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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應翰校長
時光荏苒，腦海中那一幕幕不斷浮現，在周年陸運會上，同學吶喊助威的呼聲與健兒們力爭上游

的汗水；在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上，同學燦爛多姿的笑臉與長者心滿意足的神情；在畢業班祝
福禮上，中六級同學對母校的濃情厚意及老師的祝福叮嚀……點點滴滴彷彿是昨天的事。

雖轉到北區服侍才幾個月，但欣逢創校二十五周年，感覺已進入了學校的歷史中。禮記云：「男
子二十為弱冠，冠字，成年之道。」今天學校二十五歲了，若以一個人的成長來論也是過了「弱冠」
之年，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我們所肩負的責任將更為重大。

去年十月份舉行了銀禧校慶週會，全校師生回顧二十五年前長輩及先賢們創校的艱辛歷史，歷任
校監、校長、老師、家長及校友們無私的奉獻、熱心的參與和協助，撫今追昔，創校艱辛不敢或忘。

我們常說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聖經等古代典籍都是最早的智慧遺產。然「典型在夙昔」、「篳
路藍縷」這些前人留下的經驗或足跡在在可提供給我們借鑑，經由典範學習而邁向優質教育。猶記得
開學之際，在全校教職員會議上，「是否已作準備？」「如何踏出下一步？」，我們一起分享了學校
步向第二十五年的願景。「邁向銀禧，展現光芒」，使校園成為師生最珍貴的角落，這正是我們的期許。

在本學年校內外的各項學術及體藝比賽中，同學的多元智能亮麗紛呈，成果豐碩。校園的設施與
時並進，不斷更新；老師的關愛潤物無聲，感染生命，各單位彼此配搭，同心實踐全人教育的理想。
展望未來，將致力提升學與教的效能，讓學生的生命在愛中茁壯成長。

校園是一個愉快學習的地方，這是我們的信念。「江山代有人才出」，喜見二十多年來，學校培
育了不少莘莘學子，今天我們很多
校友都學有所成，實在令人欣慰。
教育是一棒接一棒的志業，期盼在
師生與家長的守護下，我們能穩健
的步向下一個二十五年，邁向金
禧，綻放光芒。

願全體師生一同獻上感恩的
心，願上主繼續賜福與明愛粉嶺陳
震夏中學一起走過二十五年歲月的
每一個人。
 

校長的話
邁向銀禧，展現光芒 



沙田區明愛賣物會
善長仁翁熱烈支持

香港明愛沙田區賣物會於十一月十八
日假沙田源禾路遊樂場舉行，共吸引了萬
多人入場，當中不乏扶老攜幼入場參觀，
場面熱鬧而溫馨。為了表示對明愛賣物會
的大力支持，本校派出 50 多名師生參與。
除了擺設一個遊戲及售賣物品的攤位外，
亦負責當天大會的司儀及攝影工作。

當日雖然天氣清涼，偶然還有點
微雨，但無損大家做善事的熱情，實在
令人感動。上午十時正，三位主禮嘉賓
（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先生 BBS,MH、 
香港警務處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警司、
天主教新界東北鐸區總鐸倪德文神父）在 
明愛總裁楊鳴章副主教及沙田區賣物會場
地監督陳志翔先生及多位社會賢達陪同下
主持開幕儀式。

 
本年度的賣物會提供多姿多采的遊戲項目
及售賣物品攤位，讓進場的市民一面做善
事，一面享受家庭樂，乃是最有意義的家庭同樂日。 

所有參加是次活動的同學都熱心投入，同學表示這次義務工作既可為有需要的人士籌得善款，
更讓自己經歷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發揚了明愛施受同惠的精神。

香港明愛九龍區賣物會於十一月四
日假九龍花墟球場舉行。是次慈善活動為
天主教社區服務的一大盛事。揭幕禮由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禮，並由工銀亞洲副
行政總裁梁銘謙及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湯漢樞機陪同剪綵。

今年的大會設置一百一十多個攤位，
吸引約二萬人入場。當天本校共派出超過
140 名師生參與義工服務，負責儀仗及人
群控制工作。師生除參與服務外，亦支持
慈善購物，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經
過一天的義工服務，同學雖感疲憊，但難
掩喜悅之色，他們均異口同聲表示難得有
機會參與此慈善盛事，替社會出一分力，
為弱勢社群締造希望。

