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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一)  律己愛人 

訂立目標 

盡展潛能 

(二)  協助學生 

建構知識 

鼓勵終生學習 

 

校長眼中的「何官」同學 

轉眼之間，我由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調任何文田官立中學（下稱「何官」）

已經半年多了，我對「何官」同學的認識也漸漸加深。 

謙虛受教 

我認識的「何官」同學大都品性純良、謙虛受教。同學對自己有一定的

要求，只要找到方向或明白制度背後的目的，同學們都樂意遵守，服從教導。  

勇於學習 

在學習方面，「何官」同學的「胃口」也不少。只要有適當的引導，同學們都享受學習，用心參與各項課堂的學

習活動。從觀課中，大家不難看到同學主動地參與討論和滙報，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也會主動發問。此外，同學並不滿

足於課本上的知識，也期望向難度挑戰，也歡喜嘗試課外的題目。至於課外活動方面，「何官」同學至為投入，這也

是他們展現潛質的好平台。不論擔任那一個職位，他們都會竭盡所能，做到最好。再者，同學的創意也是有目共睹的，

從不同的機械人或創意比賽中獲取獎項便可見一斑。 

自我增值 

或許大家會問：難道「何官」同學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答案當然是「不」。 

在開學禮中，我曾挑戰同學在全人發展的四個向度自我增值。一是「讀得」、二是「玩得」、三是「做得」、四是

「睇得」（也即是得體）。 

在「讀得」方面，同學需要讀得其法。初中同學應該打好語文根基，掌握不同的學習技巧，訓練自我管理、時間

管理和盡量增廣見聞。千萬不可只追求正確答案，乃要融滙貫通，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掌握有效的讀書方法策略，

培養能獨立思考解難的能力。此外，同學亦不應滿足現有的成就，要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提升中英文的能力，多閲

讀、多思考、多發問，培養主動學習的習慣。至於高中同學，則應該爭取機會跟友校切磋，參加聯校比賽，務求擴濶

視野，所謂「學海無涯」，遇強越強。  

至於「玩得」方面，「何官」同學要懂得「能放能收」的道理，務求做到「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若能有智

慧地訂立優先次序，有效地分配時間，相信更多同學可以達到「文武兼備」的境界。 

現今社會常批評九十後的青少年吃不了苦頭，在中學生階段參與不同類型的服務，是培訓同學全人發展和建立正

確價值觀的重要一環。我希望每位同學在「何官」六年成長生活中，可以掌握一些服務同學和貢獻社區的技能和經驗，

親身體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成為一個「做得」的青年人。 

若要表現得體，「何官」同學要有自信，勇於有禮貌地表達自己意見。同時，也曉得尊重別人的意見。同學藉參

與成長教育組的活動，培養良好品格，同學亦該爭取機會多參與本地及海外交流活動，擴濶視野，放眼世界，學會待

人接物應有的禮儀，懂得人情世故，表現才能成熟得體。  

祝願 

我要感恩在「何官」遇上一群有共同願景的家長、校友和老師。大家樂意成為「何官」同學成長時期的同路人，

在不同崗位上配合學校的發展。 

最後，祝願「何官」同學在往後日子能在「四得」上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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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 

本校水運會於 2015 年 10 月 16 日，於觀塘游泳池舉行。當日，各社健兒施展渾身解數，爭取佳績，獲得在場的嘉賓的讚賞。 

 

劉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陳副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蕭副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第 56屆周年校慶畢業暨頒獎典禮 

本校第 56 屆周年校慶畢業暨頒獎典禮於 11 月 27 日舉行，典禮邀得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院長何萬貫教授擔任主禮嘉賓。當日

出席頒獎典禮的嘉賓、家長及校友人數眾多，場面熱鬧而隆重。典禮上，先由劉校長報告校務並致訓辭，劉校長更讚揚主禮嘉賓何教

授熱心教育，不斷推動教學研究，扶掖後輩，建樹良多；接著，何教授祝賀畢業同學鵬程萬里，更以創辦的網上學習平台「每日一篇」

的成功經驗和文學經典為例，鼓勵所有同學要注重創新，熱愛思考，加上堅持不懈的精神，定能成就非凡人生。此外，為答謝前任校

長何歐佩娟女士的帶領，令校務發展平穩，特別邀請何校長上台，接受鮮花和全體師生的掌聲讚美，場面感人。最後，學生的才藝表

演為典禮的壓軸，同學的表演精彩，獲得來賓的一致讚賞。整個典禮在本校合唱團演唱校歌的悠揚歌聲下，徐徐閉幕。 

 

典禮開始前，劉校長與一眾嘉賓合照 

 

學生給何校長獻上鮮花 

 

