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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消息 
 

1. 開放日暨生涯規劃資源中心開幕典禮 

 

    粉嶺官立中學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暨生涯規劃

資源中心開幕典禮已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順利舉

行。當天本校十分榮幸邀得賽馬會「鼓掌•創你程」

計劃總研究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梁

湘明教授擔任主禮及演講嘉賓，並於生涯規劃資源

中心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當天本校更首次

運用資訊科技，為禮堂來賓現場轉播開幕盛況。 

 

  隨着精神抖擻的制服團隊恭迎梁教授、粉嶺官

立中學姊妹學校—深圳桂園中學黃文源副校長、翁

宏國老師、謝秋玲老師、來賓、家長和友校師生，

開放日在熱烈的氣氛下開始。 

 

    操場上彩旗飄揚，喜氣洋洋。敲擊樂演奏富有

節奏感，音色渾厚飽滿，層次豐富多變，讓人沉醉

不已；舞蹈學會苦練多日，以嫻熟靈巧的舞姿，為

來賓時光倒流找回昔日青春時光；本校學生又為大家帶來英詩獨誦及中國笛子獨奏，朗誦聲清澈響

亮，抑揚頓挫，引人入勝；笛子聲圓潤響亮，樂韻悠揚，令人如痴如醉。 

 

    來賓除了讚賞禮堂內的表演外，也十分欣賞不同課外

活動小組所展示的學習成果和攤位遊戲。本校學生熱情招

待前來參觀的小學生，參觀團隊以小組形式先後參觀多個

學科及學會的展覽，多個攤位遊戲回應今年開放日「探索

古今．傳承創新」的主題：文化藝墟以「繼往開來」為題，

如「舌尖上的中國」運用中國傳統的餐具體現飲食文化的

奧妙及傳承、「小食總司令」介紹傳統小食及讓來賓即席

品嘗民間傳統小食龍鬚糖和粵式傳統糕點缽仔糕，配上學

生親手炮製的拉花咖啡，令人不禁食指大動；「繽紛剪紙 

 

舞蹈學會跳出動人舞姿 

http://www.fg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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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讓大家可以親身體驗剪紙的傳統技術，文

化藝墟活動精彩豐富，令人目不暇給，躍躍欲試；

STEM 體驗活動以「創科未來」為題，籃球場上

以水火箭讓來賓察驗火箭推進的原理、科學室則

提供實驗場地，讓來賓可以親手培養細菌、設計

與應用科技室建設了未來的智慧城市，展現創新

科技，STEM 活動展示了學生豐碩的學習成果，

寓學習於娛樂，勾勒出學生學習生活有趣的一面。 

 

  開放日暨生涯規劃資源中心開幕典禮活動多

采多姿，學生熱情招待，攤位遊戲有趣好玩，使

校園內滿載笑聲，溫情洋溢。  

      

2.  禮堂頒獎集會 

2018 年 5 月 18 日早上於禮堂舉行頒獎禮集會，頒發校內、校外比賽及服務中獲得的各獎項及

證書，包括校際中英文朗誦比賽、企業會財科獎學金、股壇達人比賽、健康飲食標語創作比賽、圖

書館借書龍虎榜比賽、英文科書法比賽、初中錄像比賽、奧林匹克數學比賽、中三級人文學科周獎

項、校際田徑比賽達標證書及校際游泳比賽服務感謝證書，是次得獎學生共有 158 人次。 

 

3.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最後一次教師發展日於 2018 年 6 月 7 日舉行。是日活動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學校發展主

任鄔潔貞女士及彭樂謙先生向老師介紹有關香港事業興趣測驗，並

解說如何詮釋當中的數據，

使老師更能有效針對學生的

特質和能力作出生涯規劃提

議。第二部分則圍繞本年度

學校關注事項作總結和反

思，並為來年學校關注事項

的推展作建議。教師積極參與是日活動，為學校的發展提出

不同的建議。 

 

4.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4.1  加強交流促進發展—桂園中學參加本校 「開放日」活動 

 

2018 年 3 月 23 日姊妹學校桂園中學黃文源副校長帶領美術科組的翁宏國老師及謝秋玲老師

參加本校舉行的「開放日暨生涯規劃資源中心開幕式」活動，並與本校師生進行了藝術教育交

流活動。當天，他們一行人於 10 時抵達學校，先參加生涯規劃資源中心開幕儀式，然後到設計

 

來賓、校長、老師和學生都為精彩表演鼓掌 

 

 

老師認真地討論 

 

 

老師投入地參與分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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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室參觀學生所設計和創作的光電感應系列作品示範，其後，他們欣賞開放日的表演節目 

和參與各科組所設計的攤位遊戲，當然最令他

們感興趣的就是雨天操場舉辧的中國傳統文化

與美食體驗活動。他們品嚐學生製作的缽仔糕

及民間傳統小食龍鬚糖，亦與我們的學生一同

剪紙和製作環保小禮品，大飽口福之餘，亦欣

賞學生的熱情招待。 

 

當日我們還有藝術交流活動，本校在視藝

室展示中一至中六級學生所創作的美術繪畫、

剪紙、衍紙畫，紙粘土造型和立體建築等系列作品。最令姊妹學校的翁老師和謝老師留下深刻

印象的是修讀高中視藝科學生所製作的創作歴程集，

因為這與深圳高中學生準備美術專業高考訓練的方式

完全不同。其後，兩校教師就兩地初中、高中美術課

程設計、學生的學業評價等問題進行了研討和交流，

延展及促進兩地教師的專業發展。 

 

兩校師生情誼日漸深厚。臨近活動結束，我們又

急不及待地商議新的交流項目，藉此深化瞭解、增進

友誼，促進兩校共同發展。 

 

 

4.2  深化藝術交流—深圳市桂園中學「藝術文化節」活動 

 

2018 年 4 月 20 日本校師生由姚寶琼副校長帶領，參加深圳市桂園中學第 28 屆藝術文化節

活動。藝術文化節大匯演的表演十分精采，打頭陣的是桂園中學校器樂隊表演古箏重奏，然後有

健美體操隊為我們帶來活力四射的健美操表演，接著再有舞蹈表演及集誦表演等，氣氛熱鬧。本

校也有幸參與大匯演，本校 3B 李韻南和 4A 謝俊賢分別帶來笛子獨奏及英詩朗誦表演，一同為藝

術文化節獻上精彩的節目。 

 

兩校師生一起欣賞精彩表演 

  

 

本校表演學生與老師合照 

  

 

桂園中學舞蹈組使出渾身解數，

博得全場掌聲 

 

 

兩校師生留影 

 

本校學生向桂園中學教師介紹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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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Anty Lee 

 

I ha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January. I took part in a radio programme in RTHK 

with my friends. I enjoyed it a lot as I had never participated in such an activity before. At 

first, I was not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due to the fear of making mistakes. However, 

with the support from my friends and the assistance from my English teacher, I finally made 

a breakthrough. During the recording, mustering up all my courage, I took the initiative to 

interact with the DJ. For me, this activity i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learn English. I will 

definitely recommend it to all of my schoolmates.  

