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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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與現代的學校教育
　　本期傳真，嘗試透過同學參與學習與各項活動的介紹，概略了解同學在陳黃的校園生活，也同時分享學校的教育理念。

　　學校生活，一周五天，每天九節課堂，主要就是學科教學。學科課程以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四個學科為核心科目；此外，還

有人文及社會、科學與科技、體育與藝術各個不同範疇的學科。

　　學科學習屬於基礎知識的層次，更重要的是學習習慣與思考方法的培養。對於同學，能應付學習，勤力與專心致志是首要條件；

但要學得出色，就要做到「學思並重」，古語也有提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透過學科課堂、課前預習、課後溫習，以及相關的聯課活動，構成多層次的教與學活動。當前的教學，既要應對同學的學習差

異，亦要能夠拔尖補底，促進學習的成效，培養自主學習的態度與習慣，要達成以上的目的，校本課程發展，教材調適，具效能的課

堂質素，皆不可或缺。

　　「陳黃」學生的校園生活多姿多彩，近年重建四社，擴充課外活動的項目。本期傳真，透過八位同學，以「我在陳黃的日子」為

題，闡述個人在「陳黃」學習與成長的歷程。其中考察交流、社及學會組織、領袖生、學生會、田徑隊、羽毛球訓練、賽艇隊、籃球

隊、手球隊、太陽能車、設計與科技學會⋯⋯。構成同學在中學生活不可磨滅的印記，也透視同學如何兼顧學業與活動，以及如何轉

化活動參與為學習動力，重塑成長的目標。

　　香港社會重視教育，普及教育由中小學朝向專上教育延伸，同學升學選擇越來越多，職業分工越見精專；面對全球競爭及本地人

才培養的重視，近年教育政策推陳出新：生涯規劃教

育、商校協作、生命教育、STEM教育、融合教育、健

康校園、姊妹學校交流、國民教育與國史教育、自主

學習、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教育事工，需要

與時並進。

　　回到「陳黃」的教育現場，學生「思與學」的內

涵，離不開閱讀與書寫，唯有多閱讀、勤閱讀，多書

寫、勤書寫；能夠自主運用所學、善用學習所得，曉

得分析、綜合、歸類、評估、總結，這是認知能力的

培養。配合聯課活動、課外活動、學生輔導，豐富成

長的歷程，體會社會與人生，擴闊眼界，培養良好品

格。

　　近年學校以「關愛校園，品德為根，認知為本，

多元發展」為願景，配合特區政府教育政策，善用

教育資源，倚助既有條件為基礎，形成學校多元並

進、教師專業發展、學生成長與輔導各個範疇的特

色，目標就是要能整合與體現傳統與現代的學校教育

使命。

育、商校協作、生命教育、STEM教育、融合教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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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課程架構 2017-18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數學 (延伸部分M1)   

通識教育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中國文學   

科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經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旅遊與款待   

藝術與文化 / 生涯教育  

視覺藝術      

設計與科技   

家政   

普通電腦   

音樂   

普通話   

體育      

* 學生可選修高中音樂科、體育科 (屯門區聯校課程，應考中學文憑試)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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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文化周文化周

 4 封面故事

開鑼儀式

不是鐵畫銀鉤也算端莊整齊　　硬筆書法

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

班際文化常識比賽

生花妙筆　　作文比賽

　　眾所周知，陳黃一向有大量的多元活動讓學生參與，就像去年

的體藝周、歌唱比賽，今年有「文化周」。文化周的活動主要分為

四個方向──「認識、欣賞、創作和參與」；既培養同學對中國文

化的了解和欣賞能力，也讓各位小作家一展文采。

　　雖則名為文化「周」，但相關的活動其實早在數月之前就已經

開始了，例如二月底的一系列新春活動和周勤才先生的說話能力講

座，到今天依然記憶猶新，另外相信早前參觀「金庸館」的同學也

定必大開眼界。

　　除了這些活動，「文化周」的重頭戲當然是五月初舉行的各項

比賽了；接下來就讓我來介紹吧。

　　在「認識」方面，同學可以透過活動學到更多文化典故和常

識，例如在早會藉「陳黃四公子」來介紹古人「名」和「字」的關

係，又舉辦社際和班際文化常識問答比賽，讓參賽者和觀眾都能藉

此認識中國文化。我作為「文化常識比賽」的藍社代表，現在閉上

眼晴，便彷彿仍身在台上一般，時間的流逝和心跳的鼓動皆是那麼



55封面故事

明晰可察，連呼吸都生怕會錯過主持人的發問，只好屏息以待。這

種經驗，或許只有參賽者才能享受了。

　　至於「欣賞」，則比「認識」更高一層次。不單只有電影欣

賞，還安排了比如參觀金庸館、閱讀金庸小說等等；甚至連在宣傳

時四公子吟誦的唐伯虎「桃花庵歌」等，都屬於這範疇，旨在培養

同學日後能夠欣賞中國文化優美之處。

　　說到更高要求的「創作」方面，活動更多；例如有金庸小說閱

讀報告、報告封面設計、硬筆書法比賽等。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

於成語演講比賽了。最初得知自己有幸進入決賽，簡直不敢置信，

但一看決賽的對手，心下不妙，唯有努力去準備，可惜決賽時因為

過於緊張而表現失準，最後拿了季軍，亦算是不枉此行了。

　　在「參與」方

面，不僅有同學的

積極支持和各位老師

和工友的協助，今次亦

邀請了學生會幹事參與評

判工作，透過合作來增強師生

交流，令活動更暢順舉行，可見齊

心事成是關鍵所在。最後，感謝學校提

供了這麼有趣的活動，讓我們有所得益，也樂

在其中。

5B 董雅為

社際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口若懸河，不是信口開河　　成語演講比賽

頒獎禮

普通話劇場　　再見岳飛哥

寫揮春 猜燈謎 迎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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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林寶臻
　　今天是中文科的活動，我作為隨行的記

