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應翰校長

在本校第二屆中六級畢業典禮上，看見畢業班同學從香港中文大學電子
工程學系何浩培教授手中接過畢業文憑，心中很是欣喜，感恩同學們成功完
成了中學的階段，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了！

另一階段是喜？是憂？還記得學期初，有一次放學後到學校溫習閣探望
留校溫習的中六級同學時，他們問我為甚麼我常鼓勵他們要努力學習，更不
要輕言放棄！我引用了小時候家父常說的一句話鼓勵他們：「只要肯努力打
拼，總有出頭天」。這句語反映了中國人社會長久以來的價值觀，只要自強
不息，總有一天可以克服逆境，改變命運。但隨着近年香港經濟轉型，市民
向上流動的社會階梯受到嚴重擠壓，年輕人更是重災區，苦無出路！

在畢業禮上看見何教授授憑的一刻，除為學生畢業感恩，也祈禱交託，求上主眷顧他們前行，
迎向未來的挑戰！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調查發現，超過六成被訪者認為，現時香港社會向上流動性較十年前差，
感到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不足亦有約五成半，其中又以具大專學歷，以及來自基層的男性群體為甚。
不論是高學歷背景或基層受訪者，均認同現時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不足，反映勞動人口兩個主要族
群，對倚靠個人努力提升社會地位充滿無力感。香港的經濟轉型，不但未能改善勞動階層生活質素，
反而窒礙個人發展，難以攀上社會流動階梯。

香港在上世紀經濟起飛，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一般職位要求學歷也不高，
只要願意付出勞力，辛勤工作，大多數市民都能維持生計，整個社會生機勃勃，並創造為人津津樂
道的香港經濟奇迹。隨着工業北移，經濟結構日益單調，金融服務業一枝獨秀，人口質素未能同步
配合，勞動市場形成兩極化現象，極少數社會精英薪酬優厚，甚至被稱為打工皇帝，大量基層服務
業職位則工資微薄，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向上流動階梯愈來愈狹窄，甚至有斷裂之虞。

外在環境或未理想，但我深信「知識改變命運，品格陶造未來」。為年輕人提供普及與平等的
教育機會，是舉世公認增加社會向上流動，防止跨代貧窮的不二法門；在德、智、體、群、美、靈
六育方面造就學生的生
命，美好的品格成就不
一樣的人生。我們將繼
續積極推動學生學習外，
深願震夏師生共同努力，
讓生命茁壯成長！祝福
應屆畢業班同學能成功
把握機遇，創出未來。

校長的話
努力學習  積極向上  創造未來     

明 愛 粉 嶺 陳 震 夏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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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香港明愛副總裁兼教育服務部長閻德龍神父、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
總主任郭偉祥先生作主禮嘉賓，再加上數十位中小學校長及各社會賢達濟濟一堂，場面既莊嚴又溫馨。

當天下午首先由陳日君樞機主持耶穌聖像祝聖典禮，之後各嘉賓魚貫進入禮堂參與「銀禧校慶感
恩祈禱暨耶穌聖像祝聖典禮」。典禮上陳日君樞機和閻德龍神父帶領在場師生作感恩祈禱，感謝上主
二十五年來的庇佑和啟迪，讓校內師生精誠團結，充分發揮德、智、體、群、美及靈育的潛能。

接著是陳嘉琪副秘書長致訓辭，她先以《老子》：「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故事，肯定本
校多年來貫徹全人教育、致力培育人才的努力，致使同學於不同的比賽中均有出色的表現；陳嘉琪副
秘書長也讚揚本校在學術以外，也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為學生舉辦了多元化的義工服務，配合德育、
體藝活動，充分體現全人教育的理念。她更對本校為配合新高中課程及提升學與教效能而不斷積極地
推動教師團隊裝備自己，並成功地建立了教學新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後陳嘉琪副秘書長祝願明愛
粉嶺陳震夏中學師生一同努力，追求卓越，使學校能邁向金禧、以致百年校慶。

另外本校為慶祝銀禧校慶，日前
已舉辦一系列比賽，包括校慶歌曲唱
作比賽、校慶標誌設計比賽、二十五
周年攝影比賽等等，得獎同學當日在
陳日君樞機、陳嘉琪博士和閻德龍神
父手上接過獎項，嘉賓也對得獎者的
作品予以讚賞。頒獎禮過後，便由戲
劇學會為銀禧校慶作壓軸表演，劇目
為「回到我們的那些年」，台下觀眾
對同學的傾力演出報以熱烈的掌聲。
最後，「銀禧校慶感恩祈禱暨耶穌聖
像祝聖典禮」在聲樂班和戲劇學會成
員合唱「我們是震夏人」和「明愛頌」
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銀禧校慶感恩祈禱禮

本校多年來持守香
港明愛的核心價值，
秉承「忠誠勤樸 敬主
愛人」的校訓，為作
育英才而努力。為慶
祝創校二十五周年及
感謝上主恩領，本校
特於五月三日舉行了
「銀禧校慶感恩祈禱暨
耶穌聖像祝聖典禮」。
當天有幸邀請到天主
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
陳日君樞機為耶穌像
主持祝聖禮，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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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度畢業典禮
本學年中六畢業禮於 5 月 25 日星期六

