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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我們抱著「仁愛為本」的信念，秉承校訓「禮義廉恥」的精神，為青少年提供優質的中學教育。我們著重知育的開發，學生既要在學

業上獲得良好的成績，亦要能夠有效應用所學得的知識，更特別重視學生品德性情的培養、領導才能的訓練、公民教育的啟導、課外

活動的參與、體育競技的鍛鍊、優美情操的薰陶及正確人生觀之啟迪，目的是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

的發展，能夠具備自學、思考、應變和創新的能力，並有自信和合群的精神，將來能夠將所學貢獻人群，成為良好公民與國民。

校長的話 蔡國光校長

校長的話

回歸二十年
　　執筆本文時，學校剛舉行完畢七一回

歸升國旗禮，以及全校師生回歸二十周年

座談會。

   同學為座談會擬備的問題，包括「回歸

的意義、一國兩制的施行、香港政府管治

的現況、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以至前瞻

2 0 4 7，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期望等。」涉

及的課題範圍不小，三言兩語未必說得清

楚。學生既然預備充分，校長、老師自然

認真回應。

　　學校對學生的教育，涉及多個層面， 

包括品格培育與成長輔導、聯課活動，以

及學科教學。

　　本期傳真，介紹其中幾個學科的全方

位學習，主要內容還包括分享學生參與的

課外活動；其中涉及知識與認知能力的擴

闊與提高，也突出學校重視發展學生不同

的體藝才能。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與活動，

也是實踐品格培育與成長輔導的過程。

　　學生的品格培育，受個人成長經歷的

影響，包括家庭、學校、社會與朋輩的影

響；今時今日，可能較大影響力的會是虛

擬的網絡資訊。透過在學校的學習與活動

過程，提供學生真實的人與人接觸，人與

環境的接觸，有教師的言傳身教，有學生

之間的互動，考察參觀、試工實習、街頭

訪問、服務學習，以至模擬法庭等，從而

培養學生自律、自尊、負責、協作、毅

力、關愛等品格成熟的歷程。

　　學校重視提供機會讓學生開拓視野，

也期望有助建構個人身份，以應對人生的

往後歲月。

　　舉個例子，這個學年(2016-2017年)，

教師們組織及領團學生港外考察交流，地

域涉及廣州、東莞、南沙、上海等地，以

至台灣及中亞的哈薩克；近期及即將來臨

的暑假，也安排學生組團赴澳門參與科技

創新活動，以及考察浙江舟山及湖南長沙

等地。這個學年，全校超過半數學生有港

外學習的機會。

　　教師們也甄選了多名學生於暑期分別

前赴北京、印尼蘇拉威西、瑞士等地遊歷

學習。下學年，學校會資助兩名學生赴美

國學習一整年。審視學校的教學與活動，

建構學生的個人身份，包括可以獨立自主

的品格，也期望學生能夠「立足香港、胸

懷國家、面向世界」，體現學校培育學生

品格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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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課程
本校初中課程開展多元體制，通過八個學習領域的設計，既完整學生之學習範疇，也為高中學習鞏固基礎。

學習領域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國語文及文化教育

中國語文   

中國歷史   

普通話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數學教育 數學   

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

通識教育   

歷史   

地理   

科學教育

科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科技教育

設計與科技   #

家政   #

普通電腦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   

音樂   

體育 體育   

# 選修科目

 高中課程
中四至中六級學生必須修讀「核心科目」，另可選擇兩個「選修科目」，不設定文、理、商選科的組合限制。

文憑試

課程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中國歷史、歷史、地理、中國文學、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旅遊與款待、視覺藝術、數學(單元一)、音樂(聯校課程)、體育(聯校課程)

其他

學習經歷

正規課程
攝影與錄像、流行曲創作、手機程式研發、舞蹈、造型設計、陶瓷製作、微電影配樂、

設計與科技、家政、體育、STEM教育、生涯規劃

非正規課程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服務學習、體育與藝術、職志教育(職場參觀及實習)、考察研習

班級與課程架構 
中一 4班

中二 4班

中三 4班

中四 4班

中五 4班

中六 4班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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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藝 周

