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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貌展新顏—演講廳開幕舊貌展新顏—演講廳開幕
本校的演講廳於2022年5月30日開幕，承蒙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沈穗美女士蒞臨主禮，並與北區

總學校發展主任麥婉宜女士、潘寶娜校長及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主持簡單而隆重的開幕亮燈儀式。典

禮結束後，演講廳的130吋特大投影屏幕隨即播放兩段短片。短片「舊貌展新顔」細訴了演講廳蛻變
的歷程，老照片舊片段，演講廳的前身—音樂室及多媒體學習中心瞬間重現。此外，演講廳建成於

本校創校30周年，意義深遠。為此，學校特地剪輯了一段「30周年校慶活動回顧」短片，觀眾恍然
重歷校慶繽紛歡樂又溫馨的場面，回味不已。

新落成的演講廳設備先進時尚，它不僅為本校的教學環境及設施舊貌展新顏，更為本校注入鮮活

的學與教互動場地，是本校一項重要的教學資源。

演講廳的原址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蛻變

音樂室音樂室 多媒體學習中心多媒體學習中心

演講廳演講廳

開幕亮燈儀式開幕亮燈儀式

演講廳可容納接近80人，環境舒適演講廳可容納接近80人，環境舒適



中六級惜別會中六級惜別會
由於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本年度的中六級惜別會於2022

年3月10日改以網上形式進行。當天，除了潘校長和中六級班主任為
畢業生打氣，祝願他們面對文憑試一切順利外，各班班代表亦分享他

們的成長片段及臨別感言，彼此送上祝福和鼓勵。

家長日家長日
為了減少社交接觸和人群聚集，本校於2022年2月

19日（星期六）舉行線上家長日。各班主任在網上跟家
長及學生進行面談，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並促

進家校合作。

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
本校於家長日下午舉行了網上「中三升中四選科

講座」，向中三級學生及家長簡介高中課程及選科程

序。選修科科主任及中四級校本課程負責老師扼要地

介紹相關的課程內容和升學及就業資訊。而在講座的

答問環節，老師們一一回答家長和學生的提問，加深

他們對選科和升學及就業資訊的了解。

6A班學生的感想6A班學生的感想

6B班師生合照6B班師生合照

大合照大合照

答問環節答問環節

老師與家長、學生進行視像面談老師與家長、學生進行視像面談

中六級學生的那些年中六級學生的那些年

負責老師簡介各科資訊負責老師簡介各科資訊

校長對中六級學生的勸勉校長對中六級學生的勸勉

6C班師生合照6C班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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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頒獎禮傑出表現頒獎禮
本校於2022年5月30日舉行傑出表現頒獎禮，是

日除了頒發獎項予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外，亦嘉許

於校內、校外活動及比賽中獲得佳績的學生，以肯

定他們的付出。

第27屆「表揚教師計劃」
計劃由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以傳揚「尊師重道」的精

神，讚頌老師對學生的循循善誘及無私奉獻。本年度當選的

教師分別是李振華老師及李兆賢老師。

第28屆「家長也敬師」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代表藉着

本校傑出表現頒獎禮，向全體老師致

送感謝狀、應節的端午節糭和一幅由
5A班陳希堯繪畫的精美敬師油畫，以
表達家長對老師的尊敬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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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聯校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聯校教師發展日於2022年1月28日舉行。當日
早上的兩個主題演講均以線上形式進行。第一個講題為《憲

法》《基本法》與維護國家安全，由前任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女士闡述《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維護國家安全

和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性。第二個講題則由李浩然博士主

講總體國家安全觀及《香港國安法》在學校的實踐方法。

下午時段，本校老師就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情況進行

檢視，並反思如何能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提高學生對國

家安全的認識。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工作坊

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

梁偉傑先生於2022年5月27日
到校主持國家安全教育工作

坊。當天講者解說清晰、老

師積極進行討論和匯報，對

如何配合課程，善用相關學

與教資源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有了更具體的掌握。

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2022年6月8日順利完成。上午
環節，由關注事項的負責老師匯報過去三年學校工作計劃的成

