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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仲夏的香港
仲夏的香港，晴空萬里無雲，火熱的太陽象徵年輕人熱熾的生命，充滿幹勁，朝氣勃勃。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賽事，吸引了千千萬萬的球迷。
足球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體育運動之一，作為「和平時期
的戰爭」，它早已經遠遠超越了足球運動本身的涵義，
從而演變為一種文化和社會現象。來自世界每個角落的
不同國籍，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球員們在
世界杯的賽場上，享受著足球比賽給他們帶來的喜悅，
團結，友愛等。世界杯，雲集了幾乎世界上最好的球員
和球隊，他們欣賞著球賽，邊研究著比賽的戰術打法，
分析著教練的用兵排陣，這對於球員來說是一次很好的
交流機會，是所有足球運動員夢想的最高殿堂。
四位同學在國泰航空「飛躍理想計劃」中
獲選到澳洲阿德萊德飛行訓練學校考察

人生也是一場賽事。校園裏師生互動，不同的學生
齊集，透過學習與活動，享受校園生活帶來的喜悅，是
最好的生命交流。萬物有序，讀書有時，玩樂有時，學期將告終，試後的活動傾巢而出，暑期活動蓄勢
待發，校園熱鬧不已。回顧本學年的點滴，無論是學與教、生命成長、對外連繫，都在塑造學生的生命。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激發學生對生命的熱情、自信自愛、珍惜生命、尊重他人！
仲夏的香港，瀰漫著年輕人生命的激情，讓我們繼續為未來的接棒人守望，讓他們的夢想飛翔。

何應翰 校長
1-7-2014

賽冠軍

男子丙組足球隊榮獲學界比

何應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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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運 動

「

的圓滿」
愛
信
是

克己捐獻
為配合天主教教區四旬期運動，本校舉行一系列的四旬期活動，同學
為了響應克己捐獻的精神，節省零用錢，在 3 月 10 日至 4 月 3 日期間把
省下的零用錢放進班內的捐獻箱或個人的巴斯卦羊錢箱中，並在四旬期完
結後，把所得捐款捐贈予慈善機構。

學生享用貧富宴

愛心午餐─貧富宴

內心「豐盛的一餐」

愛心午餐─貧富宴

四旬期祈禱禮
在 4 月 11 日的週會中，舉行了四旬期祈禱禮。公教組老師播
放短片「火車父子」，及宣讀若望福音３：１６－１７作引子。
影片講述一對父子的故事，父親於鐵道工作，兒子則喜歡在父親
工作時陪伴左右，一次危急關頭，父親犧牲至愛的兒子而救了全
車人的性命，內容感人。短片配合選取的福音，帶出天主愛世人，
甚至派遣自己的獨生子降生成人，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
獲得永生。接著由 3C 班獻唱「愛是不保留」，學生代表帶領信
友禱文，最後以耶穌基督教導的天主經結束禮儀，同學表現投入。

4 月 2 日中午師生聚首一堂，於禮堂參加愛心午
餐──貧富宴，活動目的旨在讓同學和老師體驗衣食
不繼的困苦。餐前，何校長分享貧富餐的意義──「愛
與分享」，並播放影片「明天孩子有希望」。接着由
兩位副校長抽籤決定誰享用「貧餐」( 兩個麵包及清
水 ) 和「富餐」( 自助午餐 )。在牧民帶領餐前祈禱後，
師生各自享用內心「豐盛的一餐」。貧富宴共有 137
名師生參與，而這次節省的午餐費用將一併交「天主
教四旬期運動」作扶助窮苦大眾之用。

貧餐 ？富餐？

四旬期祈禱禮

同學領洗
本校 3B 班梁志航同學於 4 月 19 日復活節夜間慶典中，
在粉嶺聖若瑟堂領受入門聖事，成為天主教徒，當晚公教
老師及牧民出席慶典參與見證同學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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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愛心獎」及
「四旬期心聲網誌創作」比賽優異獎
本校同學參與「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獲得「四
旬期愛心獎」，另於「四旬期心聲網誌創作」比賽中，２A
李偉誠〈初中組〉及４A 梁家恩〈高中組〉分別獲得優異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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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 省大 連市甘井子 區
教育 局督 學訪校

