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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活動消息 
 

1. 周年開放日暨演講廳開幕典禮 

 

 

 

 

 

  

 

 

 

 

 

 

 

 

 

 

 

 

 

 

 

 

 

 

 

 

 

 

 

 

 

 

 

 

 

 

2. 學生活動日 

 

 

 

 

 

 

 

本學年「學生活動日」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舉行，活動費用由學
校資助，學生毋須付款。透過是次活動，讓同學體驗在學業以外
的其他學習經歷，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學生於當天早上八時三十
分前返回課室點名，隨即展開活動。是次活動詳情如下： 

周年開放日已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順利舉行。本校非常榮幸邀請
到嘉賓、友校校長及老師、家長、校友等蒞臨參觀，還有來自沙
田官立小學、沙田崇真小學及救世軍田家炳小學逾 250 位師生到
校交流。本年度的開放日主題為「盡展潛能，綻放異彩」（ “The 

Colours of our Talents Ever-glowing in Radiance”）。 

 

這年，慈善賣物攤位依然十分矚目，除了有形形色色的美食攤位
外，更增設了「即影即有照相站」供來賓及同學留下倩影，甚受
歡迎。不論是家長還是學生，都全情投入慈善賣物中，叫賣聲此
起彼伏，令整個大堂和有蓋操場都瀰漫著熱鬧的氣氛。 

 

一飽口福後，沿大堂樓梯而上，是禮堂的周年開放日主題展覽，
由各個學會精心製作展覽及有獎互動遊戲，讓參觀人士能對本校
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感受一下我校積極的學習氣氛。此外，
各科學實驗室、電腦室、視藝室及英語室亦是來賓駐足交流的好
地方。最後，來賓、友校及本校師生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評選 「最
受歡迎攤位」，本年度的得獎單位是體育學會。 

 

展覽期間，本校的中樂團、西樂團、合唱團及舞蹈組精彩絕倫的
演出，更獲得觀眾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 

 

是次慈善賣物攤位的收入，扣除成本後，共籌得港幣 24,603.20

元，已全數撥捐「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本年度開放日得以順行舉
行，實有賴各位來賓、師生和家長的鼎力支持。 

 

本校演講廳的開幕典禮也於同日順利舉行，本校很榮幸能夠邀請
到主禮嘉賓暨前任校長周金祥先生、嘉賓、友校校長及老師、校
友、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代表一同見證演講廳啟用的時刻。主禮
嘉賓周校長及黃廣榮校長在杜景文副校長和江碧芝副校長的陪同
下為演講廳揭幕，演講廳正式啟用。典禮期間，黃校長及周校長
先後致辭，分享演講廳建成背後的一點一滴。本校公關組為慶祝
演講廳開幕特意準備一段學校宣傳短片，讓各位嘉賓多了解本校
近況及校園生活。典禮最後亦設有拍照環節，為各位來賓記下重
要一刻以供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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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主題 活動地點 解散時間 內容 

中一 自強不息 「香港少年領袖團」西

貢萬宜訓練營 

下午四時三十分 戶外歷奇訓練日營 

中二 星輝背後 本校 下午一時正 電影欣賞及劇本寫

作工作坊 

中三 知己知彼 「民安隊」圓墩訓練營

(近深井) 

下午四時三十分 抗逆解難訓練日營 

中四 愛暖相傳 上午：本校 

下午：本區長者中心 

下午四時十五分 社區長者義工服務 

中五 再闖高峰 本校 下午一時正 升學輔導工作坊 

根據派發給老師和學生的評估問卷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老師和同學都對「學生活動
日」持正面的看法，認為當天舉辦的活動，能讓學生獲得課堂以外的知識和寶貴的經歷，值
得一再舉辦。 

 

3. 中六畢業典禮 

2014 年 5 月 22 日是中六畢業同學的大日子，家長得以見證子女經歷寒窗苦讀，完成中學階
段，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 

 

同學從嘉賓手中接過精美的證書，向台下鞠躬的那一刻，感受良多，在座的家長亦忙於為子
女拍照留念。主禮嘉賓楊作城先生以學長的身份向同學分享昔日在沙官的學生生涯。他是一
位成績優異的學生，更曾擔任社長，磨練出一生受用的領導及組織能力。楊先生又勉勵同學
珍惜中學同學間的友情，因這份友誼將是長遠又寶貴的。 

 

其後，各班代表將班裏的特色、同學間的情誼、與師長的互動，精簡而深情地與觀眾分享。
當中，同學們尤其感激黃校長於百忙中抽時間教導同學，鞏固他們的數學基礎。 

 

最後，同學忙於在茶點時間與家長、師長及同學拍照，畢業典禮亦在一片歡樂又帶點不捨的
氣氛中結束。 

 

是次中六級畢業典禮有賴各方鼎力支持。在此特別鳴謝陳阿蓮老師、鄧敏儀老師、王徽老師、
陳雅恩老師、蔡小波老師及中六級班主任。另外，亦感謝校務處袁先生、凌小姐、實驗室技
術員李先生、各教學助理及資訊科技助理的幫忙。 

 

總括來說，活動有以下特色:  

(1) 同學的出席率接近 100%，可見他們對學校有着一份歸屬感。 

(2) 家長出席數目比同學還多，有些在職家長預早向公司請假來支持子女，可見家長重視這  

典禮的程度。 

(3) 每一家庭只派發一本小冊子讓其珍藏，實踐環保的精神。 

(4) 典禮上，班主任宣讀畢業同學的名單後，與同學並排拍照，場面温馨。 

 

二、  訓導組消息 

1. 最佳及傑出初級領袖生選舉 

本組已選出本年度最佳及傑出領袖生，以表揚他們的努力。得獎者名單如下： 

最佳初級領袖生 2C 鄧榮軒 2C 連家瑩  

最佳領袖生 4B 黃若萍 4C 梁子林  

傑出領袖生 4A 高焯峰 4B 梁樂怡 4C 劉子聰 

 

2. 領袖生訓練日營 

為了建立領袖生之間彼此信賴和支持的關係，使各領袖生在日常或當值時可以互相幫助，共
同為塑造我校純樸的校風而努力，領袖生會將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領
袖生訓練日營，內容包括一系列的定向、訓練活動。相信在尹權勝老師、鄧敏儀老師及林毅
東老師的帶領下，參加者均能從中學習到不同範疇的能力，展現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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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組消息 

1. 中一午間活動 

為加強中一同學班中的凝聚力，學生朋輩輔導員定期籌劃午間活動予中一各班同學。最近期
一節活動已於 5 月 15 日完成。為增加活動的趣味，朋輩輔導員特意設計了一些別開生面的集
體遊戲，協助同學放鬆心情，預備學期考試。同學們都積極地參與活動，並對活動感到滿意，
更與學生朋輩輔導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2. 品格教育工作坊 

品格教育是本組近年重點推動的項目之一。為加強同學對個人品格的關注，本組學生朋輩輔
導員於 2 月 21 日及 3 月 12 日的德育課時段，舉辦了兩個品格教育工作坊予中一及中二級各
班同學。朋輩輔導員親自為同學們設計了富趣味的遊戲，帶出自律及盡責等重要品格，並提
醒同學要多加學習，以提升個人修養。。 

 

3. 「活出真我」── 未來領袖預備班 

為培養中三級同學的領袖才能及拓寬他們的視野，本組新增了一項領袖課程予 20 位中三級
同學。繼 1 月份舉行的歷奇訓練日營後，同學於過去 3 個月內完成了多項活動及訓練，包括
在城門水塘郊野公園舉行的野外團隊合作及自我挑戰訓練，在「善導會──青衛谷」參與為本
校同學設計的主題式教育日營、參觀智障及傷殘人士宿舍「怡欣山莊」及於該山莊為院友籌
劃活動。為使同學有效掌握籌備義工服務的技巧及協作能力，本校社工陳姑娘聯同基督教女
青年會社工李學義先生，於 2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了多次工作坊。參加者均表示活動內容豐富，
獲益良多。 

 

4. 青年五月計劃 ── 大型星級講座 

本校部份中四及中五同學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邀請，於 5 月 14 日參與了由該會及僱員再
培訓局於大埔王肇枝中學舉辦的「大型星級講座」。是次講座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職
業志向、認識工作世界及提升競爭力，並透過星級講者張達明先生及名人分享，增強學生們
的溝通技巧及職場應變能力。 

 

5. 「我們的主題曲」── 音樂、舞蹈工作坊 

本組邀請了香港著名舞蹈及編舞家王廷琳先生於 3 月 6 日至 5 月 29 日期間，為同學主持了一
個名為「我們的主題曲」的舞蹈工作坊。王先生透過音樂和舞蹈，讓學員重新認識自己身體、
身體與空間的關係，並用肢體來表達不同的訊息。課程內容生動有趣，吸引了不少同學觀課，
更邀請了老師及家長與學生們共舞。除教授舞蹈技巧外，王老師每節課都抽時間讓同學們表
達個人感受，實是不可多得的學習經驗。除此之外，王老師亦邀請了學員和家長欣賞由他親
自編舞，名為「奇妙一刻」的多媒體音樂舞蹈劇場表演。王老師非但將肢體藝術與溝通的微
妙關係帶給學生，更將學習帶出校園，提供了一次親子的好機會。 

 

6. 「乘風航」── 聯合領袖訓練 

本組朋輩輔導員聯同學校領袖生、學生會幹事及四社代表等於 4 月 6 日參加由香港青少年服
務處主辦的乘風航海上歷奇活動。同學在活動中學習如何衝破心理障礙，克服困難。不少參
加者均表示活動可啟發他們勇於嘗試，以積極態度迎接各種挑戰。 

 

四、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消息 

1. 職業博覽 2014 

由國際扶輪 3450 地區和教育局合辦的「職業博覽」活動是每年度的學界盛事，來自二十多所
中學的校長、老師及逾千名高中學生齊集交流、參與其中。今年度的「職業博覽 2014」已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舉行，本校有幸成為舉辦「職業博覽 2014」的場地，並協辦上述活動。 

 

大會誠邀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教授擔任開幕典禮的主禮嘉賓，以及各主辦單位代表：國際扶
輪 3450 地區方奕展總監、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新界)李錦光先生、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九
龍)徐啟祥先生、國際扶輪 3450 地區洪宏道前區總監、國際扶輪 3450 地區李兆民助理區總
監、2014 職業博覽籌備委員會主席葉小帆社長、趙聿修紀念中學校長羅蔡妍芳女士及本校校
長黃廣榮先生，為「職業博覽 2014」主持剪綵儀式，揭開序幕。主禮團成員還包括其他主辦
單位的代表︰新界扶輪社蔡永強社長、荃灣扶輪社陳慎正候任社長、葵涌扶輪社黃河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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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扶輪社曾智仁社長、離島扶輪社何麗全社長、大埔扶輪社區嘉文社長、香港旭日扶輪
社羅美莉社長、天水圍官立中學校長鄭麗恩女士、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校長梁達衡先生、
荃灣官立中學校長黃業祥先生、元朗公立中學校長郭兆輝先生及南屯門官立中學校長陳梁少
卿女士。 

 

主禮嘉賓張仁良教授於開幕典禮上作出專題演講──「新高中學制下之學生多元出路」，讓同
學明白到職業無分貴賤，行行出狀元的道理，要成功有很多不同的途徑，只要努力，總會找
到適合自己的出路，創出美好的前途。張教授的金石良言發人深省，使同學獲益良多。 

 

本年度「職業博覽」的主題為「尋．夢．覓我理想」(“Dream．Search．Aspire”)，藉此勉勵
同學要追尋「夢想」，讓「夢想」在人生中成為我們力爭上游的原動力，使「夢想」變成能
夠實踐的「理想」，而不是「空想」。扶輪社及教育局透過籌辦「職業博覽」活動，讓同學透
過參加不同行業的講座，如中醫、西醫、護士、藥劑、物理治療師、律師、社工、幼兒教育、
工程專業、飛行員、飛航安全、酒店及旅遊業、市場推廣、銀行業、會計、財富管理、資訊
科技、形象設計、設計、節目管理、紀律部隊、空中服務員及傳媒，了解各行業的工作性質
及入職要求，聽取心儀行業的翹楚精英分享工作心得，從多位成功人士身上獲取成功秘訣，
為「尋夢想，覓理想」踏出重要的一步。 

 

是次「職業博覽 2014」得到眾多嘉賓撥冗光臨，鼎力支持，為盛會錦上添花，亦令本校蓬蓽
生輝。 

 

2. 大學升學 

(1) 大學聯招──校長推薦計劃 

經過本校校長推薦計劃委員會的審慎遴選後，已選出 5 名應屆中六同學參與「大學聯招
──校長推薦計劃」，他們分別是 6C 黎昫邦、賴其志、姚承鋒、林巧彤及林寶兒同學。
上述同學具備領袖才能及/或創意思維，並熱心參與校內服務、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備
受推崇。 

