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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度　第 1期校園通訊

何應翰校長

　　近日香港社會面對不少挑戰和困難，新學年開始了，校
園裏的青少年，又該如何啟航？

　　新高中學制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擴展教育機會，讓所有
學生均能完成高中課程，並且透過多元出路繼續升學。六年
一貫的中學課程，由中一迎新開始至中六畢業禮，可視為一
個循環，而每個循環中，最重要是看見學生的轉變及進步，
最終達成自己的目標，找到適合自己的出路。深信天父所創
造的每個生命都是尊貴而獨特，每個學生都擁有其獨特的生
命歷程！羅馬不是一天建成，而年輕人應如何選擇自己的人
生跑道？ 

　　選擇人生的跑道，有兩個考量，首先是旅程的經歷要精
彩，其次是旅程的終點要完美。有些跑道，過程非常辛苦，
但結局卻不明確，那就徒然辛苦了。另有一種跑道，過程精
彩，但結局卻是個悲劇。然而，從信仰的角度，有甚麼跑道
會比與主同行更精彩呢？有甚麼跑道的終點，會比與主合一
更確定、更完美呢？

　　那麼，如何協助學生選擇人生的跑道？本年度學校的主
題是「憑信以愛守望，同心同德同行」，憑信以愛領略上主
的心意，我們都明白，歷史最後的一筆，是由上主來書寫。
在蜿蜒曲折的歷史長河之中，我們或許無法看清前路。然而，
作為歷史裡的滄海一粟，我們相信透過學習聖經的真理，推
動心靈教育，培育學生身、心、靈健康是重要的一步！

 　　聖經米該亞書第六章 8節為本學年主題經文：「人啊！
已通知了你，什麼是善，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無非就是
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讓師生們一
起憑信以愛守望，同心同德同行。

　　盼望同學藉著《聖經》認識上主的道路及真理，並選擇
一條適合自己人生的道路。前路也許風雨滿途，但與主同行，
學習與祂合一，必能安然渡過人生的每個關口，這是何等完
美的人生，何等有智慧的選擇！願上主賜福大家！

陳芯瑜同學獲香港
理工大學取錄

陳永希同學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

新學年

新挑戰

盧敏儀同學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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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學文憑試 (DSE) 47,005
名日校考生當中，有 19,676 人考
獲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最低收生要
求「33222」，佔總日校考生人數
42.1%；本年度 JUPAS結果共 15,971
人獲學士學位課程；另外有 4,237人
獲取錄入讀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課
程；整體而言，有 20,208名學生獲派
學位，包括教資會資助及公開大學自
資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教資會
資助城大全日制副學士、理大及教大
的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SSSDP「資
助計劃」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共
取錄3,923名學生入讀學士學位課程。

　　本校應屆中六級畢業生於第八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表現理想，共
20多位學生獲大學聯招學位取錄，部分學生更表現優異，考獲佳績：
6A 陳永希同學
六科最佳成績 (Best six subjects) ： 5*5*5544  30分
獲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文學士課程取錄

6A 盧敏儀同學
六科最佳成績 (Best six subjects) ： 5*55544   29分  
獲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士課程取錄

6A 蔡迪龍同學
六科最佳成績 (Best six subjects) ： 544443    24分
獲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取錄

6A 陳芯瑜同學
六科最佳成績 (Best six subjects) ： 444443    23分
獲香港理工大學—服裝及紡織 (榮譽 )文學士學位課程取錄

6A  胡小恒同學
六科最佳成績 (Best six subjects)：  444332    20分
獲香港恒生大學—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 (榮譽 ) 學士學位課程取錄

下列科目於第八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考獲成績高於或接近全
港日校考生合格率：

科目 本校合格率
本校考獲三級
或以上比率

全港日校考
生合格率

數學 (延伸部分 M1) 100.0 % 50.0 % 87.6 %

地理 90.0 % 40.0 % 87.6 %

企業及財務概論 86.7 % 33.3 % 91.4 %

化學 85.7 % 50.0 % 88.1 %

中史 80.0 % 20.0 % 91.9 %

2019畢業生出路
升學就業情況 人數 百份率 (%)

