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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邁向電子教學新里程

何應翰校長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網絡的無障礙交往頻繁，資訊科技教
學與電子網絡學習已經是大勢所趨，傳統的教學方式亦隨之而改變。
對於教師和電子學習開發者來說，電子教學將如何改變課堂教學是
一個有趣的問題。究竟電子教學可否全面取代傳統課堂教學？
近年外國新興「反轉課室」(Flip Classroom) 教學法，是電子學
習其中一項例子。學生在上課前須上網瀏覽預先錄製的教學短片，
然後於課堂上回答問題、參與討論或進行其他活動，一「反」傳統
「上堂聽書、落堂做功課」的教學模式，教師在課堂上主要引導學
生思考。教師對學生的重要性，往往不止於讓他們聽課，而是幫助
他們解決問題。如果教師於課堂時間集中處理學生困惑，引導他們思考，可望提升學習效能。
「反轉課室」與傳統教學各有優勢，不但可以並存，更可互補不足，若能掌握合宜，實有助
促進學與教的發展，提升學習成效。鑑於電子教學是一種新的且正在不斷發展的互動教學方式，
教師須持續培訓，加強觀摩觀課交流，才能與時並進。至於學生方面，生活在知識爆炸的年代，
科技產品普及，已能熟悉各類電子產品的應用，學校可善用此優勢轉用電子教學，當可促進學生
的學習。由於電子教學互動性強，學生參與率高，可進一步強化學習的動機。
有見及此，本校已製訂未來三年的電子學習計劃，以期透過電子學習，促進傳統教學模式的
範式轉移，使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知識傳承與互動交流得到進一步的實踐。計劃將於
2014-2015 學年中一級開展，由人文學科及數理科作先導，再逐年推展至語文科。
為配合電子教學的推行，本校千禧年初已於全校裝置無綫網絡，2011-2012 學年添置 30 部 I5
型號電腦及於 2013-2014 學年初添置 50 部 I5 型號的電腦，兩年間完成更新所有教學人員的電腦
設備。為配合未來推行的學生 1 人 1 平板電腦的教學模式，2012-2013 學年底添置 35 部平板電腦，
供人文學科（包括通識科、地理科等）進行電子教學試驗計劃。本年度地理科申請參與「電子教
科書市場開拓計劃」，喜獲教育局取錄，率先於初中地理科實施電子教學。最近更成功獲教育局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資助，協助學校落實使用電子教學。本校將運用計劃所提供的資源，
強化無綫網絡設備及添置平板電腦，並加強教師專業培訓課程，為本學年起分階段配合各級各科
實踐電子教學，奠下穩固的基礎。
政府多年前已積極推動資訊科技學習，學校普遍都具備電子教學的配套，電子學習已逐漸成
為學生日常生活一部分。除了硬件的支援外，有效推行電子學習，最重要的，還是學與教範式的
轉移。面對資訊科技迅速發展的洪流，電子教學有助提高師生互動，課堂更能以學生為中心，學
與教的果效更佳，其勢不可擋。我們相信「教育是樹人的歷程，我們願意以愛心化成動力，致力
推動學生學習，讓生命茁壯成長」。教育以學生為本，學校必定配合時代的步伐，優化學校設備、
提升教師應用電子教學的能力，以結合電子學習的優勢，善用流動學習的方便性和互動性，加強
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讓每個學生在學習上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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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北區人文生態遊