 

4.3  藝術文化之旅—深圳市桂園中學交流團活動 

 

本校中二至中四級共 30位學生將會擔任藝術大使，於 2018年 7月 5日及 6日帶同本校學

生所設計的藝術作品到桂園中學進行藝術及文化交流，並會到深圳動物園、福田藝術館、書城

等地進行考察。 

二、 學與教 
 

1. 「同儕觀課」及「課研活動」 

本年度「同儕觀課」和「課研活動」於6月初結束，所有老師已開放課堂並且觀察同儕上課。

八個學科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中國歷史、歷史、普通電腦及綜合科學進行合共九

次「課研活動」。教師通過教學經驗分享、相互學習創造知識，匯聚智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2.  中文科 

為提升學生寫作能力，訓練學生創意思維及提高寫作興趣，本科與圖書館將於 2018 年 7 月 3

日邀請香港作家袁兆昌先生到校分享，題目為「網絡寫作」。 

 

3. 英文科 

 

3.1 RTHK Teen Time 

 

Four students from 4A participated in a radio programme session called ‘Teen Time’ Open Space, 

organized by the EDB and RTHK. Before the recording,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hoose a topic and 

prepare some ideas. Highlighting their experience as cross-border students, they eventually picked the 

topic ‘School Life in China and in Hong Kong’. Their part was played on air on 6
th

 March 2018. Here is 

the sharing by Anty, Vivian, Harry and 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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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Vivian Lee 

 

It is my first time to get interviewed by a DJ in a radio station. Someone once asked me, ‘how 

did you feel in the studio?’ It is true that I was very nervous at the beginning. Fortunately, I got more 

and more relaxed later because of the friendliness of the DJ, Miss Alyson Hau. She led us through 

the whole session and always gave us positive feedback. With her encouragement, we finally did it 

and had a wonderful time.  

From this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I have gained so much. First, through constant practice 

with my English teacher before the recording, both the accuracy and fluency of my spoken English 

was greatly enhanced. Also, I realized that with confidence, every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We always need to trust ourselves but not underestimate our own potential and abilities. 

If you don’t try it, you’ll never be able to do it. 

4A Harry Tse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vent for me because I had never visited a radio station. When we first 

stepped into the building of RTHK, all of us felt nervous. However, the pleasantness of the DJ 

soothed our stress, which encouraged us to express ourselves freely and chat with her like friends. 

When the recording was over, we were all relieved with joy. 

For this activity, we put a lot of effort in preparing the ideas and practising our spoken English. 

Though it was hard a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help of Miss Cheung, it went smoothly at last. I am 

very happy to be given a chance to learn English and gain such special learning experience beyond 

classroom. 

4A Dio Wong 

 

I went to the RTHK with my classmates, Harry, Vivian 

and Anty for joining a radio programme called ‘Teen Time’. 

Before it started, we all felt nervous. It was so good that we 

felt more and more relaxed when conversing with the host, 

Miss Alyson Hau.  

Having participated in this activity, not only has my 

English improved, but my courage has also got trained up. 

In the past, I was afraid to talk with others, not to mention 

in English, but now I can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ithout 

much timidity. This is really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I 

do hope I can join this even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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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史科 

 

 由教育局及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協會合辦「全港學界『中

史解碼』短片創作比賽」，本校 4A 張海倫、勞敏銳、4B 但雪

洪及 5A李俏文、以「明太祖是一名暴君？」為題，以現代法

庭審訊配合穿越歷史形式，重新審判明太祖，榮獲高中組冠

軍。 

 

5. 圖書館 

5.1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本年度優秀圖書館領袖生共有 38 位，他們盡忠職守地服務圖書館，值得嘉許。 

名單如下： 

 

 

 

 

 

 

 

 

 

 

 

 

 

 

 

 

 

 

 

5.2  優秀報紙服務生 

 

本年度優秀報紙服務生共有 5 位，他們盡忠職守，值得嘉許。名單如下： 

 

2A 鄭凱樂   邱曉暉 

2B 陳文朗   林俊鴻   徐穎 

5.3  本組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舉行閱讀周，除了學生於早會宣傳世界閱讀日外，於閱 

讀周期間在圖書館借閱最多書籍的班別及學生都會獲頒發獎狀，以作鼓勵。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得獎者 

最高借閱量班別 5B 

最高借閱量同學 5B  吳松奇 

 
4A 張海倫、勞敏銳、4B但雪洪、 

5A李俏文獲得冠軍 

5A 張嘉怡 

5B 吳松奇 

4B 林榮光 

4C 羅沛華  文穎欣 

3A 陳欣莹  陳彥菲  張芷彤  彭卓蕾  周苗 

3B 蔡丹琪  陳靜雯  陳玉君  管曉敏  李洁  曾凱茵 余依娜 朱峻賢 

3C 馮翠迪  成沁蕾 

2A 高梓洳  施曉欣  卓琼嵐  黄栢賢  邱曉暉 

2B 周海璇  黃煥欣  蘇俊泓  黄兆維 

2C 歐可晴  孔德盈  林星兒  潘國輝 

1A 曾垚鑫 

1B 蔡少菁 

1C 謝蕙燁  張子洛  譚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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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導組 
 

1. 2017-2018年度下學期守時守紀之星選舉 

 

中一至中五級獲發證書的學生名單如下： 

 

1A 何梓琪 龍文湞 蘇恩希 鍾樂宇 魏錦清 
   

1B 陳文靜 范洋萍 鍾浚鏗 
     

1C 鞏潤潤 謝蕙燁 譚嘉俊 
     

2A 范盈瀅 江紫桐 黃慧敏 卓琼嵐 溫恩 
   

2B 張芷淳 陳子豪 
      

2C 歐可晴 朱子樂 區少駒 杜晉毅 
    

3A 陳彥菲 張芷彤 梁詩慧 彭卓蕾 周苗 陸大睿 彭子穎 阮智毅 

 
曾若軒 

       

3B 陳靜雯 陳玉君 管曉敏 林健威 林曉聰 鄧達強 
  

3C 羅可穎 李菊婷 馮振賢 郭心阳 林子晶 盧子言 
  

4A 陳韵婷 張海倫 鍾倩彬 方超楠 侯欣宜 李春麗 勞敏銳 呂芷琪 

 