大學學位 24 20.0

專上學院課程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

20 16.7

職業課程 63 52.5

就業及其他 13 10.8

總和 120 100

2019香港中學文憑試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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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畢業生分享

先掌握課本知識，再挑戰艱深課題，並且保持充足
睡眠。

對母校之感言：

感謝六年間教過我的老師：區老師、李老師、譚老
師，希望學校越來越好，更多同學能入讀大學！

每天閱讀文章提升英語能力，越早
開始越有效。

對母校之感言：

感謝母校的栽培，讓我鞏固學習根
基，迎接未來。

設計適合自己的學習計劃，並付諸實行。

對母校之感言：

學校給予我很多機會，發揮潛能，而老師的
優秀教學有助我考試成功。

盡早制定學習計劃，多操練文憑試歷屆試題，
遇有不明白的地方主動向老師查問。

對母校之感言：

學校投放很多資源在學生身上，在此衷心感
謝校長及老師。

多操練歷屆試題，多閱讀英文報章，多說多聽，
提升英語能力。

對母校之感言：

希望母校越來越好，風光不減，離別經年，仍
是淳樸模樣。 

陳永希

盧敏儀

蔡迪龍

陳芯瑜

胡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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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新里程
學校周年計劃關注事項

1. 　構建電子學習 2.0，促進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
 1.1　持續發展電子學習，深化自主學習

 1.2　優化持續性評估策略，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

2. 　建立學生積極主動，追求持續進步的學習氛圍
 2.1　 透過 STEAM教學創新，提升學生協作、解難、創造及應用知識的能力

 2.2　 優化中一級延伸學習支援，進一步照顧學生多樣性

 2.3　落實英語提升計劃，加強學生學習英語的氛圍

3. 　 遵循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深化震夏人素質，發展全人培育
 3.1　 以誠信、堅毅、尊重、關愛、勤學及珍惜為重點，其中特別關注堅毅

與勤學，建立學生健康整全的品格

 3.2　實踐心靈教育，提升生命素質，活出豐盛人生

Micah 6:8

He has told you, O man,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but to do justice, and 
to love kindness,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主題經文

主題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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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長者學苑」四周年苑慶

「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
「關愛別人、服務助人」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為一所天主教學校，以愛心培育學生生命的成長，並以「珍惜」為核
心，讓同學懂得珍惜己有，惜福、惜人、惜物，關心身邊的人和事，並從生活中實踐愛德。「愛
德」乃諸德之冠，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以及如兄弟姊妹般愛自己的近人。

　　有鑑於此，本校積極推動社區發展，並成立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長者學苑」，協助長
者學習新事物和新技能，同時培養學生敬老及服務精神，讓區內長者能夠透過學校設施，繼續
學習及進行多元化的有益身心活動。

　　本校成立的「長者學苑」至今已屆四周年，歷年參與的義工及受惠的長者，多達數千人。
本校曾舉辦的課程有認識北區文化及生態導賞活動、手工藝班、地板冰壺球班、香薰石製作班、
紮染班、中國傳統食物製作班、保健食療健康講座等，均吸引了不少區內長者參加。另外，還
有長幼共融活動，從活動中我們的同學與長者成為朋友，建立關係，分享喜樂，從而協助他們
融入社群，持續學習，享受樂齡生活。

　　過去的一年，本校與中文大學學生及一批熱心的醫護人員，藉 「長者學苑」四周年苑慶
的機會，於 2018年 11月 17日假本校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惜食宴」，我們聯絡不同機構，在
全港不同地方進行食品回收，經由中學生、大學生、長者義工及醫護界義工製作豐富食物給
120位區內長者享用，以宣揚珍惜資源的訊息。當天場面熱鬧，活動包括唱歌表演、樂器演奏、
健康講座，並由本校學生向各界人士介紹自行研發的「創科護老產品」。

