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愛 粉 嶺 陳 震 夏 中 學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18-19 年度　第 1期校園通訊

校長的話

九月十六日下午，颱風「山竹」在廣東台山登陸，重創了廣東、香港以及澳門等地

區。狂風暴雨過後，留下一片狼藉，在高樓的窗戶往外望，一片垃圾的海洋將樓宇包圍，

甚至直接湧進室內。最觸目驚心的是大量垃圾漂浮在還未退去的積水上，放眼望去，積

水上漂浮著各種塑料瓶、啤酒瓶、塑料泡沫，花花白白一片，令人嘔心。我們引以為榮

的先進城市，驟變成一個大型垃圾場。　

這些被人類丟棄在海邊或海上的垃圾，在一場颱風後悉數歸還了！看著海洋的塑料

垃圾，想起了多年前曾看過的一篇文章—《喂—出來》，這是日本著名短篇小說家星

新一作品之一，文章設想地球上突然出現了一個無底深洞，它可以容納人類製造的一切

廢物，不管扔甚麼東西進去，這個無底洞均會一視同仁，照單全收！這樣，人類的生產

和生活沒有了後顧之憂，於是城市的天空越來越美好，人們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著無底深

洞帶來的便利！然而，某一天，扔下深洞裡的東西重新傾瀉回地球！

颱風「山竹」的風暴就如叫喊了文章的標題—《喂—出來》！它是一個預警，值

得我們深思。

本校榮獲 2016–2018年度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最傑出表現獎」

本校榮獲第十六屆綠色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山竹」
過後……    風

颱

震夏人素質以「珍惜」為核心，感恩歷年來師生積極推動綠色教育，以期建立可持續發展校園。故此本校近年以「珍惜」

為核心，令同學明白珍惜己有，惜福、惜人、惜物，探索生命的真正意義不在於物質，以愛護環境，識取惜用資源為切入

點，滲透在日常教育中，向學生介紹可持續發展概念，讓同學認識環境、經濟、社會三者的關係；透過校內外的各種活動，

讓同學學會服務助人，惜用資源，減少浪費，認識資源的可貴，實踐綠色生活。本年度本校更成功申請環保基金以籌備環

保教育項目—「大自然的厚禮」，將於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8月期間舉辦不同的導賞、展覽和工作坊，期望能提升公
眾對生物資源的關注，建立保護生物資源的態度，加強學界及公眾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認知，共同推動「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

為可持續發展的地球資源，我們應該多走一步，盼望大家一起努力！

何應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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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

朱宇浩

畢業生分享

朱宇浩（香港中文大學 風險管理科學系）
學習方法：確立學習目標，提升不足，結合心儀課程需

要，專注提升弱點科目。

對母校的話：感謝老師的關懷和教導，同時感激學校對
學生的重視和關注，讓我能跨越困難達成
自己的目標。

Zhu Yuhao (2018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目標 : Set up goals of studies, enhance the shortfall in academy

感言 : Let me give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teachers who have always 
shown care and guidance in our growth. The concern imposed on the 
students is definitely appreciated and grateful that I can achieve my 
ultimate goal even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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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情況

震夏人才庫

< 母校滴水恩 人生康莊道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就讀於本地大學及畢業後身處不同專業界別的校友一