本校合唱團引吭高歌，獲得嘉賓讚賞 

中一入學簡介會 

本校於 2015 年 12 月 6 日舉辦中一入學簡介會，讓家長及學生了解本校的辦學特色和收生要求。簡介會內容包括中一入學講座會、學

生表演及校園參觀活動，家長及學生反應熱烈。 

 

入學講座 

 

參觀校園 

 

學生表演 

陸運會 

本校於 2016 年 2 月 23 及 24 日假斧山道運動場舉行，同學專注、認真及投入各項比賽，德社奪得全場總冠軍。本屆陸運會頒獎嘉賓，

是教育局體育組課程發展主任巢志光先生，巢先生致辭時勸勉同學好好愛惜身體，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迎接各種挑戰。 

 

專注、認真及投入比賽 

 

頒獎嘉賓巢志光先生，與同學 

一起分享得獎的喜悅 

 

團結就是力量的班際競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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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 

本學年的家長日已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舉行。當天，家長到校與班主任交流子女的學習情況，氣氛融洽，達到通過家校合作提升同學

的學習效能及促進全人發展的目標。 

各級家長晚會 

為了加強家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令家長對本校的辦學理念、方向和

設施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本校舉行了中一至中

六級家長晚會。會上，家長表現踴躍，關切子女的成長。 

  

校長致辭 老師與家長共話校長致辭 
 

中六惜別會 

2016 年 3 月 4 日為中六同學之惜別會，一任時光流逝，快如奔驥，

同學們臨別依依，感謝母校之栽培，更會秉承「自強不息」的精神，

奮發向前! 

  

同學在惜別會上盡訴離情 驪歌高唱，惜別依依 
 

教師發展日 

教師專業發展組於 2015 年 8 月 24 日為新到任老師舉行簡介會，介紹學校教育理念及行政運作。為協助班主任帶領同學探討升學就業

前境，本組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邀請了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的劉鎮波老師等為本校全體老師主持工作坊。另外，為配合學

校的輔導工作，本組亦分別於 8 月 27 日及 3 月 18 日邀請小童群益會講解「校園驗毒計劃」及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黃幗宜女士為老師講

解「學生自我管理技巧」及「預防學生自殺問題」。此外，陳祥偉副校長及黃笑嫻老師亦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主持「新加坡教育交流分

享」，向老師介紹新加坡教育情況及活動。最後，本組亦於同日安排「參觀考察地質公園」活動，擴闊視野，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新老師簡介會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班主任在生命規劃中的角色」 

  

地質公園參觀考察團 

 

傑出學業成績龍虎榜 

上學期考試成績已經公佈，恭賀獲獎同學。得獎名單已上載校網。 

 

 

 

 

 

 

 

 

 

 

陳副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劉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蕭副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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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在教學上，中文科在中一級施行協作計劃，任教老師運用活動教

學，培養同學解難能力及自學精神，同學反應理想；另外，為了

增強中三級同學的口語表達能力，於 3 月中旬的早讀課，部份同

學參加額外的口語能力訓練；由於中六級同學需要應付文憑試的

挑戰，本科與校外教育機構合作，在 12 月及 1 月分別舉行兩場

閱讀能力的模擬考試，讓同學透過評核，提升學術水平；本科亦

與通識科合作舉行跨科講座；在課外活動方面，本科繼續鼓勵同

學參加不同類型的語文活動，例如作文比賽、原子筆書法比賽、

校際朗誦節及校園記者計劃等等，促進同學互相交流切磋，擴闊

眼界。最後，中文學會在上學期舉辦富有趣味的活動，例如元宵

猜燈謎比賽、錯別字殺手及新春寫揮春等等，寓學習於娛樂，延

伸同學學習語文的興趣。 

 

 

英文科 

Learning English as a tool of learning,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and a means of seeking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that is why we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our students outside classroom as well. Some programmes are for fun such as going to movies and musicals. Our students went to 

watch Star War at a cinema and Lion King at the Disneyland in December. Some S.4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AFS International Fair at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on 28th November 2015 and some S.5 students attended the Cultural Exchange Student Forum 2015-2016 – From 

Kowloon City to the World co-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New Asia Middle School on 5th March 2016.  They communicated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schools and countrie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know friends from other places. In the academic aspect, S.6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3 Joint-school Speaking Practices with neighbouring school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2015 and one Mock Assessment at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n 5th January 2016. S.1 students learn English in a fun way – a drama competition, a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and a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were held in their class time and lunch time. An English Fortnight was conducted in March which showcased 13 

programmes for different levels.  For example, the Inter-House Cross-curricular Quiz Competition for the S.3 students,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me on speaking skill and Plain Speaking Competition for the junior levels. Talks were delivered by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for the senior levels. 

