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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校籃球隊再下

一城。除了在學界籃球

比賽勇奪亞軍外，在全

港籃球學界最高榮譽的

「NIKE 全港學界精英籃

球比賽」，亦同時告

捷，勇奪全港亞軍。 

 

 

  

  

  

   

        

隊員無論在練習和比賽時都全力以赴，向勝利出發。 
 隊長林文政個

人球技高超，

亦克盡己職，

團結全隊。 

 

 

 

 

  

  
雄糾糾，氣昂昂，劍指獎盃。 

  

  

 

  

  

  

  

  

本校傳統的科學探索活動-雞蛋撞地球。 
               

 

 STEM(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教育是本校重點

發展方向。STEM 的發展

不僅是課程內容的整

合，更是教學方法的跨

越。透過動手、動腦、

創新來促進學生探索，

令學習更有創意、更生

活化和更有趣。 

 

 

  

  

  

  

  

充滿趣味的 mBot黑線車比賽。 
       數學遊戲日中，學生利用 Apps 加強學習趣味。 

 

  
全息投影(Hologram) 3D 動畫 

 
本校協助北角官立小學學生發展 STEM探究。 

設計比賽-主題是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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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組織 

 

 

一、 本校第二次教師培訓日已於 3 月 21 日舉行。是次培訓日的主題是「改善教學，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成效」，主要

討論內容包括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設計及組織『以學生學習為主導』的課堂活動，並改善課堂提問和回饋，發展學生

自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英語能力和信心等。老師透過分組討論，針對每個更能提升教學效能的做法，進行小組討論

和匯報，利用科學客觀的方式提升教學質素。 

 

二、 本校第三次教師培訓日已於 6 月 7 日舉行。是次培訓日的主題是「學校關注事項評估、強弱機危分析及學校三年發展

計畫討論」。期間，老師們回顧過去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進行，歸納總結和檢討需要改進的地方。此外，更透過分組

活動，分析學校現時的強弱機危情況，並總結學校的需要，以開展未來三年的發展計劃。 

 

三、 本校於 26/03/18 邀請北角官立小學參與理科探究活動。期間，約 160 位同學到訪本校，由理科老師帶領進行科學實驗

活動，並參觀本校校舍。同學透過實驗活動學習如何測試食物成分，及利用 DCPIP 溶液測試不同水果中維生素 C 的含

量。他們反應積極，提問踴躍。 

 

四、 在「最值得表揚教師選舉」中，傅金添老師和李珍莉老師分別被學生和老師評為最受歡迎教師。 

 

五、 為增強老師對新教學方法的認識，擴闊視野，本校常提倡與外地學校互訪交流。今年，本校邀請廣東省梅州市興寧一

中在 30/04/18 到訪本校。透過課堂觀摩、課堂情況研討和意見分享等交流活動，實有助提升教學質素，並可認識不同

形式下的校政管理方式。 

 

六、 本校積極推動校園綠化和環保，並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綠化香港運動計劃肯定，獲頒發「綠化校園工程獎」、「園藝

保養」和「綠化校園優異獎」。 

 

七、 秉承本校的環保精神和持續的環保政策，本校今年繼續獲得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頒發社區參與獎。 

 

八、 繼去年本校憑學生關顧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頒發「關愛校園」名譽後，今年再次以生涯規劃方面的

表現獲頒發「關愛校園」名譽。 

 

 教學及學習 
 

一、 中五級精進班 

面對新高中考試臨近，本校課程發展組特於 4 月至 6 月期間為中五同學安排精進班，以提升同學的學業成績，加強學

科學習，為公開考試作充足準備。 

 

二、 暑期增潤班 

本校課程發展小組將於 7 月中下旬，為中五級同學提供暑期學科增潤班。增潤班涵蓋的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

通識科等必修科目，亦包括各選修科目，務求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 

 

三、 英語音樂劇 

本年度英語音樂劇──‘A Good Bet’分別於 19/04/18 及 20/04/18 作校內及公開演出。劇情是關於兩位體育老師由

最初作為學生的啟蒙老師，但因意念不同，互相鬥法，到最後透過戲劇性的情節，竟然能互相合作來成就學生。在劇

中，同學們以音樂、舞蹈配合英語發揮，為觀眾帶來驚喜，贏得笑聲和掌聲。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有賴英文老師

