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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學生積極態度

本年度採取四項策略，以培養學生積極態度。老師以故事鼓勵學
生積極和認真學習，正面提升學生自我反思能力，培訓學生學習面對
生活不同範疇的能力及營造校園積極學習氣氛。老師積極在課堂上引
用名人成功故事或個人經歷激發學生奮發向上，也讓學生分享個人成
功經歷，邀請校友及專業人士到校分享個人成長故事，鼓勵學生積極
、正面和認真學習。

學生通過反思，檢視學習成效及提出改善建議，並能總結反思內容
對將來升學及就業計畫的影響。此外，初中學生在學生成長歷程檔聚
焦在「堅毅」及「承擔」的態度；而高中學生在學生志向發展檔則聚
焦在「訂立目標」和「計畫未來」，從年度參加的活動進行反思，令
成 效 更 加 顯 著 ， 把 寶 貴 經 驗 累 積 並 具 體 轉 化 為 人 生 態 度 。

高中方面，本校舉行了第二屆師友計畫，邀請了校外不同界別及
專業從業員擔任本學年中四學生的生涯規畫導師，讓學生有機會從專
業人士身上了解成功之道、職場現況與發展，從而為自己訂立人生目
標，亦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本屆啟動儀式讓導師與學生進行
第一次愉快的認識與交談，學生將在暑假期間，開始探訪導師職場，
體驗工作環境上的真實一面。

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服務學習可以有效提升領導才能及組織活動能
力。本校在中一及中二推行「一生一制服」政策，積極推動學生參與
制服團隊活動，四個團隊隊伍分別為：童軍、女童軍、聖約翰救傷隊
及航空青年團。過去一年，各團隊成員積極參與訓練及不同範疇的培
訓，並成功達標，宣誓成為正式隊員，女童軍本學年更開設第二小隊
，發展美滿。四個團隊以外，本學年更新增升旗隊伍，讓學生通過親
身參與升旗儀式從中認識國家、關心國家，增強國民身分認同。各制
服團隊參與校內各大小慶典與活動，亦陸續參與校外服務活動。

除此之外，中四級「全民起義」，中二級「義工Teen地」，亦為校
外服務學習之核心項目，讓學生在服務過程中提升溝通技巧及協作能
力，使他們更關心社區發展，關愛身邊人和物，建立關愛文化，建立
惠澤社群的正確價值觀。

最後，以獎勵計畫表揚表現堅毅自強的學生，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
文化，並加強他們認真學習的態度，而新增的學術大使表現獎、輔導
學長表現獎、課外活動領導表現獎及義務服務表現獎，旨意培育學生
積極服務的態度，以營造校園積極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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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學與教效能

本年度採取四項策略，以提升學與教效能。首先，透過初中自主學
習及高中備課，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以發揮學生學習潛能。第二，透過
優化分層課業，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以提升學習果效。第三，透過科本
自學閱讀計畫及早讀課，擴濶學生的書籍閱讀面及加強閱讀風氣。最後，
透過校內及聯校教師專業發展，促進老師的教學交流，把學校建構成知
識型的學習社群。

初中方面，透過課堂活動，建立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加強他們展
示、討論、匯報及互評能力，藉此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學生在課堂上
能以強帶弱，上課反應及專注度均有改善，學生表現投入，成為獨立及
有系統的學習者，能主動探討問題及運用不同的邏輯思考方法尋找答案，
學生的解難及辨識的能力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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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學與教效能

高中方面，學生預先備課，老師設計的備課工作紙增添分析及應用題，引導學生深入探討，提升高階
思維能力。部分學科更利用「反轉課室」概念，加快教學的進度，學生的基礎知識更鞏固，學習速度加快
，而且課題探討更深入，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潛能。

在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方面，所有科目按照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內容與趣味並重的分層課業，又為能
力較遜學生提供更多步驟及例子，設計更多與時事相關的有趣題目，根據課業表現，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
掌握題目要點。最後，學生能善用提示，認真地逐步完成題目要求。分層課業對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成效
更為顯注。

「科本自學閱讀計畫」的推行策略多元化，例如電子書、影片、E-CLASS、工作紙、文字報告、影片
推介、班際及社際閱讀問答比賽、跨科主題活動，有效擴闊初中學生的閱讀面及加強閱讀風氣。是次閱讀
計畫共有11科參與(比上年度多一倍)，分別是中文、英文、物理、化學、生物、綜合科學、中國歷史、地
理、基礎商業、設計與科技、視覺藝術。此計畫讓學生接觸更多課外的知識，有助他們學習。於早讀課時
段設中英文朗讀、中英文好書介紹，並加設各學科的中英文閱讀材料、時事通識王比賽及中一級超凡學生
手記，令早讀課之質與量更為豐富，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教學成效與教師培訓相輔，為加強跨校專業交流，本年度參與由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
節」，本校進行為期兩星期的公開課，14位天官教師於自主學習節期間開放課堂，開放英文、中文、數學
、通識、科學、地理及歷史課堂與各校交流；並參與「自主學習網絡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及「官立中學
聯校教師發展日」。另外，屯門官立中學與本校老師進行歷史科交流，分享有效提升課程領導及學與教的
策略，互相交換意見及教學方法。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的校長及老師蒞臨觀課，並帶領20名學生與本校
學生一起上自主學習課，又帶領20名學生組長與本校學生組長一起上組長訓練班，兩校師生都有所得着。
為提升教師對電子學習的認識，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文可為副校長帶領團隊(8人)到校
主持工作坊，分享在不同學習領域(中文、英文、數學、通識、科學及科技)，利用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
成效。北京海淀區24名校長及教師到本校觀課交流，8名天官教師開放英文、通識、地理及歷史課堂，學生
則分享自主學習、學術節及職業博覽，又表演中國舞及英文集誦。本校亦首次安排全體老師到廣東贏時科
技有限公司進行廣州考察活動(共享資源)，加深老師對國內企業營運的了解，提升教師專業能量。