封面故事

　　今年陳黃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活動，非

體藝周莫屬。體藝周集音樂、體育、家

政、設計與科技科各科合辦，當中的活動

不但要「鬥力」，還要「鬥智」。

　　第一天早會有體藝周啟動禮，同學們

全換上一身運動裝備，散發出一股精神抖

擻的氣息。中午，有令人聽覺滿足的「午

間點唱」，同學可搖身一變，成為一名小

歌迷，但聽歌的途中又會享受撲鼻芳香，

因同場有「一分鐘巧克力蛋糕」活動，同

學既在一分鐘內學會做法，又能滿足口

腹之欲，真是一箭雙鵰。同時亦可參加

視藝科的「拉坯陶藝工作坊及剪紙小玩

意」，製造獨一無二的小手作，到最後便

到設計與科技科的「我手刻我心」匙扣製

作活動，刻下自己的名號。而放學後有緊

湊激烈的男女子丙組社際球類比賽，男子

手球，女子排球，還有女子羽手球比賽，

黃社及綠社的吳秀蘭老師及伍惠儀老師親

自下場，比賽精彩非常。

　　體藝周的早會由全校集體操開始，令

同學整天都精神滿滿。第二天午膳後，

學生會舉辦的各種活動，分別有「體感

遊戲」、「平板支撐比賽」、「划艇比

賽」，以及深受初中同學喜愛的「足球機

比賽」；周會及放學時段有「社際體藝問

答比賽」，台上、台下同學絞盡腦汁，盡

力為社爭光；緊接下來，更有「師生足球

比賽」，師生對賽。同一時段，在家政

室舉行「社際烹飪比賽」，各社老師搖

身一變成為「廚神」，使整個家政室都

香氣滿溢。而鏡頭一轉，有蓋操場演奏

古今樂韻。

　　最後一天的重頭戲便是「體藝全才

比賽」，集合體育、視藝與設計科技三

科的活動，分別為「室內賽艇」、「太

陽能車比賽」及「剪紙」，成為是次體

藝周獲得最高的榮譽，體藝周全才第一

名。

　　體藝周節目精彩，令人目不暇給，

期望再有這樣精彩的學習！

5A 童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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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一連三日，熱鬧非凡的體藝周後，陳黃又恢復了平靜，實在

是有點不適應啊！作為一個協辦者，我較參加者有更深的體會，亦有

更多值得回味的事情。

　　學生會主要負責第二天的午間活動和放學後的師生足球賽。在午

間活動中，我負責平板支撐比賽，看著有蓋操場裡熙來攘往的同學，

我不敢怠慢，落力呼籲他們參加；雖然感到勞累，但見到同學的踴躍

支持，令我感到十分鼓舞，因這代表著是次項活動的成功。

　　當天放學後有師生足球賽；舉辦是次比賽，是希望透過師生競

技，加強師生關係。最後學生隊雖險勝一分，但賽後師生在大汗淋漓

下仍勾肩搭背的慶祝情景，依然歷歷在目，使我們感到籌辦活動所付

出的汗水都是值得的。同一時間，體育科舉辦飛盤工作坊，我也有親

身落場玩這項新奇運動，玩一次便已上癮了，這活動令我們了解現今

的新興運動，可謂增廣見聞。

    家政科在第三天午膳時間舉辦了健康水果齊分享活動。在學校午膳
後派發各式各樣的水果給各位同學享用。對於平日不吃水果或多肉少

菜的同學有莫大好處，更能令他們了解到飲食均衡的重要性。

　　作為體藝周壓軸的活動就是「體藝全才比賽」，這活動特別之處

在於集體育、設計與科技、視藝科活動於一身；有室內賽艇、太陽能

車、剪紙三個項目，中三至中五的班代表用接力形式進行，務求以最

快時間「過三關」。我班在活動本來遙遙領先，但其後在剪紙環節遇

上阻礙，最終與獎座無緣。這次終於讓我深刻體會到齊心協力的團隊

精神是如何重要了。

　　體藝周是近年舉辦得最成功的活動之一，希望來年繼續，並成為

陳黃師生每年的傳統項目。

5A 李添朗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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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中國語文
　　四月中旬，配合復活節假的到來，中文科舉辦了名為「花鳥

蟲魚」的考察寫作活動。顧名思義，「花鳥蟲魚」這四個字，

代表了不同的事物和街道──「花」，即花朵，代表花墟；

「鳥」，雀鳥，代表雀仔街；「蟲」、「魚」，即昆蟲及魚類，

代表金魚街。是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在較為熟悉的地

方，靠大家的合作完成這次考察的學習，考驗學生的團隊組織、

自律行動和自主獨立的能力。而考察活動過後，學生需要完成個

人的短文，並連同組員的作品一起製成A4大小的報告，旨在紀

錄當日之事，抒發當日所感之情，務求情真意切。下文是一位同

學的後感:

　　(這次的活動，我深深體會到何謂有心無力，只因這次活動

的過程真的是波折重重。

　　出發當日風和日麗、天朗氣清，我和組員幾經辛苦才商議好

考察的日子和時間，但即使如此，也花了不少時間來等人。

　　考察途中，迷路、爭吵、準備不足的情況迭生，幸好有同伴

的調停和遷就，令這次活動能夠順利完成。

　　不論是怕照，寫作、討論還是製作報告,其實都存在不少的

錯漏，但在這些過程中，著實也學懂了協調合作的重要性，因為

組員不配合的話，就算做甚麼也註定是不濟用。

　　所以，老師的存在，真的比想像之中重要得多。但沒有老師

的監察，我們卻又像成長了很多。辛苦得來的成果特別甜，我相

信同學都喜歡靠自己多些吧！)

 4B董雅為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9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數學科在四月及五月份舉辦了三個數學活