 

數學科 

 本科在 2015-16 學年舉辦了各樣推廣數學的活動，在 10 月 28 日

早會，數學學會分享了兩部關於數學的電影及一些有趣的數學遊

戲，包括 Donald Duck in the Mathmagic Land, Imitation Game(解碼

遊戲)；在 2 月 29 日播影的校園電視，數學學會介紹了計算機的

各種特別功能，使同學可以更有效及快捷地用計算機解決數學問

題。本科亦選拔一些成績優異及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加以培訓，並

提名他們參加比賽，在 2016 華夏盃晉級賽，2T蔡浚棋同學獲得

個人三等獎；在第十八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3T李元昊、

3S 李偉熙及 3H 許信韜同學均獲得個人三等獎。 

 

 

 

校園電視片段中「數學之神」

不斷提出難題，挑戰同學的 

數理頭腦 

同學利用計算機各種 

特別功能解決數學難題 

Cultural Exchange 

Student Forum 

同學踴躍參與中文學會

的活動，增進語文知識 

 

AFS International Fair 

 

A Talk by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Toastmasters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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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學者活動 

The Baptist University –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Kit  

on Chemical Testing for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Our S5 Chemistry students enjoyed a fantastic laboratory session delivered 

by Lecturers and Scientific Officers from The Baptist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our two Chemistry teachers, in our school’s Chemistry Laboratory      

on 20 November 2015. During that afternoon, our students used real 

samples of dried fungi or dried mangoes to determine the sulphur dioxide 

content using Optimized Monier-Williams Method. This meaningful 

activity was resulted from our school joining the BU –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Kit on Chemical Testing for NSS Curriculum, where    

practical industrial operation of the testing laboratory could be experienced 

by our students. What’s more, the Project Team Director, Professor Chan 

Wing-hong, is our alumnus! 

      

Group Photo Lecturer from HKBU explaining 

the concept behind the experiment 

  

HKBU Outreaching Programme - Green Chemistry Talk 

S3 students and S5 Chemistry students had a great time learning from their 

“Big Brother” Professor Chan Wing-hong from BU on 4 December 2015 

on the topic of Green Chemistry. During the talk, Professor Chan vividly 

illustrated the topic of Green Chemistry highlighted with some Chemistry 

Magic. To close the talk, Professor Chan shared his experiences in learning 

and his days in HGSS. Students found the talk useful and Professor Chan’s 

past experience enlightening. Some even stayed behind to ask for Professor 

Chan’s advice on study. 

     

Assistant Principal Mrs. Shiu 

presenting the souvenir to 

Professor Chan 

Professor Chan explain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Chemistry to students 

  

Briefing Session on “Digichem” Video Production Competition  

Six S3 students, accompanied by Chemistry teacher, attended the Briefing 

Session of the captioned competition on 7 November 2015 morning in 

King’s College. A talk on Green Chemistry was also delivered by Professor 

Chan LF from P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this occasion. 

「化學家在線」 

「化學家在線」(Chemist Online)自學獎勵計畫 2016 是由香港虛擬大學

及教育局科學教育組聯合舉辦。此獎勵計畫旨在透過高階化學網上課

堂提升高中學生的科學素養。本年度共 70 位中三至中五學生參加。 

生物科野外考察活動 

生物科在 2015 年 12 月分別為中五全組及中六 29 位同學舉辦兩日一夜的生態考察營及濕地生態考察活動。 

中五生態考察營 

中五同學前往荃灣色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學習香港典型河溪

生態，抽取水樣本進行簡單的化學分析，及研究該生態環境的

生物多樣性，並探討物種分佈的情況及成因。此外，同學更有

機會參加由該中心提供的觀星活動及電子顯微鏡操作示範。 

  

中五同學在選定範圍對生態

環境的各種因素進行研習 

中五同學觀察引水道旁 

生物的生長情況 

 
 
 

 

 

中六濕地生態考察活動 

中六同學前往米埔自然保護區，觀察及辨識濕地常見的鳥類及其他野生動植

物，瞭解濕地生態環境及生物的多樣性，並收集基圍的浮游生物樣本，利用

顯微鏡進行觀察及探討浮游生物在食物鏈中的角色。兩級的同學對以上活動

均十分投入。透過野外考察的訓練，同學得以鞏固課堂知識，學習實地研習

時須應用的技能，提升對學科學習的興趣，並欣賞自然界的奧妙。 

        

中六同學前往米埔進行考察活動 中六同學在米埔的基圍收集水中 

浮游生物，帶回實驗室進行顯微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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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透過不同時事議題，增進學生對自身

以至世界的認識，讓學生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

題以建構個人知識。活動方面，為協助加強中六

能力較高同學答題技巧，本組於 10 月中開始為

全級成績最好的 40 位同學舉辦八次工作坊。另

外，中四及中五的測驗過後亦進行了學習表現檢

討，各科任老師亦根據班本的情況為同學加強溫

習重點及答題技巧訓練。另外，通識科亦透過校

園電視台製作了兩輯短片――香港人的身份認

同及核事故，以輕鬆手法擴濶同學的認知及視

野，從而提升同學對通識的學習興趣。最後，本

科與中文科合作，於 1 月 15 日為中四至中六的

同學舉辦講座，並邀請到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及資深通識科老師黃家樑先生主講，題目為｢辨