蔡逸華 王雅汶 楊鳳婷 楊麗娟 曾婉婷 蔡成杰 韓祉樂 黃君灝 

曾志杰 
       

4B 但雪洪 李航 
      

4C 張渝琳 梁雅詩 黃宗怡 騰田 鄭浩然 
   

5A 岑曉瑩 陳嘉莉 陳銘 林俊欣 梁淑敏 李俏文 黃慧怡 黃咏怡 

 
游若琳 張强 張子樺 蔡淇安 侯博淇 賴建光 歐陽奕鳴 邱曉東 

5B 馮凱琳 何淑儀 彭嘉儀 張子峰 郭啟軒 翁嘉謙 
  

5C 呂濱如 吳凝彬 鄧睿彰 曾富淇 張津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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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 
 

1. 各級訓導輔導聯席會議 

 

本組於 2018 年 4 月 16 及 17 日舉行下學期中一至中五級訓輔會議，參與會議者包括校長、副

校長、班主任、社工、級訓導及輔導老師等，一起討論各班級的學習情況，交流輔導及關顧學生的

寶貴經驗和跟進方案。 

 

2. 中四級「健康好心情教育講座」 

 

為加強中四級學生對身心健康的了解及紓緩壓力的方法，香港青年少服務處於 2018 年 2 月 5

日分班進行「健康好心情教育講座」，透過播放有關學生日常應對壓力方法的影片，讓學生反思自

己應對壓力的態度，同時透過減壓體驗活動協助學生認識處理壓力的方法。 

 

3. 潤澤心靈靜觀減壓工作坊 

 

2018 年 2 月 10 日本組邀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舉辦家長工作坊，內容包括分享與子女溝通的竅

門，教授靜觀減壓的方法，讓家長即席嘗試修習靜觀。 

 

4. 情緒轉化之旅小組及「心靈導航員」小組 

 

本組邀請明愛感創中心於 2018 年 2 月至 4 月開辦 7 節「情緒轉化之旅小組」及「『心靈導航員』

小組」，前者對象為 9 位中二級學生，後者對象為 9 位中三至中五級學生。工作人員透過不同的藝

術創作、互動遊戲及音樂治療法，讓組員抒發心中所想，將心情及想法融入創作當中，成為宣洩情

緒的渠道。兩個小組已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順利完成，各小組成員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在學校有蓋

操場舉行「連繫我心—藝術體驗日」活動，擺設攤位教授學生製作不同的手工作品、在大畫紙上隨

意抒發感受等。現場吸引不少學生參與，反應熱烈，氣氛良好。 

 

5. 中五級深身心 

 

本組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於 4 月為中五級學生進行「浩園及景仰園生命教育計

劃」，透過了解已故公務員的生命故事，探索生命的意義，反思自我價值。 

 

6. 「好心情@學校」中三級成長日營 

 

為增強中三級學生的抗逆能力、提升自信心和團隊精神，本組於 2018 年 3 月 2 日舉行由香港

青少年服務處籌辦的「好心情@學校」中三級成長日營，全級中三學生前往上水展能運動村進行分

班競賽，其後分組利用原野烹飪工具自行煮食，讓學生充分體驗團隊生活，增強對學校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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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留影：校園有你真好」活動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於 2018 年 3 月 6 日、13 日及 20 日為中一級學生分班進行「留影：校園有你

真好」活動，學生結伴在校園不同角落拍攝即影即有照片，記錄在校園難忘的點滴，同時他們亦邀

請老師拍攝合照，從而增強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及拉近師生的距離。拍攝照片後，學生作出拼貼設

計，作品已於學校開放日展出。 

 

8. Smart Teens領袖訓練計劃 

 

Smart Teens領袖訓練計劃於2018年3月10日舉行團隊鞏固戶外挑戰活動，透過城市遊蹤形式，

一方面讓成員認識香港文化，另一方面加強組員之間團結合作。2018年4月21至22日，成員到南丫

島索罟灣進行兩天一夜的「環保義工訓練營」活動。所有成員前往索罟灣進行淨灘行動，在石灘上

撿垃圾，為保護生態環境出一分力。訓練營完結後，成員於2018年5月24至25日在學校有蓋操場舉

行展覽，將他們的感受和體會化成文字，連同他們在訓練營時拍攝的照片一同展出。 

 

9. 朝陽小組 

 

小組於 2018 年 4 月舉行，總共為 7 位來自中二至中四級的學生提供輔導服務。小組希望透過

關心社區的活動，以擴闊他們對社區問題的認識及關愛，同時協助他們反思自身的環境和面對的狀

況如何受主流社會影響，又讓他們從「違規」身份以外，建立其他正面角色及信念。 

 

10. 中一級「情緒管理工作坊」 

 

2018 年 4 月 23 日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為中一級學生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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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徵狀，加強學生關注自己情緒健康的意識。 

 

11. 中四級生涯導航訓練營 

 

2018 年 4 月 26 及 27 日全體中四級學生前往獅子會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參與「生涯導航訓練

營」。學生分成 7 組，透過遊戲，讓小組在歡樂聲中打破隔膜。導師邀請不同的職業人士到場作分

享，讓學生可以從不同人的生命故事中得到啟發。 

 

12. 中二及中三級深身心 

 

 2018 年 5 月，本組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服務中心延展上年度「深身心」工作坊。工作人員

利用寬闊的空間，鼓勵學生以最舒適的姿態參與。透過了解身心的情況，學習感受正負情緒對自身

的影響。除了教導學生珍惜生命，更希望讓學生與身邊的人建立信任的關係。 

 

13. 守望星計劃—午間聚餐 

全體中一學生和守望星老師於2018年5月21日共聚禮堂參與「守望星午間聚餐」，師生聚首共

進午餐，一同回顧加入粉官大家庭的美好時光。 



                                                              

10 

 

五、 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 
 

1. 英語話劇觀賞活動 

 

為使學生能從不同途徑學習英語，本組於 2018年 3月 1日帶領 18位學生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

劇院欣賞英語話劇<< Dr Jekyll & Mr Hyde >>，學生沉醉在逼真的英語話劇裏，愉快地渡過一個

下午，亦提升他們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2. 舉辦繁體字及廣東話訓練班 

 

為了提升新來港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幫助他們融入在港的校園生活，本組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及

4 月 30 日午間，舉辦繁體字及廣東話訓練班，讓學生透過了解廣東話正音、簡繁體字轉換等學習技

巧，以助他們輕鬆自在地掌握及運用廣東話和繁體字。 

 

3. 參觀海洋公園 

 

本組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帶領 18 位新來港學生參觀海洋公園。此活動不但讓學生增廣見聞，

更可讓他們開懷地暢遊一天，釋放學習壓力。 

 

4. 認識香港活動 

 