三) 生涯規畫教育

生涯規畫教育方面，本年度持續深化學生生涯規畫概念、意識和能力，增加學生對多元升學出路及工
作世界的認識。本校全年共舉行逾四十項講座及活動，針對不同級別，推行相應的生涯規畫理念。在所有
校本生涯規畫課程施行前，我們都會向班主任解釋課程設計之理念及運作，加強各老師輔導學生的能力，
令課程更具成效。為了協助中三級學生面對選科的疑慮，本年度繼續安排「生涯規畫日營」及「中三選科
家長講座」，讓學生及家長們透過系統性活動，規畫升學路向。

在認識多元升學出路方面，除安排多次大專院校升學講座及模擬面試外，還帶領學生從參觀、工作坊
及職場體驗三個層面認識及規畫未來。

參觀方面，分別為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及國際廚藝學院、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建造業
議會訓練學院、天水圍青年學院。工作坊方面，學校帶領學生參與外界不同機構舉辦之工作坊，如資歷架
構「帶你進入出版業」玩盡你的創意工作坊、青企局中三級「我思我路」工作坊、「中三級迪士尼青少年
奇妙學習系列迪士尼工作體驗坊」、「中三級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款客服務體驗坊」等。

至於職場體驗方面，本年度繼續安排學生到職場體驗工作實況，包括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大昌食品
巿場）工作體驗計畫、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工作體驗計畫、毅高皮鞋香港有限公司零售業務工作體驗、廣
博中醫治療中心工作體驗計畫、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工作體驗計畫、馬莎零售服務工作體驗、
2017位元堂大型展銷學生活動大使體驗計畫、2017捷榮咖啡大型展銷學生活動大使體驗計畫。讓同學能深
入接觸不同行業，身體力行地認識現實社會的工作世界。

本學年舉辦第二屆校本「職業博覽」，得到灣仔扶輪社、天光道官立中學校友會及天水團官立中學校
友會鼎力支持，共邀約二十二門不同行業的資深從業人員，以小組形式向同學介紹行業的最新資訊及職場
現況，同學能從活動中有所領悟，積極為自己訂立清晰的人生目標，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最完善之準備。

家長教育方面，繼續為各同學家長設計合宜講座，如針對高中家長的「大學聯招申請暨多元出路講座」
、「香港中學文憑試應考及放榜準備講座」；為中三家長開設的「中三選科家長座談會」，以及讓中五家
長及早與子女同共籌畫未來升學路向的「中五級大學聯招申請暨多元出路家長及學生講座」，令家長們能
接收最新資訊，與學生同步同行，規畫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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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1月25日

上午第一節
三十一所官立中學及五所資助中學約1900

名校長及教師一同出席，當日講者包括前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及程介明教授，其
講題為「教育面臨的挑戰和遠景」，出席
老師獲益良多。

下午第二節
校長老師分為六組分別與六位企業行政總
裁會面，了解社會職場的變化和人材培訓
。另外亦由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獲獎教師
分享他們的教學心得。

了解資源共享概念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濟濟一堂，研討會於伊利沙白體育場館舉行。

日期：2018年6月11日

校長帶領教師團隊造訪廣州「贏時科技公司」，於大樓前合照。

以QR code驅動之「共享洗衣機」，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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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3月16及17日
一連兩天開放日主題是“Be the light that helps others shine”(「燃點生命，照亮旁人」)。老師及學生全情

投入，開設了40多個攤位，介紹各組別及學科的活動與成就，同時展示有趣的學術研究成果；來賓可參與
攤位遊戲，換取紀念品。開幕禮邀得楊麗詩校友為主禮嘉賓。楊校友熱愛舞台劇，是一位出色的演員，當
日與一眾嘉賓包括各學校委員會成員、家長代表、校長及副校長，一同為開放日剪綵，隨後有舞蹈組與中
樂團的精彩表演。除一樓禮堂攤位外，中一及中二各班的攤位設在一樓教室；地下有蓋操場亦有家教會義
賣及制服團體攤位；二樓家政室則有美點小食供應。戲劇組同學更特意打扮成中古歐洲人物，穿著華麗
服飾邀請嘉賓合照。全日參觀者眾，嘉賓川流不息，同學及老師熱誠招待。

楊麗詩小姐

中樂團

德育組攤位

戲劇學會

地理科攤位

家長義工製作美點

中二級攤位

設計與科技科

家長教師會義賣

舞蹈組 開幕剪綵

扶少團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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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姊妹學校來訪大合照留念