 

(2) 本組提名 5B 羅凱盈和 5C 利佩倩同學於 2014 年 3 月 8 日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
主辦的 Searching for an Exciting Career in Accounting and Business，大會邀請了香港會計
師公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商業銀行的講者，分享會計行業的發展，會後亦安排同學
與現正就讀會計學院的學生午膳交流。 

 

(3) 本組於 2 月初提名 20 位中五同學參加在 2014 年 3 月 29 日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      
“Academic Planning Day for Secondary 5 Students”，以強化同學在學術發展與就業目標的
連繫。 
 

(4) 香港教育學院推薦計劃 

本校按同學的意願、學術成績及課外活動成就等，推薦 6 位中六同學參與香港教育學院
推薦計劃。獲推薦的學生名單如下： 

      

6B 符瑋晴 6B 李海寧 6B 曾詠詩 

6D 陳穎欣 6D 許嘉敏 6E 羅亦彤 

      

(5) 「迎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日講座」 

本組誠邀學友社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到校主講「迎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日講座」，對
象為應屆中六學生與家長。期待學生與家長能透過是次講座更了解更改課程選擇的策
略、出路的最新資訊及放榜前的壓力管理等。會後，班主任將分班派發成績表。 

 

(6) 本組提名 5C陳學維和關可楠同學於 2014年 7月 7日至 11日參加由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
的 “CUHK Summer Clinical Attachment Programme 2014”，透過這 5 天的活動定能增加同
學對醫療(Medical Science)的認識。 

 

(7)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日」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放榜日訂於 2014 年 7 月 14 日，應屆中六學生將於當天早上到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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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然後分班往課室領取成績單。同學可按自己考獲的成績及意願，於指定限期內更
改大學聯招課程的排列優次。本組在此祝願各位中六同學心想事成、前程錦繡。 

 

(8) 本組提名 5C 馬文煒和 5D 李芳同學於 2014 年 7 月 14 至 16 日參加由香港城市大學通識
及人文科學院主辦的 “Class Summer School for Secondary Five Students：EXPLORING 

THE LIBERAL ARTS & SOCIAL SCIENCES @ City U”，體驗城大的校園生活及認識該學
院學科的特色。 

 

3. 升學參觀 

本組於 2014 年 3 月 12 日帶領 42 位中五同學參觀位於港島薄扶林道的中華廚藝學院，認識該
學院的多元化及實用學科，包括旅遊、酒店服務、美容專業、廚藝課程等。在導賞員的帶領
下，同學們投入地參與互動遊戲及品嚐學員精心烹調的美食，從中認識各課程及行業的特色，
經歷了一次愉快而充實的活動。 

 

4. 利希慎海外留學獎學金計劃 

由利希慎教育基金會主辦之「利希慎海外留學獎學金計劃」的設立目的是資助有經濟需要的
家庭栽培子女成材，待其學成歸來回饋香港社會，每年保送兩名香港中二學生分別到英國及
澳洲著名寄宿學校（Rugby School 及 Geelong Grammar School）升讀中三。本組共收到 9 名
中一同學申請，本組將於 2014 年 6 月下旬進行面試，遴選後推薦 1 名中一學生參加筆試及面
試。 

 

5. 海外升學講座 

本組邀請了學聯海外升學中心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到校向全體中三至中五學生簡介海外升學
須知。 

 

6. 與工作有關的經歷 

(1)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模擬法庭比賽 

本組推薦 5 位同學於 3 月份參加由扶輪社與教育局合辦的扶輪「與校同行」計劃──模擬
法庭比賽，內容包括參觀海關，及出席 3 次認識法律知識訓練日及模擬法庭比賽。同學
於模擬法庭比賽中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控方律師、辯方律師及證人等。同學積極投
入活動，出色的表現獲擔任評判的大法官讚賞。5B 陳雪玲、黃芷清同學更獲得最佳律師
大獎（Best Lawyer Award）。 

 

(2) 本組提名 12 位同學參加由工程師學會及教育局主辦的實習工程 2014。以下為參加的同
學名單： 

5A 盧冠甄 5A 楊芯樺 5A 王昕沂 5A 羅宇泰 5C 賈旻慰 

5D 魏芷馨 4A 吳鈞陶 4A 林智樂 4A 戚朗軒 4C 何浩賢 

4D 陳天頌         

 

(3) 暑期義工大學堂 2014 

本組提名 5B 甘浩筠、5C 江碧盈及 5D 李芳同學參加由新界東醫院聯網健康資源中心舉
辦的「暑期義工大學堂 2014」，讓有志投身醫護服務的學生，透過協助部門運作，增進
有關經驗與知識，及培養參加者的同理心。校內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4 年 5 月 19 日。 

 

(4) 暑期事業體驗計劃 2014 

本組提名 5 名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的「暑期事業體驗計劃 2014」，
他們分別是 5C 歐永欣、5E 何琬彤、6C 鄭旨欣、6D 林鈺富、6D 葉永豪同學。此計劃旨
在讓同學在暑假期間到工商機構工作數星期，了解各行業的運作，明瞭工作所需的能力、
態度和其他要求，以便在踏入職場前好好裝備自己。 

 

(5) 本校 20 位同學將於 2014 年 7 月 3 日參觀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有限公司[LWK & 

Partners (HK) Ltd.]，認識建築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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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外活動組消息 

1. 四社活動 

多項社際比賽已於下學期舉行，各項賽事均十分緊湊，吸引許多同學觀賞及打氣，更可喜的是
各比賽健兒都竭盡所能，展現出良好的體育精神。下學期各項社際比賽賽果如下： 

 

 

 

 

 

本學年社際通識論壇將於 7 月 4 日舉行，題目為「你拉我剪。立法會的『拉布』有否對香港
發展造成影響？」。四社代表將以政府、拉布議員、剪布議員及香港市民的角色闡釋各方立場，
各同學務必全力以赴，為社爭取理想成績。 

 

2. 活動統籌體驗計劃 

5E 黃炳霖及佘婉嫻同學獲推薦參加由香港品質保證局及教育局主辦的「活動統籌體驗計劃」，
希望透過活動親身體驗如何管理和籌備大型活動，豐富學生的經驗和知識。 

 

3. 音樂 

(1) 香港學校音樂節 

本校中樂團於 3 月份參加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於「中學組中國樂器大合奏（高級組：45 至 60 人）全港學界比賽」中演奏大會指定樂曲
《漠樓》，獲得優良獎狀。以下是中樂團團員名單： 

 

 

 

 

 

 

 

 

 

 

 

 

 

 

 

本年度所有比賽項目共獲得榮譽獎狀 3 張，優良獎狀 43 張及良好獎狀 10 張。其他個人項
目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冠軍 

八級鋼琴獨奏 (新界東) 4D 葉錦欣 

八級鋼琴獨奏 (新界東) 2C 吳澄邦(榮譽獎狀) 

五級鋼琴獨奏 (新界東) 4D 王子翹 

 

亞軍 

高級組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市區組) 4D 葉錦欣 

八級鋼琴獨奏 (新界東) 4E 藍喜兒 

初級組單簧管獨奏 4D 王子翹(榮譽獎狀) 

高級組簫獨奏  (市區組) 4A 張樂祺 

初級組笛子獨奏  (市區組) 3C 潘建章 

 

季軍 

鋼琴獨奏-年度作曲家(市區組) 4C 歐子洋(榮譽獎狀) 

高級組笛子獨奏(市區組) 4A 張樂祺 

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社際足球 藍花楹社 山茶花社 杜鵑花社 洋紫荊社 

社際籃球 杜鵑花社 洋紫荊社 藍花楹社 山茶花社 

社際排球 杜鵑花社 山茶花社 洋紫荊社 藍花楹社 

1A 林浩聰 2D 曾㲋憫 3C 范潔怡 4A 曾展鋒 4D 吳奕詩 

1C 曹紫晴 2D 莊卓濘 3C 羅郁嵐 4A 曾展冠 4D 王家怡 

1C 梁亦彤 2D 周子俞 3C 嚴樂恩 4A 曾展樂 4E 藍喜兒 

1C 何慧晴 2D 李苑蕾 3D 黎展鵬 4B 顏 寬 4E 袁健欣 

2A 吳慧雯 2D 麥健盈 3D 梁澤光 4B 張鈺林 5C 陳卓喬 

2B 余志迪 3A 王洛奇 3D 潘建章 4B 周曉琳 5C 周梓琦 

2B 周芷君 3B 江沛怡 3D 余俊雄 4C 何毅賢 5C 黃惠敏 

2B 許穎怡 3C 陳德生 3D 余悅暢 4C 陳美欣 5D 高卓悅 

2C 董澤均 3C 李沛璋 3D 黃婉怡 4C 李曉怡 6C 林巧彤 

2C 蔡欣侗 3C 李沛璋 4A 陳卓彥 4C 曾妍   

2C 江文翎 3C 梁子俊 4A 張樂祺 4D 鍾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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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英文(新界東) 3B 黄晞之 

初級組粵曲獨唱–子喉(市區組) 2D 吳穎嘉 

 

(2) 2014 年 3 月 21 日學校開放日於禮堂有以下音樂表演，參與同學如下： 

(a) 合唱團演唱兩首英文詩歌：City of God & 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Again 

 

 

 

 

 

 

 

 

 

 

 

 

(b) 西樂團演奏兩首古典樂曲：天鵝湖及水上音樂 

 

 

 

 

 

 

 

 

(c) 笛子獨奏《山村迎親人》：4A 張樂祺 

 

(3) 同輩培訓班 

為提升樂器班成員的能力，本校中樂團於下學期完成比賽後培訓新人，此活動名為「同輩
培訓班」，參與同學均獲益良多，低年班同學透過高年班同學培訓後均有所進步，高年班
同學於教導新人的過程中亦教學相長，最後成功帶領新人於 5 月 22 日中六畢業典禮演出
小組（齊奏）「彩雲追月」、「世間始終你好」、「金蛇狂舞」及「開場鑼鼓」四首曲目，
又合奏「中國人」曲目，以下是同輩培訓計劃的所有參與同學名單。 

 

參與同學 訓練者 

1A 林浩聰（低音大提琴）、2B 許穎怡（大提琴）、2C 董澤均（大提琴） 3C 羅郁嵐、3D 黃婉怡 

1A 潘穎彤（二胡）、1A 葉惠敏（二胡）、1B 錢嘉琪（二胡）、 

1B 許蔓淇（二胡）、1C 梁亦彤（二胡）、1D 江聽言（二胡）、 

2B 余志迪（二胡）、2D 李苑蕾（二胡）、2D 麥健盈（二胡）、 

3B 江沛怡（二胡） 

2D 李苑蕾、3B 江沛怡、 

3C 梁子俊、4A 曾展樂、 

4A 陳卓彥、4D 鍾穎彤 

1B 林子桐（笛子）、1C 林子桐（笛子）、1D 江聽言（笛子）、 

1D 袁家顥（笛子）、1D 麥海喬（笛子）、4C 曾妍（笛子） 

3D 余俊雄、3D 潘建章、 

4A 張樂祺、4A 曾展冠 

1D 吳鈞澔（高笙）、1D 麥海喬（中笙）、3C 李沛璋（嗩吶）、 
3D 余悅暢（嗩吶） 

4A 張樂祺、4E 藍喜兒 

1A 吳欣蕎（揚琴）、1C 曹紫晴（揚琴）、1A 董婕凝（琵琶）、 

1D 劉罡沂（柳琴）、1D 楊澧洹（中阮）、2A 溫耀璋（琵琶）、 

2C 蔡欣侗（中阮）、2C 江文翎（中阮）、2C 張巧盈（柳琴）、 

2C 黃婉瑩（柳琴）、2D 周子俞（柳琴）、2D 莊卓濘（柳琴）、 

3C 范絜怡（琵琶）、3C 嚴樂恩（琵琶）、4B 周曉琳（揚琴） 

2D 莊卓濘、4B 周曉琳、 

4B 張鈺林、4D 吳奕詩、 

4D 王家怡 

1D 郭加恩（敲擊）、1D 黃樂程（敲擊）、1D 黃丹紅（敲擊）、 

2B 周芷君（敲擊）、2D 曾㲋憫（敲擊）、3C 陳德生（敲擊）、 

3D 梁澤光（敲擊） 

2D 曾㲋憫、3C 陳德生 

 