本組將於 2018 年 7 月 3 日試後活動期間，舉辦參觀昂坪自然及文化資源活動，包括來回乘搭

昂坪 360 纜車，透過是次活動，讓學生對昂坪自然地貌及文化資源有更深入的認識及瞭解，增進他

們對香港的認識。 

 

 

 
繁體字及廣東話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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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生涯規劃組 
 

1.  生涯規劃資源中心開幕禮 

 

本校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及《賽馬

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總研究顧問梁湘明教授擔任主禮

嘉賓，為生涯規劃資源中心主持剪綵揭幕儀式。當日儀

式的司儀、接待、佈置、大部分均由職學大使擔任，學

生表現令來賓讚口不絕，典禮後學生與嘉賓分享當上職

學大使的感受，不少來賓被他們真誠的分享感動。 

 

 

2.  「職學大使中大遊」及就職禮 

 

職學大使培訓計劃的重頭戲「職學大使中大遊」已於 2018

年 2 月 5 日舉行。22 名職學大使浩浩蕩蕩抵達中文大學崇基書

院，參觀中大校園和教育學院輔導監控室，又訪問中大學生，

了解他們入大學的歷程。參加學生認為活動有助確立他們讀書

的目標、激發他們鬥志。受惠於培訓計劃，加深了職學大使對

不同升學出路和就業機會的認識，他們在就職禮上士氣高昂，

願意肩負與同輩分享資訊和活動經歷的使命。 

 

 

3.   校園生涯策劃領袖影片拍攝及製作工作坊 

 

 5A 蔡淇安、侯博淇、4A 呂芷琪、勞敏銳參

加 CLAP 專為網絡學校舉辦的校園生涯策劃領袖

影片拍攝及製作工作坊。課程旨在裝備學生基本

影片拍攝及製作技巧，日後能製作校園生涯規劃

活動相關的影片，如：人物專訪、活動宣傳、活

動花絮片段等。 

 

4.  職場參觀及影子工作計劃 

 

為配合學校選科活動，在《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穿針引線下，本組聯同物理科，安排本

校學生於 3 月到香港天文台參觀，認識部門工作；4 月又安排學生到香港郵政進行影子工作計劃，

除了參觀工作重地外，學生又有機會與各部門職員交流對話，令學生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生涯規劃資源中心剪綵揭幕儀式 

 

職學大使將與學生分享升學資訊 

 

學生聚精會神地學習後期製作和剪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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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參觀香港天文台： 

 

 

 

 

 

 

 

 

 

 

 

 

 

 

 

 

 

 

 

 

 

 

 

 

 

 

 

 

 

 

 

 

 

  

 

參觀香港郵政 

 

參觀香港天文台 

 

 

5C 李鳳鳴  

這次參觀天文台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職位

是天文台科學主任，以往經常在電視裡看見

天文台科學主任為我們講解天氣，最初我以

為要成為天文台科學主任是必須修讀地理

科，了解後才知道原來要成為天文台科學主

任必須修讀物理丶數學及氣象學。天文台科

學主任的工作除了為市民提供天氣預測外，

還需在惡劣的天氣下工作，而且天氣預測關

乎市民的安全，所以必須一絲不苟，不能有

半點差錯，如果沒有他們為我們提供最新的

天氣資訊，相信我們在生活中也會岀現許多

不便的情況，所以我很感激他們一直以來默

默的付出…… 

 

4C 羅沛華  

這次郵政局影子工作計劃，職員詳細地介

紹郵政局的工作範疇，原來郵政局的內部流程

極其複雜，每一個部門都要相互協調、幫助才

能令工作順利完成。我明白了郵政員工作的辛

苦，無論有多疲累，都沒有一刻放鬆，突然我

明白到這才是工作應有的態度，也意識到自己

的不足之處。郵政局在最繁忙時期是「雙十一」

時，當我們都因為折扣而瘋狂購物時，郵政人

員卻在沒日沒夜的加班！參觀結束後，職員對

我們說的其中一句話讓我終生受用：「無論做

什麼工作，都不要怕吃虧。」我非常感謝學校

和主辦單位提供這麼有意義的活動，也讓我增

長了自己對這個職業的認識。 

 

5A 黃咏怡 

今次有幸可以參加影子工作計劃，令我獲益良多。首先參觀郵政的工作環境時，令我不由地感

嘆：每個人工作都井然有序，偌大的樓層內分工十分明確！一路上參觀由運輸包裹、分類、戳印、

分派到不同區域等的流程，讓我對寄信的過程知之甚詳。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蓋章的步驟，工作人

員只需看一眼便能辨別出郵票是否再次使用、價值多少等，並且每天能處理上千封信件，讓我不禁

欽佩。 然而郵政工作並不是表面那麼簡單，我認為要做好此工作必須有耐心和細心，因為只要稍有

差池便會令信件寄不到正確的地方，所以必須打著十二分的精神對待工作。 透過這次活動，我的價

值觀也有了不少的轉變。在郵局工作的每個人都是抱著回饋社會的心態做事，這不僅使我對他們有

了更深的敬意，也讓我對職業的規劃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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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涯規劃工作坊 

本組與不同的機構合作，如：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學友社、香港神托會，為中二、中三及中四

級學生舉辦多個生涯規劃活動工作坊，鼓勵學生為自己的升學、就業作適當規劃： 

 

 

 

 

 

 

 

 

 

 

 

 

 

6.  高級文憑課程體驗 

為了讓學生了解不同的升學出路，本組安排中五學生體驗 2 個高級文憑課程，幫助他們了解學

位課程以外的升學途徑，及早籌劃文憑試後的出路。 

 

  

電與力工作坊 

  

銀行金融工作坊 

 

中四級「尋志之旅」工作坊  

中三級「求學選科」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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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2018 年 2 月 26 日，本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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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藉此提升學生對國家外交知識的

興趣和認識，瞭解外交對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性。本校在是次比賽中獲得「踴躍參與學校獎」。 

 

2.    2018 年 3 月 12 日，本組在班主任課推行國民教育，課題是「本是同根生 (我的內地朋友)」。

通過課堂活動，讓學生認識和了解中港兩地生活和文化的差異，以包容、接納的態度看待兩地

的文化差異，學習以尊重和欣賞的態度接納新來港人士。 

 

3.    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10 日，本組舉辦「知識產權活動週」，活動包括知識產權互動劇場、

展板展覽、攤位遊戲、班主任課教材及於試後活動參觀「香港海關總部大樓」等，讓學生明白

尊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4.    2018 年 5 月 3 日，本組為中四至中五級學生安排「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專題講座」，主講嘉賓

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教授，講題是《國家的科技創新》。是次講座不僅使學生對國家的

科技創新有新認識，更可配合教育局推行的 STEM教育。 

 

5.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本校有 10 位中四級的學生參加由廉政公署主辦「高中 iTeen

領袖計劃」，表現優異，獲頒金獎。 

 