果，全體老師繼而進行分組討論，探討下一個學校發展周期的

目標、方向和計劃。而學生支

援組則在下午安排老師就照顧

初中學生學習差異上的課程及

課業調適進行分享；最後便是

勵志電影欣賞—「熱血合唱

團」。電影內容講述學生如何

在音樂中尋回自我，重新建立

希望和信念，相當有意義。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分享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分享

老師們積極參與分組討論老師們積極參與分組討論

課業調適的設計概念分享課業調適的設計概念分享

電影欣賞電影欣賞

老師們檢視本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情況老師們檢視本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情況

工作計劃成果匯報工作計劃成果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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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應用學習導引課程應用學習導引課程
選修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經過一整年的課堂，在知識層面及實踐方面均有所增長。繼本年開辦的「甜品及咖

啡店營運」及「健康護理實務」課程後，本校將於下學年增設「酒店服務營運」課程。為加深本學年中三級學生

對相關課程的認識，三間提供課程的機構：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明愛社區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已於

4月及5月期間舉辦導引課程，讓學生了解課程內容及特色。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M2)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M2)
本課程是為對數學有濃厚興趣的尖子學生而設。本學年教授的內容

包括極限、求導法（或稱「微分法」）的基礎。上課時，學生用心聆聽

及積極發問，表現投入。

全方位學習課程全方位學習課程
本校為中四級修讀全方位學習課程的學生安排廣受年

青人歡迎的電競課程。在修畢課程後，學生不但認識到電

子競技及其周邊產業的現況和發展趨勢，還學習運用不同

的社交媒體推廣電競產業。本校邀請了現職電競選手及具

有豐富經驗的賽評家到校為學生表演及進行講解，並勉勵

他們為夢想奮鬥。透過課程，學生能掌握電競業所涉及的

範疇，例如團隊策略、比賽管理及如何組織賽事等。

修讀「甜品及咖啡店營運」課程令我獲益良多，我學會製作甜
品和沖調咖啡的技巧，雖然每堂實習課都要在廚房工作3至4小時，
感到很疲累，但每當我可以和家人、朋友享用自己製作的美食時，
不管如何辛苦，我仍會努力學習。

4A 林汝晶

學生感想

我很高興能夠修讀學校今年開辦的「健康護理實務」課程。在這個課程中，我學
習了很多醫療護理知識。我能將它們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例如照顧嬰兒和長者的技
巧等，這一切都是在傳統課堂上學不到的，令我畢生受用！

4A 卓慧妍

修讀電競課程後，我明白到網絡遊戲並不等於電子競
技，要成為一名電競選手，需經過多重選拔，實在一點也
不容易。

4B 鍾美鳳

我不但對電競行業增加了認識，也體現到電
競選手必須與隊友建立互信，才能在比賽中發揮
應有的水準。

4B 黃天彥

修讀了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後，我學習到「微積分」
等數學理論，能探求數學的奧秘。

4A 郭敏儀

修讀M2可以讓我學習代數與微積分，並全面掌握
運算技巧，邏輯推理、抽象思維能力，能引領我進入
一個數學的新領域。

4A 紀敏敏

學生感想

學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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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暨人文學科雙周 中華文化暨人文學科雙周 (2022年2月14至25日)(2022年2月14至25日)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本校於年初舉行了「中華文

化暨人文學科雙周」，透過一連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活動，讓學生欣

賞及承傳中華民族的卓越精神和文明，體現中華文化的內涵。

《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周《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周  (2022年5月23至27日)(2022年5月23至27日)

