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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應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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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子女愛，讓他相信人間有情。
給子女夢，讓他心存永恆的盼望。
給子女信念，讓他堅持一生的方向。

「夢想飛
航」伴您

同行計劃
：

九龍倉義
工向學生

分享成長
經歷

「職場體驗」活動：學生到九龍倉旗下企業考察，
了解職場運作

　　想起去年大學聯招放榜後，部分畢業生興高彩烈的回校告訴老

師，已成功獲心儀的大學學系取錄！心中為同學們達成目標感恩之

餘，也深深感受到每個年輕人的成功路均不易走，需要個人努力之

餘，父母的同行支持亦不可少。

　　子女是父母一生的牽掛﹗在今天「港孩」充斥的年代，「直升

機家長」、「怪獸家長」應運而生，為的是讓子女一生無憂，前途

無限，或許這些都是源於「望子成龍」的心態。不知道家長對子女

有何期望呢？學業有成？將來考進大學？找到理想的職業？又或是

品格正直，良善忠心？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研究，本港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多偏重在

學業成績。隨著香港走向知識型的經濟，社會競爭激烈，從以往普

遍父母期望子女不要誤入歧途，逐漸變成父母偏重期望子女學業有

成。的確，有較高的學歷和較強的競爭力，看似能有更美好的將來。

但不幸地現時的教育制度卻製造許多挫敗者：有些學生越升上高年

級，越對學習失去興趣，覺得所學的沒有實用價值；另一些則缺乏

自信，總覺得自己並非讀書的材料；有些甚至缺乏理想，對將來缺

乏清晰的目標，認為讀書只為工作，賺錢致富，享受生活，不明白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也深深體會為人父母的憂慮。然而，成

就子女的一生，我認為家長教育最為重要，父母要與子女同行，學

校教育的配合也毋庸置疑。家校同心，當可讓學生步向美好的明天。

 　　如何培育子女呢？首先最重要的是生命素質的培養。聖經教導

父母：「你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棄。」父母

要教導兒女成為敬虔正直的人，教導他們保守他們的心，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下一代需要有是非之心，棄惡好善。此外他們

也需要有健康的心理，懂得內省及主宰自己的能力，能夠獨立思考，

發揮內在潛能和創造力，而且面對逆境時有堅強的抗逆力。

　　子女的生命並非是要達成父母的理想或期望，父母可能有一些

個人未完的夢想，想透過子女來達成；但我們不曾擁有下一代，他

們的生命並不是要達成我們的理想，父母應讓下一代有發展自己理

想的空間。

　　　我們要了解子女的性格和潛能，幫助他們發揮個人的特質，

並以愛、接納、欣賞、鼓勵建立他們的生命，讓他們建立一份自信

及對自我的肯定。作為未來社會的棟樑，社會對他們有很大的期望，

我們的子女也要面對很大的壓力，以及嚴峻的競爭環境。我們應成

為子女的同行者、支持者，陪伴他們成長，讓他們尋索自己人生的

意義和價值。深盼家長與學校同行，成就下一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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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了「長者學苑」成立

典禮暨「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及第五屆「北區小學音樂

比賽」頒獎禮，藉此團結北區學校及區內人士推廣關愛文化。

　　活動吸引區內小學師生、家長和安老院的長者等六百多人參

與。典禮邀得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講師、安老事務委員

會主席陳章明教授和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校長擔任主禮嘉

賓。其他參與盛會的嘉賓有長者學苑管理委員會委員鄭家瑞先

生、環保科技聯盟主席李昌隆先生、北區區議員兼明愛粉嶺陳震

夏中學校友會主席姚銘先生及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李秀賢女士。

　　何應翰校長在致歡迎辭中指出，為配合政府安老事務委員會

的目標，協助長者學習新事物和新技能，培養學生敬老及服務精

神，本校與小童群益會及蓬瀛仙館等社會服務機構合作，學校在

本學年成立「長者學苑」，讓區內長者能夠透過學校設施及學習

環境，參與學習及進行多元化和有益身心的活動，從而建立健康

愉快的人生。同學亦可透過參與學苑活動，增進與長者的溝通，

培養責任心及服務社會的意識，促進長幼共融的風氣。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關愛文化，引領學生從生活中實踐關愛，

