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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始於 2020 年 3 月，一晃眼已兩年多，應屆的中六同學，
由中四的下學期開始經歷數次的暫停面授課，期間未能回到校園一
起學習，同學間也失去了彼此相顧、互勉成長的校園生活。由於兩
地仍未正常通關，縱使斷續的恢復幾次面授課，但在內地居住的跨
境同學仍只能維持網課學習，回到校園的同學也只能上半天的實體
課！過去課後豐富精彩的校園生活消失了，中午過後的校園變得寧
靜，偶爾站在籃球場中間，只能回味過往師生的歡笑聲及喝彩聲！

何應翰校長

斷續的高中校園生活，大部分時間只靠隔空網上傳意，彼此距離彷彿拉遠了！面對學習上及成長
上的挑戰也確實不少！感恩校園內師生情濃，大家以真以誠維繫深厚的震夏人情誼，日子就是這樣走
過去！雖然在最後衝刺的階段，仍未能耳提面命，然震夏情已將我們緊緊扣連在一起，並肩同行，同
心向目標邁進！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期望應屆中六級同學能像天體那樣不斷運行，剛強奮進；「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願我們像地勢一樣厚重和順，修德容物，承擔重任。
與應屆中六級畢業生共勉 ……
願過去六年的校園生活成為你們未來前進的動力！加油！震夏情常在，主恩永伴隨！
六年一貫的中學課程，由中一迎新開始至中六畢業禮結束，可視為一個循
環，而在每個循環中，最觸動的是看見學生的轉變及進步，最終達成自己的目
標，找到適合自己的出路。深信天父所創造的每個生命都是尊貴而獨特，每個
學生都可以閃耀！
圖為應屆畢業班同學於入學時積極參與「愛學習．樂成長」新生適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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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首屆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普及人工智能認知免成 AI 盲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有幸獲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舉辦首屆以「人工智能」及「社
會智能」為主題的「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希望
進一步提升青年人對 STEM 的掌握，期望能「以賽促學」，讓青年於 STEM 活動中拓寬
視野，培養創新思維，在學界推廣「人工智能」與「社會智能」的應用。
是次計劃獲學界熱烈響應，除了得到明愛專上學院及 AISIA 人工智能及社會智慧聯
盟的支持，也得到各中小學踴躍支持，共 14 所中小學進入比賽決賽。各組別參賽者以
「人工智能」與「社會智能」為題，覺察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部份，以提升生活便利
或改善生活為切入點，提交創意與人文關懷兼備的作品。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頒獎典禮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假科學園高
錕會議展覽中心進行。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何應翰校長致辭時感謝 AISIA 人工智能社會
智慧聯盟及明愛專上學院支持是次計劃，為參賽同學提供專業的人工智能與社會智能工作坊，亦感謝各評審嘉賓
撥冗出席，以及全港各中小學的踴躍參與，得以把人文關懷與創新科技教育結合，促進學生多元發展。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頒獎典禮有幸邀請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
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羅陸慧英教授、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院長
陳慶鴻教授及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課程發展處總課程發展主任 ( 幼稚園及小學 ) 李建
寰先生作主禮嘉賓。其中陳慶鴻教授在致辭中提到人類社會已從「機器時代」進入「資訊
時代」，並邁向「人工智能時代」，陳教授預視社會將在文盲及資訊盲後，或將出現「AI
盲」，反映人工智能的學習實為大勢所趨。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各組別分別設有成品獎與設計獎各三名，小學
組由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智能馬桶」奪得成品獎及設計獎冠軍，作品利用超聲波感應器以及「摩打」計算時間，
在如廁時把廁板打開，如廁後，通過感應器蓋上廁板後沖廁，減低人們接觸廁板及沖水時細菌四散的機會。中學
組則由嶺南中學的「智箱牛盾」勇奪成品獎及設計獎冠軍，作品結合人工智能鏡頭、超聲波感應器、物聯網技術，
期望能阻止牛隻到垃圾箱覓食，並在垃圾箱容量接近飽和時，自動通知清潔承辦商收集垃圾，及實時上傳垃圾箱
內的垃圾容量到 ThingSpeak 平台，讓清潔承辦商監測垃圾收集情況，安排人手前往收集垃圾或安放更多智箱牛盾。
是次比賽以「人工智能」與「社會智能」為題，各參賽隊伍均顯示出以人工智能結合生活的理念，解決日常生活
常見問題，不少參賽組別更聚焦於便利長者生活的議題，足見同學在追求創新科技的同時，也能關懷社會弱勢。