識中文及通識科的答題技巧｣，讓同學清晰掌握

兩個核心科目的答題技巧，同學獲益良多。 

 

成長教育組 

成長教育組於 2015 年 12 月 21 日及 22 日為中三同學舉辦了兩日一夜的「中三生涯規劃營」，目的是令他們更加了解自己，思考自己的

前途，為新高中選科作好準備。12 月 21 日中午，同學從學校出發，乘坐旅遊車到達烏溪沙青年新村。社工霍浩賢先生為同學安排活

動，透過遊戲及心理測驗引導同學認識自己，深入思考自己將來在升學和就業各方面的出路。在飯堂晚膳之後，同學回到自己的營社

進行分組夜談活動。多位校友及家長前來探營，並透過輕鬆的閒談，以互動的形式與中三同學分享升學及工作的經歷。劉校長及陳副

校長亦有到場支持同學，跟同學歡度一個愉快又有意義的晚上。翌日下午，同學離開營地，這次中三生涯規劃完滿結束。 

 

同學表現踴躍投入  

 

劉校長與嘉賓和同學分享經驗 

 

同學們度過富有意義的規劃營，滿載而歸 

環保教育組 

環保教育組為了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每班選出兩位環保先鋒，以協助推行校內的環保活動。「校園節能計劃」於 9 月下旬開始實行，環

保先鋒負責提醒同學節約能源，如離開班房時，關掉所有電源；此外，36 位同學獲推薦參加「2015-16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及 12 位同學參加「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2015-16」，同學透過參加講座、工作坊及考察活動，提升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廢紙回收計劃」

於 9 月下旬開始實行，鼓勵同學將廢紙分類回收；本組舉辦「班際廢紙回收比賽」，透過比賽加強學生對廢物循環再造的意識，身體力

行支持環保活動；另外，社際及班際清潔比賽鼓勵學生保持校園整齊清潔；中一及中二級亦舉辦惜飲惜食班主任課，透過班主任課向

學生傳遞 「珍惜食物」的訊息，鼓勵學生關注食物浪費的問題，並以實際行動支持「惜食」，培養珍惜食物的態度；最後，13 位中四

至中五級同學參加「2015-16 年度大機有使培訓計劃」，活動包括 10 月 31 日舉行的「初階有機大使講座」、11 月 21 日舉行的「當一日

農夫」 及 1 月 9 日舉行的「香港浸會大學 60 週年義工活動」 

 

同學參加工作坊認識「有機」的重要性 

 

同學主動清潔校園 

 

同學積極參加班際廢紙回收比賽 

    

高中通識教育

及中國語文科

聯科講座 

校園電視台 —— 港孩片段 

 

黃家樑老師主講如何辨識 

中文及通識科的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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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組 

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組於 9 月出版了第五期生涯規劃刊物《啟航》，內

容包括校友及家長訪問、行業匯報、性向測驗及同學對生涯規劃的看法

等等，深化同學對生涯規劃的認識；中五級的「Working Reality」活動

亦已於 10 月至 12 月舉行，同學於活動中認識一般銷售策略和技巧；本

年度的「職業博覽日」亦於 11 月舉行，來自不同行業的校友及家長共

三十多人回校，與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分享不同行業的苦與樂，令同學能

了解工作世界的真實情況。此外，本組亦於 12 月份舉辦了「中三生涯

規劃營」，20 多位校友及家長與中三同學分享心得，讓中三同學了解選

科的重要性；第一屆的「師友計劃」亦於 3 月初完滿結束，32 位中六級

同學與校友進行了 9 次的面談及活動，從中，同學與校友建立亦師亦友

的深厚感情，並能向具有豐富社會經驗的校友好好學習。 

 

本組於 1 月 20 日舉行中六級模擬放榜工作坊。是次工作坊讓學生

從互動遊戲中，加深對各種升學就業選擇的認識。透過參與模擬

院校面試，中六學生體驗放榜的過程和感受。工作坊完結前，學

生在社工帶領下分享活動深刻片段及作出反思，從而為放榜日作

出準備 

 
 
 
 
 
 
 

訓導組 
訓導組於 2016 年 1月 15日及 16日為領袖生團隊舉辦兩日一夜的

「領袖才能訓練營」，地點為烏溪沙青年新村，是次訓練營藉    

多元化的團隊活動，讓同學發揮領導才能，勇於作個人突破，     

增強自信，而且通過群體活動，培養同學們自律和推己及人的精

神。同學們表現積極投入，不但提升團隊合作精神，更能增進     

同學們之溝通能力。 

 

