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六年一貫的新高中課程中，學校承擔起培育學生的責任，

如何令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上學有所成，盡展所長，

將來貢獻社會，回饋國家，是學校的重要使命。教育改革日新月

異，大前提仍是以學生為主體，本着幫助學生透過終身學習達致

全人發展的理念。本校致力於全人教育，在五年發展計劃 (2012-
2017)訂定四大目標，分別是推動學生樂於學習、熱愛生命、愉
快成長及珍惜環境，感恩師生同心同德，碩果纍纍。

　　在學與教方面，喜見同學持續進步，學習態度積極，更於

2016中學文憑試取得歷來最佳成績。在學生成長方面，過去幾年
間本校分別以尊重、關愛及珍惜為年度教育主題，透過心靈教育

及生涯規劃，配合跨課程活動，培育學生品德情意及積極的人生

觀，讓學生認識真理，珍惜生命！樂見校園內關愛情濃，學生熱

心服務，從生活中實踐愛德。 

明 愛 粉 嶺 陳 震 夏 中 學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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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綠色生活
邁向可持續發展校園

校園通訊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何應翰校長



　　此外，在綠色教育及義工服務方面亦見成效，達至學校邁

向可持續發展校園的目標，更榮獲多個重要獎項及榮譽，肯定

師生推動綠色教育的努力：

1.　 榮獲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金
獎和「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榮譽大獎」。本校舉辦了多項

活動，包括講座、義賣、義工服務、 製作環保酵素、考察、
導賞、展覽、專題研究等等，向學界及區內推廣綠色生活，

藉此提高社會大眾愛護環境意識，亦加深了解可持續發展

對子孫後代的影響。最後經評審確認，入圍全港首三名。

2.　 榮獲「滅廢@校園」活動「惜物」校園獎。本校培訓環保
大使並推行一系列惜物減廢活動、工作坊，讓同學明白惜

物減廢的重要，從生活中實踐環保，向社區推廣環保意識。

3.　 榮獲第十四屆香港綠色學校獎勵計劃中學組「綠色學校銀
獎」。由於本校表現出色，因此獲推薦競逐「2016香港環
境卓越大獎」，明年將會接受評審。

4.　 本校參加由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學生環保大使計劃」，
共有25位同學榮獲獎狀，包括金獎、銀獎、銅獎和優異獎。

5.　 榮獲健康行動主辦的「樂贈好 C計劃」塑膠變黃金活動亞
軍。

6.　 榮獲教育局舉辦的「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榮譽獎項。

7.　 本校參加義務工作發展局的獎勵計劃，學校的總服務時數
為 24,279.3小時，獲獎義工包括金獎 10人、銀獎 41人、
銅獎 103人，共 154人。

8.　 本校參加永亨「義人行」計劃，5A班蘇海錦榮獲學界「傑
出義工學生獎」，而本校的義工計劃更榮獲「超卓學校策

劃獎」。

　　「歷三十載主恩常沐，憑信望愛邁步向前。」本學年適逢學校創校第

二十九年，於邁向三十之際，期望學校繼往開來，邁向新的里程，師生身

體力行，實踐綠色生活，共建可持續發展校園。2



本校應屆中六級畢業生於第五屆中學文憑試表現更進一步，整體 2 級率達七成，各科及格率
（2級或以上）顯著進步，其中十科高於或接近全港日校考生及格率，部分同學更表現優異，
考獲佳績。

 
下列科目於第五屆中學文憑試中，考獲成績高於全港日校考生及格率：

科目 本校及格率 本校考獲三級或以上比率 全港日校考生及格率

生物 94.1% 47.1% 89.8%
物理 100.0% 63.6% 90.8%
化學 100.0% 70.0% 88.3%
視覺藝術 100.0% 55.6% 85.7%
體育 100.0% — 67.9%

本校於 2016 香港中學文憑試取得歷來最佳成續

中六畢業生出路統計

獲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取錄

最佳成績：6A蕭廣大同學
五科最佳成績 (Best five subjects) ：

5*5554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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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震夏人之大學生