直保持緊密聯繫，成立「震夏人才庫」，讓校友有機會回饋母校，扶持學

弟妹，在課餘時擔任學校小組溫習導師、生涯規劃輔導員、大學選科輔導

及多元發展活動導師等，支援學校發展和陪伴學弟妹成長。

朱宇浩 (2017-2018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風險管理科學理學士學位

　　時間如白駒過隙，今年我完成了中學時期的目標，入讀了心

儀的大學。時至今日，我依然將「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的校訓銘

記於心，因為這正是學校為我插上夢想的翅膀，助我展翅高飛。

　　每一天當我見到街上快步疾行的人流時，我都會回想起陳震

夏老師為我們奔走的身影，是他們的無私奉獻讓無數的陳震夏學

子得償所願。回想當初中六為文憑試衝刺的時候，我常常會因為

迷茫和鬆懈而停下奮鬥的腳步，這時班主任梁少薇老師就會給我

一劑心靈雞湯，為我打氣。這正是陳震夏令人懷念的地方，溫馨

似家。而另一方面，學校對我們的學術支援亦是不遺餘力，不斷

對學生的弱點提供支援，我可謂受益匪淺。

　　很高興能見證母校三十周年的大日子，在此，我希望母校日

後能更進一步，老師們身體健康，學弟學妹學有所成。

朱宇浩

大學學位

職業課程

專上學院課程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

就業及其他

12.80%
20.80%

18.40%

48.00%

3



　　大學四年是黃金四年，在這四年裡你可以毫無顧

忌地渴求知識帶給你的快樂，認識志同道合的人。因

為若你無法從知識裡得到快樂，仍要老師家長苦口婆

心地求你學習，那什麼都沒有改變，不過是你玩樂的

場所從中學到了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在六十年代創立之初，曾被人評為

次等大學，是讀不上香港大學的人才會去的地方。憑

著一股不服輸的勁，一群讀書人默默耕耘，鑽研學術，

今天的中大已是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理想。當我們看

到那些名列前茅的傳統名校時，我們或許會嫉妒、會

羨慕，更甚會自卑，然後埋怨自己、埋怨他人。畢竟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比起那些現有的資源、排名，

為什麼我們不能依靠自身的努力，讓母校有所進步

呢？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只要心高志遠，

不論在什麼地方結果都是一樣的。

　　時光荏苒，現在已經是踏入大學生活，離開母校的第二年。中學時光的點點滴滴仍深深的烙印在腦海

裡。上課時聆聽老師們的諄諄教誨，下課後與同學們嘻笑打鬧。甚至在放學後、假期裡，老師犧牲自己的

私人時間幫我們應對公開試。還記得備戰文憑試的那段日子，老師準備了大量的練習卷，幫助我們在學業

上取得突破。還提供了豐富的升學就業資訊，助我們確立人生的方向。可以說，沒有母校的悉心栽培，就

沒有今天的我。我衷心感謝各位老師的無私奉獻。

　　今年的你們，就是那年的我。學生每年都會離開，但老師們會一直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用這「震夏

情」感染一屆又一屆的學生。願所有學生畢業之後，都不會忘記母校曾給予的恩惠，將這「震夏情」一代

一代的傳承下去，永不磨滅！

蘇鳳儀 (左一 )譚淑貞 (左二 )潘孟達 (左三 )

蘇鳳儀 (2016-2017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科技大學 (榮譽 )理學士

　　時間這個概念，在進入大學後變得越來越沈重。彈指間，這已是我離開母校的第二年了。

　　回想起備考公開試的那兩年，腦中浮現的除了那一疊疊的試卷習題；那緊張焦慮的日夜外，更

多的，便是課間與朋友們的嘻笑吵鬧，還有課堂輕鬆愉快的氣氛，課後老師對我們的疏導與開解……

這些片段交織成我的校園生活。以前總希望時間快些過去，但現在卻希望時間走得慢些。

　　大學生活在不知不覺中，竟已快要過半。剛開始時，遇到不少困難，我也習慣地向母校的老師

求助，而老師也一如以往耐心開導，這讓初入新環境的我安心不少，在此感謝母校長期以來的幫助

與教導，讓我受益匪淺，你們的教導也將伴隨我踏入人生新的階段。

　　未來依舊充滿無限挑戰與未知，但我會不斷嘗試，不斷找尋。過程中，感激母校的一路陪伴。

譚淑貞 (2016-2017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榮譽 ) 文學士

潘孟達 (2016-2017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中文大學風險管理科學系 (榮譽 ) 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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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我已進入了夢寐以求的大學，在這多彩紛呈的生活中，

