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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年度　第 1期校園通訊

校長的話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近日看見校園農圃種植的菜苗發芽生長、花兒含苞待放、蝴

蝶再次翩翩起舞，彷彿在宣告寒冬已過，復甦的生命正享受著大地甘霖的滋潤。春天，

帶來蓬勃生機，充滿著愛和希望。在校園生活中，最美的風景是什麼？就是師生展現笑

臉，每個生命都在躍動，彷彿看見天父的愛帶來新希望，猶如春雨降下，滋潤乾涸的心

靈，讓生命得著更新改變，綻放光芒。

　　這學年，以「明德勤學創新猷，愛主立人品學優」為主題，感恩師生同心同德，邁

步向前。教育是育人的大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春夏秋冬，風霜雨露，走過的寒暑，

踏過的足印，是每顆對生命尊重及關愛的心靈，孕育學生茁壯成長，見證著主恩處處。

　　杜鵑花開，驪歌輕唱，又是別離的時候，中六的同學要告別校園，準備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六年的學習，老師用心教導，學生努力學習！中學文憑試確為同學帶來不少壓

力，而畢業班同學對追求學問的堅持，實在令人欣賞，在此祝願每位同學都能達成目標！

　　應屆中六級同學畢業後，即將又迎來新一屆中一新生。六年一貫的中學課程，由中

一迎新開始至中六畢業結束，可視作一個循環。每個循環中，最觸動的是看見學生的轉

變及進步，最終達成目標，找到適合自己的出路。我相信天父所創造的每個生命都尊貴

而獨特，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生命歷程。在我的教學生涯中，見證了無數師生的互動，

譜寫出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故事！

　　三十而立之際，盼望學校能繼往開來，正如校園農圃收成後再次播種一樣，欣欣向

榮，歷代的震夏人，都能活出精彩、亮麗的豐盛人生！

何應翰校長

校園有機農圃收成，師生喜氣洋洋。

校長及老師們齊為畢業班同學打氣，願同學振翅高飛。

春回
大地

萬象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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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高徒」
指導計劃

　　由港科院、香港工程科學院和香港科學會合辦的「名師高徒」

指導計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行開幕禮。本校陳永希同

學有幸獲邀出席，並成為張東才教授的「高徒」。

　　「名師高徒」指導計劃共邀請了 33位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
擔任 128名對科學具濃厚興趣的高中學生的義務導師，指導計劃
為期兩年，就學生的生涯規劃進行交流，協助他們走上科學之路。

　　導師與學員平日透過電郵、電話等溝通，每年至少會面一次。

此外，學員需於每年 8月，向港科院提交報告，內容包括自我評
估，及介紹通過計劃獲取的成果等。而學員每年必須向主辦機構

提供特定格式的年度報告，他們的導師也會被邀請提供意見。

參與導師包括：

港科院 香港工程科學院 香港科學會

徐立之教授 陳兆根博士 岑智明先生

黃乃正教授 程伯中教授 陳繁昌教授

汪正平教授 趙雅各先生 梁嘉聲教授

裴偉士教授 周允基教授 張東才教授

沈祖堯教授 郭海成教授 陳冠華教授

支志明教授 李行偉教授

張明傑教授 潘樂陶博士

袁國勇教授 滕錦光教授

盧煜明教授 唐偉章教授

任詠華教授 衛炳江教授

梁智仁教授 楊偉豪教授

鄧青雲教授

名師高徒學生

張東才教授 (右 )與陳永希同學
(左二 )及其他同學合照

徐立之教授 (大紫荊勳賢 )，港科院院長 (右一 ) 
、何應翰校長 (左二 )與資優教育組組長鍾焌健老
師及陳永希同學 (左一及右二 )合照

陳永希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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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十二名學生，聯同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修讀室內設計、平
面的六名大專生，於二月三日藉一年一度的香港青年協會鄰舍團年飯
活動，用一千五百罐罐頭砌出「鄰舍第一」吉祥物鄰仔（Alan——獅
子頭罐頭立體裝置藝術展品，下稱「獅子頭」），向一百八十圍盤菜
宴的二千名參加者送上祝福。