動，分別是速算比賽、魔力橋比賽和扭計骰比

賽。

　　在速算比賽方面，分為中一、中二級和中

三、中四級。中一至中二的同學，需要做有關

有向數和多項式的四則運算的題目，中三至中

四的同學，需要做有關因式分解的題目。透過

活動，學生能鞏固有關四則運算及因式分解的

知識，從而為日後學習更高階的代數，打好基

礎。

　　在魔力橋比賽方面，以四人一組，初賽共

有十五組，最高分的十六名學生將進入準決

賽，最後四強進入總決賽。魔力橋可以訓練同

學數感，提升學生對數學和數字的敏感度，此

外，魔力橋可以訓練學生排列與組合的能力和

策略思維，學生需要在比賽中臨場應變、選用

最佳的策略獲勝。

　　在扭計骰比賽方面，學生需要還原一個指

定的三階魔方，完成時間最少的頭五位學生進

入決賽，然後在決賽中完成時間最少者獲勝。

此活動除了能提升學生的立體感和記憶力之

外，也能讓學生透過逐層還原的方式，學習把

工作分拆，按部就班地解決問題。

　　以上數學活動皆以比賽形式進行，能增加

學生的投入感。透過師生之間的互動，可以促

進師生關係。活動內容富趣味性，讓學生能寓

學習於娛樂，讓他們感覺到學習和運用數學是

一件有趣的事，從而提升他們對數學的學習動

機和興趣。

數學

Rummikub比賽

扭計骰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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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Cross Curricular Projects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shares the school’s 
mission of preparing our students for the future and 
believes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future economy. In equipping 
our students for this future, the department has 
identified Extensive Reading, Self-Paced-Learning and 
E-Learning as key engines for growing our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capacities. A fourth engine Differential 
Instruction complements and completes this virtuous cycle 
of increasing learner capacity through arousing learner 
interest and addressing learner diversity. 

In 2016-17 the department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o run the Differential Instruction 
in a Cross Curricular Reading Programme for Form 1 to 
3 students. In this programm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ad widely across various subject areas, complete 
tasks online at their own pace while receiving customized 
support online as well as personally in class. A similar 
project was rolled out to Form 5 students in November, 
with a more focus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to help 
Form 5 students jump start their preparation for their DSE 
elective on Sports Communication.  

Singapore School Exchange Day 
Having returned from a very rewarding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in July 2015, it was 
Chan Wong’s turn to host students from 
Singapore’s Chua Chu Kang Secondary 
School in November 2016. The 24 students 
and teachers  f rom S ingapore  were 
personally welcomed by the Principal Mr 
Choi and invited into 2 Form 6 classrooms 
where they mingled and interacted in 
English about student life and games they 
play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 students 
also participated in a friendly game of 
Bubble Soccer. At the end of the tour the 
Singapore students wrote thank you notes 
and exchanged contacts with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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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In 2015 our students Catherine Tsang and Wilson Tsoi participated 
in the 1 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They lived with local 
host families and studied in Ipswich High School, South Dakota 
and Medical Lake High School, Washington, correspondingly. The 
live and study abroad programme aims to provide our studen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overseas education, 
experience the world outside of Hong Kong and be immersed 
in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 two students returned in 2016 transformed with 
stunning improvements in their English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confidence. Both Catherine and Wilson shared with the 
school their amazing experiences and have inspired many of their 
schoolmates to sign up for the programme this year. 

Optimization of the MMLC
In the coming year, the school can look forward to 
the refurbishment of the Multi Media Learning Centre 
(MMLC). The department has proposed for the 
MMLC to be updated as a more versatile space with 
portable modular tables and chairs where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lessons can take place. In this 
new space, teachers, students and hardware can 
move about freely to facilitate better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This is part of the larger rationalization of 
our school’s limited resources through optimization 
of exist ing spaces and br inging to the fore 
technology more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and for 
lessons that encourage greater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teachers and technology. 

The new MMLC will also be optimized for wireless 
communicat ion within an Apple OS fr iendly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work 
and communicate across various devices.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the school’s various Apple OS 
hardware can now function in an interconnected and 
optimal manner.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Building upon successful past collaborations with partner 
schools, in the 2016-17 academic year,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collaborations to 
include Leung Sing Tak College (LSTC) and Pentecostal 
Assembly of Canada (PAOC) Ka Chi Secondary School, to 
organize 2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sessions for our graduating 
class students. The department aims to orientate and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HKDSE examination conditions, chiefl y by making 
use of 2016 HKDSE Past Papers for these practice sessions 
and working with unfamiliar candidates and invigilators. Students 
also stand to benefi t from the immediate and personal feedback 
they receive from fellow candidates and invigilators.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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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仁齊心盃多角度辯論比賽
　　我校6位中五學生於本年度參與「百仁齊心

盃多角度辯論比賽」，成功於全港64所參賽學校

中進入16強，當中5A黎健霈同學更奪得準決賽

中的「全場最佳辯論員」獎項。

　　這個辯論比賽有別於傳統辯論比賽正反二元

對立的傳統。嶄新的賽制讓學生更了解社會議題

中不同持分者的的角色，更貼近社會實況，亦跟

通識科的答題要求接近。由於初賽時需面對的題

目為同學不太熟悉的「再工業化」，恰巧同學擔

任的角色為業界，對絕少接觸這個身份的學生來

說十分富挑戰性。因此，同學須付出更多的時間

搜集資料，仔細分析需要為自己所屬的持分者爭

取什麼權益，權衡利弊，同時學懂體諒其他持分

者的難處，找出議題的平衡位置。

通識教育

認識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5月初，本校10位中四學生參加了善德基金會主辦的「認識基本法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他們為準備此比賽，於月前已溫習《基本法》