的帶領和學生努力練習。本校亦感謝各友校師生、家長及校友出席欣賞和支持，公演時觀眾超過五百人，場面熱鬧。 

 

校風及學生支援 

 
一、 訓導組 

 訓導組於 21/04/18 假本校舉行學生長訓練營，校方希望能透過是次訓練，協助同學提升自信心，並在分享彼此的活

動經驗後，提高學生長之間的合作能力，以期在學生長崗位上發揮更大效用。 

  
二、 學生輔導組 

 本組推行的「三好學生」計劃，是獎勵全年品行表現良好的學生。本年度的「三好學生」名單如下： 

1C 邢偉立、2B謝傲浚、3C李家俊、4A馮景燊、4A林立威、4B 曾文政、4C陳浩賢、5A朱駿豪、5A 范俊平、 

5A 馮翰言、5A郭家銘、5A梁瑞文、5A盧朗正、5A胡秀榮、5A 孫楷炎、5A王子彬、5B黃智謙、5D 陳焯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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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級別 活動名稱、工作及內容 

全年 中一至中三 生涯規劃課程 

3 月至 5月 中六 VTC校長推薦計劃 

JUPAS 校長推薦計劃 

14/03/18 中五 師友計劃- 人事顧問及飲食業 

24/03/18 中五 JA Success Skills 成功技巧工作坊，學習撰寫履歷、面試、工作價值觀 

05/05/18 中五 參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06/05/18 中五 師友計劃：透過校友學生的互動，幫助學生認識工作世界，建立積極正面

的人生觀，並引導學生認清目標，發展技能，達到理想。是次參與的校友

分別來自金融保險、室內設計及建築、設計、錄影剪接、導演、物流、運

動員、入境處、資訊科技工程、酒店市場公關部等行業。校友們向師弟介

紹行業情況，並分享生活及工作點滴。 

16/05/18 中四、中五 中四級、中五級班主任教導學生編輯學生學習概覽 SLP個人自述部份 

17/05/18 中三 升學講座：簡介選科注意事項及本校生涯規劃網。而企會財、地理、體

育、視藝及經濟科老師則介紹各科特色。 

23/05/18 中二、中三 理財 GET $ET GO 

26/06/18 中三至中六 M21新媒體體驗 (新聞記者、電台廣播及戲劇拍攝體驗活動 

02/07/18 中五 台灣升學交流團 

03/07/18 中五 參觀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中心活動及 JUPAS 講座 

09/07/18 中六 中六畢業生及家長出路講座、VTC 放榜升學講座及模擬面試班 

10/07/18 中四 模擬放榜活動 

11/07/18 中六 職業訓練局 VTC 放榜日駐校諮詢攤位 

11/07/18 至 14/07/18 中六 On Call 36 小時放榜電話輔導熱線服務 

23/07/18 中一新生 暑期迎新活動 – 認識生涯規劃及工作世界活動 

 
四、 學習支援小組 

 1. 本校學習支援小組於本年首次舉辦「閱讀理解小組」。目的是教授同學閱讀文章時運用有效和清晰的閱讀認知策

略，加深其對文章的理解，並在小組中累積閱讀經驗，從而提高閱讀興趣。另外亦舉辦「通識小組(知多一點通)」，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教授同學多角度思考和歸納資料技巧，並應用於通識考核。 

 

2. 由於同學於上學期反應熱烈，本小組於下學期繼續舉辦 Movie lunch，希望透過欣賞英語電影及遊戲工作紙，提

升同學對英語的興趣，並學習基本英語對話及文法。 

 
五、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本組於 09/05/18 舉行灣仔文化導賞戶外考察活動。中二學生跟隨聖雅各福群會的文化導賞人員，遊走灣仔區的歷史

和文化古蹟，發現香港人的文化蹤跡，從而加深認識社區，增進對社會及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感。 