香港明愛九龍區賣物會

活力週於 10 月 16 日至 18 日舉行，目的是透過多元化活動推廣健康生活訊息，加強學生面對生
活環境的抗逆能力，同時抗拒毒品的誘惑，活出健康人生。活動內容豐富：午膳期間於綜合活動室
有禁毒攤位遊戲、DIY 環保袋製作及健康飲品義賣；四社跳繩、三人籃球比賽等。

在活力週期間，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到禮堂觀看由中英劇團演出的禁毒話劇――無毒有偶。藝員
徐子珊亦隨團來向同學宣傳禁毒訊息，提醒同學拒絕毒品誘惑，向毒品說不。

此外，活力週更有展板展出「向零食說不」，並印備有關成功運動員的文章讓同學閱讀，向同
學宣傳健康飲食及注重運動的訊息。活動中同學均踴躍參與，表現雀躍，也認為學習到不少健康知
識。

最後健康大使送上「活力迎銀禧」贈言：

活力週

活出健康好人生

   力拒誘惑抗惡習

迎接光輝新一頁

   銀光映照韶年華

禧年同慶在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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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週

本年度由數學科及科學科聯合舉辦的「數理週 2012-13」已於 11 月 19-23 日順
利舉行，期望同學能透過遊戲或比賽，善用數學邏輯思維，發揮科學頭腦，增加其學
習興趣。本年度的活動相當豐富，當中包括與圖書館合辦的「寶藏數理書中尋」有獎
問答比賽及「數理好書推介」，此活動不僅讓同學通過課外書籍增進數理知識，亦讓
同學能夠擴闊閱讀書籍的種類﹔另外有腦力大考驗的「數理遊戲解難」，吸引不少同
學爭相嘗試，期望能成為最快破解遊戲的智者。『Rummikub』數字棋比賽一向都是
深受同學們歡迎，各人都為如何能成為終極冠軍而傷透腦筋﹔又有講求思考、及速度
合作的「數理遊蹤」比賽，讓同學能走出課室學習。當然更有既刺激又緊張的「社際
數理常識問答比賽」，不僅台上參賽者鬥得難分難解，台下的觀眾亦踴躍舉手回答問
題，令主持要找出最快舉手的同學而煞費心神。

除此之外，為了讓同學了解數學科與其他科目其實是息息相關的，本年度數學科首次與
通識科及經濟科分別合辦了兩場講座，並很榮幸邀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高級統
計主任陸志成先生為同學講解有關「香港的消費物價指數」，以及統計師黃子廉先生講解有
關「香港國際收支平衡表」，同學可謂獲益良多。

問答比賽台上緊張刺激

看似簡單的遊戲原來一點
也不容易呢！

兩位同學正嘗試合力併砌
這個巨型四面體金字塔！

最後由這位聰明的同學成
功將這個金字塔征服！

各項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1. 寶藏數理書中尋問答比賽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1A 張芷穎 劉偉江 李裕城 房偉駿 林穎欣 吳國健

1B 許鉻銘 鍾正傑 譚翠兒 許俊琪 林俊成 梁建雲

1C 桂新豪 梁國耀 孫雲峯 張恩儀 黎寶成 麥偉豪

1D 戴柏霏 王柏湧 簡伊淇 羅洺棟 馬睎絢 謝梓茵

1E 陳伶俐 鄭家怡 謝名成 鄭嘉強 馬勉培 肖錦龍

2A 黃家怡 林子鶯 鍾啟誠 李嘉穎 譚泳瑶 楊曼均

2B 林富城 潘孟達 蔡林芷 陳劍濃 黃羨珈 黃婉君

2C 成玉如 葉子俊 鄧汶軒 鍾艷彤 何偉彪 吳鎮賢

2E 蕭鴻軒 李子强 李浩君 李家豪 蘇祖明 黃嘉麟

3A 鍾家媛 米云 吳紹豪 張五華 李雪琪 楊君怡

3B 陳名揚 陳達成 鄭咏媚 梁仲豪 馬文靜 邱爾豪

2. 中二級數理遊蹤比賽
班別 組員

冠軍 
( 三班同分 )