連續多年獲得關愛校園獎。本年度繼續舉辦「傳心傳意傳關愛」

行動啟動禮及「北區小學音樂比賽」。參加音樂比賽的小學共有

8間，報名參賽的人數有 240多人，當中的項目包括樂器演奏、

個人獨唱、團體合唱、小組合奏及小組合唱。活動共邀請了三百

多位長者到場欣賞，並由本校學生送贈自製的小禮物，把歡樂和

關懷帶給長者。

何應翰校長 (右七 ) 與各嘉賓主持「長者學苑」成立典禮

何應翰校長 (左五 ) 與各嘉賓合照

「長者學苑」成立典禮 暨

「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

及

第五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頒獎禮

　　同學
透過實地

考察，了
解發展前

後的北

區，例如
到訪北區

的村落、
祠堂、書

院、洪聖
廟、傳統

醬油廠、

濕地等，
訪問當地

農民和居
民，認識

村民的家
族樹和歷

史變化。
村民向同

學表示古
蹟是家族

共有的珍
寶，故會

齊心保育
。北區旅

遊計劃也
包括展覽

及旅遊

指南的出
版，一方

面令景點
介紹不僅

局限於書
本及網上

資料，更
希望發掘

不同的故
事，突顯

北區富人
情味的一

面，推廣
綠色旅遊

的訊息。

活動除了
提升同學

的自信心
，更令他

們重視自
然保育，

為可持續
發展多盡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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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綠色旅遊推廣綠色旅遊「
賞玩北區」

「
賞玩北區」

學生向團友介紹景點特色

導賞員結束一天工作後，輕鬆合照

認識墟鎮文化，永續農業導賞團合照

　　

本校本學年推
行「賞玩北區

」旅遊計

劃，讓同學們
接受導賞員訓

練，藉此認識
北區歷史

和文化。學生
受訓後要帶領

不同階層的人
士賞玩北區，

並以北區居
民身份訪問

街坊，輯錄
居民生活故

事，製作旅
遊指南，讓

外界認識更

真實的北區。

　　本校已第二年設計旅遊推廣計劃，負責的區偉
熊老師指出計劃是北區區議會贊助下的項目，透過地區故事徵集、展

覽、導賞員培訓和公眾導賞活動，推廣北區的綠色旅遊，培養同學對北區的歸屬感。

多位來自中二至中五的同學受訓成為導賞員，他們參與培訓機構「文化豆芽」的課程，認

識可持續發展旅遊概念與一般消費式旅遊的分別。同學實地到河上鄉、古洞、龍

躍頭文物徑、聯和墟及廖萬石堂等地實習，作旅遊記錄和採訪，了解北
區歷史和文化。他們還要擔任導賞員，帶領區內和區外人士賞玩北區。

　　同學
透過實地

考察，了
解發展前

後的北

區，例如
到訪北區

的村落、
祠堂、書

院、洪聖
廟、傳統

醬油廠、

濕地等，
訪問當地

農民和居
民，認識

村民的家
族樹和歷

史變化。
村民向同

學表示古
蹟是家族

共有的珍
寶，故會

齊心保育
。北區旅

遊計劃也
包括展覽

及旅遊

指南的出
版，一方

面令景點
介紹不僅

局限於書
本及網上

資料，更
希望發掘

不同的故
事，突顯

北區富人
情味的一

面，推廣
綠色旅遊

的訊息。

活動除了
提升同學

的自信心
，更令他

們重視自
然保育，

為可持續
發展多盡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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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陸運會
　　為了培養學生對田徑運動的興趣及對學校的