 
六、 環境教育小組 

 1. 環保週活動已於 19/03/18 至 23/03/18圓滿舉行，活動內容豐富。  

本年度新加了環保歌曲播放，在午飯時間播放中文粵語和普通話的環保歌曲，有些是大家熟悉的流行歌，亦有些是不

同地區的推廣歌曲，目的是透過悅耳的旋律促進環保。 

環保週的重頭戲是素食日活動，目的是鼓勵同學選擇特定提供的素食午餐飯盒，倡導低碳飲食。今年參加者人數眾

多，接近兩成學生參與。 

此外，環保周亦舉行了兩天的攤位遊戲，同學透過多款有趣的攤位遊戲，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環保和增加環保知識。 

 

 2. 本校同學參與了環境教育委員會的「環境保護大使」培訓課程及環保活動，包括不同的講座、參觀黃竹坑新圍、

海星灣考察等，參與度高並表現優良，獲發認可證書的同學計有 2B 殷銅澤、2B鄭傳銳、2B 謝傲浚、2C崔筠揚、4B 

林卓祺、4B曾文政、4C盧毓凱、5A 左君豪、5B朱柏霖、5B譚浩森、5C 梁智淳、5C吳煒傑同學。 

 3. 一連七期的 eClass 環保問答比賽已經圓滿結束，1B 陳永聰、1B 張浩霆、1B 顧德維、1B 劉晧賢、1B吳思源、1B

葉子豪、1C張樂軒、1C 邢偉立、3A 蔡嘉銘同學在比賽中脫穎而出，獲得個人表現優良證書。 

 

 4. 本年度電子廢物回收活動共收得八十多件電子廢物，包括電腦顯示器、錄影機、錄音機、電腦主機、 CD機、 手

提電腦、照相機 、電話叉電器、電腦鍵盤與滑鼠組、機板、USB線等。這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認識到電子廢物

危害環境，盡量减少購買電子產品及妥善處理電子廢物。 

三、 生涯規劃組 

 2 月至 7月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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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鼓勵同學節約能源，教導同學按需要用電的「班際節能減耗比賽」已圓滿結束，能通過所有檢測的班別有 1B 和

2B。 

 
七、 學生獎勵小組 

 學生獎勵小組就以下同學在學業、品行、課外活動和校內外服務等方面表現超卓，頒發小功或大功獎勵。 

 大功獎勵： 5A 朱駿豪、5A吳仲恒 

 小功獎勵： 1B 陳加誠、1B陳永聰、1C劉卓謙、4A馮景燊、5A陳政希、5A 陳智聰、5A鄭梓軒、5A郭家銘、 

5A 黎世澤、5A黃顯舜、5A王子彬、5A黃梓添、5B吳世筆、5D 黃顯堯 

 
八、 健康教育委員會 

 本校的健康校園委員會為了加強同學的抗毒意識及提高他們對健康的關注，在 5 月舉辦了多項活動，其中包括：禁毒

教育閱讀課及班際健康及禁毒常識問答比賽、做個醒目自由人工作坊(一)及(二)、「禁毒達人」抗毒講座和分享，與

及「無藥一樣 COOL」工作坊，同學都能積極參與，反應熱烈。 

 

 校園活動 
一、 中文組活動  

 1.  本年度中文學會徵文比賽已結束，得獎名單如下： 

 級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1A 尹孜鳴《談誠實》 2C 黃迪朗《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2C 莫奕堋《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中級組 3A 馮柏熙《談成功》 3C 周昊燊《談成功》 4A 蔡彬炫《談成功》 

 高級組 5A 孫楷炎《談友誼》 6C 莊司暘《學習中的苦與樂》 5A 郭家銘《談友誼》 

  

2.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已於五月底結束。個人方面，獲得嘉許的同學共 27 人，其中獲銅獎的計有 16 人。而獲嘉許銀獎

的同學共有 7位，包括 1A尹孜鳴、1C陳棨濠、1C張訢朗、1C 郭明龍、3A涂育達、3C李清源、4B 曾文政同學。金獎 4

位，包括 1A 林靖峰、1B徐梓陽、1C 林靖、3C 顧嘉寧。而 1B吳思源和 2B堵祺銘同學成為今年白金獎得主，閱讀圖書

數量為全校之冠。所有獲嘉許的同學獲獎狀證書、文具或書劵以資獎勵。 

班際閱書比賽方面，中一級冠軍為 1C；中二級冠軍為 2B；中三級冠軍為 3C。 

 