2A 鍾啟誠、賴文聰、譚健鋒、鄧永洪、唐嘉晞

2B 鍾秋陽、羅劍龍、潘孟達、鄧啟志、黃家豪

2C 何偉彪

優異獎
2C
2D

林嘉琪
歐陽香、陳文麗、韓凱詩、李曉琳、廖燃靈

3.「Rummikub」數字棋比賽
初中組 高中組

第一名 2A 譚健鋒 6B 林曉君

第二名 2B 林浚濠 4B 賴慶庭

第三名 2A 李浩賢 4B 羅悅維

第四名 1A 劉秉傑 6C 沈凱凝

第五名 1A 房偉駿 ---

第六名 1C 梁國耀 ---

第七名 3C 洪卓榮 ---

第八名 3C 蕭浩賢 ---

4. 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冠 軍 紅社 藍社 藍社

1A成煒琳、1B譚翠兒、1C周嘉禧 2A蘇鳳儀、2B林業鑫、2C焦燦宇 3A李建業、3B陳名揚、3C潘禮杰

亞 軍 黃社 綠社 黃社

1A吳國健、1B黃麗欣、1C林家豪 2A賴文聰、2B林嘉樅、2E 蘇祖明 3A何浩然、3B陳思琪、3C馬勉焜

季 軍 　藍社 　紅社 　紅社

1A謝文斌、1D陳穎、1C譚駿杰 2B 梁志航、2D陳志強、2A吳兆湘 3A李雪琪、3B鍾亮基、3C郝駿偉

第四名 　綠社 　黃社 綠社　

1A朱祐良、1B溫嘉豪、1C黃思琪 2A譚健鋒、2B田偉泓、2C何偉彪 3A佘 莉、3B 李永山、3C李梓峰

台下觀眾亦踴躍舉手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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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活動概要臚列如下：

中一級
• 數學遊蹤：讓同學發掘日常生活中科學
及數學的應用，提升對數理科的興趣。

• 欣賞「粵劇藝術」表演：透過戲劇藝術
示範，提升學生的欣賞水平。

• 曹公潭戶外日營：透過接觸大自然，向
學生灌輸愛護大自然及環境保護的重要
訊息

綜觀整體活動的效益，促進了師生及同學間
的情誼。並透過環保、升輔、粵劇藝術及健康飲
食文化，體驗「健康校園」及全方位學習的旨趣。

為配合教改新趨勢，讓學生走出課室，體
驗不同的學習經歷。本校謹訂於 12 月 18 日至
19 日一連兩天為中一及中三級舉行全方位學習
活動日。活動內容包括專題講座、戶外日營、
專題研習、粵劇藝術及健康飲食文化等。

中三級
• 升高中尋夢之旅：提升同學之心理準備
及對規劃升學就業出路的信心。

• 欣賞「粵劇藝術」表演：透過戲劇藝術
示範，提升學生的藝術鑑賞水平。

• 鯉魚門渡假中心日營：透過班級活動凝
聚學生的歸屬感及強化人際關係。

• 低碳飲食及專題研習：認識低碳環保飲
食概念及為專題研習作資料搜集。

中一及中三級「全方位學習日」 聖誕聯歡會

聖誕節 — 

  天主受享光榮於高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
於 12 月 21 日在禮堂舉行。
當天早上，本校之聖誕聖道
禮儀有幸邀請到上水基督之
母堂助理主任司鐸簡禮謙神
父蒞臨本校分享福音及降
福。當日聲樂班陣容強盛，
金黃色的披肩洋溢喜慶氣
息，於禮儀中獻唱《新生王》
及《來啊！至聖默西亞》，
以甜美歌聲報佳音。2A 葉
青榕、鄒倩儀、2B 梁志航、
2C 何偉彪四位同學誦讀祈
禱文，向上主祈禱，讓同學
在莊嚴的氣氛中分享主耶穌
降世及感受主恩。宗教儀式
結束後，節目精彩豐富的聯
歡會便開始。

天才表演 SingCon & Dance, 約十多組參賽，參賽者在台上使出渾身解數。台下的同學揮
動雙手鼓勵 , 彼此打成一片 , 台下支持表演者的態度最令人欣賞。抽獎與表演相間進行，令
現場節日氣氛更為濃厚。除了參賽者在 SingCon & Dance 比賽中表現出色，SingCon & Dance
的最佳舞蹈表演更令全場哄動，倍添聖誕氣氛。 