習

同學認真學
電子學習課堂進行中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系主
任吳迅榮博士帶領大連市教育局七位督學於
五月七日上午蒞臨本校進行專業交流，期間
體驗本校中五級經濟科的電子學習課堂。
課後與師生分享學與教的心得，並為本校
「藝 • 成 • 長」視覺藝術展主持開幕禮，
更與視藝科老師及學生交流創作心得。透過
是次交流活動，彼此均獲益良多。

「藝．成．長」

眾嘉賓與本校師生進行

專題交流

Arts.Fly.High 展覽
gh
藝． 成． 長 」Arts.Fly.Hi
由 視 覺 藝 術 科 籌 劃 的「
室
8
00
在
時
5
下午 4 時至
展 覽 於 5 月 7 日 至 23 日
大
「
」、
了「學校起動計劃
舉行，是次展覽更配合
樂遊震夏學習天」、「中
連市教育局督學訪校」、「
生
並邀請全港中、小學學
六級畢業典禮」等活動，
音
」
頌
愛
明
音樂科製作的「
前來參觀。展覽集合了
；
樹」
康校園組的「健康
樂影片及音樂比賽相片；健
藝
的
多種不同創作媒介創作
老師、家長和學生利用
術成果。
術作品，充分展現本校的藝

Arts.Fly.High
視藝作品集

覽剪綵禮

、長」展

藝、成
學主持「

訪

學校起動計劃潘鎮球校長到

「藝．成．長」展覽邀請卡

大連市

教育局督

視藝科師生樂

「小學生參與樂遊震夏學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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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和隆重的畢業典禮
本校於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時假學校禮堂舉行畢業典禮，主禮嘉賓為香港中文大學

何瑞珠教授與一眾嘉賓合照

何校長、李校監、何教授合唱天主經

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何瑞珠教授，整個典禮氣氛莊嚴而隆重。
嘉賓進場後，首先由歌詠團領唱校歌，接著由李惠芳校監主持畢業祈禱，何校長
致歡迎辭後便是何瑞珠教授致訓勉辭。授憑及頒發學業獎由何教授主持，畢業同學魚
貫上台領取畢業証書及學業獎；本校長期服務獎則由校監頒發。畢業生致謝辭後，便
進行「薪火相傳」儀式，由畢業班代表將象徵生生不息、奮進創新之火傳遞予學弟及
學妹。
畢業典禮在歌詠團及畢業生詠唱優美悅耳的「明愛頌」下圓滿結束。典禮雖然結
束，但近二百位畢業生、家長還留校與老師拍照留念至黃昏，場面溫馨愉快。

學生從嘉賓手上接過畢業文憑

得獎學生與主禮嘉賓合照

李敏明老師榮獲傑出教案獎
本校李敏明老師以「器官移植制度與器官買賣合法化」為
題設計教案，參加由香港通識教育協會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捐助的「香港通識教育支援及推廣計劃」之「香港通
識教育教案分享 2013-2014」活動，經各大專院校專家在 100
多份教案中評審為 17 份傑出教案之一，獲得獎座、獎牌及証
書以作肯定和表揚。

李敏明老師獲傑出教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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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愛
關

為鼓勵同學關心別人，珍惜生命，培養健康生活習慣，建立健康生活新模
式及認識香港、愛護環境。本校每年都在 5 月舉辦關愛週，因為 5 月是一個特
別的月份，既有母親節，亦是聖母月，所以是大家學習感恩和表達互相關懷的
重要時刻！今年關愛週的活動十分豐富，包括：
內容
1

專題文章閱讀

2

與通識、生活與社會科課程配合，以生活事件自製校本教材，主題是預防
性騷擾和認識本港的法例；基本法與普選；利用報章製作國情教育教材

3

全校講座
主題： 香港本地廚餘概況、廚餘和氣候變化的關係、世界各地廚餘處理
的方法等

4

社區學院活動推廣活動，包括國畫、製作花籃

5

健康電台廣播、有獎問答遊戲、攤位遊戲

6

健康美食大賽

7

中二級 性教育工作坊

8

元朗、天水圍考察活動
目的：關注社會貧富不均問題及政府政策效度

9

反思明愛震夏人的素質

與長者一同製作花籃

師生合力炮製健康美食

10 探訪獨居長者

基本法研討會

健康美食大賽進行中

花籃製作班分享美麗的作品

社區學院成員展示國畫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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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un Week