6.    本組於2018年7月3日為中一及中二級學生舉辦「社際中文及普通話國情文化知識問答比

賽」，藉以提升學生中文和普通話的水準及對國情的瞭解。 

 

7.    本組於2018年7月6日為中三、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舉辦「校外交流學習活動分享」，藉以鼓勵

學生多參與交流活動。 

 

 

知識產權互動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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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育組 
 

1. 中六級「品格模範生」選舉  

 

為表揚在品格行為及態度上值得讚揚的學生，本組進行「品格模範生」選舉，各班學生投票選

出 1 位班中值得嘉許的學生，本年度獲選的學生分別是 6A陳佳音、6B謝凱茵及 6C陳芷晴。 

 

2. 撰寫「感恩咭」活動 

 

本年度學校家長日已於 2018 年 2 月 10 日順利舉行。本

組希望藉著這天讓學生向父母表達愛意和感謝之情，故此挑

選由學生設計的感恩咭派發予全校學生，學生在班主任課撰

寫感謝字句，班主任收集後在家長日當天送贈予家長。 

 

3. 「樂施收集利是大行動」活動 

 

本組於 2 月參與樂施會舉辦「樂施收集利是大行動」，

鼓勵學生捐贈部分新年利是錢，以幫助改善中國內地留守兒童的學習環境。進行收集善款前，本組

安排樂施會為中一學生舉行講座，整個活動中，學生反應投入，全校共集得$1120 善款。 

 

4. 「正確使用互聯網講座」及「不賭我至叻講座」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及東華三院平和坊分別到本校舉行「正確使用互聯網講座」及「不

賭我至叻講座」，讓學生了解各項資訊，提升自我制約能力。 

 

5. 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 2018－《屹立不倒裝置展》不倒翁繪寫設計活動 

 

本組與視藝科合作，讓學生參與《屹立不倒裝置展》繪寫

設計活動，設計獨一無二的 80 厘米高不倒翁，宣揚色彩生命

屹立不倒的正面信息。不倒翁現放置在九龍公園，給市民觀賞。 

 

 

 

 

 

 

 

     設計精美的感恩咭 

 

學生設計的不倒翁色彩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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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健康與性教育組 
 

1.   健康校園計劃工作進展 （計劃橫跨2017-2020學年） 

 

本學年健康校園計劃活動如下： 
 

日   期 對   象 活    動 

18/7/2017 新學年中一級家長 健康校園計劃家長講座及簡介會 

5/9/2017 全校學生 健康校園計劃講座及簡介會 

5/9/2017 全校學生 校長於簡介會後宣讀同意聲明 

18/9/2017 全校學生 派發計劃意向書 

2/11/2017 - 14/12/2017 中四級 中四學生特訓計劃(6 次成長訓練) 

30/11/2017 - 8/3/2018 全校參加計劃的學生 4次藥物測檢 

11/2017 中三至中六級 獨居長者家居探訪(4 次訓練，一次探訪) 

24/11/2017 中二級 成長日營－行山及團隊訓練(馬鞍山) 

4/12/2017 中六級 壓力 GOGOGO工作坊(分班進行) 

9/12/2017 中四級 中四學生特訓小組參觀中文大學 

29/1/2018 中二至中三級 預防網絡交友與欺凌講座 

16/3/2018 中三級家長 家長資訊站(親子技巧講座及皮革製作工作坊) 

23/4/2018 中一級 情緒管理工作坊(分班進行) 

30/4/2018 中一至中三級 性教育－危機預防教育講座 

5/2018 中三至中六級 義務兵團－社區服務(4次訓練，一次服務) 

9/7/2018 中一至中三級 參觀沙咀懲教所 

17/7/2018 新學年中一級家長 健康校園計劃家長講座及家長資訊站 

 

 

 

 

6.「走炭生命劇場」 

 

   中二級學生於 2018 年 4 月 26 日前往荃灣大會堂觀賞｢走炭生命劇場」，並於觀賞後在學校禮堂

進行反思活動，從中接收熱愛生命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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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防流感 

 

根據教育局就 1 月份流感高峯期的措施指引，本組於 2018 年 1 月 19 日透過早會中央廣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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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健康校園計劃－預防網絡交友與欺凌」講座 

 

本組與香港青年服務處祥華邨中心於 2018 年 1 月 29 日合辦「健康校園計劃－預防網絡交友與

欺凌」講座，對象是中二級學生，學生從講座中了解及明白網絡交友與欺凌的定義及如何處理相關

的問題，學生反應熱烈。 

 

4.  「援交－青春何價」活動 

 

2018年2月26日本組為中五級學生安排在班主任課進行「援交－青春何價」活動，學生從活動

中瞭解何為援交及明白年青人青春的可貴，潔身自愛，抗拒誘惑。 

 

5.  「向性騷擾 Say No」活動 

 

2018 年 3 月 5 日本組為中四級學生安排在班主任課進行「向性騷擾 Say No」活動，學生從活

動中瞭解何為性騷擾及認識不同的解決方法。 

 

6.  「健康校園計劃－危機預防教育」講座 

 

本組與香港青年服務處祥華邨中心於 2018年 4月 30日合辦「健康校園計劃－危機預防教育」

講座，對象是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學生從講座中了解戀愛的正確態度，學生表現投入，認真參與。 

 

7.   中一級「飲食健康標語創作比賽」 

 

本組於 2018 年 5 月 7 日為中一級學生安排在班主任課進行「飲食健康標語創作比賽」，學生從

活動中明白飲食健康的重要。 

 得獎者 得獎作品 

冠軍 1A    李維駿 

少吃零食身體好， 

少肉多菜生活好。 

少糖少鹽多滋味， 

生活健康更美滿。 

亞軍 1B    黃浩兒 

想吃零食不能多， 

要健康多吃蔬果。 

烹調方法以蒸煮， 

進食定量勿過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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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1B    梁詠詩 

健康飲食由我創， 

低糖低鹽又健康， 

吃多高纖維食物， 

均衡飲食既健康。 

優異獎 

1A    李珈熒 

      駱曉峰 

1B    卓曉琳 

1C    陳可蒨 

      譚嘉俊 

      潘建宏 

 

 

8. 「校園開心『果』月」 

 

本組為響應衞生處「校園水果推廣計劃」，於 2018 年 5

月 7 月至 18 日，在蓋操場設置展板介紹 10 款常見的水果，

讓學生了解水果的功效和營養。2018 年 5 月 14 日午膳時間，

本組為中一及中二級學生舉行「對對踫」攤位遊戲，內容以

水果為主題，學生積極參與。 

  

 

9. 「班際齊齊帶水果比賽」 

 