在學校禮堂舉行，邀得香港中文大學電子
工程學系何浩培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典禮
開始首先由上水基督之母堂助理主任司鐸
簡禮謙神父主持畢業祈禱禮，接着由李惠
芳校監致歡迎詞。主禮嘉賓何浩培教授主
持授憑及頒獎，並致訓勉詞。何教授鼓勵
畢業同學要有夢想，並且要以知識裝備自
己，努力實現夢想；何教授又指出在充滿
挑戰、機緣的社會，也有很多的困難和不
穩定的時代，任何一個人都必須通過各種
途徑持續進修，終身學習。他祝願畢業同
學夢想成真，在社會上作鹽作光。「薪火
相傳」禮後由歌詠團的同學表演音樂劇，
最後全體合唱禮成詠《明愛頌》，典禮在
悠揚的歌聲中劃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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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明愛新春慈善步行籌款於 3 月 9 日（星期
六）下午在沙田馬場舉行。步行路線由沙田馬場出發，
沿城門河至馬鞍山海濱長廊為終點。本校教職員、家
長及同學約有 320 人參與善舉，總共籌得善款一萬多
元。

是項活動由「明愛之友」主辦，籌得善款將會用
作支持香港明愛各項慈善關愛服務。當天風和日麗，
明愛各單位逾千善長雲集沙田馬場參與善舉。今年適
逢香港明愛成立六十周年。步行開始之前，主辦單位
「明愛之友」將各明愛團體寫上祝福語句的七彩幸運
星填滿六十周年的大型紀念透明箱，以表達明愛合作
共融的訊息。接著是「同心同行活力操」慈善起步禮，
參加機構穿著色彩繽紛服飾，跳出有規律及合拍的活
力操。

當天沙田城門河涼風輕吹、河水清澈見底，同學
們手執校旗與家長及教職員積極參與步行籌款，實踐
明愛「同心同行、造福社群」的精神。

2013 明愛新春慈善步行

「一切為了愛」

「四旬期運動」是香港天主教教區發起的一個信與愛的行動。它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是教育性的，第
二是募捐濟貧。而這個教區性的運動，全港的教會機構都參與。為回應教宗和教區主教的呼籲，本校公教活
動組於 3 月中舉辦四旬期活動。詳情如下：

1. 學生捐獻及認養巴斯卦羊
倫宗科老師到各班宣傳，讓同學明白耶穌是除免世罪的羔羊、逾越的意義。中一至中六之每班認養一個巴斯
卦羊仔捐獻錢箱，每天在課室予學生傳遞捐獻，以培養學生克己助人的精神。

2013 年四旬期運動

2. 收集老師捐獻
老師將捐獻放入四旬期捐獻封內，體現克己捐獻助人的意義。

3. 四旬期禮儀
週會時間舉行四旬期禮儀，由聲樂班領唱「上主是我的牧者」。同學接
著誦讀祈禱文，向上主祈禱。

4. 愛心午餐 -- 貧富宴
邀請同學和老師捨棄享用一次豐富的午餐，以簡單的麵包和清水來取
代，將該次節省的午餐費用捐出，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更體會到衣食
不繼的人的困苦。3 月 25 日中午午飯時間，「愛心餐廳」開始營業，「餐
廳」內音樂悠揚，同學們陸續下課到來入座。午餐開始，感謝明愛牧民
義工顧問林小燕女士分享克己捐獻助人的意義及帶領餐前祈禱。跟着抽
出「富有者」的麥當勞套餐，而「貧窮者」只有兩個麵飽及清水。「愛
心午餐」最後在同學分享富者及貧者的感受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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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四旬期運動

五月是聖母月，是教會特敬聖母
的月份。本校於聖母月內舉辦一連串
活動，讓學生多認識聖母，學習聖母
媽媽對人的關懷，學習敬禮聖母。

聖母月活動包括：各班於課室壁
報張貼聖母像、祈禱室誦唸玫瑰經、
校園播放聖母頌歌曲、祥華老人中心
愛德服務、參觀「第二屆臨時六四紀
念館」以及最主要的活動 -- 聖母月聖
母敬禮及獻花禮儀。

聖母月 - 聖母敬禮及獻花

月初的週會及倫宗課堂，公教老師為學生介紹聖
母的顯現及忠告、聖母與耶穌的關係及教會對聖母
的敬禮，好為月底的聖母敬禮及獻花禮儀作準備。

聖母敬禮及獻花儀式在午膳後舉行，參與的同學
陸續聚集於聖母像前。歌詠「露德聖母」的音樂帶
動儀式的開始。聆聽聖經後由牧民助理向各參與者
分享聖母的訊息，接著大家一起誦唸玫瑰經。

