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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何應翰校長

化作動力態度決定
壓力

　　本校歷來在上學期家長日舉行頒獎禮，以表揚成績優良及有顯著進

步的學生，並邀請家長一同出席，分享子女的榮譽及喜悅！剛在一月舉

行的頒獎禮，得獎學生魚貫上台領獎，一張張喜悅的笑臉，不禁令我腦

海泛起一個疑問：笑臉的背後，可有沉重的考試壓力？

　　最近社會各界，包括教育界、家長團體及學生組織均非常關注學生

所面對的壓力，反映學生除了應付學校日常考核外，在中、小學階段，

更早已要面對小三 TSA、小學升中評分試、中三 TSA及中六 DSE等公
開評核。學生為操練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壓力亦隨之而來，影響身、心、

靈的健康成長！記得早前在立法會小三 TSA公聽會上，一位小三學生表
示自己因為考試壓力，早已犧牲了正常的娛樂及休息時間。

　　家長日當天，我亦有感而發，隨即在頒獎禮上向家長及學生分享心底

話，談的不是應否取消公開評核試，畢竟取消單一考核並不是治本之策，

真正要關注的是培養青少年擁有正確的人生態度、目標及規劃。

　　人生是充滿挑戰的旅程，不同階段會面對不同難關及挑戰，評核只是

其中一環。以面對考試為例，如學生應付考試，不是以分數為目標，而是

以對學科知識的興趣及嚮往為動力；不是以將來生計為終點，而是為實踐

自己的人生理想！這樣，最難捱的關口，最艱深的考核，都能勇往直前！

　　面對壓力的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具備積極的人生目標及態度，就

能將壓力化作動力，讓動力成為進步的關鍵，使莘莘學子在面對壓力時，

不僅能從容不迫，還能遇強愈強，蛻變成更堅韌的自己！盼望學生能積

極面對人生路上各種挑戰，為人生添上亮麗的色彩！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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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2017年 2月 10日至 12日期間，參
加了由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舉辦的「趁墟做老闆」活動。本校攤位以「點字

曲奇」產品作主題，曲奇餅上含有視障人士使用

的點字，每個點字都有不同的意思，讓消費者能

以曲奇傳情，也能使大眾對視障人士的世界有

更多認識。同學將攤位取名「Code酷曲酷」，
Code解作編碼，正如每個點字都有它不同的意
思，正確的組合便能傳遞訊息，而「酷」的意思

是最佳、最 Top的。「CODE酷曲酷」聽起來像
公雞的叫聲，慶祝雞年的到來之餘，也希望香港

社會傷健共融，世界和平。

探索視障人士的世界

學做良心老闆「點字曲奇」

　　為了籌備這項有意義的活動，本校為參與的

同學安排了不少活動，讓同學了解活動的性質和

意義。「黑暗中的對話」讓同學有機會體驗視障

人士的生活，學生更曾到訪香港浸會大學，了

解視障人士售賣曲奇的情況。此外，學生透過

Codekey Cookies #1主辦的工作坊，除學習製
作曲奇外，更讓整個團隊了解點子曲奇背後的意

義，以期向大眾推廣生命有限，能力無限的意義。

九龍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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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字曲奇共有五個系列：關愛（視障）篇、

震夏情篇、師生情／友情篇、DSE打氣篇、親
情 +愛情篇。每份曲奇均附上自製的QR Code 
#1，令顧客能解開曲奇之謎，了解產品神秘點
子的意義及慈善用途。顧客可在攤位內以點字

列印機自行製作點字訊息心意卡，向親友傳達

心意，又或使用由本校同學構思的熱門字句，

例如 Good luck for HKDSE, Health is wealth
等等。我們亦提供 A至 Z的點字曲奇，為顧客
提供互動設計，讓他們拼出心儀的字句組合。

　　本校期望同學能通過這次活動，取得寶貴

的營銷經驗，亦能向大眾推廣傷健共融的訊息。

本校把是次活動所得之純利，全數撥捐香港導

盲犬服務中心，希望能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的導盲犬訓練導師，亦曾

於活動中帶同兩隻導盲犬到攤位內進行公眾教

育工作，包括介紹本港導盲犬服務、與導盲犬

相處時的注意事項、申請程序等，加深大眾對

導盲犬的了解。

曲酷曲酷

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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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倉活動

　　本校獲「學校起動」計劃的支援，並獲李錦記家族基金慷慨贊助，與香港理工大學

活齡學院推行為期兩年的跨代英語共融計劃—「代代有愛 全英傳語」。

　　本校有三十多位中三學生參與此計劃，旨在於計劃中加強英文口語能力，促進跨代

溝通及相互了解。較年長的義工經語言教學及培訓後，透過有趣而富意義的研習活動與

中學生互動，推廣活齡人生，也讓同學在與退休人士的交流過程中，學會欣賞和尊重。

「代代有　　全  　傳語」

跨代英語共融計劃

愛 英愛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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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中學
聯展