2018 年 5 月 17 日在各班班房進行「班際齊齊帶水果比賽」，比賽分高中和初中，共設多個獎項。

比賽結果如下： 

 初中 高中 

帶最多水果獎 3B (153單位) 5A (484 單位) 

最高參與獎 3A (100%) 5C (78.3%) 

帶最多品種水果獎 2A (18 款) 5A (20 款) 

最開心『果』班獎 2A 5A 

 

學生積極參與攤位遊戲 

 
學生都變成「開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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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環境教育組 

 

1.   學生環保大使計劃 -「專題環保章」培訓 

 

2018 年 4 月 28 日本組 6 位環保大使參加由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的「專題環保章」培訓活動。

今年的考核活動是前往大埔汀角海岸保護區考察。 

 

學生分享： 

 

 

 

 

 

 

 

 

 

 

2.   「地球一小時」講座 

本組響應環保團體「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地球一小時」活動，於 2018 年 3 月 5 日在校內

為中四級學生舉辦講座，向學生介紹該活動理念，以及過度消耗能源對海洋生態的影響。透過是次

講座，學生除了能夠對光污染有進一步的了解，亦可以配合通識教育科的課題，從可持續發展的三

個方向，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探討香港參與「地球一小時」的意義及成效。 

 

十一、學生支援組 
 

1.   開放日攤位獲讚賞 

 

本組於開放日共設 3 個攤位，分別是氣球製作、咖啡拉花及手工藝。當天學生十分落力將其學

習成果展示於人前：氣球班的學生全情投入地製作精美的氣球紀念品；手工藝班的學生努力認真地

製作裝飾用品；咖啡小組的學生則充滿熱誠地製作味美的咖啡招待來賓，來賓對學生的表現十分讚

賞。 

 

2.   社交小組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註冊社工羅姑娘帶領本校中一級 10 位學生進行一連串校內和校外社交

訓練活動，藉此提升學生溝通能力及改善社交技巧。羅姑娘帶領學生遊走中環、上環、海洋公園等

地，又讓學生體驗務農，學生十分投入和享受所有活動。 

 

當日我們大清早來到香港教育大學集合，與 30 多位其他中學的學生，一起參與這次活動。

上午時段，我們聆聽導師講解海岸生態知識，並進行小組討論。中午，我們來到大埔汀角的海

岸保護區考察。這裡遠眺吐露港，眼前盡是泥攤和紅樹林，在這片不足三公里的地段，竟然有

上千種海洋生物居住，可見這裡的生物多樣性，大自然真奇妙！ 

 

最後我們回到課室作總結和匯報。在組員的通力合作下，我們取得最佳報告獎。這次確是

難得又開心的經驗！ 

5A  蘇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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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方位學習日 

 

為促進學生對香港的認識及學習西式的餐桌禮儀，本組於 3 月 2 日舉辦全方位學習日，本組老

師與學生一行 40 多人浩浩蕩蕩到達政府總部，參與由社企創辦的「愛烘焙餐廳」學習西式餐桌禮

儀，其後前往大會堂的展城館參觀，了解香港城市的發展，學生之後乘坐摩天輪，欣賞維港美景，

活動於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4.   高中生涯規劃課程 

 

本組繼續以外購服務形式為本校中三和中四級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輔導計劃─「摘星計劃」。計

劃除有專業社工向學生進行個別輔導外，亦提供小組輔導，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專長和興趣，課程亦

安排學生外出實地考察不同行業，增加對不同工作的認識。 

 

十二、家長教師會 
 

1.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2018 年 5 月 6 日舉行親子旅行，本校家長十分

踴躍報名參與。家長師生一行 60 人於當天上午 9

時在學校出發，首先到達元朗參觀恆香老婆餅製作

工場及腐竹展銷工場，順便購買手信。之後，到達

流浮山，遊覽流浮山海鮮街並品嚐海鮮午餐，更進

行抽獎活動。午膳後，旅遊巴直駛往機場二號客運

大樓，參加「我的合味道」工作坊及參觀翔天廊，

大家都滿載而歸，盡興而回。 

   

2.   家長講座暨皮革製作工作坊 

 

2018 年 3 月 16 日舉行家長講座暨皮革製作工作

坊，活動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資深社工主持，讓家長

學習親子技巧及製作皮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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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合味道」工作坊留影 

 

家長認真地製作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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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將於 2018 年 7 月 17 日於本校禮堂舉行。是次活動於上午 9時開始，本會

主席陳潔雯女士及本校不同組別的老師會向中一級新生家長簡單介紹本校情況，讓家長對學校有初

步的認識，當天亦安排校服商及書商到校，讓家長購買校服及暑期作業。 

 

十三、校友會 
 

1. 開放日 

 

2018 年 3 月 23 日是本校開放日，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代表張文忠先及本會幹事楊芝琳小姐一

齊出席是日慶典，身體力行地支持母校的活動。 

 

2. 新會員－應屆中六級學生 

 

今年中六級學生在畢業前加入本會，本會又壯大起來了。 

 

3. 校友分享會 

 

2018 年 5 月 2 日 3 位分別任職消防員的蘇軒堯校

友、大學中文系研究教學助理員溫卓豪校友和電視藝員

梁欣校友，在百忙中抽空本校中三至中五級學生分享他

們的個人經歷，藉此勉勵大家，要清楚自己目標及興趣，

只要堅持自己的想法，向著目標努力進發，自然能找到

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曹國禮老師和李振華老師 

代表全體老師接受生果籃和毛巾花束 

3.   「家長也敬師」活動 

 

     本會主席陳潔雯女士、委員苗素峰女士、

陳潔女士及謝雲英女士於 2018 年 5 月 18 日向全

校教師送上生果籃、毛巾製成的花束和心意卡，

以表達對教師的敬意。 

 

 

3位校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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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榜前分享會 

 

2018 年 6 月 29 日本會會協助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六級畢業學生作放榜前分享會。 

 

5. 週年大會及燒烤活動 

 

2018 年 6 月 29 日本會於學校禮堂舉行週年大會及校友代表選舉，時間為晚上 7 時 45 分，下午

5 時校園內設燒烤活動，歡迎校友回校跟老師及其他校友共聚話舊。 

 

十四 、學生會 
 

 

 本會於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多項活動及比賽，包括開放日攤位遊戲、班際閃避球、社際

籃球及羽毛球比賽，結果如下： 

 

2018 年 3 月 社際籃球比賽 

冠軍：行社 

亞軍：文社 

季軍：信社 

2018 年 3 月 班際閃避球比賽 
初級組 冠軍：1C 

高級組 冠軍：5B 

2018 年 5 月 社際羽毛球比賽 

初級組 男單冠軍：文社 

女單冠軍：行社 

雙打冠軍：文社 

 

高級組 男單冠軍：忠社 

女單冠軍：信社 

雙打冠軍：文社 

 

