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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歡送會

家長日

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

　　2021年 2月 25日是中六畢業班學生最後的上課天，學校特別為
他們舉辦歡送會。當天中六級班主任及學生代表均分享臨別感言，學

生代表更向班主任送贈紀念品和花束，以表達他們對老師悉心教導的

謝意。而輔導組不但為每位畢業班學生準備了小禮物，還為他們製作

校園生活回顧短片，讓他們重溫不少昔日難忘的片段；亦安排班代表

把老師和學生送給畢業同學的感恩和祝福卡貼在壁報板上，彼此分享

互勉，場面溫馨感人。

　　本年度的家長日於 3月 27日順利
舉行。受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學

校為減少社交接觸和人群聚集，家長日

主要以網上面談形式進行。有見本學年

初的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亦因疫情而取

消，為加強中一級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學校在採取適

當的防疫措施下，特安排中一級在港學生及其家長到

校與班主任面談。此外，校方亦安排個別有需要的學

生及其家長到校與相關老師進行面談，以便家校能夠

積極合作，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為學生的全人發展

提供適切的支援。無論網上或實體面談，家長們都樂

於與老師傾談其子女的學習情況，氣氛良好。

　　本校於家長日下午舉行網上「中三級選科講座」，向各中三級學生及家長簡介來年高中課程的規劃及選科程序。12
位選修科科主任逐一概括介紹各科的課程內容和相關的升學及就業資訊。此外，為配合教育局高中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學校將於下學年進行中四級校本課程規劃，騰出更多空間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需要；並善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釋放的課

時，讓學生增修多一個課程，當中包括：數學科延伸部份 (單元二 )、應用學習課程及全方位學習課程，以照顧學生的
不同興趣和能力。學生和家長均投入參與講座，在答問環節還積極提問，並表示是次講座能加深他們對高中課程的認識。

2



傑出表現頒獎禮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本校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舉行傑出
表現頒獎禮。當天

除了頒發學業獎予

學業成績優異的學

生外，亦頒發校內

外比賽及活動獎項，

以嘉許學生積極參

與各類型的活動及

比賽，並獲取佳績。

　　學校於下學期繼續與網絡支援學校樂善堂余近卿中學進行「智能種植」的 STEM
跨學科教學協作。活動中，學生需運用科學科的知識和電腦科的編程技巧，發揮創意，

與同學協力製作可觀察植物生長的模型，並加裝不同的電子傳感器，再配合手機的應用

程式作遙距監察及記錄植物的生長變化。學生須就不同顏色光線對植物生長的影響進

行觀察及分析，最後歸納實驗結果，藉此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及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

家長也敬師

　　家長教師會於 5月舉
辦了「押花花藝」親子

工作坊，家長們透過工

作坊與其子女合力製作

精美的花藝裝飾，作為

家長也敬師的禮物。而

家教會執行委員會代表

亦藉着學校的傑出表現頒獎禮，向全體老師致送感謝狀、

花藝裝飾和水果籃，以表達家長對老師的尊敬及欣賞。

3



教師專業發展

「聯校教師研討會 2021」

　　本年度由教育局舉辦的官立中學聯校教師研討會因受疫情影響，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並於 2021年 3月 31日圓滿結束。

　　研討會的主題是「成就專業交流，豐富教學智慧」。當天早上，首先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JP致辭，接著由精神科
專科陳國齡醫生主講《教師心靈健康保健》；小休後便進入老師分享環節。本校代表陳詠怡老師、林燕華老師及阮志華老

師以「有效的電子學習平台及配套設施」為題與友校進行教學經驗分享。而下午時段則由各官立中學就上午不同的分享進

行校本討論及反思，並總結老師從分享環節中的得著，藉此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本學年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已於 2021年 6月 8日順利進行。在上午
環節，本校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客座首席講師許

為天博士到校，就「國情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作專題講座。許博士透

過分享他的成長經歷和教學體驗，跟老師一同探討在學校如何有效地

推行國情教育，並鼓勵老師運用生活化的題材，將國情結合學科教學，

以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感、歸屬

感和責任感。在下午環節，由學校關注事項負責老師作周年檢討匯報

後，老師們就檢討報告、持份者問卷和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的

分析結果進行分組討論，探討下學年關注事項的發展方向。老師們均

積極投入討論，為來年學校的發展策略提供了不少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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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為加深中三級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的認識，生涯規劃組

