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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第三期

香港機械人運動會2014-迷宮賽(公開組)

　  「ICT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在2014年3月1日參加了由正
學教育出版社主辦的「香港機
械人運動會2014-迷宮賽(公開
組)」，並奪得了(公開組)比賽
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
本次比賽透過具啟發性的主
題，啟發參賽者的創意思維，強化解難能力和信心。得獎名
單如下：

冠軍：2B陳婧琦、梁凱怡、梁瑜珊

亞軍：2C朱泳健、布瀚文

季軍：3A夏泳洪、羅嘉昌

優異獎：4A周芷琪、盧國雄、陳英毅 4B洪曉萍、曾惠儀

2014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項目 名次 學生
薩克管獨奏初級組 季軍 1B廖靖嵐、2B蘇傲天
高音木笛獨奏 季軍 2B郭凱欣
高音木箱獨奏 季軍 3B姚多加

高音木笛二重奏 亞軍 3B姚多加、3B李玥

廣東社團獎助學金

　  學生鄭頌希憑
公開試優異成績並
順利入讀大學，獲
得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及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慈善基金獎助
學金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

學生獎(2013/2014)

5E伍秀儀、6E蔡曉琳

2013-2014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推鉛球冠軍：1D呂小龍(圖右)

男子甲組800米殿軍：5D楊樂謙(圖中)

2013-2014學界越野賽

本校田徑隊獲得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及男子團體季軍

第四屆全港中學

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畫

高級組三等獎：6B 謝家豪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季軍：3A 張正彤、5C 蘇頌筠

第三屆夫子盃演講比賽

　  本校5B陳皓琳同
學參加由夫子會、香
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及
夫子文教統籌委合辦
的第三屆夫子盃演講
比賽，獲得優異獎。

2013-2014CYC東區中小學

堆沙比賽優異獎

「MAGIC MOMENTS由你創」旅遊業專題研習比賽

　  本校4A劉佩儀、4B李嘉敏、
4B李美燕、4D梁仲凝同學參加由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及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科合辦的「MAGIC MOMENTS由你
創！」研習比賽，獲得第一名。

舞蹈學會勇奪多個獎項

　  本校舞蹈學會憑爵士舞、群
舞，「RETURN OF KING」(由陳穎業
先生編舞及排舞)獲得以下獎項：

第50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第42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銀獎。

學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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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adio  Drama 
presented to all S.2 students 
is a simplified copy of the 
amazing children story, 
“The Gruffalo”, written 
by Julia Donaldson. The 
S . 2  E n g l i s h  t e a c h e r s 
adopted the  s tory  th is 
year to replace our old version. This is a very popular story for a 
lot of children, and it explains why it was so well received by all 
the S.2 students. S.2A and S.2B, the champion and the 1st runner-
up respectively today, stood out from the other classes for their 
excellent language ability, creativity and wonderful cooperation. All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performance very much.

S.2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校園內外
　　為讓學生擴闊視野，本校經常舉辦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參與。透

過多元化活動，學生既能實踐所學，亦吸收了課外知識，獲益良多。2014

年1月至5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全方位課外活動如下：

中一朗讀大比拼

　  為了提高學生的朗讀技巧，中文
科於2014年5月7日在禮堂舉辦中一級
「誦聲響遍─朗讀大比拼」班際比
賽。經過一番龍爭虎鬥，結果由中一
甲班奪得冠軍，中一乙班獲得亞軍。

「嶺南百萬富翁」

　  中文科於2014年4月30
日中二週會，舉行語文活動
─「嶺南百萬富翁」。是
次活動參照電視遊戲節目的
形式，加入語文學習元素，
包括辨認部首、錯別字、標
點運用及文學常識等；同時
讓台下同學參與，令比賽更

為緊張刺激。經過初賽及決賽，最後由2B班獲得冠軍，2A班
獲得亞軍。

中四級口語溝通大比拼

　 中文科聯同演辯學會於2014年2月21日，在禮堂舉
辦「口語溝通大比拼」活動。是次比賽由中四各班派出
兩位代表參與。各位同學即使在逾百多位師生面前，依
然表現投入，妙語如珠。本年度為提高比賽的刺激程
度，特設「獎勵賽」，在每班即時抽出一位同學作賽。
經過三場緊湊而激烈的討論，最後由4B班奪得冠軍，
亞軍為4D班。

中文學會舉辦中文遊踪

　  為了增加中一級同學對
中國語文的興趣及培養同學
們的團隊精神，中文學會於
2014年4月7日，舉辦了「中
文遊踪」活動。是次比賽各
班各派出三位代表參與，通
過一連串的語文小遊戲，如
重組詩句、歇後語對對碰、