 3. 本年度中國文化週於 01/03/18 至 09/03/18 舉行，主題是「中國生活中的禮」，希望能讓同學對中國傳統的禮文化

有更多的認識。開幕禮於三月一日舉行，由我校的舞獅隊揭開文化週序幕。文化週活動有午間點唱、攤位遊戲、電影欣

賞(《孔子》)、振興論壇(題目為「關愛座的設立是禮的體現嗎？」)等，並於元宵節當日舉辦燈謎大會。今年文化週更

有校外參觀活動，初中部分班別的學生由中文科老師帶領，到饒宗頤文化館參觀「『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 

 

 

 4. 中文學會於 29/06/18舉辦了「文學散步」活動，帶領部分高中學生到九龍城參觀富有歷史含蘊的九龍寨城公園和遊

覽附近充滿老香港情懷的九龍城區街角，在城市中感受歲月的痕跡，發掘新的感覺，擴闊寫作空間。 

 

 

二、 英文組活動  

 1. 為培養同學在課室以外學習和運用英語的習慣，英文組在本學年的數個星期五早會時間舉行 English Fridays(英語

星期五)。活動包括英語短講、好書推介、時事專題及英語訪問等等。另外，在午間進行 English Forum(英語論壇)，每

次設定一社會熱門話題，讓中一至中六的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後，即場發表個人意見。 

 

 

 2. 英文組在 2月至 5月舉辦中一至中五級 English Variety Shows(英語綜藝演出)，當中包括英語話劇、英詩朗誦、唱

歌等演出。 

 

   

三、 數學組活動  

 1. 數學學會以筆試形式進行班際比賽，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的同學，比賽分別在課堂及午膳時段舉行，讓同學可接觸

更多不同類型的數學知識，增加學習數學的趣味，比賽成績如下： 

 

  級別 班際冠軍 個人總冠軍 個人亞軍 個人季軍   

  中一級   1B 1B 葉子豪、1B張浩霆 -- 1C 區宇軒   

  中二級 2A 2A 譚嘉偉 2A 陳曉楠 2A 林立智    

  中三級 3A 3A 丁嵐 3C 李家俊 3A 談錦恒   

 2. 數學學會於 5月舉辦了中四級班際數學問答比賽，成績如下：  

  級別 班際冠軍 班際亞軍 搶答最高分獎 必答最高分獎   

  中四級  4A 4B 4A 4A 楊朗謙、4B陳浩俊、4C汪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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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識教育組活動  

 1. 通識科舉行了多個參觀活動，包括「迪士尼通識探索之旅」、「元朗漁塘生態遊」、「立法會導賞團」等等。每個

活動參加的老師和同學約 50 人。同學們籍着不同形式的參觀，了解到更多與通識教育科各單元息息相關的知識。 

 

2. 通識教育科於下學期多次舉行了振興論壇。其中中國文化周探討的議題為「關愛座的設立是禮的體現嗎？」。活動

由通識教育科老師和普通話科老師共同主持，期間引導同學發表個人意見。本年度多次振興論壇的參與人數都超過 50

人。各同學就課堂所學，建立個人立場，並就各社會議題進行討論。同學們能互相觀摩，透過互相交流，擴闊思考。 

 

3. 本年度中一至中四級通識問答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C 1A 1B  中三級 3A 3B 3C       

  中二級 2B 2C 2A  中四級 4B 4A 4C        

   

五、 STEM 同樂日活動  

 為響應現今教育發展的需要，本校今年在 09/04/18 至 18/04/18 舉辦 STEM Fun Days，讓學生可以透過不同類型的比

賽，有趣地學習並應用相關知識。活動計有雞蛋撞地球比賽、科學水火箭比賽、STEM 常識問答比賽、魔法車比賽、電腦

製作科技作品投票等，成績詳列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際冠軍 班際亞軍 最佳造型     

  中一級雞蛋撞地球比賽 1A 林靖峰 1B 呂旭然 1A 秦可維 1A 1C 1A 秦可維    

   

    冠軍 亞軍        

  中二級水火箭比賽 班際獎項 2C 2A       

   