原文，而大會亦提供了六百多條的問題供學生參考；10位同學互助合作，

態度積極，因此在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

第二屆瘟疫危機桌遊比賽

　　通識科一直強調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

溝通及解難的能力。透過桌上遊戲，以輕鬆

的模式鼓勵學生思考是本科近年積極推行的

政策。

　　於4月底，通識科為中一級的學生舉辦

了一次桌遊比賽。比賽的桌上遊戲為「瘟疫

危機」，是一款考驗團隊合作的遊戲，參加

者將扮演一隊醫療團隊，研發療藥以拯救世

界。每班需派出3位學生並邀請1位老師組成

隊伍。由學生擔當「小老師」，帶領平日教

導他們的老師進行比賽。比賽過程中學生非

常投入，他們亦積極向老師進行解說。除了

鍛鍊思考及溝通能力外，更難能可貴的是促

進陳黃師生的關係。

黎健霈同學勇奪 「全場最佳辯論員」獎項

鄧榮志老師與1D班同學

勝出初賽

曾少芸老師與1B班同學

本校學生跟仁愛堂主席及教育局副局長合照

游若梅老師與1A班同學

代表學生(左起)：童慧琳、黃浩文、黎健霈、李添朗

陳建璁老師與1C班同學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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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平日上堂在書本看到

海岸侵蝕地貌，感覺普通，但

當現實看到感覺宏偉。除了大自然

的天然地貌，更有人工的建設，兩者

的配合更顯出自然的美。今次活動令我知

道原來香港擁有那麼完整、美麗的侵蝕地

貌，破邊洲美得令我以為是畫，而最印象深

刻的是走去護堤的路上，一面由六角柱石

形成的牆，這些火山岩保留完整，極具

保育和教育意義。

5A 羅曼熒

考察過萬宜水庫後，我

感受人工設計與自然環境恰當配

合的宏大，自然環境就是自然形成的

破邊洲，人工設計則是巨大的拋石護堤，

兩者相輔相成，形成宏大的景觀，而且這罕

有的地質公園更可發展成可持續旅遊。這裏

有海浪侵蝕作用而成的破邊洲，透過侵蝕岩

石的節理及弱線，即使是堅硬的火山岩都被

海水侵蝕。這地質公園之旅，令我深深體

會大自然的奧妙，令我知道原本香港

也有如此壯觀的自然環境。

5B 趙健邦

工字形錨形拋石謢堤 萬宜水庫旁的破邊洲

北潭涌六角柱石壁畫海蝕洞口

彎曲、高聳的六角石柱，香港郵票也以此為背景

歷史
歷史科參觀「香港玩具傳奇」

展覽
　　你可知道香港生產的玩具在世界各地都享有良

好的信譽？「香港製造」已成為質素的保證。透過

展示約二千件香港人熟悉或香港製造的玩具，中二

級同學在這展覽中除探索不同玩具近百年的轉變，

還可瞭解香港玩具業的發展及本地工業家如何以敏

銳的觸覺，將香港打造成為玩具王國。這次展覽更

可讓同學在研習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工業發展大有

幫助。

地理科地質公園考察
　　中國香港地質公園擁有特別多變的地貌及具有

特殊地質意義，並融合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構成的

獨特自然區域。一班中五地理科學生走出課堂到西

貢萬宜水庫地質步道進行考察。看看巍峨壯麗的六

角形岩柱群、由海浪侵蝕岩岸形成的海蝕洞和海蝕

柱，還有宏大的水庫建設。這個大自然學堂令同學

嘆為觀止！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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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及女子丙組手球隊 全港手球精英賽 女子丙組手球隊

校際戲劇節
本年度戲劇組參與學校戲劇節的劇名是「畀你講」，十多位中一至

中四的同學，透過一人一句的形式，集體創作了一個關於溝通的故

事，這種創作方式是戲劇組的第一次。組員當中有些是對戲劇表

演認識不深，有些是舊成員，由十月份開始集會，短短幾個月，從

不太熟悉到綵排時緊密合作，一同製作佈景、道具，同學正正經歷

了、體會了溝通和堅持的重要性。相信同學在當中學習到和經歷過

的事情，不會因戲劇節的結束而消失，而會在他們的人生路上成為

一個很值得紀念的印記。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16/17

本校戲劇組同學獲

傑出舞台效果獎 及 傑出合作獎

包括：4D楊悅聰、4C簡啟俊、2A黃嘉樂、3C陳樂童、2D沙文廸、

 1B仇敏華、2A王子溢、2A李逸熙、2C曹敏馨、2B黃雅雯、

 2A吳思慧、2A林倚婷、徐嘉橋(校友)

傑出導演獎：4C 楊悅聰

傑出演員獎：2D 沙文廸

手球隊

活動展繽紛

活動展繽紛
聖約翰救傷隊

救急扶危，服務學校與社區，屢獲殊榮。

獲聖約翰救傷隊隊際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

急救比賽亞軍

獲校際手球比賽男子組總冠軍，女子甲乙組殿軍、女子丙組季軍



15

男子籃球隊

計時隊 校園電視台

活動展繽紛 15

女子籃球隊
獲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際

籃球比賽甲組、乙組、丙組季軍

專業的陸運會服務學習團隊
本學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批撥

$262,900，在原有電視台基礎提

升設備，支援學生多元發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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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箭

童軍 室內賽艇

活動展繽紛

獲全港水火箭比賽中學組冠軍、

季軍及公開組亞軍

新界地域屯門西區第40旅
2016-2017年度新界地域

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丙組300米亞軍

足球隊
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賽

高中組季軍

初中組冠軍

2016-2017年度新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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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甲組乒乓球隊 男子丙組乒乓球隊 男子乙組乒乓球隊