安排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明愛社區書院分別於 2021年 4月
30日及 5月 3日到本校舉辦「甜品及咖啡店營運」及「健康
護理實務」導引課程，讓學生親身體驗課程的內容。

中國歷史及文化周 ( 2021年3月24至30日)

　　由中文科、中國歷史科、圖書館及中

文學會合辦「中國歷史及文化周」，本年

度主題為「中國傳統手工藝」。活動多

元化，包括早會分享、「中國歷史文化書

展」、「中國摺紙」、「中國剪紙」、「中

國繩結」及「中國書畫」工作坊，讓學生

認識中國傳統手工藝的起源、發展、特色

及製作方法。再者，本校於 2021年 3月
26日舉辦「粵劇示範導賞工作坊」，介紹
粵劇的歷史、唱腔及做手，參與學生能即

場試穿小生的戲服，表現興奮投入。此外，

本校亦為中四級學生舉辦「新界歷史文化

學習工作坊」，透過大埔三宮廟的實景教

學短片及導師的詳細講解，學生對中國傳

統建築及祭祀文化加深了不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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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19 to 21 Apri l  2021)

Student's Sharing
　　The English Week, named 'Self-care Week', was held 
successfully.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school took part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ree themes: "Personal 
Hygiene", "My Emotions" and "Relax Yourself". During the event, 
students had fun through playing e-learning games and conversed 
with their English teachers outside classroom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speaking skills. In a relaxing and encouraging 
environment, most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nd develop an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this year's program organized by Social Civil 
International (SCI) and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e 
focused on helping teenagers to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 mids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hare stories across countries.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views and interact 
with friend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y using 
English. Here is what our student shared with us.

5A Lam Ka Yu

　　COVID-19 makes me feel slightly confused, 
but still I try to stay positive.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experience a 2-week quarantine in the 
pandemic. Under the 'new normal', we have to wear 
a mask when going out and have half-day school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would definitely b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The challenge I am facing is about my academic 
performance. With the reduced time at school, 
my learning motivation is dwindling. In order to 
improve my school grades, I have to set my own 
routine and make myself more adaptable to changes.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have to 
be self-disciplined so a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For example, I have self-study in the 
afternoon and practise speaking on my own. It is not 
easy, but with an iron will, I believe I can do it, as 
adversity brings forth strength.

　　由體育科、視藝科及音樂科合辦的「體藝周」已順利完成。

體育科以「運動與健康」為主題，配合「精神健康月」，進行

多項活動，包括早會分享、「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運動展覽」、「運

動飲食講座」和「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等，讓學生認識體

育與健康的關係。視藝科舉辦了藝術展覽、「看得見的記憶藝

術教育計劃」、攝影活動、跨學科書展、盲繪及電影欣賞等活

動，增加學生對藝術範疇的認識。音樂科進行了早會音樂欣賞，

音樂老師與學生一同欣賞久石讓的電影音樂，賞析當中節奏、

和聲、音色等元素和營造電影氣氛的關係，學生均陶醉其中。

學生感想：

5B 曾紫昕

　　學校舉行體藝周，活動豐富，在禮堂可以試玩一項新

興運動—健球，而在雨天操場的活動更有趣，有地壺、

擲飛標、測體脂等攤位遊戲。運動的種類眾多，令人目不

暇給。我和同學不單在小息參加活動，還在放學後繼續體

驗遊玩。我從中體會到體育運動的樂趣及對健康的重要。

體藝周 ( 2021年5月17至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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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周 ( 2021年4月12日至16日)

環保通識周 ( 2021年5月3日至5月7日)

　　由地理科、旅遊與款待科、中國歷史

科、歷史科、經濟科、生活與社會科、視

藝科和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合辦的「人文

學科周」，主題為「香港文化與經濟」。

活動包括「成功之路：香港經濟奇蹟」展

板、主題書展及短片導賞等，藉以介紹香

港經濟發展的情況及疫情下的消費文化。

本校安排初中學生參加由嶺南大學主辦

「傳‧創」非遺教育計劃的「麵塑技藝

課程」，以加深他們對本地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了解。此外，亦在課堂上播放「香港