 STEM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中一級 1A 1C   中三級 3A 3C        

  中二級 2A 2B   中四級 4A 4C        

   

   冠軍 亞軍   

  中一級魔法車比賽-班際比賽 1B 1A  

  中一級魔法車比賽-個人獎 1B 吳思源、1B張浩霆 1B 李俊嘉   

  中二級「我最喜愛的 3D匙扣設計」選舉-班際比賽 2A 2C   

  中二級「我最喜愛的 3D匙扣設計」選舉-個人獎 2A 陳曉楠 2C 黃榮銳   

  中三級「我最喜愛的全息投影 3D 動畫」選舉-班際比賽 3D 3A   

  中三級「我最喜愛的全息投影 3D 動畫」選舉-個人獎 3D 李倬緯 3A 譚銘希   

 此外，學校亦舉辦了與 STEM 學習相關的「澳門珠海科技探索之旅」，讓學生走出校園親身體驗科技發展的進步。  

   

六、 人文學科活動  

 1. 經濟財商學會舉辦初中班際基本法經濟篇及香港經濟問答比賽，結果如下：   

  級別 班際冠軍 班際亞軍 個人最高分   

  中一級 1A 1B 1A 施正恒、1A王嗣誠、1A黃宇熹、1B劉晧賢   

  中二級 2A 2B 2A 吳逸熙、2B黃顯善、2C鍾國豪   

  中三級 3A 3B 3A 余朗嘉、3B陳永偉   

 2. 中史科連同中文科在 03/07/18至 06/07/18舉辦境外考察團，帶領高中 40位同學到四川考察。考察的地點包括金沙

文化遺址、杜甫草堂、自貢恐龍博物館、熊貓培育基地、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內容豐富多樣。 

 

   

七、 視藝活動  

 1. 視藝學會於 7月帶領中五視覺藝術選修科同學及對雕塑有興趣的同學參觀校友林佑森的工作室，以了解雕塑家的工

作環境，並且學習雕塑的創作方法。 

 

 

 2. 視藝學會於 7月帶領中五視覺藝術選修科同學及對時裝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參觀著名時裝設計師任銘暉 Mountain Yam

的設計工作室，了解時裝設計的過程，和由設計到製成品的生產流程。 

 

   

八、 學生會活動  

 由本校學生會聯同喇沙會友校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喇沙會聯校學生會交換生計劃」已於 06/05/18 至 12/05/18舉行。 

活動中，5 名到本校交流參觀的同學主要來自聖若瑟書院、喇沙書院和陳瑞祺(喇沙)書院。本校則分別甄選出 7 名同學

到三間友校交流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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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開幕禮在聖約瑟書院舉行，而閉幕禮則在喇沙書院舉行。參與的全部同學順道參觀兩間學校的校舍，增強學生對

喇沙會歷史的認識。另外，到校探訪期間，友校同學都能投入於本校的課堂生活中，大家彼此照顧，樂在其中。 

   

九、 戲劇學會  

 戲劇學會的社際戲劇比賽已於 20/03/18 舉行。各項獎項結果如下：  

  最佳演員：信社 吳俊哲 最佳宣傳：強社 最佳舞台效果：強社   

  最佳劇本：健社 最佳導演：信社 總冠軍：信社   
 

家長活動 

一、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9/04/18 舉辦《錦田、河背水塘及有機農莊一天遊》親子旅行，參與的教師、家長及學生合共八十

多人。當日行程豐富，加上天公造美，校長、老師、學生以及家長們一同遊歷錦上路跳蚤市場、波蘿園、河背水塘家樂

徑及青協有機農莊，走訪近百間售賣小食、手工藝品及農產品的特色店舖，又品嚐圍村盆菜宴，體驗有機耕作。 

 

二、 本年度家教會共舉辦了三場「家長茶聚」活動。第一次是教授製作蛋撻的工作坊、第二次是藝術治療工作坊；第三次是

DIY製作梳乎厘、班戟的工作坊。家長們在周六下午相聚，輕輕鬆鬆製作甜品美點或塗鴉創作，更可互相傾談，加強相

互間的支援，紓緩精神壓力。 

 