者，跟隨中四級的同學來到了西貢體驗不一

樣的風景。剛下了車，天空是透明而柔軟

的，清澈的色調。陽光就像是在微波爐裏面

加熱過的，發酵的溫暖而香甜。空氣中瀰漫

著初春的活力，伴著絲許泥土的清芳，習習

微風，連雛鳥的啼叫聽起來都比市裏的少了

許多愁苦。在西貢暢遊，像踏上一次文學郊

遊，帶上恬靜的心，享受這悠然時光。

　　離開熙攘打鬧的人群，幾位同學漫步在

海濱長廊，沿途景色美得讓眾人數次駐足欣

賞。岩石砌起的圍欄隨著海岸線無邊無際地

蜿蜒開去，岸邊還栽種著一排沈香，微風輕

撫，它們的秀髮便在風中搖曳，阿娜多姿，

生氣勃勃，飽含韻味。一些低垂的枝條，被

人綁成了小辮子，或許是嬉鬧的孩童，或許

是祈願的情侶。順著石頭圍欄向前走著，身

旁是無垠的海。海是幽藍的，在陽光的照耀

下顯出耀眼的金色。海浪拍打著礁石，將浪

花推向岸邊，藍天伴著雲朵，把最美的色彩

和柔姿輝映在海水中，將海水塗抹的更為湛

藍。靠岸的水位不算高，波光瀲灩，海水清

澈地倒映出路人的模樣，低頭望去，一群魚

兒探頭探腦地聚集在一起，仿佛迎接同學們

的到來。朋友一時玩心大起，撿起一塊小石

頭往水裡擲去，魚兒們馬上四處逃竄，眨眼

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呼吸著略帶鹹味的海風，同學們邊走邊

環顧四周，走著走著，一把清秀的女聲突然

大喊：「到沙灘啦！」這一句話頓時吸引了

大家的視線，金黃的沙灘映入眼簾，光亮地

4A 林寶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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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刺眼。同學們不覺加快了腳步，那位最

為興奮的女同學更是三步併作兩步走，她的

迫不及待不言而喻。到了沙灘，大家脫了鞋

子，走向海岸。沙子不像看上去那般柔軟，

帶著些許顆粒感和灼熱，沙子的微熱從腳底

傳遍全身，一個淺淺的浪花撲打過來，捲起

細沙鑽進腳趾縫，不一會功夫便淹沒了整隻

腳掌。日光如萬條有色細線般，傾斜在這一

處上，耀眼無比。淡淡的影子映在沙上，仿

佛融為一體，緊密相連，似是染滿光與影的

畫像，躍然紙上。

　　將近晌午，海水時而喧鬧，時而跳動，

時而寂靜，毫無規律；如小孩子的臉一樣，

時而歡喜，時而哭泣；似有著和諧的規律，

如交響樂，時而高潮，時而低潮。風陣陣的

吹來，海鷗們成群地從海面飛過，海浪一層

一層從遠處輕盈地蕩來，波紋疊著波紋，浪

花追著浪花，海浪鑲著銀邊，一會被前面的

波浪捲入浪谷，一會兒被後面的波浪推上浪

尖；浪被撞擊在礁石上，濺起了潔白的水

花，湧到岸邊，輕輕地撫摸著細軟的沙灘。

閉上眼睛，靜靜地聽，這潮汐的聲音，拍打

一岸礁石的感動。閃著金光的波浪，此起彼

伏，零星乍現，想必是漁夫們打漁歸來了

吧。看不太清他們臉上的表情，只能模糊地

從光影裏看見他們朝著我們一行人揮手，帶

著滿載而歸的喜悅，同學們回以熱情的招

呼，可聲音沒傳多遠就被海浪的氣勢磅礡蓋

過了，些許失落之際，海風呼嘯而來，像是

承諾把大家的問候帶給漁夫們。

　　當眾人沉醉於陽光沙灘與大海時，肚子

打起了鼓，提醒著已是午飯時間。大家依依

有些刺眼。同學們不覺加快了腳步，那位最有些刺眼。同學們不覺加快了腳步，那位最

不捨地揮別這片沙灘，臨別前想拿起手機按

下快門，才發現這片如詩如畫根本不能用相

機詮釋。

　　往市集方向走了十分鐘左右，路上人們

開始多了，穿過了一條街的海鮮店後，同學

們走到一條僻靜的小路，街邊的裝潢古樸，

在錯落的招牌間尋尋覓覓，大大小小隱匿的

店鋪和散落於每個角落濃濃的港味為這條路

添了幾分色彩。

　　跟隨幾位同學們走到一家店前，暗暗的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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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南生圍
1A 鍾振華
　　三月九日是全方位學習日，整個中一