　　「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目的在於凝聚區內的力量，延續「關愛別人、服務助人」的宗旨，
身體力行實踐香港明愛「以愛服務，締造希望」的精神，效法耶穌基督以愛和謙卑服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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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海洋方案奪冠
「第一屆海洋公園國際ST

EAM保育大賽」

　　「第一屆海洋公園國際 STEAM保育大賽」由香港海洋公園主辦，邀請世界各地學
生提交解決各環保問題的創新建議。本校高年級的四位同學組成隊伍，從 STEAM相關
學科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為保育海洋出謀劃策，終奪得公眾意識項目冠軍。

　　同學們為讓更多市民了解現時的海洋污染問題，製作了虛擬實境影片，故事以小魚
的視角講述牠在海洋的所見所聞。如珊瑚姐姐的白化、殘忍的捕魚活動，同學們希望透
過虛擬實境科技讓大眾感受到海洋原來的美好及人類活動對海洋的破壞，並透過製作和
派發天然環保肥皂（咖啡渣苦茶粉）及環保太陽油，推廣環保訊息和提倡綠色生活習慣。

　　海洋危機早已迫在眉睫，震夏人發揮知識和創意，製作了不一樣的環保產品，為環
境出一份綿薄之力。唯有改善眼前的環境危機，人類的文明才能得以傳承。這不正是發
揚了「愛德」和「生命」的體驗嗎？

保育海洋方案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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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日後話」徵文比賽—冠軍   

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 II 3B伍玥穎

　　今年我有幸參加了「文字偵探閱讀獎勵計劃」，閱讀了一些偵探
故事，也參與了「文字偵探日」，激起了我對偵探故事的興趣，也令
我獲益良多。

　　最初我對偵探小說感到很陌生，但後來我卻發現偵探故事其實很有趣。偵探的工作並不容易，
若沒有智慧、分析力和毅力，又怎能把真相查出呢？ 2月 22日我參加了「文字偵探日」活動，體驗
到偵探的日常工作，實在是十分難忘的經歷。

　　活動當天早上，我們乘坐旅遊巴士來到馬灣。到達目
的地後，負責活動的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我們，而且講
解生動，以比賽形式鼓勵我們參與各項活動。我們全班
分成四組，每組負責偵查不同案件，我組負責的案件是：
「六名青年男女呼吸困難，疑似食物中毒，全部需送院
治療。」我們對此案件提出了一些疑問：青年男女是應
屆中六畢業生，應有一定的常識，理應不會是胡亂採吃
野菜﹖他們慶祝成功升讀大學才到海灘慶祝，集體服毒
便不成立，難道是被人毒害？但誰要毒害他們呢？為什
麼要毒害他們呢？我們帶著這些疑點到馬灣荒廢的村莊

查案。村莊靠海，海灘景色怡人，海水尚算清潔。究竟那些青年男女為何會
中毒呢？我們一邊走，一邊觀察四周，最終找到案發現場，逗留了一會，拍
了一些照片後便離開。午飯後稍稍休息了一會，我們便開始重組案發經過。

　　下午，每組獲發案中的關鍵證物，然後推測案件真相。我組得到了幾片
像荷葉的葉子、幾包火鍋湯料、帳蓬和大學錄取通知書。我們認為幾位中學
生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相約露營，晚飯吃火鍋時不小心吃了野芋葉而中
毒。其後，同學們進行角色扮演，把案發經過以話劇形式呈現在觀眾眼前。
想不到班中有不少明日之星呢﹗他們的演技出眾，把真相搬上舞台，令觀眾