計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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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影片

典禮電子場刊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頒獎典禮嘉賓
主禮嘉賓：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院長

羅陸慧英教授

陳慶鴻教授

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課程發展處總課程發展主任 ( 幼稚園及小學 )

李建寰先生

頒獎嘉賓：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助理教授

趙建豐博士 ( 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組主領 )

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技術主任及講師
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高級講師
AISIA 人工智能社會聯盟總經理

張志強博士

張健聰先生

鄔文皓先生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總主任

李劍華先生

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 幼稚園及小學 )
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課程支援分部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總課程支援主任
香港工業總會創新及科技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林鴻傑先生

2021-23 年度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李陽博士

岑健偉先生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首席創新顧問
必靈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

冼麗馨女士

曾建廉先生

梁渭聲先生
黃勝輝先生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 賽馬會 STEM 自主學習計劃顧問
伍瑞球校長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各組別得獎作品：
小學組：
獎項

成品獎

設計獎

冠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智能馬桶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智能馬桶

亞軍 循道學校

「On」 單車

嘉諾撒小學 ( 新蒲崗 )

嬰兒臉部識別

季軍 嘉諾撒小學 ( 新蒲崗 )

嬰兒臉部識別

循道學校

「On」 單車

中學組：
獎項

成品獎

設計獎

冠軍 嶺南中學

智箱牛盾

嶺南中學

智箱牛盾

亞軍 田家炳中學

智 fit 小助手

田家炳中學

智 fit 小助手

季軍 將軍澳香島中學

柏金遜症快速測試器

將軍澳香島中學

柏金遜症快速測試器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 由 AI 到 SI)」參賽作品 ( 排名不分先後 )：
小學組：
學校名稱

中學組：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循道學校

「On」 單車

將軍澳香島中學

柏金遜症快速測試器

循道學校

獨居長者的安全朋友

順利天主教中學

Foodtech.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智能馬桶

民生書院

智能藥箱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改裝輪椅及輪椅路

中聖書院

長者智能家居安全系統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嬰兒臉部識別

嶺南中學

智箱牛盾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 人工智慧門系統與物聯網
圓玄小學
家庭系統

新界喇沙中學

藥「盤」

田家炳中學

智 fit 小助手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AI Veggie Saving Machine
聖公會諸聖中學

智能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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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北區小學才藝比賽頒獎禮
暨 長者學
苑啟動禮

由本校主辦的「第一屆北區小學才藝比賽頒獎禮暨長者學苑
啟動禮」，已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早上，採用異地
同步方式假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禮堂及粉嶺祥華邨迦南堂舉行。
鑒於疫情，部份跨境生未能親自到場領獎，然而我們明白家
人對孩子成長的重視，故著意給予每個孩子踏上舞台的機會。因
此，本校於活動當天提供中港現場直播，期望各位老師、教職員、
未能到場參加的優勝者及其家人均可於網上參與當日典禮。
感恩在疫情下，比賽有幸得到各北區小學的踴躍支持，合共
13 所北區小學及 31 隊隊伍參賽，角逐不同項目的冠、亞、季軍
盃。學生的才藝出眾，成績令人鼓舞！
經過評判團的專業評審，得獎名單如下：
音樂項目

冠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亞

馮珈嵐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季

石湖墟公立學校
梁雁章

李培潤

演說項目

冠

寶血會培靈學校
林睿

亞

黃煜傑

鳳溪創新小學

季

石湖墟公立學校
張曦堯

劉雨宸

藝術項目

冠

粉嶺公立學校
秦子貽

感謝各北區小學參
與是次才藝比賽，盼望
未來我們繼續合作，讓
學生有機會發揮才華，
盡 展 所 長， 培 養「 尊
重、珍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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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沙頭角中心小學
李梓煊

