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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5周年校慶活動 
 

一、25周年校慶開放日 

本校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舉行開放日。當日氣
氛熱鬧，同學抖擻精神，迎接友校校長、老師、
小學生、家長及公眾人士。 

 

負責接待的同學熱情招待參觀的小學生，耐心
講解。參觀團隊以小組形式先後參觀多個學科
及學會的展覽，多個攤位遊戲寓學習於娛樂，
各班更以「粉官情」為主題，用心製作攤位，
盡顯對粉官濃濃的歸屬感。聯課活動組呈現同
學多元化的校園生活；輔導組展出同學參與訓
練營的相片和學習點滴，總結同學學習自律和
人際相處技巧的體驗。各項活動，包括表演、
展覽、攤位、佈置、紀念品、場刊、接待、教
學示範、拍照熱點等等，都勾勒出學生學習生
活和諧美好的一面。 

 

各學科、童軍、學習支援組的展覽也是各具特
色，實戰的野外露營知識，同學親手泡製的拉
花咖啡，雨中的水火箭……都展示了學生豐碩
的學習成果。在高年級的同學帶領下，小學生
一邊吃著香脆的爆米花，一邊參觀各學科小組
精心設計的展覽活動及攤位遊戲，這些活動令
他們眼界大開，躍躍欲試。家政科的「繽紛小
椰堆」，利用簡單材料烹調出可口精緻的菜式，
來賓品嚐學生的心思，臉上也綻放出滿足的笑
臉；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立體打印匙扣」示

範利用 3D立體打印軟件製作匙扣，充滿趣味，吸引小學生駐足欣賞；視藝科的「彩繪玻璃裝飾」，
模仿中世紀教堂玻璃窗的特色，來賓和小學生都忍不住動手製作。 

 

學生表演同樣精彩：交通安全隊經過連月訓練，嫻
熟整齊的花式表演博得全場如雷的掌聲；舞蹈組表
演現代舞，柔和的音樂，配上靈巧的舞姿，為舞蹈
注入新氣象；敲擊樂演奏富有節奏感，音色清脆透
徹，觀眾聽得如痴如醉，樂在其中。 

 

開放日的活動多采多姿，展出同學的學習成果，活
動在歡笑聲中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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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載難逢大合照」拼出 25字樣 

 

嘉賓、校長、老師同賀校慶 

 

圍著盆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25周年校慶紀念冊內容豐富 

二、25周年校慶校友回歸日 

  2017年 4月 1日是本校 25周年校慶校友回歸日，

是日天公造美，在溫軟的陽光下，本校開放校園

予校友，讓校友與前任及現任校長和老師們共聚

一堂，拍攝「千載難逢大合照」，這天節目豐富

及多元化，校友更扶老攜幼，回到視覺藝術室製

作匙扣掛飾、在設計與工藝室專注地製作相框、

在家政室製作甜膩膩的牛奶布甸……重遇昔日

的師長，校友均感到十分興奮。校園每一角落都

充滿快樂温馨的氣氛，好一個親切的大家庭！ 

 

  

到了傍晚，於禮堂舉行的盆菜宴，令大家的激情

和熱情推至高峯，隨着盆菜火熱的火爐燃燒，嘉

賓、校長、老師和校友的熱情比紅紅的火爐更熾

熱，到處都見校友邀請久別重逢的校長、老師拍

照，氣氛非常溫馨難忘。 

 

  

當晚筵開 18席，由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黃廖笑

容女士、張振權校長、校友會主席何偉峰先生

分別先後致歡迎辭，前任校長馮蓮歡女士、袁

廣業先生、陳欽麒先生、前任副校長徐石鳳儀

女士、前任老師郭顯成先生、吳明昭先生、黃

啟潮先生、陸澤林先生、馮穎儀女士、李溢鳴

先生、陳碧茜女士和古美貞女士等嘉賓都蒞臨

同賀，師生濟濟一堂，歡笑聲、歡呼聲……此

起彼落。  

 

最後，活動在溫馨、愉快的氣氛下完滿結束，大家都帶着依依不

捨的心情離開校園，並期待著下次的相聚！ 

 

三、25周年校慶紀念冊 

為慶祝 25周年校慶，本校出版「25周年校慶紀念冊」，紀念冊內

容豐富，包括 25 周年校慶標語創作比賽參賽作品、25 周年校慶

攝影比賽參賽作品、25周年校慶活動相片等，紀念冊展現本校師

生相處點滴和學生的創作成果，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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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與教 
 

一、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本學年本校參加教育局推展「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並與深圳市桂園中學 

  締結為姊妹學校。2017 年 7月 6日，本校師生一行 25人將前往桂園中學進行交流，期望此次 

    活動能加強兩校師生的連繫，讓彼此受益。 

 

二、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已於 2017年 6月 9日舉行，當天早上由本校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陳瑞紅女士 

  為老師作專題講座，題目為「校園危機事件處理」。接著進行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匯報。下午 

  時段進行分組討論，焦點圍繞來年關注事項發展，接著按學科領域分組，檢視來年各學科的動 

  向。當日活動對本校來年的發展具有開展性的作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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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公共事務、普通電腦及綜合科

學均已進行「課研活動」。這兩項活動提供平台讓老師發展「提升學生共通能力」的教學策略，

促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同時協助學校建立團隊協作文化，提升學與教效能。 

 

四、高中學制進展及跨校選科合作計劃 

1、中三升中四選科 
 

 2017 年 2 月 18 日進行第一次選科意向調查，利用電腦按學生意願及中三上學期的考試成績作

詳細分析，務求令選科結果達到最高滿意率。 

 

 據電腦分析結果，來年中四選修科共分兩個組別。選科組別詳情如下： 

 

2017年 7月 4日學年考試後進行最後一次選科意向調查，選科結果將於 2017 年 7月 13日在校

內公布。 

 

2、「跨校選科」合作計劃 

本校與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及上水官立中學聯合籌辦的「跨校選科」合作計劃進展順利，3

月期間與各友校達成年終考試安排共識，2 月及 6 月分別進行「校本評核」及「日常評核」分

數互換，並商議新學年「跨校選科」科目，結果如下： 

 