級到南生圍實境寫作。這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平日坐在家中溫習，沒有欣賞大自然

優美景色的機會。我們從學校乘坐旅遊巴

前往南生圍到達目的地後，沿著小徑向第

一個景點出發，中間在士多休息一會兒，

然後繼續往前走。

　　不久，就到達了第一個景點──兩河

交滙處。它是由左方的山貝河、右方的錦

田河以及前方的河道形成的。左右兩旁的

河水首先會經過交滙處中央的甩洲，然後

再緩緩地流向遠方的后海灣，是一個由大

自然建造而成的運輸系統，整個過程都能

聽到涓涓的流水聲，令人心境平靜。這

條通往遠方城市的河道，一群雪白的禽鳥

在覓食，完全展現出大自然的生態環境。

在我們頭上的是一塵不染的蔚藍天空，令

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家鄉。我們初到此地

時，看到這優美景色，便被它的景色吸引

著，紛紛跑到岸邊欣賞。岸邊除了我們，

還有兩名攝影師設置他們的器材，拍攝這

優美又充滿活力的景色。忽然，一股清涼

的海風吹來，彷彿把心裡的一切煩惱都通

通吹走，這裡潺潺的流水聲和嗖嗖的風

聲，令我們心裡的煩擾都平定下來。

　　我們一直走，慢慢來到了小樹林。看

到左右兩旁的樹木整齊地排著，而地上滿

佈落葉，形成一條幽靜的林蔭路。不過，

為甚麼樹木會這麼整齊呢？原來兩旁的樹

木，是多年前種下的。經過多年來的生

長，已慢慢由小樹苗演變成現在的高大樹

幹了。但是有人老想開發此地破壞這片樹

落地窗上印著有點兒褪色的「咖啡 串燒 套
餐」，木門一推，昏黃的燈光，餐廳雖小但

室內擺設整齊，古舊雕花的木頭吧臺，臺上

擺幾個虹吸壺，正點著酒精燈煮咖啡，吧臺

另側還有臺青色的投幣式電話，吧臺內瓦斯

爐還燒著一壺開水，用老式圓滾滾的那種大

茶壺。就在大家進門的那一刻，所有的客人

同時轉頭盯著一行人打量，老板娘笑語盈盈

地看著他們，說了聲：「隨便坐。」中午店

裏的客人三三兩兩，來了兩三波，大多是中

老年，都要了咖啡及外賣盒飯這種奇異搭

配，有一句沒一句在聊，講一些低俗搞笑的

笑話，偶爾還有幾位路過走進來串門的熟

客，打招呼聊個兩三句又走了。在大家等餐

期間，老板娘不時和他們聊了起來，一會聊

聊西貢的故事，一會嘮起了家常，一會又關

心著學生們的學習壓力。這氣氛，摻雜咖啡

香，濃濃的人情味，以及老街特有的市井熱

情。

　　飽餐過後休息片刻，已經下午兩點了。

與好客的老板娘道過別後，同學們斯斯然

地散著步，經典的「藍色多瑙河」的旋律飄

來，不遠處是輛許久不見的紅白藍相間的雪

糕車，單單是看著，一陣細膩香甜就在口中

瀰漫開來。幾位同學一人手握一個雪糕筒，

在海濱長廊再度停下腳步，晶瑩的肥皂泡折

射著金黃的陽光和蔚藍的海，光線照應在四

人青春的面龐上，任由徐徐海風吹亂髮梢衣

襟，一口絲滑下肚，讓人不禁想在這兒多停

留一會兒。

　　熟悉的嬉鬧聲再度響起，一眾人回到

了集合點，準備回程。臨走前，我再度回

看了一眼這片海，這個漁家碼頭，想把這

悠閒和寧靜深深地印在腦中。

　　我們身處的城市,看得見的只有摩天大
廈,經緯交錯，色彩迷離的霓虹燈框住了我
們的回憶，鎖起了我們的脾性，青春在繁

華的城市裡裏流浪，在失意裏款款而行，

漫漾著整個城市的上空。所幸我們還能在

這紙醉金迷的城市裡，找到這樣一個悠閒

之地，伴海風清唱，共鷗雁翱翔，重拾心

中的那一絲清淨和光亮。

林。若果破壞它，它便需要許多時間來復

原。希望這片樹林會受到人們的愛護。這

裡茂密的大樹擋著陽光，為我們遮蔭。樹

上傳來悅耳的鳥鳴聲，猶如在樹上的歌

手。為了提升旅人的興緻，也為了提高保

育的重要性，樹林四處都掛著有趣的標語

和鳥籠，同學們因而東奔西跑，四處尋

找，場景十分熱鬧。

　　這次郊遊，我欣賞到大自然的景色，

令平日緊張的心情平靜下來。這是非常難

得，希望再有機會到訪。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中文科全年學習活動簡表

日期 活動

2017年11月至12月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2017年11月 2017至2018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香港賽區）

2017年11月 上學期作文比賽（全校）

2018年1月23日 周勤才先生說話能力應試技巧
講座

2018年2月9日 猜燈謎及寫揮春活動

2018年3月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比賽
（初中級）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籤設計
比賽（初中級）

2018年3月9日 全方位學習日　
南生圍實景寫作(中一級)

2018年3月9日 香港後花園西貢行(中四級)
2018年4月 下學期作文比賽（全校）

2018年4月11日 參觀文化博物館金庸館

2018年5月7日至9月 文化周

2018年6月 編製《喜悅寫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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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One-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一年美國交流生計劃
In line with the school’s mission of providing an all-round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and heed the call to enrich students’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a USA Exchange Programme and New Zealand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for our students several years ago.  It aim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be immersed in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We are confi dent these programmes will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 cant impact on the learning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fi rst-hand experience of an 
overseas education, gain new insights of the world outside Hong Kong, and a better appreciation for diversity.

We Are Back!

Student Name:  Chow Pui Man, Kathy
Class:  F.4B
School Name:  Traverse City Central High School
State:  Michigan
Grade:  11
Subjects taken:  US History, English, Ceramics, Chemistry, 
 Algebra

My name is Kathy Chow. I joined the one 
year US exchange program in 2017. It was a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for me. 

I lived in Traverse City, Michigan and 
studied at Traverse City Central High 
School. There were many exchan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and I had a 
really fun time talking and getting to know about their cultures. I took 
chemistry, English, Ceramics, US history and painting. These classes 
were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had a lot of fun in my ceramics class. 

I had two host families. The fi rst host was an elderly single dad who 
was also hosting another exchange student from Thailand. My second 
host family was very nice. They took me to many places such as, 
Chicago to watch a hockey game and also visit the beautiful Sleeping 
Bear Dunes National Lakeshore. I really got to know more about 
America after these visits.

In the past year, I have grown up a lot through facing the many 
challenges of adapting to life in the US which is so different to my 
life in Hong Kong. First of all, I have gained more self-confidence 
when talking with people in English. Second, I have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Lastly, I now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and America. 
I have certainly gained more life experiences and got to know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Finally, I really want to thank "Project We Can" and my school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and supporting me in the last year. Thank 
you so much!

Student Name:  Tang Yu Hei, Thomas
Class:  F.4A
School Name:  The Odysse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and 
 Internal Studies
State:  Arizona
Grade:  11
Subjects taken:  Biology, Algebra, English, PE, American 
 History, Business

My name is Thomas Tang. I joined the one 
year US exchange program in 2017. I lived 
in Phoenix, Arizona with a host family 
together with their many pets including 
horses, dogs, cats and more than ten rabbits. 
My host family consisted of a dad, mom, 
sister and brother who was also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Italy. They were very kind to me. On weekends, we 
would help my host dad fi x the stables, his truck and fences around the 
family’s property. Sometimes, we would travel to different places in 
California such as Las Vegas and the Grand Canyon. California is now 
my favorite state in America. 

