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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忠先生勉勵學弟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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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消息 
 

1. 第 26 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本校 26 屆畢業暨頒獎典禮已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圓滿舉行，主禮嘉賓香港警務處鑑

證科警員張文忠先生為本校校友， 2005 年於

本校畢業，2010 年成功投考警隊，曾任職機

動部隊及機場特遣隊，2017 年更成功通過專

科考核，加入鑑證科工作。張校友在學期間

積極參與服務活動，是領袖生團隊的中堅份

子，曾兩次獲頒傑出副總領袖生盾，亦曾擔

任少年警訊學校支會主席，代表學校在多個

全港性比賽中獲取殊榮。他以熱誠懇摯的態

度服務大眾，造福社群，為日後投身警務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除全職擔任鑑證科

工作外，張校友亦是一名柔道高手，曾代表

香港出戰東亞柔道形錦標賽，並獲得亞軍，

為港增光。在繁忙工作之餘，張校友依然關

心母校，出任校友會主席及學校管理委員會

成員，其傑出才幹及愛校之情，令人衷心欽佩，實在是我校同學的榜樣。當日眾多教育界賢達、

友校校長、副校長、家長、校友及多位前任校長蒞臨觀禮，分享畢業學生及得獎生的喜悅。 

 

  姚寶琼校長在典禮上作校務報告，指出去年本校學生

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美滿成績，喜見持續進步，共

11 科達標成績較以往有進步，包括：生物科、化學科、

物理科、歷史科、數學科(必修部分)、英國語文科、通識

教育科、旅遊與款待科、視覺藝術科、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其中，化學科和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合格率更達 100%，高於全港數據。至於畢業生的升學情

況亦理想，超過 7 成畢業學生獲本地、海外及國內大學、

大專或相關院校取錄，其中肖夢冰同學升讀公開大學語言

研究與翻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實在令人欣慰。 

 

http://www.fg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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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小組演奏動人樂章 

 

 

姚校長作校務報告 

 

「強化共通能力」是學校本周期的關注事項之一，本校

銳意提升學習效能，在課業及評估設計、課堂教學及課後延

展活動加以完善，在這三環緊扣中，學生課内課外都積極投

入學習，樂於溝通協作，展現出豐富的創造力及高階的明辨

性思考能力。教師發展方面，本校以「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

為觀課焦點，多個學科亦進行了「課研活動」，讓教師進行同

儕觀課，把教學經驗承傳、分享。本校 STEM 團隊及通識教

育科組獲邀對外分享，將習得的智慧及成功經驗推廣至其他

學校。為了迎接社會創新科技的發展，本校積極推動 STEM

教育，學生探求科學知識的興趣及能力因而鼓動起來。本校

同時致力為尖子學生提供發揮潛能的機會，學校除推薦初中

學生參與「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培訓外，又為高中學生舉辦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各學科亦積極指導及推薦學生參加公開

比賽，學生表現出色，屢獲殊榮。「培養正向思維及團隊文化，

提升抗逆能力」是第二個關注重點，各科組在過去一年舉辦不少豐富多元化的全方位活動，推動

校園和諧文化，如各級挑戰營、領袖訓練計劃及學生境外交流活動等，既擴闊學生的視野，培養

正面思想，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及社交能力，亦能加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至於本校最後一個

關注事項「提升學生在生涯規劃的意識及能力」，成效顯著。本校成立了生涯規劃資源中心，為學

生提供升學就業資訊、個人生涯規劃輔導及面試工作坊，標誌著本校將生涯規劃發展攀上專業的

尖峰。生涯規劃組特別培訓一支「職學大使」團隊，又將生涯規劃教育聯繫到各科課程。另外，

本校安排學生參加工作實習和課程體驗，又特地帶領學生往國內作升學考察並參與不同公司洽談

工作體驗計劃，協助學生為未來作充分準備。這些學習經驗彌足珍貴，凡此種種，均有助加強學

生的共通能力、抗逆能力及生涯規劃的意識及能力，更能培養正向思維及團隊文化，幫助學生全

面發展。 

 

                                                                                                                                                                                                                                                                                                                                               

    主禮嘉賓張文忠先生致詞時

親切友善，他分享在本校就讀時，

得到師長鼓勵和支持，令他可以一

展所長，畢業後憑著在本校所學的

技能和知識，堅毅不懈的意志和服

務大眾的精神，他終於闖出一番成

就，成為鑑證科警員，他以此勉勵

學生珍惜學習機會，常懷謙卑和感

恩的心，敬師愛友，孝順父母，並

積極裝備自己，朝著目標邁步前

進。張校友語重心長的訓勉，深深

打動了座上各學生及嘉賓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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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與家長同享陸運會喜悅氣氛 

 

    典禮的餘興節目是學生的才藝表演，包括英文詩歌獨誦、普通話詩詞獨誦、現代舞和中樂

合奏。典禮完畢，張校友與眾嘉賓拍照留念，又與老師及師弟妹分享當年校園生活點滴，學生

也紛紛與師兄合照，場面温馨。嘉賓、老師、家長和學生一起享用精美茶點，大家聚首閒談，

典禮在歡笑聲中完滿結束。 

 

2. 第 26 屆周年陸運會 

 

  本校第 26 屆周年陸運會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及 21 日假上水北區運動場舉行。開幕禮上，5A 楊

麗娟代表全體運動員作出簡短而隆重的宣誓，陸運

會在學生高唱校歌後便正式開始。今年的賽事雖然

連續兩天進行，學生的熱忱滿腔，運動健兒鬥志激

昂，全力以赴。學生之間的凝聚力更隨着激烈的比

賽不斷增加，大家都盡情吶喊，不分社別為運動員

打氣。 

 

  今屆比賽，忠社以 827 分重奪失落兩年的全場

總冠軍。文社及行社則共享最佳啦啦隊美譽。個人

獎項方面，競爭十分劇烈，5B 牟厚樺及 6A 戴穩朋均以兩金一銀的佳績並列男子甲組個人冠

軍，2B 彭榕琛及 3C 張家錡同以 25 分共獲男子乙組個人冠軍榮譽，1A 曾建新則奪得男子丙組

個人冠軍。女子甲組個人冠軍由 5C 張渝琳以三面金牌，滿分的成績奪得。女子乙、丙組個人

冠軍分別是 3B 黃慧敏及 2C 蔡少菁。今年師生接力賽共有 8 隊參加，非常踴躍。結果由大熱

門陳美玲老師的「極速光纖隊」獲勝，教學助理劉芷瑩小姐的「衝鋒陷陣隊」及彭文輝老師的

「使命必達隊」則分列亞季軍。親子接力賽方面，冠亞季軍分別是 3C 張家錡母子隊，6A 王梓

權母子隊和 1A 李泓瑩父女隊。 

 

  賽事完畢，大會很榮幸邀請家長教師會委員吳麗紅女士蒞臨主禮及頒獎。吳女士致詞時勉

勵學生多做運動，透過運動舒展筋骨，鬆弛神經，消除讀書帶來的精神壓力。她亦希望學生能

夠享受運動的樂趣，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各獎項頒發完畢，第 26 屆周年陸運會亦在同學們

的熱烈掌聲之下圓滿結束。 

 

3. 教師專業發展 

 

3.1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已於 2019 年 1 月 24 日順利舉行，當天活動十分精采。是次活動是由教

育局主辦的「聯校教師研討會 2019」，主題為「開拓教育前路，共建專業社群」。早上時段，

老師分別前往六間官立中學參與教學亮點分享會。這個環節是由官立及資助中學同仝們分享不

同範疇的教學活動或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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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校長、張副校長到播道書院作專業交流 

 

 
本校老師向同仝們分享教學經驗 

本校 8 位老師獲邀請到英皇書院進

行兩節分享：陳詠怡老師、黃潔心老師、

陳巧華老師及程洛林老師分享課題「如

何通過全方位學習來促進學習領域的整

合：以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為例」；麥佩君老師、林彩儀老師、莊寶

寧老師及郭慧心老師分享與「賽馬會鼓

掌‧創你程計劃」合作推行校本生涯規

劃教育的經驗，該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

鄔潔貞女士及本校姚寶琼校長亦為是次

分享作結語，展望將來在本校推行專業

及全面的校本生涯規劃教育。兩節分享

為教學領域及生涯規劃教育開拓創新而

具意義的發展方向，受到教育同工的認

同和讚賞。 

 