 

第一組 化學 中國歷史 旅遊與款待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設計與應用科技 

第二組 生物 經濟 視覺藝術 地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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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哈佛圖書獎」同學合影 

粉嶺官立中學 中五級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中五及中六級科技與生活科 

上水官立中學 中四及中六級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五、學兄學姊選科分享會 

2017 年 5 月 8 日本校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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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三同學適當選科。 
 

六、圖書館消息 

1、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本年度優秀圖書館領袖生共有 35 位，他們盡忠職守地服務圖書館，值得嘉許。名單如下： 

1A   鄭子樂   黄栢賢 

1B   歐可晴   梁俊杰   潘國輝   謝焯燊   施曉欣 

1C   林星兒 

2A   陳彥菲   張芷彤   彭卓蕾   王秀澤 

    2B   陳靜雯   陳玉君   管曉敏   成沁蕾   曾凱茵   余依娜   朱峻賢   李洁 

    2C   陳思穎   馮翠迪   孔德盈   李沛殷 

    3B   羅沛華   林榮光 

    3C   文穎欣   李祉蓉 

4A   陳嘉莉   張嘉怡 

4B   吳松奇    

5B   黃永鑫 

5C   何永康 

6A   陳興華 

   6C   湯子豪 

     

2、哈佛圖書獎 

本年度共有 3 位同學獲得由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頒發「哈佛

圖書獎 2017」，名單如下： 

     5A   陳佳音 吳嘉靜 曾新龍 

 

3、優秀報紙服務生 

   本年度優秀報紙服務生共有 6 位，他們全年盡忠職守，值得嘉許。 

名單如下： 

     1A   卓琼嵐 

     1B   梁俊杰   林俊鴻   徐穎   施曉欣   陳文朗 

 

七、學生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區本課後學習及興趣班於 2017年 3月 18日至 6月 3日，逢星期六早上 9:30 至中午 12:40 舉行，

共 8天，共開設 2班英文班和 2班韓文班。對象是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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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分析批判思考的方法 

八、通識科 

本科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為中四級學生舉辦「批判思考通通識」學

生講座。香港博贊思維導圖及記憶培訓中心高級講師馬彥文生蒞臨

本校主講，讓學生明白培養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本科組亦為中四

級 25 位學生舉辦 4 節「批判思考增益課程」，讓馬講師與學生深入

討論強化批判思考能力的方法。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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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於

2017年 5月 25日邀請香港作家袁兆昌先生到校分享，題目為「在電

玩裡尋找閱讀與寫作材料：以 POKEMON GO 為例」，袁先生分享找

尋寫作靈感的方法，既實用又有趣，同學反應熱烈，獲益良多。 

 

十、會計及企業財務科 

5A 班曾虹靜於 2017 年 4 月 29 日出席由香港會計師公會主辦 2016-2017 中學組獎學金頒獎典

禮，此獎學金是獎勵同學於 2015-2016 學年在校內會計及企業財務科考試考獲全級第 1 名的佳

績。 

 

十一、視藝科 

1、同心創世界紀錄－最大規模的雕塑課 

2017年 4月 14日本科 22 位師生假沙田馬場參加「同心創世界紀錄－最大規模的雕塑課」活動，

齊心合力挑戰世界紀錄。香港著名雕塑家曾章成先生將即場示範和教授雕塑，帶領同學發揮藝

術潛能及創意，攜手以黏土創作出活潑可愛的小兔雕塑。同學除了能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亦

獲得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每位同學獲得香港賽馬會頒發感謝狀乙張，得獎名單如下： 

  1C 葉小雪 陸嘉年 彭泳淇 

  2A 陳欣瑩 陳彥菲 彭卓蕾 

  2B 李菊婷 曾凱茵 鄧金城 黃家樑 黃子樂 

  3B 林榮光 

  4A 陳嘉莉 侯博淇 張子樺 梁淑敏 王梓權 

  4B 黃偉旺 

  5A 溫禧彤 黃藝盈  

  5B 黃珈琳 郭雪穎 

 

2、視覺藝術傑出作品入圍參展 

由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中學生傑出作品展 2017」，8位同學的作品獲老師推薦參展，並獲得由香

港城市大學頒發獎狀乙張，得獎名單如下： 

4A 李俏文 

5A 許咏茵 溫禧彤 黃藝盈 郭雪穎  

5B 李思雯 黃珈琳 姚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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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課餘進修班 

   課餘進修班於 2016年 10月至 12月及 2017年 3月至 6月放學後舉行，開設中文班、英文班、 

   數學班及科學班，對象為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同學堂上表現積極，為學習打好基礎。 

 

十三、禮堂頒獎集會 

  2017年 5月 24日舉行學生頒獎集會，頒發校內、校外比賽及服務中獲得的各獎項及證書， 

  包括：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校際中英文朗誦比賽、校際戲劇比賽、健康飲食標語創作比賽、 

  童軍攤位設計比賽、圖書館借書龍虎榜比賽、校慶杯初級組籃球比賽、奧林匹克數學、班際 

  數學比賽、班際基本法問答比賽、公民教育組競賽貼紙設計比賽、學生獎勵計劃及繪畫活動 

  刷新健力士世界記錄感謝證書。是次得獎同學共有 177人次。 

 

 