北區中學
聯展

　　本校於 2016年 11月 26日於上水龍琛路體育館參加了
北區中學聯校展覽，旨在向區內的小六學生及家長介紹本校

的辦學理念和課程特色。

　　是次展覽共有 20間北區中學參與。除了校長、副校長
及相關老師外，本校 20位初中同學更擔任學校大使，向北
區小六學生和家長介紹本校的特色。活動當日，家長教師會

成員亦到場與小學家長分享子女在校就讀情況，以及選校心

得，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本校學校大使在活動中表現有禮，樂於與參觀者分享學

習生活，並積極與區內家長及學生進行交流，獲得在場人士

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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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聖誕聯歡會 SING CON & DANCE初
賽已於 12月 16日進行，由周志鳳老師、羅子俊
老師及梁雅燕老師擔任評判。是次活動共有 20
個單位參加，各參賽者於台上施展渾身解數，部
分同學更自彈自唱，表現落力。經過一輪激烈的
比賽後，最終共有 12個單位進入決賽，當中 6個
為歌唱比賽；6個為舞蹈比賽，一眾參賽者於 12
月 21日總決賽中一較高下。

SING CON比賽冠軍

別出心栽的雙人舞

BAND SHOW表現時，
台下觀眾反應熱烈

中六級表演

抽獎及表演環節

舞蹈比賽

GENIUS聖誕聯
歡會

SING CON & DANCE 1617

節拍強勁的流行舞蹈

跳舞組合：CRAZY BANANA

　　聖誕聯歡會 SING CON & DANCE由 4C及
中六級各班的歌唱表演揭開序幕，SING CON & 
DANCE決賽評判由何應翰校長、周志鳳老師、
林穎欣老師及羅子俊老師擔任。經過一輪龍爭虎
鬥，SING CON演唱部分最終由 5B班簡慧倩、
鐘曉鋅及 4B歐浚鏵同學的樂隊組合勇奪冠軍；
舞蹈比賽部分則由中二及中五級同學合力演出的
「CRAZY BANNER」勝出。
　　除了歌唱及舞蹈比賽外，還有抽獎及表演環
節。學生會送出多份大獎及班獎，同時邀請了
2013及 14年度 SING CON & DANC演唱比賽冠
軍何國星同學擔任表演嘉賓，而一眾 6C及 6D的
同學更組成樂隊，擔任壓軸表演嘉賓，台下同學
們也樂在其中。

　　學生會有幸得到多位老師贊助抽獎禮物及禮
金，在此感謝各位老師的愛戴及支持，同時亦感謝
校長及一眾老師應邀擔任抽獎嘉賓，因為你們的
參與，使整個活動生色不少。是次活動得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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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再次向各位表示衷心的謝意！

　　最後，希望各位能繼續支持學生會活動！SING CON比賽亞軍

潘啟勝副校長
與獲獎幸運兒

SING CON比賽季軍表演嘉賓：6C, 6D 
BAND SHOW

表演嘉賓：何國星師
兄（2013 及 14 年 度
SING CON & DANCE
歌唱比賽冠軍）

何應翰校長與
獲獎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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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日

　　本年度聯課活動日已於 12月 20日順利舉行，當天學校分別為高中及初中
同學安排了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中一級同學到北區體驗農耕與城市可持續
發展的關係，而中三級同學則前往國際十字路會了解全球貧窮問題。

　　高中同學便按照選修科目，在不同地點進行考察或參與活動，如地理及物
理選修同學到香港中文大學參觀氣象博物館，增廣見聞。

　　是次聯課活動日讓學生透過各種環境和社區資源進行學習，
讓學生獲得課堂以外的學習體驗，從活動中學習，擴闊知識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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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數理遊蹤比賽

中二級

各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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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學會主席

5A  吳詩詩

　　一年一度的數理周已於 11月初圓滿結束，是次活動是由數學學會、數學科及科學科協辦，亦有賴
老師們盡心的指導及幫助，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本年度數理周活動內容豐富，除了與圖書館合辦的「數理寶藏書中尋比賽暨好書推介」外，也通
過晨讀節中閱讀數理文章，讓同學從課外書中了解到更多數理常識，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另外，午
膳期間我們舉辦了「數理攤位遊戲」，讓同學動手解決數理難題。還有一向受同學歡迎的「魔力橋」
比賽，這遊戲不但訓練同學對數字的敏感度，亦有助加快同學的思考速度。

　　在午膳時段，亦有為中二級同學而設的「數理遊蹤比賽」，同學們可以走出課室，明白數理知識
的無處不在。最後，當然不可缺少數理周重頭戲——「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這比賽不但讓台上
同學互相比拼數理知識，台下同學也能在最後環節參與問答。當天同學熱烈舉手回答問題，足見我校
同學的學習熱情及追求知識的熱枕！