乒乓球隊

室內賽艇

羽毛球隊

沙灘排球

雜耍班

活動展繽紛

獲男子甲組優異

SAMSUNG第60屆體育節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區聯校沙灘排球比賽    女子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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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雙輝　各擅勝場

體藝雙輝　各擅勝場

　　大家好，我是家政組主席，4B班的陶澤友。

　　課外活動家政組有分高中及初中組別，高中組是由黎美好老師

教授同學烹飪，而初中組是由家政組幹事教導初中同學烹飪，菜式

分為中西式，種類萬千。

　　為什麼我會參加家政組呢？因為我的父親經常在家下廚，受父

親影響下我也愛上烹飪，也變成了我的興趣，所以我加入了家政

組，幸運地成為了主席。

　　相中右邊是家政組的副主席　　黃思婷，她在家政組的事務上

也幫助了我不少。

　　在一次初中家政集會，我負責教導同學抹茶杯子蛋糕，為了能

盡量清晰地教導同學，我在家中試驗了三至四次，務求做到最好，

結果我也能教導同學順利完成蛋糕製作。

　　參加家政組，其實也能學習到一些烹飪以外的知識，例如烹飪

的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不能跳步，也不能操之過急，正如我們做事

情或學習一樣，必須一步一步慢慢前進，才能不會有錯漏。

　　所以各位同學趕快參加課外活動，運動也好，靜態的活動也

好，說不定你也能從中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4B 陶澤友

　　管樂團是我校一大特色的課外活動，參加的費用全免，樂器由

學校提供，而且每年有不少表演機會，大型的表演更會在尖沙咀海

港城演出呢！我參加管樂團已經五年了，也參加過不少表演，我覺

得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管樂團給予我表演機會，增加自己的膽量，

加強和不同年級同學之間的溝通。當初加入時就是受興趣的影響，

我喜歡音樂，也喜歡長笛，加入後，我發現我更喜歡管樂團和樂

器。很多時都能透過和導師的溝通，演奏我們想演奏的歌曲，例如

久石讓的名曲。

　　每逢星期二、三便是我們管樂團的練習時間，星期二是小組的

練習，在小組中，導師可以更好的指導我們在每首歌曲中的細節，

以求精益求精。管樂團不單只是一個團隊，裡面的每個人都很重

要，一個都不能少。星期三是大隊練習的時間，每人的角色都很重

要，練習互相配合，互相學習，是難得與人溝通音樂的時間。

　　我很高興學校有這麼一項課外活動，我也很慶幸學校能給我們

提供這麼一個環境和資源，在管樂團裡我很開心，我會一直在管樂

團裡努力下去，學習更多的知識，認識更多的人。

　　今年已經是中六生，轉眼

間在陳黃打排球已有六年，參

與學界沙灘排球的第三年，亦

是最後一年，一向留在室內

球場的我，沙灘排球給我新鮮

感。室內排球需要六位球員在

球場內合作，講求六位球員的

合作性和發揮。但沙灘排球只

有兩位球員，球場上教練不能

控制球員的心態，心態會影響

一場比賽的發揮，勝負重要

嗎？我認為一場比賽中，重要

的是與隊友享受一場比賽，在

比賽中發揮自己。沙灘排球更加講求合作和溝通，球場上一人狀態

不好，比賽就會變得更辛苦，在沙灘走動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面對陽光、下雨、天氣不穩定的各種情況，每一場比賽都靠球員去

刻服，但最辛苦的不是球員，是教練，在場邊只能夠提點我們，比

我們更緊張；在太陽下暴曬，淋雨，放假也要早起帶隊，但她的付

出是有回報的。我們深深感受到，去年和今年與冠軍無緣，但總算

在中學生涯中亦感到無悔。今年比賽感受最深的是四強賽事，對方

兩位都是有實力的球員，每一分都很緊湊，很近貼，但我和隊友嘉

琳都努力去爭取每一分，落後也靠大家的意志和士氣把氣氛帶上

來，賽事期間受傷，教練替我包紮時真的很感動，感受到她多年獨

力為球隊付出，加上場邊的隊友和教練的支持，勝利一刻大家都好

興奮，因為每一球都帶着汗水和付出。最後很感謝付出好多時間和

心血在我們身上的教練，沒有你我不會感受到沙灘排球的樂趣，更

不會有今天的成績，雖然最後不能送你一個金牌，但仍希望這「二

奶命」會成為陳黃排球隊的一個傳奇，這個身兼多職的教練，老

師、球員、我們仍然感謝你吳秀蘭老師。

比賽中發揮自己。沙灘排球更加講求合作和溝通，球場上一人狀態

6A徐欣兒

5B 姚燕珍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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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約在二、三歲時的我沒有什麼玩具，家中只有母親的畫作、畫具和畫