In school, I was in grade 11 and studied American History, English, 
Maths, Business, Biology, PE and Photography. My school was huge 
with three buildings, a large gym and two exercise yards. There was 
always some activities to take part in school. I joined the homecoming 
dance, spring dance and the color run. Through these and many other 
activities I got to know many new friends. 

My new friends ca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like Italy, South 
Korea, Germany, Norway, Japan, Taiwan and even Mongolia. From 
them I have learned about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and 
also become more talkative.

I want to thank project WeCan and the school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live in America. It has truly changed my life. I 
have gotten to know much more about this world and improved on my 
English. Thank you so muc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Month Activity
Sept • 1-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started
Oct • Ipad-based Programmes commenced (junior forms)

• Intensive Writing and Speaking Training with NETs commenced (senior forms)
•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Programmes commenced (junior forms)
• German Taster Course at HKU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gramme commenced (senior forms)

Nov • English Week:
* Speak English Days    * Singing Contest    * Bingo Game    * Christmas Card Writing Workshop    * Penmanship Competition
* Tongue Twisters          * One-minute English video     * Writing Competition    * Board Display Introducing German Cultures

•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senior forms)
• Interviewing with Foreigners in Central (F.4)

March • English x PE project study (F.5)
• Interviewing with Foreigners in TST (F.3)

July • Public speaking training (senior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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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教育

　　魔力橋比賽方面，以四人一組，初賽共

十六組，最高分的十六名學生進入準決賽，最

後四強進入總決賽。魔力橋可訓練同學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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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組合的能力策略思維，

學生需要在比賽中臨場應變、選用最佳的策略

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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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算比賽

RUMMIKUB比賽

　　數學科在四月及五月份舉

辦了兩項數學活動，分別是速

算比賽及魔力橋比賽。

　　在速算比賽方面，分為中

一、中二級和中三和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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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Back!

數學科本學年校內、外主要比賽／活動
中一中二個人速算比賽 F.1-F.2
中三中四個人速算比賽 F.3-F.4
扭計骰比賽 全校

數獨比賽 F.1-F.5
速算王比賽 F.1-F.2
Rummikub 比賽 F.1-F.5

格價專家（全方位學習活動） F.2
「有向」飛鏢大賽 F.1
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F.1-F.2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F.2-F.3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 F.1-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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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青Teen講場2017」~

「模擬法庭」活動
　　本年度，本科

組織三隊約 3 3位

學生參與「模擬法

庭」比賽。比賽

於十月在高等法

院舉行，讓學生

有機會嘗試律師盤

問和證人回答問題

等工作。4 A陳樂

怡和5A梁峻誠同學奪得最佳證人獎，5B陶澤友同學則奪得最佳律

師獎。學生對法庭運作深感興趣，對是次活動投入，認真地研究案

件。

　　十一月在香港科學園有第二次活動，有十八位學生參與，上午

為啟動禮和法律周活動，下午為野外定向活動和頒獎禮，學生的參

與度不俗。

通識教育講座　　公平貿易 
　　邀請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幹事為講座嘉賓。講座以如

何消滅貧窮作開始，從而帶

出公平貿易的重要性及對貧

窮國家的貢獻。講座以不同

國家作例說明公平貿易的理

念及如何協助農民，詳細解

述運作流程。當中亦附以影

片以提升學生興趣。讓學生對通識相關課程有更深刻體會之餘，亦

可以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內容主要針對中六級全球化課程，

效果良好。問卷回饋顯示，超過八成學生認同是次活動的成效。

片以提升學生興趣。讓學生對通識相關課程有更深刻體會之餘，亦

可以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內容主要針對中六級全球化課程，

效果良好。問卷回饋顯示，超過八成學生認同是次活動的成效。

通識教育講座通識教育講座　　　　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 
　　邀請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幹事為講座嘉賓。講座以如

通識教育

學趣並重　品學共融

濕地公園可持績發展課程
　　為配合中六可持續發展的課題，在9月份安排相關學習活動讓學

生參與，名為「香港濕地公園可持績發展課程」。導賞員講解濕地

公園的建築和設計如何達致可持續發展，並帶領學生實地考察公園

建築。學生認真參與，反應良好。老師和學生均表示從濕地公園課

程中獲益良多，學生能親身體會保護環境和生態的重要性及困難。

有見活動效果良好，在18年5月份再安排相同活動讓中五學生參與。

　　學生透過經歷不同形式的主題學習活動，學習的互動性及參與

度得以增強，理解

周遭的事物和思維

更為廣闊，這亦有

助啟發和培養學生

的自主學習，終身

受用。

血汗工廠處境遊戲體驗活動
　　活動模擬現實社會中的血汗工廠，讓學生了解工人的辛酸和受

剝削的情況，從而

讓學生領悟須更妥

善消費，藉此推動

公平貿易的概念。

活動乃互動性，學

生投入活動，能有

所體驗和在參與過

程中認識相關的概

念。

日期 活動 相關教學單元
22-09-2017 濕地公園可持績發展課程 能源科技與環境

9月-10月/2017
第十八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
問答比賽(校外比賽)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 

今日香港

04-11-2017
25-11-2017

香港律師會「青Teen講場2017」~
「模擬法庭」

今日香港

15-11-2017至
18-11-2017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遊學團) (與經濟科合作) 現代中國

02-12-2017
01-03-2018

「青聯齊心盃　　大灣區校際多角度
辯論賽」
 

全部單元

05-12-2017 通識教育講座　　公平貿易 全部單元
30-01-2018 血汗工廠處境遊戲體驗活動 現代中國、全球化
03-02-2018 「一帶一路　　與我何干」綜合能力比賽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12-04-2018 世界經濟發展與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
(講座)
(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合作)

現代中國、全球化

02-05-2018 濕地公園可持績發展課程 能源科技與環境

通識教育科~學生活動紀錄(2017-2018)
日期 活動 相關教學單元

下學期
通識教育科　　促進自主學習工作措施
(17-18)
[通識教育科　　晨讀報章小聚] 全部單元

全學年 善導會「模擬法庭」義工服務 今日香港
全學年 議事論事(早會) 全部單元

全學年
辯論訓練
(定期訓練同學參與校外比賽) 全部單元

全學年
(每月一次)