　　數學學會期望透過舉辦各種數學遊戲和比賽，讓同學在課堂以外接觸更多數學知識，通過遊戲的
考驗或比賽的問答，提升運用數理知識的能力。在有趣的活動中，同學不但能舒緩學習壓力，亦能提
升思維能力。每年一度的數理周就是一個絕佳機會，讓同學一邊學習、一邊遊戲，為校園生活多添一
份色彩﹗

　　我有幸成為今年數學學會主席，在此感謝學校給予我們數學學會舉辦活動的機會，能為同學服務，
我們深感榮幸。在籌備及活動進行的過程中，我們曾遇到各種困難及挑戰，慶幸身旁有一群熱心同學
的支持和協助，更有幸得到老師的悉心指導，看到全校同學全程投入的參與，令我覺得一切努力得到
回報。希望未來數學學會的活動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共同在有趣及輕鬆的環境下一同學習。

班別 組員

總冠軍 2B 陳穎儀、張海琳、劉希桐、羅狄生

班別 組員

2A 劉顥瑩、李湘、區雯慈、楊珮怡

2B 朱可裕、何金其、葉子堃、鍾佩琳

2C 陳嘉莉、鍾詩曼、劉嘉亮、劉敏儀

2D 陳曦月、錢蕙玲、賴梓逸、謝樂遙

2E 區佩鳳、趙卓琳

1.

數理攤位遊
戲 –數獨

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台下搶答環節

2016-17

數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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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Rummikub」數字棋比賽

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初中組 中級組 高級組

第一名 2B 伍希雯 4A 湯銘稻 5A 李偉誠
第二名 1B 李嘉兒 4A 呂浩俊 5C 楊恩龍
第三名 1A 陳明希 4B 黃柏衡 5C 莊卓宏
第四名 2B 陳穎儀 4B 陳國斌 ﹣﹣﹣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冠軍 藍社 藍社 黃社 綠社

1A 陳雨晴 2A 李湘　 3A 溫琦隆 4A 盧敏儀
1B 林俊傑 2B 郭俊鏗 3B 謝展盈 4B 曾耀駿
1C 龔民俊 2E 黃沚泓 3C 周燕瞳 4C 鄧俊杰

亞軍 紅社 綠社 紅社 黃社

1B 施瑩瑩 2E 鄭浩霖 3A 謝展雯 4A 陳永希
1C 陳旭　 2A 鄭林　 3B 張可盈 4B 王震邦
1D 黃梓傑 2B 賴凱楹 3D 何進軒 4D 邱煒燁

季軍 黃社 紅社 綠社 紅社

1B 劉玲玲 2E 區佩鳳 3A 吳僖汶 4A 黃哲　
1C 施琪　 2A 楊泰安 3B 梁惠心 4B 梁沛權
1A 陳譽　 2B 徐家力 3D 黎志軒 4C 黃志豪

殿軍 綠社 黃社 藍社 藍社

1A 潘志強 2E 張澤鋒 3A 牟麗凡 4A 謝嘉莉
1C 龔民俊 2A 方怡　 3B 梁惠怡 4B 黃柏衡
1B 黎秀津 2C 林宝填 3E 何梓謙 4D 黎錦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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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數學學會幹事

數理攤位遊戲 – 智慧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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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明愛一年一度的沙田區慈善賣物於 2016年 11月 20日於沙田源禾路遊樂場舉
行。今年參加沙田區賣物會的單位眾多，分別來自沙田、大埔、粉嶺及上水的堂區、學
校及團體。當日清風送爽，天公造美，吸引到附近扶老攜幼到來參與，場面熱鬧溫馨。

　　上午十時正，三位主禮嘉賓一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添培先生，沙田區議會主
席何厚祥 BBS，MH及天主教新界東北鐸區總鐸李志源神父，在香港明愛助理總裁梅
杰神父、明愛之友司庫陳玉麟先生及多位社會賢達陪同下主持開幕儀式。

　　李志源神父致辭時表示，香港明愛服務社會已有六十多年，本年度以「給他們一個
希望」(Give them a ray of hope)為主題繼續服務有需要的人士，讓貧困弱小可以重
新得力，積極面對人生。他呼籲社會各界人士繼續支持明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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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沙田賣物會的遊戲項目多姿多
彩，更有價廉物美的物品以供義賣，進場
的市民既可做善事，也可享受家庭樂，把
「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傳揚開去。

明愛沙田區
慈善賣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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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

　　一年一度的「北區文化藝術大匯演同樂日」已於 2016年 12月 10日舉行，主辦單位為北區文藝協
進會和北區中學校長會，而負責表演的則有區內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同學。本校義工隊亦積極參與活
動，除了負責歌唱表演環節和中國傳統雜耍表演，更擔任場地攝影以及開放攤位遊戲供在場人士參與。