學生們開始列隊，在悠悠「吁，瑪利亞」的音樂
聲中，由老師手中接過玫瑰花，插在聖母像前的花
盆上，以鮮花的形式獻給我們天上的母親。最後偕
同聖母媽媽，讚頌天父──以天主經及讚主曲作結。
整個聖母月的活動就在悠揚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同學向聖母獻花

聖母敬禮及獻花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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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拍…… 」 拍球聲此起彼落，各球員竭盡所能，力爭殊
榮。本校舉辦的第五屆北區小學籃球賽已於 4 月 20 及 27 日順利舉行。
舉辦比賽的目的乃為了提供機會予區內小學生切磋球技，藉此增進學校
間的友誼。

本屆賽事設有盃、碗、盾制，盃賽乃賽事中最高榮譽。是次賽事共
有十一間小學參加，共派出十六支隊伍角逐各獎項。參賽隊伍水準甚
高，有不少冠軍球隊參與，各隊可謂勢均力敵，不相伯仲；各球員在場
內施展渾身解數，全力以赴，令場外的觀眾高聲喝彩，歎為觀止。

本校邀請了香港籃球代表凌君龍先生及北區區議員葉曜丞先生作頒
獎嘉賓，使頒獎典禮生色不少。席間有參賽的運動員及領隊老師對本校
舉辦是次賽事表示感謝，對本校服務生亦有高度評價，最後典禮在一片
溫情洋溢下結束。

第五屆北區小學籃球賽

第五屆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盃賽得獎名單

冠軍 上水東莞學校

亞軍 金錢村何東學校

季軍  九龍塘宣道小學

殿軍 粉嶺公立學校

神射手 陳嘉泰（金錢村何東學校）得分
36 分

男子組碗賽得獎名單

冠軍 育賢學校

亞軍 沙頭角中心小學

季軍 上水宣道小學

殿軍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神射手
黃卓麟（沙頭角中心小學）得分

34 分

男子組盾賽得獎名單

冠軍 山咀公立學校

亞軍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神射手
江升榮（山咀公立學校）得分 9

分

女子組盃賽得獎名單

冠軍 育賢學校

亞軍 聖博德學校

季軍 上水宣道小學

神射手
盧樂兒（聖博德學校）

得分 16 分

女子組碗賽得獎名單

冠軍 九龍塘宣道小學

亞軍 上水東莞學校

季軍 粉嶺公立學校

神射手 戴婉穎（上水東莞學校）得分
20 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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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盃賽得獎名單

冠軍 上水東莞學校

亞軍 金錢村何東學校

季軍  九龍塘宣道小學

殿軍 粉嶺公立學校

神射手 陳嘉泰（金錢村何東學校）得分
36 分

男子組碗賽得獎名單

冠軍 育賢學校

亞軍 沙頭角中心小學

季軍 上水宣道小學

殿軍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神射手
黃卓麟（沙頭角中心小學）得分

34 分

男子組盾賽得獎名單

冠軍 山咀公立學校

亞軍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神射手
江升榮（山咀公立學校）得分 9

分

女子組盃賽得獎名單

冠軍 育賢學校

亞軍 聖博德學校

季軍 上水宣道小學

神射手
盧樂兒（聖博德學校）

得分 16 分

女子組碗賽得獎名單

冠軍 九龍塘宣道小學

亞軍 上水東莞學校

季軍 粉嶺公立學校

神射手 戴婉穎（上水東莞學校）得分
20 分

The students enjoyed a busy and 
challenging English Week. The week started 
on Monday 15th with a spelling competition 
led by Ms Tin Yau Chun and Ms lee Pui 
Hung. At lunchtime there were Drama 
activities led by Paul which the students 
enjoyed wholeheartedly.

There was also a short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in English lessons for both 
senior and junior forms.

Lunchtimes and English lesson times on 
Wednesday and Thursday allowed students 
from all forms to visit the Multi Purpose 
Hall to practice compound nouns, parts of 
speech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On Friday morning The Great Fiesta 
opened with a presentation from Paul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how to transform 
them. The Mcs Tsang Cheung Fung and Lo 
Lam from S5A then took over.

English Fun Week 

Forms S1A and S3B performed Joseph and 
the Amazing Multicolour Dreamcoat.. Directed 
by Ms Alyssa, the play was a big success.

Paul’s Improvised Drama Group were 
seen on performing in Tuen Mun at the EDB 
NET Section Drama competition. S4A students 
Chen Chu Min, Lai Ka Sin, Lam Lai Yee. Lam 
Suet Ying, Wong Wing Chi and Yeung Lam 
then were presented with their competition 
certificates by the Principal Mr Ho.