團長： 4B 梁樂怡 4C 唐雍晴         

司琴： 4C 歐子洋           

團員： 1A 林浩聰 1A 張芷晴 1A 江祉昕 1A 辛卓穎 1A 談家詠 1B 錢嘉琪 

 1B 盧君婷 1B 阮雅雪 1C 謝家俊 1C 張巧穎 1C 戴岳 1C 何慧晴 

 1D 吳鈞澔 1D 曹馨心 1D 留心愉 1D 黃丹紅 1D 翁惠敏 2A 陳愷宜 

 2A 陳子甄 2A 張怡靜 2C 陳雪儀 2C 韓宝嶸 2C 郭栩晴 2C 林紀晴 

 2C 吳芷欣 2C 蘇綺琦 2C 鄧寶鏵 2C 黃子琪 2C 黃婉瑩 2C 鍾佩汶 

 2D 周凌霜 2D 郭詠欣 2D 李苑蕾 2D 孟繁瀅 2D 鄧婉怡 2D 曾茵悅 

 2D 謝巧兒 2D 余傢其 3C 范絜怡 3C 吳雪熙 3D 黃穎翹   

指揮： 4D 葉錦欣           

團長： 4C 陳政僖 4D 葉錦欣         

工作人員： 4D  蘇子謙           

團員： 1A 許以仁 1A 談家詠 2A 林思遠 2B 關丞志 2B 許穎怡 2C 郭栩晴 

 2C 李嘉詠 2D 楊天晴 2D 周凌霜 3B 陳思朗 3C 蔡諾妍 3C 羅郁岚 

 3C 賴君瀚 3D 黄婉怡 4D 尹紹軒 4D 王子翹 4E 黃彥蓉 5A 陳芷彤 

 5A 盧冠甄 5A 楊芯樺 5D 翁梓賢 5D 李昀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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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4 沙田慶回歸聯校學藝匯展 暨 第十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2014 沙田慶回歸聯校學藝匯展 暨 第十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為沙田區年度
盛事，旨在表揚本區之傑出學校和學生，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七周年。本校中樂團非常
榮幸獲得邀請擔任表演嘉賓，將於 6 月 28 日假沙田中央公園結客場及露天劇場公開演出。 

 

4. 學會活動消息 

(1) 公益少年團 

(a)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新馬交流團 

6C 賴其志同學在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中表現優異，獲選為傑出團員，
並得以參加於 2014 年 7 月舉行的「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新馬交流團」，藉此機會增
廣見聞，加深了解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地的風土人情、社會狀況；認識華僑的歷史
背景、兩地學校及義工服務的發展概況；認識當地學生在多種語言環境下掌握外語
的情況；並與新、馬少年溝通交流，促進團員對本團今年主題「活出關愛與尊重，
推動和諧與共融」的認識。賴同學更獲教育局公益少年團邀請擔任教育局沙田區公
益少年團 2013 至 2014 年度周年頒獎禮的大會司儀。 

 

(b) 課程 

本團安排 18 名團員於 2014 年 4 月 16 日參加由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辦的「迪士尼工作
體驗坊」。透過認識獨特的迪士尼公司文化，有助學生拓展個人技能，提升競爭力，
在事業上締造更美好的成就。 

 

(2) 英文學會 

本會於下學期舉行了兩次「英語日」，分別於 4 月 29 日及 5 月 30 日順利舉行，參加同學
踴躍，氣氛良好。通過是次活動，希望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增進學生的英語溝通
能力，從而培養校內使用英語的文化。活動由英語早會開始，學校的外籍老師簡述「英
語日」的目的和活動，英文科科主任羅文德老師及朱健滔老師分享學習英語的寶貴經驗。
每位同學隨即獲派一本「英語日護照」，以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贏取豐富的禮物。活動
包括：同學可邀請校長、副校長及不同科任老師以英語對話，並請老師簽名作記錄；午
膳時段，學生更可於圖書館及雨天操場參加四個不同類型的遊戲，讓學生透過電影、歌
曲、書籍和肢體語言學習英語。 

 

我們深信多說多講是學好英語的第一步。通過是日活動，讓學生充分享受使用英語的樂
趣，建立使用英語溝通的習慣，打好基礎，一生受用。 

 

(3) 歷史學會 

歷史學會將於 2014 年 7 月 3 日參觀景賢里，讓同學親睹中國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並認
識殖民時期的香港歷史。有 77 年歷史的景賢里糅合了中國與西方的建築特色，被列為暫
定香港法定古蹟。 

 

(4) 體育學會 

(a) 社際比賽 

本會於 2 月至 4 月期間舉辦了社際籃球比賽、社際排球比賽及社際足球比賽，所有
賽事順利完成。 

 

(b) 獨木舟星章考試 

為配合本校多元智能發展方針，本會於 2014 年 3 月 8 日、15 日及 22 日分別參加了
由海豚獨木舟總會舉辦的一星章、二星章及三星章考試，共有 39 名中三至中五的同
學及 4 名老師接受挑戰。星章考核內容包括：前槳、後槳、緊急停船、船尾舵轉向、
搬運及上落艇技巧、掃槳、橫划、深水覆舟後處理及ＨＩ型深水拯救法。同學經過
連續三星期的努力，加上天雨的試煉，最終共有 33 位同學獲得三星章的資格，實屬
可喜。 

 

(c) 獨木舟訓練營 

本會於 2014 年 4 月 23 至 25 日的復活節假期期間，與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
訓練營合辦了獨木舟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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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兩夜的活動仍記憶猶新，當中的「黑夜中心定向」令各組同學團結一致，在濛
濛細雨下依靠著照明工具於黑夜中搜索目標，各組同學發揮互助精神，共同進退，
當中歷練十分難忘。 

同學期待已久的「獨木舟終極之旅」亦於第二日上演。一行 30 艘雙人艇及單人艇浩
浩蕩蕩地在無邊無際的海中乘風破浪，奮力前進。同學憑着堅持及努力，終於完成
了約十公里(共五小時)的旅程，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第三日成為獨木舟籌委同學的第一次。全日活動由 5A 李俊樂、5B 陳安之、5B 曾嘉
琪及 5E 石穎霖同學設計，舉辦了歷時 2 小時的「冠軍爭霸戰」，同學亦投入比賽。
整個三日兩夜的訓練營亦在感動人心的分享環節中圓滿結束。 

 

(5) 英語戲劇訓練班 

英語戲劇訓練班於 4 月至 5 月間在舞蹈室開辦了合共七節的英語戲劇訓練班，由職業劇
團外籍導師任教，經老師推薦共有 22 名中一至中四同學參與。學員透過劇場遊戲能提升
自信、建立互信、改進咬字和聲線，及了解情緒和肢體語言。後期課堂排演短劇 “The Video 

Game Kid”，講述酷愛打機的少女放棄壞習慣並重拾友情的歷程，計劃於試後活動期間向
全校試演。 

 

有興趣參與明年戲劇課程(粵/英語)或校際戲劇節(粵/英語)台前幕後的同學，歡迎隨時聯
絡朱健滔老師，或於九月開學時留意戲劇學會的招募。 

 

(6) 舞蹈學會 

(a) 舞蹈組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的學校開放日中，在禮堂為到訪的嘉賓和學生表演了一
齣中國古典舞，名為「雲海暢遊」，參與演出的同學包括 5A 馬詩穎、5C 關可楠及
5D 蕭俊宜同學。 

 

(b) 為響應學校課外活動組推行「多元智能活動」的主題，本組於 2014 年 5 月 15 及 16

日午膳時間，於舞蹈室舉行了兩次 K-Pop 舞蹈工作坊。是項活動開放給非舞蹈學會
會員參加，務求以簡單的手法，把舞蹈推廣至各級同學。 

 

(c) 本組聯同家長教師會，將於 2014 年 7 月 11 日晚上 7 時 30 分於本校禮堂舉辦一年一
度的舞蹈籌款晚會，今屆主題為『舞時．舞刻』。本組同學將傾力演出，加上校友及
老師的協助，為來年舞蹈組籌募服裝經費。誠邀各位家長及同學撥冗出席支持。 

 

(7) 棋藝學會 

5A 黃裕峰同學參加由教育局沙田區公益少年團主辦的「第十屆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學界圍
棋比賽」，榮獲冠軍。 

 

(8) 其他活動 

(a)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 2014 

為培養同學樂於分享的精神，並關愛世界不同貧窮地區的人士，本校首次參與「『樂
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 2014」，共籌得港幣 9,707 元及人民幣 100 元，參與人數為
295 名。樂施會向本校頒發「感謝獎狀」，以表揚學校的支持和同學的踴躍參與，並
呼籲同學繼續支持樂施會的扶貧發展工作，讓更多的家庭脫貧自立。 

 

(b) 「逆境自強，活出真我」學校巡禮 2014 

本組與道德及公民教育組合作，參加由 YES 雜誌舉辦的「逆境自強，活出真我」學
校巡禮 2014，目的是以音樂形式把「逆境自強，活出真我」的正面訊息帶給同學。
活動將會邀請年青歌星作嘉賓，透過輕鬆愉悅的音樂會與同學分享逆境自強的經驗
和方法，幫助學生以積極的態度處理情緒，並提高個人的解難能力，應付人生的種
種挑戰，讓同學活出自己的精采人生。 

 

5. 「數學之美」——聯校數學交流邀請賽 

本校首次舉辦聯校數學交流邀請賽，旨在為中二、中三級學生提供交流學習數學心得的機會，
並培養他們自學數學的精神，好讓他們更深入地欣賞數學這門藝術與科學兼備的學科。是次活
動將於 2014 年 7 月 9 日上午舉行，比賽分專題研究報告及必答題兩部份。本校邀請趙聿修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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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學、金文泰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筲箕灣官立中學的學生組隊參加比賽，並邀得上述學
校各派一位數學老師擔任評判團成員，屆時五間中學均會安排 10 多名初中學生蒞臨觀賽，切
磋砥礪。 

 

6. 體育獎項 

(1) 排球 

排球隊於本屆校際排球比賽中，獲得以下獎項： 

(a) 男子乙組第二組別亞軍 

(b) 女子乙組第二組別第 4 名 

 

(2) 中學校際長跑比賽 

越野隊代表本校參加學界長跑比賽，參賽隊伍來自 30 多間學校，經過一番激烈的比賽，
越野隊獲得以下團體及個別賽事的獎項： 

(a) 女子甲組團體第六名 

(b) 男子乙組團體第五名 

(c) 女子乙組團體第八名 

(d) 5E 林鋇嘉同學獲得女子甲組全場第 10 名 

(e) 4A 吳運軒同學獲得男子乙組全場第 4 名 

 

(3) 羽毛球 

羽毛球隊於本屆校際羽毛球比賽中，獲得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六、道德及公民教育、環境及傳媒教育、健康及生命教育組消息 

（一）道德及公民教育 

1. 本組推薦 4B 陳韋男、歐文婷、黃若萍及 4C 陳錦雄同學參加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主辦的「恆生銀行 ── 青年領袖教室 2014」培訓活動。四名同學出席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的
開幕禮後，隨即參與一系列的講座，與各界領袖交流，加深對本年度主題「亞洲新趨勢」的認
識和看法。 

 

2. 本組推薦 5B 楊芷晴和 5C 周卓峰同學參加「2014《香港 200》領袖計劃」。此活動由香港青年
協會與中華全國聯合會合辦，是一項致力提升香港青年社會責任的領導人才培育計劃。此項為
期 10 年的活動，每年均嚴格選拔本港具領導潛能、學業優異，並抱有服務社會心志的青年接
受一系列的特別培訓。 

 

3. 本組推薦 5B 黃祉禕和 5C 賈旻慰同學參加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的 “The 6th Global 

Conference of the 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學生大使選拔計劃。如獲錄取，2 名學生將會按會
議主題就防止疾病傳播和預防災難與其他學員一同學習和交流，並於 2014 年 10 月 29 至 31

日擔任會議的學生大使，負責向政府官員講解和報告。 

 

4. 本組推薦 5D 李芳和 5E 方熙揚同學參加由香港特區教育局主辦的「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14」。2 名學生如獲錄取，將會於 2014 年 7 月 17 至 23 日與北京和澳門的師生一同遊覽香港
和澳門，體驗兩地文化，並進行學習交流。 

 

5. 本組推薦 3C 陳暉鏇、鄭子君、4C 梁子林、曾妍、5B 余潔兒、5C 阮智聰、6C 賴其志及林
寶兒共 8 位同學參加香港特區教育局、傑出青年協會和青苗基金合辦的「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本年度的主題為「夢想工程」。獲獎學生將有機會出席 2014 年 7 月 9 日舉行的「第十四屆明日
領袖高峰論壇暨明日領袖頒獎禮」，不獨其學行和領導才能得以肯定，而且更獲鼓勵努力為夢
想奮鬥，創造美好的未來。 

 