下午時段，全港官校老師及六間資

助中學教師雲集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出

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陳智思先生

和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主講

的專題講座。陳先生提出大灣區發展帶

給香港年輕人的機遇與挑戰，讓教師可

更了解學生未來的發展前景。而羅女士

則就家校溝通合作作出發人深省的表

述，甚具啟發性。最後，一群校長及老

師分享他們到芬蘭學習之旅的點滴。各位老師可向芬蘭的教育制度借鏡，從而為香港教育界引

進新思維。 

 

3. 2 播道書院專業交流 

 

播道書院專業交流聚會分三天舉行

(2019 年 2 月 25 日、26 日及 28 日)，20 多

位官立中學校長、副校長及前教育局官員獲

邀出席。本校校長及張玉鳳副校長於 2 月 28

日下午與播道書院何永業校監及盧偉成校

長在輕鬆的氣氛下彼此交流，就學校如何培

育學生優良品格、創設平台讓學生展現才華

及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等方面作出深

入的交流，討論內容與本校培養正向思維及

團隊文化的關注事項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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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教師學習圈 

 

本校教師團隊與多所中學的教師組成學習圈，透過專業分享、經驗交流及教學活動協作，

致力優化及探究培育學生的策略。下列為學習圈於本年度推展的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主持學校 參與學校 

2018年 11月 12日 
英文科 

科本教學策略分享 
粉嶺官立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2018 年 11 月 19 日 
中六級 

聯校英語小組討論練習 
粉嶺官立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上水官立中學 

2019 年 1 月 15 日 
訓導組 

成功經驗分享與交流 
粉嶺官立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上水官立中學 

2019 年 1 月 30 日 
通識科 

學與教專業交流 
賽馬會官立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2019 年 2 月 25 日、

26 日及 28 日 
播道書院專業交流 播道書院 20 多間官立中學 

2019 年 3 月 7 日 
人文學科 

科本教學策略分享 
粉嶺官立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2019 年 3 月 25 日 
中五級 

聯校英語小組討論練習 
粉嶺官立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粉嶺救恩書院 

上水官立中學 

2019 年 3 月 29 日 
通識科 

學與教專業交流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19 年 4 月至 5 月 
通識科 

學與教專業交流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2019 年 7 月 4 日 
中五級 

聯校英語小組討論練習 
上水官立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2019 年 7 月 5 日 
中五級 

聯校中文口語溝通練習 
粉嶺官立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上水官立中學 

 

3.4 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廣東) 

本校姚校長與七位年青教師於 2018 年 12 月 26 日至 29 日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教師專業

考察交流團(廣東)」，到訪清遠及深圳參觀當地知名學校和多所聞名中外的企業，了解大灣區

的教育和科技發展實況，並與教育局官員、多間中學的校長、老師作觀課交流和教育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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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灣區 認識創科新發展 

黃達鏘老師 

   2018 年 12 月 26 日至 29 日，我有幸參加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廣東)。無疑，是次專業考察拓

闊了我的視野，讓我親身感受中國的教育及科技發展實況，獲益良多。說到最深刻的參訪，必

然是觀摩比亞廸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成立僅廿三年，發展卻十分成熟，尤其公司發展的方向、

管理與決策，令我十分佩服。比亞廸最初為當時手提電話的兩大龍頭公司生產電池，進而為智

能電話及電子計算機研發外殼及零件，後來更出產高性能環保電動車及高科技現代化雲軌列

車。其與時並進、因時制宜及力求創新的風格顯示了我國經濟及科研發展技術正在高速發展，

雲軌設施建設亦全面優化了市民的生活。 

   此外，比亞廸致力發展新能源，研發太陽能儲能技術，例如太陽能儲電路燈在生態文明建

設發揮出顯著成效，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有效使能源消耗強度大幅下降，達

到全面節約能源，配合中國發展方向，成為全球生態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之一。 

   在未來的教學道路，我認為香港學校應積極配合大灣區的教育發展，與灣區的科創公司培

訓學院接軌，促進雙方交流，一同堅持新發展理念，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理念下貢獻國家。正如比亞廸人力資源處培訓學院高級經理陳旭明先生所言，該公司積極推動

大灣區青年參訪，對大灣區青年新一代求才若渴，而且國內公司一向重視員工福利及發展，對

社會有承擔，令員工學有所教、勞有所得、住有所居，社會企業的關懷措施亦讓社會弱有所扶。  

   作為教育工作者，是次考察我體驗了不忘初心，方得終始，教育者需牢記使命，與青年人

心連心、刻苦奮鬥，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邁進。我亦憧憬在十年後再次參與考察

團，並遇上我校的畢業生分享他們在灣區的生活與得著，然後自豪地跟同工說一句「不枉此行﹗」 

    如同我在考察交流團分享會中提及，這趟交流並不是結束；相反，它是一個開端。往後我

們將繼續以不同的機會到大灣區，只是角色上會有些微變化，以帶隊老師的身份，跟學生一同

探索，找尋發展機遇，引發思考，讓年青人的無限創意，通過大灣區的優越條件，得以實現。 

  有見及此，我校參加了「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於 2019 年 3 月 8 日，

安排全體中一同學到訪深圳，就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進行探索式體驗，包括遊覽深圳工業展覽

館、廣東改革開放 40 周年展覽館及一些創新教育實踐基地，讓同學了解我國高端科技發展及對

我國發展的進程溫故知新，從而培育這群社會未來的棟樑，懷赤心，創未來，將來貢獻社會、

發熱發亮！  

 

 

本校學生於深圳創新教育實踐基地操作航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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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與教 
 

1. 開放自修室 

為使中六級學生有寧靜環境以備考中學文憑試，校方於2019年2月25至4月30日期間全日開放自

修室，專供中六學生使用。 

 

2.  DSE 加油站 

2019年 1月 21日，學務組及生涯規劃組為中六級學生合辦「DSE加油站－我們陪你一起走過」，

激勵一眾應屆 DSE 考生努力備戰，校長特意為學生傳授「備考錦囊」，傑出校友分享寶貴的經

驗，讓學生更有信心面對挑戰。 

 

3. 中六級 DSE 衝刺模擬試及溫習班 

各科老師特於 3 月及 4 月安排額外模擬考試及溫習班，助中六學生累積應考經驗及重溫重要

考核内容，為衝刺文憑試作最佳準備。 

 

4.  高中課餘補課 

中六級課餘補課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模擬考試前結束。中五級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全面展開課

餘補課，為明年應考文憑試的學生進行全方位備戰。 

 

5.  精英培訓 

中六級精英培訓計劃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結束。中五級精英培訓計劃將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正

式展開，中三至中四級精英培訓也於下學期陸續開展。 

 

6.  「高中學制介紹」講座 

為協助中三級學生能適切地選讀高中的選修科目，學務組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舉行「高中學

制介紹」講座，簡介高中學制及課程內容，並指導學生制訂學習目標，探索選科興趣。 

 

7.  中三升中四選科 

7.1  2019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舉辦「學兄學姊選科分享會」，由應屆文憑試學生分享修讀各選

修科的心得及經驗，協助中三級學生作出明智選擇。 

7.2  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及「職專文憑講座」，邀請

全體中三級學生及家長出席。講座由學務主任介紹選科攻略，校本評核重點，專責老師講

解選修科目的課程及中三升學出路。會上派發模擬選科表格，以便校方了解學生選科意向。 

7.3  校方會以電腦程式分析學生的選科意向，於 5 月公佈選修科目組合，學年試後將進行選

科，7 月中公佈結果。 

 

8. 英文科 

8.1 Nine Form Fou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cultural Fair organized by AFS, a world-clas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 Here is the sharing by four of the participants, Jackie, Yuni, 

Sandy and Jasper. 



                                                               

 

8 

4A Sandy Cheung  

Thanks to my English teacher, I was given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cultural Fair. I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because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But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the activity introducing 

Japanese culture. In that activity, I knew more about their dining 

habits. When we eat out in Japan, no matter how cold or snowy it is, 

they always give you a glass of cold water. Only a few restaurants 

offer hot tea.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 B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I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 do hope I can attend such 

meaningful event again.. 

4A Jasper Gao 

Last year, I joined Th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with my classmates in 

a secondary school in Kowloon Tong. All activities there were held 

by exchange students and it was surely a challenge for u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mong all sections, I spent the most time 

in the Japanese one. There were four Japanese girls in their school 

uniforms. They looked so lovely and pretty. They made us sushi and 

taught us origami. It was surely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especially 

for me because I like Japan very much and always hope to visit the 

country in person. If there is such an activity again, I won’t miss it!  