姓名
余學文

應考中學文憑試年份
2014

大學名稱
嶺南大學

就讀年級
大學三年級

主修科目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

設定學習目標
先訂立長遠目標，然後

根據時間和現

實條件限制逐步訂立小目
標。

對母校之感言
學校具人情味，讓我學

會以真誠待

人，老師都非常敬業，
衷心感謝老師

的耐心教導。

給應屆中六同學的一句話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

要有足夠的努

力就會有回報。

姓名
吳珈宜應考中學文憑試年份 2014大學名稱
香港教育大學 就讀年級
大學三年級主修科目
創意藝術及文化（音樂）

如何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遇到困難時，會透過互聯網做資料搜查，尋找答案。減壓方法
練琴有助放鬆心情，聽音樂亦是一種很好的減壓方法。給應屆中六同學的一句話 不要受別人影響，認清自己的目標，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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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謝思城

應考中學文憑試年份
2014

大學名稱
香港中文大學

就讀年級
大學三年級

主修科目
工程學士學位

請分享對母校之感言
中學老師對學問的探究

精神，

成為我學習的動力。

給應屆中六同學的一句話
人生不是賭博，一次考

試不能

決定一生，成就夢想有
很多方

法。

姓名
蕭廣大應考中學文憑試年份 2016大學名稱
香港科技大學就讀年級
大學一年級主修科目
理學士學位如何設定學習目標？ 結合實際，明確主次 給應屆中六同學的一句話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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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楊林

應考中學文憑試年份
2015

大學名稱
香港城市大學

就讀年級
大學二年級 

主修科目
電子工程學士學位

姓名
曾海美應考中學文憑試年份 2014大學名稱
香港城市大學就讀年級
大學三年級主修科目
生物科技給應屆中六同學的一句話 努力拼一把，不要讓自己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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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了「長者
學苑」二周年苑慶暨「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啓動
禮及第七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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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均獲得
區內小學師生、家長和安老院的長者大力支持。

傳心傳意傳關愛亮燈儀式

與主禮嘉賓（左二）拍照留念

學生義工協
助嘉賓派發

禮物包

「長者學苑」二周年苑慶

暨「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及
第七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頒獎禮

　　是次典禮有幸邀得安老事務委員會長者學苑發展
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教育局新界東區域教育
服務處總學校發展主任 ( 北區 ) 劉玉蓮女士以及上水惠
州公立學校榮休校長陳紹鴻校長擔任主禮嘉賓，其他
參與盛會的嘉賓有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課程發展
處（藝術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 ( 音樂 ) 馮智航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服務總監 ( 大埔及北區 ) 葉綺萍女士、
蓬瀛仙館社會福利項目總經理陳鑑銘先生、蓬瀛仙館
祥華長者鄰舍中心會員委員會主席譚炳基先生、長者

學苑管理委員會委員鄭家瑞先生、E5 Campus 主席陳榮
禮先生、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李秀賢女士、北區區議
員兼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校友會幹事姚銘先生。

學生義工派贈盆栽

「長者學苑」二周年苑慶

暨「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及
第七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頒獎禮

「長者學苑」二周年苑慶

暨「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及
第七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頒獎禮

7



　　何應翰校長在典禮上致歡迎辭，並表示本校一向致力推動關愛文化，引領學生從生活中實
踐關愛，「傳心傳意傳關愛」活動的精神在於凝聚區內力量、延續「關愛別人、服務助人」的
精神，讓區內長者通過本校的設施，進行多元化有益身心的活動，並培養學生敬老及服務精神。
本校的「長者學苑」自成立至今已有兩年，舉辦了不同的活動讓區內長者參與，同學亦可透過
參與學苑活動，增進與長者的交流，促進長幼共融。主禮嘉賓梁智鴻醫生亦勉勵同學要傳揚關
愛精神，承傳敬老護幼的優良品德。

　　本年度參加音樂比賽的小學共有 9 間，參賽項目包括個人項目、多人項目、團體項目。活
動邀請了多位長者到場欣賞，活動過程中，長者可以欣賞小學同學的精彩演出之餘，本校學生
義工亦陪同各嘉賓為長者送上福袋，把歡樂和關懷帶給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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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攤位