通識教育科
「時事王」比賽

全部單元

試後活動
(27-06-2018)

海事博物館
今日香港

展城館
試後活動
(09-07-2018)

中一級班際比賽-「生態平衡」卡牌遊戲
(與桌遊學會合作)

「可持續發展」的課
題、能源科技與環境

暑期活動
(23-07-2018)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教育課程　　環保海鮮

「可持續發展」的課
題、能源科技與環境

暑期活動
(6-8月/2018) 模擬立法會(公開活動)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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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團海港城演出

有機種植小組

太陽能車製作比賽

跳繩隊表演

戲劇班

聖約翰救傷隊

學科 藝術與興趣 服務學習 體育

中國文化學會 魔術班 校園電視台 男子排球隊

英語診所 戲劇班 攝影組 女子排球隊

數學學會 漫畫班 聖約翰救傷隊 男子手球隊

普通話學會 雜耍班 男女童軍混合團 女子手球隊

科學與科技學會 電影學會 基督徒團契 羽毛球隊

地理學會 手作班 圖書館管理員 乒乓球隊

美術學會──繪畫班 配音班 社會服務團 田徑隊

家政學會 閱讀、寫作繪畫學會 計時隊 游泳隊

設計與科技組 管樂團 室內賽艇隊

合唱團 花式跳繩隊

桌上遊戲學會 男子籃球隊

模型學會 女子籃球隊

有機種植小組 男子足球隊

管樂團海港城演出 跳繩隊表演

有機種植小組 戲劇班

太陽能車製作比賽 聖約翰救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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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隊

香港巧固球隊代表

羽毛球隊

女甲乙排球

男丙手球隊

男乙乒乓球隊

女丙排球隊 男子手球隊

女丙手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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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女子籃球隊

活動展繽紛

組織球隊的意義

　　「德智體群美」是五個重要的教育目標，其中群育

學習使人透過生活的體驗，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價值

觀，明白人際關係及處事之道。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並組織隊伍參加校外比賽。透過刻苦的練

習，增進學生的技術，鍛煉他們的意志。球隊的組成，

非一人所能成立，隊員在比賽或練習的過程，必須經歷

失敗、妥協、付出，才能達致成功。本校球隊在校外比

賽屢獲佳績，學生和老師的付出，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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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

室內賽艇

活動展繽紛

室內賽艇隊與健身室

　　本校自2015年參加中國香港賽艇協會主辦的學校室內賽艇發

展計劃，同年成立本校的室內賽艇隊，至今已經有三年時間了。期

間主要參加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自2016年ChanWong 

Fitness 新健身室的啟用，賽艇隊的成績愈見進步。2016年起，隊員

奪一項個人亞軍及一項個人第九名、接力隊的比賽成績亦是十名之

內。ChanWong Fitness為賽艇隊提供了一個優質的練習場地，期望

賽艇隊在未來的日子有更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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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我入讀陳黃已四年了。還記得當初像一顆小幼苗的我到這裡參觀，其後經過面試和暑期適

應課程，本來陌生的地方變成我寶貴中學生涯的另一個家。直到現在，不知不覺間發現上課的日子所餘無

幾，一年半後我就要經歷讓人費盡心力的文憑試。回想過去，在學校參加的活動還不少呢。

　　這些年來，我參加了家政組和戲劇兩項課外活動，曾到海洋公園做義工，亦參與過模擬法庭、內蒙古

交流團，甚或是中文作文比賽等等，真是數不盡的。而令我難忘的必定是印尼海外交流團。

　　對我而言，印尼交流團彷彿令我成長了，自從我獨自經歷這次可貴的旅程，認識了來自不同學校的同

學，拓闊眼界後，便啟發了我更想投放時間於學習上，亦提醒我不要害怕獨立，要認識更多朋友，並嘗試

勇敢地獨自接受挑戰。世界是無盡的，闖出去才能更了解自己，學會更多書本以外的知識。

　　在這個交流活動中總是要說很多英文，當每一天快要完結前，導師都要我們逐一站起來，以英文表達

感想。對於當時英文十分差勁的我，當然是既害怕又後悔。即使我渴望跟當地人溝通，但總是因英文能力

不足而受限制，甚少跟他們說話。在旅程過後，我跟自己發誓要加倍付出，務求令自己的英文成績有所突

破。我很感激這次機會，因為印尼考察之旅不但讓我增加對當地的認識，亦令我對學習的態度改變，領悟

到不能再懶惰，要學會珍惜每段學習時光。

　　很多師弟或師妹們遇到學習機會時，也許會因為需要朋友陪伴而不敢獨自嘗試。其實在活動中並不會

孤獨，一定能夠找到新的友伴，讓你變得更外向、自理能力強，且更了解自己。可能你會擔心自己不會入

選、不會成功而放棄一次又一的機會。可是，若在中學旅程中不參加比賽發掘才能，或邁出腳步出外考

察，又怎麼能夠突破自己的想法？每段學習過程都會使你不經意地進步，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你必定會