　　「獅子頭」為當天宴會創造了獨一無二的「打卡」熱點，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何永昌，
以及一眾明愛師生，當然亦不例外，與之合照留念。而於活動後，罐
頭將送到食物銀行，為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獅子頭」可謂
「睇得，又食得」！

　　近年香港著重多元發展，「學校起動」計劃
創造公開平台，不但為參與學校配對企業或機
構，更為學校提供財政支援，旨在透過多元化活
動，協助學生發揮創意。是次活動有賴「學校起
動」計劃的資助，令學生有機會參與青協的盛事，
令他們可以走出課室、服務社區、擴闊眼界。此
外，感謝保誠保險有限公司（英國保誠集團成員）
及昌輝有限公司的慷慨解囊，贊助活動中使用的
罐頭，既為基層市民添暖，亦讓明愛師生有機會
參與組裝「獅子頭」的盛舉。

　　要完成「獅子頭」一點也不容易！單是罐頭，就要「貨比三
家」，為的不是要省錢，而是看看罐頭是否適合堆疊，選好罐頭
後，便要構思立體圖，再來則是用螺絲帽及小木板組裝樣品，最
後在現場組裝「獅子頭」。凡此種種，皆是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逾二十多名學生，聯同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修讀室內設計、平面
設計的六名大專生分工合作，一同齊心合力完成。明愛人共同承
傳明愛精神，注重發展人的才能、建立回饋精神，用藝術服務社
區，以藝術裝置走進社區，提升他人對社區的關注，亦讓學生享
受參與藝術的樂趣。

　　「藝術」、「社區」、「罐頭」、「獅子頭」看似毫不相關，
但明愛人發揮創意，以創意串連所有，發揚「愛德」及「義德」！

明愛一家親　同心創展品

事前加工

現場組裝「獅子頭」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與同學合照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與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獅子頭罐頭立體裝置藝術

獅子頭罐頭立體裝置藝術展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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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五日，本校於上水龍琛路體

育館參加了北區中學聯校展覽。是次展覽共

有二十間北區中學參與。除了校長、副校長

及相關老師外，本校亦委派多位來自 3A、
5A及 5B的服務生，向北區小六學生和家
長宣傳及推廣本校。透過培訓學生向公眾介

紹本校課程特色及多元活動，學生的表達能

力、自信心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均有所提升。

坊眾均讚賞同學溫文有禮，表現出色。

北區中學聯展北區中學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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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舉

行了「長者學苑」三周年苑慶暨「傳心

傳意傳關愛」行動啓動禮及第八屆「北
區小學音樂比賽」頒獎禮，繼續凝聚區內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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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得到區內小學師生、家長和安老院長者到訪本校大力支

持，場面熱鬧。禮堂內洋溢着小學生的悠揚樂韻，長者們樂在其

中。我們有幸邀得前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女士、安老事務委員會

委員蘇陳偉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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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社區教育慈善基金會

主席梁麗雲女士、金錢村何東學校何錦池校長、長者學苑管理委員

會委員鄭家瑞先生、家長教師會主席張增祠女士及明愛粉嶺陳震

夏中學榮休副校長鄧賢根先生到場主禮，並由本校何應翰校長帶

領進行亮燈儀式，見證行動開始。接著，各嘉賓在本校學生義工

陪同下為長者送上福袋，讓典禮在歡樂和關愛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此外，本校同日舉辦了「運動樂頤年健康講座」，讓長者學

會通過簡單的運動，保持身心健康。「長者學苑」的成立，正是

期望長者透過持續進修，成就愉快人生；同學亦學會從生活中實

踐關愛，增進與長者交流，促進長幼共融。

「長者
學苑」

三周年
苑慶

暨

「傳心
傳意傳

關愛」

行動啟
動禮

運動樂頤年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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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校主辦之「第八屆北區小學音樂比賽」於十一月十八