北京姊妹學校以傳統剪紙餽贈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彼此為對方準備一點心意舞蹈組同學向友校小伙伴示範羽扇之張合

本校學生介紹遙控模型作品

合作學習



何副校長頒發紀念旗予講座嘉賓—

浸會大學講師黃梓勇博士

總領袖生及學術大使隊長於早會分享，希望同學
以積極態度面對學習難關。

學術大使與中二級同學打成一片，討論學習問題。

學術促進組與中文科合辦「俠義精神」講座，
講者為浸會大學講師黃梓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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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為中三同學作口語訓練



台上同學雄辯滔滔 台下同學，積極發問。

首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優異獎 1B 何羚婷

同學聚精會神聆聽黃老師的用心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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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與全體同學於課程結束後合照留念

第十五屆 全國青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展評活動
1B何羚婷同學參加由中國教育部民辦教育培訓專業教育委員會主辦之「第十五屆全國青少年兒童文化

藝術展評活動」，榮獲「書法少兒組」二等獎，並獲得參加北京現場總決賽的資格。何羚婷同學將於7月
18至21日前往北京參加總決賽及研學旅行成果展。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Form 3 students take part in the Hong Kong 

Inter-Secondary Schools Scrabble Competition.

Students take part in the Valentine’s Day 

activities during the English Speaking Day.

Form 1 students take part in a two day exchange at 

Christian Alliance S.C. Chan Memorial College.

Form 1 students take part in the English Club’s 

Scrabble Competition.

S3 students enjoy an exchange trip to TWGSS. S1 Inter-house Drama Competition

Students compete in the 9th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Students take part in the Easter Egg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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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會提供的骨牌，加入環保材料，運用不同的科學原理以展現能量轉換，經過激烈的比賽後，
冠軍：紅社、亞軍：黃社、季軍：藍社、殿軍：綠社。

2018年3月4日本校兩隊中二級同學共10人參與「第十五屆中學基建
模型創作比賽」木橋靜態負重測試，兩道木橋表現理想，其中一隊更能
進入決賽並獲得優異成績及500元書劵以作獎勵，成員包括2A羅雨晴及
2D鍾嘉寶、郭千媛、黎卓瀅、施振濤。

為推動及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本校推薦各級具
數學潛質的學生參加各項比賽。

2018年1月27日中二級梁昊臻、中三級鄧嘉寶、馮秋勤、
馮展泓及羅家杰代表學校參加由保良局及香港數理學會聯合
主辦的「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本校成績
優良，中三級鄧嘉寶及羅家杰同學更獲得三等獎。

2018年3月3日由中五級陳雅婷、張興隆、郭心然、麥展維
、劉兆星、李健良代表學校參加香港數學競賽2017/18。

本校初中學生積極投入不同形式的數學習作及比賽，同
學對數學智力遊戲Rummikub極感興趣。中三及中五級全級學
生分別在4月份及5月份在校內進行挑戰賽，而勝出的同學，
於5月19日代表學校參加Rummikub公開比賽。同學在多方面的
比賽及活動中展現對數學的濃厚興趣，並在參與各項比賽當
中獲得寶貴經驗，進一步擴闊視野及開拓眼界。

2018年4月28日本校
派出九隊中二及中三級共
30 位同學參與由香港建造
學院S T E M聯盟主辦的
「意粉塔大挑戰」，他們
運用棉花糖及意粉，花盡
心思築起高塔。同學表現
理想，共有三隊同學獲得
優異獎。

第一組：
3A 張瑩、3A鄧嘉寶、
3A羅詠詩

第二組：
2A 陳曉琳、2D 李浩瑩、
2D溫德銘

第三組：
2D 鍾嘉寶、2D莫雪兒、
2D曾憲子

中五級同學參加本年度香港數學競賽

老師及同學參與校內Rummikub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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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香港科學園舉辦的「2017應
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獲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挑
戰賽亞軍；環保材料運用和創意
設計一等獎。

超級電容模型船運載
大賽一等獎：
1B盧家謙、
3D羅家杰、
3D馮俊泓

3D羅家杰參加由香港
青年會專業書院舉辦
的「2017全港肖像模
型3D打印設計比賽」
，在中學及大專組別
獲得優異獎。

參與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舉辦之「俊
和 2 0 1 7 遙 控 模 型 車 精 英 挑 戰
賽」，獲優異成績。

參與科普教育基金舉辦「學界科
技體育運動—遙控模型車聯校積
分賽」，榮獲優異成績。

參與科普教育基金舉辦「2018學
界遙控模型車比賽」，獲優異成
績。

參與由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舉辦的「 2018全港校際
無人機比賽」，獲優異成績。

參與科普教育基金舉辦「學界科技體育運動—遙
控模型車聯校積分賽4」，獲優異成績。

參與由香港建造學院舉辦「組裝合成建築法(MiC)中學
生機械人大賽」，獲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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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富 企 業 家 精 神 計
畫—中五企會財同學
參與決賽、匯報及參
觀盲人協進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會計及商業管理
個案比賽—中五
歐美瑩同學獲得
嘉許獎狀