季

福德學社小學
鄭志森

疫境傳情凝聚愛

感恩有你創和諧

本校於 11 月 20 日舉辦了一項大型活動 —第一屆
北區小學才藝比賽頒獎典禮暨長者學苑啟動禮，是次活
動以「感恩、珍惜」為主題，期望藉此團結北區學校及
區內人士，傳揚關愛別人的精神。本校舉辦的才藝比賽，
為北區小學生提供一展才能的機會。參賽者透過音樂、演
說、藝術等不同形式的演出，盡展所長。在頒獎典禮上，
播放了參賽者的表演精華片段，得獎者更在家長和老師
的陪伴下領獎，藉此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本校每年均會舉辦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和長者學苑
活動，今年已踏入第八個年頭。本年度本校於基督教香港
迦南堂 ( 粉嶺堂 ) 舉行長者學苑啟動禮，區內長者一如以
往，踴躍蒞臨支持。長者學苑的宗旨是讓長者透過持續進
修，享受健康和愉快的生活。因此，隨着基督教香港迦南
堂李浩銓傳道、本校何應翰校長及各位嘉賓把色彩繽紛的
氣球一一刺破，象徵把愛心傳揚出去。在簡單而隆重的
啟動禮儀式順利完成後，為長者舉辦的活動也隨即進行。
本校邀請了區內長者、家長和學生一起參加疫境傳
情工作坊，鼓勵參加者在疫情下積極生活，學會感恩，
加強與家人的溝通，並感謝家人的付出。活動內容包括：
擴香石製作班、花藝製作班、皮革製作班和閃閃玻璃球
製作班，讓參加者透過動手製作擴香石、鑰匙包、插花等
活動，為生活增添更多色彩，也可把製成品送給家人表
達感謝。活動期間，家長、學生和長者都積極投入參與，
製作過程氣氛熱鬧輕鬆。即使各人戴上口罩，我們仍然
能感受到他們完成製成品時的滿足笑容。
最後，本校亦特意安排了「感恩有你 以愛傳承」行
動，贈送福袋給長者，藉此表達我們對長者的一點心意，
感謝他們過往為社會的付出，也藉此教導學生關懷長者、
關愛社區，展現震夏人的優秀素養。

同學耐心指導同學製作禮物給長者

大家帶著親手完成的禮物送給長者

聖誕卡贈聾童及家人

同學聯同家長與長者共同製
作鮮花工藝，言談甚歡

同學協助及指導長者完成手工

與家人同做手工，氣氛融洽

齊集聖誕卡出發

長者學苑苑慶，與長者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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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
儲電單車

學校已安裝發電單車及運動能量
轉換裝置，將動力傳遞至儲電電
池。 只 要 接 上 充 電 線， 就 可 為
電子裝置充電，既可鼓勵同學們
多做運動，亦提倡使用可再生能
源，實踐綠色生活。

為了為環保出一分力，提升綠色校園的氛圍，本校在校內增加了不少環保設施：
免觸式飲水機

太陽能板

配合防疫要求，增
設免觸式飲水機，
並提醒同學要自備
水樽。

第二期階段工程已進行中，預計學期完結前完
成，為學校提供可再生能源。

震夏情常在 難忘的祝福會
每年三月，春暖花開，震夏家有一個
傳統，便是為中六同學舉行祝福會，凝聚
眾人力量，鼓勵他們勇敢面對挑戰，邁向
人生新階段，也讓他們分享在震夏家成長
的感受。
同一天空下，縱使校長、老師和中六
同學身處不同地方，但我們仍然心連心，
聚首一堂，參加為中六同學舉行的祝福會。

6 種文具 代表 6 種震夏
人素質，盼望同學在日
常生活中運用、實踐

送給中六同學的禮物

祝福會上，何校長先為中六同學打氣，
勉勵他們要發奮圖強，堅守信、望、愛的
精神。到了「甘苦共享」的環節，師生一
起回顧中六同學最初加入震夏家的珍貴照
片，一張張稚嫩的面孔，如今蛻變成一副
副穩重的模樣。同學的熱情、純樸、善良、
可愛，無 不讓 人勾起美好 校園 生 活的 回
憶。接着，三位副校長和各位老師真情流
露，寄語勉勵同學，在未來振翅高飛。中
六同學亦分享六年來與老師、同學生活的
點點滴滴，並衷心感謝師長的春風化雨。
在震夏家，師生並肩同行了二千一百九十
多天，彼此情誼深厚，祝福會雖只有短短
兩小時，當中滿載溫情，暖意洋溢。