Mr Yeung compered the Fun Quiz and 
then we were treated to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 from Feng Wen and Yang Si 
Min from S4A and then from the Principal Mr 
Ho and Vice Principals and Ms. Debbie Mak, 
Ms. Tammy Kay singing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The event closed with Mr. Edmond Chan’s 
memorable version of Desperado accompanied 
by Mr Chan To Yeung on the piano and his 
daughter Sammi playing the vi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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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音樂節在 3 月份已經展開，音樂節期間學校進行了多項活動，計有舊曲新詞和編詞、
編曲的創作比賽、班際合唱比賽、音樂知識比賽、獨唱、獨奏、合唱的比賽、[ 有獎 K 歌 ] 及 [Band 
Show] 等。今年的音樂創作比賽配合銀禧校慶的主題「明燈育才 25 載，愛心施教主恩在」，初中組共
收到 80 多份參賽作品，高中組則有 2 份。班際合唱初賽，每班同學都積極準備、獻計獻策、團結合作、
充分展示震夏人的團隊精神。

音樂知識比賽時，同學都這般聚精會神、認真思考、十分投入。獨唱、獨奏、合唱的比賽更是競爭
激烈、高潮迭起、歌聲、琴聲、響成一片。3 月 22 日是音樂節的開幕禮，由校長、副校長及各主任一
起剪綵，正式拉開音樂節的序幕。何校長又頒獎給創作比賽及「學校聯演 - 愛與樂」獲獎的同學。音樂
節期間，由中四、中五同學於午膳後在音樂室獻上了極視聽之娛的 [Band Show]，吸引了不少同學觀賞。
在 [ 有獎 K 歌 ] 時間段，同學們更是積極投入。

最後，音樂節閉幕禮在激烈的班際合唱及獨唱、獨奏、合唱的比賽中選出各項目的獲得最受歡迎獎
及冠、亞、季軍。最後，何校長、陳志強、陳涂陽老師及表演嘉賓與學生一起演唱、演奏，他們將氣
氛推至高潮。 豐富的音樂活動使同學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音樂節。這活動圓滿結束，實有賴全校師生
的合作、支持。各項比賽的結果如下﹕

第四屆音樂節

班際合唱

名次 得獎班別 曲目

初中

最受歡迎獎 3B 朋友

優異
2A 眼淺

3C 光輝歲月

季軍 3A 明天會更好

亞軍 1D 在晴朗的天空下

冠軍 3B 朋友

高中

最受歡迎獎 5B 串燒

優異 5A 全部都給

季軍 4B 學生歌

亞軍 5B 串燒

冠軍 4A 給自己的信

音樂知識

名次 得獎班別

初中

優異
3B

3C

季軍 1B

亞軍 3A

冠軍 2A

高中

優異
5A

4C

季軍 4A

亞軍 4B

冠軍 5C

獨奏

名次 得獎者 曲目

最受歡迎獎 3C 范文意 紡織忙

季軍
3C 范文意 紡織忙

3C 李嘉儀 紡織忙

亞軍 3B 鄧錦霞 紡織忙

冠軍 3C 劉桂怡 紡織忙

獨唱

名次 得獎者 曲目

最受歡迎獎 4C 羅杰 海闊天空

優異
4B 林富鋒

全世界都
停了電

4C 曾梓峰 Song 4U

季軍 6C 張旭寬 情人

亞軍 4B 溫志偉 眼色

冠軍 4C 羅杰 海闊天空

合唱

名次 得獎者 曲目

最受歡
迎獎

4A 楊思敏、
方雯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優異

3A 蘇麗娜、
郭潔瑩、
劉嘉欣

忽然之間 ]

4A 王詠姿、
4C 黃維廉

[ 好心分手 ]

季軍
2B 徐安琪、

劉瑩靜、
陳劍龍

偶陣隅

亞軍
3B 陳名陽、

鍾亮基
[ 愛我還是他

冠軍
4A 楊思敏、

方雯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舊曲新詞得獎同學

冠軍 3B 鄭旭文、3B 吳清麗

亞軍 2B 蔡嘉茹、3C 張詩敏

季軍
2B 王安兒、3A 羅仲僖、

2B 黃婉君

優異

1D 劉靜思 、1D 陳穎、
2B 陳瑋芯、1D 簡伊淇、
2B 劉瑩靜、3A 梁家恩、
1C 周嘉禧 、1C 桂新豪

填詞編曲得獎同學

冠軍
中五音樂選修：

5A 吳珈宜、5C 何國星、
5C 潘俊羲、5C 楊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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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班際乒乓球接龍比賽

冠軍 4B

亞軍 4C

季軍 5E

殿軍 4A

銀禧展才健康體藝週

社際師生拍球比賽：

冠軍 綠社

亞軍 藍社

季軍 黃社

殿軍 紅社

中四及五級際籃球比賽：33 比 52，中五級勝
籃球神射手比賽：5A 林子豪 
師生「層層疊」比賽小組冠軍：1A 彭悅華、1C 莊卓宏、1D 劉靜思、2E 胡卓南、
 區偉熊老師及謝雅芳老師