日，於本校禮堂順利完成。當天的參賽隊伍來自北區各小學，

30隊參賽隊伍均表現出色。當日的評審為教育局課程發展主
任（音樂）馮智航先生及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音樂科科主任周

志鳳女士。各隊伍的精彩演出，令人目不暇給。比賽結果如下：

獲獎學校 參賽曲目
金獎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內蒙民歌主題變奏曲
銀獎 金錢村何東學校 <F大調第 8托卡塔 >    第一樂章
銅獎 鳳溪創新小學 Allegro, 1st movement from Viennese Sonatina No.6

獲獎學校 參賽曲目
金獎 粉嶺官立小學 歌聲與微笑
銀獎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一點燭光
銅獎 方樹褔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我的根在中國

獲獎學校 參賽曲目
金獎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Perhaps Love
銀獎 金錢村何東學校 頌師恩
銅獎 福德學社小學 真的愛你

個人項目

團體項目

多人項目

第八屆

」
「北區 音樂小學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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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了推廣北區旅遊景點，舉行了「賞玩北區計劃」，以讓學

生認識可持續發展概念為宗旨，使區內外人士了解北區人文生態特色。

本年度計劃包括導賞員訓練、公眾導賞團、北區景點及特色展覽，以及

北區繪畫比賽。活動得到區議會贊助及各界支持，參與的中小學合共有

十五間。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校於花鳥蟲魚展覽場地進

行了本計劃的頒獎典禮及公眾展覽，反應熱烈。展覽場地附設小手工

工作坊，目的是推廣「識取惜用資源」，公眾人士踴躍參加，場面熱鬧。

　　今年導賞團內容豐富，包括農業文化導賞、邊境漁塘單車團、沙頭

角的鳥與蝶、圍頭話圍頭等。另外，本校為推廣北區旅遊，分別於中環

碼頭擺放有關北區旅遊的展板及於粉嶺遊樂場參與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學生導賞大使認為是次活動能加深他們對北區傳統文化的認識，

並加深對社區的了解。此外，導賞大使透過活動也學會與不同年齡的

參加者進行互動，提升人際溝通技巧和個人自信。

中大榮休教授左治強先生為導賞員講解

導賞團

導賞團體驗農耕工作

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展

賞玩北區計劃

7



32

1

　　為了培養學生對田徑運動的興趣，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

屬感，本校於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假北區運動場舉辦了

第二十五屆陸運會。本屆陸運會舉行超過一百項賽事，逾

一千人次參與比賽。

　　何校長鳴槍一響，賽事正式開始。一如以往，四社同學

均為所屬社別努力競賽，爭取最高名次。兩天的比賽除設有

四社大獎外，也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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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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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接力賽、師生接力賽及友校接力賽等。在接力

比賽中，可以看到同學合作無間的精神。

　　經過兩天的激烈賽事，黃社取得男子全場冠軍、女子全場冠

軍及四社全場總冠軍﹔啦啦隊賽事則由紅社勝出。

　　為了增加賽事的氣氛，大會邀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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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席上的同學看

到「友校接力賽」的精彩場面時，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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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體育）

王慶宜女士、2016年里約奧運女子馬拉松香港代表姚潔貞女士、
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李秀賢女士、本校校友會會長鄧藹儀女士、

本校校友會校友姚銘校董及九龍倉中國置業有限公司林安健先生

到場參與頒獎禮，令是次陸運會生色不少。

第二十五屆陸運會

社際全場總冠軍 -黃社

小學男子組

中學女子組

中學男子組

小學女子組

眾嘉賓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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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班級經營日已於九月二十一日順利舉行。當天初中以級本形式分