歸屬感，本校在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假北區

運動場舉辦了第二十二屆陸運會，期間舉行了

103項賽事，參加人數逾 1000人次。

　　何校長鳴槍一響，本屆賽事正式開始，「四社」

同學為自己所屬的社努力競賽，爭取最高名次，各

社啦啦隊則為健兒落力打氣。除了四社大獎外，運

動會也設有學生及教職員個人項目獎項，讓大家在

田徑場上盡展潛能。

　　此外，大會設立社際學生接力賽、社際師生接

力賽、班際接力賽及校友教職員接力賽事等不同種

類的接力比賽，讓師生發揮團結精神。為了增加賽

事的氣氛，大會邀請多間友好學校派出健兒參加

「友校接力賽」，把賽事氣氛推到最高點。當同學

們看到「友校接力賽」的精彩場面時，都不約而同

為運動場上的健兒吶喊助威。

　　經過兩天的激烈競賽，紅社取得男子全場冠

軍，女子全場冠軍及四社全場總冠軍由藍社奪得，

啦啦隊賽事則由黃社勝出。本校很高興邀請了前香

港田徑代表隊員譚浩恩先生、任兆祺校長、本校家

長教師會主席李秀賢女士及本校校友會副主席鄭小

東先生到場支持並擔任頒獎嘉賓，使頒獎禮倍添光

采，生色不少。

全場總冠軍 -藍社

主禮嘉賓
-前香港田

徑

代表隊員譚
浩恩先生

親子師生競
技遊戲

比賽前合照
留念

校長、副
校長及體

育科老師

與主禮嘉
賓及各位

頒獎嘉賓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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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導航 

　　2014年 11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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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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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眾的關懷和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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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中學

聯校展覽

與家長分享心得

同學向參觀者介紹學校

展區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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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顯謝意 　　為向老師們表達敬意及謝意，學生會 CLOVER聯同中六級畢業

班同學，於九月十日敬師節當日早會獻上「敬師顯謝意」活動。

　　為配合是次活動，學生會早前已安排中六級各班同學在布袋上

親手繪畫圖案送贈老師。同學反應熱烈，紛紛用心繪畫，部分同學

更因應老師們的喜好或所任教的科目，為其度身繪製布袋上的圖案。

　　敬師節早會當日，學生會代表全校同學，向各老師們致謝，中

六級畢業班同學代表向每一位老師獻上他們親手繪畫的布袋，借布

袋感謝老師的付出，讓他們經歷了豐盛的校園生活。

　　最後，學生會及中六級代表再次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並祝老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CLOVRE會長林
泳揚向校長致
送敬師日布袋

中六級代表向老師
送上敬師日禮物

中六級代表拍照留念6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只有一個候選內閣，內閣

名稱為 JOKER，成員主要由中三至中五級學生

組成。於選舉宣傳期間，內閣成員均顯示出他

們同心合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早會時段向全

校同學介紹政綱，又利用於午膳及班主任節到

訪各班收集意見，並於早上在校門向每一位回

校的同學進行宣傳，以增加同學對他們的認識。

　　9月 27日選舉當日，候選內閣成員於週會

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政綱，並進行提問環節。同

學反應熱烈，台下同學及去年學生會成員紛紛就

候選內閣的政綱提出質詢，候選內閣成員亦作出

恰當的回應，突顯他們的分析及解難能力。最

後，候選內閣在大家的掌聲及支持下順利當選。

學生會選舉活動

學生會 JOKER的成員名單：

副主席
(文學 )

5A 陳思琪 (03)

主席
5A 鍾

亮基 (09)

主席助理
5A 李霖穎 (21)

副主席
(康樂 )

5A 陳名揚 (02)

文書
5A 蘇麗娜 (27)  5B 梁楚玉 (16)

財政
5A 劉嘉欣 (15)

5C 劉桂怡 (16)

福利
5B 黃淑蘭 (28)

康樂
5A 吳

紹豪 (25)
  

3D 羅
志遠 (08)

  

5A 麥
尚霖 (23)

IT
5A 陳達成 (04)5A 何浩然 (10)5A 李建業 (19)5B 趙偉章 (05)

攝影
5C 周漢森 (10)