由 四 社、 學 生 會、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組、
視 覺 藝 術 科 及 男 女 子 籃 球 組 合 辦 之「 銀 禧 
展才健康體藝週」已於 3 月份舉行。目的為培育
學生的歸屬感、領導及統籌能力。為了培養同學
關愛社區的精神，更有 DIY 手工藝攤位，義賣
同學們的手工藝品，所得款項共 1390 元，扣除
成本後 695 元之捐予「明愛之友」。除此以外，
健康體藝週舉辦的項目有班際乒乓球接龍比賽、
際籃球比賽、師生「層層疊」比賽及社際師生拍
球比賽等。各項賽事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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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譚江勝、鄭俊榮、梁雅燕及陳
善善老師於 4 月 12 日至 14 日率領 40
名高中同學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舉辦
之「東莞農民工子女服務學習團」，目
的是通過家訪農民工、義教及為農民工
子女舉辦各類活動，加強香港學生對農
民工子女的認識。出發前，義工隊為他
們準備 40 份禮物包。禮物包內有高中
同學為他們準備的環保肥皂、初中同學
和家長為他們做的小飾物、明愛機構及
本校銀禧校慶的毛巾等。而金錢村東莞
小學與本校協作，一起製作小飾物、寫
心意咭和捐贈圖書予農民工子女，老師
和校務處職員亦有捐贈不同的物資。

東莞服務學習

本校一向著重培養同學關心別人，珍惜生命，積
極生活，建立健康生活的信息，所以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在 5 月初舉辦關愛週活動，適逢 25 週年校慶及
母親節，倍添熱鬧氣氛。當時舉辦的活動詳情如下 :     

1. 壁報設計比賽
2. 互助互愛文章閱讀及分享班際比賽
3. 健康一分鐘宣傳活動
4. 健康電台廣播
5. 花籃製作
6. 水果美食創意大賽
7. 擺買公平貿易貨品
8. 獻唱母親節歌曲
9. 可持續發展推廣日 ( 嘉福邨展覽及義賣 )
10. 清潔比賽
11. 中二級 性教育工作坊
12. 探訪活動

關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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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農民工子女服務學習團後感
5A 廖柳靜

參加這次東莞農民工子女服務學習團後，令我獲益良多，感觸特別深刻。通過這次的
經歷，我除了學習到團體精神的重要性外，更珍貴的是讓我懂得了「珍惜」這個詞的真正
含意，我發現原來我生活在香港是如此的幸運，因為這裡有著良好的生活環境，我們的生
活是多麼的幸福。

在行程的第一天，我們負責到當地小學進行義教。一開始，我們都害怕學生們的反應
過於冷淡。在開始義教時，我們真的發生了小意外，小學生的反應真的十分冷淡，當時的
情況非常尷尬，我們一時間反應不來，只感到不知所措，可幸的是，我們尚算準備充足，
組員們立即收拾心情，引領同學進行另一環節，並且成功地引起同學的興趣，學生反應亦
變得非常踴躍。事後回想起來，我們還真的抹了一把冷汗。這一課，除了剛開始的小插曲
外，總體來說時十分成功和順利呢﹗從這一次義教中，讓我明白了老師們的用心良苦，一
節短短 40 分鐘的課，我們小組成員花了差不多兩個星期準備，而且還要承受不少的心理
壓力，試想想，我們的老師每天要上那麼多課節，需要準備的資料比起我們的還要多上好
幾十部，所以經此「一役」後，我真的十分敬佩老師們，以後亦會更加珍惜每一節課堂，
不想辜負老師的一番心機。除此之外，我還從這義教中，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看見
所有組員們都齊心協力地引起學生的興趣，那時的感覺，除了緊張外，還有更多的是快樂
和滿足感呢﹗

行程的第二天，實話說，感觸是最多的。因為那天我們得面對農民工子女，而且還要
探訪農民工的家庭，那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一名叫張燕燕的女生去超巿購物的經歷。
一名 6 歲的小朋友在超巿裡所挑選的不是食物也不是玩具，而是一瓶價值 $1.5 的牛奶，
我當時感到十分驚訝，問她為什麼要選擇牛奶，她說媽媽只會在她考試中獲取 90 分以上
或老師獎了紅花給她時，才會買牛奶給她。我聽到這番話後，鼻子酸酸的，心裡好不舒服，
想想自己平時的飲料不是汽水更是果汁，牛奶更是我不屑一顧的飲料，在我心裡從來沒覺
得牛奶就是一種獎勵，一瓶飲料根本不能激勵我，但對於張燕燕或更多的農民工子女，這
卻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獎賞，那一刻雖然我個子比他們高，年齡比他們大，但事實上我卻是
如此的渺小呢﹗

後來的家訪，更令我感觸良多，因為儘管農民工的居住環境是如此的惡劣，家庭的負
責是多麼的沉重，但他們仍刻苦耐勞地工作。許多的農民工為了生計不惜離鄉背井到外地
打工，由於他們的學識水平不高，只能打散工或以勞力換取回報，而他們的子女亦因為不
是本地人的關係而需要交上好幾千學費，所以他們的負擔十分沈重，但他們從沒有任何抱
怨，以豁達的心情去面對困苦，當我們問到孩子們想不想到大城市時，他們的眼睛裡流露
出渴望的眼神，靦腆地說：「我最想去香港，想去看看香港是怎樣的，想去看看大城市的
美」那時候我真的感覺喉裡像被什麼卡住了，說不出話來，心是酸的，原來我是一個身在
福中不知福的人，他們處於一個惡劣的環境中生活，仍能樂觀積極地面對，反觀自己，可
能只要遇到少許挫折便想放棄，但農民工子女們努力地追尋自己的夢想，還說一定會好好
學習，希望通過知識和努力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十分慚愧。