王穎姿同學

講解祠堂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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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本校於「北區（2013）花鳥蟲魚展覽」會場舉行「賞玩北區旅遊推廣大使
訓練 暨 公眾導賞計劃」----- 社區攝影展覽開幕禮 暨 「眼中的北區」攝影比賽頒獎禮。
典禮開始先由何應翰校長致歡迎辭，何校長表示透過環保教育，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實踐
綠色生活，是本校重要的教育之一；而是次「賞玩北區旅遊推廣大使訓練 暨 公眾導賞計劃」承蒙
北區區議會撥款支持，讓全校師生獲益良多。計劃內容包括生態旅遊推廣大使訓練、公眾導賞、攝
影比賽、出版社區攝影展覽及文化生態導賞照片集等，目的是加深區內中學生的環保意識及對無障
礙旅遊的認識；同時讓公眾人士了解北區的人文及生態特色，推動綠色教育及無障礙旅遊。
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博士、資深攝影師楊珮琳女士、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校
長郭志泰先生、北區區議員姚銘先生、家長教師會主席李秀賢女士、VTV 殘疾人士電視台助理導演
章世恒先生、2012 年人道年獎及 VTV 殘疾人士電視台主持羅偉祥先生和 VTV 殘疾人士電視台監製
鄺浩然先生。葛珮帆議員在致辭中，指出每個人應有責任和身體力行支持環保，綠色教育的工作需
要積極推廣到社會上各個階層。鄺浩然先生、章世恒先生和羅偉祥先生則分享無障礙旅遊的資訊，
令坊眾對無障礙旅遊有更多的認識；期望未來無障礙旅遊的概念能深化推廣，讓有不同需要的人士
皆能享受旅遊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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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上亦進行生態旅遊推廣大使委任禮，二十五位來自北區和鄰區就讀的中學生獲委任為旅遊
大使，他們將接受旅遊專家的培訓，以期掌握帶領生態旅遊的技巧，並了解北區的歷史文化及保育
工作，從而協助坊眾建立地區自豪感。完成訓練及通過評核的大使將獲推薦為北區旅遊推廣大使，
並於 2014 年 1 月 25 日、26 日及 2 月 8 日擔任北區人文及生態遊的導賞員。
「眼中的北區」攝影比賽由資深攝影師楊珮琳女士、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校長郭志泰先生及北
區區議員姚銘先生擔任評判，比賽反應熱烈，當中不少作品能充分反映北區的特色；坊眾透過攝影
作品，可欣賞北區的自然生態及風土人情。
透過本計劃的推行，期望坊眾能進一步認識北區的人文及生態特色，繼而欣賞及享受北區之美。

鄒倩怡同學

向小學生講

史

導賞
頭帶領

龍躍

同學在

嚴冠男

解麻笏圍歷

松嶺鄧公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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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向來致力推動關愛文化，傳遞關愛信息，積極
鼓勵學生從生活中實踐愛德，連續多年榮獲關愛校園
獎，2008-09 年度更榮獲全港前三名的【卓越關愛校園】
中學組大獎；近年透過主辦「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
三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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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一月三十日繼續舉辦「傳心
傳意傳關愛」行動啓動禮及「童聲妙韻頌師恩」音樂
比賽，希望繼續凝聚區內人士的力量，延續「關愛別
人、服務助人」的精神；並以舉辦音樂比賽，提升北
區小學生的音樂興趣和加強校際音樂交流，透過表演、
服務，傳揚關愛，回饋社區。典禮當天邀得關愛基金
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博士、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
紹鴻先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先生、環保科技聯盟主
席陳榮禮先生及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朱國強校長，為
行動作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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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陪同羅致光博士進行啟動禮

在典禮當天，先由本校何應翰校長致歡迎辭，接著是主
禮嘉賓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博士致辭，他高度讚
賞本校舉辦的「傳心傳意傳關愛」活動。典禮上羅博士與場
內人士分享關愛基金的成立原因，盼政策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他更笑說「愛」就如「傳染病」，若能做到「人傳人」散播
關愛，不斷延續，這樣便會促使社會更為和諧。最後羅博士
勉勵本校師生繼續努力，將這種關愛他人的精神傳揚至社區。
「童聲妙韻頌師恩」音樂比賽水準很高，琴音歌聲令在
座觀眾都繞樑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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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禮物
後，公公婆婆們都笑逐顏開。
同學細心地照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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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項目

項目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曲目

詳情

冠軍

石湖墟公立學校

駱培

新疆之春

小提琴獨奏

亞軍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曾家威

Morning Town Ride

獨唱

季軍

石湖墟公立學校

陳迪恒

海頓奏鳴曲第六十首第三樂章

鋼琴獨奏

優異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林思行
柯雨霏
蘇真樂

彈詞三六
擁抱愛
Ungarischer Tanz NO.5

揚琴獨奏
獨唱
小提琴

多人項目

項目

學校名稱

曲目

詳情

冠軍

鳳溪第一小學

Better Man

合唱

亞軍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Day is Done

合唱

季軍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明日恩典

合唱

優異獎

石湖墟公立學校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鳳溪第一小學

真的愛你
世界之最
Stand by me

木笛合奏
合唱
合奏合唱

團體項目

與長者交流

項目

學校名稱

曲目

詳情

冠軍

育賢學校

青春舞曲

合唱

亞軍

鳳溪第一小學

I' d woul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合唱

季軍

石湖墟公立學校

Rhythm of the Rain

合唱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鳳溪第一小學

JAMBALAY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天恩歌

合唱
合唱
合唱

長者全神貫注欣賞台上演出

台下觀眾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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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導航