賞玩北區暨「老有所為」計劃開幕禮

　　「賞玩北區旅遊推廣計劃」2016活動已於
10月 30日在聯和墟舊街市正式揭幕，場面非
常熱鬧！本年度以「綠在社區」為主題，並邀
請本校綠色生活教育顧問左治強先生擔任主禮
嘉賓，鼓勵社區人士活得健康，注重生態環境。
此外，本校也與社區人士協作，共設十多個不
同攤位，如小手工製作、本土農產品展銷、環
保樂器表演等，以宣揚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其
中四個攤位由本校同學精心設計，以遊戲方式
向社區人士推廣環保訊息。而另一個攤位名為
「真人圖書館」，由長者分享個人的生命故事，
讓人了解不同年代的生活文化，達至長幼共融，
並推動長者持續學習。

　　此計劃也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導賞訓練
計劃、公眾導賞、旅遊展覽、北區中學景點繪
畫比賽、北區小學填色比賽、旅遊指南和北區
故事短片製作，讓市民更了解北區的文化特色，
「賞玩北區」活動豐富，盼望大家積極參與。

真人圖書館

左治強先生和何應翰校長派發有機蔬菜予長者嘉賓為活動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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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及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本校在十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假北區運動場舉辦了第
二十四屆陸運會。本屆陸運會舉行超過一百項賽事，參加
人數逾一千人次。

　　何校長鳴槍一響，所有賽事正式開始，一如以往，四
社同學為自己所屬社別努力競賽，爭取最高名次。這次陸
運會除了設有四社大獎外，也設有學生及教職員個人項目
獎項，學生和教職員均可在田徑場上展現個人潛能。

校長、副校長與主禮嘉賓及各位頒獎嘉賓合照留念

主禮嘉賓 -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
課程發展主任（體育）簡偉富先生

第二十四
屆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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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女子組友校接力邀
請賽勝出隊伍接受頒獎

小學男子組友校接力邀
請賽勝出隊伍接受頒獎

全場總冠軍 -黃社

中學女子組友校接力邀
請賽勝出隊伍接受頒獎

中學男子組友校接力邀
請賽勝出隊伍接受頒獎

男子全場總冠軍 -紅社

體育科、課外活動組（攝影學會）、學生會、四社等
各組別，在陸運會上為 30周年校慶拼砌「30」字樣

　　不同的接力比賽更是陸運會不容忽視的精彩環節，例如有社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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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
些接力賽中，各同學可以看到同學及教職員合作無間的精神。

　　經過兩天的激烈競爭，紅社取得男子全場冠軍，黃社取得女子全場
冠軍及四社全場總冠軍，而啦啦隊賽事則由黃社勝出。

　　為了增加賽事氣氛，本校邀請了多間友校派出健兒參加「友校接力
賽」，把賽事氣氛推到最高，看台上的同學看到「友校接力賽」精彩的
場面時，都不約而同地為運動場上的健兒歡呼打氣。

　　最後，本校很高興可以邀請到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體育）簡偉富先生、香港足球代表隊隊員彭梓鍵先生、本校家長教師
會主席李秀賢女士及本校校友會會長鄭小東先生到場支持，令是次比賽
的頒獎禮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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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共有 2組候選內閣，分別為 1號候選內閣 UP及 2號候選內閣 GENIUS，兩隊
的成員均主要由中三至中五級學生組成。於選舉宣傳期間，各內閣成員均顯示出同心合力的團隊精神，
並分別在早會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政綱，又特意於午膳及班主任節到訪各班收集意見，又籌辦大型宣傳
活動，以歌聲及舞蹈傳遞他們的激情與活力，最後更於投票日早上在校門向每一位回校同學進行宣傳，
以爭取同學的選票。

　　9月 28日選舉當日，各候選內閣成員於週會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政綱，並進行互相提問環節，台
下同學反應熱烈，紛紛就候選內閣政綱提出質詢，候選內閣成員亦作出恰當回應，藉此突顯他們的分析
及解難能力。最後各班進行投票，同學反應踴躍﹗