Review 2014

English Fun Week was held between 3rd
English Drama
and 7th March 2014.
rd
On Monday 3 March,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Paul organized
Drama activities in the Multi-Purpose Hall designed to increase students'
concentration, self-control and teamwork. Paul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4
students who helped with this useful, enjoyable, fun Drama session.
The Inter-House Spelling Competition was also held on Monday.
Tuesday saw the first Chan Chun Ha Scrabble competition with both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taking part. The competitors played to the very best of
their ability and produced some exciting and educational contests. The Song
Dedication was also held during Tuesday lunchtime.
Wednesday was the start of the English Fun Fair with many new and
exciting attractions. Students we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vocabulary, oral fluency,
Drama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having lots
of fun and winning prizes. Many thanks go to Chloe, Debbie, Johnny and Paul
who developed the activities and all teachers who took part.
The Penmanship Competition took place throughout the week and was
a great success.
Friday' s Grand Fiesta on Friday afternoon was completely successful. S3A
students sang You Raise Me Up with enthusiasm and talent. Students directed and
acted in Shakespearian Drama, surely a first for this school. It was good to see S4AB
2 students taking the initiative and producing their own Drama performance. The
creativity continued with S4AB 1 and S5A students performing the song Summer
Nights along with their own dance routine. Students from S4 and S3 also produced
their own dance routine. Paul gave a presenta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attending
school. Ms Lam gave a rendition of a popular classic love song, joined onstage by Mr
Chan. Ms and Mr Chan closed proceedings with their closing
speech. Thanks to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Jason, Mavis,
Ocean and Dimo for their role as MCs and to everyone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2014 English assembly. .

English Week - Song Dedication

Students enjoyed their time at the game boo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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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

音樂節

由音樂科舉辦，商科協辦 2013-2014 年度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主題
為「樂學勤奮齊向上，春風化雨共成長」第五屆音樂節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圓滿結束。
在音樂節的開幕禮中，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了榮獲全日本無伴奏合唱
比賽總冠軍的男子組合 JARNZΩ 來到我們學校擔任嘉賓。JARNZΩ 無需
任何樂器及背景音樂，以高深的歌唱技巧，唱出扣人心弦的樂章，現場
同學反應熱烈，全情投入；他們更近距離與同學互動、示範，讓同學們
感受到音樂的神奇與美妙，將音樂節開幕禮推向高潮。
音樂節以不同的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對音樂藝術的鑑賞能
力。在閱讀節時，全校同學進行音樂知識比賽、在課堂上同學進行舊曲
新詞創作比賽；放學後，同學則進行一連串個人演唱、演奏、小組合唱
等比賽，透過音樂知識及活動，同學的音樂才能得以充份發揮。午間的
音樂活動更將知識遊戲、K 歌、Band Show 等藝術活動融為一體，令同學
們樂在其中。

音樂節閉幕禮更是精彩，由本校陳涂陽老師及其女兒為我們帶來專
業和精彩的演出，父女倆同台合作，為同學們帶來了高雅的古典聖樂，
讓同學們的鑑賞水準得到提升。我們更邀請了由本校舉辦的北區小學音
樂節得獎者到校作表演嘉賓，贏得同學熱烈的掌聲。
今年的歌唱比賽注入了勵志歌曲、詩歌、藝術歌曲等元素，同學們
均積極配合。在歌唱比賽的較量中，鼓勵聲、加油聲、掌聲此起彼伏。
至於有獎問答比賽，同學們爭先搶答，現場氣氛一浪接一浪。最後，在
校長及師生們的歌聲中，將音樂節推向高潮並圓滿劃上句號。

音樂節開幕禮

初中班際合唱

小組合唱參賽者

校長及師生合唱

台上台下氣氛熱烈

高中班際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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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才體藝週
由其他學習經歷組、學生會、四社、男女子籃球學會、視藝科及體育科合辦之展才體藝週，於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午膳、
週會及放學時段舉行了不同的活動，包括國畫及人物繪畫攤位、社際拍球比賽、中一及二級師生層層叠比賽、體藝問答比
賽、初級及高級組籃球比賽和高級組班際乒乓球接龍比賽。同學積極參與，反應熱烈，各項比賽結果如下：