三、 訓導組 
 

一、2016-2017年度守時守紀之星選舉 

獲發證書同學名單如下： 

1A 譚善鳴 陳嘉迪 封朗澄 何浩文 林家宇 陸嘉言 馬浩言 溫恩 

尹俊豐 黃境炫 馮澤鈞 宋志豪 卓琼嵐 

1B 江紫桐 吳綽琳 黃慧敏 岑駿熙 蘇俊泓 盧叙楷 

1C 周寶宜 張芷淳 黃嘉宜 葉小雪 黃煥欣 彭泳淇 杜晉毅 沙彬   

胡萬鈞 葉俊言 莊澤熙 黃鑫澤 陳子豪 區少駒  

2A 陳欣莹 陳彥菲 何巧盈 李靖文 梁詩慧 彭卓蕾 高景華 周苗   

彭子穎 羅勺瑜 范倍瑜  

2B 陳靜雯 陳玉君 管曉敏 曾凱茵 林健威 蘇國倫 

2C 羅可穎 羅子鈺 鄭芷珊 馮振賢 林子晶 吳海荃 柯震華 

3A 陳韵婷 陳可欣 張海倫 鍾倩彬 但雪洪 方超楠 林惠靜 李鈺婷 

梁雅詩 李春麗 王雅汶 王童希 楊麗娟 陳耀成 韓祉樂 曾志杰 

3B 張智俐 羅沛華 利芷欣 李航  區翠宜 楊鳳婷 劉振東 林家生 

牟厚樺 騰田  溫尚燃 

3C 麥雪晴 張正軒 梁大為 朱家弘 

4A 陳銘  林俊欣 李俏文 游若琳 張强  張君濤 張子樺 蔡淇安 

侯博淇 賴建光 馬祖強 顏淦凱 王梓權 邱曉東 歐陽奕鳴 

4B 岑曉瑩 何淑儀 張子峰 郭啟軒 翁嘉謙 

4C 侯婉葶 李鳳鳴 梁泳虹 呂濱如 吳凝彬 柯欣潮 曾富淇 

5A 陳凱莹 陳佳音 許咏茵 郭樂怡 李雅麗 梁蔓莉 吳嘉靜 司徒梓炘 

黃雙兒 曾虹靜 曾貞雯 陳子垚 洪家琪 鄧依海 胡毅峰 黃凱琛 

曾新龍  

5B 張晧婷 古何  靳羽  謝凱茵 陳明浩 陳雨陽 郭子樂 冼樂章 

胡頌軒 

5C 黎苑樺 黃慧嫻 何永康 郭永康 伍潤富 沈鵬俊 

6A 何穎怡 李晓彤 林雪庭 覃莹  蘇裕桐 施雯琪 王丹格 黃明慧 

  黃穎茵 楊翠玲 鄭考儀 鄭婷婷 陳展騰 劉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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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為浩園逝者送上鮮花 

6B 袁愛儀 錢灼才 宋詩安 羅卓禮  

6C 陳栢軒 周進禧 羅卓賢 李稼汝 葉子俊 

 

 

四、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 
 

一、級訓導輔導聯席會議 

 輔導組於 2017 年 5 月 5 日、5 月 9 日及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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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作出相應的跟進計劃。 

 

二、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 

Smart Teens 領袖訓練計劃於 2017 年 2 月至 4 月就義工服務內容分組進行多次討論。目的讓各

組員學習與小組成員達成共識，並將想法計劃成可行的活動。經過多番商討後，所有成員均同

意在考試後，進行關懷動物的義工服務，關心動物在社區的福利。 

 Smart Teens 組長亦於 5 月 13日至 5月 14日到沙田突破青年村進行組長訓練營。營內著重組長

反思生命的建構及成長的經歷，讓組長重整自己的人生，藉此加強組長間的互信，強化合作關

係。 

三、中五級午後深身心活動 

本組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同工到校，為

中五級學生提供生死教育。中五全級同學分別於 2月 27

日和 3月 16日進行簡介會，由社工向學生講解活動舉行

地點－浩園的資訊。同學分別於 3月 14日(5B班)、3月

16 日(5A 班)及 3 月 17 日(5C 班)下午到訪浩園，並從工

作人員口中了解先人的生命故事及墓碑上的細膩文字，

啟發個人已擁有的生命特質，強化面對未來逆境的能力。 

 

四、中二及中三級午後深身心活動 

本組於 5月 17日至 6月 1日，為中二及中三級同學舉行午後深身心活動。社工先讓學生填一份

壓力問卷，並請學生將壓力問卷的分數，化成一張張椅子，將面對的壓力形象化。透過了解身

心的情況，學習感受正負面情緒對自身的影響。同時，鼓勵學生多關心且珍惜身邊的人，讓學

生與身邊的人建立信任的關係。 

 

五、守望星計劃－午間聚餐 

全體中一同學跟守望星老師於 2017年 5月 22日共聚禮堂參與「守望星午間聚餐」，師生聚首共

進午餐，回顧這一年加入粉官大家庭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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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拾紙皮的長者談天 

 
同學在欣賞展品中產生共鳴 

六、朝陽小組(第三及第四期)  

本組分別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及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開辦本年度第

三及第四期的朝陽小組。小組分別於 2017 年 3 月 2日至

3 月 21 日及 2017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8 日舉行，為 15

位來自中一至中五級的同學提供輔導服務。透過關心社

區的活動，擴闊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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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面信念。 

 

七、正向發展小組 

本組邀請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為中一級 9位同學進行為期 1年的正向發展計劃，計

劃邀請 9位學生及其家長一同參與，加強家長及學生的連繫，讓年青人可以在正向思維中成長。

2016年 10月 28日舉行了簡介會，當日邀請了家長及學生一同出席活動。2017年 5月在路德會

賽馬會雍盛綜合服務中心進行小組檢討活動，讓小組成員在輕鬆的氣氛中檢視 1 年來的成長。

於 2017年 5月 12日進行閉幕禮，當日所有組員及 5位組員家長均有出席。家長在導師帶領下

分享親子相處點滴，讓家長可以與孩子互相學習及為對方打氣。最後，家長頒發獎狀予組員，

以行動支持學生，給予鼓勵。 

 

八、觸動真我情緒藝術展 

本組於 2017年 5月 22日午膳時間，展出由中一至中六

級同學參與小組時創作的藝術作品，表達對「壓力」、「自

我」和「同伴」的想法。透過作品讓同學產生共鳴，關

注情緒健康。 

 

九、「網絡交友與欺凌」講座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社工於 2017年 4月 10日為中一至中

三級學生舉辦「網絡交友與欺凌」講座，透過講者與同

學的互動交流及模擬場景，認識網絡交友與欺凌的後

果，提升他們的危機意識及自我保護意識。 

 

十、「成癮講座」吸煙篇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社工於 2017年 3月 21日為中二及中三級學生舉辦「成癮講座」吸煙篇，同

學透過與講者互動交流及短片欣賞，認識吸煙的害處。 

 