謎語大鬥法、急口令大比拼等，讓同學們寓學習於遊戲。當
天各同學表現投入積極，為爭取勝利而絞盡腦汁。經過緊湊
而激烈的比賽，最後由1C班奪得冠軍，亞軍1D班。

中一級數理問答比賽

　 由本校數社和科學
學會合作舉辦的「中
一級數理問答比賽」
已於2014年4月9日在
禮堂圓滿結束。比賽
共分三個回合進行，
依次序分別為必答題
環節、台下環節及搶
答題環節。是次比賽，不但能讓同學重溫數學及科學的
知識，也可以測試參賽同學的臨場反應，藉此提升同學
對數理的興趣。經過一場緊張刺激的比賽後，最後由
1C班勇奪全級冠軍，1D班則獲得亞軍。

中二級朝代服飾比賽

　  「中二級中國歷史朝代服飾設計比賽」已於2014年5月
7日順利完成。是次比賽要求學生賽前分組製作朝代服飾乙
件，並在比賽當日，派出模特兒一名在台上穿著表演，同時
配以台下的旁白介紹。最後由2A班勇奪冠軍，2C班獲得亞
軍，而最佳表現獎則由2B柯本嵐組別獲得。

商科週呈獻—衡怡大笪地

　 為了讓同學體驗生產者所需
之決策過程，50位修讀經濟及
企會財的中四同學於2014年5
月14至16日化身十個檔位的經
營者，於午膳時間出售他們採
購的產品或服務。而初中同學
及老師則擔當消費者的角色，
以衡怡銀行的金幣到各檔位消
費。其間，初中同學可以回答經
濟、企會財及旅款科的題目來賺
取額外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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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到外
地理週「抗暖奇兵」

　 一年一度的地理週
於2014年4月28日起
一連四天舉行。本年
度地理學會的幹事以
「抗暖奇兵」為題，
設計了一系列與「全
球暖化」有關的遊戲
及比賽。活動除了讓
同學對全球暖化的成因有更深入的認識外，更希望同學
藉此機會了解地理科的課程及學習方法。此外，幹事亦
設計了一系列與全球暖化所引發的災害有關的海報，並
製作了「抗暖奇兵解碼行動」遊戲，讓同學能從海報中
競猜災害的名稱，加深同學對全球暖化影響的認識。

福音週

　 本年度福音週於2014年4月7日至4月11日舉行，活
動內容包括猜福音燈謎、朗讀使徒信經急口令比賽、
「我愛耶穌宣言」行動、「天堂passport」、「揭聖
經」比賽、見證分享等。另外，4月9日約有九十多位
同學及老師，一同作出「愛主耶穌」的宣言，願意立志
以好行為見證主的大能，為主作鹽作光！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2013/14

　 本校戲劇學會於
2014年3月6日參加
了一年一度的校際戲
劇節比賽，當中更邀
請到本校同學作為觀
眾。是次為戲劇學會
首次演出校園童話式
音樂劇《你‧想生

活》。比賽完結後，評判與同學檢討比賽表現，並給予
大量寶貴的意見，令同學獲益良多。

中三中史屏山文物徑考察

　 本校中史科老師於
2014年3月8日帶同中
三級往元朗屏山文物徑
進行考察活動。是次活
動讓學生有機會走出教
室學習，使他們知道學
習中史並非只靠課本知
識。此活動亦配合香港

歷史的教學部分，通過實地考察、蒐集資料等活動，提
高學生對學習中史的興趣。

發現香港的中國藝術—教學成果分享展覽

及師生水墨作品展

　  香港視藝誌響
應「JCCAC藝術節
2013」與白盒藝坊合
辦《發現香港的中國
藝術—教學成果分
享展覽及師生水墨作
品展》，展覽於2014
年3月28日至4月6日
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藝廊及畫廊全廳展出。教師以多
元角度，設計不同的中國藝術教案。本校老師的教案及
學生作品有幸獲得參展。

從地下到社區—塗鴉藝術在香港2013-2014

　 中四級及中六級學生參加了由蒲窩青少年中心舉辦
的《從地下到社區—塗鴉藝術在香港2013-2014》工
作坊。透過工作坊，同學能認識塗鴉文化和技巧，並學
習善用資源，運用「升級再造」(Upcycling) 的手法，將
被棄置的材料打造成漂亮的藝術品。

中五級通識教育科

碳交易體驗式學習模擬遊戲

　 三十名中五級同學於2014
年4月30日參加由環保團體
「聽海」舉辦的碳交易活動，
認識國際間如何合作處理環境
問題。活動模擬不同國家面對
資源及生產技術差異的情況，
同學須在遊戲的特定情境中考
慮工業生產量及買賣碳權的決
定。透過碳交易遊戲，同學除
可認識一些通識科「能源科技
與環境」的概念，更可從遊戲