非物質文化遺產：粵劇」短片，讓中一及

中二級學生初步接觸廣東戲曲；並安排中

三及中五級學生在視藝課進行「糖藝工作

坊」，讓他們親身體驗製作糖藝的樂趣，

並將創意融入傳統技藝之中。

　　通識教育科和環境教育組合辦的「環保通識周」，主題為「實踐低碳生活」。學生在班主任課學習如何實踐

低碳生活的方法，藉以學習愛護環境。此外，透過早會短講及網上問答比賽，宣揚「塑膠有害」、「減塑由生活

習慣開始」的環保訊息，並配合通識科「可持續發展」的課題，在班主任課為中四級學生舉辦「咖啡渣循環再用

工作坊」，參與學生嘗試以咖啡渣種植盆栽及製作蚊香，不但能做到將廢物循環再用，還能體現實踐環保的樂趣。

優化圖書館設施
　　圖書館已完成內部優化工程，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經過翻新後的圖書館比以往更整潔明亮，設備更完善，

包括增設了活動式長桌、花形小枱及色彩繽紛的沙發等，為學生締造更舒適的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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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掌 Art 生命計劃」精神健康教育劇場

　　本組與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合辦「掌Art生命計劃」
精神健康教育劇場，活動以互動劇場方式進行，引領學

生體驗不同情緒，並介紹可紓緩負面情緒的方法。學生

有機會獲邀到台上參與演出改編的故事，表現雀躍。

正向動力工作坊

　　本組與明愛「樂晴軒」合辦「正向動力工

作坊」，對象為中三至中五級學生。講者以「與

情緒做朋友」及「你不知道情緒的事」為題，讓

學生學習處理情緒及壓力的正確態度，並引導學

生進行靜觀練習，從中覺察及接納自己的情緒。

「深身心：關懷學生情緒系列」身心紓緩活動

　　本組於 2021年 3至 5月期間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到校為中二及中三級學生舉辦「深身心：
身心紓緩活動」。透過參與一連串紓緩情緒的活動，學生能放鬆身心、減輕壓力。

「深身心：關懷學生情緒系列」浩園及景仰園墳場生命教育計劃

　　本組邀請路德會賽

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

到校為中五級學生舉辦

「浩園及景仰園墳場生

命教育計劃—室內墳

場導賞」。透過模擬碑

文導賞、向先人獻花、

嘗試發掘先人與個人共

同擁有之生命特質等活

動，讓學生反思生命的

意義。

學
生
發
展
與
支
援

　　為推廣及促進學生的精神健康，輔導組安排了多個活動讓全校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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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創世代」生涯規劃講座

　　「Generation 創世代」是全球
性非牟利組織，致力培訓和全面支

援青少年就業。本校生涯規劃組自

去年便與「Generation 創世代」合
作，持續為中六級學生舉辦一連串

講座及課程體驗活動，讓他們進

一步了解不同工作的要求及入職條

件。學生均表示講座能令他們增廣

見聞，為未來作更好的準備。

學友社「闖闖大灣區」網上講座

　　為協助高中學生了解內地升學途徑及大灣區發

展情況，本組安排了學生參加由學友社舉辦的「闖

闖大灣區」網上講座。講座內容豐富，涵蓋不同的

內地升學及就業資訊。學生積極參與講座，除細心

聆聽外，還踴躍發問，從而了解現今青年熱衷投身

行業的最新情況。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學規劃」網上專題講座

　　是次講座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主辦，邀請業內專家主
講，主題包括創意商業、創新科技、食品與健康科學、工程及

人生規劃等範疇，對象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參與講座的學生

不但能認識不同行業的最新發展趨勢，而且加深對職業專才教

育的了解，及早規劃人生。 

　　本組已招募了 14名中三至中五級學生擔任
Smart Teens組長，並於 2021年 2月至 5月期間
進行組長集會。活動同步在網上及校內進行，好

讓身處本港及內地的學生能一同參與。透過不同

的訓練方法，組長學習到重要的領袖特質，為日

後組織及帶領活動奠定良好的基礎。

和諧粉彩紓壓工作坊

　　為了紓緩應屆文憑試學

生面對公開考試的緊張情

緒，本組與香港青少年服務

處合辦「和諧粉彩紓壓工作

坊」。透過輕鬆的繪畫活動，

讓學生紓緩情緒及壓力，關

注個人的精神健康。學生對

粉彩繪畫非常感興趣，過程

中有說有笑，並互相欣賞朋

輩的作品。

生涯規劃組

「2020/2021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組長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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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青少年人生之旅」