簿。我閒來便拿她的畫筆在畫紙上塗來塗去，以作消遣，這是我接觸畫畫的

開始。在小學二年級的美術課，我交了一份美術功課給老師，這是一隻用手

套做的公仔，受到同學的讚美，老師對我說這件功課不是你做，我便心有不

甘，為了證明我是有能力的，我請求父母讓我上繪畫班，由一些簡單卡通畫

起，畫了二個月左右，這些還是太簡單，當時教導畫畫的老師便叫我學習其

他的繪畫，故此，我膽粗氣壯以當時小學二年級的年紀上專業的繪畫班，擴

闊視野，增廣我的藝術知識，這樣就開始我對繪畫的「情緣」。

　　為證實我的能力，在校內和校外也參與許多各式各樣的比賽而豐富自

我，亦獲得許多的獎狀和獎杯，就如近年參與「全港九龍倉中學繪畫比賽」

獲得入圍獎、「2016《華夏兒藝》大賽」獲得一等獎，以及「第二屆《染業

杯2017全港中小學寫生》比賽」獲得高中組亞軍等等。我還擔任了校園藝術

大使以及九龍倉青年藝術大使，與藝術家交流心得，藉此學習繪畫以外的技

能，如學習以木材作雕塑。在校園舉辦了「層層貼貼，見到你」的活動來教

導同學創作瓦通紙做雕塑。

　　雖然現在我已沒有上繪畫班，但透過日常的練習及課堂上繪畫來訓練自

己的畫功之外，還會去欣賞一些畫展，了解現代藝術，從中學習得益，多看

有關藝術的書本，鑽研人體的結構、物質畫法等等，提升自我。

　　藝術有難以形容的魅力，可以以畫來表達自己的內心深處的真摯，多了

解藝術，可以從中發掘背後有許多的意義。

　　「設計與科技」的樂趣在於理論與實踐並重，並不是紙上談

兵。老師一般先會教授理論和作出示範，而我在打好這些基礎後就

要「落手落腳」去製作不同的成品出來，過程中一方面能讓我學習

到運用不同工具的生活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透過製作去跟理論互

相引證，加強學習效果。有時候，我會在製作上遇到不同的困難，

那就更能訓練出個人的解難與應變能力，特別是在資源有限或是現

場比賽的情況下，要即時思考出應對方法，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但也是一種極大的樂趣，這亦是我熱愛參與「設計與科技」活

動的原因。

　　我作為今年「設計與科技」學會的會長，有機會參加不少校內

與校際的比賽，例如爬山車比賽、超級電容車比賽、水火箭比賽

等，其中我有幸在學界「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大賽」中獲得二等

獎，能在眾多參賽選手中得到獎項，是一種肯定，實在令我十分高

興。

除了以上的比賽外，最令我期待的是我校參加了可載人太陽能車比

賽。坦白而言，要製作一輛可載人的太陽能車，當中所需的知識和

技巧似乎都超出了我和隊友所能應付的，然而這是一個甚為難得的

機會，也是我喜歡的事物，所以我和隊友都付出百分百的努力，不

斷去尋找資料、商討研究，以及親身嘗試畫設計圖及製作。我們明

白到比賽的勝負並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做人處事的態度。

我們自知不足，只有透過加倍努力和團隊合作，才可以互補，並發

揮最大的「戰鬥力」，這種相互配合的合作精神，與積極投入的處

事態度，正是「設計與科技」活動帶給我最大的得著，使我在師友

間互相學習下得到長進。

　　未來，我希望內心對「設計與科技」的一團火可以興旺地燃燒

下去，並感染其他同學，一起投入「設計與科技」活動。
3B李冠希

6A徐欣兒

體藝雙輝　各擅勝場

5A 謝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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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  
籃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優異
4A王紹龍、4B鄧達峰、4C葉樹堃、4D何健俊、
5A李添朗、5A黃浩文、5A黃郁弘、5D區世杰、
5D周子恆、6A王民鋒、6B林欣庭、6D張承恩

男子乙組優異
2C陳梓軒、2C吳焯嵐、2C謝梓豪、3A許逸朗、
3D劉譽彰、3B歐陽清榆、3B郭耀基、3B黃梓鑑、
3D梁駿鏗、3C張柏希、3C沈長虹、4B張耀豪、
4A梁峻誠、4C楊悅聰

男子丙組優異
1A方澤銘、1A鄧朗禧、1A鄧炳瑋、1A汪文軒、
1B張子亮、1B莊榮興、1B鍾成豪、1B馮俊軒、
1B李嘉軒、1B劉健灃、1B王煒然、1C黃昱迪、
1C鄧天浩、2A劉一樂、2A呂永東、2A蘇銘倫、
2A黃焯鏗、2B裴天恩

女子甲組季軍
4B魏嘉婷、4D林曉桐、5A林澆嵐、5A蔡嘉晴、
6A陳正文、6B賴心儀、6B冼雅雯、6B羅雅文、
6C李嘉琳

女子乙組季軍
3A尹紫凝、3A陳樂怡、3A方心怡、3A黃嘉筠、
3A何鈺玲、3C劉穎童、3C彭紫婷、3D蔣冰怡、
3D李曉琳、3D陳巧嵐、4A吳巧婷、4B卓倩儀、
4B 張雅然、4A林惠敏、4A陳美美、4A李仲盈、
4A符雅萍

女子丙組季軍
1A王情恩、1A胡嘉慧、1B陳凱茵、1B何穎欣、
1B林彩雄、1B劉雅靜、1B羅敏心、1B孫嘉崎、
1B王文瑜、1C莫凱潼、1C曾佳愛、1D賈智欣、
2B羅芷澄、2B彭紫惠、2C龍穎欣、2D陳婉汶、
2D吳珈詠
 