中認識國際間如何合作紓緩全球暖化及解決環境問題。

可再生能源攝影比賽

　 為鼓勵同學認識校園的可再
生能源，環保教育組及攝影學會
於2014年4月17日，合辦「可再
生能源攝影比賽」，鼓勵同學發
揮創意及運用不同的攝影技巧，
拍攝校園或香港各處可再生能源
裝置照片。最後由4A吳家樂奪
冠，4E廖偉聰屈居亞軍，優異
獎則由2A源詠詩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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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外

從地下到社區—塗鴉藝術在香港2013-2014

2014-學校參觀日

　 為配合教育局一直提倡的全方位學習，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一年一度的全校「參觀日」是其中
一項重點活動。全校師生當天參觀、考察本地不同特色的場館或地點。本年度「參觀日」定於2014年3月7日舉行；
為遷就展館的開放時間，中二級延至3月8日進行。至於中五級同學，則配合各大專院校的資訊日，提早進行。

大澳棚屋體驗及文化生態之旅

　 旅遊與款待科
於2014年3月28至
29日，前往大澳
參加由女青年協會
安排的大澳棚屋體
驗及文化生態之
旅。同學除了能認
識大澳的歷史及發

展外，亦有機會一嘗大澳居民親手炮製的漁村晚飯及在
棚屋住宿一晚。同學經過這兩日一夜的體驗，對大澳這
旅遊景點認識增進不少。

「山藝學會大帽山遠足」

　 由山藝學會舉辦的「大帽山遠足」活動已於2014年4
月22日圓滿結束。當日同學經由荃灣地鐵站出發，由本
會幹事帶領，
花了大約4小時
完成行程。當
天天氣清涼，
不算悶熱，十
分適宜遠足。
沿途滿目山林
美景，令人心
曠神怡。

地理及通識教育科越南河內考察之旅

　 地理及通識教育科於
農曆新年假期間（2014
年1月25日至29日）舉
行「地理及通識教育科
越南河內考察之旅」，
當中共有35位同學及5
位老師參與。五天的考
察活動，同學需要前往
越南的各個景點，如下
龍灣、三十六古街及成

衣工廠等，了解其全球化特徵及全球化對當地人民生活
質素的影響，認識越南政府對文化和環境保育的措施。
五天的越南考察，時間不長，但卻有助同學增長不少知
識，亦使同學能體驗更多別國文化。

中國歷史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南京考察團

　 本校於2014年4月12日至4月16日復活節假期間，由
中國歷史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合辦了一次南京考察團，一
共有35位同學及4位老師參與。在五天的行程當中，同
學遊歷南京多個景區，如：靈谷寺、南京總統府、中山
陵、南京博物院等。行程當中還到訪南京大屠殺紀念
館。當天，同學在旅行社及館
方安排下，能夠與南京大屠殺
倖存者楊翠英婆婆現場對談，
實屬難得，同學均對中國歷史
有更深切的體會。五天的考察
學習中，每晚均設分組檢討
會，同學皆認真踴躍討論，隨
團導師深感同學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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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服務
　　本校積極提升學生學術水平，維持高增值之餘，亦不忘開展多元輔導活

動及服務學習。除推行已久的「成長路」外，近年亦積極推行職業輔導活

動，以配合「設定目標，規劃人生」，從而協助學生心智成長，促進全人發

展，並為將來作好打算。2014年1月至5月期間，所推行的輔導活動如下：

3B班參觀澳美犬隻訓練中心

　本校3B班同學於
2014年1月24日到位
於九龍油麻地窩打老
道的澳美犬隻訓練中
心參觀。同學於參觀
中獲益良多，不但認
識到不同類型的犬隻
訓練技巧及相關設

備，同時亦對本地犬隻訓練行業的就業機會、發展前景
和入職條件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會

　 2014年2月14日，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安排了本校的中
五學生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展覽廳，參觀教育及職
業博覽會。參觀前先
有工作坊，讓同學了
解自己的職業志向，
從而設定目標，規劃
人生，加強同學對生
涯規劃的認知、能力
和態度。

第十八屆學生會幹事會訓練營

　學生會幹事會於2014年1月17至18日在大潭童軍營舉
行訓練營，由社工安排不同的歷奇活動，讓各幹事了解
自己的長短處，並培養團隊精神。

「CAREER L IVE2014」

　  2 0 1 4年
4 月 4 日及 4
月25日的下
午，中四全
級的學生參
與了由聖雅
各福群會協
辦的「Career 
Live」生涯規
劃活動。同

學參與了2小時的遊戲後，從中總結經驗，反省個人選
擇背後的原因，及設定目標要注意的事項。

2B「一人一服務」

　  於2014年3月
28日，2B班同學為
40多名長者籌辦了
「一人一服務」活
動。這次活動的目
的是讓長者們愉快
地渡過一個下午，而
同學亦能從中學習籌
辦活動的經驗。