　　為了讓學生認識自我和了解職場環境， 本組共提名
14位中三至中五級學生參加由獅子會舉辦的「青少年人
生之旅」網上活動日。活動中，學生認識到不同行業的

運作和發展前境，讓他們對生涯規劃更全面的認識。

「粉官．獅子會—師友計劃」

　　本組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於本學年籌組師友計劃，並於 2021年 4月 22日順利舉行「粉官．獅子會—
師友計劃」啟動禮。當天，獅子總會的導師不但與學生面談，還為他們安排一連串不同類型的生涯規劃活動，藉此加深

學生對各種行業的認識，為未來的升學和就業作準備。學生反應正面積極，並感謝導師對他們的指導及鼓勵。

職學大使網上訓練計劃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的「職學大使」訓練計劃改以網上進行。擔任職學大使的學生除了獲得本港升學的資訊外，亦

進行了「Holland 職業類型測試」。透過測試，學生可更了解自己的特點，發掘自己對職業的性向。此外，負責老師還個
別指導職學大使如何準備網上面試的技巧，以應付將來升學或就業的需要。

中一級網上「自我認識工作坊」

　　駐校社工透過問答遊戲，幫助學生了解

自己的強項和弱項，學習自我肯定和建立自

信心。學生投入活動，踴躍回答問題。

聖雅各福群會網上「真人圖書館」

　　為了讓中五級學生認識不同行業的工作特質，本組邀請了「消

防」、「旅遊」及「攝影」三個行業的嘉賓為學生分享他們在職場上

的見聞。參與的學生反應熱烈，踴躍向嘉賓發問。

生涯規劃組

學生感想：

5A 殷倬楠

　　是次活動不僅增加了我對不同行業的認知，透

過各式各樣的人生遊戲更讓我領悟到不少人生道

理，令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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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教育

　　2021年 4月 15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天的學
習活動已圓滿結束。國民教育組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

升旗禮、製作國家安全教育展板、舉辦班際國家安全標語

創作比賽、播放國家安全教育日短片、參與以國家安全教

育日為主題的壁報設計比賽、問答比賽、早會短講及遊戲

棋（認識《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促進學生全面

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培養國民身份認

同及對國家的尊重，提升學生的責任感、承擔精神及公民

意識。

　　2021 年 7 月 1 日是中
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也
是香港特區回歸 24周年，
我校童軍參與了「慶建黨

百年，賀香港回歸」慶祝

活動，包括於觀塘魔鬼山舉

行的升旗儀式及以「百年歷

練鑄百年成就」為主題的街

畫揭幕儀式，並在揭幕儀式

中站崗，服務社會，表現投

入，充分展示他們的愛國愛

港情懷。

價值教育

　　本校非常着重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安排中四級學生觀賞

視像直播的「廉政互動劇場」。透過有趣的互動答問，學生積極表達自己的看法。

是次活動不但成功推廣「廉潔守法」的精神，亦能讓學生明白在道德層面上作出正

確抉擇的重要性。

基本法教育

　　為加深學生對基本法的認識，本校安排一連串的班主任課及延伸活動讓學生認識基本法。在課堂及延伸活動中，學生

表現專注，對基本法的實施情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國民教育組

日期 活動內容 對象

12/2020-4/2021

《基本法》與日常生活 中一

《基本法》：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中二

《基本法》：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基本特點 中五

26/2/2021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網上簡介會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
15/4/2021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港澳兩地學生網上交流會

8-10/5/2021
「認識憲法、《基本法》— 與法治同行」
全港中學校際網上問答及專題報告比賽 2021

10-21/5/2021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中一至中三

25/6/2021 「香港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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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望」雜藝訓練計劃

　　本組致力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

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學生透過學習

扯鈴、抖盤和拋球等雜藝，不但增加了對

雜藝的認識，亦能提升他們的專注力、感

知肌能、手眼協調、溝通及執行能力等。

學生對雜耍非常感興趣，課堂表現投入。

氣球班

　　8節的網上課程能指導學生扭製多款動
物造型氣球的技巧。學生成功在家製作動

物造型氣球，作品有獅子、長頸鹿和小狗

等造型，色彩繽紛，充分發揮他們的創意。

「友伴行」朋輩支援小組

　　本組共提名 6位中一級學生及 7名中二級學生於 2021年 3月開始以網上形式參與由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
心籌辦的「友伴行」朋輩支援小組。計劃內容包括彼此認識、建立自我形象、運用身體語言和認識正向溝通技巧等，希

