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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消息 
 

1. 學校管理委員會(2017-2018) 

   主  席 ： 黃廖笑容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專業發展及培訓)  

   校  長 ： 張振權先生 

   獨立成員 ： 蘇美影女士 

   獨立成員 ： 簡麗貞女士 

   家長成員 ： 陳潔雯女士 

   家長成員 ： 嚴麗菊女士 

   校友成員 ： 張文忠先生 

   校友成員 ： 何偉峰先生 

   教師成員 ： 曹國禮先生 

   教師成員 ： 李振華先生  

 

2. 本年度學校主要關注事項 

 

2.1 學與教  

  強化共通能力，提升學習成效。 

2.2 學生發展 

 a.培養正向思維及團隊文化，提升抗逆能力。 

 b.提升學生在生涯規劃方面的意識及能力。 

 

3. 教師專業發展 

 

3.1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2017年10月10日進行，當天共有3個環節，內容配合學校關注事

項，豐富精彩。早上第一個環節，本校邀請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學校支援及行政

副總監陸秀霞博士，為老師主講「生涯規劃概念及老師在生涯規劃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個

環節則邀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華壽康博士主持講座，題目為「A journey of relaxation, 

reflection and inspiration」。 

3.2 下午時段，進行「透過創科活動發展共通能力」工作坊，所有教職員按自己的興趣在3個培

訓課程中自選1個參加，3個課程分別是無人機培訓班、mBot及3D打印班。 

3.3 老師對當日安排感到滿意，亦認同當日活動能配合校情需要，非常受用。 

http://www.fg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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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積極參與活動 

 

3D 打印班 

 

無人機培訓班 

 

mBot 培訓班 

 

 

 

 

 

 

 

 

 

 

 

 

 

 

 

 

 

 

 

 

 

 

 

 

 

4. 升中導航─北區中學聯校展覽 

本校將於 2017 年 11 月 25 日參加由北區中學校長會主辦北區中學聯校展覽，將在展覽會場設置

攤位，介紹本校近年發展和學生表現，並準備宣傳光碟、學校簡介、小禮物送贈區內家長及即將

升中的學生，以加深各界人士對本校的認識。 

 

二、 學與教 
 

1. DSE 加油站 

 

2017 年 9 月 25 日，學務組與輔導組為中六級同學舉辦了「DSE 加油站」活動，內容包括如何面

對考試壓力、升學出路、校長訓勉及校友讀書經驗分享，以激勵學生在學習上精益求精，奮發向

上的精神。 

 

2. 自修室開放 

 

為鼓勵同學積極學習，本校由 2017 年 9 月 13 日起開放自修室，供中四至中六級學生作課後溫習

之用。開放時間為上學日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 高中課餘補課 

 

中五、中六級於 9 月底已展開課餘補課活動，由校方統籌，協助學生全方位備戰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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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英培訓 

 

精英培訓工作已開展，10 名成績優異的中六學生獲選加入「中六精英培訓計劃」，中一至中四級

多名在數學及科學範疇及領導才能類別的資優學生將參與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的甄選，各級數學精

英為迎戰全國數學邀請賽正進行密集操練。 

 

5.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服務 

 

為緊貼高中課程需要，本校於本學年繼續購買由香港教育城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合作的「網上試

題學習平台」服務，試題包括數學、生物、化學、物理、經濟、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旅遊與

款待及商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9 個科目，全校學生由即日起可使用平台試題庫，操練歷屆試題，熟

習應試技巧。 

 

6. 「同儕觀課」 

 

本年度的「同儕觀課」以「發展學生的共同能力」為重點探討項目。每位教師將會開放課堂，與

協作及觀課教師交流意見，探討有效的教學策略，優化課堂的學與教。 

 

7. STEM Week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周)  

 

STEM Week 於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7 日舉行，活動內容包括：學生分享、午間實驗、遊戲展覽

攤位、虛擬實境體驗、機械人編程工作坊及中電「校園工程師計劃」講座等，活動豐富多采。11

月 22 日，生物流動 DNA 實驗車將會到訪本校，中三至中六級學生將獲安排分批登上流動 DNA

實驗車，化身成小科學家，進行科學探究及實驗，親身體驗創新科技的偉大。 

 

8. 人文學科周 

 

「人文學科周」於明年 2 月舉行，透過展覽、攤位遊戲、影片播放、參觀及考察等活動，提升學

生對人文學科的興趣。 

 

9. 跨校選科合作計劃 

 

本校於 9月 26日與上水官立中學及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各校長及副校長舉行本年度第 1次「跨

校選科」合作會議，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選科選擇，討論事項包括優化現行交換學生的行政及管

理程序，並探討各校合作的空間與合作開辦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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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同學留影 

Leung Shuk Man, Joyce (5A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watched a musical. It was a brand new experience for me. The 

musical was called “Anti-clockwise” and the story was told in flashbacks. It started with an 

excellent woman who was considered a bad girl back in her secondary school life. She had a 

tyrannical mother and a perfect brother. What I appreciated a lot was the beautiful singing of 

all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One scene that particularly impressed me was the main actor’s 

singing of “I was locked in a loop”, as an overhead light followed him and locked him in a 

circle. I like this musical very much.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spoke English very fluently and 

I really admire them. 