愉快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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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闖高峰

最 後， 參 與 祝 福 會 的 師 生 拍 攝 大 合
照，為簡單而有意義的祝福會畫上圓滿句
號。在此，我們期盼中六同學在公開試取
得佳績，前程似錦，謹記「震夏情常在」！

ALPHA 聖誕感恩會
SING CON & DANCE

2122

本年度聖誕感恩會 SING CON & DANCE 初賽已
於 12 月 17 日進行，由盧逸龍老師、區文瀚老師、
夏家惠老師、黃展翅老師及龔潤成先生擔任評判。
是次活動共有 20 個單位參加，各參賽者於台上施
展渾身解數，部分同學更邊跳邊唱，表現落力。
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賽後，最終共有 6 個單位進入
決賽，一眾參賽者於 12 月 23 日總決賽中一較高
下。
為配合防疫措施，本年度聖誕感恩會 SING
CON & DANCE 只供中六級同學及表演者於禮堂現
場觀賞表演，其餘班別則在課室以直播形式收看。
為了讓課室的同學亦能感受濃厚的聖誕氣氛，學
生會幹事特意化身「Gift Deer」陪同校長、副校長、
各行政主任及級主任老師，到訪各班別進行抽獎
及派發文件夾作聖誕禮物，為同學送上歡樂。
聖誕感恩會 SING CON & DANCE 由去年學生會
HORSE 代表 6A 劉婉橋以歌聲揭開序幕，SING CON
& DANCE 決賽由盧逸龍老師、區文瀚老師、夏家
惠老師、黃展翅老師及龔潤成先生擔任評判。經
過一輪龍爭虎鬥，SING CON 演唱部分最終由 2A
班李樂天同學勇奪冠軍。同時學生會特意邀請了
不同年級的同學，作舞蹈及歌唱表演，希望能提
供平台，讓同學們發揮所長。
為配合本校的關愛文化及「感恩」主題，今
年特意設立了中六感恩環節，由中六各班同學以
精 彩 的 歌 曲 或 舞 蹈， 感 謝 老 師 多 年 的 教 導。 中
六級主任張子建老師特意聯同庄少翔老師以歌曲
〈神奇的糊塗魔藥〉回贈中六同學，鼓勵同學努
力備試 DSE。

中六感恩表演 6A 花絮

中六感恩表演 6B 花絮

中六感恩表演 6C 花絮

聖誕感恩會更備有抽獎環節，學生會送出多份大獎及班獎，何校長更特意捐贈兩部 kindle 電子書
閱讀器作抽獎禮品。學生會邀請了 2021 年度 SING CON & DANCE 冠軍梁智鴻擔任表演嘉賓，同時亦誠
邀區文瀚老師、夏家惠老師及黃展翅老師擔任壓軸表演嘉賓，更因應校長要求即場邀請陳志強老師聯
同 6C 施琪同學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台上台下均樂在其中。
學生會有幸得到多位老師贊助抽獎禮物及禮金，在此感謝各位老師的愛戴及支持，同時亦感謝一
眾校務處的職員、工友、IT 部門同事及小食部職工應邀擔任抽獎嘉賓，並特意感謝校友會主席曾廣浩
先生，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及擔任頒獎嘉賓。因為你們的參與，使整個活動生色不少。是次活動得以成功，
全賴各位老師的幫忙及提點，同時亦多謝各位同學的支持，在此再次向各位表示衷心的謝意﹗
最後，希望各位能繼續支持學生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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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班風

中一地壺球

建立校園歸屬感
本年度班級經營日已於 10 月 28 日順利舉行，因疫情關係，當天活動以
半天為限，以級本或班本形式進行。中一級在校內進行活動；中二級到西貢
戶外訓練營進行歷奇活動；中三級分別到紅墈進行室內競技遊戲活動，及到
郊外親近大自然；中四級到沙田進行保齡球活動；中五級則在社工的帶領下，
進行不同類型的義工活動，包括展能服務和長者服務等；中六級分別進行了
校內歷奇活動，及到屯門國際十字路會以角色扮演的方式體驗難民生活。在
級主任和班主任的帶領下，學生通過參與不同活動，
得到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更有效促進師生交流。

中一 war game

中六游繩下降

學生在班級經營日中，透過各種活動和社區資
源進行學習，學生在活動中與老師和同學進行互動，
有助營造班風及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