再希望有踏出第二步的機會！

4A汪宛穎

　　入讀陳黃，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奇遇。初入學時，我性格孤僻

內向，恐懼和不安充斥每天。我在中一時成績非常「突出」，一

直保持低水平。

　　中二級的時候，我洗心革面，參加多元化的活動，主動爭取

學習機會。我感激學校有如此多活動可以選擇，增廣我的見聞。

其中我參加過新加坡交流團，了解當地院校和學生的學習態度。

我現在更相信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親眼看見、親身體會，遠

遠比書中的文字和圖片來得多。

　　我也曾經是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和綠社社幹事，這些職位的工

作其實遇上了重重難關。競選學生會的準備工作多如牛毛，每天

忙著到處找福利、忙著與其他學校溝通交流，也要製作各種小飾

物以作拉票之用，競選的雖是校內崗位，但接觸的層面卻遠遠超

越學校範圍。當社幹事也絕不比學生會副主席輕鬆，我成為社幹

事是在學校重設四社的第二年，我們為了增加社員對社的歸屬

感，努力在各種比賽中取得

好成績，最終成功成為四社

之首。 
　　雖然種種職位都不輕

鬆，但這是因為它們有著相

應的責任，而肩負起責任是

一種自我的突破，當你能擔

起更多的責任，你就在變成

更好的自己。

　　學校大大小小的活動都

具有特別的意義，只要你努

力爭取，機會一定會出現，

而只要你有嘗試，你是可以

突破自己的！

5B馮可兒

　　進入陳黃的校園已有將近三年，作為由內地來的轉校生，從一

開始的懵懵懂懂，一路摸爬滾打，也終於能適應這裡的學習環境。

起初，對所有的科目模式十分不適應，特別英文課，但幸好在同學

與老師的幫助下，逐漸克服了這些困難，也從中有所成長。

　　近年來，我參加了不少活動，不論是比賽，還是交流團，例如

模擬法庭、基本法問答比賽、舟山交流團和北京交流團等，都給我

帶來不少的經歷體驗，但給我感受最深的，還是參加可載人太陽能

車比賽。幾乎是用盡了暑假的時間，才能完成了車的雛型。雖然花

費了假期的時間，但是當看到自己親手造的車能開動時，所有的汗

水都化成了激動的心情，即使最後沒有獲得獎項，但我仍收穫了寶

貴的經驗。這讓我懂得所有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完成的，不能夠一步

登天，欲速則不達，就像學習一樣，要是不一點一點地積累，最後

是一無所獲。

　　很感謝學校給予的學習機會，讓我能夠有更多機會去突破，了

解除了課本之外的知識，認識

更多的人和事，對於一些事物

有了全新的認知，也透過不同

的交流活動，了解不同地方的

文化。

　　經歷各項活動後，我明白

了不要覺得時間還長，還有很

多機會能夠去彌補缺失，就放

慢步伐，因為當時間迫近，才

發現要填補空洞已來不及了。

我們要默默耕耘，一步一步踏

實地苦幹，才能有所成就！

5A王紹龍

我在陳黃成長的日子 15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不覺間又是一年過去。我已在這校園生活五年了，回顧過去，有很多人和事值得懷念。師長
們的循循善誘，校長的訓誨，讓我們在成長中得到支持，成為我一直前進的動力，感謝學校對我們的悉心栽培，對我們
的關愛，盼望著我們能夠成材，這些都是令我永遠懷念的東西。本期校園傳真，我和幾位同學希望透過文字，記載我們
在陳黃成長的歲月。

5B 蔡昀

我在陳黃成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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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5 B班蔡昀。在入讀