宣傳
5B 黃游美 (29) 

5A 鄭咏媚 (06)

聯絡
4A 葉青榕 (33) 

5A 鐘家媛 (08)

總務
5A 麥諧儀 (22) 
4A 吳兆湘 (21)
4A 鍾啟誠 (12)

設計
5A 吳

清麗 (31)

5B 范
文意 (08)

1314年度學生會CLOVER
成員正在介紹選舉流程

JOKER內閣成員介紹政綱的情況 兩任學生會會長互相交換會徽

台下同學對候選內閣
的政綱正進行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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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週

本年度的各項活動及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各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中二級數理遊蹤比賽

「Rummikub」數字棋比賽

寶藏書中尋問答比賽

班別 組員

冠軍 2B 湯銘稻

亞軍 2B 劉俊傑、陳永富、蘇海彬、陳俊傑

季軍 2B 王震邦、石焌暉、陳國斌、黃志豪

初中組 高中組

第一名 1C 呂煒棋 5A 李　傑

第二名 2A 黃柏衡 5C 劉桂怡

第三名 3E 劉秉傑 5B 周祐煒

第四名 3C 莊卓宏

班別 得獎名單

1A 陳韵如 鄺凱琪 牟麗凡

1B 付馨儀 林旭倫 徐子健

1C 趙卓琳 周燕瞳 薛詠怡

1D 鄭凱賢 沈智聰 梁珈銘

1E 關國輝 尤子良 梁善鴻

2B 朱天滿 葉凱恩 林凱恩

3B 陳希汶 鍾曉鋅 黃麗欣

3D 范文雅 劉靜思 羅洺棟

3E 鄭家怡 黎健恆 劉秉傑

魔力橋比賽吸引了喜愛動腦筋的同學同場較量！

　　本年度由數學科及科學科聯合舉辦的「數理週 2014-15」已於 11月 10

日至 11月 14日順利舉行，同學透過參與不同的數理遊戲及比賽，加強邏

輯思維，增加對數理科的興趣。

　　數理週活動內容相當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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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學閱讀不同的課外書，擴

闊視野，將課堂所學融會貫通。

　　午膳時間於綜合活動室舉行的「數理攤位遊戲」亦深受同學歡迎，趣

味科學實驗和「智力解難遊戲」都吸引同學爭相嘗試，同學們除了期望得

到豐富獎品外，更希望能破解遊戲中的數理難題！ 

　　「Rummikub」比賽也是數理週的重頭戲之一，Rummikub能激發思考，

有助訓練同學重組數字排列、創新規劃以及決斷分析能力。其次，亦有講

求思考、合作及速度的「數理遊蹤」比賽，讓同學走出課室，在活動中學習。

至於最受歡迎的「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不單台上參賽者鬥得難分難

解，台下同學亦熱烈舉手回答問題，表現投入。

　　除此之外，有連串延伸活動，帶領同學走出課堂，例如：西貢海下灣

海岸公園生態研習及科學園創新科技嘉年華活動，使同學認識社會，學懂

欣賞愛護大自然並提升創意，體驗多元化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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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同學們錯過了本年度各項精彩的活動，明年緊記盡情投入其中啊！