看得開懷大笑。可是，我們猜錯了，真相是那幾位青年男女沒有帶吃
火鍋用的鍋子，於是就地取材，拿起附近的葉子當作煮食鍋，而那種
葉子燃燒後產生有毒物質，便引致了這次中毒事件。知道了真相後，
我體會到很多事情都不可單看表面，一定要仔細觀察和分析，才可了
解真相。

　　偵探小說有「智慧文學」之稱，多閱讀偵探小說，可令我們更有
智慧，學會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參加了「文字偵探閱讀獎勵計劃」
後，除了令我愛上了閱讀偵探故事外，也提醒我處事要細心和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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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親子遊

　　本年度的家教會家長講座及親子工
作坊已於 4月 13日下午舉行。當天共有
兩項，一為由明愛感創中心社工主講的
「瞭癒孩子的心」工作坊，內容包括資
訊分享和手工藝製作。另一項是由生活
書院同工帶領的「親子溝通正念活動」，
透過親子遊戲，強化親子間的溝通。當
天各參加者都非常投入，且獲益良多。

　　本年度家教會親子旅行已於 3月 10日舉行。當天行程豐富，我們先遊覽坪
輋壁畫村及雲泉仙館，感受民間的藝術創作及傳統文化；再到屯門爬蟲館及屯門
公園共融遊樂場，讓小朋友認識各種罕有的爬蟲類，並到意念創新的共融遊樂場
暢玩一番。下午，我們來到小欖燒烤樂園。在燒烤期間，大家圍爐暢談，樂也融
融。當天雖然時晴時雨，但絕不影響眾人心情，大家都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1819年
度家長教師

會

1819年度家長
教師會

家長講座及親子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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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格足球神射賽」成績如下： 

社別 成績
黃社 冠軍
綠社 亞軍
紅社 季軍
藍社 殿軍

午間球類活動
　　四社於 5月 3日至 20日期間進行多項午
間球類活動，包括 「籃神射罰球」 、「九宮
格足球神射賽」，讓同學發揮所長，一展球技。
活動進行期間，同學們均十分投入，場面熱鬧。

　　各項比賽得以順利進行，全賴老師及同學的支持與參與，希望大家日後繼續支持四社活動，謝謝 !

「籃神射罰球」成績如下：

社別 成績
黃社 冠軍
藍社 亞軍
紅社 季軍
綠社 殿軍

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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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遊戲

菠蘿山莊有機蔬菜品嚐

大合照

童軍離島遊

風紀鹽田梓日營

　　童軍本年度戶外遊選址為南丫島。在抵
達南丫島後，童軍兵分兩路，分別從榕樹灣
的陸路和索罟灣的山路出發，並相約於洪聖
爺灣集合。童軍組員需於限時內進行各項解
難任務，兩組在過程中勢均力敵。行山活動
以勝利組獲得當地馳名甜品—阿婆豆腐花
為獎勵作結，同學其後一同燒烤，並在沙灘
上進行淨灘行動，期間同學巧遇外國遊客，
並向遊客解釋淨灘行動的目的，更得到外國
遊客支持，一同參與清潔沙灘的活動。

　　本年度風紀組第二次訓練營的目的地
為西貢對開的小島—鹽田梓。在連日陰
雨綿綿的情況下，當天難得放晴，可謂天
公造美。旅途雖有艱辛，但同學在過程中
互相扶持、鼓勵，令行程得以順利進行，
同學亦滿載而歸。

　　在日營中，我們以感恩、欣賞和珍惜
為主題，希望透過島上簡樸的人和事，以
及大自然的景物，讓同學學會珍惜眼前的
一切，感恩自己所擁有的生活。

榕樹灣路牌
淨灘行動

天主教教堂

鹽粒

環島遊

競賽活動

製鹽工作坊

水修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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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oundation Programme 
　　An English Foundation Programme for 
P6 students in the community was organized 
and run by our English teacher on 25-26 April 
2019.  The programme aimed at developing 
necessary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terms of 
vocabulary, grammar, sentence structures,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for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n interview.  Participants were 
engaged in task-oriented and contextualize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ir goal.