So Hok Ho, Johnny (5A 31): 

The forum was on the topic of “Meet to Write” and it 

was delivered by a professional reporter – Mr. Oliver 

Chou, Senior Writer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and 

multiple-angle thinking in our writing. Then he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interviewing the famous Hong Kong 

DJ “Uncle Ray”, who is – to this date – “the 'world's 

most durable DJ'” in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Mr. 

Chou also taught us some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at the end. 

All in all, it was an interesting forum and I will bear in 

mind what I have learnt. I am glad that I took part in 

it. 

10. 英文科 

 

10.1 English Musical Appreciation - Student's Sharing 

The Drama Club members and other students appreciated an English Musical performed by 

Shati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in Shatin Town Hall on 15
th

 September. This is what one of 

the students felt: 

 

 

 

 

 

 

 

 

 

 

 

10.2 English Writing Forum - Student's Sharing 

On 18
th

 Septembe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recommended 8 students to attend an English writing 

forum in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One of the students shared hi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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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對創科發展有著濃厚興趣 

11. 中文科 

 

2017 年 10 月 14 日，周宇恆老師帶領中四級同學參加「文學之星系列講座──把作文寫好的必

要條件──兼談讀與寫的重要性」。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評審余非女士於當天深入淺出地分享了

現今中學生作文時遇到的三大問題：識字量不足、缺乏細節及邏輯謬誤叢生問題，同學認真聽講，

投入地參與討論，獲益良多。 

 

12. 科學科 

 

本科與生物科、物理科及資訊科技科於 9 月 25 日及 27

日分別帶領 30 多名同學參觀《創科博覽 2017》。同學對

場內各類型創科展品十分感興趣，並踴躍參與為中小學

生而設的科學實驗示範。高年級同學同時出席中國女太

空人王亞平女士主講的「航天夢想」座談會，6A 陳佳音

更獲選為台下發問同學，與女太空人一起探討議題「星

空的奧秘」。是次活動饒具意義，有助同學深度了解古今

創科發展。 

 

13. 圖書館消息 

 

13.1 開放時間及各項服務 

本校圖書館開放時間為上午8:30至11:50；下午1:00至4:30，期間教職員指導圖書館領袖生協

助運作圖書館。 

借書方面，學生每次最多可借閱圖書八本及雜誌四本，以兩星期為限。 

另外，圖書館還提供影印、借用電腦、閱讀報章雜誌等各項服務。 

 

13.2 圖書館「學術角」 

「學術角」提供歷屆公開考試資料、本校考試卷及友校考試卷等，讓各級學生於館內自習

使用。 

 

13.3中六學生專用溫習桌 

新增中六學生專用溫習桌，即使在圖書館繁忙時段，他們也有專用空間溫習，可專心準備

校內測驗、畢業考試及文憑試。 

 

三、 訓導組 
 

1. 傑出領袖生頒獎典禮 

 

過去一年，領袖生隊克盡己職，每日準時在校園當值，協助維持學校秩序，又在學校各大型活動

中服務，貢獻甚大。踏入新學年，他們已經完成使命，校方在 9 月 22 日早會向各位領袖生致衷

心謝意，頒發領袖生盾予表現傑出的領袖生，得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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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總領袖生  6A 黃凱琛 司徒梓炘 

  傑出副總領袖生 6A 洪家琪  6B 葉麗娜  6C 陳芷晴 

          5A 陳銘 梁淑敏 馬祖強 邱曉東 王梓權 

          5B 何淑儀  5C 鄧睿璋 

  傑出領袖生   6A 陳佳音  6C 柳仕祺 黃滇弼 

          5A 陳嘉莉 蘇學昊 游若琳 

          4A 謝俊賢  4B 李航 區翠宜 左偉權 

          4C 黃宗怡 鄭浩然 

          3A 李靖文  3B 王偉星 

 

2. 2017-2018 領袖生宣誓儀式 

 

舊領袖生隊光榮地完成任務，亦是交棒予下一屆領袖生隊的時候。新一屆總領袖生分別是 5A 陳

銘及 5C 鄧睿璋。在兩位總領袖生帶領下，全體領袖生進行宣誓，並由張校長監誓。宣誓完畢，

張校長把代表領袖生權力的總領袖生章頒與兩位總領袖生，標誌新一屆領袖生隊正式成立。今年

領袖生名單如下： 

 