由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及國民教育組合辦

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周，讓學生透過不同模式的活

動，加深對《憲法》與《基本法》的認識，從而了解自己的

權利及責任，做個知法、明法及守法的公民，藉此提升學生

的國民身分認同。

《基本法》問答比賽《基本法》問答比賽

《基本法》流動車《基本法》流動車
《基本法》遊踪—棋藝爭霸戰《基本法》遊踪—棋藝爭霸戰

《基本法》飛行棋問答比賽，4B班獲得全級第一名《基本法》飛行棋問答比賽，4B班獲得全級第一名

基本法大使合照基本法大使合照

三書六禮工作坊三書六禮工作坊 皮影戲示範表現工作坊皮影戲示範表現工作坊

學生作品展學生作品展

剪紙工作坊剪紙工作坊

臉譜藝術學習工作坊臉譜藝術學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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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English Week  (30 May to 2 June 2022)(30 May to 2 June 2022)

‘Growth Mindset’ was the theme of the English Week this year with the aim of spreading positive values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 variety of fun activities were held during the pre-assembly 
sessions and English lessons. During the event,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school enjoyed conversing with their 
English teachers, playing online games, watching a live-recorded drama, 
listening to inspirational songs and designing bookmarks. In a relaxing 
and encouraging environment,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enthusiastically and wer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價值教育周價值教育周  (2022年6月6至10日)(2022年6月6至10日)

為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二的主題：加強價

值觀教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學校舉辦一系

列推廣價值觀教育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堅毅和

承擔精神，並提倡正面的精神健康文化。

「模擬人生」生涯規劃工作坊「模擬人生」生涯規劃工作坊

Chatting with the NET teacher is fun!Chatting with the NET teacher is fun!

「模擬人生」考試試場「模擬人生」考試試場

Change your words! Change your mindset!Change your words! Change your mindset!

體育大使梁金輝先生分享講座體育大使梁金輝先生分享講座生命烘焙工作坊生命烘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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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輔導組
Smart Teens組長日營
在2021年12月18日，輔導組與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

中心合辦「Smart Teens組長日營」。是次日營於烏溪沙青年新
村舉行，組長在營地裏進行高結構繩網和團體訓練活動，挑戰

自己。過程中，組長表現雀躍，並勇於接受新的挑戰。

和諧粉彩紓壓工作坊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於2022年1月12日為
中六級學生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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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鼓勵學生以

正面的態度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積

極投入活動，並反映繪畫能幫助他們紓緩負

面情緒。

思動計劃

思動大使參加一系列精神健康工作坊和

「Fitmind運動伙伴」活動，並於學校實踐所學。
思動大使在早會前派發關懷包，與同學玩Finger 
Trap及 IPad情緒遊戲「智情緒‧智心情」及「情
緒達人ABC」，以推動正面精神健康文化。

學生發展及支援

學生分享和諧粉彩作品學生分享和諧粉彩作品

學生獲派關懷包學生獲派關懷包

組長仔細聆聽教練的指示組長仔細聆聽教練的指示

「Fitmind運動伙伴」活動「Fitmind運動伙伴」活動

 Finger Trap Finger Trap

 IPad情緒遊戲 IPad情緒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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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組生涯規劃組
商校合作計劃—工作體驗

5B陳晶晶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商校合作計劃之工作體驗」活動，
獲安排到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的大埔分店工作。學生透過工作體驗活

動，獲得事業探索機會，了解服務行業，做好生涯規劃的準備。

聖雅各福群會網上「真人圖書館」

本組於2022年4月20日和25日舉辦兩場網上「真人圖
書館」，邀請「酒店」、「寵物美容」、「網絡安全」及「社

會工作」四個行業的嘉賓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分享職場上

的經歷，讓他們了解不同行業的工作範圍及入職要求。學

生反應良好，踴躍發問。

職業訓練局（VTC）學生大使分享會
本組於2022年5月18日邀請職業訓

練局兩名分別修讀飛機工程（榮譽）工

學士和電腦及電子工程高級文憑的學生

大使與本校中五級學生分享升學經驗。

在分享會上，先由院校代表梁博士介紹

最新的升學資訊，再由兩位院校學生大

使透過網上視像與中五級學生對談，分

享自己的選科策略。

獅子會網上活動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在2022年3月至5月期間
參加了四個獅子會舉辦的網上活動：「MBTI 16
型人格測試」工作坊、「生涯Quite惑，知多啲、
路闊啲」、「獅校同行」、「瞬間看地球」元

