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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本校踏入創校第二十九年，於邁向三十之際，為見証上主恩典，本校特於五

月十二日舉行三十周年校慶感恩祈禱暨校園電視台開幕禮，由香港明愛總裁閻德

龍神父主禮，並獲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蒞臨致辭勉勵，一眾嘉賓、家長

及師生同為學校過去的恩典歲月感恩，並對學校未來的發展送上祝福。

　　沈教授藉校園電視台播放師生恭賀學校三十周年「生日快樂」的片段，帶出

今天的年輕人生活不快樂。相對三十年前的香港，現今的物質生活比過去豐盛，

但整個城市充滿不滿和憤怒。在二零零三年沙士事件的困境中，全港市民團結一

致，共同對抗病毒；但近年我們不再團結，成為了彼此的敵人，社會分裂，互相

攻擊、指摘，大家都不快樂！

　　沈教授引述聖經記述猶太人在亡國的階段，上主對他們所說的話：「誠然，

我知道我對你們所懷的計劃──上主的斷語──是和平而不是災禍的計劃，令你

們有前途，有希望。」（耶肋米亞 29:11），指一切事皆非偶然，上主均有安排，
我們需要等待，在等待中尋求主，在等待中看見上主的計劃。沈教授勉勵年輕人

的眼光不應單放在現時的成就，而要看五年或十年後，看自己如何令身邊的人和

事變得更美好。要等待、要省察、要祈禱；更要謙卑、審視自己的不足、耐心等

候；要對自己有信心，目光放在上主；要有信心祂仍然看顧你們，確信上主有美

好的計劃，讓你將來得到你今天所求的。

　　最後，沈教授勉勵我們要有謙卑的心、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及遠大的目光，相

信自己會做到更好，使人生過得更加充實。日後遇到困難的時候，仍能看得遠、

看得積極。當上主的計劃來臨時，便能心滿意足。我們不能掌握未來的日子如何，

但每一天、每件事總有上主的計劃！上主祝福這個城市，祝福你的人生。

　　衷心感謝沈祖堯教授的勉勵，當同學的目光能看得更遠大，便不會被眼前的

困難限制，更能堅定地朝理想邁進。

　　沈教授於勉辭結束前與同學立下於中文大學陳震夏樓相遇之約；我亦於謝辭

中與震夏人立下三十年後──慶祝六十周年校慶之約！來年學校踏入創校三十

年，三十而立！願震夏人繼往開來，一同努力，於未來三十年創出更豐碩的成果，

邁向鑽禧！

何應翰校長

歷三十載主恩常沐　憑信望愛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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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三十載主恩常沐，憑信望愛邁步向前」。蒙天父的祝

福及恩領，本校自一九八八年創校至今，即將邁向三十周年。

我們藉這個難得的機會，在本學年舉行一連串慶祝活動，迎接

三十周年校慶。其中最盛大的，莫過於 5月 12日下午於本校
禮堂舉行的「校慶感恩祈禱暨校園電視台開幕禮」。我們非常

榮幸得到香港明愛總裁閻德龍神父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教授蒞臨主禮，並有超過 80位嘉賓出席，共證主恩。當晚，
更假粉嶺聯和墟逸峰廣場「新明苑宴會廳」舉行三十周年校慶

暨鄧賢根副校長榮休感恩晚宴，讓各嘉賓、家長、校友及同工

聚首一堂。晚宴期間，老師、校友、學生及家長互道平安，回

味校園樂事，氣氛溫馨熱鬧。

　　此外，為了讓學生展現才華，分享學習成果，於 7月 7
日晚上，假上水北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三十周年校慶綜藝晚

會。當天邀得香港教育局副常務秘書長康陳翠華女士蒞臨主

禮，師生、校友同台演出，節目內容豐富，包括中英詩朗誦、

音樂、戲劇及舞蹈表演。同學投入認真，表現出色，獲嘉賓、

家長及社區人士一致讚賞。

　　我們深信教育能展現生命的亮麗，每位同學都可活出豐盛

人生。透過一連串慶祝活動，在數算學校無盡恩典的同時，亦

見證了師生們努力的成果；感恩師生同心同德，同享累累碩果。

動三十周年校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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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多年來持守香港明愛的核心價值，秉承「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
的校訓，為作育英才而努力。為慶祝創校三十周年，本校舉辦了一連串

活動，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舉行了題為「運用電子學習 促進自主學習」
的公開課，由熊寶恩老師（英文）和李煥聰主任（數學）作課堂研習分享，