三、 由家教會、中文科及圖書館合辦的「親子閱讀研習坊」已圓滿結束，並於 26/05/18 舉行頒獎禮。今年獲嘉許的同學共

20 位。其中 1A 歐宇軒、1B 蘇仲基、1B 鄧澧鏞、1B 吳思源、1C 張訢朗、1C 郭明龍、1C 邢偉立、2A 宋學勤、4A 黃沛鏗

9 位同學獲優秀證書及獎章。 

 

 

其他課外活動 
 

二月至六月份各小組定期舉辦的課外活動如下:  

屬會/小組 舉行日期 形式/內容 活動情況 

手球會 2 月至 6月 手球練習 逢星期五校內練習。 

排球會 2 月至 6月 排球練習 逢星期二、星期四校內練習。 

劍擊會 2 月至 6月 劍擊練習 逢星期一、星期三由劍擊教練指導和練習。 

天主教同學會 4 月 「四旬期」籌款 讓學生學習基督克己助人的精神，為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籌款，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全校共籌得善款$9920。 

 

學生表現 
 

 

 

一、 2017至 2018年度全年考試成績  

 六月期終考試成績已公佈，每班三甲名單如下：  

名次 1A 1B 1C 2A 2B 2C 3A 3B 3C 3D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尹孜鳴 

歐宇軒 

秦可維 

吳思源 

張浩霆 

張彥霖 

張訢朗 

黃文謙 

劉智軒 

林景源 

楊晉軒 

林立智 

吳震豪 

羅樂賢 

殷銅澤 

羅宇橋 

陸家榮 

陳浚騫 

丁  嵐 

談錦恒 

伍俊龍 

歐陽承傑 

鄭梓康 

周啟駿 

周昊燊 

李家俊 

彭浩然 

陳朗騏 

黃隆生 

吳偉忠 

名次 4A 4B 4C 5A 5B 5C 5D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龔少楓 

崔文龍 

楊朗謙 

陳浩俊 

鄔浚偉 

鄭柏年 

汪必亮 

陳浩賢 

吳卓禧 

孫楷炎 

陳智聰 

郭家銘 

許願豐 

蔡俊希 

劉嘉俊 

袁子聰 

梁智淳 

吳雨桐 

嚴志安 

陳焯霆 

李頌恆 

   

 
二、 各級最佳進步獎 

 各級獲最佳進步獎的學生名單如下： 

 中一級 1A 尹孜鳴、1A陳沛�、1A陳煒傑   

 中二級 2A 盧駿昇、2C莫奕堋、2C楊鎮昇   

 中三級 3A 余嘉濠、3A陳正羲、3A伍晴朗、3C鄒俊榆   

 中四級 4C 汪必亮、4B黃梓軒、4B鄔浚偉   

 中五級 5C 吳雨桐、5C顧嘉倫、5C袁子聰、5B譚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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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獎學金 

為表示對學校的熱忱，並對學校發展作出關注及支持，本校校友、老師、舊生會及家教會成立多項獎學金。 

本學年各獎學金的得獎同學如下： 

 

  獎學金名稱 捐款人士 評審要求 金額 得獎同學  

 1. 關祺老師獎學金 關祺老師 最佳長跑運動員 $300 6C 莊司暘  

    最傑出童軍 $300 5A 潘謙博  

 2. 張振興劍擊獎學金 林展峰校友 最優秀劍擊運動員 $500 4C 陳浩賢  

 3. 何錦榮老師獎學金 黃根春校友 各級最佳進步獎 每名$300 1A 尹孜鳴、2A盧駿昇、3A余嘉濠、

4C 汪必亮、5C吳雨桐、6C莊司暘 

 

 4. 何江顯校長獎學金 何江顯校長 各級中文科第一名 每名$400 1A 尹孜鳴、2A林景源、3C李家俊、

4A 龔少楓、5A孫楷炎、6A張晉軒 

 

 5. 羅倫修士獎學金 舊生會 各級英文科第一名 每名$300 1A 尹孜鳴、2A祖冠鳴、3A丁 嵐、

4A 龔少楓、5A孫楷炎、6A朱寶浚 

 

 6.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 各級數學科第一名 

 