 

4A Jackie Ng 

I was happy that I could participate in Th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The event took place in a school in 

Kowloon Tong. Each classroom represented a country. I went into many classrooms. However, the 

Portugu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impressed me most. In the Portuguese room, I knew a lot about the 

Portuguese history like their past hardships and their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years. In the Japanese 

one, I saw kimono,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fashion, for the first time. I was very pleased as I love 

Japanese culture a lot. Needless to say, this event not only broadened my horizons but also let me have a 

glimpse of different cultures. 

4A Yuni Chan 

I was very glad that my English teacher, Miss Cheung, invited to me 

to join The Intercultural Fair organized by AFS because it was a 

wonderful chance for me to learn and have fun through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ultures. I remember there were long queues 

outside every classroom. All participants were waiting for activities 

hel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first one 

I attended was the Portuguese one. There were three Portuguese in 

the classroom. I guessed they were all college students. They 

showed pictures and introduced some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Portugal to us. Also, I saw a pile of magic cubes on the desk. My 

classmate, Jackie, was invited to join a Rubik's Cube competition 

and he won! It was so exciting. Besides, I went to the classrooms 

representing Poland, Russia and Finland.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ad a fruitful morning. 

 

 

 

 

 

 

Enjoyable Origami time 

 

Spending happy time 

 in th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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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LU Zhiqi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o attend a high table dinner in St. John's College. To prepare ourselves to the 

dinner, we wore a green gown while my teacher wore a black one. We looked funny. When the Dean 

and teachers came in, we stood behind the chairs and began the pre-meal prayers. During the dinner, 

everybody chatted with each other. They looked so relaxed, but in fact they had good manners. The 

dinner lasted for almost two hours. I was impressed by every person and everything there. 

5A NGOK Nga Shan 

On November 30 2018, I was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the high table dinner at St. John's College of 

HKU. Their dormitory atmosphere made me feel warm. The dinner brought me an 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The sharing given by the college students let me know more 

about the university life. I wanted to thank my school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broaden my 

horizons.   

5A WANG Yawen 

Last week, I 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visit, I felt a rich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e university and admired the culture of the dormitory. It was a big family. It attracted me and 

encouraged me to pursue my dream there. 

5A LI Chunli 

I was honored to have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in the high-table dinner and it was an impressive 

experience to me. When I arrived at the College, the student helpers showed me around their 

dormitory. A floor, Elysium, attracted my eyes. I was deeply impressed that students have developed 

their unique culture and enjoyed most of their hall lives. As well, I learnt their hall custom and the 

attire needed in the activity. 

5A WONG Kwan Ho 

Last Friday, I attended the high table dinner at St. 

John’s College of HKU. I had a chance to walk around 

the dormitory. I was amazed by the diversified 

accommodation environment. As for the high table 

dinner, I talked with others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schools. We exchanged our ideas of our school life. 

Besides, the speeches delivered to us were inspiring. I 

understood I should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my 

studies and life. 

 

8.2 A Wonderful Experience At HKU 

Four girls and one boy from S5A attended a High Table Dinner at St. John’s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31 November, 2018. This event aims at giving opportunity to 

students to maximize their exposure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to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t ease with their buddies. 

 

 

Happy faces spent their good time at H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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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文科 

9.1 高中閱讀寫作應試課程 

為提升中六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訓練學生應試技巧，本校於 2 月至 3 月舉辦為期 4 堂的

閱讀寫作應試課程，共推薦 34 名中六級學生參加，提升學生應試技巧，有助學生爭取佳績。 

 

9.2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1A曹伊琳和紀敏敏獲選代表本校於 2018年 12月出席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文教

育研究學會舉辦「中國語文菁英計劃」，透過即席寫作，豐富學生的寫作經驗，擴闊他們的

視野。 

 

9.3「向老師致敬 2018」中文徵文比賽 

3A周寶宜參加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向老師致敬2018」中文徵文比賽，榮獲初中組亞軍。 

 

10. 通識科 

2019 年 1 月 30 日，本校張玉鳳副校長、通識科主任陳詠怡老師及通識科團隊到賽馬會官立中

學與該校通識科主任許瑞麒老師及其團隊進行教學交流，賽官團隊分享他們規劃課程、佈置課

業、持續訓練及科組協作的經驗，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交流會上各人展現對教學的熱誠態度，

不斷發問，互相觀摩及學習。 

 

11. 人文學科 

11.1 人文學科周 

人文學科周於 2019年 1月 25至 31日順利舉行。本年度主題是「認識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整整一星期內，本校邀請校外機構文化葫蘆及長春社到校，於午膳、課堂及放學時段為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加強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活動包括楊桃

燈籠紮作工作坊、茶藝示範、撕紙技藝工作坊、吹糖工藝、「粉官奪寶奇兵」、專題講座、

專題展覽、舞獅表演等，節目多姿多采。中三級學生在人文學科周期間進行「全方位學習

考察活動」，以「建構理想粉嶺區」為研習重點，並以桌遊形式向全校學生展示每組作品，

不但有創新性，更有助刺激學生的創意思維。 

 

 

 

 

 

 

 

 

 

 

 

 

 

 

舞獅表演者與師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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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人文學科教學經驗分享 

黃潔心老師及程洛林老師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的校務會議上向本校教師分享人文學科教學

經驗，主題為「《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發展方向」，以多元化聯課及跨課程

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並透過電子學習的模式，提升學與教效能，鼓勵學生自學。

本校各人文學科於本年度中一級至中三進行一系列跨學科協作活動：中一級中史及歷史科

跨科協作電子教學活動「虛擬博物館」；中二級地理及經共科協作教學活動「聯和墟的土地

利用及生產模式的轉變」；以及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活動「建構理想粉嶺區──粉嶺大搜查」，

以發展學生共通能力。 

 

12. 視藝科 

12.1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推廣藝術

教育的計劃，透過校內具出色藝術表現，又富有推

動藝術使命感的學生，委任他們成為校園藝術大

使，以鼓勵大使善用其藝術才華和熱誠服務社會，

讓社會人士認識藝術教育的好處和重要性。3A林家

宇和4A李靖文獲委任成為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將參加一連串的藝術大使活動，與同學分享藝術的

樂趣。 

 

12.2 健康四格漫畫工作坊 

本校於2019年2月13日邀請著名漫畫家Eunice到校指導學生繪畫漫畫的技巧，如人物表情、

動作、神態，以至服裝、飾物等物件的畫法。學生表現認真投入，從中學會漫畫的繪圖要

素和技巧。 

 

12.3 文化藝術在北區書畫名家暨學生作品展 

4A彭卓蕾、陳欣莹、李靖文、陳紫珊、4B謝倩怡和4C賴秀蕾獲邀參加「文化藝術在北區書

畫名家暨學生作品展」，於北區大會堂展出優秀藝術作品，到場人士均對學生的藝術才華表

示欣賞。 

 

13. 圖書館 

13.1 北區閱讀節及閱讀之星 

本年度北區閱讀節開幕暨頒獎典禮已於 2018年 12月

13 日舉行，經老師推薦及甄選後，5A 羅名揚成為本

校的閱讀之星。羅同學常在本校圖書館借閱圖書，所

借書籍類型廣泛，亦樂於與人分享書籍內容及閱讀心

得，獲選為閱讀之星乃實至名歸。 

 

 

 

 

 

學生認真地學習繪畫漫畫的方法 

 

羅同學獲頒證書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a%ba%e7%89%a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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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新書上架」 

本校圖書館新添館藏 405 本，內容涵蓋不同範疇，包羅萬有，歡迎各位老師和同學前往借

閱，共享在書海暢泳的樂趣。圖書館主任特別推薦以下書目： 

中文類 英文類 

1. 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 

2. 中學文言文字典 

3. 成語真有趣圖解 100 例 

4. 新聞評論寫作 

 

1. Who Was Steve Jobs? 

2. Funniest Storybook Ever 

3. Disney Storybook Collection 

4. Shakespeare Stories 

5.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通識類 科學數理類 

1. 正向關係－99 句教子好句 

2.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 

3. 經濟的幸福力 

4. 你並不需要成為經濟學家,也能夠在現實

中運用經濟學 

5. 30 個愈食愈 Fit 的食物營養知識 

6. 藥知多 D 

 