本會將於 2018 年 7 月 9 日舉辦歌唱比賽決賽，比賽設獨唱組及合唱組，讓學生盡展歌喉。 
 

十五、聯課活動及社會服務 
 

1. 戶外學習日 

 

為促進全人發展，讓學生擴闊其他學習經歷，本組於 2018 年 3 月 9 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戶外學

習日，為全體學生安排多元化的校外活動。活動由老師與學生共同參與，藉以增進師生感情，並培

養學生對學校之歸屬感。以下是部分學生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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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到訪綠田園，參與綠色之旅 

 

我們去了有機農場，一開始我們做了畫布袋，顏料是提取自有機農作物，顏色鮮豔而且無添加

任何化學物質。之後，導師帶我們去參觀有機農場，這裡跟大城市不一樣，沒有煙塵，也沒有吵鬧

的市場叫賣聲，反而有大自然的味道，也有不同昆蟲形成的交響曲。在這裡內心自然地平靜下來，

欣賞大自然的美。然後我們去做有機麵包和豆漿，全部材料是來自有機農場。這次戶外學習日我收

穫很大，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戶外學習日。 

  何梓琪   1A 

 

 中二級：到訪元朗錦田「一對手農舍」－農務體驗、手工藝及農夫廚房 

   

戶外學習日那天，我們每個人都懷著愉快的心情回校。到達農場後，我們首先是學習製作木筷

子，其實是考驗我們的耐性吧。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我們終於製成筷子，並感到很有成就感呢！

接著，我們參觀了這個農場，發現這裡的花草都可以吃，有酸的、甜的和苦的，每一種味道讓人意

猶未盡，不想離去。這次活動，讓我們體會到了另一種生活，知道農田生活是多麼有趣，而每件事

情經過自己的努力，總會得到收穫。 

卓瓊嵐   2A 

 

 中三級：樹屋田莊－蜘蛛網、飛索橫渡及緣繩下降 

 

    在今年戶外學習日中，我們級別前往樹屋田莊，體驗了蜘蛛網、飛索橫渡及緣繩下降三個活動。

我感到最有趣的是第二個活動：緣繩下降。在開始時，需要戴上安全帽和穿著安全繩的掛褲。每一

次只限兩個人上去鋼索，然後沿鋼索高速滑過另一端。我們一個一個順利地通過，並出色地完成任

務，非常厲害！可能因爲比較好玩吧，很多學生玩多了幾次。而更重要的是這天的活動讓我們學習

團結和勇氣。 

管曉敏 3B 

 

 中四級：智趣樂園－野外生火煮食訓練 

 

今天學校舉辦戶外學習日，讓我們獲益良多。先由印象最為深刻的生火說起，起初我們看著導

師輕鬆地將木頭一塊塊劈成柴，再將柴堆起來，擦一下火柴就燃點了。到我們嘗試時才發現事情並

不如此順利，大家在生火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幸好到最後憑著毅力，不停嘗試，終於火生起了。 

然後，我們要完成當日的終極目標－烤全雞，大家拿到整隻雞的時候都無從下手。最後幾經辛

勞，午飯終於煮成，學生都吃得津津有味，唯一不足就是雞沒有熟透。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很

享受這當中的過程，大家齊心合力共同克服困難的精神，這次活動真是令人難以忘懷。 

張海倫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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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大嶼山大澳－大澳生態文化之旅 

 

這次大澳生態文化保育之旅中，我們一路上運用課堂

上所學的知識，討論車窗外看到的海岸和處岩石的故事，

既為旅途增添不少樂趣，同時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令我受益匪淺。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是體驗曬鹹蛋的活動。原來一

個普通的鴨蛋需要經過細心的處理和幾天的日曬，才能成

為美味的鹹蛋。在這個製作過程中我感受到阿姨對食材的

用心和珍惜，除了曬鹹蛋，還會把剩下的蛋白作多種用途，例如：製作有機肥料和延長漁網使用壽

命等。其後阿姨跟邀請我們品嚐白豆粥的風味。在與她們交流的過程中，我感到了她們的熱情和親

切，這讓我更想一探大澳的風土人情。 

李俏文   5A 

2. 社會服務：「熱血青年捐血日」活動 

 

2018 年 5 月 23 日本校與香港紅十字會合辦「熱血青

年捐血日」活動，鼓勵學生捐血，傳遞互助互愛的精神。

當日學生與老師都積極參與，實踐關愛社群的精神，同時

向學生傳遞捐血救人的訊息和「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3. 擴闊視野的交流活動 

 

2018 年 3 月 27 至 28 日，陳詠怡老師、麥佩君老師、

程洛林老師和蔡瑋倫老師帶領本校 40 位中五級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廣州、深圳升學就業探索

之旅 (2017/18)」。是次交流活動讓學生認識廣州和深圳地區的高等教育現況及體會當地的文化和

經濟發展。 

 

2018 年 3 月 25 至 29 日，伍榮華老師帶領本校 10 位高中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絲綢之路」

起點—西安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之旅（2017/18）。學生除了可以參觀鐘鼓樓、回民街、秦始皇兵馬

俑博物館、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西市博物館和西安比亞迪汽車有限公司外，還可以與西北大學和

西安高新第一中學的老師和學生交流學習心得，學生獲益匪淺。 

 

5A陳銘、梁淑敏和蘇學昊參加由教育局主辦「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2017/18」，交流計劃於2018

年4月2日至6日在北京舉行，為期五天。是次交流活動讓學生可以拓寬視野，加強對國情及國家發

展的認識，以及加深瞭解領袖須具備的素質。 

 

    5B余怡嫻參加由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年

局聯合主辦「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2018)」活動。夏令營將於2018年7月25日至31日在香港及澳

門兩地舉行，為期7天。學生須擔任「學生大使」，與北京及澳門學生交流及介紹香港文化特色。 

 

得來不易的火苗 

 

學生熱心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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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王紫瑛、2A黃境炫、邱曉暉、5A何永明、5B葉溢希和曾文熙參加由教育局主辦「2018香港

青少年軍事夏令營」，他們將於2018年7月15日至19日(初中生)和7月15日至29日(高中生)，在中國人

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粉嶺新圍軍營接受為期5天/15天的軍事夏令營訓練。活動內容包括軍事訓練、

德育及專題講座、電影欣賞及參觀學習等。是次活動讓學生認識駐香港部隊，學習有關軍事知識，

紀律訓練和基本技能，從而磨練學生的意志力，加強他們的國家和民族意識。 

 

4. 獲獎及嘉許消息 

4.1. 學生傑出表現 

 