總領袖生 5A 陳銘  5C 鄧睿彰 

各組成員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副總領袖生 4C 黃宗怡 5A 邱曉東 4B 左偉權 5A 陳嘉莉 4A 謝俊賢 

5A 王梓權 

5A 梁淑敏 

5B 何淑儀 

副總領袖生助理 5A 游若琳 5A 蘇學昊 5A 石曉彤 3B 王偉星 3A 李靖文 
4B 李航 

4C 張渝琳 

組員 

5B 彭嘉儀 5C 葉麗娟 2A 林家宇 2B 岑駿熙 2B 張芷淳 5A 張子樺 

5A 謝旖琳 3A 彭嘉俊 2B 林童欣 2A 鍾佩霞 2B 葉小雪 4C 梁雅詩 

3A 周苗 3B 管曉敏 2A 郭韵熙 2A 麥梓琪 2B 馮澤鈞 4C 鄭浩然 

3B 林健威 2B 陳文朗 5B 何詠淇 2A 黃境炫 2A 范盈瀅 5B 馮凱琳 

3C 葉偉希 2A 黃慧敏 2B 吳綽琳 4A 楊麗娟 4A 韓祉樂 4B 劉振東 

2B 鄭昊天 3C 羅子鈺 2A 何浩文 3C 李菊婷 3C 鄭芷珊  

2A 譚善鳴 2A 施晓欣 2B 李凱怡 3B 何巧盈 3C 羅可穎  

3B 余依娜 2A 殷倬楠 2A 溫恩 3B 陳玉君 2A 馬浩言  

2A 劉亮 2A 卓琼嵐 2A 高梓洳 3A 陳彥菲 2A 周寶宜  

2B 何祖祖 5A 何永明 5B 高卓民 3A 阮智毅 2A 陳嘉迪  

2A 鄭菲菲 3A 陳欣莹 2A 鄭子謙 2A 曾紫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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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同學在學長帶領下，樂在其中 

四、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 
 

1. 輔導組學長中一迎新籌備會 

 

學長團隊由 2016-2017 年度的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成員及其他學長組成，他們在八月回校 2

天，為 8 月 18 日輔導組中一迎新活動做好準備，協助中一新同學認識及融入本校。 

 

2. 中一迎新活動 

 

本組於 2016 年 8 月 18 日為中一新生籌備的迎

新活動，在學長的帶領下，透過團隊合作形式

的活動向中一同學介紹本校的校徽和校訓；校

園追蹤遊戲讓中一同學走訪校園，認識學校。 

 

3. DSE 加油站 

 

2017年9月18日本組與學務組合作舉行為應屆

DSE 同學打氣活動。本年度與中六級同學分享面對焦慮的方法，同學反應積極，並期望校方日

後多舉辦相近活動。 

 

4. 守望星計劃 

 

「守望星計劃」乃本校關顧中一學生成長及適應的計劃，每位中一學生均有 1 位老師作為成長導

師，守望星老師已於 2017 年 9 月 18 日的班主任課跟被守護的學生作首次會面，透過初次面談及

聚會，讓他們能盡快投入校園生活。 

 

5.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 

 

第 8 屆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已接近尾聲，同學現正積極準備本屆最後 1 項活動──第 7 屆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嘉許禮，每 1 位成員都已加入不同小組：司儀組、短片製作組、舞台

音響組、舞台燈光組、後台組，他們正努力準備 11 月舉行的嘉許禮，並把這 1 年的經歷製成短

片，稍後在嘉許禮播放。 

 

6.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主題為「好心情@粉官」。是次比賽希望學生透過壁報設計，帶動班內互助互

愛的氣氛，推動校園健康文化。比賽分初級組)及高級組進行，壁報完成日期為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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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動讓家長了解子女內心需要 

7. 兩性相處課堂 

 

本組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開辦兩性相處課堂及兩性相處小組，對象為中三級學

生。希望透過活動讓同學於兩性相處上更認識自己，同時亦希望透過小組互動形式，學習兩性相

處的技巧。課堂於 9 月 11 日、9 月 18 日及 9 月 25 日的班主任課分三班進行，同學反應熱烈，

氣氛良好。 

 

8. 「瞭療孩子的心」家長工作坊 

 

本組邀請明愛感創中心社工為中一級家長舉行

「瞭療孩子的心」家長工作坊。工作坊希望讓

家長明白子女的心理狀況和內心需要。家長反

應積極，並期望日後多舉辦相近活動。 

 

9. 「跟情緒交朋友」學生講座 

 

本組邀請明愛感創中心社工為中一級及中三級

學生舉行「跟情緒交朋友」學生講座，讓學生

認識不同種類的情緒及其需要、介紹年青人常見的精神疾病，從而協助學生理解情緒健康的重要

性。 

 

五、 健康校園計劃 
 

1. 為使青少年遠離毒品禍害及抗衡不良習慣的誘惑，本校今年繼續聯同「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推行