十一、中四級挑戰營 

2017年 4月 6日至 4月 7日舉辦中四級挑戰營，全級中四同學到西貢北潭涌，參與「生涯導航

訓練營」。訓練營有不同的歷奇及團體合作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認識及反思人生。根據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達 7成學生認同訓練營有助他們更「認識自己」，為自己訂立合適目標，從而有效

地規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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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 
一、英語話劇欣賞 

為使學生能從不同途徑學習英語，新來港及跨境學童組老師於 2017年 3月 17日帶領 30位同學

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欣賞英語話劇<<Franky>>。除了欣賞劇團的精彩演出外，同學更有機

會於劇後與一眾演員交流，認識舞台劇的製作，獲益良多。 

 

二、認識昂坪自然及文化資源活動 

本組將於 2017 年 7 月 3 日舉辦認識昂坪自然及文化資源活動。學生不單有機會參觀昂坪 360

纜車廠及乘坐纜車，更可認識大嶼山的文化遺產，如寶蓮寺和天壇大佛。 

 

三、暑期英語輔導班 

為協助新來港學生更有效地學習英語，暑假期間將繼續舉辦英語輔導活動。 

 

 

六、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一、生涯規劃教育 

本組於中四及中五級推行為期 2年的「生涯地圖」，鼓勵同學為自己的升學、就業作適當規劃。

為了增強初中同學對職業技能方面的認識，本組於 5月夥拍香港青年協會舉辦「My Path」生涯

規劃工作坊，擴闊同學的職業視野。 

 

二、參觀活動 

透過安排參觀建造業訓練局、悅來酒店、香港國際機場及舉辦各種體驗課程，讓同學獲得最新

的升學及就業資訊。 

 

 

 

 

 

 

 

 

 

 

 

 

 

 

 

 

 

 

 

 

參觀建造業訓練局   

 

 

職專教育文憑課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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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暑期事業體驗計劃 

6A 班張茹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辦「暑期事業體驗計劃」，成功在第一輪面試入

選，於 2017年 5月 22日至 6月 30日到聯合醫院及靈實醫院做義工，為期 6星期。此活動能讓

同學了解各行業的運作，明瞭工作所需的能力、態度和其他要求，令同學在踏入社會工作前能

好好裝備自己。 

 

四、 「香港事業興趣測驗」 

本組安排所有中五同學參與香港事業興趣測驗 (Career Interest Inventory) ，此測驗根據 John 

Holland 的事業興趣理論開發，並經學術研究驗證，能較有效及準確地為參與者評估職業性向，

為探索升學及職業路向提供基礎資訊。 

 

五、 應用學習課程 

2017-2019年度應用學習課程已於 2017年 5月 13 日及 20日進行甄選，結果會在 6月中公佈。 

 

六、人生與事業教育論壇 

本組舉辦人生與事業教育論壇，讓同學直接了解不同行業的工作機會、模式及僱主對年青僱員

的期望：如應具備的素質、態度及品格，從而協助他們及早裝備自己，探索個人未來的事業發

展路向及人生目標。 

 

 

 

 

Thei 課程體驗（時裝設計課程） 

 

Thei 課程體驗（園藝課程） 

 

參觀悅來酒店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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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打拳有板有眼 

七、 境外交流及修學 
 

一、「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6/17)－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2017年 4月 8日至 12日，伍榮華老師和林彩儀老師帶領本校 20位高中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

「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6/17) －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同學除了參觀抗日

戰爭紀念館、盧溝橋、國家天文台、中國航空博物館和北京現代汽車企業之外，還與北京中醫

藥大學和北京市第九中學的老師和學生交流學習心得，同學獲益匪淺。 

 

二、「國防教育體驗營」 

2017 年 4 月 16 日至 20 日，吳樂庭老師帶領本校

9位中二至中四級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國防教

育體驗營」。同學除了參觀法院、國防教育展廳、

兵器庫、訓練場展示廳外，亦參與步操、軍體拳

訓練，藉此培養同學的品德，建立自律、堅毅和

團隊精神，加深他們對國防的認識，以及提升他

們的生活技能。 

 

學生感想： 

 

 

 

 

 

 

 

 

 

 

 

 

 

 

三、「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6C 班湯子豪獲取錄參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交流計劃
將於 2017年 6月 6日至 13日在北京舉行，為期八天。 

 

四、「青年領袖海南考察團 2017」 

6A班柳琴獲取錄參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青年領袖海南考察團 2017」。交流計劃將於
2017年 6月 17日至 23 日在海南省舉行，為期七天。 

 

五、「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 2017」 

5A班曾新龍獲取錄參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的「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 2017」。

這次五日四夜中山活動旅程中，最深刻難忘的是我親眼見到一位老戰士，他今年已九十五歲

了，他分享了日本人入侵中國至被中國軍打敗的情景，這些都是他的親身經歷，我十分敬佩

他。我也從這次交流中學會獨立，服從教官的指令，雖然這次活動比較艱苦，但能夠學到很

多在學校學不到的課外知識，我覺得非常值得。 

                    2B 李菊婷 

我十分開心可以參加這一次活動，印象最深刻是最後一天的會操表演，我們在暴雨中打拳、

步操，雖然風大雨大，但我們沒有退縮，在會操完結後，我覺得我們都成熟了、長大了。希

望有下一次的機會參加這類活動。   

2B 林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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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計劃將於 2017年 7 月 20日至 27日在北京舉行，為期八天。 

 

六、「2017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3C 黃駿鴻、4A顏淦凱、4B吳松奇和 5B黃永鑫獲取錄參加由教育局主辦「2017香港青少年軍
事夏令營」。他們將會於 2017年 7月 16日至 30 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粉嶺新圍軍
營接受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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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是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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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一、「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貼紙設計比賽」電腦設計組別 

5A班溫禧彤參加「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貼紙設計比賽」電腦設計組別，獲得中學組季
軍。同時，本校在「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中亦獲得「踴躍參與學校獎」。 

 

二、班際基本法問答比賽 

2017年 4月 28日，本組舉辦全校「班際基本法問答比賽」。比賽結果如下：冠軍 4A、亞軍 5A、
季軍 5B。 

 