（二）環境及傳媒教育 

1. 為響應「惜食、源頭減廢」活動，本組中一及中二的清潔領袖生在 2014 年 2 月合力拍攝了一
輯宣傳照片，交予環境運動委員會。有關相片亦在本組壁報板展出。本校同學深明減少廢物
的道理，就是要轉化廢物為有用物料。5A 馬詩穎、5B 歐柏敖及 5C 鄭凱文、何咏恩同學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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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次環保工作坊，吸引近 70 位同學參加。參加者學會利用廚餘製作有機酵素，並瞭解製成
品的清潔功能。有機酵素可代替由化學藥物製成的清潔劑，減低對環境的傷害。 

 

2. 本組為推動同學減少廚餘，在 2014 年 3 月安排了中一同學實行「家居廚餘統計」活動。同學
透過紀錄一星期所製造的廚餘份量，反思如何可以惜食減廢，並互相分享想法。 

 

3. 中一及中二同學以環保為主題創作標語，各班優異作品如下： 

1A 人人環保愛地球，開心歡笑樂悠悠。地球命運在你手，逆轉命運靠你守。 
1B 保護環境你我做到，咪見到垃圾當睇唔到。善用資源你我做到，咁個世界就更 Colourful。 
1C 全球暖化真不好，改變方法齊齊數。減少廚餘少浪費，少碳放大家好！ 
1D 推行環保，要做好。垃圾分類，要知道。愛護環境，愛花草。珍惜地球，你做到！ 
2A 地球資源快耗盡，保護地球快行動。改善環境盡責任，悉心做好創未來。 
2B 珍惜食水人人愛，回收減廢人人來，廢紙請放藍色蓋，人人有責都在內。 
2C 環保環保好好好，記住分好三色桶，源頭減廢做得到，地球一定會更好。 
2D 吾欲能否止之？止之，則地球有救矣。不止，則地球將死矣。 
 

4. 本組推薦 1D 王南風、2B 葉謀煌及 4C 歐子洋同學參加「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 2014」。同學
順利通過面試，並將參加 2014 年 7 月的培訓課程。 

 

（三）健康、性及生命教育 

1. 健康資訊 

本組今期壁報以「睡眠與健康」為題，讓同學認識睡眠習慣對身體健康的重要。 

 

2. 中三至中五性教育講座 

本組邀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的社工許姑娘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到校，為中三至中五同學
主持以「青少男、青少女」為題的危機預防性教育講座，藉此讓同學認真反思兩性相處的態
度，學會面對戀愛暴力的處理方法和技巧。同學反應積極。 

 

3. 中三性教育工作坊 

本組邀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社工於 2014 年 5 月 16 日到校，為中三同學分班舉行以
「兩性相處之網上交友」為題的工作坊，讓同學意識到網上交友的潛在危機，體會兩性須彼
此以禮相待、互相尊重，才能發展健康的關係，融洽相處。 

 

4. 認識「器官捐贈」講座 

本組邀請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的講者於 2014 年 7 月 2 日到校與中四同學分享有關「器官捐
贈」的資訊。是次分享活動旨在讓同學了解有關「器官捐贈」在香港的最新發展，以及讓同
學對此建立正確的觀念。 

 

七、資訊科技組消息 

1. 新置無線網絡教室 

本校已在 E52 課室增置資訊科技設施，加裝了無線路由器及 13 部平板電腦。配合投影設備，
老師和同學可以在該課室內使用平板電腦和無線網絡，進行電子教學活動和專題研習。 

 

2. 電腦室設備優化 

本校電腦室正進行電腦設備提昇計劃，電腦運算速度將會明顯提昇。期望優化後的系統能帶
來更高效率的運作，使老師和學生在教學活動上更得心應手。 

 

八、學校重點關注事項 

重點關注事項（一）：重視學術追求，提升教學策略 

1. 本年度學科重點發展學生的提問技巧。本組於 2014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收集各科的評估問卷，
檢討措施效能。 

 

2. 中一閱讀課節由本組與家長教師會、從閱讀中學習組及中一級班主任合作舉辦，活動分四階
段。第四階段活動已於 2014 年 5 月 7 日、14 日及 21 日進行。活動中，家長負責分發英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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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再由家長及學生閱讀大使陪伴學生閱讀，並擬設問答題測試學生的閱讀技巧。於 2014 年
5 月期間，本組以問卷方式調查家長、中一學生及閱讀大使對閱讀課節的意見。 

 

3. 不同學科會舉辦多元化的延伸學習活動，鞏固學生課堂所學。例如：生物科於 2014 年 3 月
26 至 27 日為中五選修學生舉行考察宿營活動；地理科為中四選修學生於 2014 年 5 月 4 日安
排考察活動；數學科聯同數學學會分別於 2014年 3月及 4月期間舉辦了輔導周及數學周活動。 

 

4. 過去多月以來，中、英、數、通識科、科學科及資優學生培育支援等科組均為學生舉辦各類
拔尖保底課程。例如：中文科於 2014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為中三學生舉辦增潤課程；英文科於
2014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為中五學生舉辦課後延伸學習班。 

 

5. 本校鼓勵學生通過同儕學習提升學習效能。中一及中二級學習小組，按計劃定期進行研習；
高年級學生小導師按時與學弟學妹切磋討論。評估工作於 2014 年 5 月完成。所有學習小組的
會議紀錄及小導師的活動紀錄於 2014 年 6 月收集。校方將選出各班最優秀學習小組及最傑出
小導師，並於散學禮中頒發獎品予得獎學生。 

 

重點關注事項(二)：培育學生正確價值觀以促進全人發展 

為了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形象和正確的價值觀，促進全人發展，本組於 2014 年 2 月至 6 月期間，透
過不同的形式推展有關活動。 

 

1. 擴闊學生視野，提高對社會的關注 

(1) 「新聞議題展讀」活動 

為了拓闊學生的視野和鼓勵他們關注一些香港熱門的議題，通識科老師於 3 月至 6 月就有
關「斯諾登事件」、「港澳個人遊」及「全國人大代表會議及其重點」的新聞議題作資料剪
輯，並張貼於地下大堂的兩面壁報板上，當中還有老師及學生大使撰寫的評論，引導學生
對新聞議題作出反思。希望同學能透過此活動，多關心身邊的人和事，並能加深對有關議
題的認識。 

 

(2) 交流活動 

「第 12 屆新加坡 ── 香港交流活動 2013」於 2013 年 7 月順利展開，新加坡同學的回訪
交流亦於 11 月 9 日至 19 日圓滿舉行。3C 陳暉鏇同學與其接待友伴一同於 11 月 12 日的早
會上分享感受。為了加深同學對交流活動的認識，有關相片已於 2014 年 5 月 16 至 23 日
在學校禮堂展出。 

 

(3) 其他學習經歷 

(a) 本校於下學期推薦約 80 位高中同學參與以下工作坊：「款待之旅」、「流動數碼遊戲設
計與製作」、「生命科學之旅 ── 解構 DNA」、「香港電影新趨勢」、「文化研究工作坊
── 漫畫城話」及「電視新聞之旅」。同學於活動後增加了對不同學科的生活化認識，
獲益良多。 

 

此外，本校中二級同學於 3 月 18 日在溫雯韻老師、呂美琪老師、容小鳳老師、蔣居
量老師及魏安娜老師帶領下前往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欣賞由康文署舉辦的「2013/2014

學校文化日計劃」之城市當代舞蹈團「賞－識現代舞」。城市當代舞蹈團是本港首屈
一指的現代舞團，透過示範及講解，同學初步認識到現代舞的基本概念及此類舞蹈藝
術的表演方式。 

 

(b) 學校一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科以外的活動，涉獵不同範疇的學習經歷，並有系統地
記錄學生的活動資料。為了配合大學聯招要求，本組於下學期開始指引中四及中五學
生申報每人最多 6 項校外「其他學習經歷」的活動成就或成績，為同學三年高中的履
歷作好準備。另外，中五級班主任及顧問老師亦於學期結束前為每位中五學生撰寫的
500 字「附加資料」適切地給予回饋，方便同學於暑假期間作出修改，再於中六學期
初交給英文科老師作最後批改，為大學聯招報名作好準備。 

 

(4) 學生成長概覽計劃 

為了讓學生反思及檢討整個計劃的學習成效，學校已安排顧問老師於 5 日 26 日與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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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終期檢討。同學須評估自己在整學年的各方面表現，撰寫參與活動的花絮及感受，並完
成有關問卷；本組亦邀請各家長為其子女的計劃進行評估和填寫「家長的話」。期待同學
能透過是次計劃，發掘自己的多元興趣與潛能，並從中得到寶貴的學習經驗，持續進步。 

 

2. 共建健康校園 

     「健康校園計劃」齊參與 

(1) 校本活動 

本校聯同「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校本活動，培養學生的正面價
值觀。 

2014 年 2 月至 7 月份的校本活動詳情如下：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 

21/2/2014 新聞透視講座 本校邀請了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安排一位新聞記者到校與
中二至中五級學生分享從事新聞採訪及編輯工作的點
滴。訪談中，講者透過新聞自由、熱門時事話題、新聞
工作相片等，讓學生更了解新聞工作的苦與樂。 

4/3/2014 生涯規劃講座 本校邀得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註冊社工到校，向中五級學
生進行生涯規劃訓練。講座內容包括職業性向測試、片
段及新聞分享、生涯規劃訓練及互動遊戲等。 

28/3/2014 「青少男、青少女」講座 

（性教育── 

危機預防教育） 

本校特別邀請了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註冊社工到校，向中
三至中五級學生講解戀愛暴力的定義及分類，反思正確
的兩性相處態度，學習拒絕操控的技巧，發展健康的生
活方式。 

6/4/ 

2014 

乘風航體驗日 

（海上歷奇） 

海上歷奇是一項極富挑戰的戶外訓練活動，50 名中四至
中五級學生在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的導師帶領下，在乘風
航〈賽馬會歡號〉上，不但學懂基本的航海知識，更通
過海上求生訓練、救生艇操作及空中飛人等活動，提升
個人的自信及團隊合作精神，從而強化他們遠離毒品及
相關風險的決心。 

7,15,28, 

30/4/2014 

長者義工服務 

（義工訓練及探訪活動） 

在 4 月 30 日探訪沙田區安老院的長者前，來自香港青少
年服務處的五位註冊社工，特別為中四級學生進行四節
義工訓練及籌備工作。期待同學能培養關愛長者的高尚
價值觀，為建立和諧社區出一分力。 

3/6/ 

2014 

教師工作坊 

──師生衝突 

學校特別邀請了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社工到校為全體老師
講解處理師生衝突的方法，以強化和諧校園的優良文化。 

 

(2) 「校園測檢」措施 

在本校「學校計劃助理」的協調下，來自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的校外專責隊伍按照計
劃非定期到訪學校，全學年完成 7 次校園測檢，在保密原則下收集被隨機抽選的參
與同學的尿液樣本，過程順利及效果令人滿意。 

 

重點關注事項(三)：教師發展──提升教師專業 

1. 同儕協作和觀課 

本學年，各科組都選定適用的教學法貫徹於教學設計和課堂教學中，並進行同儕協作和同儕
觀課。同儕協作包括課程設計、課堂教學設計，甚至是校本評核活動的設計等等。部分科組
更會參與試行計劃，在某級的共同備課教節中進行同儕協作，並在本組特別設計的紀錄冊上
錄載討論的過程及結果，以便本組參考及存檔。 

 

2. 第 3 次教師發展日 

2014 年 6 月 3 日為本校第 3 次教師發展日，當天活動詳情如下： 

(1) 上午環節首先由學校自評組主任趙善衡老師派發持分者問卷予同事填寫。之後是「健康校
園計劃」提供的教師講座，主題為「師生衝突」，期望同事從中得到寶貴的資訊，日後和
學生能建立更緊密的師生關係。講座完結後，同事們按自選的項目分組活動，包括打保齡
球、打羽毛球和茗茶。同事藉著活動延續健康生活的信念，亦藉此營造更和諧協作的同儕
互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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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午環節首先由職業及就業輔導組主任王徽老師分享其參加武漢交流活動的體會。是次的
經驗分享亦邀請 14 名友校的官中同工出席，切磋砥礪。之後為校本的「全校性學生支援」
簡介和分組討論，黃廣榮校長和學校社工陳姑娘向同事簡介處理學校緊急事故時需要注意
的事項，然後各同事按自己選定的組別分組進行學生訓導和學生輔導討論，交流有效的訓
輔經驗，例如班級經營等等，務求為學生締造更理想的學習和成長環境。 

   

九、從閱讀中學習組消息 

1. 閱讀獎勵計劃 

(1) 中文科「廣泛閱讀獎勵計劃」 

本年度中文科「廣泛閱讀獎勵計劃」已分階段完成所有活動。在此計劃中表現突出的學生
名單如下： 

金獎 1B 錢嘉琪 

銀獎 1A 鄭華瑞、1B 李嘉穎 

銅獎 1A 張芷晴、1A 羅寶玉、1B 陳芷盈 

 