1. 十萬個為甚麼：數學Ｉ 

2. 有趣到令人捨不得睡的數學 

3. 香港天氣常識及觀測 

4. 十萬個為甚麼：能源與環境Ｉ 

5. 口袋裡的百科：氣候 

6. 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 

7. 香港天氣常識及觀測 

8. 天地不說話 

藝術類 史地類 

1. 製造音樂 

2. 聆聽中國五十六個民族的音樂文化遺產 

3. 藝術的故事 

4. 你不可不知道的 100 位西洋畫家及其創作 

1. 從古人生活學文化常識 

2. 大館時代曲 

3. 世界歷史百科 

4. 中國歷代史學名著快讀 

 

14. 早會主題短講 

11 月至 2 月共有十二個學科及七個組別於早會時段進行分享，詳情如下： 

月份 科目／組別 分享內容 

11 月 物理科 諾貝爾物理學獎巡禮 

科學科 全息投影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新智能身份證的防偽特徵和新增功能 

英文科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旅遊與款待科 旅客應有的行為守則 

體育科 跑步的益處 

中文科 樂在文中 

生涯規劃組 訂立目標，規劃未來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STEM Week 活動簡介 

健康及性教育組 傳染病的預防 

環境教育組 環保清潔劑與普通清潔劑的利弊 

12 月 普通話科 如何學好普通話？ 

中國歷史科 第一個飲朱古力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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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 化學是什麼？ 

健康及性教育組 預防濫用藥物及酒精 

訓導組 假期前預防青少年罪行短講 

1 月 歷史科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輔導組 態度決定高度 

2 月 經濟科 新發行的鈔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如個創造運氣？ 

生涯規劃組 職學節（CLP Festival）活動簡介     

 

15.  傑出表現頒獎禮 

2019 年 2 月 25 日於禮堂舉行傑出表現頒獎禮。當天頒發的獎項分為兩大類：卓越成就獎及閃

亮才華獎。卓越成就獎表揚學生在學術方面的傑出表現，包括上學期校內考試各級學科獎、

全級和全班第一名及校外獎學金；閃亮才華獎則表揚及嘉許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校內外活動或

比賽，多才多藝的表現。獲獎學生衆多，共 322 人次，名單詳見獲獎及嘉許消息。 

 

三、 訓導組 
1. 上學期守時守紀之星選舉 

 

中一至中五級獲發證書學生名單如下： 

1A 紀敏敏 李卓霖 
     

1B 鍾美鳳 曾坤坤 
     

1D 李彥彤 黃映瑤 王文杰 黃舜男 
   

2A 陳文靜 范洋萍 馮穎欣 何梓琪 林鈴 廖家欣 龍文湞 

 
吳麗儀 謝晓君 鍾樂宇 卓晓琳 倪永仲 

  
2C 譚嘉俊 

      
3A 周寶宜 鄭菲菲 范盈瀅 符思敏 江紫桐 林童欣 譚善鳴 

 
鍾佩霞 卓琼嵐 陳嘉迪 陳子豪 鄭凱樂 馮俊豪 馮澤鈞 

 
何浩文 馬浩言 徐子聰 溫恩 黃境炫 殷倬楠 葉俊言 

3B 張芷淳 周海璇 黃慧敏 岑駿熙 鍾志崇 彭泳淇 徐穎 

3C 李凱怡 黃煥欣 朱子樂 黃鑫澤 杜晉毅 莊澤熙 
 

4A 陳紫珊 陳彥菲 張芷彤 馮雨昕 梁詩慧 彭卓蕾 余依娜 

 
蔣汝壕 陸大睿 吳海興 彭嘉俊 彭子穎 黃子樂 阮智毅 

4B 陳靜雯 陳玉君 羅可穎 馮振賢 林家豪 林曉聰 謝振威 

4C 管曉敏 羅子鈺 鄭芷珊 吳嘉飛 
   

5A 陳韵婷 陳可欣 鍾倩彬 方超楠 侯欣宜 李春麗 勞敏銳 

 
呂芷琪 王雅汶 王婷 楊鳳婷 楊麗娟 曾婉婷 蔡成杰 

 
黃君灝 曾志杰 

     
5B 但雪洪 利芷欣 左偉權 劉振東 

   
5C 何羽 羅沛華 梁雅詩 張正軒 周格斯 梁大為 騰田 

 
溫浚灝 鄭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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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長早會分享 

警民關係組學校聯絡主任李鳳警長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教導學生慎防網絡交友陷阱，講解與

毒品相關的法例，加強學生對防止罪行自我保護意識，並提醒學生注意帶貨物過關的守則。 

 

3. 訓導成功經驗分享與交流 

本校與上水官立中學及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訓導組負責老師於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本校會議

室進行交流及分享，會上就學校的獎懲制度、處理學生問題及各項自新計劃的推展進行坦誠而

深入的討論。是次交流除了讓學校有機會展示自身具成果的訓導策略外，亦加深了對友校訓導

工作的認識。 

 

四、 輔導組 
 

1.   各級訓導輔導聯席會議 

本組於 2018 年 10 月 30 及 11 月 1 日舉行上學期中二至中五級訓輔會議（中一及中六級已分別

於 9 月底及 10 月初舉行），參與會議者包括校長、副校長、班主任、級訓導老師、級輔導老師

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等，一起討論各班級的學習情況，並作出適切的跟進。 

 

2.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各班於 2018 年 10 月中完成班內壁報設計。姚寶琼校長、陳靜茵副校長、張玉鳳副校長擔任比

賽評判，按「同心同行」的主題、設計及創意等範疇評分，初中組冠軍為 1A 和 1C，季軍為 3A；

高中組冠、亞、季的優勝班別依次是 4C、4A 和 6A。 

 

 
1A 班壁報設計 

 

 

1C 班壁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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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互相照顧、生火煮食 

 

4C 班壁報設計 

 

3.    中六級壓力 gogogo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為中六級學生舉行「壓力 gogogo」，透過輕鬆互動的

遊戲，讓學生了解焦慮症的病徵及關注精神健康，啟發他們學習以積極且輕鬆的態度面對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 

 

4.  中一級情緒管理工作坊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為中一級學生舉行「情緒管理工作坊」，透過輕鬆互動

的問答遊戲，讓學生認識精神壓力的來源及不同精神病的徵狀，加強學生關注自己情緒健康的

意識。 

 

5.  中一級成長日營 

本組與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合辦中一級成長日

營，中一各班分別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2019 年 1 月 23

日、1 月 30 日、2 月 20 日舉行。為增強中一級學生的毅力

和抗逆力，活動當天，學生經鶴藪水塘家樂徑、香薰園，

步行至粉嶺鶴藪營地，途中學生需互相照顧和生火煮食，

讓學生增加對彼此的了解及建立團隊精神。 

 

6.  守望星計劃 

「守望星計劃」是本校關顧中一學生成長及適應的計劃，每位中一級學生均有一位老師作為成

長導師，各守望星老師（守望星爸或守望星媽）於聖誕前夕撰寫心意卡並贈予自己的守望星學

生，為他們送上鼓勵及祝福。 

 

 

7.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 

第十一屆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已於 2018 年 11 月底開始，本年度共招募 12 位學生成為組

長；24 位來自中一至中三級的學生成為組員。計劃目的是培養組長成為領袖，同時訓練組員

增強自我認識及提升待人接物的態度。2019 年 1 月 19 至 20 日在賽馬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

舉行 2 日 1 夜的組長訓練營，讓組長們建立自信及學習與同伴相處和團隊合作。此外，學校社

工不定時在課後時間為組長舉行小組，讓他們學習照顧組員及溝通的技巧，為緊接而來的訓練

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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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黃芷珊 

透過這次的職業體驗活動中，我學到很多在學校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亦明白到真正職場的氣

氛。我在設計工作室中觀摩上司與員工開會的情況，當中跟學校和諧體諒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上司會對員工有嚴謹的要求，不容一絲差錯，不然就會受到上司的責罵。另外，我在體驗中亦

了解真正的設計工作的內容，以往只有對設計有簡單的概念，但經過這次活動了解到社會對設

計的實際要求、設計的過程。從與客人溝通到完成成品，當中有許多繁複的工序，例如利用電

腦程式繪圖、針對客人的需求作設計，並不容易，但透過這個體驗亦令我重新審視自己是否適

合這方面的工作，並作出準備，令以後的路向更清晰。 

8. 留影：校園有你真好 

本組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及 1 月 28 日班主任課或其他學習經歷課上舉辦「留影：校園有你真