中一綜合科學第一名 

中二綜合科學第一名 

中三物理第一名 

中三生物第一名 

中三化學第一名 

每名$300 1A 歐宇軒、2A吳逸熙、3C周昊燊、

4A 楊朗謙、5A盧朗正、6A張晉軒 

1A 尹孜鳴 

2B 羅樂賢 

3C 周昊燊 

3C 周昊燊 

3A 丁嵐 

 

 7. 郭樹業校長獎學金 郭樹業校長 各級通識科第一名 每名$300 1A 尹孜鳴、2A吳逸熙、3A談錦恒、

4A 崔文龍、5A陳智聰、6B廖翊名 

 

 8. 徐允毅校友獎學金 徐允毅校友 中四至中五級經濟科

中文、英文組第一名 

每名$300 (中文)4A 崔文龍 

(中文)5A 蔡子康、(英文)5A 蔡俊略 

 

 9. 蔡垂基校友獎學金 蔡垂基校友 學業及運動成績優異 每名$450 6A 黃俊豪、6C莊司暘  

    初中各級全級第二名 每名$400 1A 歐宇軒、2A楊晉軒、3C周昊燊  

    初中各級全級第三名 每名$300 1A 秦可維、2B吳震豪、3A談錦恒  

 10. 萬順獎學金 Bright Sun Corp. Ltd. 高中各級全級第二名 

高中各級全級第三名 

每名$400 

每名$300 

4A 崔文龍、5A陳智聰、6B廖翊名 

4A 楊朗謙、5A郭家銘、6A單浩斌 

 

 11. 白蘭登修士獎學金   頒發給全年各方面

表現最優異的同學 

各級全級第一名 

 

每名$500 1A 尹孜鳴、2A林景源、3A丁  嵐、

4A 龔少楓、5A孫楷炎、6A張晉軒 

 

    藝術、運動  6B 梁煦笙、3A涂育達  

    多元卓越表現  5A 鄭梓軒  

    服務、領導  5A 朱駿豪、5A吳仲恆  

 
四、 校外比賽獲獎／成就：  

 1. 本校 3A涂育達同學在中學學界田徑賽(第一組)表現出色，獲得乙組鉛球季軍。 

 

 

 2. 本校保齡球隊在 24/03/18 參加了「2018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其中 5B 陳濼行、6B 黃加日、6D 魏弘智同學的

隊伍獲得三人賽冠軍。6B 黃加日和 6D 魏弘智同學亦喜獲雙人賽季軍。兩人亦同時獲得中學組個人最佳表現獎，將代表

香港於 7 月參加台灣高雄舉行的「中華台北保齡球公開賽」。 

 

 

 3. 本校同學參加校際羽毛球比賽 (第二組別），獲得男子甲組團體殿軍成績。 

 

 

 4. 本校乒乓球隊在校際乒乓球比賽（第三組別）中表現出色，尤其是在丙組賽事中，1C劉卓謙和 3B 謝樂天同學表現

超卓，力壓群雄，獲得丙組冠軍。本校乒乓球隊亦獲得團體季軍。 

 

 

 5. 校際排球隊參加校際排球比賽（第二組別），獲得團體乙組亞軍和全場第四名。 

 

 

 6. 本校醒獅隊於 12/05/18參加第三屆青少年醒獅大賽，以技藝較量。本校醒獅隊表現優異，獲得優異獎和殿軍。 

 

 

 7. 1A 徐發成同學參加由香港劍撃學院主辦劍撃比賽 U-14，獲得重劍組別冠軍。 

 

 

 8. 本校 5A陳政希、5A 鄭梓軒、5B劉晉傑及 1A 陳英豪同學在 24/03/18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合辦「我的『母親』老師／我的『家人』老師」短片／微電影創作比賽」。本校隊伍藉學生為老師/校長拍攝微電影

或短片和撰寫簡介，向社會呈現肩負家庭責任及需要餵哺母乳的老師/校長所面對的困難，期望從學校開始，提高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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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障餵哺母乳權利的意識。作品榮獲高中組冠軍，並獲邀出席頒獎禮暨分享會，向不同界別人士分享拍攝心得。 

 