本科組於下學期舉辦了下列科本及跨科延伸學習活動：

日期 對象 活動

21/3/2018 中五 麗都灣海岸考察

16/4/2018 中三 地理常識問答比賽

15/5/2018 中一至中三 校園追踪

29,30/5,1/6/2018 中一至中三 人文科跨科問答比賽

海岸考察

本校中史組同學獲選清華大學明日
領袖培訓計畫2018

從未想到會走進全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畫」給予我這個機會。
「水清木華」是一趟難得的體會，與一眾尖子相識、相交，是另一份領略。他們對學習的
熱誠不屈，對國家的至誠立志令人感動。有人說：「壓力不是有人比你努力，而是比你努
力幾倍的人依然在努力。」他們求學的決心絕對給莘莘學子帶來反思。

再者，能夠踏上清華講台，縱然只是談一談，說一說，卻悄然領受一份成長與承傳。
緊張中，絲絲的成功感與自信令我立志自強不息，要成為一位清華人。 6D伍倩誼

「清華明日領袖交流團」令我留下充實
的回憶，對政治冷感的我本來對國家經濟發
展毫無感覺，如今卻希望成為貢獻國家的一
分子。以前劃地為牢，現在開始以國家的角
度去看待事情，清華之旅不僅令我視野廣闊
，更令我明白，一個領袖需要了解國情，言
行兼修。 6C李灝庭

* 李灝庭同學獲清華大學選為「最優秀團員」

中四及中五經濟科
同學參與由香港浸
會大學舉辦的「共
享經濟」主題講座

與通識科合辦—

試前問答比賽
中一組︰
冠軍1B、亞軍1C

中二組︰
冠軍2B、亞軍2D

中三組︰
冠軍3D、亞軍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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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8位同學參與《基本法》宣傳大使設計大賽，獲入圍獎。



繼「官窯」陶塑展2008及「官窯II」陶塑展2013後，本校與另外十所官立中學再續前緣，於2018年6月
底舉辦「官窯III」陶塑展2018 ("Goodwares III " Ceramics Exhibition 2018)。

官窯本是宋明以降製作上貢朝廷陶藝精品的窯場，供皇室把玩使用。官窯可說是中國陶藝史上的一種
獨有特色，催生了大批具高度藝術成就的陶藝作品。是次展覽名稱中「官窯」的含意有二：首先，展出作
品均為本港官立中學學生及視覺藝術科老師的陶藝創作，此「官」之謂也；另外，各校同學展示了各類型
的陶藝作品，雖然難與真正官窯的精品媲美，但都是參與者們的誠意之作，創作中透出上乘的熱情，故足
以入官家之品，而且無論浮雕、器皿或各種立體造型製作，也充份體現創意思維，故以此名之。

是次展覽假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展覽廳舉行。當日上午開幕禮承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副秘
書長黃邱慧清女士、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博士及香港知名陶藝家馬素梅博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其間獲
各界人士參觀賜教，對一群滿有創作熱誠的年輕陶藝愛好者而言，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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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劉俊琪作品—枷鎖 4C 葉詠喬作品— 我「官窯」陶塑展2018宣傳海報

我們「拾」 「定格」 齊齊「撐」

視覺藝術科「中六美術畢業展」2018於6月份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覽廳舉行，展出我們三年來的創作
，展期共五天。

開幕禮當天，郭建華校長、何綺薇副校長、黃少梅副校長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溫玉玲女士應邀主持
了剪綵儀式，令我們的畢業展生色不少。感激各位師長多年來的鼎力支持，更要多謝我們三班的正、副班
主任老師，全因你們的教導、鼓勵和關懷，我們才能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關。

在創作過程中，我們學會了不同領域的知識，也學會欣賞別人；透過藝術創作，學會了審美和表達情
感，更令人興奮的是有機會在公眾面前展現我們的創作成果。我們永遠懷念這三年來在美術室一起胡扯，
一起拼搏的日子，亦永遠感激母校給我們一個自由創作的空間。

我們會繼續努力，在藝術創作的路途不斷求進，不負母校多年來的栽培，為人生繪畫上更絢麗的色彩。
6A 劉嘉兒 6C 何錦燕



第 1 3頁

聖誕節歡送中六服務生，祝他們
DSE考獲佳績。

與中文科及生涯規畫及升學輔導組
合作，參與「三聯書店出版業工作
坊」，運用所學，按推銷原則在書
店內擺設特色主題書攤，有板有眼。

我愛KAHOOTS！台下同學亦能投入比賽。

各參賽者使出渾身解數，互相比
拼，氣氛熱鬧非常。

莫里斯博士以著作《神探福爾‧字摩斯》一書切
入，生動有趣，郭校長致送紀念旗致意。

中一級同學於讀者服務中心細心聆聽如何用
中央圖書館各類資料。

同學對好書充滿期待。

家長日書展，家長與子女一同逛書展，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共有七位同學作品被輯錄成書，並獲頒禮物及書券。與中文科協作，參與《少年：
閱讀，悅讀》嘉年華拼字遊戲。

本校5D陳雅婷、羅嘉汶、張興隆
獲頒哈佛舊生會「2018年哈佛圖
書獎」，以表揚其學術及廣泛閱
讀成績及對學校和社會的貢獻。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青企局中三級
「我思我路」工作坊