好」活動，全校學生互相在班相上為同伴寫上心底話語，同時亦邀請老師寫上祝福字句，盡展

互勉互勵，友伴相扶的精神，活動在一片溫馨和歡樂的氣氛中結束。 

五、 生涯規劃組 
 

1. 「卓育菁莪」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 

本組邀請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

會（專資會）於 2018 年 10 月 22 日在

本校舉行「卓育菁莪」中學生生涯規劃

講座。活動當日，來自社會各界別的專

業領袖蒞臨本校與中五、中六級學生分

享所屬行業/專業之投身條件及經驗。

透過了解嘉賓們的事業發展經驗及行

業概況，有助啟發學生及早定立奮鬥目

標，規劃人生。生涯規劃組在此感謝專

資會及「卓育菁莪」生涯規劃講座召集

人曾其鞏校長協助，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行業講座組別 嘉賓 公司 職銜 

會計及核數 
 

陳世雄先生 捷思管理有限公司 總監 

金融服務 
 

周榮生先生 艾升評值諮詢有限公司 首席顧問 

工程、測量及規劃 
 

黎堅輝測量師 中原專業服務有限公司 總裁 

社會服務 
 

傅民生先生 香港單親協會服務發展委員會 委員 

文化藝術 
 

梅耀祥先生 艾森設計事務所 董事 

醫療服務 

 

鄺國威醫生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 
主任 

旅遊及零售 
 

莫國傑先生 新華旅遊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及行政經理 

酒店及餐飲 
 

何錦榮先生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常務副會長 

講座後，感謝艾森設計事務所的協助，本組獲安排 3 名中六學生於 12 月到該公司參加 1 天影子

工作計劃，了解設計行業的工作情況。學生均表示活動令他們大開眼界。以下是學生的感想： 

 

校長、副校長、職學大使與各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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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歐陽奕鳴 

首先，很感謝梅先生能給予我們一個機會，能親自前去他的工作室，去體會作為設計師的一日

的工作。在這次工作體會中，我們跟隨梅先生一同參加了關於設計工程的會議，見識了在一個

設計工程中所需要的不同職業。在這個過程中，梅先生不斷細心的為我們解答各種問題，亦向

其餘朋友介紹我們，並邀請他們為我們解答其餘職業在設計工程中所需面對的問題。在會議之

後，梅先生與我們共進午餐，他與我們討論現時設計師這個職業在社會上需要面對的問題，以

及未來需要面對的各種挑戰，他亦給予我們許多建議。我們隨後重返設計師工作室，梅先生與

他的員工一同指導我們如何完成一個設計工作，並贈予我們一本關於設計的書籍，可以讓我們

回家繼續探索關於設計的知識。最後，再一次感謝梅先生給予我們一個難得的工作體會，讓我

們更加接近自己的夢想，這將成為我腦海中難以忘懷的寶貴經歷。 

6B 彭嘉儀   

室內設計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三維學科，它涉及到平

面、空間、美學及實際尺寸，是一個需要反覆設計來回

推翻的過程，是需要從多方面去了解的。在我認為如今

社會人們對視覺效果的要求和品味不斷的提高，當人們

忙碌於處理日常或工作的繁瑣事務時，對於「家」要求

也會隨之增加，大家都希望能在忙碌的工作中回到家是

能感受到舒適及家的幸福感，而室內設計師能夠幫助滿

足人們的所需。因此很榮幸能在這次難得的工作體驗坊

中，和優秀專業的設計師學習，通過導師的講解，讓我

了解更多專業知識，也提升自己的眼界，加深我對室內

設計濃厚的興趣。 

 

兩位同學與艾森設計事務所董事

梅耀祥先生合照留念 

 

 

 

 

 

 

2.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為幫助學生認識自我、瞭解個人的長處和性格特質，「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CLAP)為本

校設計的一系列校本生涯規劃課程已於 1 月開展，課程將有助加強中四級及中五級學生對不

同升學及就業途徑的認識並訂立生涯規劃。此外，2019 年本組邀請「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學校發展主任鄔潔貞女士及 2 名中文大學學生到校與中五級及中六級的學生分享讀書心得及

升學經歷。本組與本校學生支援組、CLAP 團隊合作於 2018 年 12 月舉辦「奧夢成真」生涯規

劃講座，邀請 3 屆亞運金牌得主黃金寶先生以「運動改變生命，奧夢可變成真」為題，鼓勵

學生多做運動，強健體魄，更分享他如何讓運動改變自己的生命，把握機會進修，自我增值，

向成功轉型之路邁進。此外，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生涯規劃服務隊（新界東）專業團隊合作舉

辦「職場特訓」，提供機會讓學生體驗簡單的化妝及造型設計，並認識該行業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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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黃金寶先生合照 
 

學生學習簡單的化妝技巧 

 

3. 生涯規劃活動  

本組舉辦多場升學展覽及講座，如參觀沙田專業教育學院暨課程體驗、模擬面試工作坊、華僑

大學升學講座、毅進文憑講座、DSE 畢業生多元出路講座、建造學院升學講座、「應用學習課

程」體驗課程簡介會、「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講座等，為學生提供最新

入學資訊。 

 

 

學生參與課程體驗 

 

學生參觀內地高等教育展 

 

學生接受模擬面試訓練 

 

校友分享升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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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學大使」 

由中三至中五級學生組成的「職學大使」完成共 4 次的培訓課程，計劃有助學生認識何謂「生

涯規劃」、確立個人目標、學習學生大使的領袖素質及技能。本年度「職學大使」名單如下： 

3A 施晓欣 卓琼嵐 陳嘉迪 鄭凱樂 林家宇 黃境炫 殷倬楠 

4A 張芷彤 余依娜 
     

4C 吳嘉飛 葉偉希 
     

5A 陳韵婷 鍾倩彬 杜洁玉 方超楠 侯欣宜 李鈺婷 王婷 

 
勞敏銳 呂芷琪 蔡逸華 王童希 曾婉婷 駱星辰 張辰 

 嚴一山       

5C 羅沛華 騰田 
     

 

六、 學生支援組 
 

1. 種植活動 

1.1    瓶栽種植 

栽種可陶冶性情，本組與家長教師會邀請香港

園藝學會園藝導師楊女士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為學生主講一節別開生面的園藝課──瓶栽

種植，讓學生了解瓶栽種植的基礎知識，並親

手製作以環保玻璃瓶作容器的瓶栽作品。學生

更把瓶栽作品參加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2018 之花卉比賽。 

 

1.2  參觀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本組的攝影學會成員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到粉嶺遊樂場參觀一年一度「北區花鳥蟲魚展

覽」，期間拍下千嬌百媚的紫羅蘭，實習攝影技巧。 

 

1.3 「賀年水仙送暖」 

本組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與家長教師會合辦「賀

年水仙送暖」，教授家長及學生水仙切割的技巧與

方法，培植水仙。 

 

2.    生命教育講座 

本組於 2018 年 11 月 5 日舉辦生命教育講座，邀請

傷健協會嘉賓──大腦麻痹患者蘇偉健先生分享成

長的心路歷程。蘇先生曾獲第 14 屆十大再生勇士、

第 5 屆青年領袖、2011 年香港精神大使等獎項，他以筆名「喬星」為流行曲填詞人，最近一

首作品是由謝霆鋒先生主唱的《青空》。蘇先生向本校中二、中四和中五級學生以自身如何克

服身體殘障，自強不息的奮鬥經歷，鼓勵學生積極面對逆境，抱持正面的人生觀，學生大受

感動，非常專注聆聽蘇先生的分享。 

 

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 

一同展示瓶栽作品，充滿喜悅 

 

攝影學會成員參觀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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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咖啡師培訓課程 

為了讓學生習得一技之長，本組繼續開辦深受學生歡迎的咖啡師培訓課程。學生在課程中除

了學習各式飲品的沖調方法外，更有機會挑戰高難度的拉花，並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的家長

日茶座進行實習，親手泡製咖啡予家長享用。 

 

4.       生涯規劃活動：「融‧晴計劃」及「職橋計劃」 

本校 6 位中三級學生及 2 位中四級學生參加香港傷健協會之「融‧晴計劃」，學習有系統地規

劃人生、發展潛能、展現夢想，以便日後能順利過渡至成人階段，投入工作世界。另外，4 位

中六級學生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職橋計劃」，活動透過職前培訓及就業輔導，協助學