並得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趙麗梅女士和黃偉賢

先生擔任評課嘉賓。當日有二十七所學校，共八十五位老師參與，可謂

濟濟一堂。何應翰校長表示期望能透過同儕交流分享，提升學與教效能，

一同追求卓越。

　　當天下午首先由何應翰校長致歡迎辭，感謝各位嘉賓和老師出席，並

致送紀念品予評課嘉賓趙麗梅女士和黃偉賢先生。接著是黃偉賢先生主

持題為「如何以電子學習促進自主學習」講座，以自身教學經驗作分享，

帶出以電子學習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之餘，更重要的是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促進自主學習。講座過後，各友校同儕抵達公開課教室進行觀課，熊寶恩

老師的英文課生動有趣，以「OREO」一詞讓學生理解如何在提出意見時
加入例子作闡釋 ﹔李煥聰主任的數學課則運用不同的應用程式，由淺入
深，讓學生學習和理解 0  至 90  角之間的正弦比、餘弦比、正切比的概
念。完成課堂後，各老師在趙麗梅女士和黃偉賢先生的帶領下進行評課

環節，為課堂內容以及當中所運用的電子教學工具進行熱烈討論和分享。

三十周年校慶

「課堂研習分享」
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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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寶恩老師（英文）和李煥聰主任（數學）老師在課堂內通過電子學習工具為學生提供不同的

學習經歷，令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增加師生互動；透過精心的課堂設

計，不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更能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本校期望通過是次公開課的經驗分享，

能推廣電子學習和自主學習的理念，致使教學相長，學生亦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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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小學
籃球邀請賽

」三十周年校
慶活動暨第

九屆

　　本校舉辦之「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已踏入第九屆，一如以往，賽事得到不少區內外小學踴躍參與，共 15
間小學，19組隊伍參賽，人數為歷年之冠。

　　賽事分為男子組及女子組，設有盃、碗及盾賽，當天球員在場中施展渾身解數，歡呼聲此起彼落，氣氛熱烈。

經過一輪激烈爭鬥後，各組比賽結果如下： 

項目 獎項 學校

男子組盃賽 冠 九龍塘宣道小學

亞 育賢學校

季 上水宣道小學

殿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組盃賽 冠 聖博德學校

亞 九龍塘宣道小學

季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男子組碗賽 冠 鳳溪創新小學

亞 上水東莞學校

季 金錢村何東學校

殿 鳳溪第一小學

女子組碗賽 冠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亞 金錢村何東學校

季 粉嶺公立學校

男子組盾賽 冠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亞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季 粉嶺公立學校

殿 聖公會榮真小學

女子組盾賽 冠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亞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季 聖公會榮真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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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學校 姓名 得分

盃賽 男子組神射手 九龍塘宣道小學 張正澔 25
盃賽 女子組神射手 聖博德學校 李綽珊 17
碗賽 男子組神射手 鳳溪創新小學 劉嘉寶 15
碗賽 女子組神射手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朱曉晴 14
盾賽 男子組神射手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林文曦 27
盾賽 女子組神射手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鍾慧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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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校慶

學生會活動
　　在三至六月期間，學生會舉辦了多項 30周年校慶活動，各
類型球賽包括：「30周年校慶祝願寶箱」、「30周年校慶盃班
際籃球比賽」、「30周年校慶盃班際足球比賽」、「30周年
校慶盃師生足球賽」、「30周年校慶校友盃籃球比賽」等，分
別與男女子籃球隊及男子足球隊合辦。其次，還有「30周年校
慶籌款（優化學與教設備）」、「30周年校慶辯論邀請賽」、「30
周年校慶學生會頒獎典禮」，讓學生會成員協助統籌，擔任工

作人員，強化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各參與活動的學生均踴躍

投入，大大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學生會更與課外活動攝影組

合辦「30周年校慶攝影展」，藉著在各 30周年校慶活動中拍
攝之照片，回顧師生在活動中的參與，分享活動帶來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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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校慶

四社球類比賽

　　為慶祝本校 30周年校慶，讓同學投入到校慶的熱烈氣氛之中，
四社特意於 4月份舉行了 30周年校慶四社球類比賽，當中包括：
四社籃神射罰球比賽（決賽）、四社手球神射賽（初賽）、四社手

球神射賽（決賽）。各社社員熱烈參與，期望能勝出比賽，為社爭光。

　　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各位班主任及老師的鼓勵與支持。

在此感謝校長、潘副校長、林嘉麗老師及李子豪老師到場參與，將

氣氛推至高峰。同時感謝學生會、四社幹事、校務處、工友及師生

的協助與支持！

四社球類比賽賽果如下：

1　30周年校慶四社籃神射罰球比賽
 冠軍：黃社

 亞軍：紅社

 季軍：綠社

 殿軍：藍社

2　30周年校慶四社手球神射賽
 冠軍：藍社

 亞軍：紅社

 季軍：綠社

 殿軍：黃社

      
3　30周年校慶四社盃
 冠軍：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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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成績 高中成績