三、選民登記 

 2017 年 4 月至 5 月，本組在校務處擺放「選民登記表格」，以方便學生及老師索取，登記為選
民，履行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四、「校外交流學習活動分享」 

 2017 年 7 月 4 日，本組為中三、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舉辦「校外交流學習活動分享」，希望通過

是次分享活動，鼓勵更多同學參與交流活動。 

 

五、「社際中文及普通話國情文化知識問答比賽」 

 2017年 7月 5日，本組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舉辦「社際中文及普通話國情文化知識問答比賽」，
希望通過是次活動，提升同學中文和普通話的水準，以及對國情的瞭解。 

 

 

九、 德育組 
 

一、「樂施收集利是大行動」活動 

本組於 3月初參與樂施會舉辦「樂施收集利是大行動」，鼓勵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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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邀請同學在早會進行短講分享，收

集行動則安排在班主任課進行，同學在課堂中寫上對留守兒童的祝福語句，在整個活動中，同

學反應投入，本校一共收集得$4500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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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懼挫折，活出彩虹」故事分享 

「無懼挫折，活出彩虹」故事分享繼續在下學期 3次早會中進行。本學期我們挑選了 3位不同

工作背景的人物，分別是製作動畫的鄧日昇先生、無厘頭文化始祖周星馳先生及女子馬拉松跑

手周子雁小姐。透過他們不同的奮鬥經歷和體驗，帶出積極人生、清晰目標和努力奮發的訊息。

本學期為我們作短講的同學分別是 4A班司徒梓炘、左詩晴、4B班謝凱茵及 4C 班黎苑樺。 

 

三、班際課室清潔比賽 

為了培養同學對班的歸屬感和自律精神，德育組在 2017年 5月 9日至 13 日期間舉行了班際清

潔比賽，得獎班別分別獲得獎狀乙張及禮物 1份，以茲鼓勵。結果如下： 

 

 初中組 高中組 

冠軍 1C  4A  

亞軍 3A  5C  

季軍 3B  4B、5A  

 

四、中一至中五級「品格模範生」選舉 

為表揚在品格行為及態度上值得讚揚的同學，本組在 2017年 6月 27 日進行「品格模範生」選

舉，各班同學投票選出 1 位班中值得嘉許的同學，得獎的同學將獲頒發獎狀、獎學金及記優點

1次。 

 

五、「精神健康及情緒」講座 

本組於試後活動期間邀請再生會到校舉行「精神健康及情緒」講座，題目為「衝動的他遇上失

魂的她」，主題圍繞介紹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 (ADHD)的正確資訊及治療方法，講座後半部分

是生命教育分享，講者為黎芷愉小姐，黎小姐是 2013年香港十大再生勇士及香港精神大使，她

因一次交通意外，右腿需要截肢保命，但她並沒有因此放棄自己，反而更積極向前走，實在令

人敬佩。透過這次講座，向同學帶出樂觀面對逆境的訊息。 

 

六、「同心愛班、積極學習」承諾書行動 

 本組推行「同心愛班、積極學習」承諾行動，同學在 9月為自己訂下目標，在 2月時作中期檢

討，最後 1次檢討已於 2017年 6月 6日班主任課進行。是次活動希望同學能為本學年的學習活

動作出反思，不斷自我完善，從以提升個人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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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健康與性教育組 
 

一、健康校園計劃工作進展 （計劃橫跨 2015-2017學年）  

本學年健康校園計劃活動如下： 

日   期 對   象 活    動 
20/8/2016 新學年中一級家長 健康校園計劃家長講座及簡介會 

22/9/2016 中一級學生及各級新生 健康校園計劃講座及簡介會 

22/9/2016 中一級學生及各級新生 校長於簡介會後宣讀同意聲明及派同意書 

11/2016 - 5/2017 全校參加計劃的學生 7次藥物測檢 

24/10/2016 中五級 精神健康工作坊 

3/11/2016 - 15/12/2016 中四級 中四學生特訓小組 

28/11/2016 中三級 成長日營－行山及團隊訓練 

5/12/2016 中二至中三級 法庭真相－參觀活動 

12/12/2016 中六級 壓力 GOGOGO 工作坊 

10/2/2017 中二級 成長日營－行山及團隊訓練 

14/3/2017 中一至中三級 性教育－危機預防教育講座 

21/3/2017 中二至中三級 成癮講座吸煙篇 

10/4/2017 中一至中三級 預防網絡交友與欺凌講座 

11/5/2017 全校家長 花藝傳「情」家長工作坊 

5/7/2017 中一至中三級 參觀赤柱東頭懲教所 

18/7/2017 新學年中一級家長 健康校園計劃家長講座及家長資訊站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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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月 20 日透過早會中央廣播，提

醒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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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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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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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同學從講座中了解及明白性騷擾的定義及如何處理性騷擾的

問題，同學反應熱烈。 

 

四、「全校性紅外線體温測檢」 

本校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開始，每天早上為同學進行「全校性紅外線體温測檢」。本組感謝 7

位中五級同學，每天早上在校園提醒同學進入紅外線體温測檢區，如發現高温的同學需即時進

入醫療室，待校方跟進。 

 

 

http://www.ch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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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一級「飲食健康標語創作比賽」 

 本組於 2017年 5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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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姓名 標語內容 

冠軍 1A  何祖祖 強身健體人人愛， 

多吃蔬菜你最醒。 

亞軍 1B  吳柏誠 零食食很少， 

永無變肥條。 

水果食多多， 

全部變帥哥！ 

季軍 1A  卓琼嵐 營養食物多靠近， 

垃圾食品少接觸， 

要想身體能健康， 

水果蔬菜吃多點。 

優異獎 1A  馬浩言 

1B  彭浩翔 

    梁俊杰 

1C  張芷淳 

    杜晉毅 

    周寶宜 

 

 

 

十一、 環境教育組 
 

一、「利是封回收」比賽 

本組為響應環保團體「綠領行動」於 3 月在校內舉行「利是封回收」比賽，實踐環保重用。是

次比賽共收集 2792個完好無缺的舊利是封，並已交到華心商場的收集箱內。回收利是封數量最

多的三班可獲精美文具以示嘉許，期望同學能繼續實踐「綠色生活」。按回收量統計，冠軍為

4C 班；亞軍為 1A班；季軍為 1C 班。 

 