由禁毒基金撥款，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2.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社工在 7 月 18 日下午舉行的中一新生家長日，到校向新學年的中一家長簡介

計劃內容及測檢程序。 

 

3. 9 月 5 日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社工鄭姑娘到校向全體學生及老師簡介計劃內容及測檢程序。簡介會

後，校長隨即向全體同學宣讀參與同意書。 

 

4. 9 月 18 日派發計劃通告及同意書給全體學生，10 月初整理收回的學生同意書及相關文件，11 月

開始校園測檢活動。 

 

5. 2017 至 2018 學年「健康校園計劃」各項學生活動亦已完成規劃，會在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社工協

辦下按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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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 
 

1. 新來港及跨境上學學生網絡聚會 

 

於 2017 年 9 月 13 日午膳後舉行「新來港及跨境上學學生網絡聚會」，所有新來港學生均出席。

當日先由校長及副校長致歡迎辭，繼由本組老師提點同學跨境上學須注意的事項，以及預告及介

紹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本年度的各項活動，並邀請了 3 位新來港及跨境學生，以過來人身份分享

跨境上學生活的難忘之處及解答同學有關的疑難。 

 

2. 認識北區活動 

 

2017 年 10 月 16 日午膳後，本組老師帶領 18 位新來港學生一同認識學校所在的社區──「北區」。

是次活動行程緊密，所到之處包括蓬瀛仙館、北區醫院、北區政府合署及北區公園等。本組老師

還特意安排學生在上水港鐵站下車，一同步行至北區運動場，讓他們熟悉路線，以便日後參加陸

運會。參與活動的同學均表示增進了對北區的認識。 

 

3. 課後英文輔導班 

 

為新來港學童而設的課後英文輔導班已於 2017 年 10 月 9 日正式開展，各同學先接受英語能力評

估，按能力分成若干學習小組，放學後由教學助理葉珍珍老師以小組形式教授英文。除此之外，

葉老師亦以輕鬆手法，於午膳後透過遊戲及康樂活動協助新來港的學生學習英語，初步反應良好。 

 

七、 學生午膳組 
 

1. 本年度由新午膳供應商「盈信膳食天地」為中一及中二同學提供午餐飯盒，訂餐費為每日$19.50。 

 

2. 學生訂餐以每月計算，總費用為每月上學日數乘$19.50。 

 

3. 已訂餐學生因病或因事缺席，必須最遲於當日上午 9 時前自行致電「盈信膳食天地」客戶服務熱

線 2662 2202 提出退餐，經核實後，當天膳費將於兩個月後的訂餐費中扣減。 

 

4. 學生如因學校安排的校外活動而不用在校午膳，負責老師會為所有參加學生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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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吳倩韻 

  面對著一群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我能感覺到自己發自內心的愉悅。雖然在這短暫的五天時間裡，

我和小朋友們玩得都很開心，但我覺得自己從中收穫的卻不只是這些。 

  在我所帶領的那個班──N 班，也是全園小朋友年齡最小的一個班。這個教室裡的小朋友全部仍

是處於成長的懵懂期，他們好動、想像力豐富，經常都積極地想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但表達和理解

能力始終有限，還不太能清晰地說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因此，在照顧這個時期的小朋友的時候，更注

重的是我要對他們有一定的耐心。 

  我認為作為一名老師如果沒有愛心及耐心，幼教這份工作可能根本就不能再繼續做下去，因為在

這個階段的小朋友都是非常需要老師的關愛。 

  總而言之，在這次的體驗中，我用了我人生中許多的第一次去換取了不少寶貴的經歷以及珍貴的

回憶，尤其是 N 班裡的幾個小朋友在我臨離開校園時對我說的一句簡短的話：「姐姐，我會掛念你的！」

哪怕我知道這只是小朋友在那一刻才說出來的話，可能在另一天或者下一秒就會忘記，但這句話卻令

我很窩心。 

6B 謝凱茵 

  首先，我很高興這次能夠參與這工作體驗。經過這數天的工作體驗，令我對幼兒教育這職業的認

識提升了不少，雖然教學過程看似很容易，但原來背後要下很多的工夫，例如準備教材，老師需要準

備一班份量的材料、剪接圖片、製作道具等，我還在想，老師差不多每日整天都在幼稚園內，若沒有

義工們幫忙，老師們豈不是要在很早前準備教材？這星期我能體會到老師在準備教材的辛勞，雖然過

程有點煩悶，但看見小朋友活潑的樣子，便覺得值得了，因為這樣，我更喜歡這份工作及對這份工作

感到興趣。 

  其次，在未體驗工作之前，我以為做一名幼稚園老師很容易，也以為小朋友很容易哄，很聽從老

師的指示，但經過幾天的觀察，發現原來小朋友是很熱情，很容易被身邊的事物帶動，所以老師要控

制小朋友的情緒，以防小朋友起哄。 

  最後，我很榮幸有機會參與工作體驗，令我未來對幼兒教育這份工作更有明確的選擇，另外亦很

感謝這次工作體驗的有關人士，讓我更了解幼兒教育的工作。 

 