(2) 英文科閱讀計劃 

(a) 校本閱讀計劃 

英文科於 4 月及 5 月期間安排了「中一級閱讀報告比賽」的得獎者在全校集會上演講，
分享閱讀感受。 

  

(b) 廣泛閱讀獎勵計劃 

英文科安排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於下學期完成閱讀最少 6 本課外讀物， 並指導同學填
寫「閱讀紀錄册」的資料。 

 

(3) 網上閱讀獎勵計劃 

本組安排初中同學免費參加「我愛香港閱讀網」閱讀計劃，每月公佈各班同學的閱讀成績
及名次，並派發小禮物鼓勵積極參與的同學，以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由 2013 年 10 月 2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期間，閱讀文章達 160 篇或以上並完成附設練
習的同學共有 8 人，他們將獲本組頒發證書以作鼓勵。 

 

(4)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此計劃可讓中一同學及其家長一起閱讀同一本書，並共同完成閱讀報告，藉此促進親子之
間的溝通，互相分享閱讀樂趣。得獎作品將會製作成展板，於 2014 年 6 月 23 至 27 日在
大堂展出。在本計劃表現優秀的同學亦獲安排於散學禮時上台領獎，得獎者名單如下： 

 

 

 

 

 

 

 

 

 

 

2. 校內閱讀活動 

(1) 講座 

為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本組於 6 月 30 日試後活動期間特別舉辦講座，對象是全校的
同學。本組很榮幸邀請到戲劇及文教工作者白耀燦先生以「歷史與戲劇之間」為題，向
同學推介好書，藉以鼓勵他們能善用假期多看課外書，充實生活。 

 

(2) 中一級閱讀計劃 

本校重點關注事項(一)委員會、家長教師會與本組合力推廣中一級閱讀活動，已於下學
期完成第四期計劃。本組閱讀大使分別於 2014 年 5 月 14 及 21 日午膳時間協助推行有
關活動。他們除了陪伴中一同學閱讀課外書，還負責批改指定的英文圖書所附設的工作
紙。在第三期及第四期閱讀計劃中表現優秀的中一同學分別有 32 及 14 人，他們都獲得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推介書籍 

1A 
黃琛之 彭靜儀 《王剛帶你遊故宮》 

葉惠敏 謝乃梅 《倔女兒 Vs 嚴媽媽》 

1C 

何賀堯 何舜琴 《三色貓榜上無名》 

古羨瀅 王曉蕓 《飢餓遊戲》 

梁亦彤 陳鶯宜 《讓我再次站起來》 

1D 

葉立勤 葉志成 《弟子規》 

陳可蕎 黃麗娟 《轉一念，海闊天空》 

林穎翹 陳鳳梅 《不一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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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送贈的小禮物。 

 

(3) 讀書會活動 

本組以閱讀大使為主導，組織全年 6 次「讀書會」活動，向參加的同學分享閱讀感受。
第 4 次的活動於 2014 年 4 月 3 日進行，主題是「文學作品」，第 5 次的活動於 5 月 12

日進行，主題是「科幻小說」。希望透過閱讀大使的推介，吸引同學多閱讀、愛閱讀。 

 

3. 圖書館活動 

(1) 圖書館於 5 月 12 及 13 日與書香世家合辦書展，在大堂展出不同種類的中、英文書籍，方
便有興趣的老師、家長及同學參觀選購。 

 

(2) 電影欣賞 

7 月 7 日試後活動期間，圖書館特別舉辦電影欣賞，安排 40 名中三級學生觀看「偷書賊」 

（The Book Thief），希望吸引他們借閱電影原著。 

 

4. 校外閱讀活動 

(1) 本組易永煥老師於 2014 年 3 月 15 及 22 日帶領 3 名中三及中五同學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經典與文化講壇 2014 ── 香江傳承三部曲」活動，分別
出席了以「國學南移：香港學海書樓的發展」及「香港出版發展與文化傳承」為題的講
座。會上介紹了香港的學海書樓及出版業對中國文化傳承的貢獻，擴闊了同學的閱讀視
野。 

 

(2) 本會推薦 8 名中四學生參加由新鴻基地產「新閱會」舉辦的「濃情•家書」閱讀寫作比賽，
結果有待公佈。 

 

十、資優學生培育支援小組消息 

1. 科學科技大使 

   本年新成立的科學科技大使積極推動多項校內及校外活動，工作簡報如下： 

(1) 第二期及第三期天文課程(天文攝影技巧) 

課程內容由本組科學科技大使 5C 黃耀文、吳溢曦同學與天文匯中心的課程導師共同擬
訂，切合同學的興趣和能力。課程於 2014 年 3 月至 5 月 期間舉行，第二期課程共 5

節，主要教授同學新高中物理科的天文學單元，第三期課程共 3 節，教授天文攝影技巧，
讓同學學習如何透過影像保留燦爛迷人的星空。同學反應熱烈，共 20 多位中二至中五級
同學參加。完成課程後，同學可以參加 6 月舉辦的天文營，以實踐理論和交流心得。 

 

(2) 天文營 

本校 26 位同學於 2014 年 6 月 27 及 28 日，參加由本組科學科技大使及遠足學會合辦的
天文營，地點為香港小童群益會白普理營。透過小組活動，讓參加同學寓學習於遊戲，
從而輕鬆接觸天文知識。 

 

(3) 中醫課程和全港中學中醫藥常識問答比賽 

本組科學科技大使 4C 曾妍同學對中醫知識深感興趣，積極宣傳各項與中醫藥有關的活
動，並在早會與同學分享學習中醫的心得。本年度開辦的中醫藥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全
面而深入地學習中醫和中藥的知識，提升同學對中醫藥的興趣﹔本校又推薦同學參加浸
會大學舉辦的全港中學中醫藥常識問答比賽、暑期中醫藥體驗營、中醫診治過程體驗等，
讓同學獲得豐富的學習經驗，受益匪淺。 

 

本組推薦 3C 鄭子君、蔡諾妍、3D 陳藝裕、4C 曾妍、5E 黃炳霖及區熙霖同學分成兩隊
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會舉辦之中醫藥常識問答比賽，表現不俗，均成功晉身準
決賽。比賽旨在增加同學的中醫藥養身保健知識，提高他們對中醫藥的興趣，亦為將來
有興趣投身中醫藥事業的同學奠下基石。 

 

本組推薦 5E 區熙霖及黃炳霖同學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中醫藥學院生活體驗日營
2014，讓學生能體會中醫藥學院的大學生活及加深對中醫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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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件及筆跡鑑定專題講座 

科學科技大使 5C 黃耀文協助宣傳由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主辦的「文件及筆跡鑑
定專題講座」，同學反應良好，參加者包括 5C 黃耀文、吳溢曦、4C 何浩賢、霍心言及
張憲邦同學。是次專題講座主要解構如何利用科學的方法及技術來鑑定文件及筆跡的真
偽，從而幫助分析及重組案情。講者梁時中先生（文件及筆跡鑑定專家）分享其專業知
識，以及其多年來在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擔任助理政府化驗師累積的經驗，增加了同
學對鑑證科學的認識及興趣。 

 

(5) 科技新苗 100 計劃 

科學科技大使 5A 楊詠怡同學是科技新苗 100 計劃的第一屆畢業學員，獲主辦機構香港
科技協進會邀請出任本年度有關計劃的輔導員。她在學校致力推廣有關活動，在早會分
享參加多項科技新苗 100 活動的經驗和心得。同學反應踴躍，本組推薦 4B 紀諾儀、陳
可欣、殷采彤、4C 何浩賢及方思敏同學參加，亦為有關同學安排面試工作坊和模擬面試，
並邀請楊同學作訓練員，為同學講解該計劃的目標、活動內容、面試常見問題和同學準
備面試的方法。科技新苗 100 計劃主要為培育香港青少年的創新文化、加深其認識科技
及科學、以及讓未來人材對科學研究及科技發展的承擔與傳承作出貢獻。 

 

(6) 全國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2014 ── 上海之旅 

去年 10 名中三及中四級同學，參加了由國家教育部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合辦的「2013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大部分參加者完成活動後都能實踐抱負，在校內和校外積極參與
推動科學活動的工作，包括擔任科學科技大使、5C 黃耀文和姚依汶同學擔任香港聯校
學生科學展覽籌委會委員、5A 楊詠怡同學擔任科技新苗 100 計劃新學員輔導員及 5C 鄭
凱文同學擔任「第綠梯隊」綠色領袖等。另外，5A 楊詠怡、5D 李嘉敏、4B 張潔鈴及
4C 陳偉麒同學獲邀出席本年「2014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簡介會嘉賓，分享參加高校科
學營的經驗和學習心得。 

 

本年學校將會擴充申請名額，挑選 20 名同學參加「2014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趙善衡老
師和黃安麗老師將於 7 月 13 至 19 日帶領同學到上海，入住上海交通大學，與香港、
澳門、台灣及各省市兩岸四地的學生互相學習和交流，參與各項科技實踐和參觀活動，
並能出席著名大學的名師講座，從而提升同學的創新意識與實踐能力。 

 

2. 校外比賽及測試 

(1) 美國史丹福大學 SPCS 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4 

本組推薦 3C 劉梓鋒、5A 黃欣淇、5B 吳佩怡及 5C 羅曦琳同學；3C 王天承、3D 洪子恒、
4A 郭健曦、4C 歐子洋、5C 梁仲信及 5B 吳芷萱同學，分別參加「美國史丹福大學 SPCS 

(Standford Pre-Collegiate Studies)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4」的英文寫作及數學範疇測試。是
次測試採用史丹福大學專為分辨資優生能力而設的機制，並將他們的成績和全港及世界
各地同齡的資優生作比較，以發掘學生真正的實力，從而更深入瞭解資優生的天賦潛
能，盡早作出適當的栽培。當中 5C 梁仲信同學於數學範疇獲頒獎學金，3C 王天承及
4A 郭健曦同學於數學範疇獲得卓越成績，5C 羅曦琳同學於英文寫作範疇獲得卓越成績。 

 

(2) 中學生數理學科比賽 

本組推薦 14 位中五級同學於 2014 年 5 月 11 和 17 日，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中
學生數理學科比賽」，比賽共分四組，範圍涵蓋數學、物理、生物及化學四個學科。是
項賽事旨在提高本地高中生學習數理科目的興趣、培養他們廣泛學習及閱讀的習慣。為
提供適切的回饋予參賽的學生，香港理工大學將免費提供評估報告予各參賽者及本校，
以期讓本校同學及老師更具體地了解同學在數理學科範疇的能力，從而提升學與教的效
能。 

 

(3)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14 

本校的參賽項目為「送暖杯(自動恆溫：保溫及保冷瓶)」。學校於 5 月 10 日帶領 7 位初
中同學參觀比賽作品展覽，藉以獲得科學和科技的最新資訊及知識，為來年參加有關比
賽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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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4 中學生科學影片比賽 

本組提名 4C 何浩賢、霍心言、林焯斌、梁嘉聰、張憲邦及黃意誠，4D 陳天頌及 4E 謝
文軒同學參加由香港大學科學外展隊主辦的「2014 中學生科學影片比賽」。今年比賽的
主題為《科學與生活》，影片內容主要展現科學原理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5) 「陽」帆之旅 ── 太陽能船模型創作大賽 

本組推薦 4C 霍心言、何浩賢和黃意誠同學，於 7 月 4 日參加「陽」帆之旅 ── 太陽
能模型船創作大賽。是項比賽由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主辦，旨在加強同學對有效應用再
生能源的認識。 

 

3. 校外資優課程及活動 

(1) 2013「科大新體驗」中學 / 大學雙修課程先導計劃 

本組提名 11 位中四至中五同學，參加香港科技大學 2013「科大新體驗」中學 / 大學雙
修課程先導計劃。同學考獲優良成績，並取得參加下一階段課程的資格，值得嘉許。有
關學生的成績如下﹕ 

班別 姓名 修讀科目 階段 成績 

4C 霍心言 物理 第一階段 B 

4C 張憲邦 數學 第二階段 A 

5B 吳芷萱 化學 第一階段 B 

5D 李嘉敏 化學 第一階段 A 

6C 姚承鋒 生命科學 第二階段 A 

 

(2) JA 成功技巧工作坊 

本組推薦 13 位同學參加「JA(Junior Achievement)成功技巧工作坊」，透過不同活動及商
界義工分享，讓學生了解不同生活環境所需的各種技巧，例如溝通技巧、建立團隊精神
和衝突處理技巧，亦讓學生了解求職所需的撰寫履歷表和面試技巧，學生亦於工作坊內
參與模擬面試，為未來求職做好準備。參加者名單如下： 