二、添置回收箱 

本組於 5 月下旬進行早會分享，向全校同學介紹日本這個注重環保的地方，國民的環保意識很

高，自小就培養良好的綠色生活習慣，例如自律又自發地處理好自己製造的廢物，保持地方清

潔；在家中做好廢物分類回收等，從源頭減少廢物，鼓勵資源循環再用，這實在非常值得我們

學習。有見及此，本校最近新添置了 3 個回收箱，分別回收鋁罐、膠樽和廢紙，希望提高同學

的公民環保意識，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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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留影 

十二、 學生支援組 
 

一、25周年開放日勇奪 3個獎項 

本組於學校開放日共設有 2 個攤位，分別是咖啡拉花班及手工藝班，當天同學十分落力將其學

習成果展示於人前，在場人士感受到本組同學的熱誠，更讓人高興的是本組在開放日攤位比賽

中囊括 3個獎項，分別是 「最吸引眼球獎」、「最殷勤接待獎」和「最具人氣獎」。 

 

二、手工藝班 

手工藝班在下學期共開辦 6節課堂，同學們均十分投入製作，他們更擔當開放日學生工作人員，

負責教導到來參觀的小學生及其他嘉賓製作小手工。 

 

三、天台種植活動 

本校同學對種植十分感興趣，他們每天放學後不怕辛苦，到天台替植物澆水，種植出不同類型

的農作物，如蕃茄、蘿蔔等。收成固然令人欣喜，更可喜的是同學能從過程中領悟「辛勤耕耘，

收獲喜悅」的道理。 

 

四、高中生涯規劃課程 

於 2017年 2月起，6位中三至中五同學參加由本組外購的生涯規劃輔導計劃─「摘星計劃」，課

程除了向同學進行個別輔導外，亦提供小組輔導，使同學對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有更清楚的認識，

課程亦安排同學外出實地考察他們有興趣的行業。2017 年 5 月 17 日，同學往火炭參觀配音行

業，是次活動不但增加同學對配音工作的認識，亦擴闊同學的視野。下一次參觀活動則安排在

7月試後活動進行，同學屆時將參觀韓式餐館的營運。 

 

 

十三、 家長教師會 
 

一、25周年校慶親子夏日遊 

2017年 5月 7日舉行親子夏日遊，本校家長十分踴躍

報名參與。是次活動由安信旅遊承包，家長師生一行

60人於當天上午 9時由本校出發，首先到達上環PMQ

元創坊參觀歷史建築物活化保育情況，其後，於銅鑼

灣利景酒店享用自助午餐，更舉行幸運大抽獎。午膳

後到太平山頂遊覽，欣賞香港美麗的景色，活動尾聲

在上環美味棧頭抽專門店購物，是日活動十分豐富，

大家盡興而歸。 

 

二、花藝傳「情」家長工作坊 

2017 年 5 月 11 日舉行花藝傳「情」家長工作坊，工作坊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資深社工主持，

讓家長聚首一堂一起學習盆景佈置技巧，並藉此機會交流教養子女心得，協助子女建立積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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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老師滿足地捧著製成品 

 

雲家明校友即席與同學較勁 

康的人生觀。 

 

三、中一新生迎新日 

中一新生迎新日將於 2017 年 7月 18日於本校禮堂舉

行，是次活動於上午 9 時開始，家長教師會主席陳潔

雯女士及本校不同組別的老師分別向中一級新生家

長簡單介紹本校情況，讓家長對學校有初步的認識，

當天亦安排校服商到校，讓家長即日購買校服。 

 

 

十四、 校友會 
 

一、開放日 

2017年 3月 31日是本校 25周年校慶開放日，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代表張文忠先生及校友會幹

事楊芝琳小姐一齊出席是日慶典，他們都身體力行地支持母校活動。 

 

二、新會員－應屆中六級學生 

 今年中六級共有 26位同學在畢業前加入校友會，校友會又壯大起來了。 

 

三、校友分享會 

2017年 5月 29日 2位分別任職私人教練的雲家明校友和美

容師的陳麗麒校友，在百忙中抽空為本校的中三至中五級同

學分享他們的個人經歷，藉此勉勵大家，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及興趣，只要刻苦堅持自己的想法，向著目標努力進發，自

然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四、放榜前分享會 

2017年 6月 30日校友會將協助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六級

畢業同學作放榜前分享會。 

 

五、週年大會及燒烤活動 

2017年 6月 30日校友會於學校禮堂舉行週年大會及校友代表選舉，時間為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下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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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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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製作有機麵包 

 
雄赳赳的交安隊員 

十五、 學生會 
 

本會於 2017年 3月至 6 月期間舉辦了多項活動及比賽，包括 25周年開放日攤位遊戲、電競比

賽及社際羽毛球比賽，社際羽毛球比賽結果如下： 

 

初級組 

冠軍：文社 

亞軍：信社 

季軍：行社 

高級組 

冠軍：忠社 

亞軍：行社 

季軍：文社 

 

本會亦將於 2017年 7月 10日舉辦歌唱比賽，比賽設獨唱組及合唱組，讓同學盡展歌喉。 

 

 

十六、 聯課活動及社會服務 
 

一、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本校交通安全隊於 2017 年 2月 26日新界北總區檢

閱步操比賽奪得亞軍，同時於 2017年 3月 26日交

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步操比賽奪得全港亞軍。比賽

在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舉行，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蒞臨檢閱。為了爭取優異的

成績，同學平日積極練習，此獎足證「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的道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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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10 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戶外學

習日，為全體同學安排多元化的校外活動。活動由老師與同學共同參與，藉以增進師生感情，

並培養同學對學校之歸屬感。以下是部分學生的分享： 

 

 中一級：到訪綠田園，參與綠色之旅 

  綠田園是個洋溢著清新空氣的地方，高高的大樹

遮擋了大部分的陽光，感覺十分舒適。可是我看見一

個薯片的包裝袋，還有一些塑膠瓶被棄置在地上，我

不禁嘆了一口氣，美中不足啊！ 

  第一項活動是有機農業生物多樣性導賞及植物

繪染，導師首先為我們講解了幾種植物的特性和作

用，隨後給了我們用幾種植物和水果榨成的汁液作為

顏料，在一個潔白的布袋上作畫。想了很久，我都沒

有靈感，看着周圍的同學都畫了一些與環保有關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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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自行搭建的橋上行走， 