又到聖誕。又提醒普世：聖言成了血肉，二千多年前屈尊於簡陋的馬槽降生，
寄居在我們中間；即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也就是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
的開始。我們的校園一年一度不能缺少的馬槽也佈置好了，也為喚起大家注意又
到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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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暨 SingCon & Dance 天才表演決賽圓滿結束，實有賴全
校師生積極參與及學生會幹事在聖誕聯歡會前努力綵排， 購買物資，
佈置禮堂，司儀的配合等。SingCon & Dance 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5C 何國星

亞軍：5C 楊偉權

季軍 ： 4B 林富鋒

最 Facebook in Like 大獎： 小清新組合

最佳歌唱技巧獎：5C 楊偉權

最佳台風獎 ：4B  林富鋒

「升中導航 --- 北區中學聯校展覽」於 2012 年 12 月 22 日 ( 星期六 ) ，在上水龍琛路
體育館舉行，是項活動由教育局、北區小學校長會和北區中學校長會聯合舉辦。

本校已連續八年參展，希望藉此機會，讓北區小學家長、學生及社區人士更了解本校的
辦學理念和課程特色。當天場面熱鬧，約有二千多名人士參觀本校展區。

同學當天擔任學校大使，介紹學校特色，也廣邀坊眾一同參與「傳心傳意傳關愛」活
動，驅動大眾的關懷和愛心，例如製作愛心珠串及撰寫心意卡。當日的製成品和心意卡將於
2013 年 1 月 5 日送予參加「傳心傳意傳關愛」啟動禮的長者。家長教師會成員亦到場與參
觀人士分享心得，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升中導航 --- 北區中學聯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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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

                 暨「童頌師恩耀銀禧」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關愛文化，傳遞關愛信息，引領學生從生活中實踐關愛，故連續多年榮獲
關愛校園獎：2008-2009 年度曾榮獲全港前三名的【卓越關愛校園】中學組大獎及透過主辦「傳
心傳意傳關愛」，多次榮獲學界義工計劃之「超卓學校策劃」大獎。本年度本校再接再厲，於 1
月 5日繼續舉辦「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啓動禮及「童頌師恩耀銀禧」音樂比賽，既慶祝本校創
校廿五周年，亦希望延續團結北區學校及區內人士關愛別人的精神。典禮當天邀得立法會議員張
超雄博士、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先生、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女士及張國柱先生作主禮嘉賓，
其他參與盛會的嘉賓及區內各小學師生、家長和各大安老院的長者約五百多人，可謂濟濟一堂，
場面既熱鬧又溫馨。

在典禮當天，先由明愛職業訓練及
教育服務總主任郭偉祥先生致歡迎辭，
接著是主禮嘉賓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博
士致辭，他高度讚賞本校舉辦的「傳心
傳意傳關愛」活動。典禮上他與場內人
士分享自己個人的經歷和參與義工服務
的心得，也勉勵在場的本校學生及參加
音樂比賽的小學生要以積極的態度參與
義工服務，不要以為當義工單是付出，
其實過程中也可得到不少寶貴的人生經
驗。他勉勵同學要投入生命，只有這樣，
生命才變得豐盛及有意義。最後張議員
更嘉勉本校繼續將這種關愛他人的精神
傳揚開去。

而音樂比賽評判――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音樂）葉長盛先生致
辭時亦指出，本校所舉辦的「童頌師恩耀銀禧」音樂比賽極具意義，令
他十分感動。因為本校藉著舉辦北區小學音樂比賽，同學精彩的表演
一方面可將歡樂和關懷帶給參觀的長者，同時也可以提高北區小學生
對音樂的興趣及加強校際音樂藝術的交流。最後他又以「行行出狀元」
鼓勵在座的學生，若他們對音樂、體育或藝術有濃厚興趣，只要積極
學習，發揮自己的所長，最終都可成就非凡。