我不僅獲得了新知識，還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得益匪淺。歸根結底，

對於來之不易的大學生活，母校的栽培和教誨實在功不可沒。

　　三年前，我在「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送別中懷揣著不知能否實現

的大學夢來到香港。初來乍到，當時還有一點無所適從的恐懼，我只

能見一步，走一步，以聽天由命的心態面對新生活。然而，事實證明，

當初的憂慮只是杞人憂天罷了。在老師和同學的關懷和幫助下，我很快

便適應了新的環境，融入新的校園生活。可是，我英文科成績差，怎

能踏上大學路呢？那時侯，耳邊也有不少朋友的揶揄，幸好得到導師

的鞭策和老師的指導，他們不遺餘力地幫助我，令我的成績不斷進步。

　　我現在很享受大學生活，能埋首於自己喜愛的學科中，的確很有

滿足感。也許兩年後，我會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的感受；即使要面對全新的環境，我也會勇往直前，努力開展未來。

藉此表達對母校恩師的尊敬與感激。

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 沈祖堯教授 (左一 )
蕭廣大 (中 )

蕭廣大 (2015-2016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科技大學 (榮譽 )理學士

袁子成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理工大學全球供應鏈管理 (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吳昆霖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香港大學護理學榮譽學士學位

林雪瀅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明愛專上學院護士系四年級

楊　林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城市大學電子工程 (榮譽 )學士

余創輝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
香港中文大學進修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曾海美 (2013-2014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兼生物科技 (榮譽 )理學士學位三年級

余學文 (2013-2014年度畢業生 )
嶺南大學英文系 (榮譽 )文學士畢業

陳渟汝 (2013-2014年度畢業生 )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系 (榮譽 )學位課程畢業

謝思城 (2013-2014年度畢業生 )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榮譽 )學士三年級

呂穎欣 (2011-2012年度畢業生 )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 (榮譽 )學士畢業

文寶欣 (2011-2012年度畢業生 )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 (榮譽 )學士畢業

吳小凡 (2011-2012年度畢業生 )
城市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

曾裕敏 (2007-2008年度中五畢業生 )
現職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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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年本校學生，參與了香港大學「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 STEM教學創新的
多層領導網絡」計劃，主題為「指尖陀螺」製作，同學在梁瀚祥老師及陳立禮老師

帶領下利用智能電路板Micro:bit製作簡單運動工具予長者日常使用。同學從活動
中學習運用各種數理知識，也培養了解難能力。

在整個計劃中同學表現積極，獲主辦單位高度讚賞。3A班學生獲得 STEM自
主企業家卓越獎，1B盧建霖、3A梁家家則獲得現場最佳提問獎。

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 STEM
教學創新的多層領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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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人生
卓越經驗分享

教育局推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以「發揮 IT 潛能 釋放學習能量」為宗旨，協助全港學校實現無線
網絡校園。學校為深化電子學習成效，為學生提供個人化的學習環境——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攜
裝置計劃應運而生。本校一直積極優化學與教環境，於 2014年以試點形式推出 BYOD政策，增加了教學的可能
性，亦提供另一種學習渠道，突破教室限制，給予學生探索課堂以外的廣大資源，豐富學生的知識與學問。

二十一世紀所需的技能除了知識外，個人、社交、情感上的發展也同樣重要，更要求有創造力、領導才能及

批判思維。電子學習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潛能及創造力，提升學生學習、表達及協作能力，為未來奠

定基礎。學校肯定「電子學習」的成效，並重視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育重在提升學

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以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達到教育的最終目的。

學校有幸於本年度成為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支援學校之一，負責策劃及舉辦專業發展課程，分享資

訊科技教育經驗，與其他學校協作，提供到校支援服務，就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的教學法、技術及管理等作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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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 (最傑出表現獎 )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hool Award Programme 
SD Community Project Awar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ward 