陳黃時，由於我的成

績並不優異，因此我

缺乏自信心，比較內

向，很容易怕自己哪

裡不夠好，經常猶豫

不決，不會主動爭取

機會嘗試不同的活

動。

　　這些年來，我參

與了學生大使、雲

南交流團、廣州交

流團、湖南長沙交

流團、福建交流團、

北京交流團、俄羅斯交流團和領袖生等。當中，領袖生是一項對我

影響深遠的職責，自中二被班主任推薦成為領袖生，我逐漸克服自

己不足之處，為學校和同學服務。轉眼間，我成為領袖生已有四年

了，這四年的經歷，令我一生難忘。

　　領袖生不單負責維持學校的秩序，同時可以提升同學的不同才

能。學校舉辦的領袖訓練營提升了我的人際溝通能力，更容易跟日

常接觸的人建立良好關係，和諧共處，對我們的個人成長和發展極

為重要。此外，當領袖生令我可以勇敢地面對逆境，把阻力化為助

力，提升逆境自強能力，讓我可從容面對學業和考試的壓力，既使

成績未如理想也不會氣餒，反而會更加努力用功讀書。這些領悟十

分寶貴，我有信心日後投身社會工作，面對事業的起伏也可迎難而

上，克服困境。

　　參與各項交流活動，讓我對不同地方的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認

識，亦讓我深深感受到當地學生和香港學生的不同之處。交流團可

開闊視野和增長見識，學習以尊重的態度來面對不同地方於生活和

文化上的差異。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到外地交流

能吸收一些課本以外的經驗，與其他地方的人互相交流，又可以訓

練獨立能力，這都是珍貴的體會。

　　在此，我衷心感謝在陳黃教導我的老師們，如果沒有老師的支

持和鼓勵，並給予我珍貴的機會去嘗試不同的活動，那我仍是原地

踏步，難以突破。最後，希望師弟妹們努力把握學習機會，勇敢嘗

試和承擔，努力邁向自己的目標。

5B蔡昀

　　剛入讀陳黃時，我並無任何的目標，只是做一個普通學生做的

事：上學聽老師授課、放學做功課。後來，我想多做運動來強健身

體，所以我就參加了第一個課外活動──田徑隊。隨後的幾年我參

加了不同的校隊，包括羽毛球隊和賽艇隊。除此之外，我亦擔任了

不同的職務，包括社長和學生會副主席。

　　在田徑隊中，每次訓練都給我突破自己的機會，當我面對的時

候，腦海中想的就是要如何在訓練中突破自己的瓶頸，令自己進

步；在羽毛球的訓練中，我要經常思考如何接每一球、如何擊球會

讓對手覺得有威脅，當中就涉及思考和身體的協調能力。

　　在賽艇隊中，我擔任隊員以及半個「教練」的角色。要勝任這

個職務絕不容易，但我會在訓練前一天編制訓練流程，當中要考慮

每位隊員的體能等各種因素，有時候我都會有失預算，例如錯誤估

計隊員的能力，令他們未能達到我預期中的表現，這些地方我仍需

要去改善，所以這個角色帶給我很大的挑戰。

　　除了在校隊中的經歷，承擔校內職務亦帶給我很多挑戰。我在

中四時擔任藍社社長，這個職位令我十分難忘。在處理社務時我經

常會感到壓力纏身，因為我未懂得如何做一個領導的角色，幸好得

到老師以及社幹事的多番幫助令我能順利解決不同的困難。同一

年，我同時擔任學生會副主席，這兩項重要職位令我忙碌得席不暇

暖，所以壓力亦倍增，但這卻磨練了我的意志，對我學習、為人處

事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

　　當我在課業上遇到困難，想要放棄的時候，我就會回想起自己

在田徑隊中的艱辛訓練，令我在學習上再次燃起鬥志。雖然現在我

在田徑上未有任何出色的表現，但展望未來，我會以中學生涯中最

後一個學界賽奪獎為目標，因此我需要繼續堅持去努力受訓。羽毛

球方面我亦會著眼於學界比賽，希望可以得到可觀的成績。我非常

感激學校給予我這樣的學習環境和資源，沒有這一切就沒有現在的

我。各位師弟妹，希望你們都可以把握機會發揮自己的所長！

5A李祖遜

　　我剛剛入讀陳黃時已是一個非

常積極的學生，雖然初來乍到，但

無懼陌生環境的我已馬不停蹄地參

加不同的活動。這些年來，我參加

了籃球隊、排球隊、田徑隊、聖約

翰救傷隊、設計與科技學會，並且

擔任設計與科技學會會長。

　　在眾多活動中，參加設計與科

技學會令我獲益良多，也是我最喜

歡的活動。我擔任會長一職，身負

重責，在處理不同的事務時我學會

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和待人處事方

法。這些啟發令我成長了很多，我在處理人事方面比之前輕鬆，眼

界也更加廣闊，我還明白到要為未來做好準備，打好基礎。

　　另一方面，我在設計與科技學會中發掘自己的興趣，活動過程

中，我要求自己全心投入，努力學習知識和技術。從中提升了我學

習的動機，令我對不同科目的知識更有興趣。這一切都要感謝學校

及老師給予我這學習機會，如果沒有這些學習資源，恐怕我會錯失

許多學習的良機。

　　對比其他學校，我校的學習資源豐富，能夠顧及不同興趣和需

求的學生，大多數活動都是有資助的，我覺的這些都是難得的機

會，也讓我學會珍惜。師弟師妹們，你們會遇上更多的學習機會，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4B李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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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5 B
班陶澤友，希望能與大

家分享我在陳黃成長的

日子。

　　五年前，我只是一

個剛入學的黃毛小子，

甚麼也不懂。身邊的

人、事、物，全部都由

零開始，面對身邊不認

識的同學，我只是不

斷在附和他們，希望他們不會討厭我。但慢慢我也認識到自己的朋

友，不再孤單。接下來的生活也上了軌道，還變得充滿色彩。

　　五年間，我參加了不少活動，有數項活動值得一提：英詩獨誦

比賽、學生大使、可載人太陽車比賽及組織學生會，這些活動都對

我有莫大的意義。

　　令我印象頗深刻的有英詩獨誦。我參加了兩次的英詩獨誦，第

一次是中二時，我與第一名只差距四、五分。翌年老師再次找我參

加，我毫不猶豫便答應了，所以我又開展放學後不斷訓練的日子。

比賽的情況至今仍記憶猶新，當天好幾位參賽者都比我演繹得更吸

引，我以為這次也要三甲不入了。「第三名不是我的名字，第二名

也不是，第一名也不⋯⋯奇怪，他不是在叫我的英文名嗎？」我竟

然是第一名，頓時腦袋空白一片，接着的一切已經不重要了。為甚

麼我會說參加英詩獨誦對我意義重大呢？首先它啟發了我「讀」英

文的興趣，因為訓練過程中，我需要不斷改善發音、尾音、語調

等。即使到現在，我仍十分在意這些，希望能夠讀得更「美」。其

次，我學會了只要還沒有完結，誰也不知道結果如何，只要盡力，

甚麼事也有可能，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

　　此外，我亦參加了「學生大使──跳躍生命」計劃，這是機緣

巧合之下，老師建議我參加的。在這期間我要在校內外上不少課

　　大家好！我是5B班魏嘉婷。時間過得很快，原來一眨眼在陳黃
已經度過五年了。中一級的我十分內向，也不太喜歡和別人溝通。

但如今，我已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女生了。

　　透過學校多元化的學習，我參加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

社幹事、領袖生、田徑隊、籃球隊、手球隊、羽毛球隊和學生大使

等，透過這些活動，我漸漸融入這個校園。甚至在過程中，有幸獲

獎，例如：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亞軍、屯門區學界手球亞軍，而且

能入選香港手球青年軍，這一切都是參與各項活動的成果，當中亦

不得不感謝老師們的功勞和一群曾與我共度困難的隊友們。

　　在籃球隊內，雖然我們的教練是不擅長打籃球的。但是，他們

所花的心思一定不比專業的教練少，而且他們是我校的老師，更

有是一對夫婦，視我們為女兒，不只訓練我們的技術，還關心著我

們在學習上、成績上、情感上的問題。在我心中，他們的確亦師亦

友，在這個團隊當中，就像一個家。彼此之間的默契、互動、了

解，甚至連爭吵也是一份可貴的回憶。在籃球隊中，能讓我更喜愛

校園，令我明白無論發生甚麼事，總會有人鼓勵你，所以我亦非常

感恩能參與球隊。

　　手球隊方面，帶領我們的是一位很有耐性的男教練，他總是循

循善誘，從不喝斥我們。在他的教導下我入選青年軍，我亦感恩

有這個機會。在我初中時，我們經過非常刻苦的訓練，不論陽光猛

烈，或大雨滂沱，我們也不會有放鬆的時間。這種地獄式訓練令我

印象深刻，雖然對於某些運動員來說，是一件輕易而舉的事，但對

初中的我，這些辛酸也不易應付。這些經歷讓我鍛練出刻苦勤勞

的性格，讓我明白想要堅持的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並相信自己能

做到更好。在我遇到困難時，我經常會對自己說一句：「魏嘉婷！

你是可以的！」可能只是簡單的一兩句，但我也會因而繼續堅持下

去。所以在手球隊中，令我變為一位更勤奮的球員。

　　我亦曾擔任副領袖生長及黃社社長，這一切亦源於老師們對我

的信賴。這些職務培養我成為一位更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在過

程中我經歷過四次領袖訓練營，每一次也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一句話在團隊中是非常實在的，雖然