資歷架構「帶你進入出版業玩盡你的創意」
工作坊

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迪士尼工作體驗坊及款客服務體驗坊

青企局中二級STEM講座

師友計畫啟動禮及聚會日中三選科日營

參觀天水圍青年學院中五大學聯招申請暨多元出路講座

參觀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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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講座——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中三選科日營

升學講座——職訓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中三選科工作坊

升學提示講座 中三選科分享會

參觀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中三選科家長座談會

參觀天水圍青年學院 青企局中二級STEM講座

資歷架構「帶你進入出版業—玩盡你的創意」工作坊 青企局中三級「我思我路」工作坊

「香港中學文憑試應考及放榜準備」之家長及學生講座 浸會大學「共享經濟」主題講座

中三級「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會計業研討會「踏上專青雲路」

中三級「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款客服務」體驗坊 師友計畫啟動禮及聚會日

中五級「大學聯招申請暨多元出路」家長及學生講座 灣仔扶輪獎學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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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辛苦了！

4B張曉晴
參加這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多，而且明

白到很多事情一定要勇於嘗試，亦要和隊
友互相信任，才可以獲得成功。

4B羅樂怡
印象最深刻的是兩日一夜的宿營。第

一項活動要求從高處沿牆壁滑下來，在大
家鼓勵下我最終克服恐懼完成挑戰。第二
項活動是考驗合作，在組員互相信任下完
成任務。 除此之外，亦讓我了解到電動車
的原理及充電標準，實在大開眼界。

本校5位同學成功獲選，得以
在4月2日至4月6日到北京出席教
育局主辦的領袖生內地交流計畫
2018。參觀北京科學博物館、天
安門廣場及故宮博物院，得以擴闊
視野，大開眼界。

到訪長城居庸關，了解中國古
代軍事水平及戰爭歷史

參加同學： 4B 張志城、4B 張曉晴、4B 張凱程、
4B 羅樂怡、4B 曾繁韜、4B 吳紀樺

本校同學聯同其他友校同學，為洪福邨長者送上充滿暖意
的愛心湯。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前往「深圳比亞迪集團」參觀，認
識比亞迪汽車研發及自動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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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讓我們有信心面對群眾。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2018年2月至4月份中四級同學參與聖瑪提亞堂綜合服務中心與輔導組合辦之義工訓練課程，各班並於4
月 2 1日分別到屯門或元朗區長者中心服務。同學表現良好，心態正確，無論司儀、領導遊戲或
派禮物的同學都積極盡責，各司其職，受訓練時投入認真。

服務學習不一定要走出校園，學校是社會的一部分，同學在校內也可以得到不同的機會，學習服務別
人，例如領袖生、班長和輔導學長等；「好心情計畫」正正配合同學需要，協助同學成為充滿陽光的大使
，建立了更強的正向品格、情緒及人際關係。正如同學的感言中說，活動後他們更能掌握情緒，提升了面
對逆境的能力，而且建立滿足、積極及有意義的人生目標。我觀察到同學的轉變頗大，由最初的「不了
解」、「不願意」、「覺得浪費時間」，到後來「很難忘」、「能認識很多朋友」、「勇敢了很多」和
「十分有成功感」等，我深感計畫已達到設定的「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及「享受生活」三個目標。
提升了合作技巧，令他們更具自信，勇於嘗試，也學懂尊重和體諒別人，締造積極的團隊動力。

最後，借用其中一位陽光大使的一段話作結：「身為學長，必須要樹立一個正確的風向標，帶領學弟
學妹，樹立正確價值觀並習慣正能量思考，能為他們的人生指出正確方向，也不枉費老師對我們
的期待。」

輔導組主任陳玉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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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課設立的目的，是傳達人生價值觀，讓同學認識
甚麼是誠信、堅毅、責任、關愛、尊重、承擔及國民身份。部
分課程乃校本設計，由老師編寫；部分則邀請衛生署委派導師
教授。醫務衛生署姑娘引導同學認識情緒控制、時間管理、目
標確立、人際溝通及金錢價值等等。至於校本課程則由本校學
生支援組負責，包括德育組、公民教育組、環保教育組、健康
及性教育組、輔導組及訓導組。透過處境分析、集體活動及嘉
賓講座傳遞訊息。亦以「課室壁報設計比賽」，給同學發揮創
意之餘，啟發思考。下學期舉辦了「慈山寺修道之旅」及「舊
曲新詞生命歌曲創作比賽」。透過同學喜愛的歌曲，譜寫新詞
，表達對人生的看法及對價值觀的感想。開放日亦滲入德育，
主題是「燃點生命，照亮旁人」，傳遞關顧他人的訊息，希望
同學受薰染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嘉賓講座 (麥潤壽先生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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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如鲫 吖！難道是.... 我猜到了！

德育組與視藝科、中文學會、普通話學會及家長教師會合辦，家長委員蒞臨支持，由郭校長主持開筆
儀式。

一馬當先，天官之福。 我要試試 各有千秋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林穎智同學在早會講解
承擔責任精神