各項比賽

成績

1

社際拍球比賽

冠軍 -- 綠社 (5673 次 )
亞軍 -- 藍社 (5083 次 )
季軍 -- 黃社 (4642 次 )
殿軍 -- 紅社 (3541 次 )

2

中一及二級師生層層叠比賽

各組獲勝的同學﹕
1A 林陽中 1B 陳俊傑 1D 黎卓浩
1E 何富坤 2A 成煒琳 2B 魏家盈
2D 羅偉樂

3

體藝問答比賽

各級獲勝的班別﹕
中一級—F.1D
中二級—F.2D
中三級—F.3C
中四級—F.4A 及 4B
中五級—5B

4

初級組籃球比賽

冠軍—3C
亞軍—2A
季軍—1B

5

高級組籃球比賽

中五級獲勝

6

高級組班際乒乓球接龍比賽

冠軍—5D
亞軍—4B
季軍—5B
殿軍—4C
繪出美麗的國畫

動動腦筋：取哪一塊才好呢 ？

緊張刺激的籃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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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年度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
現今世代，很多父母都需要全職工作，雙職家庭更比比皆是，每天的家務、應酬也花費了家長大量的
時間和精力。他們一天到晚忙裡忙外，與孩子溝通的時間不足，親子關係也變得疏離。
為了協助家長與子女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本校家長教師會特於 3 月 29 日 ( 星期六 ) 下午舉辦了一個
名為「拉近彼此的距離──親子溝通與管教家長講座，主講者為著名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麥潤壽先生。他以
風趣幽默的演說手法，與家長分享有關教育子女成長的經驗和挑戰，讓家長更能掌握溝通的策略和技巧。
當天出席者眾，有家長、老師、教育界同工和小學學生。在整個講座中，參加者表現投入，且積極發
問交流，氣氛融洽熱鬧。

家長專注投入

麥潤壽先生風趣幽默的演說

1314 年度家長教師會開心親子一天遊
一年一度的家教會親子旅行已於 3 月 2 日舉行。當天行程包括遊覽元朗南生
圍和南邊圍古蹟文物，藉此讓家長和同學一起親親大自然，增進親子交流，並領
略中國傳統圍村特色及文化。
當天，我們到恒香老餅家廠房參觀，瞭解他們的製餅過程，家長及學生一起品
嚐新鮮出爐的老婆餅，均讚歎不已。中午，我們到了元朗市中心，品味豐富的韓
日料理自助餐，最後再到錦上路跳蚤市場，欣賞攤檔特色之餘，又閒逛購物。當
天天氣清爽，眾人在說說笑笑中度過了開心愉快的一天。

新鮮出爐老婆餅

豐富的午餐

家長及教師共享美食

開心親子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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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由本校舉辦之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至今已是第六屆。是次賽事共有 9
間中學 14 支隊伍參加，區內小學生藉此互相切磋球技，增進學校間的友誼，
賽事設有盃及碟賽。各校勢均力敵，競賽激烈。
邀請賽由香港女子籃球隊現役隊員卓婷小姐擔任主禮嘉賓，頒獎前，她
與同學們分享其訓練點滴，並勉勵同學對籃球運動要有堅持、努力不懈的態度。
賽事由本校學生擔任裁判，從他們表現認真、專業，得到參賽學校老師的肯定
及家長讚許。
賽事結果表列如下﹕
1.

女子組盃賽

冠軍：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亞軍：上水宣道小學
季軍：九龍塘宣道小學
殿軍：上水東莞學校
神射手﹕蔡思橋同學 ( 上水宣道小學 )

2.

男子組盃賽

冠軍：九龍塘宣道小學
亞軍：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季軍：上水東莞學校
殿軍：上水宣道小學
神射手：林芺喬同學 ( 九龍塘宣道小學 )

3.

女子組碟賽

冠軍：聖博德學校
亞軍：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季軍：鳳溪創新小學
神射手﹕梁佩瑜同學 ( 聖博德學校 )

4.