別到不同營地進行活動，並透過團隊活動營造班風。中四級及中六級則以班

本形式，進行不同活動：例如遊覽大澳與進行室內氣槍射擊活動。通過多元

化的活動，除了能促進師生交流，亦能培養同學的團體合作。中五級同學則

在社工的帶領下，參與各項義工活動，如展能服務和長者服務等，回饋社會。

　　是次班級經營日活動配合學生全人發展的需要，學生與老師透過各種活

動和社區資源進行學習，讓學生獲得課堂以外的活動體驗，提升師生關係及

團隊精神。

　　聯課活動日旨在通過不同的活動，配合課堂學習，為同學提供多元學習經

歷，以提升同學的視野。當日，高中及初中同學均有不同類型的全方位活動，

讓同學從活動中汲取知識、學以致用、增廣見聞。

　　初中同學分別參與不同的境內及境外考察：如

中二級到佛山體驗當地嶺南文化；中三級則參與英

語時裝活動及長幼共融的服務學習活動。

　　高中同學根據選科科目，參與相關的學習活動：如視藝科的風箏製作，以及中史科的

歷史教育工作坊。活動既能加深同學對學科知識的了解，亦豐富了多元學習經驗。

聯課活動日

中五級　與長者玩遊戲

中二級　野外煮食

中二級　團體遊戲

中二級　射箭活動

營造班風　加強歸屬感

中二級　細心聆聽導師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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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沙田區慈善
賣物會

善長仁翁熱烈支
持

樂遊震夏學習天
　　本年度的樂遊震夏學習天已順利完成。本校有幸邀請到方方樂趣中英文學

校中學部的同學，與本校中一級的學生進行英語交流活動。是次活動以全英

語進行，並以平板電腦作為輔助工具，期望通過電子學習平台促進英語學習。

　　當天，友校的同學與本校學生配對成為三人小組，依據藏寶圖上 QR 
Code的提示，在校園四周尋找英文寶藏。找到寶藏後，同學需要利用平板電
腦在 Google Form上輸入答案，以完成各藏寶地點任務。而在中央控制中心
的老師，則透過 Google Sheets實時掌握各組進行任務的情況。

　　活動的下半部分，是由各組同學利用所得的英文寶藏寫一篇短文，並以

英語向全體師生進行匯報。縱使各位同學匯報時有點緊張，但仍能放膽嘗試，

不失為一次良好的學習經驗。

　　香港明愛於十一月十九日，假沙田源禾路遊樂場舉行一年一度的
沙田區慈善賣物會。當日天公造美，清風送爽，天氣舒適宜人，賣物
會吸引了接近六千人入場。除了本地居民一家大小、扶老攜幼到來參
觀購物外，更有不少外籍人士到場為慈善出一分力，場面熱鬧溫馨。
當天本校超過四十位師生參與服務，負責大會攝影與義賣攤位，而 4A
張詠琿及 4B何宛桐更擔任大會司儀。同學表現出色，喜獲大會讚賞。

樂遊震夏學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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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數
理周

　　一年一度的數理周已於十一月中圓滿結束，感謝數學科和科學科老師的悉心指導和幫助，使活動順利進行，更得到同

學的廣泛好評。

　　數理周活動內容豐富，有與圖書館合辦的「數理寶藏書中尋暨數理好書推介」，同時配合晨讀節的數理文章，令同學

能夠從課外書中學會更多數理知識，提升閱讀興趣。另外，我們利用午膳時間舉辦「數理攤位遊戲」。其中的數理遊戲，

能讓同學親自動手解決數理難題﹔還有一向享受同學歡迎的「魔力橋」比賽，訓練同學的數字感，亦加強同學的邏輯思考

和排列組合能力。此外，中二級同學的「數理遊蹤比賽」，讓同學走出課室，尋找自然中的數理知識。

　　當然，數理周的重頭戲——「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是最受同學歡迎的。這個活動除了能讓同學在台上比拼數理

知識，台下的同學也能參與問答環節。當天同學都興致滿滿地爭相舉手回答問題，可見同學對增進知識懷有莫大熱情呢！

　　數學學會的宗旨是希望透過舉辦不同的數學遊戲和活動，能讓同學接觸課堂外的數理知識，結合遊戲與學習，令同學

能夠自覺地參與活動，在不知不覺間增進數理知識。每年一度的數理周為同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學習平台，讓數學學會的