4C 何浩賢 4C 陳美欣 4C 陳偉麒 4C 方思敏 4E 藍喜兒 

4E 袁健欣 5A 黃嘉敏 5A 吳靖瑜 5B 陳茜子 5B 張佩瑩 

5B 江嘉瑩 5B 廖穎錤 5B 羅凱盈   

 

(3) 1+1 科學優才計劃 2013/14 

4C 黃鎧穎同學參加由創新科技署贊助及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1+1 科學優才計劃
2013/14」，獲得資助最高港幣$10,000 元的科研經費，以實現其專題研習，題目是「蟲草
花在預防柏金遜症及減慢腦部退化方面的效能」。黃同學很榮幸得到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
學系江紹佳教授為其專業指導老師，並可到江教授的實驗室利用先進設備與儀器進行研
究。在江教授的悉心指導下，黃同學已順利完成大部分實驗工作，先後向主辦機構作出
三次工作報告，並將於 6 月提交報告，7 月出席記席發佈會，發表研究結果和協助推擴
下一屆的活動。 

 

(4) 「尋‧謎‧科‧學」中學生科學探索日營 

本組推薦 3C 周立然、鄭子君、蔡諾妍、范絜怡及吳雪熙同學，於 2014 年 7 月 17 日及
24 日，參加由香港大學科學外展隊主辦的「尋‧謎‧科‧學」中學生科學探索日營。是
次活動旨在透過工作坊、實驗示範、實地考察和比賽，促進學生對科學的認知。 
 

(5) 「聰慧科學家」中學生問答比賽 

本組推薦 3C 張天行、鄭子君、陳暉鏇、劉梓鋒、蔡諾妍及 3D 陳藝裕同學參加由香港大
學科學外展隊主辦的「聰慧科學家」中學生問答比賽。初賽將於 2014 年 7 月 5 日舉行，
同學要運用科學知識解答難題，與全港科學精英比拼。 
 

(6) John Hopkins CTY 資優生暑期培訓課程 

本組推薦 2C 鄧荣軒及 2D 胡肇庭同學參加 John Hopkins University's 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CTY) 資優生選拔測試，二人於數學範疇取得優異成績，成功考獲奬學金，將與
舊學員 3D 黎展鵬同學一起於香港大學參加暑期數學資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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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理工大學暑期資優教育課程 

本組提名 27 位中五級同學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籌辦的「科學與紡織暑期體驗計劃
2014」，在暑期修讀專題資優課程，發展對相關學科的興趣，有助他們定立升學路向。同
學選報了兩項專題，包括「科學奇妙之旅  (A Miracle Journey of Modern Science 

Applications)」以及「財金數學 (Money and Math)」。 

 

(8) 「鑑證科學培訓計劃 2014」 

本組推薦 4C 張憲邦、何浩賢、何毅賢、黃意誠、方景婷、胡翠珊、胡翠兒、5C 黃耀文、
利佩倩、潘穎彤及胡燕婷同學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創意教育組及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
「鑑證科學培訓計劃 2014」。計劃將於 2014 年 7 至 8 月間在城大校園內進行，透過理論
課、模擬案件偵查和鑑證測試等活動，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並體驗鑑證人
員的工作。 

 

十一、國民教育組消息 

本組貫徹全方位認識國情及中華文化的精神，於下學期推動了不同層面的活動，讓同學拓
展視野、認識國情，多姿多彩的活動包括： 

 

1.  3 月 12 日，本組編訂中國飲食資料，詳列南北菜之分別及中國八大菜系，讓中三級同學於
班主任課進行討論。 

 

2.  4 月 7 至 10 日，本組選派 5 位中三及中四級同學參加第八屆香港外交盃知識網上問答競賽。 

 

3.  5 月 5 日，本組聯同中史科及西史科，帶領 3C 班同學參加香港歷史文化探究活動。當天下
午，全體同學到饒宗頤文化館參觀香港百年蛻變圖片展，並在館內社會企業銀杏館午膳，從
一系列的活動中認識香港精神。 

 

4.  5 月 20 至 23 日，本組籌辦了中國名菜及中國姓名的報告板展覽。 

 

5.  6 月及 7 月期間，本組將會帶領 10 名學生參加「薪火相傳」內地交流，到北京及天津進行
文化及經濟探索。 

 

6.  7 月 7 日，本組邀請歷史學者到校為中三至中五學生主持講座，講題為「日本佔領時期的香
港」。 

 

十二、境外學習活動消息 

參加本校「韓國首爾四天考察團」的 24 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在梁碧琪老師、曾肇楠老師、
郭子謙老師的帶領下，於 4 月 15 日如期出發，4 月 18 日順利返港。是次考察旨在提升同
學對韓國歷史文化及環保科技的認識，實際行程如下﹕ 

 

1. 第一天 (4 月 15 日)： 

團員於指定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香港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再乘坐直航客機前
往首爾仁川機場，抵埗後享用晚餐及入住酒店休息。 

 

2. 第二天 (4 月 16 日)： 

團員早餐後，前往具有 600 年歷史，現在成為大眾旅遊熱點的景福宮考察﹔之後前往國立民
俗博物館，了解從史前朝鮮到 1910 年期間的韓國民俗歷史﹔午餐後，前往仁寺洞，團員分
組體驗韓國傳統文化及古藝術作品，接着參觀面積達 6934 平方公尺，且完整地保存著朝鮮
時代從士大夫到庶民住家樣貌的南山韓屋村﹔其後眾人前往明洞參觀泰迪熊博物館，傍晚時
分，團員更有機會參觀既是首爾的象徵，亦是韓國最早的廣播電視塔──N 首爾塔及展望台﹔
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3. 第三天 (4 月 17 日)： 

團員早餐後，參觀世上最大規模的戰爭紀念館、三八線的臨津閣、都羅山展望台、都羅山火
車站及第三隧道，體驗韓國戰爭的歷史遺跡﹔午餐後，團員前往泡菜文化體驗館製作泡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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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穿韓服﹔晚餐後，遊覽東大門──它是韓國首爾市的一個傳統市場，售賣的貨品種類繁多﹔
最後返回酒店休息。 

 

4. 第四天 (4 月 18 日)： 

團員早餐後，參觀 Digital Pavilion 數位展覽館──它是一個高科技全方位綜合展覽館；接着
考察清溪川的河道治理及當中的文化館﹔考察關於節能減排及環保的 KOGAS 燃料館；最後
各人前往仁川國際機場，乘坐直航機返港，圓滿結束是次考察之旅。 

 

上述境外學習活動由關愛基金資助。關愛基金是一項為期三年(2011-2014 年度)的校本基金，
好讓符合資格的學生，擁有更多機會與校內其他同學一起參加考察活動，藉以增進知識、擴
闊視野和體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是次考察團共有 6 位同學申請每人上限為港幣 3000 元的
基金撥款，受惠學生均能達到是次考察團的學習目標，亦已呈交學習成果樣本(當中包括活
動日誌和反思報告)予教育局作進一步審核之用，至於學生對是次考察團的感想和得著，現
節錄部份如下﹕ 

 

3D張藝譯 
在首爾的數天，就如一場夢幻的異國夢。四天考察團讓我對韓國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每
頓飯都伴有健康開胃的泡菜、街道上沒有一個垃圾桶卻乾淨整齊、空氣無比清新、到處都
能看見藝術的影子。韓國與香港或有類似之處，卻有着更多截然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充
滿魅力的摩登城市，讓我體驗了許多與眾不同的事物，亦獲益良多，盼望以後能有機會再
一次體驗世界之廣！ 
 

4D郭芷茵 
這數天的旅程令我從歷史以外的另一個角度，認識韓國的文化。短短的行程內，我亦了解
到韓國人十分注重環保，而且有很多地方值得香港人學習，例如禮儀方面，香港人也要多
加學習尊重別人及愛護自己的國家。如果日後學校舉辦其他地方的考察團，我必定會參加，
因為既可增廣見聞，亦可豐富自己的知識。 
 

5C葉峻謙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有如老生常談，可是經過這次韓國首爾四天考察團後，
我才真正領略到箇中道理。參與考察團之前，每一次旅行，我都是抱着玩樂的心態，從沒
想過去了解別國的文化，更遑論是去考察吧！經過是次旅程，我才真正體會到一個國家的
文化對其社會民生、經濟，以至政治的影響。 
 

十三、學校公關組消息 

1. 本組協助籌備於開放日舉行的演講廳開幕典禮事宜，其中包括設計和印刷海報。一張七彩繽        
紛的巨型海報成為開放日的亮點之一，來賓紛紛到海報前留影。 

 

2. 本組籌備了一段宣傳學校的影片，於演講廳開幕典禮上供嘉賓欣賞。影片輯錄了近百張學校
活動相片，再配以悅耳悠揚的音樂旋律，把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呈現在觀衆眼前，備受讚賞。
此外，本組學生大使亦於開幕典禮當日擔任工作人員，令典禮程序得以順利完成。 

 

3. 6 位學校公關大使於 5 月 14 日早會向同學簡述了本組全年的工作報告，並抒發其擔任大使的
感受。我們期盼來年會把宣揚學校辦學理念的工作做得更好，為推廣學校盡一分力。 

 

十四、學生會消息 

1. 開放日慈善賣物會 

本校開放日慈善賣物會已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順利舉行。當天本會共設立 5 個攤位，以「香
港地道小食」為主題，義賣的美食計有窩夫、腸粉、港式珍珠奶茶、炒花生、芝士烏冬、芝
士撈麵、芝士麥樂雞、芝士波、木糠布甸、芒果布甸、吉士泡芙及自助夾軟糖等，更有學生
義賣由人手精心繪畫的 A4 文件夾及自製飾物，令一眾師生回味無窮。本會共籌得港幣 5945.5

元的善款，已全數撥捐「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另外，本會根據每個攤位所得的收入，再扣除
營運成本開支後，得出最高籌款額的攤位是 SweeTea Bar。 

 

是次本會及各攤位參與同學所籌得的善款雖非巨額，但可讓參加者初步嘗試「小本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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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策略，並結合經濟學「需求與供應」(Demand and Supply)的理論，制訂適合自己攤位的
銷售方案，最後學會掌握如何達至成本與收支(Debit and Credit)取得平衡的會計學原理，靈活
運用日常課堂所學。同學於攤位內更按照個人專長，進行不同的分工，亦適時進行崗位互補
與協作，充分配合是次開放日的主題﹕「盡展潛能‧綻放異彩」，更讓同學領略到「助人自助」
的可貴精神。至於賣物會的參與同學名單如下： 

攤位名稱 參與成員 

SweeTea Bar 4B 殷采彤 4C 麥秀冰 4C 呂雪琪 4E 陳嘉怡 4E 彭婉彤 

4E 林頌瀅 4E 吳芷晴     

Happy Meal 5B 任詠廷 5B 曾瑜琛 5D 李廷熙 5D 朱浩文 5E 許思樂 

5E 李掬芬 5E 卜卓行 5E 何仲軒 5E 陳政浩 5E 胡善康 

All About Handmade 4B 游佩賢 4C 唐雍晴 4C 陳詠欣 4C 劉楚瑤 4C 梁藹欣 

Cheese 5A 葉冰琪 5A 盧冠甄 5A 楊芯樺 5B 陳奕熙 5C 陳海怡 

5D 翁梓賢 5E 何琬彤    

The 22
nd

 Student 

Council-Advancers’ Food 

Stall 

4B 張海霖 4B 彭莉莉 4B 周楹 4C 梁子林 4C 梁嘉聰 

4C 方思敏 4E 謝文軒 5A 吳駿瑋 5A 羅宇泰 5A 楊詠怡 

5B 袁子睛 5C 阮智聰 5C 關可楠   

 

2. 校園縱橫 

本會會刊 ── 第 21 期《校園縱橫》已於 2014 年 5 月出版，並派發予全校師生閱覽。是次
《校園縱橫》的內容計有老師專訪、四社社長專訪、本會全體幹事感言、本校演講廳特輯及
本會活動回顧等。 

 

3. 貧富宴 

本會與「惜食堂」(Food Angel)合作，於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禮堂舉辦「貧富宴」。透過本會
策劃模擬真實生活處境的不同活動，以及「惜食堂」代表的互動分享，引入扶貧訊息，讓同
學能好好珍惜食物資源，提升自己對本港貧富懸殊的關注度，並且培養關愛之心。是次活動
所籌得的善款，將會全數捐予「惜食堂」製作飯餐給有需要人士，令他們獲得溫飽。 

 