唱歌學普通話

　 長者學苑其中一項活動，「唱歌學普通話 」已於
2014年2月21日及28日圓滿舉行。活動共有四十多名小
西灣區的長者參加，通過《甜蜜蜜》《我只在乎你》
《月亮代表
我的心》三
首普通話歌曲
學習普通話詞
彙。同學們耐
心教導，長者
在活動中也表
現得非常投
入及認真。

中二級先鋒小組「長者講座」

　  中二級先鋒
小組於2014年3
月15日、3月28
日及4月4日，
先後為「長者學
苑」舉辦了三次
講座，主題分
別是「社區騙
案」、「常見長

者疾病」及「長者社會福利」。長者們積極投入活動，
亦增加了不少知識，而先鋒小組同學亦換來一次十分寶
貴和愉快的學習經歷。

大哥哥大姐姐復活節義工服務

　 本校輔導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成員於2014年4月22
日，與香港中華基督教柴灣長者鄰舍中心社工合辦了
「長青義工
合作探訪計
劃」。是次計
劃由長者鄰舍
中心派出長者
義工，和本校
大哥哥大姐姐
計劃的學生合
作，一起探訪
柴灣環翠邨的
獨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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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麥肇輝老師參與多項教育活動

1.麥肇輝老師編寫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教科書，於今年6月出版；
2. 2014年1月14日，出席香港電台第5
台節目「奮發時刻」，與學生及聽
眾分享文憑試心得；
3.在2014年5月30日，於香港教育學
院社會科學系主講一個有關中三商
業課程設計及在學校的推廣策略的
講座，出席師生共200人。本訊在
此致以祝賀。

衡怡喜訊

2013-2014年度家長日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雙管齊下，絕對是培育下一代的
最有效方法。因此，本校十分重視每年兩次的家長日。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已於2014年2月22日舉行，當日中
一至中五學生家長應邀與班主任晤談，就學生第一學
期的學習表現詳細溝
通。雖然各位家長工
作繁忙，但仍抽空出
席家長日，甚至參與
長達個多小時的「中
三家長講座」，這絕
對是關心子女的表
現，亦是對學校最大
的支持。

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4年1月16日是學
校本年度第二次教師專業
發展日。當日上午，本校
邀得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
中學廖亞全校長，以「新
學制下學校評估文化的變
革」為題，分享該校的寶
貴經驗。之後，各科進行
分組討論，檢視各科在新學制下，評估文化的改變對課
程設計及教學策略有何影響，並與其他科組同事分享。

新年賀歲年桔盆栽擺設製作

　 為迎接馬年來臨，家
教會特意於2014年1月
18日舉辦「新年賀歲年
桔盆栽擺設製作班」，
由熱心家長黃敏兒女士
講授如何製作精美年桔
盆栽擺設。透過黃敏兒

的充分準備和細心講解，廿多位家長及同學都能做出一
盆又一盆的趣緻年桔擺設，大家懷著非常愉快滿足的心
情，帶著勝利品回家，準備迎接喜慶的馬年。

家教會燒烤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14年2月15日在本校有蓋操場舉
行「校園燒烤」，得到家長和師生的踴躍參與，場面非
常熱鬧，校園內洋溢著歡聲笑語。燒烤活動前，家長們
先參加一個名叫《九型人格—分享子女相處之道》的
專題講座，講者為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學生輔導主任

陳靜君小姐。講座完畢
後，家長們到有蓋操場
參與燒烤活動。適逢元
宵佳節，家教會委員更
傾盡心思，特意舉行猜
燈謎活動，讓現場倍添
節日氣氛。

家教會旅行日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14年3月29日舉行一年一度的
旅行。當天家長、李守儀校長、各位老師及同學們遊覽
位於新界天水圍的綠田園。在自由時段，部份家長及子
女於園裡參加耕種教室，學習簡單耕種技巧及體驗農夫
辛苦。其餘家長及子女到園裡遊玩及觀賞，包括水上滑
輪、菌類培植室、工藝創作站等。中午於園裡的燒烤場
享用自助燒烤，食物美味可口。

黑暗中對話體驗館旅程

　 本校三十多名師生及家長在2014年5月10日參加了由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黑暗中對話體驗館旅程」，體驗了
非一般的視障人士生活。是次體驗活動的目的是讓普通
人暫時失去視覺，在漆黑一片中，嘗試用眼睛以外的感

官感受視障人士的
生活。在整個過程
中，大家十分敬佩
視障人士的勇敢和
堅毅，亦體會到幸
福非必然，必須珍
惜自己所有，努力
發揮所能。

王佩雯老師於2014年

5月18日註冊結婚。

謹在此祝賀王老師

新婚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