大匯演同樂日

北區

當日天氣晴朗，而且活動節目豐富，其中雜耍和扭
氣球的攤位，更大受坊眾歡迎。在場人士均臉露笑
容，手持色彩繽紛的氣球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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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各項國際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

長者家書 5A陳韻伊
北區閱讀節閱讀之星 5A呂嘉蔚

2016全港中學生中華文化徵文
比賽高中組三等獎 6A譚淑貞

「千禧捐血新型人」
標語創作比賽 2A孫千嵐

中文科

長者家慈善基金 2015《長者家書》徵文比賽 5A 陳韻伊 百優作品獎

2016全港中學生中華文化徵文比賽 6A 譚淑貞 三等獎

CSL主辦「你想 ~時代」第一屆 CSL盃 –全港中小
學中文書法大賽 2016 2B 王孟林 優異獎

北區閱讀節「閱讀之星」選舉 5A 呂嘉蔚 北區「閱讀之星」獎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千禧捐血新型人」x「捐
血救人」全港中學生標語創作比賽

2A 孫千嵐
作品「捐血助人要及時，救命

扶危不可遲。」獲優異獎

數學科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2A 朱俊華 三等獎

2A 鍾暉 三等獎

2A 李湘 三等獎

2A 梁智鴻 三等獎

2A 林嘉聰 三等獎

3A 陳韵如 三等獎

2016「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A 梁智鴻 銀獎

4A 陳永希 銀獎

4A 劉海鑌 銀獎

1A 陳雨晴 銅獎

1A 文澤興 銅獎

4A 黃哲 銅獎

各科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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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2016「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4A 陳永希 金獎

4A 黃哲 優異獎

4A 劉海鑌 優異獎

2017「華盃」數學奧林匹克全國聯合競賽 - 香港區

1B 劉玲玲 二等獎

2A 鍾暉 二等獎

1B 林俊傑 三等獎

1B 施瑩瑩 三等獎

1B 張子超 三等獎

2A 區雯慈 三等獎

普通話科

北區校長會、北區民政事務處主辦「普通話演講及講

故事」比賽
5B 李廣 演講比賽優異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第 68屆朗誦節 -普通
話男子高中散文獨誦比賽

4A 余國威 季軍

科學科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2016-17 4A 林竟成 Third Class Honours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2016/2017

6A 陳勵一
一級榮譽

(First Class Honours)

6A 潘孟達
二級榮譽

(Second Class Honours)

5A 溫嘉豪 優良 (Merit)

2016數理教育學會科學評核測驗比賽

4A 陳永希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3A 陳韵如 Good  performance

3A 李婉怡 Good  performance

3A 吳汶宗 Good  performance

3A 葉佳樂 Good  performance

4A 雷俊杰 Goo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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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2016澳洲科學比賽

3A 謝展雯 High Distinction

3A 陳韵如 Distinction

3A 溫琦隆 Distinction

5B 朱宇浩 Distinction

3A 吳汶宗 Credit

3A 蘇鈺芝 Credit

3A 吳僖汶 Credit

3A 葉佳樂 Credit

3B 梁惠心 Credit

3B 梁惠怡 Credit

3B 謝展盈 Credit

4A 陳永希 Credit

4B 梁沛權 Credit

2016年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5A 林銳軒 High Distinction

5B 朱宇浩 High Distinction

6A 潘孟達 High Distinction

6A 陳勵一 Distinction

5A 溫嘉豪 Distinction

5A 朱雅詩 Distinction

5A 周嘉禧 Distinction

4A 陳永希 Credit

6A 楊伯雲 Credit

體育科 2017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2A 楊泰安

男子中學組季軍

2B 羅狄生

2C 葉啟嵐

3A 莫家豪

3B 楊焜堯

2B 王孟林

男子中學組殿軍

2B 徐家力

2B 曾家俊

3C 張瑋麟

4A 胡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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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科

Create Your Own Shoes Competition & Exhibition 
2016

5B 簡慧倩
Best Material Mix & Match 
Award 

5A 李雲霞 Merit

5C 蘇蒨儀 Merit

5C 盧盈盈 Merit

5D 莫嘉敏 Merit

「賞玩北區」北區學界景點繪畫比賽

3A 陳韵如 冠軍

3A 謝展雯 優異獎

3A 梁樂緣 優異獎

4A 陳芯瑜 優異獎

4A 盧敏儀 優異獎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7 6B 林業鑫 入圍獎

3A梁樂緣

3A謝展雯

6B林業鑫

「愛履重燃」環保鞋設計比
賽 2016-最佳物料配合大獎  
5B簡慧倩

「賞玩北區」(中學組 )冠軍 
3A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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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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