總的來說，這次的東莞之旅雖然很短，但卻讓我帶回了許多珍貴的東西，許多用錢也
買不到的東西。儘管這次行程非常緊密，使我精疲力盡，但我的心靈卻是富足的。這次是
我參加眾多交流團中，最難忘的一次，以後若有這類活動，我一定會踴躍參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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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會榮獲香港創意戲劇 2013

傑出及優異獎
本校於 4 月 21 日參加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舉辦的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中國文化》匯演」，本校 2 隊
初中組（組一︰ 1A 房偉駿、1A 禤子望、1B 李雲霞、1B
譚翠兒；組二︰ 2A 張瑞婷、2A 葉青榕、2A 楊曼均 ）分
別獲得優異獎狀及傑出獎狀。

是次活動目的為鼓勵學生了解中國文化，並以戲劇語
言表達自己的意見。大會提供一桌兩椅，並提供「特定物
料」，參與同學不得在演出時使用自行攜帶的其他物料，
可見同學相當機智及具有創意，才能在 15 分鐘內構思，並
運用有限道具製作 3 分鐘的短劇。

同學已於 5 月 25 日出席「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 ﹣
優勝演出暨頒獎禮」領取證書，並欣賞獲獎隊伍的演出，
得益匪淺。

當日大會邀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太平紳士及
教育局副秘書長（課程及質素保證科）陳嘉琪 博士

擔任主禮嘉賓，勉勵各位參賽者。

於 4 月 21 日參加匯演的花絮。
2A 葉青榕代表組二領取傑出獎狀。

1B 李雲霞及譚翠兒代表組
一領取優異獎狀。

同學到香港浸會大學出席優勝演出
暨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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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覽 2012/13

本校選出 15 件優秀作品參與展覽，並於 2013 年 1 月 24 日安排同學參
觀展覽。選出之作品媒介及題材多元化，包括時裝設計、立體創作、平面設
計及繪畫四個範圍。

參選學生共 14 位，名單如下：
4B 劉皚浵、5A 曾祥峰、5B 馬嘉欣、5C 鄧玉珠、5C 余惠琪、5D 曹聖真、
5D 黃樂天、6B 許思源、6C 梁幗媛 、6C 沈凱凝 、6C 沈嘉櫻、6D 何婉雯、
6D 林德銓、6E 黃韋文 

視覺藝術科獲獎記錄

得獎及作品被展出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覽 2012/13--15 歲或
以上組優異獎

中六級沈嘉櫻同學

作品被展出
中四級劉皚浵同學及
中六級黃韋文同學

學生姓名：沈嘉櫻
作品主題：婚紗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裙子代表著戀愛
中的脆弱。以粉紅和白
作主調，是女少女色
系；粉紅代表初戀、而白色代表純潔，這也
是婚姻的象徵。她使用不同紙材質感的配搭，
以剪、摺、捲、弄皺及剪紙方式拼貼成這件婚
紗，紙的「輕」與「薄」，經不起風霜，令愛
情的憧憬變得難以觸摸。

學生姓名：劉皚浵
作品主題：旅遊達人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

作品以喜愛旅行的人為創
作對象，畫中人物裝束齊備，
精神奕奕地準備向不同地方作
遊歷，人物腳下的影子為世界
各國國旗，喻意他將會走進不
同地方，並留下足印。

學生姓名：梁幗媛
作品主題：海洋的回憶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作者自小已在海洋潛水， 海洋對她有切身的關
係及留有許多的回憶。創作意念來自她對奇妙海洋的
想像。而當中具有豐富色彩以及獨特型態的珊瑚礁為
魚群塑造夢幻的休憩空間和供給養份。藉著創作來訴
說珊瑚的美麗多姿的一面，她希望從中帶出保護珍貴
海洋生態的訊息。

學生姓名：黃韋文
作品主題：龜與苦瓜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龜與苦瓜這個主題聽來很像風馬牛不相及，如果用來
形容自己就非常貼切。苦瓜是作者中一時同學為他改的花
名，因為他平時苦口苦面，木無表情。龜的性格也像他——
懦弱怕事、不敢主動攻擊或說話。畫中他畫了三個苦瓜，龜
在苦瓜裏破「瓜」而出！是要表達自己，在努力衝破自己的
懦弱性格！中間那一隻就是他，而「他」也正在改變中；後
面兩隻苦瓜；左邊是代表失敗，右邊那隻是代表成功 ! 