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冠軍 黃社 紅社 藍社 紅社

　 1B 何麗盈 2D 彭鍾祺 3A 梁浩文 4B 陳鑫艷

　 1A 梁晓媛 2B 湯銘稻 3A 吳詩詩 4A 吳嘉琪

　 1A 莫家豪 2B 鄭茗峰 3B 朱雅詩 4A 趙振江

亞軍 綠社 綠社 紅社 黃社

　 1E 曾宇航 2B 甄偉聰 3B 鄭旻芳 4A 楊伯雲

　 1A 梁樂緣 2E 吳依曼 3A 林穎芝 4B 貝真銘

　 1B 危思豪 2D 余千豪 3B 譚翠兒 4B 林甜沁

季軍 藍社 黃社 黃社 綠社

　 1A 牟麗凡 2E 何富坤 3A 何滙璋 4A 陳勵一

　 1A 李婉怡 2C 林兆瑩 3A 李芷淇 4A 陳麗娜

　 1B 朱夢怡 2B 黃俊杰 3B 鍾正傑 4A 葉雅詩

第四名 紅社 藍社 綠社 藍社

　 1A 梁雅雯 2D 劉淮瑞 3A 方夢雪 4B 郭浩勇

　 1B 黎達恒 2B 陳國斌 3B 溫嘉豪 4A 鄧景躍

　 1B 何昇宇 2C 觀雨林 3A 朱祐良 4B 林業鑫

為了勝出比賽，同學們正專心解答問題。

數理週攤位遊戲

同學們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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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

令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達致全人

教育的目標。每年的全方位學習日，便是提供機會讓全校各班、

各科舉辦不同學習活動的好機會。

　　今年的全方位學習日於 19/12 及 22/12舉行，其中一天

以班級經營為主題，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另一天則「以科為

本」，由各科舉辦不同的活動， 讓學生在不同場景中獲得知識，

豐富學習經驗。

　　在班級經營方面，主要透過社區服務來培養學生的同理心，

學習互相合作。歷奇及領袖訓練則有助學生增強自信心，而

Wargame則對培育學生團隊精神的幫助尤大。

　　學科活動也十分豐富，有講座、英文電影欣賞、傳統文化

話劇、數理遊踪、參觀博物館、濕地公園教育中心、社區及文

物徑考察和出海追踪海豚等。此外，還有「薪火相傳」系列的

「三日兩夜丹霞山遊學團」，讓 80 位初中同學參觀世界文化

遺產，感受文化傳承的魅力。

全方位
學習日

與長者大合照

察屋體驗

丹霞山遊學團

農莊考察

傳統文化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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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科組活動及獲獎

視覺藝術科
科組活動及獲獎

視覺藝術科
科組活動及獲獎

視覺藝術科
科組活動及獲獎

2013-2014「第 6 屆校園藝術大使嘉許禮」

「第 16 屆
菲律賓 - 中國 - 日本
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2013-2014「第 6 屆校園藝術大使嘉許禮」

本校校園藝術大使：5B林富鋒 5B劉皚浵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

「第 16 屆
菲律賓 - 中國 - 日本
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少年組二等獎

5B楊子怡　6A方　雯　6B劉皚浵

少年組三等獎

5C楊君怡　5D陳志明　6C吳家熙

少年組優秀獎

5A吳清麗　6C邱采軒　6C程家亮

青年組三等獎

曾祥峰、余惠琪、曹聖真（2013-2014中六畢業）

青年組優秀獎

5B范文意 5B莊曉靜 6A孔偉賢

6A徐文株 6B周自嬌 6B林富鋒

馬嘉欣、黃樂天（2013-2014中六畢業）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郭嘉蔓老師、楊炎玲老師

少年組三等獎　5C楊君怡

青年組三
等獎　余

惠琪

少年組二等獎　6A方　雯

青年組優秀獎　6A徐文株

少年組二等獎　6B劉皚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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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第二十二屆陸運會場刊封面設計」

「2014 明愛賣物會沙田區場刊及
邀請函封面設計」

2014-2015「第二十二屆陸運會場刊封面設計」

「2014 明愛賣物會沙田區場刊及
邀請函封面設計」

設計者：5B楊子怡（圖像） 5C張詩敏（字體）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

3B　簡慧倩

3B　李雲霞 

3C　莫嘉敏

3C　黃思琪

3B　艾美 

3C　賴惠婷

12



導師指導學生噴漆技巧

「畢業生分享會 - 設計之路」

2014「聖誕咭繪畫」

塗鴉訓練班

「畢業生分享會 - 設計之路」

2014「聖誕咭繪畫」

塗鴉訓練班
2014HKDSE第一屆文憑試視藝科畢業生曹那美，是次
回校為學弟學妹分享學習設計的技巧與解難及展示其畢

業作品。曹同學以優異成績完成 CO1 平面及多媒體高
級文憑課程，修讀期間曾到名設計師 Benny Au設計公
司實習，獲益良多，她的分享也令學弟學妹得益不少。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由蒲窩青少年中心舉辦的「從地下到社區 -塗
鴉藝術在香港 2014-2015-學校訓練班」，共
4次課節（星期六），學生能夠透過活動學習
不同的正面價值和訊息及相關噴漆的技巧。