互相扶持 

案，我終於有頭緒了。一塊黑色的「污跡」塗在白布袋上，白布袋相當於大自然，那塊污跡就

是人類造成的污染。 

  下午我們學習磨豆漿和焗麵包，喝着自己磨製的豆漿，感覺額外甘香。利用石磨磨豆漿是

非常考驗氣力和心思的苦力活動，不僅要順時針轉動磨盤，還要注意加黃豆和水的時間。麵包

更別說了，咬下去又硬又難消化，但想到是自己一手一腳做出來的，還是兩三口便吃下去。製

作麵包原來很考功夫，還要花心思設計造型。（1A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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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營地，導師就向我們講解營地的設計，在地上鋪一層黑色塑料的原因是要斷絕陽光，

防止植物進行光合作用，使植物無法生長。屋頂是傾斜的，以減少暴風雨造成的破壞。 

  製作盆景原來是那麼講究的，首先要在盆子裡鋪一層碎石作裝飾，然後鋪一層木炭，以吸

收土壤中過多的水分，再鋪一層紗網，才加入泥土，泥土上長了青苔，青苔也是用來吸水的。

這樣，就算我們一個月都不給植物澆水，植物也不會枯萎，十分適合善忘的城市人。記得有一

位同學發現在他的盆景裡有一條蟲子，身上長滿毛，又生有二十幾條腿，還以為是蜈蚣，後來

我們問問導師，導師說牠身上沒有紅色，所以不是蜈蚣……這天我真是學到不少課外知識。（2A

陸大睿） 

 

 中三級：大埔白鷺湖互動中心－自行搭橋齊心過

河、竹筏製作及湖上划行 

  活動一開始，導師便讓我們搭木橋，起初我認

為這是極難的工作，因為從來沒有類似的經歷。導

師不時在旁鼓勵我們，給予我們信心。最後，為了

加強大家的團結精神，導師要求我們在剛搭建的橋

上行走。同學一個個藝高人膽大，在橋上走得極快，

我卻有點膽怯。我腦子一熱，一個跨步，兩個跨步，

直接蹦到木橋上，這是一條離地約 1.5 米，沒有扶

手的木橋。還未站穩，迎面而來一陣夾帶霧水的冷

風打濕我的臉頰，感覺有點心寒，更加舉步為艱。

當我看到站在木橋兩旁的同學，高舉雙手給我扶

持，聽到那一次次的加油聲，我繼續向前走，終於到終點了。回首剛才走過的路，一切是這麼

不可思議。（3A羅明揚） 

 

 中四級：智趣樂園－野外生火煮食訓練 

  這次活動是野外生火煮食，導師教我們如何擺放柴枝，應該拾哪些柴枝會比較容易生火，

原來一切都很講究。我們還要自製餐具，將竹子削成筷子。負責生火的同學大概是用錯了方法，

老半天也未能成功生火，火柴又即將用完，在沒有別的辦法下，我們只好請導師來幫忙。終於

我們搭好爐，生好火了，眼看一切似是步入軌道時，好不容易生起來的火苗就要熄滅了，我們

全組人開始團結起來，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身軀去圍住火苗，其中一位同學更自告奮勇地將火苗

吹起來。經過全組人的努力，火勢漸漸大了起來，終於可以做我們的主食－燒雞了！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在製作蕃茄炒蛋時，和同學發生了小爭吵，但最後我們都能冷靜地處理。這次活動

能讓我深深體會到互相信任的重要，這可是一次難忘的體驗。（4C 葉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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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抖擻，準備出發 

 中五級：大嶼山大澳－大澳生態文化之旅 

  在最後一次的戶外學習日裡，令我最難忘的，就是我第一次當上小導遊，帶領同學參觀大

澳。要帶著一群猴子般的隊友確是很累，但我還是覺得非常開心。他們雖然很嘈吵，但都非常

配合，完成了老師安排的任務。最難忘的應該是在我們千辛萬苦爬上虎山後，居然看到了難得

一見的中華白海豚，雖然沒有拍到照片留念，但心裏已是滿足。（5A吳嘉靜） 

 

三、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慈善步行籌款 

本組參加由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舉辦慈善步行

籌款，籌款主要目的是為援助區內有需要人士獲

取醫療服務。步行籌款於 2017年 4月 30日舉行，

由署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醫院管理

局行政總裁梁栢賢及多位嘉賓主禮。參與慈善步

行的市民與主禮嘉賓一起出發，由北區醫院經保

健路步行至粉錦公路的香港哥爾夫球會（粉嶺），

大家沿途欣賞美麗的景色。超過 1300名來自地區

團體、屋邨、學校、區議員辦事處及病友組織等

參加者合共為基金籌得近 220 萬港元，籌款活動

讓參加者歡度一個有意義又愉快的周日。 

 

四、獲獎及嘉許消息 

1、學生傑出表現 

比賽/活動名稱 得獎者 獎項 

2017「奧海盃」數學競賽 

（26/3/2017） 

1A 林家宇  

1C 胡衍偉 
金獎 

1A 陳嘉迪 尹俊豐 

3A 王童希 曾志杰 
銀獎 

1A 郭武哲 陸嘉言 黃境炫 

1B 梁俊杰 彭浩翔 

2A 王秀澤 

3A 張渝琳 

3B 張辰  

銅獎 

1A 馬浩言 黃栢賢 

1B 吳星宇 陳文朗 

3A 鍾倩彬 但雪洪 林惠靜 勞敏銳 

優異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2017  

(香港賽區) (9/4/2017) 
4B 岑曉瑩 銅獎 

2017年「優數盃」 

國際數學大賽（選拔賽） 

(3/5/2017) 