活動增強了大家對團隊的歸屬感 

 

我們的團隊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 2015-16」 

「公義教育計劃」是通過以模擬法庭為主體的活動，促進青少年主動學

習，提昇他們對法治、公義、公民責任等概念的認識和認同；讓他們學

習獨立的批判性思考和強化其道德判斷能力；此外更希望藉此活動培育

青少年以多角度審視香港的法治精神的意義與及其執行上的限制，推動

青少年尊重和遵守法律；本校同學從分析案件，撰寫問題到互相討論，

於高等法院進行整個審訊程序，展現出齊心協力的團隊精神，其後公義

智囊團以生動的話劇形式帶出反思，備受讚賞，並進入決賽的冠軍戰。 

「友聲同行：唱出健康校園計劃 2015-16」 

教育局於 2015-16 學年推出「友聲同行：唱出健康校園計劃 2015-16」，

冀能讓更多學生獲得適切的支援，並發展不同的潛能。全年活動包括

工作坊，講座及無伴奏演唱技巧訓練等，向同學生推廣健康生活的訊

息，從而使他們學習面對個人成長的挑戰，明白健康人生的重要性，

進而讓他們反思「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從而加強抗拒毒品的

能力，通過共同協作，掌握分工合作的技巧。  

 

中三至中五同學參賽後於高等法院前的合照 

 

法律顧問 - 檢控官吳灝鋒先生(中) 

 

案件分析工作坊 

 

 

  

   

 

唱作體驗日暨簡介會 

 

  一同推廣「健康校園─拒絕毒品」的訊息 

中六同學在工作坊

上專心聆聽社工的

指導，於面試中 

表現投入 

 

2015 職業博覽日 

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

輔導組年刊《啟航》 

第 1 屆師友同行 

計劃結業禮 

Working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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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隊老師與同學在澳門各名勝前合照 

輔導組 

輔導組與學校社工於過去的半個學期，除了核心的輔導工作

外，亦舉辦了不少多元化的活動，藉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九

龍城學長支援計劃」是本組的重點活動之一，計劃一共招募了

22 位中四或以上的學長及 20 位中一新生。計劃旨在培訓一群滿

腔熱誠的大哥哥、大姐姐，使他們成為協助中一學生成長的領

航員，令他們能於短時間內，健康、快樂地融入校園生活。在

輔導老師及學校社工的協助下，計劃已進行兩次大型訓練活

動，建立了學長與學弟、妹之間的初步認識，他們於活動中的

投入及互助精神，充分展現了該計劃的背後理念，並達到助人

自助，愛心洋溢校園的目標。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此外，學校社工服務方面，推行了「耆 TEEN 共融義工計劃」，藉以

鼓勵學生關心社會，經歷長幼共融，並學習關愛身邊有需要的人。此

計劃共招募了 20 位中二同學，而服務對象為跨境學童和長者。於過

去數月，20 位參加者相當積極，他們於義工訓練環節表現投入認真，

並積極出席活動。儘管探訪長者活動當天只有攝氏 3 度，但同學無懼

刺骨寒風，懷著一顆關愛的心，以熱忱、熱情化寒為暖，為土瓜灣區

內的獨居長者，送上無限暖意。 

九龍城區中學生滅罪標語創作比賽 

本校高中學生參加了由九龍城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九龍城民政

事務處、九龍城警區及秀茂坪警區協辦，九龍城區議會贊助的「九

龍城中學生標語創作比賽」。其中本校 4T黃慧伽同學、5H 黃欣

桐同學及 5S 李潔欣同學的標語獲選為得獎作品，並分別獲主辦

單位頒發獎狀及 300 元書劵以作獎勵；得獎作品及姓名也會刊登

於民政事務處印發的掛曆上，派發給本區居民及團體。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活動 

為加強同學的公民意識，本組特別響應學友社

發起的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活動。活動於 3/12(星期三)早上供同學投票，

並將本校統計結果張貼於本組地下壁報板上。 

 

《社區資本》展覽 

於 12 月 7 日至 11 日學校地下大堂舉行《社區資本》展覽及攤位遊戲，介紹由香港政府資助的社區資本計劃的情況，帶出凝聚社區力

量、建立互助互信等社會資本核心信念，推動公眾共同建立富人情味的香港，讓同學加深認識計劃及參與義工的意義。本組同時安排

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在午膳時間前往參觀，並領取豐富的紀念品留念。 

中一級澳門文化遺產考察團 

全體中一學生在 12 月 21 日前往澳門考察歷史文化遺產。行程環繞澳門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包括 20 多座歷史建築，並由相鄰的