2016-17年度沙田區籃球比賽
女青組殿軍
4B魏嘉婷、4D林曉桐、5A林澆嵐、5A蔡嘉晴、
6A陳正文、6B賴心儀、6B冼雅雯、6B羅雅文、
6C李嘉琳

2016元朗區籃球公開賽
女子乙組殿軍
3A尹紫凝、3A何鈺玲、3A黃嘉筠、3C劉穎童、
3D蔣冰怡、3D李曉琳、
4A吳巧婷、4B卓倩儀、4B張雅然、4A陳美美、
4A符雅萍、4A李仲盈

足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優異
1A陳海軒、1A陳凱華、1A梁育俊、1A鄧朗禧、
1B陳志誠、1B張子亮、1B王煒然、1D陳偉升、
1D趙羿南、1D顏兆軒、1D丁屯智、2A蘇銘倫、
2B徐凱東、2B梁仲賢

課外活動表現(2016-2017)

2016新界地域男子丙組足球邀請賽：
季軍
2A蘇銘倫、2A黃焯鏗、2B徐凱東、2C謝駿圖、
2C謝梓豪、3A植宏滔、3A羅嘉駿、3B歐陽清榆、
3B莫博文、3B鄧子挺、3B楊洋、3C周天浩、
4A朱信希、4A吳浩然、4A鄧裕熙、4B歐梓康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屯門區國慶盃小型

足球賽：

高中組季軍：
4A吳浩然、4A朱信希、4A李祖遜、4B歐梓康、
4B鄧達峰、4D何健俊、5A黃樂峰、5B趙健邦、
5C劉梓浩、5D鄭煥霖、6A陳君傑、6B梁敬文、
6B謝漢愉、6C鍾駿琛

初中組冠軍：
1A鄧朗希、1B張子亮、1D陳偉升、1D趙羿南、
2B徐凱東、2B梁仲賢、2C謝駿圖、2C謝梓豪、
3A植宏滔、3B鄧子挺、3B楊洋、3B莫博文、
3B歐陽清榆、3C周天浩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屯門區足球賀歲

嘉年華2017 

友誼盃
1A鄧朗希、2A蘇銘倫、2C謝梓豪、2C陳梓軒、
2C謝駿圖、3B鄧子挺、3B歐陽清榆、3B楊洋、
4A吳浩然、4A朱信希、4B歐梓康、4B鄧達峰、
5D鄭煥霖、6B梁敬文、6C 鍾駿琛

排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球排比賽

女子甲乙組優異
1C李綺雯、2B黃雅雯、2C莫凱琳、3C吳凱琳、
4B張雅然、4D陳文懿、4D周雅如、6A徐欣兒、
6B王泳芝、6C李嘉琳

女子丙組優異
1A李　萱、1A吳珈翹、1A肖涵天、1A曾樂晴、
1A胡嘉慧、1B陳佩雯、1B劉雅靜、1B孫嘉崎、
1B曾家茵、1C張嘉敏、1C姚樂怡、1C林灝瑩、
2A張瑜欣、2A梅若蘭、2A吳芷晴、2B張菀晴、
2B黎淑君、2B李凱淇、2B吳嘉茹

SAMSUNG第60屆體育節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

區聯校沙灘排球比賽

女子組亞軍
1C李綺雯、4B張雅然、4D陳文懿、6A徐欣兒、
6B王泳芝、6C李嘉琳

手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甲乙組亞軍
3C黃家俊、3D黃浚洺、5B趙健邦、5B周浩天、
5B謝遠洋、5B黃澤澔、5A楊東鵬、6A陳君傑、
6A梁志浩、6A徐永鴻、6B郭家恒、6B郭家業、
6B劉祖亨、6B戴灝然、6B謝漢愉

男子丙組冠軍
1A方澤銘、1A汪文軒、1B鍾成豪、1B馮俊軒、
1B李嘉軒、1B梁景程、1D施文超、2A呂永東、
2A蘇銘倫、2B裴天恩

校際手球比賽男子組總冠軍

女子甲乙組殿軍
3C吳凱琳、3D蔣冰怡、4A陳美美、4A林惠敏、
4B魏嘉婷、4D林曉桐、5A梁靜娜、5B蔡玉明、
6A陳琬俐、6B賴心儀、6B冼雅雯

女子丙組季軍
1A陳潔玲、1A譚麗盈、1B何穎欣、1B王文瑜、
1C陳嘉欣、1C莫凱潼、1D黃雪慧、2A梁靖汶、
2A黃芷瑤、2B羅芷澄、2D陳婉汶、2D吳珈詠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2016-2017”元朗盃”青分年

手球錦標賽

中學男子丙組亞軍
1A方澤銘、1A汪文軒、1B鍾成豪、1B馮俊軒、
1B李嘉軒、1B梁景程、2A呂永東、2A蘇銘倫、
2B裴天恩

中學女子丙組亞軍
1A陳潔玲、1A譚麗盈、1B何穎欣、1B王文瑜、
1C陳嘉欣、1C莫凱潼、1D黃雪慧、2A梁靖汶、
2A黃芷瑤、2B羅芷澄、2D陳婉汶、2D吳珈詠

羽毛球

男子甲組優異
3B梁烑墇、4A李祖遜、4D黃嘉鋒、5A黃逸軒、
5A劉晉熙、5A黃浩文、5C陳超雄、5C張哲禮、
5D陳梓榮、5D萬偉鴻

室內賽艇

2016-2017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丙組300米亞軍： 1A汪文軒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
4B 魏嘉婷