男子組碟賽

冠軍：金錢村何東學校
亞軍：山咀公立學校
季軍：鳳溪創新小學
神射手﹕賴國豪同學 ( 金錢村何東學校 )

努力爭勝

男子組得獎者

拼命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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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得獎者

參賽隊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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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兩天商業學習團
本校區偉熊、江淑雯及劉遠強老師於 2014 年 4 月 7 日及 8 日，率領中四及中五修讀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科、旅遊與款待及經濟科的 30 位同學參加澳門兩天商業學習團，目的是遊覽「世界遺產」，
並考察當地飲食及人文文化，了解當中的商機。
首天的重點為研習澳門歷史城區，學生分成 3 隊作小導遊，由媽閣廟出發，途經崗頂一
帶的教堂、圖書館等，最後以大三巴及炮台作終點。各組需要分工合作，完成工作紙。第二
天，同學到澳門旅學院作交流，及後他們深深體會到英文的重要性，亦使他們明白該校的
教學特色。
同學參觀了威尼斯人酒店，明白澳門當地如何運用其優勢，建立宏偉的豪華酒店，
並配合明星效應的包裝以吸引遊客。
學生在參觀澳門文化遺產的過程中實踐小導遊角色，大家經歷分工合作及互相支
持，增強自信。是次的走出課室學習，學生認識了澳門的文化及酒店業發展，得益匪淺。

同學與遊客進行交流

酒店與旅遊管理分享

同遊大三巴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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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交流學習團
本校譚江勝、李煥聰、熊寶恩、梁少薇、李敏明及黃
照通老師於 4 月 6 曰至 8 日，率領 53 名同學參加三日兩夜
澳門文化交流學習團，期間參觀賽車博物館、鄭家大屋、
民政總署大樓等地方，又遊覽東望台、大三巴牌坊、哪吒
廟、大炮台等，讓同學認識澳門本土文化。除遊覽外，更
到澳門培道中學及澳門科技大學進行文化交流。
同學遊覽東望台及大炮台，認識澳門現存最古老的西
式炮台建築物。參觀極具葡萄牙建築風格的龍韻環葡住宅
式博物館後，同學亦了解土生葡人的居住文化。
在培道中學的交流活動中，同學極投入地聽該校數
學老師以電腦軟件教導勾股定理及旋轉圖形設計，並觀賞
該校同學設計之機械人踢足球及模仿人體動作的舞蹈機器
人。
行程的第三天，師生參觀了澳門科技大學的圖書館、
校園及酒店與旅遊管理實習的餐廳等。
是次交流活動，同學須完成兩項工作，分別是利用
BEYOND CAMPUS 在指定景點進行學習活動。另外，每位同
學也須利用 INNOTE 撰寫反思並上載到 DROPBOX。同學表
示走出課室學習，擴闊視野，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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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交流團後記

2A 方夢雪

這次澳門之旅讓我大開眼界。 我這隻井底之蛙終於可以跳
出井底，不用再仰望那一絲陽光，可以出去見見世面，看那溫
暖的陽光撒滿大地。
由於正處「清明時節雨紛紛」的季節，在前往賽車博物館、
議事亭前地和大山巴牌坊的途中，由綿綿細雨漸漸可以聽到雨
點嘩啦嘩啦地在地上舞蹈的聲音。但這也阻擋不了遊者的心，
大三巴經歷了時勢的變遷及時間的洗禮，用自己的身軀向人們
展現了古時澳門的風采和歷經磨難的苦澀年代。
撐著傘，兩個人說說笑笑的向前走去。小雨點嘻嘻哈哈地
跳在我們剛進入的大炮臺水池裡，「滴！咚！滴！咚！……」
節奏越來越快，仿佛一首進行曲，一時緩慢、一時加快、一時
慷慨激昂。
調皮的小雨點看到氣勢磅礡的大炮被嚇得縮了縮脖子，放
小了聲量，最後不敢出聲了。
我們每天都在課室搖著頭讀「之、乎、者、也……」但今
日終於可以一睹中國近代思想家鄭觀應的故居。
鄭家大屋不但瀰漫著書香氣息，還有古色古香的味道。其
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惜食惜衣不獨惜財還惜福，求名求利
必須求己免求人。」的鄭家處世訓言。即使在如此有錢的鄭家
大宅中亦有平民百姓「惜食惜衣」的良好品德。
此外，我們到訪澳門培道中學和澳門科技大學進行交流。
培道中學令人連連驚嘆的是數學實驗軟件的電子教學、會模仿
人體動作的跳舞機器人、足球機器人。而科技大學在澳門這個
彈丸之地亦算大，有室內室外的運動場、實驗室、讓修餐飲管
理的學生實習的餐廳。參觀圖書館時，看見那些大哥哥、大姐
姐們在書海里遨遊，尋找屬於自己的寶藏。
這次澳門之旅不但讓我大開眼界，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
的精髓是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消減，反而更值得緬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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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料