　　經點票後，共收到 696張選票，其中有效選票為 631，全校學生的投票率為 95%。當中，1號內
閣 UP共獲得 206票；2號內閣 GENIUS取得 425票。2號 GENIUS內閣成功當選為本校 16-17年
度學生會。

　　本年度學生會已於 10月 26日就職。以下為成員名單：
內閣名單：

主席： 5B 6 鍾正傑

副主席 (康樂 )： 5A 7 周嘉禧

副主席 (內務 )： 5A 37 徐智羽

副主席 (外務 )： 5A 35 溫嘉豪

總務： 5C 26 陶嘉輝 5B 38 朱宇浩

財政： 5B 25 魏家盈 5B 1 陳希汶

康樂： 5C 13 林家豪 5A 3 陳家淇

助理： 5B 13 許先浩 5B 9 何思婷

設計： 5D 22 莫嘉敏 5B 15 簡慧倩

IT： 4B 2 歐浚鏵

聯絡： 5A 28 吳詩詩 5A 25 呂嘉蔚

文書： 5B 39 梁　龍 5A 12 郭曉彤

福利：

5C 1 歐卓言 5A 10 黃佳昱

5A 29 吳　悅 5A 36 王柏湧

5A 38 楊莉慧 5C 14 羅梓欣

宣傳：

5B 21 李　廣 3B 4 付馨儀

5A 18 李雲霞 2B 27 王孟林

4D 25 余千豪 5B 24 魏渲澄

5B 17 林穎欣 2B 31 曾家俊

2B 22 羅狄生

學生會就職合照

1號候選內閣 UP午膳班
房宣傳情況

２號候選內閣 GENIUS午
膳班房宣傳情況

２號候選內閣 GENIUS
午膳操場宣傳花絮

學生會選舉活動

1516年度學生會PASSION
會長 6A譚淑貞卸任分享

兩任會長交換會章後合照12



　　四社誓師大會已於九月
二十三日（星期五）順利進行，
當天活動分為兩部分︰授旗儀
式及三十周年校慶四社競技比
賽。授旗儀式於早會時段進行，
由四社負責老師總結上年度各
社成績後，便頒發上年四社盃
冠軍予紅社，並由校長授旗予
各社新任正副社監及社長。

四社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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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午進行的三十
周年校慶四社競技比賽
包括 30之繩、 傳靠 30 
和 30而立，各社員為所
屬社別打氣，氣氛熱烈。

　　學生在過程中積極
投入，充份發揮團隊互
助互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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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級家長晚會在九月二十三日舉行，
除中六級學生全體出席外，也有四十多名家
長參與其中，為的是多了解子女的學習狀况
及日後出路，更重要是表示對子女的支持。
校長在晚會中鼓勵學生力求進步，爭取更高
成績，把握餘下時間，鞭策自己努力向前。

　　晚會氣氛良好，學生、家長及老師均有
共同的心願，希望學生能在這段日子加倍努
力，為日後的發展奠下基礎。

　　本校透過民政事務處的「青年生涯規劃
活動資助計劃」，與港專合作於 9月 23日
讓中六級同學經歷一次中學文憑試模擬放
榜。是次活動讓中六同學親身經歷放榜流
程，增加他們對文憑試放榜程序的了解，以
及多元出路收生準則的認識，為即將來臨的
公開考試和放榜作好準備。 
　　在活動中，學生需根據模擬文憑試成績
單上的成績，按放榜程序到尋找升學出路或
到就業攤位尋找工作。負責主持攤位的導師
會查核學生成績、檢查申請表、進行面試及
決定取錄與否。學生在過程中均積極尋找升
學及就業資訊，在進行分享的時候，導師提
醒學生放榜時要注意的事項及策略。

　　經過這次活動，不少中六學生表示增加
了對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以及多元出路的認
識，且能為未來訂立更清晰的方向和目標。

DSE 模擬放榜

中六級家長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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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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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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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