4D馮展泓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5B曾柏穎
女子乙組200米 殿軍 3B曾楚堯
男子乙組推鉛球 第五名 4D薛俊杰
男子丙組 團體亞軍 1B鄧進楊 1D林哲瑋

1C劉梓浩 2A徐銘賢

2A溫羽謙 2B楊灝煒

2C葉旭昇 2D周紀鏗
男子丙組4x100米接力 冠軍

打破大會紀錄
2A徐銘賢 2A溫羽謙

2C葉旭昇 2D周紀鏗
男子丙組跳遠 冠軍 2C葉旭昇
男子丙組1500米 冠軍 1B鄧進楊
男子丙組200米 冠軍 2D周紀鏗
男子丙組100米 亞軍 2D周紀鏗
男子丙組推鉛球 殿軍 1D林哲瑋
男子丙組100米 殿軍 2C葉旭昇

元朗區中學校際越野賽 男子丙組 團體第七名 1A黃子權 1B鄧進楊

1C劉濚珅 1C余永彥

1D倫子日 2A梁知行

2A溫羽謙 2B謝卓昇
男子丙組 個人亞軍 1B鄧進楊
男子丙組 個人第十名 1D倫子日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團體殿軍 2A溫芷瀅 3D薛敏慧

5B林泳彤 5B張曉晴

5B曾柏穎 5C尹晞嵐

5C藍紫月 5C鄧善妮
女子甲組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2A溫芷瀅 5B林泳彤

5C尹晞嵐 5C藍紫月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殿軍 4A俞曉桐
女子甲組100米背泳 殿軍 2A溫芷瀅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殿軍 5B林泳彤
女子甲組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2A溫芷瀅
男子甲組 團體第八名 4C劉頌楷 5A李圳梆

5A朱子諾 5C談詠傑

5C洪正昊 5D王諾然

5D霍頌賢
男子甲組50米自由泳 季軍 5D王諾然
男子甲組50米背泳 殿軍 5A李圳梆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 殿軍 5A李圳梆
男子乙組 團體殿軍 2B鄧國彥 3A鄧匡政

3A馮冠傑 3B留柏泓

3C葉子誥 3D吳哲匡

4B黃啟維 4D馬梓騫

4D李宗霖
男子乙組50米蛙泳 季軍 3D吳哲匡
男子乙組50米背泳 殿軍 3B留柏泓
男子丙組 團體第七名 1A林展釗 1B梁愷桁

1D林正浩 1D郭栩俊

2C邱俊諺
男子丙組200米自由泳 冠軍 2C邱俊諺
男子丙組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2C邱俊諺
男子丙組4x50米
自由泳接力

殿軍 1A林展釗 1B梁愷桁

1D郭栩俊 2C邱俊諺
生產力促進局 第九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計畫

環保袋設計比賽
學生組 冠軍 4D 曾祥傑

中國教育網絡電視台 十四屆彩墨杯全國青少年兒童
書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

兒童組 一等獎 2C 黃家勤

全方位比賽平台 2017中秋節填色繪畫比賽 少年組 季軍 2C 黃家勤
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
年書畫大賽委員會

第五屆紫荊盃兩岸暨
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

中學國畫組 優秀獎 6A 張靖瑤 6C 陳姝彤
優秀獎 6C 文芷悠

中國教育部 第十五屆全國青少年兒童文化
藝術展評活動(書法)

硬筆書法 二等獎 2C 何羚婷

樂施會 樂施「寫字扶貧」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2C 何羚婷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第43屆全港青年中文書法比賽 中學毛筆組 優異獎 2C 何羚婷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學界書法比賽2018 硬筆書法 優異獎 2C 何羚婷
青松觀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2018」 初中組 亞軍 2C 何羚婷
九龍青年商會 第十一屆「香港情」

兒童中文書法比賽
硬筆高級組 亞軍 2C 何羚婷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回歸盃首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優異獎 2C 何羚婷
新界西象棋會 屯門中國象棋爭霸戰2018 中學組團體賽 亞軍 1B曾旻斌 2A呂俊亨

2B曾子培 3B張景澤

3D 區錦華 3D 陳傑昌

3D羅浩瑨
港燈 港燈智「惜」用電計劃

2018年度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
三星級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