望透過不同活動建立學生對小組的歸屬感。

高中生涯規劃

高中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及職橋計劃

因應學生的成長需要及擴闊未來的職業路向，本組

特別鼓勵學生參加「高中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及「職

橋計劃」，讓學生有機會參加為期 80小時的咖啡
調配、攝影和包餅製作培訓課程，以豐富他們的工

作技能和經驗。

2A 葉明慧

　　雜耍班的課程內容充實，

氣氛愉快，能輕鬆地學習不同

的雜耍知識。我最喜歡扯鈴

和轉盤。雜耍既可作為個人

興趣，更可成為未來的職業。

學生感想：

2C 楊頌恩

　　雜耍班作為課外活動，

不僅能夠放鬆身心和訓練手

眼協調；還能增加我與同學

之間的互動，促進彼此感情。

2B 張家寶

　　雜耍班令我對雜藝產生

興趣。過程中，我雖然經歷

了多次失敗，但是最終的成

功增添了我的自信心。

學生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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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會分享

　　本組於早會與全校師生就「健康生活由睡眠開始」作

主題分享，藉以宣傳健康生活習慣的重要。學生用心聽講，

並反思自己的生活作息是否符合健康的要求。

　　為引導學生保護自己的身

心及情緒健康，本組安排了中

二級學生參與由母親的抉擇主

辦的「學校性通識 360 —性

健康四重奏計劃」學生工作

坊。透過工作坊，學生明白到

健康生活態度的重要，對正確

性觀念也有更清晰的概念。

「毒品殺人事件簿」工作坊

　　本組安排了中三級學生於班主任課進行「毒品殺人事

件簿」工作坊。班主任透過網上互動的學習方式，引導學

生分辨正確的資訊，認識毒品的禍害，並向毒品 say NO。

　　戲劇學會會員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2020/21香港
學校戲劇節」，透過網上演出《目連升仙》一劇。在戲

劇老師指導下，學生在比賽當日發揮了非凡水準。學生

的扮相維肖維妙，非常投入角色演出，他們的表現得到

評判的高度讚賞及肯定，榮獲多個獎項，包括：傑出演

員獎、傑出導演獎、傑出劇本獎、傑出影音效果獎、傑

出合作獎及評判推介演出獎。古語有云：「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同學們精彩的表演背後必定下了不少苦

功，希望他們努力不懈，再接再厲。

「非禮勿言」活動

　　本組藉着生動有趣的課堂活動，教導學生

正確的人際技巧，建立互相尊重的學習環境。

健康及性教育組

聯課活動組

「學校性通識 360 ─ 性健康四重奏計劃」
學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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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工作坊的講者是一位肢體傷健人士，由香港傷

殘青年協會社工帶領分享，內容包括聯合國《殘疾人權

利公約》定義與原則和認識傷殘人士的生活情況。學生

從中認識到《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和核心價值，並

認識傷健共融的重要。

「傷健共融，各展所長」青少年大使培訓計劃

　　本校共有 5名中四及中五級學
生入選「傷健共融，各展所長」青

年大使培訓計劃，並於 2021年 4月
至7月進行共40小時的培訓工作坊、
25小時義工服務及兩項專題研習，
以深入了解殘疾人士的限制、需要

和能力，從而提升同理心，促進個

人成長、建立領導才能和溝通能力。

學生於 2021年 7月參與嘉許禮，以
肯定其努力。

東華三院 150 周年暨 Radio-i-care

　　本校共提名 18名學生
於 2021年 3月至 5月參與
由東華三院主辦的「東華三

院 150 周 年 暨 Radio-i-care
『疫』轉重新線上城市定向

比賽 2021」，並獲發證書。
比賽設有 20個控制點，包
含多項有關東華三院及精神健康主題的定向任務。過程

中，學生學會關注自己及身邊人的精神健康，獲益良多。

2021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向心中國」主題演講大賽

　　本校獲邀參與由廣州市越秀區教育局主辦「2021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向心中國』主題演講大賽」，為參賽者提供對外
文化交流的機會，宏揚中國故事。本校共提名 8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分 3隊參賽，分別就「中國文化傳播」、「大灣區未來」
及「我和中國的故事」三個題目製作 3分鐘演講短片，並附以中英語字幕。所有參賽學生均躋身複賽，已於 2021年 5月上
旬參與複賽的線上英文主題演講。