成員能夠「一展身手」，發揮才能，為全校同學舉辦有趣又有益的活動！

　　作為數學學會主席，最令我自豪的是活動能讓我有機會發揮才能。儘管擔任學會主席令我感受到壓力，眼前仍有許多

挑戰，但我會竭盡所能為同學服務。這次活動讓我最有所成長的就是在「社際數理常識問答比賽」中擔任司儀一職。我甚

少在眾人面前擔任領導的角色，原來做司儀並不輕鬆，尤其司儀不但要讀出問題及答案、宣佈分數，還要帶動台下氣氛，

鼓勵同學踴躍舉手回答問題。我非常感恩能擔此重任。經過這次活動令我成長了不少、學懂了許多，亦增長了溝通和領導

才能，我衷心感謝學校給予我這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本年度我有幸被同學推舉成為數學學會主席，能為同學服務是我的榮幸。無論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我們面對了多少困

難及挑戰，但我深信只要數學學會的成員能夠互相幫忙、支持、勉勵，加上學校師長的熱心幫助和指導，我們定能成功舉

辦各種活動，讓全校的同學投入參與。在此感謝全校同學對數學學會的支持和鼓勵，未來我們會繼續舉辦更多有趣的活動，

令大家都能輕鬆愉快地學習數理知識！

數學學會主席　5A 陳永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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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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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社 藍社 紅社
1A 馮駿越 2A 梁家瑜 3A 區雯慈 4A 霍喜龍
1B 李卓豪 2B 楊盈盈 3B 郭俊鏗 4A 田寅樂
1C 黃景陶 2C 袁鎮湕 3E 黃沚泓 4B 賴雅芳

亞軍

藍社 綠社 黃社 藍社
1A 何晴 2A 文澤興 3A 梁智鴻 4A 陳韵如

1B 盧建霖 2B 黃思穎 3B 張文龍 4A 李婉怡
1C 鄧俊豪 2D 李恩賜 3C 張斯淇 4B 黃劍清

季軍

紅社 紅社 綠社 綠社
1A 江鍁悠 2A 施瑩瑩 3A 朱俊華 4A 蘇鈺芝
1B 朱健龍 2B 梁俊濠 3B 白若希 4A 曾卓然
1C 招梓峰 2C 黎子萍 3C 劉子軒 4B 麥鍾源

殿軍

綠社 黃社 紅社 黃社
1A 陳煒全 2A 何志鋒 3A 林嘉聰 4A 溫琦隆
1B 蔡雯雅 2B 伍玥穎 3B 陳思儀 4A 張奇招
1C 劉賢 2D 張宏達 3C 黃俊灝 4B 許卓弘

「Rummikub」數字棋比賽
初中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2A 陳明希 4A 鍾暉 5C 黃志豪
亞軍 1A 林嘉謙 4A 謝樂遙 5A 任嘉怡
季軍 2B 黃思穎 4B 陳偉彬 5A 郭耿汛
殿軍 1C 黃景陶 4B 黃沚泓 5B 甄偉聰

倘若同學們錯過了本年度各項精彩的活動，明年緊記要密切留意了！

中二級數理遊蹤比賽

班別 組員
總冠軍 2A 廖輝陽、李俊杰、李彥樂、梁家瑜、陳明希

各班優異獎

班別 組員
2A 馬恩琪、文澤興、李建明、栗晓晴、陳雨晴、呂奕欣
2B 梁俊濠、張子超、蕭俊海、黃梓傑、陳俊賢
2C 倪臻賢、袁鎮湕
2D 吳詩茵、岑凱寧、張宏達、李素宜
2E 陳文斌、莫深柳