1A 陸嘉言 二等獎 

1A 陳嘉迪 馮澤鈞 

1B 梁俊杰 吳星宇 彭浩翔 潘國輝 

  陳文朗 

三等獎 

2016-2017班際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1A 尹俊豐 中一級個人賽冠軍 

1B 施晓欣 中一級個人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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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017) 1A 林家宇 中一級個人賽季軍 

2B 吳嘉飛 中二級個人賽冠軍 

2B 鄧金城 中二級個人賽亞軍 

2A 王鴻政 中二級個人賽季軍 

3A 黃君灝 中三級個人賽冠軍 

3A 駱星辰 中三級個人賽亞軍 

3B 張辰 中三級個人賽季軍 

4A 侯博淇 中四級個人賽冠軍 

4A 戴穩朋 中四級個人賽亞軍 

4C 鄒文杰 中四級個人賽季軍 

5B 陳雨陽 中五級個人賽冠軍 

5B 黃彬 中五級個人賽亞軍 

5A 黃雙兒 中五級個人賽季軍 

1A 中一級團體賽冠軍 

1C 中一級團體賽亞軍 

2B 中二級團體賽冠軍 

2A 中二級團體賽亞軍 

3A 中三級團體賽冠軍 

3C 中三級團體賽亞軍 

4A 中四級團體賽冠軍 

4C 中四級團體賽亞軍 

5A 中五級團體賽冠軍 

5B 中五級團體賽亞軍 

第 68屆校際朗誦節 

1A 郭韵熙 劉亮  陳嘉迪 林家宇 

1A 陸嘉言 馬浩言 溫恩 

1B 施晓欣 戴恩希 黃兆維 邱曉暉 

2A 陳彥菲 張芷彤 彭卓蕾 王鴻政 

  王秀澤 

2B 李洁 

3A 林惠靜 陳耀成 陳嘉熙 謝俊賢 

  曾志杰 

3B 李航 

4A 林俊欣 林詩貝 鄧文芊 蘇學昊 

4B 黃咏怡 

5A 陳佳音 

中文及普通話： 

優良獎狀 

1A 鄭菲菲 高梓洳 鍾佩霞 殷倬楠 

 尹俊豐 

2A 霍倩玉 何嘉莉 陳紫珊 陳飛陽 

2C 羅子鈺 

3A 羅名揚 

中文及普通話： 

良好獎狀 

1A 郭韵熙 劉亮 

1B 麥梓琪 施晓欣 
English：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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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彭卓蕾 陳紫珊 何巧盈 林童 

 佐藤莉那 

3A 林惠靜 謝俊賢 

3B 黃宗怡 

4A 黃咏怡 

5A 吳嘉靜 黃雙兒 

1A 郭武哲 

2A 李靖文 陳欣莹 馮雨昕 劉毅生 

2B 袁曉琳 

3A 張渝琳 

4A 黃慧怡 李俏文 

English：Proficiency 

青年廣場全港學生「從香港

古蹟出發：尋找中華文化的

延續與承傳」攝影比賽 

 

4A 李俏文 
中學智能手機組 

優異獎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1A 高梓洳 何祖祖 鍾佩霞 劉亮  

1B 黃慧敏 

1C 葉小雪  

2B 麥嘉昇 葉偉希  

3A 張渝琳 楊麗娟 

3C 羅安怡 李祉蓉  

5A 黃藝盈  

5B 姚海明 

現代舞組別—乙級獎 

2016-17年香港學校戲劇節 

4B 何家駿 傑出導演獎 

5B 張嘉熙 傑出演員獎 

粉嶺官立中學 傑出舞台效果獎 

香港理工大學 

高中數理科比賽 

5A 陳佳音 曾新龍 數學 Credit 

5A 胡毅峰 物理 Credit 

5A 鄧依海 生物 Credit 

5C 黃滇弼 化學 Proficiency 

5C 黃滇弼 生物 Proficiency 

5B 陳雨陽 胡國然 數學 Participation(Part) 

5A 陳佳音 吳嘉靜 曾新龍 物理 Participation(Part) 

5A 陳佳音 鄧依海 曾新龍 化學 Participation(Part) 

5B 胡國然 生物 Participation(Part) 

  

2、學生獎勵計劃組 (Student Achievement Team) 

本年度本校推薦多位同學申請校外不同的獎學金及多個獎勵計劃項目，名單如下： 

獎勵計劃項目 得獎者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尚楷獎學金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5000 及證書） 

2A 陳彥菲  

3A 吳國豐  

4C 蔡靜儀 

5A 胡毅鋒  

6A 王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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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獎學金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800 及證書） 
6A 施雯琪 柳琴 

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每位同學獲得百佳現金卷$100及證書） 

3A 曾婉婷 蔡兆恆   

5A 黃凱琛 

香港中華廠商會聯合會獎學金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1000 及證書） 

6A 李國匯  

5B 黃彬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7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5000 及證書） 

5A 曾新龍 

6A 鄭考儀  

6B 李健杰  

「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業成業進步獎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500 及證書） 

3B 張辰   

4A 黃慧怡 

「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勇於服務獎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500 及證書） 

4A 賴建光 馬祖強 

「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業成業進步獎 

（每位同學獲得獎學金$500 及證書） 

4C 曾富淇  

5C 黃滇弼 

家校合作委員會「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16-17 

（每位同學獲得迪士尼門票 2張及證書） 

1C 黃馨瑤  

2B 葉偉希  

3A 林惠靜 

4A 張嘉怡 蔡淇安 侯博淇 

4A 蘇學昊  

4C 葉麗娟 鄧睿彰  

5A 鍾佳欣 李怡穎 王漪琦 

5A 黃藝盈  

6A 鄭考儀 鄭婷婷 

6B 林海莉 譚詠怡 梁港深 

6B 羅卓禮  

6C 羅卓賢 

家校合作委員會「快樂的我」獎勵計劃

2017 

（每位同學獲得海洋公園門票 2張及證書） 

1A 林家宇 鄭昊天 卓琼嵐 

1C 葉小雪  

2A 彭卓蕾 黃瑞儀 

2B 葉偉希  

3A 張海倫 岳雅珊 

4C 林嘉怡 呂濱如 吳凝彬 

5A 李雅麗 吳倩韻 寧倩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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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彩盈老師、鄧文慧教學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