塗鴉訓練班大合照

5B楊子怡 5B陳曉虹 5B莊曉靜

學生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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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第 14 屆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學校集體一等獎

一等輔導獎　李少娟、郭嘉蔓及楊炎玲老師

一等獎

2B葉凱恩 3A房偉駿 3A吳旻澤 4A譚淑貞 4B徐安琪 4C田偉泓 5A陳思琪 5A吳清麗

5B楊子怡 5D陳志明 6A徐文株 6B劉皚浵

二等獎

2C葉曉柔 2C林沛詩 2D鄧巍源 2E吳依曼 2E毛卓盈 2E何富坤 3A何滙璋 3B梁建雲

3B譚翠兒 3C黃思琪 3C成玉如 4A李嘉穎 4A陳田田 4A蔡紫婷 4A謝憶君 4B陳文麗

4B鄒倩怡 4B陳熙然 4C吳俊超 4D王雅霖 4D黃羨珈 5B江易霏 5B范文意 5B莊曉靜

5C方　晴 5C符曉蕾 5C楊君怡 6A方  雯 6A孔偉賢 6A曾向明 6B周自嬌 6C程家亮

6C邱采軒

三等獎

2A洪近玉 2A鄭雅思 2A蔡嘉宝 2A唐嘉儀 2A李嘉欣 2B陳國斌 2B林曉瑩 2B廖思穎

2C丘漪淇 2C黎彥男 2C戴柏霖 2E曹澍賢 3A馬睎絢 3A許俊琪 3B李雲霞 3C盧盈盈

3D陳　穎 3D黃靖婷 3E陳煒彥 4A蘇海錦 4A陳劍濃 4A林子鶯 4A葉青榕 4A麥慧涵

4A蘇鳳儀 4B廖倩儀 4B李詩聰 4B蔡林芷 4D吳雲潔 4D林美余 5B陳曉虹 5C余雨露

5C徐佩瑩 5D胡明雅 6B林富鋒

優秀獎

2A冼咏珊 2B陳嘉輝 2B朱天滿 2B林凱恩 2B關摯珊 2B陳鵬浩 2C陳芊尤 2C邱煒燁

2C觀雨林 2D劉淮瑞 2E黃子聞 3A吳國健 3A蘇蒨儀 3A李偉誠 3A李芷淇 3A林穎芝

3C賴惠婷 3C吳海藍 3E陳伶俐 4A陳靜怡 4B葉嘉明 4D廖燃靈 6C高藝珊

一等獎　3A房偉駿

二等獎　4B陳熙然
二等獎　6C邱采軒

二等獎　6C程家亮三等獎　4B廖倩儀

優秀獎　1C觀雨林

一等獎　5A陳思琪

一等獎　5D陳志明

一等獎　6B劉皚浵14



中文科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4A蔡紫婷

得獎作品刊登在《明報》校園版上，能鼓勵同學寫作。

北區閱讀之星

4A吳兆湘

作品輯錄在 2014-2015年度北區閱讀節《北區閱讀之星》文集內。

《大公報》讀書樂「2013/14 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6A張海瑞

三等獎

6A楊林 6A鍾愛琼 6A賴嘉倩 6A周景星 6A鄒嘉敏 6A陳楚伊 6A楊思敏 4A吳兆湘 3A方夢雪

9位同學獲優異獎，得獎作品刊登在《大公報》活力校園版內。

課外活動

「笑面迎人
‧以愛傳晴

」攝影比賽

6A冼世成

Facebook charm 爆笑容大獎

 獲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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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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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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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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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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