宇宙Webinar，以加深了解自己的性格和長處，
有助規劃將來，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

在兩天的職業體驗中，我負責製作價錢牌、執貨和上架等工作，
這些新嘗試令我對零售業有更深的瞭解。經過職業體驗，我明白服務
業的工作不容易。以銷售員為例，經常要保持笑臉，以禮待人，為顧
客提供滿意的服務。

5B 陳晶晶

學生感想

線上講座線上講座

5B 陳晶晶與上司和同事合照5B 陳晶晶與上司和同事合照

院校學生大使與本校學生進行視像分享院校學生大使與本校學生進行視像分享

「MBTI 16型人格測試」工作坊「MBTI 16型人格測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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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
初中校本調適課程

本學年，初中的中、英、數三科均設有校本課程先導計劃，希望透過多元感官教學法、電子教學和分層課業

等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成效。

手工藝工作坊

在2022年1月17日，本組安排初中學生參加手工藝製作活
動，讓他們身體力行，加深對蒜頭燈及紮染這兩門工藝的認識，

並領略創作的趣味。

喜伴同行小組

本校與協康會籌辦喜伴同行小組，由專業社

工帶領，透過不同的活動以提升初中學生的情緒

調節、自我管理、社交溝通及解難能力。

職橋計劃

計劃由香港青

年協會提供，協助

學生選擇適合自己

的職業。學生獲安

排參加咖啡調配、

調酒、攝影和包餅

製作課程，並在6
月進行 80小時的
求職訓練和就業培

訓課程。

學生細心聆聽社工的講解學生細心聆聽社工的講解

學生認真創作蒜頭燈學生認真創作蒜頭燈

數學科老師運用多元感官教學策略數學科老師運用多元感官教學策略

紮染布作品紮染布作品

中文科老師進行寫作教學和課業調適中文科老師進行寫作教學和課業調適

蒜頭燈作品蒜頭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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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國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國民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

老師於早會向全校學生講述「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由來，加深學生對《憲法》與國家安全的認識，並了

解國家安全對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

價值教育

向老師致敬2021書籤及圖貼設計比賽
比賽由敬師運動委員會舉辦，讓學生發揮創意，

讚揚老師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精神，藉以感謝老師

的關愛和教誨。

「2022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
海報設計比賽」

學生透過創作及設計，思考

如何能準確扼要地將維護國家安

全的重點表達出來，相關作品有

助豐富國家安全在校園的宣傳和

推廣。

青少年理財工作坊

青少年不僅要養成儲蓄習慣，更要學會精明消費和

了解投資的重要性及風險。透過共12節的理財工作坊，
學生能建立對金錢的正確價值觀，並訂立個人理財目

標，積極為未來作打算。

廉政互動劇埸

本組安排中四級學生觀賞由香港戲劇教育工作室演出的劇目

《摘星定案》，以加深他們對廉潔的認識，為香港共同建設廉潔的

家，成為盡責任的公民。

班際秩序及清潔比賽

為提升學生對紀律及校園清潔的

關注，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公民教育組及訓導組於2022年6月合
辦是次比賽，獲獎班別如下：

初中組

冠軍：1C 亞軍：1D 季軍：2A

高中組

冠軍：4A 亞軍：5A 季軍：5B

學生欣賞線上直播戲劇學生欣賞線上直播戲劇

3B 黃曉烯3B 黃曉烯

導師簡介正確理財方法導師簡介正確理財方法

5A 陳希堯5A 陳希堯

3A 李希茹得獎作品3A 李希茹得獎作品

3A 凌瑋雪3A 凌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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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性教育組健康與性教育組