　　由音樂科舉辦，商科協辦的第八屆音樂節有賴各位老師的熱

烈支持，各同學的踴躍參與，活動順利於 4月 12日圓滿結束。

　　音樂節旨在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培

養對音樂藝術的鑑賞能力。閱讀節期間，在圖書館的協助下，安

排與音樂科相關的閱讀材料，讓全校同學進行音樂知識比賽。在

音樂課上則進行班際合唱初賽、舊曲新詞創作比賽，放學後還有

個人演唱、演奏、小組合唱等比賽。音樂節的內容可謂應有盡有，

知識和實踐並重，充分發揮了學生的音樂才能。

　　音樂節大匯演當天設有班際合唱比賽、個人、小組歌唱比賽

及樂器比賽、綜合表演，同學在表演者的精彩演出下，投入音樂

的美妙之中。

　　大匯演的壓軸表演是全校師生合唱 30周年校慶歌曲，歌曲
由音樂選修同學共同創作，悅耳的歌聲中為音樂節劃上圓滿句號。

名次 班別 歌名

冠軍 3D 光輝歲月

亞軍 1A 真的愛你

季軍 2B 伴隨著你

名次 班別 歌名

冠軍 5B 串燒

亞軍 5A 5A之歌

季軍 4D 差一點我們也會飛

《班際合唱》

第八屆音樂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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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成績

名次 班別 姓名 歌名

獨唱

冠軍 4A 王妍蘋 花一開就相愛

亞軍 4A 陳心瑜 我

季軍 4A 邱斯楠 銀貓伴奏

獨奏

冠軍 2A 鍾暉 夢中的婚禮

合唱

冠軍
5A
5B

李雲霞 /陳柏龍
房偉駿 /梁建雲 女孩，你知道嗎？

亞軍 5C/5D 袁鳳兒 /莫嘉敏 是我不夠好

季軍 4B/4C 陳俊傑 /鄧俊傑 笑忘書

《歌唱比賽》

11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加深同學對中國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的認識，40名中四級
學生於 6月 26日至 6月 29日參加了「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開展了為期
4天的「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同學們在 4天的旅程中，參觀了福建土樓、開元寺、福建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廈門
醬油廠等，又造訪廈門大學和漫步廈門的環島路等，行程既豐富又愉快。旅程讓同學認識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政治、經濟及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

此外，這次旅程讓同學認識福建省歷史文化以及廈門的發展情況，繼而研習歷史文物的保

育，探究中華文化的承傳。 

　　這次遊程使同學了解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擴闊同學的眼界，師生均

表示在旅程中受益匪淺。

在福建土樓前合照

在廈門醬油廠留影

分組匯報專題研習

參觀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
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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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在繁重考試後放鬆心情，課外活動組特意安排不同試

後活動讓學生參加，包括講座、參觀、工作坊、服務、外遊學習、宿

營等等，為學生提供學習及發揮潛能的平台。講座方面有「性在有愛」

性教育及「公共藝術與社區—城市閘誌」、課外活動簡介會、參觀

鳳溪一中中學視藝畢業展、「羅浮宮的創想」展覽；工作坊有「創科

（STEM）比賽—飛越三十載」、「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室
樂小組」、「學生會四社幹事訓練先導班」、「親親海洋 尊重生命」、
「生涯規劃訓練日」。服務學習方面則有「長者學苑—長者課程」、

「北區跨校閱談—閱讀大使服務日」，而外遊及宿營活動包括「同

行萬里—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團隊訓練挑戰

營」及「好女子宿營」等等，內容多姿多采，讓學生體驗豐富的活動。

創科 (STEM)比賽 -飛越三十載

公共藝術與社區 -城市閘誌

親親海洋尊重生命

動試 後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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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獎項

中文科

香港浸會大學舉辦 2016/17第九屆大學文學獎徵文比賽 5A 吳詩詩 少年作家獎

「學校起動」計劃創意寫作——「紙飛機」 2A 李菁菁
2A 孫千嵐

優秀作品獎

香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舉辦 2017年第 11屆弘揚孝道
「分享一次行孝的經驗」徵文比賽

5A 吳悅 高級組
「真情流露獎」

英文科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16

4A 陳芯瑜 First Place

數學科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賽 –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2A 梁智鴻 三等獎

2017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ICAS) - 數學 1A 馬恩琪
2A 陳　焱
2A 鍾　暉
3A 危思豪
3A 葉佳樂
4A 陳永希
4A 鄭佩兒
4A 黃　哲
4A 王昕玟

Distinction

1A 陳雨晴
1A 梁家瑜
2A 李　湘
2A 梁智鴻
3A 林家良
3A 陳穎欣
4A 劉海鑌
4A 李嘉欣
4A 雷俊杰
4A 任嘉怡
4A 謝嘉莉

Credit

2A 林嘉聰
2A 孫千嵐
3A 田寅樂

Merit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 2017

5B 朱宇浩 High Distinction
4A 陳永希 Distinction
5A 朱雅詩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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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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