同學獲益良多 

八、 生涯規劃組 
 

1. 「大埔及北區中學生幼兒工作體驗計劃」 

 

6A 左詩晴、郭樂怡、梁蔓莉、吳倩韻及 6B 謝凱茵於 2017

年 8 月 7 至 11 日參加由大埔及北區幼兒教育校長會舉辦

的「大埔及北區中學生幼兒工作體驗計劃」，在 5 日的工

作體驗中，同學有機會到上水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學習

照顧小朋友、設計教材及協助籌辦活動，藉此提升同學

的認知、組織、溝通及合作能力。參與學生除獲得義務

工作的寶貴經驗外，亦幫助他們了解個人性格特質，確

立目標，為未來作規劃。五位同學於 9 月 29 日出席迦密

聖道中學舉行的分享會，同學都表示大開眼界、獲益不

淺，他們更在校內與其他同學分享所見所聞。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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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曾新龍 

  這個工作坊詳盡地介紹了與化學科有關的職業、工作前景及工作範疇。活動期間教授以

小組形式，讓參加者合作編排一幕話劇，以加深我們對與化學有關職業的認識。透過活動，

我明白到有效地將訊息準確傳遞出來的重要性。在午膳時，我被安排與一位化學系教授用膳，

與他的對談使我獲益良多。午飯後，教授引導我們為未來大學四年作出規劃。最後，教授還

帶我們參觀理工大學平日不對外開放的實驗室，並為我們介紹各種實驗。總括而言，這個活

動讓我對未來的職業有了較清晰的認識，而且瞭解到時間規劃的重要性。 

2. 理工大學 'Chemistry works!'暑期工作坊 

 

6A 曾新龍於 7 月 17 日參加理工大學舉辦 'Chemistry Works!' 暑期工作坊。是次活動讓對化學有

熱情的中六同學認識化學系畢業生的就業出路。 

學生分享： 

 

 

3. 生涯規劃資源中心及圖書館資料角 

 

本組位於 502 室的生涯規劃資源中心將於 10 月開放，服務對象為本校中三至中六同學，中心將

提供最新資訊，讓同學瞭解各種升學及就業途徑。資源中心亦設置數部電腦供同學在課餘時間進

行性向測驗認識自己、搜尋最新的升學資訊，以增加對升學及就業的信心。生涯規劃資源中心將

有助同學職業探索、掌握資訊，並為老師提供空間及機會增加專業交流。 

 

另外，圖書館資料角仍會保留，歡迎同學查閱各種升學和就業資訊。本組亦會定期更新學校網頁

內的有關升學或就業消息，如有疑問可向麥佩君、郭慧心、程洛林、張舒玲、張詠詩、吳樂庭及

彭文輝老師查詢。 

 

4.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本校獲選成為「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第三期 22 間網絡學校其中之一，在未來 3 年將伙拍中

文大學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生涯規劃服務隊（新界東），於本校建立一套有效、有系統及可持續

的生涯規劃模式，並提供專業校本支援服務。 

 

5. 成立「職學大使」 

 

「職學大使」是由中三至中五同學組成，透過培訓學生領袖，以提升學生對升學及就業資訊的認

識，所屬成員能優先參與「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活動，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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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職學大使」名單 

 

 

 

 

 

 

 

 

 

 

 

 

 

 

 

6. 九月及十月份活動日程 

 

中一  學友社「規劃生涯」講座 

中二 「非常擇」 

中三至中五 職學大使培訓計劃開展 

中五 莎莎化妝品公司工作體驗計劃 

中六 撰寫個人自述工作坊 

整理「生涯規劃個人學習手冊」  

JUPAS 報名簡介及網上註冊 

DSE 加油站（與學務組合辦） 

暑期幼兒工作體驗計劃分享會 

國際航空學院講座 

中六級個人輔導 

 

九、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2017 年 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紀念，本組於國慶期間舉辦「國慶 68 周年專題

展覽」，以專題形式回顧中國近年在科技、航太、體育和經濟方面的成就，從而提高學生對中國

的認知。並於 10 月 4 日的早會，主持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 

 

2. 2017 年 10 月，本校 10 位中四至中五級同學參加由北區居民聯會主辦「始於基本 家國共築」

基本法及國情推廣計劃──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成績稍後公布。 

 

3. 2017 年 11 月，本校 15 位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參加「第十八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問答比賽」。 

 

4. 2017 年 11 月 11 日，本校 10 位中四級同學獲取錄參加由廉政公署主辦「高中 iTeen 領袖計劃」，

學習擔當領袖角色，協助老師籌辦公民活動。 

 