【二】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
展覽 2012

是次比賽主題為「圖像．想像」，參選作品來自
24 個國家和地區。中六級梁幗媛及許思源同學獲香港
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圖像．想像」嘉許狀，
其作品曾在香港文化中心展出。

學生姓名：梁幗媛
作品主題：牽掛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作品表達作者對摯友的思念之情，以及表現她
們之間深厚情誼。「翻花繩」是小時候常玩的遊戲，
「拼圖」也是。這幅作品就象徵了她與朋友之間的深
厚情誼。友情是由時間慢慢積累的，當中珍貴的地方
是對朋友的真誠與耐心，兩雙手在交織著美好的回
憶！

【三】「防癆書籤設計比賽」榮獲中

學組冠軍
中六級潘卓藍同學參與由香港

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舉辦之「防癆書
籤設計比賽」，主題為「防癆活動多
元化，你我一起齊參加」，潘同學在
眾多參賽者中榮獲中學組冠軍，並於
2013 年 3 月 24 日「世界防癆日」健
康展覽暨頒獎禮中領獎。

學生姓名：潘卓藍
作品名稱為「清新呼吸」
指導老師：郭嘉蔓及李少娟老師

【四】第 12 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書法攝影大賽（2011- 2012） 
美術壹等獎 2A 楊子怡、3A 李玉雯、3B 徐文株、3B 陳楚伊、4A 洪晴雯、4A 麥丁莹、

5B 劉詠詩、5C 吳燕如、5D 何婉雯、6D 林銘燕
共 10 位

美術貳等獎
2A 張五華、2B 陳思琪、2C 符曉蕾、2C 羅宇仲、3A 曾梓軒、3A 姚馨美、
3B 劉皚浵、3B 林麗儀、3C 葉芷婷、3C 黃善善、3C 程家亮、3E 方潔玉、
4A 楊佩茹、4A 曾祥峰、4C 曹聖真、4D 李嘉嘉、5A 楊詩蘊、5B 許思源、
5C 鄭淑芬、5C 梁幗媛、5C 沈凱凝、5D 林德銓、5E 黃韋文

共 23 位

美術叁等獎
 2A 張海敏、2B 鄔珊珊、2C 陳卓賢、2C 夏達仁、3A 劉  娜、3A 馮穎聰、
3A 周自嬌、3A 曾梓峰、3B 庄鍶芸、3B 林芷潁、3B 王宝怡、3B 馮家逸、
3C 馮曉晴、3C 葉可兒、3C 鄭雅文、3C 陳柏權、4C 陳慧鈴、4C 馬嘉欣、
4D 黃樂天、4D 鄧玉珠、5C 沈嘉櫻、5D 凌嘉婷、5D 葉  凡、5E 戴美婷

共 24 位

美術優秀獎

2A 鄧嘉欣、2A 吳紹豪、2A 蘇莉娜、2B 鄧錦霞、2B 陳曉虹、2C 余雨露、
2C 賴嘉怡、2E 梁智勇、2E 李玉豪、2E 江麗婷、3A 楊思敏、3A 鍾愛琼、
3A 曾向明、3B 劉惠玲、3B 張可欣、3B 黎詠思、3B 陳楚敏、3B 李國維、
3C 黃翠玲、3C 朱文杰、3C 蔡明鍇、3C 馬嘉慧、4C 余惠琪、4C 鄭嘉雯、
5A 李倩雯、5A 黃利紅、5E 蘇敏婷、6B 列文輝、6C 陳穩存

共 29 位

壹等輔導獎 李少娟老師

貳等輔導獎 楊炎玲老師、郭嘉蔓老師、羅子俊

集體壹等獎

【六】「第四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榮獲「西畫高中組一等獎」

由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舉辦的「第四屆兩
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目的為弘揚中華文化
及促進兩岸四地文化藝術交流；以「熱愛生活、熱愛大自
然」為創作主題。本校選出6D林德銓的繪畫作品，名為「物
我情融」參與是次比賽。而林德銓同學在近萬份參選作品
中脫穎而出，榮獲「西畫高中組一等獎」。

5C 余惠琪同學參加由愛滋寧養服務協會舉辦之「愛滋寧
養服務協會－面具設計比賽」其作品幸獲入選。

【五】「愛滋寧養服務協會－面具設計比賽」
作品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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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星期六，我校參加了由音樂事務署於高山劇場舉辦的一年一次的學校聯演 - 愛與
樂的比賽，與 9 間有實力的學校角逐，我們學校再一次力壓「群雄」，獲得優良表演獎及第一
大獎「主題演繹獎」，這是繼 2011、2012、2013 年以來連續三年奪得這項比賽的大獎，真可
謂名副其實的三連冠。主題演繹獎要參賽學校做到「切合主體、內容豐富、富創意、極具心思」
的要求。這一切我們做到了，我好榮幸參與了三連冠的演出，而最緊張的就是今年，之前的兩
年我們都有表演經驗豐富的師姐陪伴著。今年感覺整個擔子都落在我們身上，比賽前的壓力一
直都很大，很怕自己的失誤而浪費了大家這幾個月以來辛辛苦苦的練習，也怕辜負了老師的厚
望。