下學期環保教育組舉辦了多項活動，當中包括「校服義賣」、「愛、可持續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綠色班際節能比賽」、「班際廢紙回收比賽」、「開放日二手物義賣活動」、「生命教育課— i stage 可
持續發展互動戲劇 」、港燈舉辦的「智惜用電計畫2017綠得開心推廣大使」，以及「賽馬會氣候變化
博物館中學生大使」計畫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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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和權利是相對的。沒有無責任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責任。一個
人的權利，往往成為他的責任；而相對地一個人的責任，亦是他將享有的權
利。享受一定的權利，必須盡到相應的責任；盡責任，才能享有相應的權利。

美國總統華盛頓曾說：「快樂和盡職是不能分開的。我常藉著盡自己責
任，使自己更加快樂。」人日漸成長，所負的責任自然增多，同學在追求理
想的同時，宜衡量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思考當中的意義，同時並附帶責任及
使命！

責任感是人間最高貴的情操，負責任的人都是有為者；不負責任的人，
不管能力再強，也是庸才。一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要負責任，只要負責任，肯
擔當，世間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人有做錯事的時候，若能坦白認錯，並作
改善，就具有承擔責任的精神。願各位同學共勉之。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中學生大使」— 2D 曾憲子

這計畫主要目的是讓我們學習有關廢物管理的技巧。
香港每日人均家居廢物量達1.36kg，我們必須從源頭減
廢。在整個培訓過程中，我們認識了香港的廢物管理、
全球氣候變化的成因、影響以及接受博物館導賞員訓練。
我們特別關注塑膠問題，因為塑料的優點是耐用、不易
腐化，但它的優點正是它的缺點，對環境的破壞是一發
不可收拾的，倘若我們仍坐以待斃，我們所共同處的生
機盎然的藍水晶，會變得死氣沉沉。

i stage 可持續發展互動戲劇，
同學上台互動

二手校服義賣，家長
積極參與。

同學對二手書極有興趣家長、同學積極參與

港燈「智惜用電計畫2017綠得開心」推廣大使

環保教育組及扶少團二手物義
賣活動

愛、可持續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1B林易聰、 4C曹泳清、 5B麥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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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4日與家長教師會合辦「開心果日」，鼓勵同學建立健康飲食習慣，其間舉行「生果籃設
計比賽」，向同學介紹多吃蔬果的好處，傳遞蔬果有益健康的訊息。

10/3/2018 健康領袖生訓練日營

25,26/4及2/5/2018 「乘風航」

23/5/2018 健康生活嘉年華

30/5/2018 健康生活問答比賽

9/7/2018 健康時裝設計比賽

31/1/2018 黑暗中對話體會

3/12及7/2及7-21/3/2018 陽光大使工作坊

19/3/2018 陽光大使關愛參觀

29-30/3/2018 陽光大使訓練營

7/2018 陽光大使關愛分享會

5A吳秦、5A劉兆星、5A歐嘉瑤、5C黃浩賢、5D張國權
這次北京的旅程使我們獲益良多。認識到現金消費方面，中國的

消費模式從現金逐漸過渡到智能手機支付，商店和顧客均希望用電子
貨幣，非常方便，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

至於鐵路方面，對經濟及社會均有好處，能促進發展及改善交通，
但是興建鐵路的原料會破壞自然生態，亦對附近居民造成噪音污染。

香港和內地關係日益緊密，我們有幸能到內地考察，藉此深入了
解祖國，為未來做好準備。

四社向北京同學展示團隊精神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認識內地學生學習的阿拉伯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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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齊來支持籃球精英賽

本年度戲劇組以《十年後的我回首》一劇參加校際戲劇比賽。
四個年青人離開校園後各自為理想奮鬥，步伐時快時慢，但思考將來，回首過去間，怕將來的自己會

後悔，認為「現在」既為未來付出，也應該向「當下」交代。
本校同學扮演一群迷失但熱血的年青人，是十年後的自己，嘗試演繹一次「蛻變」，對他們而言是艱

難的，但在努力中卻做到了。更榮獲「傑出合作獎」，3C姚啟儒同學則榮獲「最佳演員獎」。

《最佳演員的演繹》 3C姚啟儒

那年，我加入戲劇學會才中二。
台詞當然不多，但我知道要好好把握機會，因

為我想能當主角。不斷努力練習後，終如願以償，
更想不到能榮獲「最佳演員獎」。

排練期間我錯了又錯，但是我沒有放棄，仍不
斷嘗試，感謝導師悉心指導，最後幾天，我終於達
到導師的要求，結果獲得佳績。成功有賴群體間的
默契，當中的甜酸苦辣、戲劇的精髓，我深深體會。

果然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本年度中三戲劇比賽主題「和諧學園、和諧社會」，希望同學透過
戲劇表演，宣揚和諧文化的重要。是次比賽無論在劇本創作、道具製作、
服裝設計，以致燈光、音響設計，全由學生一手包辦。在比賽過程中充
分體現同學合作及創造力之強。每年中三戲劇如此成功，除了同學努力
外，實有賴中三級中文科老師的播種與耕耘，幼苗得以茁壯成長。