比賽/活動名稱 得獎者 獎項 

全港學界中史解碼短片創作比賽 

4A  張海倫  勞敏銳 

4B  但雪洪 

5A  李俏文 

高中組冠軍 

第 1 屆全港中學生首飾設計比賽 6A  黃藝盈 
高中組一等獎 

及獎金$2000 

香港生物學標本繪圖比賽 2017 5A  侯博淇 高中組傑出獎 

第 18 屆獅子會 

國際青年交流徵文比賽(英文) 
5A  梁淑敏  蘇學昊 

晉身全港五十位 

及優異獎狀 

The Speaker 

全港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2018 
5A  游若琳 

晉身全港五十三位 

及優異獎狀 

香港電台「通識徵文比賽」 3B  羅勺瑜 初中組優秀作品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2018」 
5A  岑曉瑩   陳銘   張强 哈佛圖書獎 

2018 股壇達人比賽 
6A  陳凱瑩   曾虹靜           

    麥志聰    陳子堯 
優異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C  鄧睿彰 運動員獎 

《第 4 屆中華傳統文法 

道教經藉典故普通話朗誦比賽》 
5A  蘇學昊 優異獎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1C  鞏潤潤 

1C  林鈴 

2A  劉亮    黃慧敏 

2B  何祖祖 

3C  馮翠廸  羅子鈺 

4B  羅安怡  李祉蓉  周善怡 

4C  張渝琳 

現代舞組別 

乙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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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曾文熙 

6B  姚海明 

第 69 屆校際朗誦節 

5A  林俊欣 英語詩詞獨誦第三名 

1A  何詠彤 郭可怡 李綺婷 

2A  陳嘉迪 鄭凱樂  林家宇

徐子聰 殷倬楠 

2B  郭武哲 

3A  陳紫珊 李靖文  

佐藤莉娜 

3C  李菊婷 葉偉希 

4A  曾婉婷 韓祉樂  羅名揚 

謝俊賢 

4C  張渝琳 黃宗怡 

5A  李俏文  林貝詩  黃芷珊 

黃慧怡 黃咏怡 游若琳 

英語：優良獎狀 

1A  鄒穎琪 

1B  鍾浚鏗 

2A  鄭菲菲 劉亮 

2B  何祖祖 

5A  張嘉怡 

5B  鄧文芊 

英語：良好獎狀 

5B  余怡嫻 
普通話散文獨誦 

第三名 

1A  何梓琪  郭可怡 

1B  范洋萍  謝晓君  卓晓琳 

2A  鄭菲菲  郭韵熙  劉亮 

卓琼嵐  陳嘉迪 林家宇 

黃境炫  邱曉暉  馬浩言 

2B  馮澤鈞 

3A  陳彥菲  彭卓蕾 

3C  羅子鈺 

4A  羅名揚  曾志杰 

4B  陳耀成 

5A  林俊欣  林貝詩  謝旖琳 

黃咏怡  蘇學昊 

5B  彭嘉儀  鄧文芊 

中文及普通話：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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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張思怡  李綺婷 

1B  高洛晴  鍾浚鏗  文旭熙 

周建健 

1C  謝蕙燁  元曉欣 

2A  鄭子謙  徐子聰 

2B  黃兆維 

中文及普通話： 

良好獎狀 

第 70 屆音樂節 

3B  李韻南 
笛子獨奏－ 

初級組季軍 

3A  梁嘉杰 
笛子獨奏－ 

初級組良好獎狀 

1B  高洛晴 

3C  羅可穎 

古箏獨奏－ 

中級組良好獎狀 

2018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 

邀請賽初賽 

1C  陳建林 一等獎 

2A  鄭凱樂  林家宇  宋志豪 

尹俊豐 
二等獎 

1A  鍾樂宇  陳昇  張智偉 

曾垚鑫 

1B  范洋萍  高洛晴  謝晓君 

1C  鞏潤潤  梁俊杰  陸嘉言 

馬浩言  黃境炫  殷倬楠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8(香港賽區)初賽 

2A  鄭凱樂 二等獎 

1A  廖家欣  鍾樂宇  陳昇 

曾垚鑫 

1B  陳文靜  范洋萍  高洛晴 

謝曉君  陳均鴻 

1C  陳子軒 

2A  林家宇  黃境炫  尹俊豐 

殷倬楠 

三等獎 

2018「華盃」數學 奧林匹克 

全國聯合競賽（香港賽區） 

1C  陳建林 

2A  鄭凱樂 
一等獎 

1A  陳昇    曾垚鑫 

1B  謝曉君 

2A  林家宇  胡衍偉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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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郭可怡  龍文湞  鍾樂宇 

張智偉 

1B  高洛晴 

1C  陳子軒 

2A  陳嘉迪  梁俊杰  宋志豪 

黃境炫  尹俊豐 

2B  陳文朗 

三等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 

2A  鄭凱樂 金獎 

2A  宋志豪  尹俊豐 

5A  侯博淇 
銀獎 

1A  曾垚鑫  龍文湞 

2A  陳嘉迪  黃境炫 

2B  郭武哲 

3A  吳秉蔚 

4A  張辰 

5A  岑曉瑩  梁淑敏 

5B  李智景  黃振東 

銅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 

粉嶺官立中學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粉嶺官立中學 中文戲劇組 傑出劇本獎 

2A  林家宇  馬浩言  邱曉暉 傑出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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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生獎勵計劃組 (Student Achievement Team) 

 

本年度本校推薦多位學生申請校外不同的獎學金及獎勵計劃，名單如下： 

 

獎學金/獎勵計劃 得獎者 

2017-2018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每位學生獲得嘉許狀) 
5A 陳銘 梁淑敏 李俏文 張强 

2017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吳天墅獎學金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5000 及證書） 

2A 譚善鳴 

3A 吳秉蔚 

4B 但雪洪 

5A 張强 

6A 梁蔓莉 

2017-2018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800 及證書） 
6A 黃雙兒 吳嘉靜 

2017 第 3 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每位學生獲得超市禮券$50 及優異獎獎狀) 

3A 彭卓蕾 陳飛陽 

6B 陳雨陽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8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5000 及證書） 

5A 李俏文 

6B 謝凱茵 

香港會計師公會 2017-2018 中學組獎學金 

（每位學生獲得獎學金$300 及證書） 
5A 岑曉瑩 

家校合作委員會｢關心你」獎勵計劃 2018 

(每位學生獲得海洋公園門票 2張及嘉許證書) 

2A 陳嘉迪 林家宇 譚善鳴 

2B  蘇俊弘 陳文朗 

2C  潘國輝 胡萬鈞 

3A  陳彥菲 李靖文 梁嘉杰 

4B  林榮光 

4C  黃宗怡 

5A  石曉彤 游若琳 張嘉怡 張子樺  

侯博淇 蘇學昊 

5C  王妙蓮 

6A  黃藝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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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詠詩教學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