北 中學 校 覽
區 聯 展
2013 年 11 月 23 日 ( 星期六 ) ，上水龍琛路體育館舉
行了「升中導航 --- 北區中學聯校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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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連續九年參展，希望藉此機會，讓北區小學家
長、學生及社區人士更了解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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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有禮地向區內家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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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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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生回應家長提問

同學協助參觀者完成義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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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前的大合照

第二十一屆

陸運會

為了培養學生對運動之興趣、提供機會讓同學發揮潛能及凝聚學生
對學校的歸屬感，本校在十一月十一日及十二日假北區運動場舉辦了第
二十一屆陸運會。本屆陸運會舉行了一百項賽事，參加人數愈一千人次。
當何應翰校長鳴槍一響，所有賽事正式開始，一如以往，「四社」
的健兒都為自己所屬的社努力競賽，爭取佳績，冀能獲取最多的分數。
這兩天的比賽除了設有四社的大獎外，也有學生及教職員的個人項目，
學生和教職員均可在田徑場上展現運動潛能。
此外，大會設立了不同種類的接力比賽，藉此讓師生發揮合作、團
結精神，例如社際學生接力賽、社際師生接力賽、班際接力賽及教職員
接力賽事等，從中可以看到同學及教職員們合作無間的精神。
經過兩天的激烈競賽，綠社奪得女子全場冠軍，而男子全場冠軍及
四社全場總冠軍則由藍社奪得。至於萬眾期待的啦啦隊比賽，則由紅社
及黃社雙雙奪冠。
為了增加賽事的氣氛，大會特別邀請了不同屆別的校友參加「校友
接力賽」。看到畢業多年的校友聚首一堂，跟恩師寒暄一番，場面好不
熱鬧，更令人感動不已。
賽事的尾聲，多間友校派出健兒參加「友校接力賽」，賽事高潮迭
起。看台上的同學都不約而同地為運動場上的健兒吶喊助威。
本校很榮幸邀請了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 體育組 ) 簡偉富先生、
香港柔道代表隊及本校校友崔耀良先生擔任頒獎典禮主禮嘉賓，亦非常
高興得到東莞學校周啟良校長、任兆祺校長、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李秀
賢女士、北區區議會議員及本校校友會主席姚銘先生和本校校友會副主
席鄭小東先生蒞臨擔任頒獎嘉賓，使這次比賽的頒獎禮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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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簡偉富先生致詞

主禮嘉賓崔耀良先生與獲獎同學合照

姚銘先生與獲獎老師合照
藍社勇奪四社全場總冠軍與主禮拍照留念

親子師生競技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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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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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由數學科及科學科聯合舉辦的「數理周 2013-14」已於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順利舉行，期望同學能透過參與各種數理遊戲及比賽，加強同學的數
理邏輯思維，發揮科學頭腦，增加其學習數理科的興趣。
本年度的活動相當豐富，當中包括與圖書館合辦的「數理寶藏書中尋」有
獎問答比賽及「數理好書推介」，學校除了關注同學勤謹學習外，亦鼓勵同學
多閱讀課外書籍，增進知識，擴闊視野。
另外，一連兩天於綜合活動室舉行的「數理攤位遊戲」亦深受同學歡迎，
除了有趣味的科學實驗外，亦有「智力解難遊戲」，吸引不少同學爭相嘗試。
各人除了爭取豐富的獎品外，更期望能成為最快破解遊戲的智者！
當然亦有同學熱愛的「Rummikub」數字棋比賽，Rummikub 是一個能激發
人思考的遊戲，它有助於訓練同學的排列組合、創新規劃以及判斷分析能力。其
次，亦有講求思考、合作及速度的「數理遊蹤」比賽，讓同學能走出課室外學習。
至於最受同學們歡迎的，當然是最刺激緊張的「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不單台上參賽的同學鬥得難分難解，台下的同學亦熱烈討論及舉手回答各數理
問題，可見同學對於學習相當熱衷。
除此之外，本年度首次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防止疾病傳播教育午
間廣播」，同學表現積極投入，廣播員用心搜集資料及撰稿，師生相互勉勵投
入宣揚清潔校園，愛護環境。而在「科學園參觀」活動中，同學積極參與場中
各個攤位遊戲及展覽活動。他們均謂受益匪淺，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校園通訊 13 -14 年度第二期