生順利投身職場。 

七、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1. 賽馬會品格傳城計劃 

為響應今年品格傳城計劃的主題｢希望」，本組於

班主任課進行品格教育活動，在課堂上給學生播

放兩位生命勇士──「母親的抉擇」行政總裁艾

利雅及 3 指鋼琴家黃愛恩的片段，2 位勇士除了

自我介紹外，亦不忘勉勵學生要常存希望，無懼

困難，其後學生透過工作紙抒發對 2 位勇士的感

受，也寫下個人的對未來的祈願。 

 

 

2.  學友社「十大新聞選舉」 

本組於 2018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響應學友社舉辦的「十大新聞選舉」，讓學生重溫 2018 年在香

港發生的時事，並藉此提醒他們多留意身邊事情，從而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 

 

3.  禮儀班 

本組於 11 月中旬邀請校外機構為學生開辦禮儀

班，以鼓勵學生發展多元興趣和獲得一技之長，課

程內容包括：個人儀容、談吐用語、舉止行為、大

型活動（包括畢業禮及開放日及校內頒獎禮）工作

人員禮儀培訓及體驗、餐桌禮儀及餐桌禮儀體驗

等。部分學生更參與本校第 26 屆畢業典禮的頒獎

部分，學生表現投入稱職，獲得師長讚賞。下學期

課程繼續進行，本組會於學校開放日安排更多的崗

位予學生參與，以讓他們學以致用。 

 

4.  尊重互聯網上的知識產權互動劇場 

本組於 11 月下旬邀請「香港戲劇教育工作室有限

公司」到校演出尊重互聯網上知識產權互動劇場，

通過互動形式的話劇，提高學生對網上知識產權的

認知，以及對原創作品和知識產權的尊重。學生反

應熱烈，除勇於回答問題外，更主動上台參與遊

戲。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生對知識產權有更深的認

識。 

 

 
學生全神貫注觀看生命勇士的分享 

 

 
學生踴躍回答問題， 

更積極上台參與互動活動，全場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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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傷健共融，各展所長」講座 

本組於2018年12月邀請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到校向學

生推廣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和核心價

值，加深年輕一代對殘疾人士的權力、需要、潛能和

貢獻的認識和了解，並培養平等關愛的觀念。學生在

活動中代入傷殘人士的角度，親身體驗操作輪椅的困

難；其中一名左手截肢的講者更邀請所有參加講座的

學生跟她的義肢握手示好，學生有機會接觸義肢，感

受深刻。本組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學生在一個互相欣

賞、互相尊重和互相學習的環境下，提升抗逆力，並

發放互助互愛的正能量。 

 

  

學生親身體驗操作輪椅的困難，其他學生則凝神觀看 

 

6.  香港中學生吸煙與健康調查 2018/19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委託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行問卷調查，目的為監察香港青少年吸煙以及

使用新型煙草製品的趨勢和危險因素。調查結果有助促使政府制定不同政策，如大幅提高煙草

稅及在倡導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相信本校學生的參與有助政府繼續

關注青少年身心健康問題。 

 

7.   春風伴我行 

春風化雨，老師多年來對學生循循善誘，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所成長，故

此本組安排中六級學生於模擬考試前，在精美的心意咭上寫下對老師的謝意，並鼓勵學生親手

將心意咭送給老師，期望學生離開學校後仍謹記老師的教誨，同時學會凡事盼望、凡事感恩。 

 

 

本校學生精心設計美輪美奐的心意咭，讓學生寫下對老師的謝意 

 
學生樂於跟戴上義肢的講者握手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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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民教育組 
 

1. 「《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畫 2018/2019」 

本校有 20 位初中學生獲取錄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畫 2018/2019」，

活動包括專題講座、比賽和學習團等，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2018 年 11 月 28 日 
《基本法》大使代表本校出席 

「《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畫 2018/2019」啟動禮 

2018 年 12 月 15 日 參觀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2019 年 2 月 1 日 「我與法律有個約會」 

2019 年 2 月 13 日 「深圳學習團」交流活動 

 

上述活動能加深學生認識及推廣《基本法》，瞭解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增進對

憲制的認識，加強對《一國兩制》的概念，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2. 擴闊視野的交流活動 

2.1  2018 年 12 月 17 日至 21 日，黃達鏘老師帶領本校 10 位初中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中山國

防教育體驗營（2018/19）」。活動內容十分多元化，透過學習升旗儀式、隊列訓練、拳術訓

練及結業會操匯演，培養學生的堅毅和團隊精神。期間學生更獲安排參觀國防教育展廳、兵

器庫和訓練場展示廳、中山巿特警分隊及中山市人民法院，加深學生對內地國防及司法制度

的認識。除此之外，學生亦從宿舍整理訓練、應急課程、創傷救護練習及野外烹飪中，令其

生活技能方面有顯著提升。 

2.2  2018 年 12 月 27 至 31 日，伍榮華老師帶領本校 3 位中五级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領袖生

內地交流計劃 (2018/19)」。透過這次交流活動，學生除了參觀居庸關長城、北京市規劃展

覽館、前門大街、天安門廣場、中國科學技術館、北京航空航太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之

外，還與北京語言大學和北京 101 中學的老師和學生直接接觸，互相交流學習心得。 

 

3.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2019 年 3 月 6 日，本校有 10 位學生參加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教育局與香

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主辦「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以提升學生對國家外交知識的興

趣和認識，藉此放眼世界，瞭解外交對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性。 

 

4.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2018/19）」 

2019 年 3 月 8 日，本校 9 位老師帶領全校中一級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

發展探索之旅（2018/19）」，參觀深圳工業展覽館、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及龍崗機器人城，讓

學生認識深圳的企業規模、營商環境及創新科技的發展，加深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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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參觀深圳工業展覽館，拓展眼界，獲益匪淺 

 

九、 健康與性教育組 
 

1. 「傳染病的預防」和「預防濫用藥物及酒精」早會宣佈 

本組於 2018 年 11 月透過早會中央廣播，提醒學生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衛生，預防傳染病。有

關預防傳染病的資訊，請瀏覽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網 http://www.chp.gov.hk。本組於 2018 年 12

月透過早會宣佈向學生說明濫用藥物及酒精對身、心和家庭帶來的害處，並提醒學生遠離酒精

及藥物。 

 

2. 「戀愛大過天」 

本組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安排中二級學生在班主任課進行「戀愛大過天」活動，讓學生瞭解

在戀愛過程中面對的種種問題及認識不同的解決方法。 

 

3. 中一級「健康飲食標語創作比賽」 

本組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的班主任課，安排中一級學生進行「健康飲食標語創作比賽」，讓學

生明白飲食健康的重要。以下獲獎學生及其得獎標語： 

冠軍：1D  李家瑋：「垃圾食物不利腹，水果蔬菜最滿足，零食不接觸，健康生活最幸福。」 

亞軍：1A  張家瑞：「貪吃零食不健康，生起病來最辛苦。」 

季軍：1A  高慧洵：「多吃三高一低，少吃高鹽高糖；多吃天然食品，拒絕肥胖身材。」 

 

4. 「向毒品說『不』」 

本組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班主任課，安排中三級學生進行「向毒品說『不』」活動，讓學生認

識毒品的禍害及如何拒絕毒品。學生透過具趣味性的活動，深刻地了解到毒品的禍害。 

 

5. 「援交──青春何價」 

本組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班主任課，安排中五級學生進行「援交──青春何價」活動，讓學生瞭

解何為援交及明白青春的可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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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中護苗教育課程」工作坊 

本組於 2019 年 3 月 12 日，安排中一級學生進行「初中護苗教育課程」工作坊，課程運用電腦

問卷調查、動畫、專業人士設計之道具，建立學生對青春期的正確認知、學習兩性相處技巧、

尊重他人的身體及保護自己免於遭受性侵犯。課程更特設精美佈景，務求以輕鬆互動的形式進

行性教育，讓學生從不同活動中認識交友之道、何謂性騷擾及正確的性知識。 

 

 

學生投入於輕鬆有趣的活動中，表現積極 

十、 綠化校園組 
 

1.   綠化校園計劃 

本校首次參加由康文署舉辦綠化校園資助計劃，透過在校園多種植花木及舉辦綠化活動，向全

校學生推廣綠化意識及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本計劃分為兩部分： 

 

1.1  園圃種植 

本校邀請經驗豐富的園藝師及校友，就綠化校園計劃提供專業意見，在學校大門及禮堂門外

的花槽種植花木植物，為校園增添綠意。此外，本校更參加了小園圃種植的綠化工程項目比

賽。 

     
校園各處綠意盎然 

 