班別 姓名 

3A 張芷彤 周苗 

3B 李洁  余依娜 

3C 李菊婷 葉偉希 

4A 蔡逸華 王童希 

4B 傅嘉豪 叶金華 

4C 羅沛華 騰田 

5A 

 
林俊欣 李俏文 

黃芷珊 黃咏怡 

林俊欣 

5B 鄧文芊 余怡嫻 

5C 李鳳鳴 呂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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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 年 11 月 14 日至 20 日，本組舉辦「倡廉活動週」，活動內容包括廉政互動劇場、展板展覽、

攤位遊戲、參觀廉政公署大樓、班主任課等，從而帶出廉潔選舉對於公平社會的重要性。 

 

十、 德育組 
 

1. 本組在本學年設計一連串活動以培養學生正向思維能力，強化抗逆能力及培養堅毅不屈精神，同

時亦希望透過活動培養學生關心社會、留意世界並學習尊重自己及他人，建立良好的責任感為目

標。本年度本組以「生命有價‧逆風前行」為主題，首先在九月初班主任課中，進行標語創作比

賽，全校同學須寫下標語，以鼓勵自己及同學，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人也有自己的價值。

每級選出一份佳作，得獎作品將會於校園展示，為學生帶來正能量。 

 

2. 本組會定期以「生命有價‧逆風前行」為主題作故事分享及在壁報版介紹名人奮鬥史，希望同學

能知道中外古今人士的奮鬥經歷，從而勉勵自己不怕困難，努力向前。 

 

3. 本組於 11 月舉行班際清潔比賽，每級各設優勝班別，向同學宣揚公德意識，鼓勵同學關己及人，

共同建設美好的學習環境。 

 

 

十一、 健康與性教育組 
 

1. 預防傳染病 

 

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布，一些傳染病如人類豬型流感、流行性感冒、水痘、諾如病毒（前

稱諾沃克類病毒）及手足口病等不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本組提醒學生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衛

生。有關預防傳染病的資訊，請瀏覽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http://www.chp.gov.hk。 

 

2. 飲水機加裝去鉛裝置 

 

根據教育局就食水含鉛事件採取的指引，本組於 9 月中旬透過中央廣播，向同學講解鉛的特質、

存在的因素及如何減低接觸鉛的方法，本校為學生安全，已安排為校園多部飲水機加裝去鉛裝

置，讓學生安心飲用食水。 

 

十二、 環境教育組 
 

1.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本組共提名了 17 位同學參加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舉辦「2017/18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

劃」，期望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並付諸實行，在校內和校外積極參與及推動環保活動。 

準備考取「基礎環保章」的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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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陳可欣 張海倫 王婷 

4B 但雪洪 葉倩瑩 仇藝霖 

4C 張正軒 梁大為 騰田 黃駿鴻 鄭浩然 

 

準備考取「專題環保章」的學生名單： 

5A 何永明 馬祖強 蘇學昊 歐陽奕鳴 

5B 黃振東 

5C 賴永傑 

 

2. 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 2017 

 

為響應由環保促進會舉辦「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 2017」，本組將於 11 月下旬，帶領約 30 位同

學，前往屯門蝴蝶灣，清潔泳灘。讓學生身體力行，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十三、 學生支援組 
 

1. 言語治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支援 

 

本組本年度會繼續安排言語治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校為學生進行相關治療及評估。言語治

療師會按學生需要提供個人或小組的言語治療，當中除以生動有趣的形式糾正學生的發音外，亦

訓練學生的言語表達及句子組織能力。而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則評估同學、跟進個案及提供意見

等。 

 

2. 恒生-YMCA 快樂「球」學計劃 

 

本組參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社會企業 YM Balloon 聯同恆生銀行主辦「恒生-YMCA 快樂『球』

學計劃」，於 10 月初至 12 月初舉辦氣球培訓課程，藉氣球訓練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能力，

包括專注力、感知肌能、手眼協調、自信心、溝通能力及執行能力等。學員亦將於明年 3 月學校

開放日展示氣球技藝。 

 

3. ILAUGH 社交思考個別輔導服務及社交訓練小組 

 

為提升有需要學生的社交及溝通能力，本組於 2017 年 10 月中至 18 年 5 月初（逢星期二）提供

20 節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的註冊社工指導之 ILAUGH 社交思考輔導服務及於 9 月尾至 12 月中

提供 10 節由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註冊社工指導之社交訓練小組課程。期望同學的社交技巧在

完成訓練後有效提升，建立正面雙向的朋輩關係。 

 

 

 

4. 課後學習支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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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學習支援小組逢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為自願參與的學生提供英文、數學及中文小組學術

支援，透過小組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十四、 家長教師會 
 

1. 中一新生及家長迎新日 

 

本年度中一新生及家長迎新日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舉行，家長踴躍參加。當日，張振權校長致歡