2013-14 年度各科組活動概況 (3 月至 6 月 )
科目

日期

活動

中文

17/5/2014 「恆源祥文學之星」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3-2014

數學

2/3/2014

獎項

F1-F6

優異獎：6A 洪晴雯，5A 楊林、楊思敏，
3A 張瑞婷、蘇海錦、陳田田

數學

24/5/2014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體育

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 F1-F2
中學分會舉辦之 2013-2014 年
度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冠軍：
1B 石焌暉、1B 黃逸軒、1C 劉俊軒、1D 何富宏、
1E 何富坤、2A 甄偉國、2A 周嘉禧、2B 鍾正傑、
2B 譚駿杰、2B 黃賢龍、2D 黃浚軒、2D 李俊賢

視藝

17/4/2014 製衣業訓練局時裝學院舉辦
-「校服舊變「身」：
時裝繪圖設計比賽 2014」

4A 陳思琪

優異獎

4B 賴育昌

優異獎

2014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F1–F3
< 港澳盃 HKMO Open>

普通話 12/5/2014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4

4A 陳思琪同學與得獎作品

培正數學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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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 人數

F3–F4

銀獎︰ 2A 李芷淇
銅獎︰ 2A 周嘉禧、吳國健
參賽︰ 1A 李嘉欣、2A 方夢雪、
3A 吳兆湘、3B 潘孟達
優異獎︰ 3B 潘孟達
參賽︰ 2A 吳兆湘、3A 譚淑貞、3A 陶祖怡、
4A 陳思琪、4A 陳達成、4A 陳鈺文、
4A 鄭咏媚、4A 鍾家媛、4A 林雪欣、
4A 游家樂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

男子丙組足球隊取得學界冠軍後與一眾支持者合照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 2014

男子丙組學界冠軍賽出場隊員與教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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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賽
生作文

學
中國中2013-14

優異獎 3A 楊林

優異獎 3A 陳田田
優異獎 3A 蘇海錦

優異獎 3A 張瑞婷

戲劇

優異獎 5A 楊思敏

賽

普通話演講比

優異獎 6A 洪晴雯
賴育昌

2A 房偉駿 及 3B 梁志航將於暑假到國外參加戲劇訓練
本校 2A 房偉駿和 3B 梁志航在去年入選誇啦啦藝術集匯主辦的「Bravo ! 」香港青年
劇場獎，經過一連串不同類型的表演訓練後，在去年暑假公開演出，戲劇內容是講述美
國印第安英雄 Hiawatha 的傳奇故事《酋長海華之歌》，表現出色。本學年，兩位同學
更被選拔到國外參加戲劇訓練。
房偉駿同學將於七月中前往倫敦 LAMDA 接受四星期專業演戲訓練。LAMDA 為世界
上首屈一指的戲劇學校之一，為有志投身表演藝術行業的學生提供優秀專業指導。另
外，梁志航同學則被挑選到台中接受兩星期專業訓練，學習擊樂及戲劇的表演技巧。
Bravo! 香港青年劇場獎為一個設於香港及英國倫敦的青年雙語劇場獎項，這是全港首
個為中學生而設的戲劇獎項。是次亦是倫敦 LAMDA 學院第一次與英國以外的藝術機構，
在一個為中學生而設的訓練計劃中合作。房偉駿和梁志航榮獲此獎，足以證明其才能以
及對演戲的熱誠，均獲得大會的認同及肯定。

Bravo 証書 房偉駿

Bravo 証書 梁志航
Bravo 得獎者合照

志航與劇組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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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Caritas
愛Fanling
粉嶺
陳
震
夏
中
學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初中
（中一至中三）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
地理、綜合科學、設計與科技、商業、普通電腦、
普通話、倫理與宗教、視覺藝術、體育、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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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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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倫理與宗教 ( 香港中
學文憑 )、應用學習課程 ( 只限中五及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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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新界粉嶺新運路 28 號

電話：2669 9966

網址：http://www.cfs.edu.hk

電郵：cfs@cfs.edu.hk

傳真：2677 6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