　　本校於 18年 4月舉行第一屆震夏學
堂，為北區的小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
經歷。

　　數學解難班的學員令人印象深刻，
他們在面對較高層次的數學問題時仍能
堅持學習，突破自己，從中找到數學的
樂趣，這種積極的學習態度便是對老師
最大的回報。

4 月份震夏學堂數學班

震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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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兩天一夜學習之旅

　　QUEENSTOWN SECONDARY SCHOOL
（QTSS） 女皇鎮中學師生於 6月 10日到校
與本校師生進行交流活動，過程中兩地學生
了解到兩地的環保進程。友校同學與本校同
學一同參與了殞石黏土工作坊，活動既提升
了同學們的眼界，亦有助兩地學生建立情誼。

　　本校與深圳福田方方樂趣中英文學校 (姊妹學校 ) 2018-2019年度
的「澳門兩天一夜學習之旅」已於 7月 11至 12日 舉行，是次活動由
匯萃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承辦，本校共有 35人參與，包括 4位老師及
2A班全體同學；而姊妹學校則有 9位師生參與是項文化交流活動。

　　當天我們乘坐旅遊車到港珠澳大橋，再轉乘專利巴士往澳門。是
次學習之旅的活動豐富，包括參觀澳門旅遊學院、澳門博物館、議事
亭前地、崗頂、聖奧斯定教堂、媽祖廟、鄭家大屋、十月初五街、龍
環葡韻、住宅博物館、官也街及大三巴等地。

交流
活動 新加坡女皇鎮中學到校參與環保

交流活動
新加坡女皇鎮中學到校參與環保

交流活動

澳門兩天一夜學習之旅

　　澳門兩天一夜學習之
旅圓滿結束，兩地同學都
樂在其中，透過這次文化
交流，既增加了同學對澳
門的認識，也增進了兩校
之間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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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中一新生適應課程已於 7月 17至 23日順利舉行，
主題為「愛學習 樂成長」，以協助新生認識校園環境、
設施、老師，建立歸屬感並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冀讓
中一新生盡早適應中學生活。適應課程透過多元化的學
習經歷，包括電子學習、社交小組、宗教活動、品德教育、
心靈培育及生涯規劃等，讓同學在過程中訂立明確的學
習目標，與其他同學建立友誼，提升溝通技巧及自信，
讓學生有充足準備迎接中學的生活。

　　在五天的課程中，學生平均出席率達 94%，在課程
最後一天更舉行頒獎禮，有近二百位家長出席，一同分
享子女於課程中的學習成果及喜悅。

中一新生適應課程 愛學習 樂成長愛學習 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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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浸會大學主辦 2018-19
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4A林嘉聰

2018-19年度「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香港賽區

優異獎
3B伍玥穎　4A任曉芊　4A吳金花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中國古典詩詞

朗誦比賽 (普通話組 )
優異獎

3A馬恩琪

中國文化協會「文協盃朗誦」

比賽 2019
優異獎

2C劉　賢　3A馬恩琪

北區民政事務處、北區防火委員會

防火活動工作小組舉辦 2018/19
年度「消防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3B劉玲玲　3B楊盈盈　4A梁家家

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
獨誦

優良

1A鄔權佳　1B 黃樂晉　2A溫樂怡
2A何毅同　2A盧建霖　2A陳煒全
2A馮駿越　2A江鍁悠　2A楊芷婷
2B林嘉誠　2C 劉　賢　2C 何靜怡
3A 廖輝陽　3A潘志強　3B 邱思朗
3B 楊盈盈　4A陳思儀　4A 陳　焱
4A 陳柔榕　4A郭靜儀　4A梁家家
4A 蘇巧君　4A區雯慈　4A任曉芊
4A 梁智鴻　4A 鍾　暉　4A楊泰安
4B 馮家俊　4C 陳嘉莉　5A陳韵如
5A 王卓妍　5A叶芷慧