1.2 「綠化校園大使」 

綠化校園大使逢星期一至五，以小組形式，每天照顧校園裏的植物，身體力行向全校學生宣

揚綠化校園」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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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細心地照料花卉和植物 

 

學生利用不同的物料，創作園藝擺設 

 

1.3 車軩盆栽種植班 

本校 13 位學生以手藝和技術，親手切割每一個廢置車胎和鑽鉗整個木結構，製成美觀又實

用的車軩盆栽，以創新且環保方法美化校園。 

 

 

2.  綠化校園攝影比賽 

 

本組於 2018 年 11 月與攝影學會合辦「綠化校園攝影比賽」」，讓學生以相片形式展現校園優

美景色，共同欣賞美麗的校園。獲獎學生如下： 

 

 

 

 

 

 

 

 

學生小心翼翼地切割 

廢置車胎 

 

 

學生親手鑽鉗木材 

 

 

成品實用又美觀，令人目不暇給 

冠軍： 1D 呂穎霖 

亞軍： 1D 唐樂怡 

季軍： 2B 鍾浚鏗 

優異獎： 1B 

1D 

冼家鋒 

李彥彤  吳汶瑾  李家瑋  王文杰 

殷杰輝  卓壹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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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身體力行，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呂同學捕捉繁花盛放之態，奪得冠軍 

十一、 環境教育組 
 

1.  天然清潔劑工作坊 

本組於 2019 年 2 月 13 日舉辦天然清潔劑製作工作坊，

讓學生暸解天然清潔劑對健康及環境的價值。當日有

15 位學生在地理室製作兩個膠桶的天然清潔劑，預計

三個月後發酵期完畢後，便可供本校員生使用。 

 

2.   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講座 

本組及生物科於 2018 年 11 月 12 日聯合舉辦「香港兩

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講座」，以加深學生對兩棲及爬

行動物的了解，同時宣揚物種多樣性的重要。學生藉着

講座意識到瀕危物種所面對的危機，以及個人對大自然

環境環保護的責任。學生更和兩棲及爬行動物作近距離

接觸，感受深刻。 

 

3.  學生環保大使計劃 

學生環保大使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及將於 3 月 30 日前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和柴灣分

校)參加由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教育局合辦的「基礎環保章」培訓活動，提升個人的

環保意識和知識，以能實踐綠色生活，並在校內和校外積極參與及推動環保活動。 

 

學生近距離接觸兩棲及爬行動物 

 

參加者與兩棲及爬行動物留影 



                                                               

 

27 

 

4.   環保角圖書借閱 

為了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和知識，本組與圖書館協作，於三月開始在館內設立「環保角」，展

示最新出版的環保圖書供學生借閱。 

十二、 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 
 

1.  跨境探訪 

2019 年 1 月 17 日姚寶琼校長、張玉鳳副校長及

本組老師，聯同 4 位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前往

深圳羅湖及福田區探訪兩個跨境學生的家庭，實

地瞭解跨境學生在國內的日常生活及上學情況，

加強校方與跨境學生及家長間的瞭解及認識，使

跨境學生能在本校獲得更適切的照顧。 

 

2.  英語輔導 

本年度學校聘用校外機構為學生開辦 2 班課後英

文輔導班，為新來港學生學習英語提供適切的支

援，好讓學生能儘快追上本港中學的英語課程進

度。課程從 2018 年 10 月開始至今，各學員的出

席率及學習進度均理想。 

 

 

 

 

3.  網上英文字典工作坊 

本組老師於 2018 年 10 月為新來港及跨境學生舉辦網上英文字典工作坊，讓學生能善用網上資

源，學好英語。參與學生表示工作坊很實用，為他們提供豐富的網上英語學習資源。 

 

4.  午間活動 

本組為新來港及跨境學生於午膳後安排各種不同

形式的活動，包括棋藝、紙牌遊戲以及英語電影

欣賞等，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下多聆聽英語，增加

同學之間的溝通機會，令他們能愉快地融入校園

生活。 

 

 

 

 

 

 

老師、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 

透過家訪了解家長和學生的需要 

 

學生專心學習英語 

 

學生欣賞英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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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家長教師會 
 

1.   協助北區中學聯展宣傳活動 

北區中學聯展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教師會主席陳潔雯女士親臨上水龍琛路

體育館協助宣傳，向本區小學家長介紹本校，提高參觀人士對本校的認識。 

 

2.    家長委員擔任第 26 屆畢業暨頒獎典禮頒獎嘉賓 

2018 年 12 月 6 日為本校第 26 屆畢業暨頒獎典禮，家教會主席陳潔雯女士及學校管理委員會

家長成員嚴麗菊女士擔任頒獎嘉賓，多位家教會委員應邀抽空出席參與，令典禮生色不少。 

 

3. 「瓶栽種植」 

2018 年 12 月 18 日家教會與學生支援組首次合辦「瓶栽種植」活動，活動旨在讓家長和子女

在忙碌的生活中有適當的調劑，平衡身心發展並學懂自我欣賞，亦讓家長藉此機會交流教養子

女的心得，協助子女建立積極健康的人生觀，部分瓶栽作品被挑選參加北區花鳥蟲魚瓶栽佈置

比賽，部分作品更獲得優異獎。 

 

4.  聖誕才藝表演 

本校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舉辦聖誕才藝表演，各班學生

使出渾身解數，落力演出，共渡歡樂的時光。當天家教

會資助每班每位學生飲品 1 包，主席陳潔雯女士到場支

持學生表演及任頒獎嘉賓。 

 

5.      陸運會及親子接力賽 

本校陸運會已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和 21 日於北區運動

場舉行。決賽當天家教會委員吳麗紅女士擔任主禮嘉

賓，其他委員亦到場為學生打氣，當天舉辦親子接力

賽，家長與子女一同在跑道上競賽，場面既開心又溫馨。 

 

6. 「賀年水仙」切割班 

2019 年 1 月 21 日家教會再次與學生支援組合辦「賀年水仙」活動迎接春節的來臨，家長細心

聆聽導師講解如何切割水仙。 

 

7.   零食及飲品售賣機招標結果 

本校的零食及飲品售賣機已完成招標程序，亞力士售賣機(香港)有限公司成為 2019-2020 年度

供應商。 

 

8. 家長日及家長茶聚 

8.1 本校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舉行家長日，邀請各家長到校與班主任會面，討論學生的學行表

現，並領取上學期成績表。 

8.2 家長教師會舉辦家長茶聚活動，各執委與到校的家長交談，增進彼此瞭解。 

 

校長與家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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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同日家長可約見訓導老師、社工及言語治療師，彼此作正面積極的交流，讓家長更瞭解學

校的教育理念和政策，有助促進家校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8.4 本會與學生支援組合作，學生實習所學的咖啡沖泡技術，招待各家長執委及其他家長，學

以致用。 

 

十四、 校友會 
 

 

1. 第 26 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2018年 12月 6日是本校第 26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本會主席張文忠先生獲校方邀請為典禮的主禮嘉

賓。另外，多位幹事和校友成員亦抽空出席典禮，

身體力行支持母校的大型活動。 

 

2.  運動會決賽日 

2018年12月21日是本校運動會決賽日，當日多位

校友出席女子個人100米挑戰賽，冠軍得主是黃芷

晴校友、亞軍和季軍分別是鄧瑞恩校友和遠從台

灣返港的余麗萍校友。另外，校友會主席和幹事

成員均出席陸運會為各健兒打氣。校友在百忙之

中抽空出席母校的陸運會，他們心繫母校，十分

支持母校的活動。 

 

 

 

 3.校友婚訊 

本校校友會主席張文忠先生及前校友會幹事楊芝琳小姐於2019年3月9日於本校禮堂舉行簡單

而隆重的婚禮，當天不少親友、校友、校長及老師出席恭賀一對新人，場面熱鬧、溫馨，在此

謹祝他們白頭到老，永結同心。 

 

畢業暨頒獎典禮校友留影 

 

校友於陸運會挑戰賽獲獎 

 

一對新人重回母校舉行婚禮，場面溫馨感人 

 
本校校長與何文田官立中學張振權校長 

齊賀兩位校友，祝他們百年好合，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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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學生會 
 

1.  本會於 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多項比賽，包括班際、社際籃球比賽及聖誕才藝表演，

各比賽結果如下： 

 