4. 2014 沙田聯校綜藝表演 

「2014 沙田聯校綜藝表演」(Sha Tin Joint-school Variety Show)將於 2014 年 7 月 3 日在本校禮
堂舉行。是次活動旨在提供一個表演平台，讓來自沙田區不同中學的學生，能夠充分發揮自
己的潛能。本校除派出同學表演外，本會幹事亦會擔任大會司儀，相信必定令現場氣氛生色
不少。 

 

5. 班際四人足球比賽 

本會將於試後活動期間，在本校球場舉行「班際四人足球比賽」。是次比賽旨在讓同學互相切
磋球技，促進團隊合作，並提升同學的體育精神。 

 

6. 舊書買賣 

為鼓勵同學珍惜資源，響應環保及舊書循環再用，本會將於 2014 年 7 月中旬舉辦「舊書買賣
活動」。為對買賣雙方一視同仁及公平起見，所有家長及學生必須於成功交易前，親自檢查清
楚所有貨品及交收款項是否正確無誤，活動過程中的所有交易，均由買賣雙方負責，本會則
不牽涉其中。 

 

7. 領袖訓練營 

為訓練同學的領導才能、團隊合作性及增進與人溝通的技巧，本會將於 2014 年 7 月 21 至 22

日在本校禮堂及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舉辦「2014 學生會領袖訓練營」，透過兩日一夜多元
化的團體活動，同學能互相學習與協作，發揮個人潛能，並從中提升自己的解難能力。 

 

十五、家長教師會消息 

1. 中一英文圖書閱讀計劃 

此計劃共分四期推行，已分階段於 5 月 21 日完成。家長義工及閱讀大使於午膳時間在課室
內陪伴中一學生閱讀；又要求學生閱讀指定的書籍後完成工作紙，從中選出表現優秀的學生
送贈小禮物，藉以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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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春節親子同樂日暨賀歲盃 

本會與校友會於 2014 年 3 月 2 日合辦的春節親子同樂日暨賀歲盃活動，得到校友、同學及
家長的踴躍支持。比賽項目設有親子組，也有由學生與校友對壘的賽事。各項比賽皆戰況激
烈，觀賽者亦投入打氣，場面熱鬧。活動已圓滿結束，感謝江碧芝副校長擔任頒獎嘉賓。比
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籃球 Jorum (2002 校友) Nothing (2005 校友) 臨時跟隊 (2013 校友) 

足球 男球隊 (2008 校友) FC 隔籬鄰舍 (2010 校友) 林璟軒隊 (2012 校友) 

排球 校友隊 杜鵑超級戰隊 (學生)  

乒乓球單打 黃俊文 (1991 校友) 黃偉侯 (親屬) 許以仁 (1A 學生) 

乒乓球雙打 黃俊文(1991 校友)/ 

黃巧琳(親屬) 

陳惠馨(家長)/ 

張梓駿(2B 學生) 

許以仁(1A 學生)/ 

周家熙(2A 學生) 

羽毛球男單 Wong Chun Hin(2004 校友) 張梓駿(2B 學生) Wong Chun Long (2004 校友) 

羽毛球女單 郭泳恩(親屬) Queenie Tso(2004 校友) 周楹(4B 學生) 

羽毛球雙打 黎鑑祥先生(家長) 

/Wong Chun Hin (2004 校友) 

郭天豪(1C 學生) 

/郭泳恩(親屬) 

Wong Chung Long(2004 校友) 

/Queenie Tso(2004 校友) 

 

本會感謝校友幫忙清洗向體育科借用的號碼背心，又感謝紅十字會 5A 葉冰琪及 4D 許昕妍
同學負責當日的急救工作。 

 

3. 親子旅遊樂 

本會聯絡發達旅遊(國際)有限公司協助，於 2014 年 3 月 23 日舉辦親子旅遊樂活動，行程包
括暢遊大嶼山著名的天壇大佛、寶蓮寺、心經簡林、昂坪市集及法定古蹟白芒村千奇更樓，
又品嚐粵菜，讓一眾參加者盡享郊外美景和親子之情。是次活動讓會員互相聯誼之餘，更重
要是能共敘天倫之樂，確是樂也融融。本會於 2 月 12 日派發通告，共有 52 人報名參加，其
中 2 人免費，其餘每人需繳付港幣 170 元 (本會另補貼每人 7 元尾數) 。由於報名人數不足，
本會亦需補貼車費差額港幣 270 元。 

 

 

 

 

4. 贊助畢業班歡送會及中三選科研討會茶聚 

「中六畢業班歡送會」於 2014 年 3 月 3 日舉行，本會負責訂購所需的西餅及飲品，並贊助全
部的費用。此外，本會亦贊助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 3 月 12 日舉辦的中三級「高中選科研討會」
會後茶聚，讓家長與老師互相聯誼。 

 

5. 學校周年開放日「家教會攤位」 

本會獲校方邀請於周年開放日設置攤位，共同以「盡展潛能  綻放異彩」為活動主題，發揮
家校合作精神。開放日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舉行，攤位分為「美食薈萃」及「精品義賣」兩
部份。本會學生大使除了負責當值工作，又設計了兩幅展板作攤位佈景板。當日共籌得善款
港幣 17,339.7 元，全數撥捐「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資助該機構舉辦活動。 

 

 

負責執委名單： 李羅秀婷女士 譚陳惠馨女士 周顏惜琴女士 

 羅陳麗萍女士 張德榮先生  

家長義工名單： 1A 羅寶玉家長 1A 邱靖喬家長 1C 何慧晴家長 

 1D 江聽言家長 2A 黃寶瑩家長 3C 周立然家長 

 3C 何俊傑家長 3C 石蔚盈家長 3D 葉靜彤家長 

 3D 馮詩程家長 5A 陳德榕家長 5B 麥浚軒家長 

 5D 鍾念純家長 6A 陳榕軒家長 6D 張皓瑤家長 

出席執委：     李羅秀婷女士 黎鑑祥先生 譚陳惠馨女士 周顏惜琴女士 

出席老師： 吳妍枝老師    

出席執委：     李羅秀婷女士 黎鑑祥先生 譚陳惠馨女士 周顏惜琴女士 廖吳少華女士 

出席老師： 黃廣榮校長 易永煥老師 黃顯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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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食薈萃攤位 (有蓋操場)： 

攤位形式： 主要售賣家長自製的小食，例如：茶葉蛋、碗仔翅、卥水雞翼、豆腐花、 

布甸、 牛油粟米、生菜魚肉等。 

負責執委： 李羅秀婷女士 黎鑑祥先生 周顏惜琴女士 廖吳少華女士 梁陳麗萍女士 

 

(2) 精品及二手物品義賣攤位 (有蓋操場、地下大堂)： 

攤位形式： (a) 義賣家長自製的手工藝品及護理用品，例如掛飾、布偶、洗髮水等 

(b) 義賣家長、老師、工友捐贈的二手物品 

(c) 義賣精品、玩具及文具 

(d) 在大堂設有卡通造型拍照服務 

負責執委： 譚陳惠馨女士 張德榮先生 

 

家長義工： 1A 許以仁家長 1A 林浩聰家長 1A 邱靖喬家長 1A 區穎彤家長 

 1B 關榮皓家長 1C 尹紫瑤家長 2A 鍾念朗家長 2B 陳卓謙家長 

 2C 連家瑩家長 2C 蔡欣侗家長 2C 吳澄邦家長 3C 石蔚盈家長 

 3C 周立然家長 3C 黃頴端家長 3C 王惟俊家長 3D 曾柏然家長 

 3D 陳德生家長 3D 馮詩程家長 4B 陳韋男家長 4C 黃鎧穎家長 

 5A 陳德榕家長 5A 王日昇家長 5B 麥浚軒家長 5B 麥浚軒姐姐 

 6A 陳榕軒家長 6B 李海寧家長 6C 賴其志家長 6D 張皓瑤家長 

 6E 鄺芷茵家長 校友廖穎兒家長  

 

本會感謝全體執委及家長義工傾力協助，又感謝龐美蘭女士、關吳彩蓮女士及梁唐愛賢女士
的義務幫忙，並特別鳴謝以下人士捐贈物品義賣： 

捐贈精品 1A 顧國正家長 1A 林浩聰家長 3C 何俊傑家長 執委周太 

捐贈相紙及手工藝品 5B 麥浚軒家長 5B 麥浚軒姐姐   

捐贈 DIY 物品 6B 李海寧家長 6D 張皓瑤家長 校友廖穎兒家長  

捐贈茶葉蛋 校友關鋭鏗家長 校友呂展輝家長 校友吳迪燊家長  

 4B 文豫邦家長 榮譽顧問馬黃艷琼女士  

捐贈電子湯煲 校友關鋭鏗家長    

捐贈喉糖 榮譽顧問馬黃艷琼女士   

 

6. 探訪特殊學校 

本會於 2014 年 4 月 8 日下午安排 43 名中四同學探訪沙田公立學校。在一眾家長的帶領下，
他們設置了多個攤位遊戲，並以一對一的形式陪伴特殊學校的學童一齊參與。活動的獎品豐
富，為該校增添兒童節的歡樂氣氛。本校學生通過親身參與社會服務，體驗「其他學習經歷」，
培養仁愛的精神。 

本會衷心感謝 Union Accord International Limited 慷慨捐贈玩具獎品，令活動得以圓滿舉行。
本會於活動後向贊助商致送感謝函，並附上活動照片。 

 

7. 回收夏季校服活動 

本會於 2014 年 4 月 2 日發信通知家長有關收集及領取「回收夏季校服」事宜，又於 4 月 7

至 10 日進行校服收集，並於 4 月 11 日安排兩節領取時段 (午膳及放學)。活動得到家長大力
支持，捐贈校服給有需要的學生。本會感謝家長義工協助整理、分類及派發校服，方便同學
領取。 

 

負責執委：   譚陳惠馨女士 羅陳麗萍女士 張德榮先生  

 周顏惜琴女士       梁夏梅香女士   

家長義工： 3C 石蔚盈家長 3C 周立然家長 3D 葉靜彤家長 5B 麥浚軒家長 

 6A 陳榕軒家長 6B 李海寧家長 6D 張皓瑤家長  

 

 

出席執委：     李羅秀婷女士 譚陳惠馨女士 周顏惜琴女士 梁夏梅香女士 

出席老師： 黃泰來老師 呂美琪老師   

家長義工： 1A 林浩聰家長 1A 邱靖喬家長 1A 區穎彤家長 2B 陳卓謙家長 

 3C 石蔚盈家長 3D 馮詩程家長 6A 陳榕軒家長 6D 張皓瑤家長 



   沙田官立中學校訊 2013-2014 年度 第三期 (2014 年 6 月)                                  第 23 頁 

8. 家長興趣班：初階茶藝班 

為了推廣中國傳統的茶道文化，並讓家長學習有關茶的基礎知識，從而培養品茗興趣，本會
於 2014 年 5 月 2 日舉辦「初階茶藝班」，邀請茶藝導師到校教授，家長費用全免。有關課程
教導家長水質處理、六大茶類與品茗、中國名茶味覺欣賞、茶具的應用及茶的歷史演變等知
識。活動共有 32 人報名，反應踴躍。凡出席者皆可獲本會送贈品茗小禮包。 

本會特別感謝唐茶國際有限公司的專業茶藝導師及其 2 名助手免費擔任活動導師，令一眾家
長獲益良多。 

負責執委：   李羅秀婷女士 譚陳惠馨女士 周顏惜琴女士 

負責老師： 易永煥老師      呂美琪老師 黃泰來老師 

 

9. 學生手工藝工作坊 

本會於 2014 年 5 月 15 及 16 日午膳時間，在地下大堂舉辦「小天使掛飾」學生手工藝工作
坊，由家長義工教導學生製作串珠小天使掛飾送贈雙親，以表孝心。本會印製了海報張貼在
各班課室，以收宣傳之效。兩日活動共有 220 名學生參加。本會感謝家長義工的熱心幫忙。 

負責執委： 李羅秀婷女士 羅陳麗萍女士 廖吳少華女士  

家長義工： 2A 鍾念朗家長 3C 周立然家長 3C 石蔚盈家長 3D 葉靜彤家長 

 4C 黃鎧穎家長 5B 麥浚軒家長 6A 陳榕軒家長 6B 李海寧家長 

 6C 賴其志家長 6D 張皓瑤家長 校友廖穎兒家長 

 

10. 「家長也敬師」運動 

本會於 5 月 14 日經學生（中一至中五級）派發「家長也敬師」卡予家長，並於 5 月 20 日收
回。本會將計算每位老師獲贈敬師卡的數目，向校長匯報，再由校長定出獲獎老師名單，然
後於結業禮上頒獎。所有敬師卡最後會送交相關老師。 

 