廣場和街道連接而成，見證了 400 多年來東西文化在澳門融合，和諧共存。通過這次學習考察團，讓同學漫步於澳門文化歷史的長廊

中，細意欣賞多處精彩的世遺古跡，從而了解這些建築和廣場蘊藏的豐富歷史。 

 

 

 

 

 

參加者於聯校同樂日擔任大姐

姐角色，並與小學生一同參與

競技遊戲 

學長與學弟、妹於活動中分享

得著與感受 

學長們、輔導老師及香港城市

大學專上學院導師合照 

參加者參觀了生命歷程館，並

進行了體驗人生遊戲，他們於

活動後表示更能了解時間的可

貴，並改變了對長者的看法 

參加者於義工服務中

跟長者學習書法 

滅罪標語創作比賽掛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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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性教育組 

健康及性教育組於 9 月份為 782 名學生申請由衛生署舉辦

的學生健康服務計劃。此計劃旨在提供促進健康及預防疾

病服務，使學生有健康的體魄以充份發揮學習潛能。本組

於同月對全校學生進行了一次活動意見調查；10 月份，增

設健康資訊展板。主題為食水含鉛對身體的影響及如何減

少吸入鉛。展板內容還包含最新健康資訊，並會不定期更

新；另外，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5 日，本組與訓導組合

辦一個為期兩週的班際清潔比賽，希望同學能養成自律及

保持環境衛生的習慣。比賽結果如下：冠軍 1T，亞軍 1M

及季軍 4H；今年，本校的健康校園計劃已踏入第五個年

頭，家長、老師及學生的講座分別於 8 月及 9 月進行。聯

校健康大使訓練營亦已於 11 月中旬舉行。健康大使透過啟

導遊戲，團隊合作訓練等環節提升獨立思考能力和人際溝

通技巧，並學習設計及籌辦團體活動，促進健康校園文化。 

 
聯校健康大使訓練營 

  
                  團隊合作訓練 

其他學習經歷組 

其他學習經歷組為同學提供多項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讓學生達致

全人發展。同學出席了多項與工作有關的參觀及講座，豐富對各特定行業（如

婚宴統籌、建造業、航空服務及民航處工作等）的認識，以便為生涯規劃作

更好準備。此外，本校參加了由屋宇署主辦的樓宇安全推廣活動，透過互動

話劇表演及短講，不僅加強同學對保障樓宇安全的意識及責任感，更有助提

升他們對藝術欣賞的興趣。另外，為了加強同學們對本地少數族裔的關注，

民政事務總署以種族融和為主題，到校舉辦短講及分享，透過與不同種族人

士的交流，同學們進一步認識少數族裔在港生活遇到的困難，並明白關懷社

群的重要性；本校參加了由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舉辦的「理財有

道」講座及「儲蓄及投資」工作坊，透過真實個案分享、理財知識測驗和互

動遊戲，協助同學培養精明消費、審慎投資和儲蓄的態度，加強他們的生活

技能訓練和全人發展。 

 

 

 

 

在建造業資訊中心導師的指導

下，同學參與綑縛竹枝的活動 

同學參與論壇，進行討論，認識樓宇

安全的影響及不同角色應負的責任 

 

  同學認真反思理財態度和習慣 

學生會 

2015-16 年度學生會選舉由兩個候選內閣 Guardians 及 LOL

競逐。在 201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全校同學的踴躍投票下，

學生會選舉順利完成，當選內閣為 Guardians，就職儀式在     

10 月 23 日(星期五)早會舉行。學生會在 10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了萬聖節慶祝活動，有超過 100 名學生參加。活動期間，

學生活動室佈置成迷宮，並掛上了萬聖節的裝飾，同時配合燈

光及音樂，同學更裝扮成各種萬聖節造型，增加氣氛。學生會

藉舉辦各種課外活動培養同學個人興趣，發掘潛能。 

在 12 月 1 日和 8 日，學生會在禮堂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音樂比

賽，內容包括個人和團體部份，前來欣賞參賽同學精彩表演的

人數眾多，經過評判老師的專業評審，個人組的冠軍是 5T   

莊淨淇同學，而團體組方面由 5H 沈家瑜同學及梁政滔同學  

勝出；12 月 21 日是本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的日子，活動內容   

包括畢業班歌唱比賽、聖誕卡設計比賽頒獎、歌唱比賽頒獎禮

及得獎者表演、家長教師會及學生會舉辦的禮物抽獎及戲劇表

演，當日節目的高潮是美容學會負責舉辦的時裝表演，同學充

當模特兒，穿上各種設計新穎的服飾迸放出青春的能量，學會

顧問老師更粉墨登場，台下同學十分雀躍，陣陣掌聲響徹禮堂。 

 

 

學生會就職儀式 

畢業班歌唱比賽 

時裝表演 

聖誕聯歡會的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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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生涯規劃營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2015 年 9 月 26 日