服務教育組

組別 主題 演講內容簡介

中國文化組

我是中國文化傳播大使

粉官學生結合中國造紙術與中國文字的演

化，透過「撕紙」傳統民間工藝，向大眾

展現「向心中國」的意念。

大灣區發展

我是大灣區未來發言人

本組參賽代表是出生於中國的香港公民，

以自身生活體驗與喜好，親身介紹廣州的

茶樓美點，展示廚師傳承百年的巧斧神

工，製作一碟碟精美點心，推廣大灣區的

飲食文化。

國際學生組

我和中國的故事

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源於歷史發展，香港保留了國際化的特

質，本組參賽代表參照全國政協主席李瑞

環分享「茶壺的故事」，向公眾道出中央

珍視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

「傷健共融，各展所長」青少年計劃
網上工作坊

「疫」轉重新線上城市定向比賽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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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家長講座暨「手作防蚊香磚」
工作坊

　　為了介紹更多親子溝通技巧予家長認識，家

長教師會於 2021年 4月 21日舉辦了網上家長講
座暨「手作防蚊香磚」工作坊，是次講座主題為

「遊戲誘惑的解構及轉化」。參與的家長均認同

講座能助他們認識如何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竅門。

社際歌唱比賽

　　學生會將於 2021年 7
月 14日試後活動期間舉行
「社際歌唱比賽」，比賽分

為「獨唱」及「二人合唱」

兩個組別。參賽學生既可一

展歌喉，又可為自己所屬

的社出一分力，體現對學

校的歸屬感。在學生會幹

事積極向同儕進行宣傳活

動下，報名情況踴躍熱烈。

網上「保鮮花製作」及實體「押花花藝」親子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於 2021年 4月 30日及 5月 17日舉辦了網上「保鮮花製作」及實體「押花花藝」親子工作坊。
參與的家長和學生均用心學習，製成品令人賞心悅目。此外，活動的製成品已於「家長也敬師」活動中贈予本校

老師，藉此向老師表達謝意，極具意義。

家
長
教
師
會

學
生
會

1D 鄭糠順1A 陳詩琦

15



獲
獎
消
息

項目 姓名 獎項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楊自順」獎學金
2A劉兆強
3A吳雨翰
4A鄧志青

5A陳嘉迪
6A張芷彤 獎學金及嘉許獎狀

2021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5A 林家宇 4A 陳文靜 獎學金及嘉許獎狀

Nicola and Kenneth Bursaries 5A  溫恩　 獎學金及嘉許獎狀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學金 6A陳彥菲 6A吳海興 獎學金及嘉許獎狀

天然養生有限公司優異學生獎勵計劃 5A鄭凱樂 6B鄧金城 獎勵金及嘉許獎狀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聯合主辦
2020-2021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3A紀敏敏 初中級別優異獎

3A梁志港
4A卓曉琳

5A鄭菲菲
嘉許狀及決賽資格

3A吳汶瑾
3A許家瑩
3A鄒肇銘
4A陳文靜

5A陳嘉迪
5A林家宇 
5A馬浩言

嘉許獎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A曾壵鑫 詩詞獨誦亞軍

6A陳彥菲
5A鄭菲菲
5A符思敏
5A郭韵熙

5C馮澤鈞
5C邱曉暉
6A陳欣莹 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
哈佛圖書獎 2021

5A林家宇
5A陳嘉迪   

5A鄭凱樂
嘉許獎狀

北區居民聯會主辦
「始於基本 心懷家國」《基本法》及國情推廣計劃中文作文比賽

3A紀敏敏 中學組冠軍

3A邱鴻東 中學組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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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陳穎芯
1A 鄭麗杏
1A 何梓楷
1A 徐邁森
2B 湛涴棋
2B 張智伶

2B 彭朗婷
2C林凱琦  
3A 曹依琳
3A 林汝晶
3A 吳雨翰

良好獎狀

晶文薈萃主辦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2A陳齊美
2A李斯琪
2A李希茹
2A王采薇

2A楊子宜
2A葉昊昕
2A劉兆強
2A李融怡

參展文章證書

新界校長會主辦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1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3A紀敏敏 入選證書

教育局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0/21

5A林家宇 傑出導演獎

3A曹伊琳
3A卓慧妍
4A曾壵鑫

5A郭韵熙
5A林家宇
5C邱曉輝

傑出演員獎

粉嶺官立中學 傑出影音效果獎

粉嶺官立中學 傑出劇本獎

粉嶺官立中學 傑出合作獎

粉嶺官立中學 評判推介演出獎

編輯委員會

顧問：潘寶娜校長、陳靜茵副校長、張玉鳳副校長　委員：羅美玲老師、黎德偉老師、何凱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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