創新科技體驗日
中五網上長者探訪

四社罰球王
疫情不斷，四社的活動一直無法進行，
幸好開學後疫情緩和。在 11 月，四社舉辦了
睽違已久的球類比賽—四社罰球王。當天
放學後，各社員紛紛前往籃球場報名參賽，
一展球技。其中不乏意猶未盡的同學在一輪
比賽結束後，再次排隊報名參賽，爭取更高
分數之餘又能施展閒置已久的好身手！當日
的活動亦為辛勤的中六同學帶來了忙裡偷閒
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得分會以四倍計算，大
大提升了中六同學的參賽意欲！各位同學，
即使在繁忙的課業中，也不要忘記輕鬆啊！

為了增加本校學生對 STEAM 教育的了解，
及社區對創新科技的認識，本校於 2021 年 12
月舉行創新科技體驗日。在體驗日中，本校安排
了不同類型的 STEAM 體驗活動：包括人工智能
編程課程、無人機群飛課
程、樂齡科技課程，和涉
及視覺藝術元素的跨學科
體驗。活動當日，除了本
校學生投入參與，亦有過
百名友校師生到校一同參
與活動，互相交流學習。
學生正在禮堂嘗試群飛

咖啡渣的第二生命

同學們耐心等候參加比賽

藍社健兒
環保水晶球製作

綠社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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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社健兒
軟餐製作工作坊

校本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是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之一，課程
內容實踐與理論並重，與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
緊密連繫，配合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及其他學習
經歷，讓學生得到全面的學習經歷。在 2021-2023
學年，本校為中五級學生開辦兩個應用學習課程：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運動及體適能教練。課程由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HKCT) 提供，除理論課外，課
程亦提供實習機會讓同學實踐所學，發揮所長。

同學學習製作甜品

同學學習沖調咖啡

製成品

體適能訓練

資優教育
本校重視資優教育，
每年均會為能力較高的學
生提供抽離式的英語拔尖
課程，為他們將來升讀本
港大學作準備。資優班以
小組形式進行教學，師生
比例為 1 比 6，確保能妥善
照顧每名資優學生的需要。

香港電台訪問

何校長對各位中六
尖子進行訓勉

課程以小組教
學，確保學生
得到妥善照顧

新人類大世界

近年本港各中小學皆積極推行
STEAM 教育，本校將 STEAM 教育融合天
主教核心精神，結合情意教育進行跨學
科學習，於早前舉辦「食得有尊嚴」公
開課，在教育界引起熱烈迴響，亦得到
不少傳媒的關注。香港電台早前採訪本
校師生，探討本校 STEAM 的發展方向，
3A 徐曉冰同學和 6A 李穎怡同學在節目
中親身分享 STEAM 教育的點滴。

3A 徐曉冰同學與傳媒簡介
「食得有尊嚴」公開課

夏家惠老師利用
電子工具教學，
同學們十分專注

何校長、陳副校長、香港大學教
育學院高小姐、STEAM 教育組老
師和學生與電台節目主持人合照

6A 李穎怡同學與傳媒分享
STEAM 教育的得著

主持稱讚兩位學生表現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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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高等院校體驗日
在兩天的中六級高等院校體驗活
動中，中六級學生及家長按意願分組，
在校內參與不同院校或學科的講座，
當中包括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台灣
朝陽科技大學、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
院 (THEi)、明愛護理啟航計劃及明愛
社區書院 (CICE) 毅進課程。另外，升 參觀酒店及旅遊學院
輔組亦安排同學參觀 IVE( 沙田 )、明
愛專上學院 (CIHE)、酒店及旅遊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及
香港建造學院。學生在參觀大專院校
的過程中，不但加深了對不同學科的
認識，更能體驗大專院校的學習氛圍。

IVE 幼兒教育課堂體驗，
同學嘗試製作教材

參觀香港建造學院

香港建造學院
STEM 冬日營
香港建造學院舉辦為期三天的 STEM 冬
日營，讓中學生認識建築行業，學習不同
工藝，包括：細木、油漆及裝飾、安裝電
力裝置等，在學院專業導師的指導下，學
生能親手嘗試製作塔式起重機模型。學生
在製作模型過程中，需要將摩打和電路板
進行組合，從中可理解力學及電學的原理。