2018 年 10-11 月 

初級組班際籃球比賽 冠軍：2C 

中級組班際籃球比賽 冠軍：3A 

高級組班際籃球比賽 冠軍：6A 

2018 年 11-12 月 社際籃球比賽 冠軍：文社 

2018 年 12 月 19 日 聖誕才藝表演 

中四級「傑出表演獎」：4A 

「原創意念獎」：4B 

「團體合作獎」：4C 

中五級「傑出表演獎」：5B 

「原創意念獎」：5C 

「團體合作獎」：5A 

中六級「傑出表演獎」：6A 

「原創意念獎」：6B 

「團體合作獎」：6C 

「全場最佳演繹獎」：6A 

 

 

 

 

 

 

 

 

 

 

 

 

班際籃球比賽隊伍與學生會幹事合照 

 
6A 班勇奪「全場最佳演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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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聯課活動及社會服務 
 

1. 正向生命行 2018 

正向生命協會於2018年11月17日在白石角海濱長

廊舉辦「正向生命行2018」慈善競步賽，本組共派

出21名中三至中五級的學生參加，為有學習障礙兒

童出一分力。 

 

2. 「傷健共融 各展所長」活動日 

由勞工及福利局主辦，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籌辦「傷

健共融 各展所長」活動日於 2018 年 11 月 8 日在

本校有蓋操場順利完成。學生透過模擬失明人士步

行、單手履鞋帶及坐上輪椅三項體驗活動，加深對

傷殘人士的了解，提升學生抗逆能力及同理心。 

 

3. 「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2018 

本校榮獲「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2018，成為 21

所獲獎的學校／教育團體之一，表揚及嘉許對香港

社會資本發展的貢獻，繼續凝聚跨界別力量，共建

人情味香港。 

4. 「金鳳迎冬至 贈雞展愛心」活動 

為提升學生的同理心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本校安排

學生參與由生命勵進基金贊助「金鳳迎冬至 贈雞

展愛心」活動，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到蓬瀛仙館

祥華長者鄰舍中心 與 52 位長者歡度冬至，送上雞

隻，現場氣氛熾熱，洋溢溫馨之情。 

5. 「賀年鮮花」 

為培育學生的同理心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本校安排 27 名中二至中四級的學生於 2019 年 2 月 19

日到訪蓬瀛仙館祥華長者鄰舍中心，送贈由本校家長教師會與學生支援組成員製作的「賀年鮮

花」予 50 名社區長者，藉此表達關懷。活動中，學生與長者齊唱經典賀年金曲，細說元宵佳

節由來，歡度元宵佳節，場面歡欣熱鬧。 

6. 「粉官愛心捐血」活動 

為響應紅十字會血庫告急，本校於 2019 年 2 月 20 日舉辦「粉官愛心捐血」活動。活動反應熱

烈。超過 60 人包括家長、教職員及學生一同參與，當中多於一半人士成功捐血。以捐 1 次血

救 3 人的原則，這次活動能拯救過百生命，極具意義。 

 

 

 

 

 

 

 

 

梁俊杰和徐穎獲競步賽冠軍 

 

傷健共融大使體驗失明人士的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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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與長者歡度元宵佳節 

 

本校學生與家長一同參與捐血活動 

 

7. 獲獎及嘉許消息 

7.1  學生傑出表現 

比賽/活動名稱 得獎者 獎項 

新界校長會主辦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學生

徵文比賽 

5A 杜洁玉 高中組優異獎 

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8 

第 19 屆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主題：經典活動+改革開放 40 周年 

1A 崔倖瑜 初中組二等獎 

2A 高洛晴 初中組優異獎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 

向老師致敬 2018 中文徵文比賽 
3A 周寳宜 初中組亞軍 

北區防火委員會主辦 

北區民政事務處消防處協辦 

「消防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1B 邱鴻東 

2A 馮穎欣 

3A 陳嘉迪 

優異獎狀 

1B 鄒肇銘 

1C 何梓盈 莊端欣 

1D 李家瑋 黃瞬男 葉晴 

2A 卓曉琳 

2C 黎德賢 

3A 符思敏 

3C 區可晴 盧敘楷 黃柏賢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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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主辦 

長者友善多面睇 標語設計比賽 

1B 鄒肇銘 初中組冠軍 

1B 鄭昕林 初中組亞軍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籌辦委員會聯合舉辦 

2018-19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2A 林鈴 

3A 周寶宜 林家宇 

4A 何嘉莉 

5A 鍾倩彬 

6A 陳嘉莉 

優異獎 

香港童軍總會公共關係署主辦 

2018 年徵文、攝影及相片故事比賽 
1A 紀敏敏 

徵文比賽中級組 

冠軍 

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辦 

「發現生活中的感動」徵文比賽 
1A 紀敏敏 

徵文比賽初中組 

季軍 

香港戲劇工程主辦 

第四屆北區講故事大賽 

杜詩朗誦及白話解說比賽 

1A 紀敏敏 

1B 彭潤瑤 

最佳團隊演繹初中組 

亞軍 

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 

第 2 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3A 卓琼嵐 

5A 李藝榮 
硬筆組優異獎 

4A 李靖文 彭卓蕾 

5A 陳浩嘉 李怡穎 
入選獎 

漁農自然護理署主辦 

「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8 
4C 賴秀蕾 高中組優異獎 

幸福傳聲基金會主辦 

「Bless Cup 傳聲筒」外型設計比賽 

4A 彭卓蕾 

4C 葉偉希 
十大優異作品 

2018 當代中學生繪畫比賽 

4A 陳欣莹 陳彥菲 彭卓蕾 

馮雨昕 李靖文 張芷彤 

周苗 

4B 曾凱茵、謝倩怡 

4C 李洁 

5A 杜潔玉 楊麗娟 

5B 霍祉彥 區翠宜 

5C 趙嘉恩 陳家欣 麥雪晴 

黃宗怡 吳曉晴 

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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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2A 鄧志青 一等獎 

3A 殷倬楠 二等獎 

1A 曹伊琳 紀敏敏 李泓瑩 

林汝晶 葉穎湘 龔灝霖 

謝文灝 

1B 鄒肇銘 

2A 陳文靜 范洋萍 龍文湞 

謝晓君 鍾樂宇 曾垚鑫 

3A 林家宇 

3B 彭泳淇 

三等獎 

2019「華盃」數學奧林匹克 

全國聯合競賽（香港賽區） 

1A 曹伊琳 梁志港 二等獎 

1A 陳詠琪 林汝晶 羅挺妮 

謝文灝 

1B 鄒肇銘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初賽 

2A 鄧志青 二等獎 

1A 林汝晶 梁志港 曹伊琳 

紀敏敏 

1B 鄒肇銘 冼家鋒 

2A 廖家欣 

3A 鄭凱樂 殷倬楠 范盈瀅 

林童欣 宋志豪 高梓洳 

3B 彭泳淇 吳盈慧 葉小雪 

三等獎 

中電校園工程師 2018/19 

能源知識日營及製作機械人比賽 

3A 鄭凱樂 陳嘉迪 

3B 梁俊杰 
冠軍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2018 花卉比賽

第 7 組瓶景第 70 類小型瓶景比賽 

3B 彭泳淇 亞軍 

3C 潘國輝 季軍 

2B 鍾浚鏗 優異獎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2018 花卉比賽

第 7 組瓶景第 71 類小型瓶景比賽 

2C 張子洛 陳澤軒 

3A 高梓洳 

4B 朱峻賢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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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國防教育體驗營（2018/19） 

3B 梁俊杰 優秀學員獎 

3B 黃兆維 邢福豪 內務標兵獎 

2C 王諾言 訓練標兵獎 

粉嶺官立中學 

香港青少年 

國防教育體驗營 

學生軍訓考核第 2 名 

 

7.2 學生獎學金/獎勵計劃 

獎學金/獎勵計劃 得獎者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楊自順」獎學金(2018)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5000 及證書） 

2A 龍文湞 

3A 林家宇 

4A 吳海興 

5A 呂芷琪 

6A 梁淑敏 

2018-19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決賽入圍) 
2A 何梓琪 

3A 鄭菲菲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2A 陳文靜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3A 郭武哲 

3B 張芷淳 陳文朗 

2019 第 11 屆晞望獎學金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1000 及證書） 

2A 康寳 

pilot「難關突破」向上游獎勵計劃 2018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3000 及證書） 
6C 梁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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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卓越成就獎 

 

 編輯委員會 

顧問：姚寶琼校長、陳靜茵副校長、張玉鳳副校長 

委員：吳樂庭老師、何凱怡老師、黎德偉老師、許詠詩教學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