香港手球代表隊青年軍：
4B魏嘉婷、6A 陳君傑

學術文化
寫作
2016全港中學生中華文化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秀獎 3A伍羽、3A林寶臻

第十五屆屯門區中小學生徵文比賽2017：
初中組冠軍：3A林寶臻
初中組亞軍：2B潘明明
初中組優異：1A周俊峯、2B陳莉婷、2C黃文
碩、3A陸嘉琳、3B黃佳妮

標語創作

屯門少年警訊標語創作比賽2016 ：
中學組季軍  3B洪裕彤

課外活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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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屯門元朗區) 

中文：

中一、二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1B張宇
良好獎狀：1A李萱、1B羅敏心、2A梅若蘭、
2A熊宝怡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1C莫凱潼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2B黎淑君

中三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3A陸嘉琳
良好獎狀：3B莫博文、3B陸嘉佑

中四級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4B董雅為

中五級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5A黎健霈、5B雷德儀
優良獎狀：5B邱靖嵐
良好獎狀：5A梁溢豪

英文：

中一級英詩獨誦：
良好獎狀：1A譚麗盈、1A李耀文、1A鄧朗禧、  
　　　　　1B李心慈、1B許梓傑
優良獎狀：1A張佩媛、1D黃曉汶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2B張菀晴、2B黃雅雯
良好獎狀：2A方雪嵐、2A吳芷晴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3A陳樂怡、3A何鈺玲、3A陸嘉琳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4B潘綺瑩、4C李可嵐、4C鄭淳僖
良好獎狀：4B張雅晴

中五級英詩獨誦：優良獎狀及季軍5A劉晉熙 
優良獎狀：5A梁溢豪5B雷德儀5B邱靖嵐5B洪揚
昇5B黃澤澔

中六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6A曾文秀、6B曾文柯、6B黃溢勤
良好獎狀：6D吳祥河

藝術與文化
音樂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屯門元朗區)
聲樂獨唱-外語(14歲以下)良好：
2A吳思慧、2B李凱淇、2B黃雅雯

直笛二重奏優良：2A梅若蘭、2A吳思慧

鋼琴獨奏(七級)良好：6D梁詠妍

視藝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攝影作品」

美術一等獎：5A謝曉琳
美術二等獎：2C鄧嘉悅、4C李可嵐、4B麥落兒、
　　　　　　5B林思敏、5B陳曼湘
美術三等獎：2B黃雅雯、2B潘明明、4A吳巧婷、
　　　　　　4B周佩文、4B董雅為、5B姚燕珍、
　　　　　　5B林楚茵、5D藍浩霆

九龍倉2016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入圍獎5A謝曉琳、5C羅樂彤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愛滋面具設計比賽2016：
入圍獎5A謝曉琳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7繪畫寫生比賽：

優秀作品獎1A張佩媛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7-我校園圃攝影比賽：

中學組銅獎4B鄧翠盈

第二屆梁棠杯2017全港中小學寫生比賽：
高中組亞軍5A謝曉琳

第十一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高級組優異獎
4D吳珮欣

戲劇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16/17
傑出舞台效果獎 及 傑出合作獎
1B仇敏華、2A林倚婷、2A吳思慧、2A李逸熙、
2A王子溢、2B黃雅雯、3C陳樂童、2C曹敏馨、
2D沙文廸、3A黃嘉樂、4C楊悅聰、4D簡啟俊、
徐嘉橋(校友)
傑出導演獎：4C楊悅聰
傑出演員獎：2D沙文廸

創意科技
全港水火箭比賽得獎名單
中學組冠軍2B 郭力恒、季軍2A 王子溢
公開組亞軍2C 王心睿

喇沙小學主辦 —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比賽2016
創意解難賽 一等獎
6A李承鈞、6A麥倬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 及 今日校園 主辦 — 

2016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大賽 二等獎
3B李冠希、4A梁峻誠 

第八屆高達模型設計世界錦標賽香港區預賽 
入圍獎  6A麥倬

品學共融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年團新界總區2015年度

隊際比賽

聖約翰救傷隊隊際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
急救比賽亞軍：5A張晞彤、5B蔡展卓、
　　　　　　　6A田鋒麟、6B梁敬文

「燃亮明TEEN」好學生獎勵計劃2016：
成績進步獎 2B郭維度

2016-17年度尤德爵士基金高中學生獎：

6A殷晴晴、6A鍾浩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5A黃政豐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義工嘉許：

4B周佩文、4B吳彩霞、4B鄧翠盈、4B黃淞醇

2016-17「百仁齊心校際多角度辯論賽」：

入圍獎(全港16強)：
5A童慧琳、5A黎健霈、5A李添朗、5A黃浩文、
5B邱靖嵐、5B洪揚昇
準決賽全場最佳辯論員：5A黎健霈

新領域生涯規劃「第一屆學界物流應變比
賽」：
最佳努力獎

水耕社2016-2017年度水耕種植設施設計比賽： 

優秀表現獎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奪「最佳校園有機農圃」
季軍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
款活動：
金獎（新春慈善跑）

課外活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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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界屯門旺賢街２號 　電話：24666802　 傳真：24629369 　網址：http://yotcwsf.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