四位同學換上一身安全服， 同學向專業評判團
親手製作天秤模型
介紹作品

同學隨香港建築學院到九龍灣零碳天地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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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表現優異，獲取獎狀及禮品

敬師日
本年度敬師日已於 10 月 9 日舉行，
為了配合學校「感恩」的主題，學生
會成員特意製作了敬師日短片於早會
時段播放，向老師們表達敬意。為感
謝老師在疫情下不辭勞苦的付出，運
用各種科技來協助同學學習及鼓勵同
學力求上進，學生會成員特意訂製了
一隻印有 HORSE 會徽的 8G USB 手指送
給每一位老師、教學助理及校務處職
員，另送贈水果予各職工，以表謝意。

10 月 9 日敬師日

感謝語句

敬師日禮物

敬師日 2122

敬師日 2122 短片

學生會選舉活動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共有 1 組候選內閣參選，隊名為
ALPHA，成員主要由中二至中五級學生組成。候選內閣
ALPHA 成員在早會時段利用短片向全校同學介紹政綱，同
時亦利用網上媒介收集同學意見，並於選舉當日早上在校
門宣傳，以爭取同學支持。
選舉答問大會於 10 月 6 日週會時段舉行，候選內閣
成員利用 ZOOM 作直播，向全校同學介紹政綱及回答選舉
委員會之提問。選舉當日，1819 年度學生會 DREAM 會長
倪嘉玲特意回校出席答問大會以示支持。

早上宣傳後，ALPHA 候選
內閣成員與校長合照留念

為提高同學的公民意識，本年度之選舉特意與人文學科合作假禮堂進行模擬選舉，選舉
於 10 月 7 日及 8 日舉行。投票期間以展板於小禮堂內設置多個獨立投票間，在校同學需帶
備學生證或手冊，於指定地方登記後，方能投票。由於是次為單一內閣選舉，故候選內閣需
獲取 5 成以上有效選票方能當選。
因受疫情所影響，模擬選舉以實體及網上形式同步舉行。初中在港同學由課堂老師帶領
到小禮堂投票；高中學生可於小息及課後自行到小禮堂或利用 ECLASS 網上平台進行投票；
身處國內的各級同學，則可自行利用 ECLASS 網上平台進行投票。
點票於 10 月 8 日下午 1 時 30 分進行，由梁雅燕老師及區文瀚老師監票。經點算後，候
選內閣 ALPHA 共取得 82% 之信任票，已超過選舉委會員所定的要求，故 ALPHA 當選為 2122 年度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學生會。
本年度學生會已於 11 月 3 日就職。以下為成員名單：
職位
會長：
副會長：
文書：
總務：
宣傳
攝影：
財務：
設計：
康樂：
體育：
聯絡：
資訊：

成員
5A 楊芷婷
5A 劉 賢、5A 江鍁悠
5A 吳國盛、5A 吳嘉蕙
5A 林顯揚
5A 陳煒全、5A 蔡嘉樂
5A 黃芊穎、5A 何 晴
5A 溫樂怡、5A 梁鈺茹
5A 曾可儀、5A 吳思婷
5A 林思琪、5A 何毅同、5A 鄧梓軒
5A 溫家成、5A 林曉輝、2A 江梓聰
5A 盧建霖、3A 徐曉冰
5A 李綽峰

早上宣傳情況

同學投票花絮

ALPHA 的宣傳短片：

28/09/21 早會宣傳

04/10/21 早會宣傳

06/10/21 早會宣傳

06/10/21 周會宣傳

03/11/21 學生會
就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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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ween activities
Halloween activities were held at English Corner to engage students in
traditional festive activities to help them learn English, appreciate western culture
and have FUN!