環境教育組環境教育組
綠領行動—「盒作．絕膠」教育
講座

本組邀請綠領行動代表到校為中五級學生舉辦

「盒作．絕膠」教育講座，讓學生深入了解即棄塑膠

的使用情況及對環境的影響，並鼓勵學生源頭減廢，

身體力行實踐「環保5R」的綠色生活。

「營養達人挑戰」

本組為中五級學生舉

行「營養達人挑戰」活動，

介紹飲食失調的主要病

徵，例如厭食症、暴食症

等，讓學生意識到均衡飲

食的重要。

抗疫廚房—食譜設計比賽

本組在2022年1月與家
政科合辦「抗疫廚房」食

譜設計比賽，讓中一和中

二級學生展現創意，製作

食譜，從而推廣健康飲食，

培養學生良好的飲食習慣。

「型」養學

透過專題講座，介

紹營養學的課程內容，

旨在為對營養學科感興

趣學生提供實用知識，

並由營養師分享相關行

業的入職要求。

性敢風暴

本組在2022年5月為中
五級學生舉行「性敢風暴」

講座，簡介兩性的特質與

異同，學習與異性相處的

正確態度，並建立尊重他

人的價值觀。

風力設計比賽

本組與綜合科學科合作，為中二級

學生舉辦了風電扇葉設計比賽，藉此讓

他們學習扇葉長度和重量影響電能產生

的原理。

賽馬會「集水成自然」教育計劃

為營造良好生

態環境和增加生物

多樣性，本組與綜

合科學科合作，利

用「集水區與生物

多樣性」淨水器DIY
套裝，讓學生認識

過濾法的原理。

環保大使計劃

環保大使每星期

兩天記錄課室溫度及

使用空調的情況，旨

在提醒學生須時刻維

持室內的氣溫在適當

的水平，從而讓他們

養成節約能源的生活

習慣。

獎項 學生姓名

冠軍 2D 張逸菲

亞軍 2D 張淯揚

季軍 2B 盧樂兒

學生組裝淨水器學生組裝淨水器

學生專心聆聽學生專心聆聽

學生細心觀察產生的電壓學生細心觀察產生的電壓
學生調校風電扇葉學生調校風電扇葉
所接收的風力所接收的風力

環保大使觀察課室的溫度計環保大使觀察課室的溫度計

宣傳海報宣傳海報

1212



聯課活動組聯課活動組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2021/2022

校方推薦8位在學術、德育、體藝及社會服務四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參加北區優秀學生選舉。經過初賽評
審後，3A李融怡、4A紀敏敏及5A何梓琪表現出色，在眾多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得晉身決賽的資格。

服務教育組服務教育組
「包容尊重人人愛．共融北區齊共享」攝影比賽

本校參與由北區公民教

育委員會主辦的「包容尊

重人人愛．共融北區齊共

享」攝影比賽，6B梁俊杰、
6B陳文朗及6C吳盈慧分別
榮獲高中組冠軍、亞軍及

優異獎。

北區關顧認知障礙症及基層健康網絡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5A陳希堯以「認知友善社區」為題創作四格漫畫，表達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關
懷及重視，建立認知友善社區，並宣傳對長者身心健康的關注，陳同學最終獲得中

學組季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戲劇學會會員參加了2021/22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在線上演出《疫
情‧亦情》一劇。經過緊密訓練及綵排，學生在比賽當天發揮超水準的表

現，飾演角色維妙維肖，得到評判的高度讚賞，勇奪多個獎項，除了5位學
生獲傑出演員獎外，本校還獲取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傑出合作獎及

傑出整體演出獎。

課外活動

恢復面授課堂以後，

各個學會均積極安排活

動，讓學生們享受多姿多

彩的校園生活。

參賽作品參賽作品

網上話劇綵排網上話劇綵排

現代舞現代舞

閃避盤閃避盤

籃球校隊籃球校隊

羽毛球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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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Times」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短片拍攝比賽