當司儀宣佈優良表演獎為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時，我很失望。司儀宣佈最後一個大獎—－
主題演繹獎時，我聽到同學的歡呼聲才反應過來走出去領獎，當時高興的心情真是無法用言語
表達。現在我深切體會苦盡甘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同時也再次證明我們這幾個月
以來的訓練沒有白費，就好像我們歌中唱到
的，有愛的團隊，才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團隊，
就是因為我們每個同學心中對這個團隊都有
一個愛字，而且十分團結，才有今天豐碩的成
果。當然也要有一位良師的教導 , 我們才有今
天的成就。在這裡，我代表獲獎的同學感謝在
背後默默付出的周志鳳老師，謝謝你給予我們
這麼多表演的機會，謝謝你信任我們。另外我
們都要感謝校長、潘副校長、呂穎顏、羅子俊、
熊寶恩老師的鼎力支持和協助。最後我也特別
感謝 5C 班楊偉權同學，他的腳早在新年假期
時，被車撞傷了，比賽當日，他是打了止痛針，
帶著腳傷參加比賽的，他的這種精神令我十分
感動。

學校聯演 -- 愛與樂
三年連續奪得主題演繹大獎—同學感言   周自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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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獎項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同學 獎項

2012-2013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香港賽區 )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國作家

協會、中國少年報刊工作者協會

2A 陳田田 金獎
4A 張海瑞 銅獎

2A 吳兆湘、3B 游家樂、4A 袁思韻、5A 洪晴雯 優異獎

愛 ˙ 家庭運動 2013
香港基督少年軍臻品中心主辦，

民政事務局及愛家庭議會

2A 吳兆湘 亞軍

2A 萬慧霖 優異獎

第十四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1D 方夢雪 三等獎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

2A 葉青榕、2A 楊曼均、2A 張瑞婷
傑出獎

1A 禤子望、1A 房偉駿、1B 李雲霞、1B 譚翠兒 優良獎
獲邀出席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優勝者表演

本校 3B 鄭旭文及 3C 劉桂怡參加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一至中三粵語歌詞朗誦），榮獲冠軍，獲評判推薦於 2013 年 1 月 25 日應邀到青年廣場 Y

綜藝館進行表演。各優勝者的表演現已上載於香港電台教育網站 eTVonline（http://www.etvonline.tv/web/speechfestival/2013/index.html ）

歡迎各位老師、學生和家長一同欣賞優勝者卓越的表演。

數學科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同學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獎項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

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賽 – 數

學建模小論文比賽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

港委員會

1A 吳國健、湯啟謙 人口推算準確嗎？ 潘啟勝副校長 優秀獎　
1B 鄭旻芳、鍾正傑、吳晉銘 吃早餐 = 數學好？ 莫素沁老師 優異獎

2B 胡煊、潘孟達 同等面積圖形的變換 陳秀珍老師 優異獎
3B 陳名揚、陳思琪、李永山 鍵盤的奇妙設計 譚碧芝老師 亞軍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

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賽 – 數

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

港委員會
2B 潘孟達 二等獎

  

音樂科

音樂科連續三年獲得學校聯演  愛與樂主題演繹大獎

獎項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同學 獎項

學校聯演 - 愛與樂

1D 孫雨晴、1D 戴柏霏、2B 陳劍濃、2B 劉瑩靜、2B 吳詠儀、

2B 徐安琪、2C 吳雲潔、3A 鍾家媛、3A 郭潔瑩、3A 蘇莉娜、

3A 劉嘉欣、3B 莊曉靜、3B 陳思琪、3B 吳清麗、3C 王玉禎 、

4B 周自嬌、4A 姚馨美、4B 溫志偉 、、4A 張海瑞、4A 鄒嘉敏、

4A 楊思敏、 4A 廖司吉、4B 林富鋒、4C 黃偉廉 、5C 何國星、

5C 楊偉權、3B 鄭旭文、3B 陳名陽、3D 曾泳霖

主題演繹大獎 

優良表演獎

第 6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周自嬌 亞軍
2C 吳雲潔、3A 郭潔瑩、3A 蘇麗娜、3A 鍾家媛、3B 鄭詠媚、

4B 林富鋒 、3A 米 云、3B 李永山、3B 游家樂

優異成績

3C 王鈺禎、3B 莊曉靜、3B 陳思琪 、4C 鄭子凡、4B 溫志偉、

5C 何國星 5C 楊偉權、5B 邱子欣、5B 黃家慧

良好成績

全港中學校際歌唱大賽 5C 何國星 進入總決賽

其他活動

獎項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同學 獎項
經濟漫畫設計比賽 經濟教育協會 4A 陳楚伊 優異獎

中國象棋大賽 北區公益少年團 3B 賴育昌 初中組冠軍

獲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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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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愛 粉 嶺 陳 震 夏 中 學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初中
（中一至中三）

中國語文、普通話、英國語文、數學、生活與社會、

中國歷史、地理、倫理與宗教、綜合科學、設計與

科技、普通電腦、商業、體育、視覺藝術、音樂

高中
（中四至中六）

核心課程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 數學延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生物、化學、物理、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設計與應用科技、中國歷史、地

理、旅遊與款待、視覺藝術、音樂、倫理與宗教 ( 香

港中學文憑 )、應用學習課程（只限中五及中六選

修）

其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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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