舉行。新一屆家長教師會的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已

順利選出。當日，家長教師會頒發義工奬狀給各位家

長義工，感謝他們在過去的學年為學校服務；本會於

毎年學校的聖誕聯歡會都不遺餘力為同學安排抽奬節

目，精心預備精美的禮物給同學。同學反應熱烈，為

聖誕聯歡會增添了不少歡樂的氣氛；本會在多個範疇

支援學校的活動包括九龍城中學親子資訊博覽、中一

入學簡介會和戶外學習等等。家長義工的廚藝亦十分

出色，他們為新加坡交流團及周年畢業暨頒奬典禮預

備豐富的茶點，來賓對食品均有高度評價。 

2015 至 2016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 

主席﹕ 李翠虹女士 

副主席﹕ 周子儀先生 

司庫﹕ 周敏儀女士 

文書﹕ 李慧女士 

稽核﹕ 王春鳳女士 

福利﹕ 甘寶女士 

聯絡﹕ 蘇佩芬女士 

總務﹕ 鄒玉英女士 

家長委員﹕ 黃彩荷女士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周年大會 

 

義工獎狀頒發 

 

家長義工為本學年周年畢業暨 

頒奬典禮預備精美的茶點 

 

聖誕聯歡會家長義工預備了 

精美禮物供學生抽獎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旅行， 

參觀有機火龍果農莊 

 

陸運會親子競技比賽 

 

家長義工為新加坡交流團 

閉幕典禮預備精美茶點 

 

中六惜別會的茶點是由 

家長義工精心預備 

 

校友會 2015 年周年大會已於 5 月舉行，正式換屆後共九人組成新一屆的幹事會；當中三位幹事連同四位非幹事校友組成新的校友會基

金會管理委員會。組織架構如下﹕ 

第八屆幹事會(2015-2017) 

會長﹕ 梁錦堂(第 2 屆) 

內務副會長﹕ 楊少榮(第 14 屆) 

外務副會長﹕ 陳福灦(第 5 屆) 

司庫﹕ 鄭綺棠(第 14 屆) 

秘書﹕ 伍顯明(第 8 屆) 

校友事務組主席﹕ 吳蕙端(第 14 屆) 

母校事務組主席﹕ 馮德雄(第 14 屆) 

學術組主席﹕ 陸考君(45 屆) 

總務組主席﹕ 顏潔蓮(第 5 屆) 
 

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主席﹕ 張人麟(第 1 屆) 

副主席﹕ 羅發強(第 12 屆) 

秘書﹕ 伍顯明(第 8 屆) 

司庫﹕ 吳蕙端(第 14 屆 

委員﹕ 梁錦堂(第 2 屆) 

 何照基(第 6 屆) 

梁慧芬(第 8 屆) 
 

活動照片 

 

 

 

師友同行計劃 

 

盆菜宴 
第八屆幹事會合照 

中三生涯規劃營 

 



 

 

 

      P. 11 

P. 11 

 

1. 教師 

I. 本校榮獲「卓越關愛校園之推動生涯規劃」優異獎，

表揚學校在推動學生生涯規劃的成就，並獲邀請與友

校分享成功經驗。在此之前，「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

導」主任梁嘉敏老師亦曾獲教育局及新亞中學邀請，

與友校老師分享推動生涯規劃的心得。 

 

II. 陳祥偉副校長及曹永強老師獲教育局邀請出席「加強

公營學校行政及管理計劃分享會」，與各官立中小學代

表分享推行計劃的心得及策略。 

 

III. 李蹊言老師獲教育局頒發「優良顧客服務獎」。 

 

 

 

2. 學生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組別名稱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15 年度傑出旅團 傑出旅團金獎  本校第 121 旅童軍團 

童軍大會操 總領袖獎章 邱棉華(4S)  林婉婷(3M) 

少年警訊領袖團周年會操 2015 最佳步操小隊第一名 

最佳團隊精神小隊 

本校少年警訊領袖團 

少年警訊領袖團 小隊優秀隊員 歐陽緯霖(6H)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獎 黎孝健(4H)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計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周賢聰(6T) 

第四十九屆聯校科學展覽計劃書設計比賽 冠軍 謝業俊(4H)  陳麗媛(4H)  庾亭嘉(4H)     

黎孝健(4H) 

模擬法庭 • 公義教育計劃 2015-16  參加同學(律師及證人) 呂諾雯(4T)  曾煒棠(5H)  洪靖翹(5H) 

彭詠欣(5H)  林倬瑩(5H)  黃嘉浚(5H) 

何子滔(5H)  蘇澤昌(4H)  曾詠彤(4H) 

黎孝健(4H)  何子滔(5H)  沈家瑜(5H) 

最佳律師 曾煒棠(5H)  曾詠彤(4H) 

公義智囊團傑出表現獎 陳芷瑩(3H)  陳若瑩(3H)  許信韜(3H) 