學生會活動

聖誕 聯歡會

學生會會長林詠揚

本年度聖誕聯歡會 SING CON & DANCE 初賽於 11 月 18 日至 22 日進行，
由學生會顧問林穎欣老師及梁雅燕老師擔任評判。是次活動共有 31 個單位參
加，各參賽者於台上施展渾身解數，部分同學更載歌載舞，表現賣力，經過
一輪激烈的比賽後，最終共有 10 名參賽者進入決賽，於 12 月 22 日一展身手。
聖誕聯歡會 SING CON & DANCE 決賽評判由何應翰校長、周志鳳老師、
林穎欣老師及網絡歌手樂樂出任，樂樂更擔任表演嘉賓。經過一輪龍爭虎鬥
後，最終由 5B 班林富峰同學勇奪冠軍，而去年 SING CON & DANCE 比賽冠軍
6C 班何國星同學則擔任表演嘉賓，而活動中最難忘的時刻要算是林穎欣老師
及黃志輝老師的合唱表演，兩位老師更響應「老師校服日」活動，穿著校服
於台上獻唱，表演精彩非常。
當日除歌唱比賽外，還加入了舞蹈表演、互動競猜遊戲及抽獎環節，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一改以往的抽獎形式，嘗試以本會副會長楊林同學所設計
的電腦應用程式進行，使整個抽獎環節更為流暢，同學們都樂在其中。
本會有幸得到多位老師贊助抽獎禮物，在此感謝各位老師們的愛戴及支
持，同時亦感謝多位應邀擔任抽獎嘉賓的校長及老師，因為你們的參與，使
整個活動生色不少。是次活動成功舉行，全賴各位老師的幫忙及提點，同時
亦要多謝各位同學的支持，在此再次向各位衷心致謝﹗

表演嘉賓黃志輝及林穎欣老師

何校長頒發獎項予 SING CON & DANCE 冠軍 5B 班林富鋒同學

參賽者傾力演出
表演嘉賓 6C 何國星同學

大抽獎幸運兒

何校長與表演嘉賓樂樂合照

上水廣場聖誕 表演
聖誕臨近，本校聲樂團再獲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邀請於
2013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水廣場表演，以樂韻傳心傳意顯主愛。同
學透過表演，娛樂坊眾，發揮關愛精神，建立和諧社區關係。表演
既增強同學的自信心，鍛煉歌唱技巧，又能展現音樂潛能。當日場
面熱鬧，眾多居民到場欣賞，一致給予同學高度評價，表示讚賞。
輕鬆幽默的歌曲為現場帶來笑聲

途人駐足欣賞

同學忘我演出

為佳節送上聖誕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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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暨頒獎禮

上學期家長日暨頒獎禮已於 1 月 19 日舉
行，頒獎禮旨在鼓勵上學期品學兼優，表現卓
越的同學，勉勵同學努力向上。今年的頒獎禮
有 200 名同學獲獎，共頒發 287 個獎項。眾
多家長出席陪同學生在台上領獎，盡顯家長對
同學的支持及肯定，大大激勵同學奮發之心。

與得獎同學合照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座談會於十月
二十五日舉行。當晚先由主席致歡迎詞及簡介本會於過往一年
的會務及活動情況，然後由何應翰校長作校務簡報。最後，經
過各家長和老師投票後，新一屆執委會隨即誕生。各執委將致
力推動本會會務，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執委互選的結果如下：
主 席：