迎辭後，家教會主席陳潔雯女士、姚寶琼副校長、陳靜茵副校長及不同組別的老師向家長介紹本

校情況。席間，本組亦向各家長派發問卷，鼓勵各位家長加入本校家教會，家長反應積極。當天，

輔導主任陳美玲老師及駐校社工袁凱玲姑娘向中一新生和家長主持升中適應講座，強調親子溝通

的重要，席上還介紹了健康校園計劃，加強家長對此計劃的認識。 

 

2. 家長教師會第 23 屆週年會員大會、班主任時間、家長講座及親子聚餐 

 

2.1 第23屆週年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班主任時間、家長講座及親子聚餐已於2017年10月20日

在本校禮堂舉行。 

2.2 當天下午5時進行家長講座，主題為「身心同行 ─ 理解青年情緒需要」家長工作坊，由粉

嶺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社工吳巧華姑娘主持。 

2.3 接着的班主任時間，家長透過與班主任面談，進一步瞭解其子女在學校學習的情況。 

2.4 本屆週年會員大會，由家教會主席陳潔雯作會務報告，並委任司庫張群英老師報告財務狀

況，會上投票選出新一屆家長執行委員。當晚，校長、家長及眾師生在禮堂一起共進晚餐，

場面熱鬧，樂也融融。 

 

3.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學校管理委員會 2017 至 2019 年度家長成員選舉已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舉行的家長教師會會員

大會席上進行，結果由嚴麗菊女士當選。 

 

4. 第 23 屆執行委員會 

 

  本屆家長教師會執委選舉已於周年大會上進行，周年大會完結後，新當選的家長執委與 3

位留任執委即晚召開第 1 次執委會會議，會議中即時進行職位互選。第 23 屆執行委員會名單如

下： 

 

 

 

 

家 長 執 行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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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陳潔雯女士 

委員： 

陳潔女士 

陳偉軍女士 

謝雲英女士 

邱巧玲女士 

司庫： 苗素峰女士 

秘書： 嚴麗菊女士 

 

教 師 執 行 委 員 

副主席： 張振權校長 當然委員： 姚寶琼副校長 

秘書： 黃潔心老師 
委員： 

吳樂庭老師 

趙慧君老師 

莊寶寧老師 司庫： 張群英老師 

 

5.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本校陸運會於 11 月 3 日在北區運動場舉行決賽。家教會特別在當天舉辦親子接力賽，以促進親

子關係，賽事氣氛熱鬧，全場觀眾都為參賽者鼓掌打氣。 

 

十五、 校友會 
 

1. 男童軍 

校友林兆龍先生繼續於本學年協助母校帶領童軍活動，在林兆龍先生近年的帶領下，本校童軍隊

伍已茁壯成長，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2.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及第 7 屆校友會幹事會 

 

2.1 學校管理委員會2017-2019年度校友代表已於2017年6月30日校友會週年大會中順利選出，結

果由張文忠先生當選。 

2.2 何偉峯先生因私人理由於2017年6月6日正式辭任主席一職，按章程指引，由副主席張文忠

先生補上，林城鋒先生則補上副主席職位，第7屆校友會幹事會已於2017年6月30日成立，

成員名單如下： 

職 位 姓 名 畢業年份/班級 

主席 張文忠 2005/7A 

副主席 林城鋒 2012/6A 

秘書 鄧翠瑚 2012/6E 

司庫 鄧瑞恩 2012/6E 

幹事 楊芝琳 2004/5D 

幹事 張文翔 1995/3D 

幹事 羅瑞強 2010/5D 

幹事 陳冠行 2005/7A 

幹事 游曉翠 201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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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學生會會長承傳燭光儀式 

 

校長、副校長、顧問老師與「少年錦時」成員合照 

十六、 學生會 
 

2017-2018 年度學生會選舉有兩個參選內閣，分別是「少年錦時」和「ROCKET」，經過接近一

個月的選舉工程，包括各候選內閣啓動宣傳活動、候選內閣答問大會等，於 9 月 21 日在禮堂進

行全校學生投票。結果「少年錦時」獲得 308 票，而「ROCKET」獲得 100 票。「少年錦時」成

為本年度新一屆學生會幹事會，並於 10 月 6 日在禮堂順利完成學生會就職禮。今屆學生會幹事

會成員名單如下： 

 

職 位 姓 名 

會長 5A 何永明 

內務副會長   5A 歐陽奕鳴 

外務副會長 5A 邱曉東 

財政 5C 葉麗娟 

文書 5A 張君濤 

學術 4A 張  辰 

康樂 4C 黃宗怡 

福利 5A 李嘉龍 

宣傳 5C 賴永傑 

總務 5A 戴穩朋 

 

 

 

 

 

 

 

 

 

 

 

 

 