社會投資共享基金計劃：從北孤單網鄉情到校工作坊

本組安排中五級學生於其他學習經歷課堂進行為期8課節的義工服務培訓，內容涵蓋溝通技巧、義工活動經
驗交流及到訪鄉郊村落等，學生非常投入訓練，為將來外展探訪服務作好準備。

「傷健共融‧各展所長」
青少年計劃工作坊

透過傷青動力學堂社工、義工及殘障

人士家人的分享，學生可以了解傷健人士

在日常生活所面對的種種挑戰及其家人不

一樣的經歷，提高學生的同理心。

學生會
社際歌唱比賽

為了讓學生一展歌喉，學生會將於2022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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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生既可發揮自己所長，亦可為

自己所屬社團出一分力，確是一舉兩得。

本校學生參加了由香港心理衞生會主

辦的短片拍攝比賽，以「願明天—人思覺

再也不失調」為題拍攝短片，期望透過短

片呼籲社會各界包容精神病患者的同時，

減少歧視，關顧身邊人，讓香港成為一個

共融之都。

宣傳海報宣傳海報

得獎學生與老師合照得獎學生與老師合照
本校榮獲季軍（高中組）本校榮獲季軍（高中組）

營盤村民義工到校與學生交流營盤村民義工到校與學生交流 探訪活動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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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賀年花藝」親子工作坊

本會於農曆新年前夕舉

辦了網上「賀年花藝」親子

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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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感受

賀年氣氛，同享親子樂。是

次活動反應理想，參與活動

的家長和學生對年花設計巧

用心思，別具心意。

「網上保鮮花藝」親子工作坊

為了讓家長和學生能在漫長

的抗疫時期中滋潤心靈及增加親

子互動機會，本組於2022年6月7
日舉辦了另一場花藝工作坊，家

長及學生表現投入，活動氣氛愉

快而溫馨。

「家‧友站」家長講座暨「礦香石製作」工作坊

本會於2022年6月23日聯同香港青少
年服務處舉辦了網上講座及工作坊，由

資深社工介紹如何在子女面對精神困擾

時給予適當的支援，講座後隨即進行「礦

香石製作」工作坊，讓家長發展多元興

趣，並發揮創意，製作獨一無二的礦香

石作品。

校友會
欣逢母校30周年校慶，校友

會將舉行「校友日」，誠邀校友

們回校參與活動，聚首一堂，分

享校慶的喜悅。是日亦會舉行校

友會周年大會，進行來年校友會

幹事及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

選舉。

1B林嘉雯及其家長的作品1B林嘉雯及其家長的作品

家長與子女投入年花佈置製作家長與子女投入年花佈置製作

4B錢智霖及其家長的作品4B錢智霖及其家長的作品

2A何綺妮及其家長的作品2A何綺妮及其家長的作品

1B張政文及其家長的作品1B張政文及其家長的作品

1A宋自強及其家長的作品1A宋自強及其家長的作品

1B方迦維家長的作品1B方迦維家長的作品5B鐘浚鏗家長的作品5B鐘浚鏗家長的作品3A李希茹家長的作品3A李希茹家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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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潘寶娜校長、張玉鳳副校長  委員：羅美玲老師、關妙贏老師、蔡茜雯老師

項目 得獎者 獎項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辦
2022楊自順獎學金 2A 陳倩怡 3A 李融怡 4A 梁志港 5A 范洋萍 6A 鄭凱樂 獎學金及嘉許狀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主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鄭凱樂 6A 林家宇 獎學金及嘉許狀

扶貧委員會主辦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6A 溫恩 6A 殷倬楠 6A 陳嘉迪 獎學金及嘉許狀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
哈佛圖書獎2022 5A 鄧志青 5A 陳文靜 5A 鞏潤潤 哈佛圖書獎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合辦
2021/2022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3A 李融怡 4A 紀敏敏 5A 何梓琪 嘉許狀及決賽資格