 9. 本校姚泊敦老師帶領 5A莊厚潤、5A陳智聰、5B譚東培、5C 陳藝進、4B冼卓輝、4C廖祖成同學參加在 03/03/18舉

行的公益少年團東區中、小學堆沙比賽，作品獲得中學組亞軍。另作品演說員也榮獲中學組最佳解說員大獎。 

 

 

 10. 本校 5A 陳政希、5A鄭梓軒、5A 莊厚潤、5A錢浩霖、5B黃裕城及 5B 劉晉傑同學參加國際喇沙和平日 -「和平無界

限」短片拍攝比賽，以融合生活經驗來演繹世界和平及和諧，並喜獲冠軍佳績。 

 

 

 11. 本校 1B 吳思源、1C 張訢朗、2B 堵祺銘於 14/04/18 參加由香港觀鳥會主辦的「中學生觀鳥大賽 2018」。是次比

賽的三位同學獲得中學生組「最佳紀錄」獎，更因在比賽中觀鳥紀錄高於 60 種而獲頒發「黑臉琵鷺」獎章。 

 

 

 12. 本校同學參加本年度香港校際戲劇節，演繹以探討中學生性別定型和性取向的主題戲劇《彩虹男孩》，其中 4A 張

子沂和 5B鄭旨堯同學獲得傑出演員獎，同時劇目全體演員亦獲頒傑出合作獎。 

 

 

 13. 本校 3C 周昊燊同學參加由教育局及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的「第十七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大賽」，於參賽的

400多位同學中脫穎而出，獲得中學組菁英銅獎，更奪得「創意寫作比賽」冠軍。 

 

 

 14. 本校 6B 梁煦笙同學，於本年度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中突圍而出，以作品《三個‧我》獲得優異獎。梁煦笙

同學除獲贈獎項外，亦會獲邀參加日本藝術文化交流團，更有機會申請九龍倉藝術獎學金修讀藝術，進一步發展所長。 

 

 

 15. 本校 4A 蔡彬炫、4A陳爵楠、4A 馮景燊、4A龔少楓、4A林立威、4A 吳柏添、4A崔文龍、4A楊朗謙、4A 姚子臻、

4A 黃沛鏗同學積極參與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青年及德育組舉辦之高中 iTeen領袖計劃，喜獲銀獎。 

 

 

 16. 學生 2A 祖冠鳴、2C崔筠揚、3A 莫萃禧、3A余嘉濠、3B張家希、4A 崔文龍、4B馮家棟、4B鄔浚偉、5D 李頌恆、

6A 何鑒羲、6B周錦暉、6C莊司暘獲青苗基金頒發青苗學界進步獎。 

 

 

 17. 學生 2A 林景源、3A丁嵐、4A林立威、5A 陳智聰獲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18. 學生 2A 祖冠鳴、3B鄭梓康、4A 崔文龍、5B郭宇軒、6C莊司暘獲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19. 學生 6A 施逸亨、6B 何天朗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頒發品學兼優嘉許獎，每位各獲獎學金一千元。 

 

 

 20. 學生 3B 麥梓軒、5A錢浩霖獲「明日之星」計劃頒發上游獎學金，頒發獎狀及獎學金$5000。 

 

 

 21. 學生 6B 陳浩霆、6D施逸駿獲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頒發獎學金$1000。 

 

 

 22. 5B劉晉傑同學獲佳定獎助學金學業進步獎，頒發獎狀及獎學金。 

 

 

 23. 5C袁子聰同學獲樂群中學助學金頒發品學良好獎，獲助學金$5000。  

 

 

3C 周昊燊同學在「第十

七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

大賽」獲得中學組菁英

銅獎和「創意寫作比

賽」冠軍，成績驕人。 

 6B 梁煦笙同學以作品《三個‧

我》於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

賽中獲得優異獎。在此殿堂級的

比賽中獲獎固然興奮，更重要的

是有機會公開展覽自己的作品。 

     

 

 

 

            

 

 

本 校 為 教 育 局

wifi-100 的先導

學校，現正積極

發展電子學習。

圖中為老師利用

平板電腦促導地

理考察的情況。 

 

  

  

  

  

 

編輯小組﹕顧問﹕李兆華校長 
編委﹕對外關係組–李金霞老師、林國良老師、馮珮珊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