良好

1A 區柏瑋　1A譚傲朗　1B 尹浚丞
1C 馬幸兒　1D蔡漢洲　1D袁鐵深
2A 林顯揚　2B 羅敬文　2B 羅祖迪
2C 鍾啟揚　3A何志鋒　3B 黃靜欣
3B 蕭俊海　3B 梁俊濠　4B 林枳榤

2019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Distinction
1A鄔權佳　3A陳嘉亮　3A梁家瑜
4A鍾　暉　4A梁智鴻　4B梁　浩

Credit
1A李晨昊　2A馮駿越　3A廖輝陽
4A陳　焱　4B吳保賢

Merit 1A黃文諾　2A江鍁悠　2A盧建霖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高中數理比賽 2019
Proficiency

4B張斯淇　4B梁　浩　5A王泳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1B 盧晉傑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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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獎

1A李晨昊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

金獎 5B楊曉靜

銀獎 3A梁家瑜

銅獎 3A馬恩琪

就
學
生 成就

學
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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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 優異獎

3A陳明希　3A陳　譽　3A何志鋒
3A廖輝陽　3A文澤興　3A潘志強
4A陳以彬　4A鍾　暉　4A劉顥瑩
4A梁智鴻　4A嚴友彤　4A曾瑋楠
4A吳金花　4A劉芷曦　4A陳柔榕
5B張詠茵　5B賴雅芳　5B林乙慧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傑出學生義工獎 5B楊曉靜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狀 3A陳明希　4A陳柔榕　4A嚴友彤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2018 獎學金
2C劉　賢　3B楊盈盈　4A孫千嵐
5D尤子良　6A謝嘉莉

2019第八屆澳門鋼琴邀請賽廣東
深圳選拔賽

非專業少年 A組三等獎
2C 何鈞浩

2019粵港澳大灣區正能量歌唱大賽
香港賽區

優異獎

2A何毅同　2A黃芊穎　2A姚培儀
2A溫樂怡　2B蔡雯雅　2B甘嘉彤
2B胡嘉蕙

第 71屆學校音樂節
優良獎 2C李小悠　4D張浩迪

良好獎
2A何毅同　2A黃芊穎　2B蔡雯雅
2B甘嘉彤　2B黎靜兒　2B胡嘉蕙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亞軍 2B李卓豪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18/19
Exhibition of Student Visual Arts Work 

2018/19

嘉許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5B林曉瑩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
創作比賽

傑出表現獎
1A李筱淇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
比賽

優異獎

1A施軒豪　1A李晨昊　1A黃文諾
1A葉曉恩　1A王偉斌　1A鄔權佳
1A葉曉怡　3A梁家瑜　3B劉麗欣
3B蘇佳鈴　3D潘美婷　3D羅子謙

第 11屆校園藝術大使 藝術大使 5A 梁樂緣　5A謝展雯

2019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High Distinction 1A鄔權佳

Distinction 1A葉曉怡　2A盧建霖　4A梁智鴻

Credit

1A鍾智杰　1A施軒豪　1A王偉斌
1A郭譽雄　1A盧晉傑　1A雲天慧
2A馮駿越　3A文澤興　3A梁家瑜
3A廖輝陽　4A鍾　暉

Merit
1B陸嘉怡　2A陳曉君　3A張國庭
3B黃思穎　4A陳　焱　4B梁　浩

第一屆海洋公園國際 STEAM保育
大賽 2019 公眾意識冠軍

4A孫千嵐　4A吳金花　4B梁　浩
4C黃沚泓　4A陳思儀

香港職業先修學校議會 STEM教育
獎學金

獎學金
3A梁家瑜　3A文澤興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商業教育
學會「企會財」獎學金 (2018-19) 獎學金

5A湯劍麗

「十年樹木」獎勵計劃 「十年樹木」獎學金 4A 孫千嵐　5B朱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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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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