顧倬桐(3H)  梁冠軒(3H)  呂衍輝(3H) 

鄧承康(3H)  黃梓敏(3H)  葉梓瑩(3H) 

卓鈞宇(3H) 

傑出證人 黎孝健(4H) 

恒生 - 社聯青年職業探索計劃 冠軍 葉采豐(5H)  曾煒棠(5H)  黃子恆(5H)     

林子瑩(5H)  洪靖翹(5H)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2015 手搖發電直立式機械魚短途泳賽亞軍 葉采豐(5H)  佘俊基(5T) 

手搖發電直立式機械魚短途泳賽殿軍 

 

王家誠(5T) 

星球探索比賽冠軍 黃仲權(6H) 

機械人十二碼射球比賽亞軍 任啓安(3S)  佘俊基(5T)  藍浩文(3S) 

林柏希(1H) 

環保清潔海面機械人比賽季軍 黃仲權(6H) 

環保清潔海面機械人比賽殿軍 梁俊業(6H) 

機械人水球比賽殿軍 潘梓健(6M)  葉采豐(5H) 

機械人水球比賽亞軍 梁俊業(6H)  黃仲權(6H)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 2015 「樂」藝二等獎 周賢聰(6H)  潘梓健(6M)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全港高中校際「航拍」比賽 優異獎 葉采豐(5H)  陳沚亨(5T)  唐卓楓(5S) 

   

梁老師與友校老師合照 

李蹊言老師與頒獎嘉賓拍照留念 

陳副校長及曹老師分享 

推行計劃的心得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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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組別名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游泳錦標賽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50 米蝶泳達標證書 

曾永希(5M)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10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吳澤熙(5M)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及 冠軍 施政言(4H)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及 冠軍 施政言(4H)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及 第 5 名 

10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及 季軍 

黃德正(4H) 

50 米背泳達標證書 及 第 6 名 

100 米背泳達標證書 及 第 5 名 

關浚旻(4H) 

4X50 米自由接力泳達標證書 及 亞軍 施政言(4H)  黃德正(4H)  關浚旻(4H)  

施杰隆(3M)  馮卓彥(1H) 

團體季軍 施政言(4H)  黃德正(4H)  關浚旻(4H) 

施杰隆(3M)  馮卓彥(1H)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50 米蝶泳標證書 

馮子翹(1H) 

TVNews 獎勵計劃 

 

TVNews 第三期(暑期計劃)傑出表現學

生獎 

卓彥(3T) 

TVNews2014-2015 年度全年傑出學生獎 袁靖旻(6H)  鄭劻俊(5H) 

香港律師會主辦青 Teen 講場 2015 – 私隱解碼 

 

卓越成績嘉許狀 王怡晴(4T)  林家祺(4T)  梁嫚倪(4T)     

朱泳芝(4T)  林彥汶(4T)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楊泳茵(5H)  梁淑儀(6H)  畢嘉妍(6H) 

黃廷方慈善基金獎學金計劃 黃廷方獎學金 $5000 李欣欣(5H) 

17th NESTA Debating Competition  

(Term 1 Round 1) 

Best Speaker 朱泳芝(4S)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Term 

1 Round 1) 

Best Speaker (Senior Team) 曾詠彤(4H) 

Best Speaker (Junior Team) 鍾佩格(3T) 

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畢業學生 文慧儀(6H)  許永利(6H) 

入選學生 朱彩霞(4H)  吳昕霖(4H)  曾心怡(4H) 

謝業俊(4H)  蕭燕樺(4H)  曾詠彤(4H)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 2015 數學科 

良好 林晓昕(6H)  鄧宇軒(6M) 

優良 黃仲權(6H)  梁德成(6H)   

傑出 邱梓浩(6H)  鍾豐兆(6T) 

物理科 

良好 麥松偉(6M)  鍾豐兆(6T) 

化學科 

良好 葉浩賢(6H)  梁德成(6H)  馬卓然(6H)     

黃竣遠(6H)  袁靖旻(6H) 

生物科 

良好 葉浩賢(6H)  歐陽緯霖(6H) 

優良 梁德成(6H) 

傑出 鄧健雄(6H)  袁靖旻(6H) 

化學家在線 2015 白金獎 許永利(6H)  袁靖旻(6H)  謝業俊(4H) 

歐陽緯霖(6H) 

金獎 梁德成(6H) 

銅獎 黎振華(4H)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香港區) 2015 高級優異獎 李兆琪(5H) 

優良獎 叶錫霖(5T) 

香港教育城及香港電台通識網合辦「通識達人」網上

問答比賽 

優異獎 黃耀南(3T) 

九龍城中學生標語創作 獲選得獎作品 黃慧珈(4H)  黃欣桐(5H)  李潔欣(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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