香港教育城主辦
2021/2022閱讀約章獎勵計劃（第一期） 4A 邱鴻東 傑出表現學生獎

新西蘭太平洋文化藝術發展協會與新西蘭半畝園中
文學堂聯合主辦「北京．冬奧．2022」新西蘭青少

年徵文比賽（公開組）
4A 邱鴻東 15-18歲組三等獎

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聯合
粵港澳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

2022北京冬奧文化活動「逐夢冰雪」中文徵文比賽
3A 李融怡 初中組優異獎

香港教育大學主辦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2B 張子成 3A 李希茹 初中組優秀作品獎

3A 李融怡 3A 陳齊美 初中組優異獎

5A 范洋萍 高中組優異獎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
「向老師致敬」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六）

3A 陳齊美 3A 李斯琪 3A 李希茹 3A 李融怡 3A 王采薇 初中組優異獎

4A 紀敏敏 5A 陳文靜 5A 范洋萍 6A 林家宇 6A 殷倬楠 高中組優異獎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主辦
第一屆筆藝全城書法比賽

3A 陳齊美 3A 郭紫盈 3A 李融怡 3B 楊子宜 3C 鄧兆媛 初中組金獎

3A 李斯琪 3B 高成峰 3C 吳宇晞 4C 崔倖瑜 初中組銀獎

3A 藍貝怡 3A 李希茹 3A 趙王嘉俊 3A 鄧俊裕 3B 洪浚豪 4A 莊澤鋒 初中組銅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5A 曾垚鑫 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1A 任思賢 1A 張鎮彬 1A 卓越杭 1C 張澤銘 2A 何綺妮 2A 鄭麗杏
2A 徐邁森 2A 何梓楷 3A 陳齊美 3A 藍貝怡 3A 周振宇 3B 袁梓翹

4A 梁志港 6C 邱曉暉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A 馮欣怡 1A 梁樂兒 3A 周駿軒 3A 吳澤佳 3B 冼婧 5A 范洋萍 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1A 梁樂兒 1D 宋振興 3B 袁梓翹 5B 張家俊 6B 高梓洳 6B 劉亮
6B 曾紫昕 6B 黃慧敏 6B 鄭昊天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鞏潤潤 5A 郭可怡 5A 曾垚鑫 5B 鍾浚鏗 英文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北區中學校長會主辦
北區中學校際普通話講故事及演講比賽(2022)

5A 曾垚鑫 高級組殿軍

2A 鄭麗杏 初級組優異獎

Ampower Talent Institute、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合辦

大師班課程計劃2021

4A 邱鴻東 4B 黃智信 6A 陳嘉迪 6A 鄧玉青 鑽石級別證書

4A 紀敏敏 6A 范盈瀅 銀級別證書

4A 鄧穎茵 4A 鄒肇銘 4A 吳雨翰 4B 黃映瑤 4B 冼家鋒 4C 徐凡幾
4C 陳俊宇 4C 鄧嘉聰 6A 林家宇 銅級別證書

粉嶺官立中學 STEM大使學校獎

教育局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

5A 范洋萍 傑出導演獎

2B 鄧健日 3C 周心月 4D 陳泳瑤 4D 呂穎霖 5A 范洋萍 傑出演員獎

粉嶺官立中學戲劇組
傑出劇本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
「包容尊重人人愛．共融北區齊共享」

攝影比賽

6B 梁俊杰 高中組冠軍

6B 陳文朗 高中組亞軍

6C 吳盈慧 高中組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北區醫院合辦
北區關顧認知障礙症及基層健康網絡

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5A 陳希堯 中學組季軍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
向老師致敬書籤設計比賽2021 2A 徐邁森 2A 朱糘麒 2C 許哲銘 3A 李融怡 3A 李希茹 4B 陳慧清 優異獎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
向老師致敬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2021 4A 鄧穎茵 4B 唐樂怡 4B 鍾美鳳 4C 羅卓翹 4D 呂穎霖 優異獎

北區防火委員會主辦
消防安全WhatsApp貼圖創作比賽 4A 鄧穎茵 4B 陳慧清 良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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