十七、 聯課活動及社會服務 
 

1. 其他學習經歷 

 

1.1 為配合高中課程推行，本校多個組別積極籌劃多元化活動，務求讓學生從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及體育發展五個範疇獲得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

達致均衡及全人發展。 

1.2 除陸運會及歌唱比賽等大型活動外，本校更會為學生安排專題講座、音樂及戲劇欣賞等活

動。 

1.3  本校會在高中的其他學習經歷課為學生安排話劇班(中四級)、爵士舞班(中五級)、特技化妝 

及形象設計課程(中六級)，以及音樂欣賞課程，學生可藉此學習到學科以外多方面的知識。 

1.4 本校將於2018年3月9日舉行「戶外學習日」，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探究活動，讓全校學生跳

出校園，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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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者拍照留念 

 

同學為善最樂，為有需要人士出一分力 

2. 聯課活動組 

 

2.1 本組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活動，致力協助他們發展潛能，擴闊他們的其他學習經歷，使其身

心達致均衡發展。 

2.2 本年度共設有25個學會，依性質可分為學術性、興趣性、體育性、服務性及靈修性5個類別。

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協助學生發展潛能，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必須參與最少一個學會。 

2.3 各學會負責老師會將集會資料張貼於校務處外的聯課活動報告板上或透過早會/中央廣播系

統宣佈，學生須按照指定時間及地點出席學會活動，其出席率會直接影響聯課活動的表現，

學生整個學年的聯課活動表現將列印在學年成績報告表上，學期終本組會頒發獎狀予積極

參與聯課活動及校隊訓練的學生，以示鼓勵。 

 

3. 社會服務 

 

「惜食堂」－全城「罐」膳心：本組與社

會服務組合作，於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2 日舉辦全誠「罐」膳心活動，活動結

合創意、團隊精神及善心，為需要食物援

助的人士籌募罐頭食物，5B 和 5C 參加隊

伍運用創意，利用罐頭設計藝術品。作品

展覽後，所有罐頭均捐贈惜食堂，幫助有

需要人士。 

 

4. 擴闊視野的交流活動 

 

4.1 本校8位中五級同學獲提名參加由九龍社團聯會主辦「中華大地．走進京哈 探索東北．文

化之旅」。交流計劃將於2017年12月24日至2018年1月1日在北京、哈爾濱、長春舉行，為期

九天。 

 

4.2 本校4位中五級同學獲提名參加由教育局主辦「領袖生內地交流計劃2017/18」。交流計劃將

於2017年12月27日至31日在北京舉

行，為期五天。 

 

4.3 航空後勤夏日營 

5B 何淑儀於 2017 年 8 月 21 日至 25

日參加由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舉辦航空

後勤夏日營，活動豐富，除參觀機場

不同區域及部門外，亦可體驗航空後

勤的工作，此等活動機會難得，獲益

良多。 

https://klnfas.hk/tc/


                                                               

 

19 

5B 何淑儀 

  今年暑假我參加了由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舉辦的航空後勤夏日營，為期五天。活動中，我

了解到很多新事物，例如：飛機餐由製作至運送到航機上讓乘客享用的過程、還有航空物流

方面，要讓貨物成功地運送到世界各地，原來是需要經過很多階段的。然而整個課程並非只

有理論課，每天下午，課程導師都會帶我們前往機場不同區域及不同部門參觀，讓我們親身

見證各部門的日常工作情況，加深我們對航空後勤的了解。 

  由於每天的活動都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我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學校的組員。活動過程中

我們經常互相交流和探討，當我遇到某些不理解的課題時，其他組員都很耐心地解釋給我

聽，我很慶幸，我能遇到這些組員。 

  平日人們乘搭飛機時，大多數都只想到為乘客服務的空中服務員，卻很少人想到在背後

默默付出的後勤人員。乘客能夠獲得滿意的航空服務體驗，我認為無論是哪種角色，前線還

是後勤都是不能缺少的。這就是我對這個夏日營最深刻的體會。 

學生分享： 

 

5.  獲獎及嘉許消息 

 

比賽/活動名稱 得獎者 獎項 

文化的碰撞：當東方遇上西方—

學生文化成品展覽及比賽 

5A 梁淑敏  游若琳  林貝詩       

5A 李俏文  王梓權  張嘉怡 

中學組優異獎 

最佳解說獎 

最受歡迎獎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

比賽 

6B 李思雯 

 5A 歐陽奕鳴 
二等獎 

6A 黃藝盈 

4A 杜潔玉 

4B 但雪洪 

優異獎 

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 
5A 梁淑敏 個人賽優異金獎 

2017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4C 黃駿鴻 優秀學員 

 

 

 

 

 

 

 

 

編輯委員會 

顧問：張振權校長、姚寶琼副校長、陳靜茵副校長 

委員：吳樂庭老師、周宇恆老師、鄧文慧教學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