寶藏書中尋問答比賽

中一級
1B 胡嘉蕙、游家羲、陳意嘉
1C 簡昊宇、林凱欣、盧曉杰
1D 黃紹軒、劉家禧、譚舒文

中二級
2A 李建明、施瑩瑩、黃潔茹
2B 伍玥穎、李永康、黎秀津
2E 曹焯杰、施晶晶、陳文斌

中三級
3A 梁智鴻、區雯慈、何善妍
3B 葉子堃、周正翹、鍾佩琳
3D 蘇小惠、錢蕙玲、袁浩雲
3E 溫智軒、蘇啓南、謝樂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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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選舉活動

　　本年度人文學科周主題為「中國傳統工

藝」，介紹有關中國民間的手工藝及文化。禮

堂週會透過少林武術示範，讓學生親身體驗中

國武術文化，了解當中的個人修為精神。

　　此外，課後的手工藝工作坊，如活字印刷、

編織草蜢以及迷你牌坊製作，均能讓同學體驗

中國傳統工藝之美，及對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

了解。活動期間，同學踴躍參與，表現投入。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共有兩組候選內閣，分別為 1號候選內閣
「SAILOR」及 2號候選內閣「FIGHT」，兩隊均主要由中三至中五級學
生組成。選舉宣傳期間，各內閣成員均展現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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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午膳及班主任節到訪各班收集意見、

更於午膳期間籌辦大型宣傳活動，以歌聲及舞蹈傳遞他們的激情與活力。

兩組內閣於投票日早上，在校門向每一位回校的同學進行宣傳，爭取選票。

　　在十月四日選舉當日，各候選內閣成員於週會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政

綱，並互相進行提問，同學反應熱烈。台下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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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突顯他們的分析及解難能

力。最後各班進行投票，反應踴躍﹗

　　經點票後，共收到 673張選票，其中有效選票為 521票，全校投票率
為 94%。1號內閣「SAILOR」共獲得 139票，而 2號內閣「FIGHT」取
得 382票，順利當選為本年度學生會。

內閣名單：

會長：5B 黃柏衡 (32)
會長助理：5B  蘇嘉煒 (27)
學術副會長：5A 林竟成 (24)
外務副會長：5A 林寶怡 (18)
體藝副會長：5A 鄭雅思 (08)
助理：5A 余國威 (42)
總務：5A 李波文 (22)
文書：5B 林陽中 (19)
設計：5B 林曉瑩 (16)
攝影：5B 歐浚鏵 (02)
康樂：5B 王震邦 (30)  5B 曾駿揚 (28)
宣傳：5A 范曉嵐 (12)  5D 黃家偉 (18)
福利：5A 李嘉欣 (20)  3A 李浩徽 (14)
I.T. ：5B 丘文希 (36)  5C 黃志豪 (16)

1號候選內閣 SAILOR宣傳花絮

1617 學生會
會長 6B鍾正
傑與本屆會長
5B黃柏衡交
換會章後合照

2號候選內閣 FIGHT宣傳花絮

學生會就職合照

候選內閣 SAILOR及 FIGHT成員與一眾老師大合照

1718候選內閣互相交換會徽

人文學科周

本年度學生會已於十一月一日就職，以下為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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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
T聖誕

聯歡會

FIGH
T聖誕

聯歡會

　　本年度聖誕聯歡會已於十二月二十二日進行。為配合學校的關愛文化及本會「THANKFULNESS」（感
恩）的宗旨，本年度聖誕聯歡會以感恩表演形式舉行，由中六級各班同學負責表演，感謝多年來學校的栽培

及老師的照顧。

　　聯歡會當日由潘啟勝副校長、曾展棠老師聯同學生會成員，於台上報佳音掀起序幕。接著由中六同學以

班際形式進行表演，他們演出落力，氣氛熱烈。此外，不同年級的同學也以歌唱、舞蹈及短劇的形式進行表演。

聯歡會期間更加插抽獎環節，學生會送出多份大獎及班獎。最後，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學生會 PASSION的幹
事馮子亮同學以結他伴奏，聯同 6A班李雲霞及 6B梁建雲同學擔任表演嘉賓，台上台下的同學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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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整個活動生色不少。是次活動得以成功，全賴老師的幫忙及提點﹔亦感謝同學