　　隨著社會、經濟的急速發展，人類過度耗用天然資源，「可持續發展」

的概念日益受到重視。「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追求，又

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發展模式。

　　在校園內，我們教導同學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亦須努

力減少污染和浪費，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故此本校近年以「珍惜」為核心，

令同學明白珍惜己有，惜福、惜人、惜物，探索生命的真正意義不在於物

質，並以此配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以愛護環境，識取惜用資源為切入點，

把可持續發展概念滲透在日常教育中，讓同學認識環境、經濟、社會三者

的關係。高中學生更會透過參與校內及校外各種活動，學會服務助人，惜

用資源，減少浪費，認識資源的可貴，實踐綠色生活。

　　本校一直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今年非常榮幸獲得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推薦參加「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委員會在全港參賽的學校中，

挑選三間表現優秀的進入第二階段評審，評審委員包括有學者、大學教授、

中學校長。在第二階段的評審中，本校三位同學代表，向各評審委員講解

本校環保政策、活動和成效。最後各位評審給予本校高度讚賞，認為同學

表現優秀，亦認同本校活動能改變同學的生活習慣，實踐綠色生活。最終，

本校獲得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中的「最傑出表現獎」，這個獎項也是對

本校「綠色校園」計劃的肯定。

(二 ) 綠色學校金獎

　　本校積極推動綠色教育工作，在校園內外進行了一系列惜物減廢措施，

從日常生活出發，讓學生學會保護環境。為了讓學生了解生物與環境的相

互關係，校內多個科組跨科協作，進行飼養馬蹄蟹計劃，並於活動最後階

段協助馬蹄蟹回歸自然；另外在中一及中二級推行「齊惜福行動」之「校

園零廚餘」計劃，旨在讓同學學會善用資源，包括「有衣食學生」、「環

保小先鋒」等活動﹔「廚餘回收堆肥工作坊」，在午膳時進行廚餘回收，

讓環保小先鋒學習回收廚餘和以廚餘耕種的過程和技巧，讓同學實踐綠色

生活，培養良好習慣。

　　本校在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中榮獲「金獎」，深感鼓舞，期望學

生繼續努力實踐綠色生活，愛護地球。

綠色校園

8



本校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多年來與香港理工大學（理大）服務學習事務

處合作，為本校中二至中五同學籌備一系列與英語學習及生涯規劃相關的活動，包

括：生涯規劃輔導營、參觀理工大學、小組互動英語活動、大學選科輔導及英語口

頭匯報訓練等。2017-18年度下學期，理大學生更突破框框，與震夏人在理大餐廳
用餐，並於餐後與同學以英語撰寫食評和進行口頭匯報，實行活學活用。本校更活

用此計劃模式，在暑假期間發展另一活動──「和富英語營」。

另外，歷屆理大學生也以文字分享他們的生涯故事，升輔組於本年一月將廿

八個生涯故事結集成書，名為《一人一故事》，並成為理大圖書館館藏之一。

「趁墟做老闆」於 2018年 1月 19至 21日，假鑽石山荷里
活廣場舉行。是次展銷會主題為環保與創意，本校與其餘 41間
中學在籌備和營運攤位的過程中，均力求善用資源，惜物減廢。

區偉熊老師帶領中四級經濟科同學透過是次展銷會初嘗「做

老闆」的滋味，將書本上的商科知識實踐出來，體驗創業的艱辛。

我們重點推介的產品有：以粟粉製作的樹脂黏土飾物、取材自舊

雨傘布的傘套、以竹製成的環保廁紙和有氣涼茶等，吸引不少市

民駐足選購。

趁

震夏人理大修練計劃

墟
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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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咕動漫體驗團
本校鼓勵學生進行多元活動，在八月的暑期活動中，學生參與了由大教育平