李秀賢女士

副主席：

洪秋儀女士、何應翰校長

司 庫：

蔡綺雯女士、區偉熊老師

文 書：

梁雅燕老師

康 樂：

李漢珏女士、林家寶老師

聯 絡：

陳紅女士、羅賽華女士

總 務：

邱偉兒女士、陳娜女士、梁秀賢老師

執 委：

鄧賢根副校長、潘啟勝副校長

家長與班主任聚首一堂

家教會執委合照

會上亦安排了女聲、男聲小組合唱，讓同學盡展歌藝。最後，
在家長教師座談會中，家長與班主任聚首一堂，彼此了解學生
的近況，共同為孩子建立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是次活動得以
順利推展，實有賴各家長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簡介家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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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賣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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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於 2014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進行全港賣旗籌款活動，目的乃為匱乏長者提供醫療及社會服務、為
照顧長者的人士提供支援、為有特殊需要之學童及其家長提供支援服務。本校師生、家教會、校友會等本着「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的精神出錢出力，早於賣旗日前認購 105 支金旗（每支 100 元）。當天 500 多名教職員、學生、家長及校
友在上水及大埔區參與賣旗籌款活動，也有家長陪同初中學生作親子賣旗。同學不畏艱辛，滿臉笑容地向途人「推銷」，
為社會獻出微力，實在是難能可費的經驗。透過此活動，同學們不但可以發揮關愛精神，也體驗了服務社群的樂趣。

現投入

賣旗時表

同學們整

裝待發

明愛沙田區賣物會
同學服務熱心賣力
香港明愛沙田區賣物會於十一月十七日假沙田源禾路遊樂場舉行，當日風和日麗，天公造美，共吸引了
萬多名善長入場，場面熱鬧。為了表示對明愛賣物會的大力支持，本校除了設置遊戲及售賣物品的攤位外，
亦派出三十多位師生擔任大會司儀、攝影及攤位義賣的工作。
開幕禮於上午十時正舉行，由本校五甲班黃維廉同學及五乙班劉惠玲同學擔任司儀，負責攝影的同學亦
鉅細無遺地將典禮中的珍貴片段拍攝下來。本年度的主禮嘉賓為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鄭兆勛先生，沙田區
議會主席何厚祥 BBS, MH，香港警務處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警司及聖母無玷之心堂主任司鐸歐陽輝神父。
他們在香港明愛副總裁閻德龍神父、明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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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間，歐陽輝神父感謝各界五十多年來支持明愛，讓明愛本著「以愛服務，締造希望」的使命服務
市民大眾。接著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鄭兆勛先生在典禮中讚揚明愛機構盡心盡力照顧弱勢社群，並呼籲
社會各界人士繼續支持香港明愛，慷慨解囊，讓明愛繼續發揚「施受同惠」的精神，為有需要的人帶來希望。
本校今年設置了一個由英文科設計，名為「食物大搜查」的遊戲及義賣攤位，同學服務熱心賣力，吸
引了很多善長光顧，共為明愛籌得了萬多元善款。所有參加賣物會的同學均表示這次義工服務既可為有需
要的人士籌得善款，也明白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印證了明愛「施受同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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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與學習並重