最佳男主角 3D 黃啓維

最佳女主角 3R 蕭望華

最佳男配角 3A 黃希

最佳女配角 3A 徐毓鎂

最佳導演
3C周耀卿、徐希霖、

姚啟儒

最佳舞台設計 3C

最佳劇本 3D

最佳整體演出 3D

六年磨劍，盡在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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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親子旅行

學生會與音樂學會合辦「歌唱比賽2018」，同學踴躍參與，全情投入，在台上載歌載舞，全場氣氛熱
烈，在場每位師生都享受着參賽同學的精彩演出。盼望同學能把這份積極態度投入在學習中，把比賽的熱
情化作動力，努力學習。

家長日皮革義賣活動母親節「頌親恩顯愛心」
義賣活動

家長教育講座：
「性格透視親子溝通」工作坊

「果」然有「營」
班際水果籃製作比賽

「與郭校長 Tea 一Tea」之真情對話

大家對學生會的支持

班際閃避球冠軍 班際籃球冠軍

1C 1C

2A 2D

3C 3D

4B 4B

5A 5A

班際閃避球及班際籃球比賽圓滿結束，恭喜各得獎班別！

2017-2018校訊第二期



獎學金名稱 評審準則 得獎學生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
於非學術範疇具備潛質及
有突出表現

6D 黃婥藍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成績優異及有領導才能的
高中學生

6B陳美珍
6D黃慧燕

博愛醫院 青少年發展助學金
品行良好及學習態度認真
的中一學生

1D 周紀鏗
1D 麥瑋城
1D 鄧悅攸

香港印度商會六十週年教育信託基金獎學金
於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21
分或以上

2016/17畢業生
6B方文慧
6D 錢學臻

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2018 品學兼優、表現傑出
3A 張瑩 (入圍總決賽)
3A 羅詠詩 (入圍總決賽)

體驗第三種語言—法語 執筆、執念、執意寫好書法課 中法實驗學校伙伴指導挽弓

輕輕的我給小伙伴帶來輕輕的禮物 中法實驗學校教學樓前留影

自去年與北京中法實驗學校締結姊妹情誼後，本年3月本校再度造訪交流。是時春寒乍暖，獲盛情接待，
本校師生不勝感激，且喜逢相知，領益良多，深感能參究前賢經驗，實本校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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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天水圍社
區服務處

「愛．可持續」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高級組- 中學生 冠軍 1B 林易聰
亞軍 5B 麥瑪萍
季軍 4C 曹泳清

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 器官損贈，愛與生命標語創作比賽 入圍作品 4D 陳飛揚 5D 張國權

Headstart Group & Hong Kong 

Scrabble Players Association

Hong Kong Inter-Secondary 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8

Headstart Cup Most Valuable Player 3D 阮曉琛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第十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華南賽區）初賽

二等獎 3D 羅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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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第十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南賽區）初賽
三等獎 1D 陳正昊 1D 張若楠

1D 郭峻豪 1D 利綽基

2A 陳曉琳 2A 何國熙

2D 溫德銘 3A 張瑩

3A 鄧嘉寶 3D  馮秋勤

3D 馮俊泓
保良局 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獎 3A 鄧嘉寶 3D 羅家杰
香港電台 通識徵文比賽 第十九屆 每月優秀作品 3D 楊蕊

第二十一屆 每月優秀作品 3D 鍾鎧竣
全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2018 最踴躍參與獎 中一至中三學生

明報通識網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 第五回合 及 第七回合 累積分數最高學校全校學生
香港建造學院STEM聯盟 「意粉塔大挑戰」 優異獎 3A 張瑩 3A 鄧嘉寶

3A 羅詠詩 2A 陳曉琳

2D 李浩瑩 2D 溫德銘

2D 鍾嘉寶 2D 莫雪兒

2D 曾憲子
第 15 屆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優異成績 2A 羅雨晴 2D 郭千媛

2D 黎卓瀅 2D 施振濤

2D 鍾嘉寶
香港建造學院 「組裝合成」建築法(MiC)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最佳機械人外觀大獎 季軍 1B 梁知行

極速完成工程獎 銅獎 1B 梁志豪 2D 劉遠浩
科普教育基金 2018學界遙控模型車比賽 隊際賽 冠軍 2A 劉子篁 2D 劉遠浩

2D 周俊熙 2D 謝潁聰
亞軍 2B 嚴澤鋒 2B 陳俊軒

3D馮俊泓 4A 陳厚喬
個人初級組A組 殿軍 3C 張梓熙
個人初級組B組 冠軍 3D 馮展泓
個人高級組B組 亞軍 4B 林栢宇
個人高級組B組 季軍 5C 金雋亨

STEM問答比賽 最佳技術師獎 4A 陳厚喬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 遙控模型車聯校積分賽3 隊際賽 冠軍 2A 劉子篁 2D 劉遠浩

2D 周俊熙 2D 謝潁聰
亞軍 2B 嚴澤鋒 2B 陳俊軒

4A 陳厚喬 5C 金雋亨
個人賽A組 亞軍 3C 張梓熙
個人賽B組 殿軍 3D 馮展泓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 遙控模型車聯校積分賽4 隊際賽 冠軍 2A 劉子篁 2D 周俊熙