Who has designed the best
Halloween poster

Get to know the words
related to Halloween

Dress Up For Halloween
Apple bobbing

PolyU x CFS Coaching Scheme
"PolyU x CFS Coaching Scheme" ( 震夏人理大修煉計劃 ) Partnered with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lyU) and Project WeCan (PWC), around 70 S3 -S4 local and cross-border students from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CFS) participated in "2021 -22 PolyU x CFS Coaching Scheme"
which was held between October 2021 and February 2022. The scheme aims at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CFS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as well as enable them
to understand their goals and abilities. Through both online and face-to-fac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PolyU
students including face-to-face ice-breaking group activities, individual zoom consultation sessions and selfselected zoom information sessions, CFS students are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help them
make wise cho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and orientations in the future. Comments from
students: 3A Laney: Participating in this scheme,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o me and I am grateful to the
PolyU students. When I run into difficulty with the self-introduction, they try to help me wholeheartedly.
They are so kind and patient. 3A Paul: I was not very keen on participating in this scheme at first. However,
I was wrong. I know more about the school lif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subjects they are
studying. It is really different from secondary school and I hope that I can be one of them in the future.

Briefing Session of the scheme

PolyU student is working with
our students in the scheme

PolyU students are preparing
for the activities for our crossborder students using zoom

Students are actively
involving in the games

Henna 手繪工作坊
生活與社會科於 2021 年 11
月 4 至 5 日，為中一學生安排了
Henna 手繪工作坊，期望學生能
以此為起點，認識少數族裔的
文化及他們在香港的生活情形。
學生對 Henna 手繪活動深感興
趣，表現積極投入，也對少數
族裔的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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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對嘉賓畫的手
繪圖案很感興趣

同學為自己設計的
手繪圖案畫初稿

學生認識了不同少數族裔的文化

營造正向關愛氛圍 全方位照顧學生成長
本校輔導組以營造正向關愛的校園為目標，本學年與校內外組織合作，配合本年度學
校的主題經文，舉辦不同類型活動，期望同學能愛人如己，發揮震夏人的關愛精神。
早於中一同學踏入陳震夏校園之初，輔導組就希望他們能感
受到天主教及明愛的關愛氛圍。因此在中一新生適應課程中讓同
學了解學校常規、認識校園及建立社交關係，為九月開學做好
準備。其中德公組亦安排了「永生花製作親子工作坊」，讓家
長與同學一起參與，增加彼此互動，增進親子關係。疫情已持
續一年多，同學失去不少與老師及同學相處的時間。有見及此，
輔導組亦於開學後安排不少班級經營活動予中一及中二的同學，
包括團隊遊戲、攤位遊戲等，提升學生的歸屬感及班級的凝聚
力。
另外，輔導組於兩年前開始與大專院校的社會工作
學系合作，讓修讀社工課程的實習社工到校支援，為同
學舉辦小組活動或作個別情緒支援，協助新生處理升中
後的學業壓力或人際關係，並與班主任緊密溝通及 協
作，以便更全面照顧中一同學，效果理想。本年度第一
期有六位實習社工到校，為同學舉辦了多元化的活動，
包括網上社工室、桌遊時間、電影欣賞、日語教室、線
上音樂互動節目及劇場等，促進學生間的互動，提升社
交技巧及正向情緒。

青協解憂號到校

同學參觀解憂號

中一班級經營活動

中六減壓活動

輔導組近年強調愛惜和關懷自己，透過心靈培
育的覺察呼吸，讓學生學會關注自己的身心靈，保
持正面樂觀，以健康的體魄關愛他人。因此輔導組
於十月舉辦了健康生活週，與各科組一起籌組活
動，包括「奧林匹克運動講座 + 新興運動」的初中
週會、中六級「隨遇調節，變中求穩」的減壓講座、
四社跳繩比賽、閱讀篇章及健康飲食食譜設計比賽
等，旨在鼓勵同學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與他人保
持良好的人際關係，維繫身心靈健康。輔導組更有
幸邀請到香港青年協會《青協解憂號》到校服務，
讓同學於小息或放學後到活動車上參觀，及認識情
緒健康資訊。
聖經說要愛近人如己，輔導組本年度安排中三級 10 位同學
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學生大使 —積極人生」計劃，學生透
過參與各項培訓及體驗活動，增加朋輩之間的正向互動，讓「學
生大使」成為朋輩的守護者，建立積極人生觀。學生大使更在
12 月把關愛送到中一及中六同學的手上，為他們準備小禮物，
一方面歡迎中一同學進入陳震夏的大家庭，另一方面祝福中六
學兄學姐在公開試中考試順利。輔導組仍會繼舉辦不同類型的
活動，期望同學能互相關心，建立正面的校園氣氛，以上主的
愛度過充實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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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武基督