的支持和參與，學生會謹致以衷心的謝意﹗

　　最後，希望各位能繼續支持學生會活動﹗

短劇《To Be Continue》表演花絮

阮小娥副校長與得獎幸運兒合照

校友馮子亮聯同 6A班李雲霞及
6B梁建雲同學擔任表演嘉賓

何應翰校長與
得獎幸運兒合照

潘啟勝副校長與
得獎幸運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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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亞軍 3A梁家家
季軍 5A余國威、3C李豪怡、3C陳力煊

優異

4A陳韵如、1A溫樂怡、5A陳芯瑜、
1C劉賢、2A馬恩琪、4B倪嘉玲、
5A蔡迪龍、5A陳永希、3B任曉芊、
3B李靜、3C陳嘉莉、2A陳明希、
2A楊桓聰、4A吳僖汶

良好

3B何金其、1A梁鈺茹、2C張嘉彤、
5C卓璟藍、2A梁家瑜、3B陳思儀、
1C何靜怡、2C袁鎮湕、1D葉敏晴、
1D譚舒文、2A文澤興、2A潘志強、
2A陳鶴天、2A何志鋒、1C廖嘉義

「深水埗區文化系列活動 2017-18」
深水埗區青少年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3A陳焱

英文科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Second Place 2B楊盈盈
Third Place 5A 陳永希

Merit

1A馮駿越、1A溫樂怡、3A 梁智鴻、
3A 梁家家、3B 馮家俊、3A 曾家威、
3A 陳焱、 5A 蔡迪龍、5A林竟成、
5A 盧敏儀

Merit
(Choral 
Speaking 集誦 )

1E & 2D

Proficiency

1A 陳煒全、1A 梁鈺茹、3A 蘇巧君、
3B 陳思儀、3A何金其、3C黃俊灝、
3C 陳嘉莉、4A吳僖汶、4A 王卓妍、
4A 陳韵如、4A 曾嘉慧、4A 李婉怡、
5A 邱斯楠

數學科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2A廖輝陽

三等獎
1A 陳曉君、1A 陳煒全、1A 馮駿越、
A 江鍁悠、1A 楊芷婷、3A鍾暉、
3A 孫千嵐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2A廖輝陽

三等獎
1A 陳煒全、1A 馮駿越、1A 李俊言、
2A 梁家瑜、2A 馬恩琪

視藝科

「維護生命日」標誌創作比賽
*各得獎作品於第五屆天主教生命倫
理研討會之「因愛而去、為愛而生」
活動中展出

亞軍 3A謝展雯
優異獎 3A梁樂緣

創意獎 3A吳僖汶

化學科 2017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HD Excellence 5A 陳永希
High Distinction 6A 林銳軒、6B 朱宇浩
Distinction 6A 溫嘉豪、6B 李廣
Credit 6A 周嘉禧

各科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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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吳僖汶 「維護生命日」
標誌創作比賽創意獎

3A梁樂緣 「維護生命日」
標誌創作比賽優異獎

4A陳穎欣 榮獲
高中組三等獎

因愛而去 為愛而生 

科學領域

2017澳洲科學比賽
Distinstion 3A梁智鴻、4A羅智輝、4A陳穎欣

Credit 3A曾瑋楠、3B葉子堃、4A陳沛賢、
5B梁沛權

2017科學評核測驗比賽 SATSA

銀獎
3楊泰安、 4A陳韵如、4A霍喜龍、
4B謝展盈

銅獎
3A林嘉聰、3A區雯慈、4A吳汶宗、
4A謝展雯、4A溫琦隆、4A陳穎欣、
4B梁惠心、4B梁惠怡

圖書館

閱讀之星
北區中學
「閱讀之星」

4A陳韵如

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香港
區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高中組三等獎 4A陳穎欣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1E & 2D Merit

3A謝展雯「維護生命日」
標誌創作比賽 亞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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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