2D 劉遠浩 2D 謝潁聰
亞軍 2B 嚴澤鋒 2B 陳俊軒

2D 施振濤 4A 陳厚喬
個人賽A組 殿軍 3D 羅家杰
個人賽B組 季軍 3C 張梓熙

殿軍 4B 林栢宇
4場聯校積分賽 聯校積分賽 隊際賽總冠軍 2A 劉子篁 2D 周俊熙

2D 劉遠浩 2D 謝潁聰
隊際賽總亞軍 2B 嚴澤鋒 2B 陳俊軒

2D 施振濤 4A 陳厚喬
總名次冠軍
最踴躍參與獎

聯校積分賽個人賽 總殿軍 3C 張梓熙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2018全港校際「無人機」比賽 拯救人員比賽 冠軍 3D羅家杰 3D司徒培基

3D馬梓騫 5B蔡汶臻

5C余韋樑
季軍 3C張梓熙 3D馮展泓

3D馮俊泓 4B林栢宇

5C金雋亨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2018全港校際「無人機」比賽 「任務挑戰賽」 全場總亞軍 3C張梓熙 3D馮展泓

3D馮俊泓 4B林栢宇

5C金雋亨
全場總季軍 3D羅家杰 3D司徒培基

3D馬梓騫 5B蔡汶臻

5C余韋樑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2018全港校際「無人機」比賽 障礙穿越比賽 季軍 3C張梓熙 3D馮展泓

3D馮俊泓 4B林栢宇

5C金雋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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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學界

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第五名 1C梁諾軒 2B鄺立紳

2B李俊豪 2B李煥輝

3C朱加寶 3C阮兆銘

4A王錦峰 4B嚴晧榛

4B鄧詠豪 4B李啟灝

4C李俊楠 4C談詠傑

4D陳飛楊 4D吳棋龍
手球比賽 男子乙組 殿軍 2A鄧匡政 2C朱楚鋒

3B李宗霖 3D何文軒

3D羅家杰 3D駱文偉

3D薛俊杰
男子丙組 第五名 1B劉梓浩 1B溫羽謙

1B楊灝煒 1D周俊謙

1D周紀鏗 1D梁耀文

1D麥瑋城 2B吳梓軒

2B巫卓賢 2D陳傑昌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觀塘民政事務處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大會堂

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
會有限公司

第46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第一屆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第54屆學校舞蹈節

公開組中國舞
群舞

中學組

中學組中國舞
群舞

金獎

金獎

優等獎

1A 陳幸兒 1A 陳燕菲

1C 陳祉妍 1C 羅希怡

1C 蘇 漾 1C 黃月君

1D 陳思雨 1D 張 慶

2B 梁淑祺 2B 袁心儀

2C 鍾婉欣 2C 高詠榆

2C 鄧慧恩 2D 盧嘉欣

2D 莫雪兒 3A 李嘉怡

3B 朱倬瑤 3C 何穎林

3C 蘇鈺棋 3D 楊 蕊

4D 阮嘉詠 5D 張雅雯

5D 張頌欣 5D 黃 宇

5D 楊芷晴
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
會有限公司

第54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1A 陳幸兒 1D 陳思雨

2B 梁淑祺 2B 袁心儀

2C 鍾婉欣 2C 高詠榆

3A 李嘉怡 3B 朱倬瑤

3C 何穎林 3C 蘇鈺棋

3D 楊蕊 4D 阮嘉詠

5D 張雅雯 5D 張頌欣

5D 黃宇 5D 楊芷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40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公開組 金獎 1A 陳幸兒 1D 陳思雨

2B 梁淑祺 2B 袁心儀

2C 鍾婉欣 2C 高詠榆

2C 鄧慧恩 2D 盧嘉欣

3A 李嘉怡 3B 朱倬瑤

3C 何穎林 3C 蘇鈺棋

3D 楊蕊 4D 阮嘉詠

5D 張雅雯 5D 張頌欣

5D 黃宇 5D 楊芷晴
2017/18校際戲劇節 校際戲劇比賽 傑出演員獎 3C 姚啟儒

傑出合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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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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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盧 穎

HKEACE 第7屆國際巡迴賽 少年組．繪畫 季軍 1B 盧 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一等獎 4D 蔡昕桐
二等獎 1C 謝昕臨
三等獎 4C 林衍鋒

香港啟迪會 「再見偏見‧人間友情」- 兒童填色比賽 優異獎 2B 梁心瑜
新界(西)象棋會 屯門中國象棋爭霸戰2017 中學團體組 冠軍 5A 鄭曉杰 5D 陳港文

5D 鄭曉瀚 5D 張興隆

5D 鍾暉陽 5D 余栢然
教育城 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中一至中三學生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 《基本法》宣傳大使設計大賽 積極推廣《基本法》學校獎 中一至中三學生

入圍獎 1B 李芷晴 1B 黃家勤

1D 江渟涓 2D 鍾嘉寶

2D 劉遠浩 2D 葉彥甫

3A 鄧嘉寶 3B 姚嘉琪

3C 王錦雯 3D 關心妍

3D 李子昕 3D 楊蕊
優秀繪畫技巧獎 1D 鄭凱恩 2D 李嘉倩
優秀繪畫技巧獎 3B 唐菁璐
最佳色彩配搭獎 3A 文嘉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