敬主愛人

本校非常關注學生的靈性生活，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
會透過不同的宗教活動，引導同學們認識天主，讓學生在道
德和靈性方面有所增長，在生活中為天主作見證。
到聖堂義賣曲奇

本校藉著不同的公教活動，讓學生在生活中實踐仁愛，體
現及發揚明愛精神。公教組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地方進行服務，
包括：推銷明愛獎券、義賣曲奇、探訪低收入人士，也透過
不同的小組活動，讓學生感受福音中的喜訊，以愛還愛，傳
揚基督的精神。學生在活動中了解到社會上弱勢社群的需要，
有助培養同理心，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力行仁愛，步武
基督，在生活中實踐我們的校訓—「忠誠勤樸，敬主愛人」。

探訪低收入人士的準備

探訪低收入人士

推銷明愛獎券

愛．家庭

於馬鞍山聖方濟堂推銷明愛獎券

抗疫小錦囊

於沙田聖本篤堂推銷明愛獎券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已歷時兩年多。近日，香
港爆發第 5 波疫情，每日確診人數不斷攀升。疫情嚴峻，大
家要時刻保持警覺，注意衞生、避免聚會、保持社交距離。
「預防勝於治療」—在疫情的陰霾下，要做個精明家
長，除了配戴口罩、勤洗手等預防措施外，增強自己的免疫
系統也不可缺。以下的溫馨提示和防疫錦囊，大家不妨參考
一下：
•

每天要保持至少 7 小時的睡眠。

•

吃有益健康的優質蛋白質，可用於產生抗體；嚴格控制糖
的攝入量，因攝入過量的精制糖會導致免疫細胞在 5 小時
內不活動。

•

多曬太陽，有助增加維生素 D，增強免疫力。

•

外出回家後漱口，將口腔沖洗乾淨，可降低發病率。

•

家中儲備基本防疫藥物、檢測包和消毒用品。

衛生防護中心的家長錦囊

「疫境無情，人間有愛」—只要全港市民上下一心，我們不是孤單的。面對網絡上謠傳
搶購物資的訊息，大家要進行理性思考，切忌盲目跟從，免得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所需保障。
願以〈聖法蘭西斯禱文〉的其中幾句互勉：「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
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各位家長，寒冬已過，春天已來。面對這場疫戰，希望大家能以堅定的信心迎難而上，戰
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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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獲 獎
科組

活動項目

舉辦機構

獎項

獲獎學生

《北區學聲》徵文比賽

北區民政事務處、
北區校長會

優秀作品獎

6A 張曉茵
5A 陳煒全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中國書法家協會、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毛筆組優異獎

1D 劉建軍

優良獎狀

5A 羅

優良獎狀

1C 何芍嵐

優良獎狀

2C 鍾若詩

優良獎狀

3A 李艾佳

優良獎狀

3A 梁珮瀅

良好獎狀

1A 甘兆寧

中文科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科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瑩

21 位學生優良獎
11 位學生良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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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 中一至中三 )
科目 Subject

高中
（中四至中六）
課程 Course

科目 (Subject)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數學、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一 / 二
Mathematics , M1/M2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公民和社會發展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歷史
History

生活與社會
Life and Society

生物
Biology

地理
Geography

數學
Mathematics

化學
Chemistry

旅遊與款待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物理
Physics

體育 ( 香港中學文憑 )
Physical Education (HKDSE)

經濟
Economics

視覺藝術 ( 香港中學文憑 )
Visual Arts (HKDSE)

地理
Geography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音樂 ( 香港中學文憑 )
Music (HKDSE)

倫理與宗教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倫理與宗教 ( 香港中學文憑 )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HKDSE)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設計與應用科技
Design and Applied Technology

創新科技
Innovation & Technology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Module
( 只限中五及中六選修 )
(Elective Subjects for
S5 and S6 Only)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普通話
Putonghua

歷史
History

生活藝術
Life Arts

核心課程
(Core Modules)

選修課程
(Elective Modules)

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社會服務、藝術發展、
體育發展、倫理與宗教、生涯規劃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Work-related Experience, Social Service,
Arts Development, Phys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音樂
Music

地址：新界粉嶺新運路 28 號
網址：http://www.cfs.edu.hk
電郵：cfs@cfs.edu.hk
電話：2669 9966
傳真：2677 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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