台與中國移動舉辦的「廈門咪咕動漫體驗團」。在四日三夜的工作坊裡，學生除了

有機會到中國移動「咪咕動漫」基地工作室，參加動漫製作兩天培訓課程外，還有

機會遊歷美麗的鼓浪嶼及廈門歷史文化景點。

「咪咕動漫」於 2010年 4月正式落戶廈門，是中國移動在動漫領域的營運
基地，學生參觀期間，有機會與業內人士交流，了解這產業的工作和生活。學生在

活動中，先學習基本拍攝技巧、場景換鏡技巧及剪片技巧；再製作 60秒內的短片，
並參與「手機趣拍短視頻競賽」，記錄廈門有趣及可愛的瞬間。

首天，我校學生認真地拍攝廈門夜市的美麗景色，4A梁樂緣同學還將其所見
所聞用手繪形式畫了一些插圖﹔第二天運用所學到的剪輯技巧將插圖貫穿在影片

中，製作出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視頻，還在眾多的作品出突圍而出，榮獲一等獎。

完成視頻剪輯後，我們在動漫基地參觀了它的咖啡室，原來咖啡室也是為了

推廣動漫而設的，室內所有佈置滿是各式各樣的動漫主角。學生還可以在指導下製

作自己的咖啡飲品，令大家更能體會現今電子商務的運作模式。

短短數天的體驗，能讓學生對企業文化和市場前景有不少的體會，對有志於

電子商務、動漫及設計的同學，實屬難得。

楊炎玲老師
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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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Can由香港中文大學「優質
學校改進計劃」團隊主力策劃、社會褔利署

攜手扶弱基金贊助，旨在為參與「學校起動」

計劃的伙伴學校學生建立穩固的英語基礎，

並激發學生自學英語的興趣。今年暑假本校

同學與 330名來自 38所中學的初中生參與
計劃。在計劃中，同學於 100個小時（2018
年 7月 17日至 8月 18日）內，由超過 60
名大學生充當導師，透過小組互動課堂、體

驗式教學、考察活動及比賽，學習 500個英
文生字。

「 十 分 感 謝 學 校 推 薦 我 參 與

English WeCan計劃。除了在課堂裡學到文
法、寫作和會話技巧，我還有機會與其他中

學的同學到超級市場和機構參觀，認識到一

個共通點――員工們都用英文與人溝通，讓

我明白到英語是十分重要的。」 1B 何毅同

English W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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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dging course to prepare S1 students for their new and foreseeably challeng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was conducted from 28 August to 31 August.  In the lessons, they 
got to meet their new teachers and classmates.They also had a taste of their English lessons in the 
new environment.They tried out e-learning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pproaches.

S1 English Bridging Course
28, 30 & 31 August 2018

Day 1 
Lesson

Day 3 
LAC Lesson

Cotton Candy Making
Pop Corn Making

hologram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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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FS English camp this year had the honour of having a group of 7 passionate young voluntary instructors 
from Wofoo Foundation. This year, the theme for the camp is Careers and Occup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instructors, 60 of our S5 students built from scratch a one-minute self-introduction for their dream jobs. Our 
students' written and recorded scripts will be published internally for future reference for their juniors. 

During this 5-day camp, our students also had a taste of British lif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3 cultural 
exchange sessions: British sports, British food culture and British landmarks. It was indeed a well-balanced camp in 
a way that students can both practise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and have loads of summer fun.

在 2018年 7月 2日至 6日期間，本校 33位中五級學生，在陳立禮老師、
譚碧芝老師、梁雅燕老師和李釗斌老師的帶領下，參與了「台灣迦南大學交流

團」。在這五天，學生成為了迦南大學的一份子，除了參觀校園外，還參與了

各種校內課程，包括：餐旅課程 (調製咖啡 )、應用空間資訊系 (航拍機講解與
操作 )、休閒暨健康管理學院 (水療館 )、藥理學院 (紫雲膏體驗製作 )及食品科
學系 (體驗鳳梨酥製作 )。