11. 家長義工及聯絡員茶聚 

為答謝家長義工及聯絡員在過去一年來盡心服務，本會特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禮堂舉行茶
聚，並向家長導師及義工頒發感謝狀。活動獲得校長、副校長、老師及各位家長執委出席支
持，並與家長義工及聯絡員進行交流，氣氛熱鬧。本會在此再次感謝所有協助推展會務的家
長。 

 

12. 「傑出服務獎」獎學金 

本會為獎勵熱心參與學校服務及社會公益服務的同學，每年均從家教會教育基金撥款港幣
2,000 元，作為「傑出服務獎」獎學金。此獎學金由學生自薦申請，本會老師委員遴選，截
止申請日期為 2014 年 5 月 19 日。「傑出服務獎」獎學金的名額共 10 名（初中 3 名，高中 7

名），每位得獎者將獲頒證書及港幣 200 元書券以茲鼓勵。今年沒有初中學生申請，得獎的
高中同學為 5B 袁子晴、黃祉瑋及 5D 李芳同學。 

 

13. 最佳品格表現獎  

為傳揚中國的傳統美德，並對具有高尚品格的學生予以表揚，使同學了解到個人的良好品格
與學業成績同樣受到學校和社會的重視，本會特設立｢最佳品格表現獎｣，頒發獎狀予由班主
任推薦的品格優異的同學。本年度｢最佳品格表現獎」得獎者名單如下： 

1A 譚諾熙 1A 羅寶玉 1B 梁雪昕 1B 李嘉穎 1C 潘駿軒 1C 謝家俊 

1D 蔡諾瑤 1D 羅俊熙 2A 陳愷宜 2A 陳子甄 2B 葉謀煌 2B 許泳婷 

2C 張德怡 2C 連家瑩 2D 吳穎嘉 2D 鄧婉怡 3A 郭希蕾 3A 黃芷晴 

 3B 鄺韻 3B 江沛怡 3C 陳暉鏇 3C 鄭子君 3D 洪浚銘 3D 林宇慧 

4A 高焯峰 4A 謝熹佑 4B 楊子謙 4B 陳韋男 4C 林焯斌 4C 王均宥 

4D 許昕姸 4D 梁佩琪 4E 林頌瀅 4E 吳芷晴 5A 羅宇泰 5A 洪可  

5B 林嘉銘 5B 陳安之 5C 江碧盈 5C 白愷蕎 5D 杜昀翹 5D 梁樂謙 

5E 戴樂詩 5E 陳潔婷 6A 梁景晉 6A 馮正彥 6B 黃瓊慧 6B 張嘉敏 

6C 吳若凝 6C 林巧彤 6D 許嘉敏 6D 林詠欣 6E 葉玉燕 6E 馬天蔚 

 

14. 學業成績獎 

為表揚學生努力學習的精神，本會將根據考試成績，頒發「學業成績獎」予中一至中五各班
考獲第 1 至第 3 名的同學，得獎學生將獲頒證書及獎牌以作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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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派發下學期會訊 

家長教師會第 37 期通訊將於 2014 年 7 月出版及派發，向家長們報告本會的活動消息及動向。 

 

十六、校友會消息 

1. 本會於學校開放日設置展板，介紹新一屆校友會委員及過去一年的校友會活動。另外，學校
管理委員會成員及本會委員楊作城先生當日蒞臨本校致賀並出席演講廳的開幕典禮。 

 

2. 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及本會文書鄧子銘先生於 5 月 22 日中六畢業典禮開始前，向中六學生分
享昔日精彩的中學生活，並宣傳本會會務，呼籲同學即場入會。此外，學校管理委員會另一
成員及本會執委楊作城先生擔任中六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他真摰的分享感動師生，亦對鼓
勵師弟師妹起了積極作用。本會藉此機會再次鳴謝楊作城先生擔任主禮嘉賓、鄧子銘先生及
本會前主席歐陽劍偉先生擔任嘉賓，令畢業典禮生色不少。 

 

3. 為鼓勵及嘉許各同學在學業、課外活動、體育方面有出色表現，本會特設最佳進步獎及最佳
運動員獎等各項獎學金。凡於 2013 至 2014 年度就讀於沙田官立中學的學生均可於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申請。詳情請參閱將於 9 月在校內張貼的告示，或向本會吳勵華老師查詢。 

 

4. 校友近況介紹 

本組由本期校訊起，將加上「校友近況」一欄，讓在校學生、家長知悉本會運作之餘，亦了
解校友的工作動向，並希望藉此渠道向學生分享相關工作經驗，讓學弟學妹有所裨益。本期
有幸邀請三位校友會幹事及 2010 – 2011 年度總領袖生鄧樂瑤分享近況。本會衷心感謝四位校
友的真誠分享，校友亦表示非常歡迎學生聯絡他們。 

 

Mr TANG Tsz-ming                    Secretary of STGSSAA (2013 – 2014) 

1994 S5 graduate                   

Hi all, this is Ming, 1994 S5 graduate. I have been serving STGSSAA for 5 years and I am now working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Physical Education Unit Lecturer who gives courses on Physical Education. 

I am also representing AA in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school and alumni. 

Outside of work, I am als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Hong Kong Woodball Association and you may have seen 

me in a TV programme called 別有動天 broadcast a few months ago on TVB to introduce and promote woodball. 

On the personal sid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is my family. No matter how much stress I have from 

work, once I  talk to and play with my kids, all the stress will be released. I am more than welcome to be 

contacted on topics related to AA or STGSS or even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ice to say hi to all here! 
 

 

郭正熙先生                      校友會委員(2013 – 2014) 

1998年中五畢業                     

各位校友好，我叫 BRAD，1998年中五畢業。自 2013年起，我加入了校友會，冀能盡一點力替校友們服務。

我個性好動，早幾年為香港活木球代表隊成員。現時醉心潛水，欣賞海洋的寧靜和美麗，以及精彩的海底

生物。因此，我亦考取了潛水教練執照，希望能向公眾推廣愛護海洋及環保的重要。歡迎大家與我聯絡，

傾談有關校友會事務，以及海洋生態或者潛水事宜！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在沙官或校友會的活動見

面！ 
 

劉慧芬小姐                     校友會委員(2013 – 2014) 

2002年中五畢業                    

各位家長和師弟妹，我是校友會的劉慧芬，從中文大學的新聞系畢業後，當了近七年記者，一直在財經雜

誌《iMoney》工作，主要撰寫分析文章及研究金融數據；2012年開始負責有關美國市場的專欄，即使在澳

洲工作假期時都沒有「停手」。今年事業上又有新進展，我和丈夫籌備的首本投資著作冀於 7月書展前後出

版，請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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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樂瑤小姐                                         

2012年中七畢業                            

首先感謝母校給予機會撰文分享自己的近況及就業資訊。我於 2012年畢業後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

學士，雖然大學課程尚未修畢，但對一個商學生來說，由於實習經驗幾乎是必要具備的，職場生涯其實早

已展開。我分別在高考結束後及大學一年級時到 Sanrio Wave Hong Kong Co. Ltd. 和南華早報任兼職助

理，主要協助日常辦公室運作及整合市場資料。後來有機會到上海復旦大學作交換生，亦到當地安利（中

國）有限公司的公共事務部擔任實習生，幫忙籌辦公益及媒體活動。較早前便在香港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實習，主要協助金融機構的核數服務。總括現有的實習經驗，由於實習生一般不涉及專業的工作，多

為幫忙處理淺易但重複的步驟。只要工作態度細心認真，熟用一些電腦軟體（例如︰Microsoft Word、Power 

Point、Excel），便能勝任。我所到之公司可謂屬於完全不同的行業，這卻讓我多接觸不同領域，發掘自己

的興趣，為日後工作道路定向。工作經驗不但豐富了個人履歷，讓日後找到好工作的機會增加，更重要的

是當中所得到的工作經驗及待人接物的技巧是永遠無法從書本上學到的。所以我希望鼓勵師弟妹在公開試

完結後開始嘗試實習工作，多累積經驗，好好裝備自己。 

 

本會在此誠邀校友投稿，校友可到以下連結 goo.gl/bgNmww 內填寫，亦可以電郵

（stgssaastgss@gmail.com）、傳真（2609 1456）或郵寄（沙田文禮路 11-17 號）方式投稿，標題註

明「校友近況」。來稿請附上投稿者姓名、畢業年份、電話及電郵地址（可選擇供校友會聯絡之用

及╱或於校訊公開），以便在校學生請教查詢。同時，歡迎各校友在此提供電腦相片檔案（來檔請

以影像檔 JPG 或 TIF 等檔案格式提交），並上傳到上述網頁；或提供硬照，郵寄往上述地址或傳

送到上述電郵，以便於校訊中刊登。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691 4744 與吳勵華老師聯絡。 

 

十七、獎學金消息 

為表揚學業成績優異、操行良好、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或服務的同學，本組每年均會推薦多名同學
申請各項獎學金、助學金或榮譽獎項。 

 

1. 助學金 

本校將提名 1 位高中及 1 位初中同學，參加由香港特區政府扶貧委員會主辦的「上游獎學金」
計劃。 

 

2. 傑出學生選舉 

(1) 本組於 2014 年 4 月提名 13 位同學參加由「沙田青年協會」主辦之「第十屆沙田區傑
出學生選舉」。參選同學名單如下︰ 

3C 蔡諾妍 3C 鄭子君 3C 范絜怡 3C 梁子俊 3C 謝遨旻 3C 陳暉鏇 

3D 陳藝裕 3D 黃婉怡 3D 黎展鵬 4C 陳政僖 4C 黃鎧穎 5B 陳雪玲 

5C 吳熙偉      

上述同學已於 5 月 10 日完成首輪面試，當中 3C 鄭子君及陳暉鏇同學成功晉身初中組
決賽；而 4C 黃鎧穎及 5B 陳雪玲同學則成功晉身高中組決賽。最終，3C 陳暉鏇及 4C

黃鎧穎同學榮獲「第十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的十大傑出學生榮銜。 

 

(2) 本組提名 5C 吳熙偉同學參加由元朗青年商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合辦之
「第二十七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 

 

3. 最佳進步獎 

本組將推薦中一至中五各班 1 位同學參加由青苗基金主辦的「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3-14」，以
鼓勵同學在學業或品德上力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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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獎項 

1. 中文科 

(1) 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的「2013-2014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3D 陳慧玲
同學榮獲銅獎；而尹權勝老師亦獲頒得獎者指導老師榮銜。 
 

(2) 由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的「第 25 屆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及「第 18 屆全港學界對聯
創作比賽」，4C 曾妍同學均獲得優異獎。 

 

(3) 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第 25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評寫作比
賽」，3D 陸藹明同學榮獲初級組亞軍；而 5B 袁子晴同學榮獲高級組季軍。 

 

(4) 由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的「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3/2014」，3D 葉靜彤同學榮獲中學組
銅獎。 

 

(5) 由聰穎教育慈善基金及香港長者協會主辦的「第七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
賽 2014」，2C 陳詠常、張巧盈、張德怡、鍾佩汶及鄧寶鏵同學組成的隊伍榮獲最受歡迎網上
投票獎。 

 

(6) 由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辦的「第 11 屆粵語正音大賽」，5B 楊芷晴、5C 鄭佳敏及江達睿同學獲
得表現優異獎。 

 

2. 普通話科 

由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的「第 16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3D 劉卓鈞及 4B 張鈺
林同學獲得優異星獎。 

 

3. 英文科 

(1) 由智慧門主辦的「English Builder」，本校獲得以下獎項： 

Group First Prize Second Prize Third Prize 

Level 2 1C 張諾倫 1C 陳學寯 1D 陳浩蓁 
Level 3 2D 陳宗毅 2C 紀天恩 2D 楊天晴 
Level 4 3D 張藝譯 3D 黃婉怡 3C 陳梓輝 
Level 5 4C 梁子林   

 

4. 數學科 

(1) 由香港培正中學主辦的「第十三屆培正數學邀請賽決賽」，2C 鄧荣軒、2D 陳宗毅同學獲得銀
獎，5A 方奕揚同學獲得銅獎、4C 張憲邦、5A 梁仲信及王日昇同學則獲得優異獎。而本校亦
獲頒學校優異獎。 

 

(2) 由香港教育學院及教育局數學組協辦的「第三十一屆數學競賽」，4C 張憲邦、黃鎧穎、5A 鄭
子康、梁仲信、王日昇及 5C 吳熙偉同學均成功躋身決賽，並獲得參賽證書。 

 

(3) 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主辦的「2014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 香港選拔賽」，5A 梁仲信同學獲得
銀獎。 

 

5. 4C 黃鎧穎同學獲得由 Princeton Club of Hong Kong 頒發的「2014 Book Award」榮銜。 

 

 

 

 

編輯委員會 

顧問︰ 黃廣榮校長、杜景文副校長、江碧芝副校長 

委員︰ 易永煥老師、鄧麗全老師、蔡曉玲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