中文週

本校於一月廿一日至廿四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中文週，同學透過有趣的語文活動學習中文。
今年中文週的主題是「新詩」，故在一月中校園各處便張貼了當代著名詩人的作品，讓同學對新詩有更多認識，同
時亦鼓勵同學背誦。除了一連幾天在圖書館舉行中文圖書展外，午膳期間在綜合活動室設有「粵普對譯」、「粵語正
音急口令」、「修辭手法」、寫揮春、成語接龍比賽、猜燈謎等多個攤位遊戲，同學可一邊參與各個遊戲，一邊學習
中文。此外，有家長即場煎年糕供同學品嘗，讓同學認識中國傳統的食物。場內又有穿著古裝的同學派發糖果，會場
開放期間可謂人山人海。為了推廣閱讀，中文週期間的早會還舉行「好書推介」比賽。一月廿四日週會，學校邀請了「水
煮魚文化」以影像、音樂、劇場等形式演繹香港本土詩作，使同學從詩歌及不同的藝術形式，認識和學習中國文學。
參與過中文週各項活動後，同學們要完成語文活動報告和閱讀報告，鞏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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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 家長座談會 暨中四選科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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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令中三級同學和家長更了解新高中學制的發展，以及新高中選修科目的要求，升學及輔導組
於二月二十一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新高中家長座談會。座談會開始前，中三級同學於放學後根據自己的
喜好，參與各選修科的示範教學和介紹，以了解不同科目內容和考試要求。而座談會期間，同學在家
長陪同下，專心聆聽校長和各位老師的介紹，為尋找自己未來的方向而努力。
座談會由何應翰校長的致辭揭開序幕，何校長勉勵同學要積極裝備自己，提升英語水平，以面對
新高中的挑戰。接著，潘啟勝副校長和陳立禮老師向同學介紹在新高中學制下，不同院校的升學要求。
最後，陳志強老師向同學分享學習英語的心得和方法，期望同學努力提升英語水平。
這次晚會由中三級同學擔任司儀，令在場同學更為投入。在答問環節中，家長與同學踴躍發問，
反應熱烈，問題範圍涵蓋升學途徑、科目要求、提升成績方法等等，足見同學對學業的重視。晚會完
結後，更有不少家長留步與校長、升輔組老師以及班主任進行交流，表現出家長對同學的關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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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中文科

獲獎消息

日期

活動

班別 / 人數

獎項

01/12/2013

北區倡廉活動「貪污禍害知多少」
初中寫作比賽
（廉政公署、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北區區議會主辦）

初中

冠軍（2A 方夢雪）、亞軍（3B 黃婉君）、
優異獎（3A 蘇鳳儀）及「最高參與率獎」

20/12/2013

北區閱讀節

5A 楊思敏

獲得「北區閱讀之星」獎

22/11/2013

《文匯報》「嘉華盃」全港徵文比賽

3A 蘇鳳儀

「嘉華盃」全港徵文比賽中學組優異獎，
獲港幣一千元獎學金及獎狀。

11/2013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1/01/2014

「消防安全硬筆書法比賽」
（北區防火委員會、北區民政事務處主辦）

中一至中六

5A 孔偉賢、陳楚伊、方雯，4A 陳鈺文獲優異獎，
本校獲「最高參與率」獎。

2013-2014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 唐肇崙

傑出運動員

第十屆香港青少年相撲錦標賽

3C 李育誠

男子少年組重量級冠軍

2A 周嘉禧

男子丙組 200 米及 400 米亞軍

2C 陸冠雄

男子丙組鉛球季軍

體育科
2013-2014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

高中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組季軍 5A 陳楚伊，
高中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組亞軍 4B 賴育昌。

17 人在 12 個項目獲得達標證書
棋藝組 14/12/2013

北區公益少年團舉辦之中國象棋大賽

香港青少年相撲錦標賽男子少年組重量級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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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賴育昌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大賽高中組季軍

「貪污禍害知多少」寫作比賽冠軍 2A 方夢雪

2A 周嘉禧（左 1）

高中組季軍

「貪污禍害知多少」寫作比賽得獎學生

2C 陸冠雄（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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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上水廣場「三色分類回收箱 ( 廢紙、鋁罐、膠樽 ) 設計比賽」
由上水廣場服務處主辦「三色分類回收箱 ( 廢紙、
鋁罐、膠樽 ) 設計比賽」，4B 楊子怡榮獲是次比賽冠
軍 ( 指導老師﹕郭嘉蔓 )。獲獎同學的設計將印刷在商
場回收箱上，以表揚其努力之成果，主辦單位更會於面
書專頁上展示本校的參賽作品，以推廣社區環保訊息。

4B 楊子怡 廢紙回收箱

4B 楊子怡 鋁罐回收箱

4B 楊子怡 膠樽回收箱

「北區學聲」廿三集封面設計
是次徵集封面主題為「生命因 _____ 而精采」，本校 4B 楊子怡及 4C 方晴同學榮獲優異獎 ( 指導老師：郭嘉蔓 )。
作品已刊印於「北區學聲」內。

4C 方晴「生命因愛而精采」

4B 楊子怡「生命因奮鬥而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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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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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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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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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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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ww.cfs.edu.hk
電郵：cfs@cfs.edu.hk
電話：2669 9966
傳真：2677 6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