「童頌師恩耀銀禧」音樂比賽水準很高，繞樑三日，令在座的觀
眾都聽出耳油。結果如下：個人項目的冠軍為石湖墟公立學校李佩紋
同學，亞軍為鳳溪第一小學陳彩怡同學，季軍為石湖墟公立學校駱培
同學；小組項目的冠軍得主為石湖墟公立學校，亞軍為打鼓嶺嶺英公
立學校，季軍是鳳溪第一小學；團體項目方面，摘取團體項目桂冠的
是鳳溪第一小學 ( 第一組 )，亞軍為沙頭角中心小學，季軍是鳳溪第一
小學 ( 第二組 )。

在餽贈長者禮物環節中，一眾嘉賓將本校事先準備的禮品――包括由同學編織的頸巾、日用品、
食品及小盆栽親手送給參與活動的長者，場面溫馨感人。接到禮物後，公公婆婆們都笑逐顏開。「傳
心傳意傳關愛」啟動典禮在何應翰校長的謝辭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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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月1日至6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中文週，透過學術和趣味並重的語文活動，
提升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及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今年中文週的主題是「話劇」，在 2月 1日的週會中，話劇組同學演出充滿現代主
義色彩的話劇《彷彿在沙丘上跳舞》及 25 周年校慶劇《回到我們的那些年》；幽默的
對白，加上同學們維妙維肖的造型和精彩的演出，贏得全校師生熱烈的掌聲。週會中，
還有班際「話劇及語文常識」問答比賽，題目以中國戲劇發展為主，活動能提升同學的
文學知識。

中文週活動多姿多采，除了一連幾天在圖書館舉行中文圖書展外，更於午膳期間在
綜合活動室舉辦「粵普對譯」、「捉錯別字」、寫揮春、成語接龍比賽、詩詞背誦、猜
燈謎等多個攤位遊戲；同學可以品嘗由家長即場煎製的年糕，場內又有穿著古裝的同學
派發賀年糖果，因此反應熱烈，會場開放期間可謂人山人海。2月6日中午，更有《雷雨》
的電影欣賞，讓同學體會經典作品的藝術魅力。

  參與中文週各項活動後，同學們還要完成語文活動報告和閱讀報告，思想所學。

中文週

從活動中增長知識

攤位遊戲舉行期間何應翰校長 ( 左起第五 ) 與師生合照

欠相

新來港學童家長座談會
為了增進新來港學童家長、學生與教師之聯繫，讓家長更深切認識和了解學生在校
的學習情況，本校於 1月 20 日 ( 星期日 ) 舉行新來港學童家長座談會，當天有 30 名
家長、不同級別的新來港學童及教導他們的老師分享他們在香港學習的情況，場面
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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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家長日暨頒獎禮

品學兼優獎學生 3B陳思琪及 4A陳楚伊

得獎學生與家長合照

上學期的家長日已於 1月 20 日圓滿結束，頒獎禮的目的旨在獎勵上學期在
學科及操行有突出表現的同學，鼓勵同學努力向上。今年的頒獎禮有超過 160 名同學獲獎，合

共頒發 253 個獎項，而到場的家長亦超過 100 名；家長陪同學生在台上領獎，盡顯家長對同學的
支持，也對同學的成就予以肯定，大大加強同學奮發之心，台上台下氣氛良好。

比賽名稱 得獎同學 獎項

「華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決賽

中國教育學會學教育研究發展
中心、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究
會、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
會、華夏教育研究院

2B 潘孟達、3B 鍾亮基 一等獎

1B黃麗欣、1B鍾正傑、1B鄭旻芳、
2A陳田田、2A吳兆湘、3A 李雪琪、
3B 陳名揚、3B 李永山                       

三等獎

亞洲杯
數之星創新思維

邀請賽

中國教育學會數學教育研究發
展中心、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
究會、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
學會、華夏教育研究院專業機
構

3A 鍾家媛、3A 何浩然、3B 陳名
揚、3B 陳思琪、3B 鄭咏媚、3B 鍾
亮基、3B 李永山、3B 游家樂 
                                      

優異獎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 (AIMO Open) 

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B 潘孟達 銀獎

1A 吳國健、4A 庄鍶芸、5A 林曉
斌

銅獎

數學科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獎項

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A 吳兆湘、3B 游家樂、4A 袁思韻、
A洪晴雯獲優異獎，2A 陳田田、
4A 張海瑞入圍全港一百名，有機會參加全國決賽。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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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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