除此之外，學生亦有機會在台南體驗台灣文化，包括遊孔廟、逛安平老街、

赤崁樓、高雄駁二特區、花園夜市等等。

在這五天中，學生跟迦南大學的師生進行交流，互相了解大家的生活、文化，

從中了解更多台灣升學資訊，讓自己的升學和未來有更多的選擇。

Wofoo English Camp

台灣
迦南大學

交流

2018和富英語營

N

S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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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6日至 3月 2日是學校一年一度的中文周， 透過欣賞中國民族舞蹈表演、書展、攤位遊戲及學術講座等活動，
提升學生對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的興趣，並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在中文周內，學校於午膳時間後開放綜合活動室，讓同學參與各個攤位遊戲，從活動中學習中文。活動內容多姿多采，

學術與趣味並重，有「寫揮春」、「捉錯別字」、「猜燈謎」、「成語比賽」、「歷史人物扮演」等。此外，長者義工即

場煎製賀年糕點和煮湯丸讓同學們品嘗，大受同學歡迎。2月 28日周會，中文科邀請張潤衡先生蒞臨演講，張先生的講題
是〈我也可以了不起〉，他以個人的經歷鼓勵學生要有自信，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一年一度的中文周為學生帶來獨特的學習體驗，今年盛況依舊，更讓人期待下年度的中文周。在此，感謝各位同學對

本年度中文周的參與和支持，同時亦感謝各負責老師、長者義工和同學的協助，令大家能共度一個既愉快又難忘的中文周。

 2017/18年度獎項
活動 獎項 得獎學生

第 69屆朗誦節─中文朗誦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3A梁家家
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5A余國威
二人朗誦 季軍 3C李豪怡、陳力煊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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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儀
2D李素宜、3C陳嘉莉、2A陳明希
2A楊桓聰、4A吳僖汶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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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區文化系列活動 2017-18」
全港青少年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3A 陳  焱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2018 系列比賽：
全港校際標語創作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
學生邀請賽

季軍 「樂觀感恩常歡笑  幸福快樂不會少」 4A 吳汶宗

2017-2018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家校珍貴時光」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家校培育樂成長  無懼挑戰創理想」 3A 梁智鴻

2017-2018年度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
旭日文學之星

銀獎、恒源祥文學之星三等獎 6B李    廣

優異獎
6A陳家淇、6B朱宇浩、3A梁家家
3A陳以彬、3A區雯慈

UBS「我獨特而非凡」徵文比賽 優異獎 5A陳穎欣
CSL2018全港書法大賽
(中學組硬筆書法比賽 ) 優異獎 4A陳 焱

學術與趣味並重的

中文周邀請作家教寫作 長者義工協助籌辦
中文周活動

歷史人物亦參與中文周活動

中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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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之「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已經是第十屆了，一如

以往，賽事吸引不少區內外小學踴躍參加，參賽學校之多，為歷年

之冠，共有 16間小學，23支隊伍參加！

賽事分開男子組及女子組，均設有盃、碗及盾賽，當天各球

員在場中施展渾身解數，歡呼聲此起彼落，氣氛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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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東莞學校
殿 上水宣道小學

女子組盃賽
冠 聖博德學校
亞 金錢村何東學校
季 粉嶺公立學校

男子組碗賽

冠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亞 金錢村何東學校
季 粉嶺公立學校
殿 佛教慈敬學校

女子組碗賽
冠 九龍塘宣道小學
亞 佛教慈敬學校
季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男子組盾賽

冠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亞 鳳溪創新小學
季 粉嶺官立小學
殿 聖公會榮真小學

女子組盾賽
冠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亞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季 鳳溪創新小學

項目 學校 姓名 得分
盃賽 男子組神射手 育賢學校 馮宇皓 25分
盃賽 女子組神射手 聖博德學校 林嘉澧 17分
碗賽 男子組神射手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陳政浩 13分
碗賽 女子組神射手 佛教慈敬學校 李汶蔚 20分
盾賽 男子組神射手 粉嶺官立小學 黃梓偉 9分
盾賽 女子組神射手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鄭思睿 18分

第十
屆北區小學

籃球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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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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