大家在過程中也會失敗，但也會一起承擔結果，令我們之間的相處

更融洽，亦是體驗中學生涯中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

　　我參與的一切活動令我在思想、行動、關係上也進步不少。這

一切經歷除了有賴一班勞苦功高的老師們、教練們，更重要是學校

的各項計劃和資助，這一切令我

抱著一顆感恩的心去面對不同的

事情，令我在成長中學習更多，

所以在陳黃這個美好的校園內讀

書，令我獲益匪淺。

　　我亦在此為其他師弟師妹奉

勸一句，即使在學習上遇到再多

的困難，也不要忘記當初的信

念，要堅持自己的目標，奮發向

上。

5B魏嘉婷

堂，這些課堂主要圍繞生命教育，雖然聽起來好像不太有用，但它

的確教會我要保持積極的人生觀、尊重生命、愛惜生命，不要隨意

把生命拿來說笑，以及語言可以使一個人生或一個死，如果我們懂

得如何說話，可以把一個墮下無底深淵的人拉回來；相反，語言也

會傷害別人，也可以把人推到無底深潭。所以要多說造就人的好

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最後，我會把太陽能車和學生會放在一起，因為太陽能車是我

們一班「兄弟」，辛辛苦苦、一步一步完成的；而學生會是我和一

班好朋友組成的，能一起順利籌辦學生會，也十分難得。這兩件事

的難處也十分相似，不外乎是團隊分工問題，隊員能力差異，偶爾

會有挫敗的地方，要在有限的人手和時間下完成工作等。基本上，

只要有團隊出現，就會有分工和能力不一的問題。不管太陽能車或

學生會，只要我應付不到某些事，隊友們會向我伸出援手，而反之

亦然。在這兩個團隊中，我學會了不要只顧自己的事，在隊友陷入

困難時，為何不在能完成自己工作的情況下，去幫他一把呢？雖然

自己的工作量會增加，會較辛苦，但我們是隊友，是一個團隊。團

隊就是這樣，你有困難時，我來幫助你；我有問題時，你來提供意

見。

　　這些年來，我參加過的活動，都是由學校提供或者透過學校安

排的。例如我沒有提及的交流團、模擬法庭。有誰在中學生涯中去

過萬里長城？有誰可以去高等法院在真實的法庭扮演律師？有誰能

夠坐上一輛自己有份打造，而且真的能駕駛的車？我十分感激學校

提供這些有趣、有意義、珍貴的活動給我們參加。世界十分大，是

學校讓我感受到世界不同地方的美，讓我擴闊視野。

　　最後，我希望同學們勇於參加學校的活動，無論是老師找你

的，還是公開招募的，同學們應挑戰自己，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

穫。不要只坐著等機會來找你，我們應該衝上前把機會抓緊，才能

突破自己！

5B陶澤友

我在陳黃成長的日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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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於2 0 11年9月推出「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撥款1.5億資助全港十間學業表現具正增值的學校

*，目標是幫助家庭經濟稍遜但努力進取的學生，本校獲邀參加。

「學校起動計劃」原訂每年資助本校200萬元，為期六年，合共

1,200萬元，因應學校發展，有關資源可作十年期的靈活運用。全方

位支援學生在學習、品德培育、輔導、活動參與、生涯教育及教學

設施改善等各方面的學校發展需要。

　　「學校起動計劃」依從四大發展方向，設計多元活動，提升教

師專業，激發學生潛能：

(1) 優化校園：培良師、育英才      (2) 兩文三語：善溝通、明是非

(3) 敦品勵行：樂承擔、求至善      (4) 勇於創新：多嘗試、勤思辨

　　是項計劃同時引入商校協作模式，本校與九龍倉轄下海港城置

業有限公司結成合作伙伴，該公司積極推動學生體驗式學習，包括

職業講座、師生與公司管理層及各部門職員交流分享，到海港城各

事業單位參觀、表演、展覽及暑期實習等，擴闊學生視野。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因應「學校起動計劃」，本校同時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的專業支援，特別是在提升教與學的效能方面，成績

顯著。總括而言，「學校起動計劃」是集合商界、大學及中學三方

面的協作，既有九龍倉的鉅額資助和商界的網絡支援，更有中文大

學提供專業服務，令學校得到全面改進，促進教師在課程、教學，

組織活動等多方面發展，增加學生不同而具明確目標的學習機會，

有助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及豐富學習經歷。

* 「學校起動計劃」自2014年開展第二期計劃，至今已覆蓋全港53

間中學，受惠學生增加至逾四萬人。2015-16學年度，本校獲社會

福利署發放「攜手扶弱基金──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款」配對資

金，增加在學校起動計劃有關課後學習的活動，資助基層家庭學生

參與和發展學習能力、學習技巧，和改善生涯規劃的活動。我們於

2016-2017編列三年計劃申請（2016-17，2017-18，2018-19），繼

續配對「攜手扶弱基金」，獲批撥超逾4,500,000萬，資助學生學習

與成長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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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項目（2017-2018年度）

一 學習與活動支援

二 中文綜合能力提升班

三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四 數學訓練班

五 STEM教育

六 魚菜共生

七 優異成績獎勵

八 教師發展

九 歷奇訓練

十 領袖學生培育

十一 初中G4成長計劃

十二 班級經營

十三 體育項目培訓

十四 精英運動員

十五 體藝文化活動及學會小組

十六 學生全方位學習活動津貼

十七 美國交流生計劃

十八 澳紐遊學課程

十九 iPlan 師友計劃

聯校活動
一  企業參觀
二 「職」出前路：我做得到！生涯規劃日
三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四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五 紙飛機創意寫作班
六  English WeCan

本年度推動以上各項「學校起動計劃」項目，

獲「學校起動計劃」及「扶弱基金」資助合共

$1,450,000

1 2

3

4

5

6

9 10

7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職業博覽

2.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3. STEM教育
4. 美國交流計劃

5. 學習支援——功課溫習班

6.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7. 中文綜合能力提升班

8. 魚菜共生

9. 班級經營——聖誕聯歡會

10. 企業參觀——太子珠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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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田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推鉛球季軍：2A汪文軒
女子丙組推鉛球冠軍：1B陳濼欣
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季軍：2A胡嘉慧、
2B孫嘉崎、2C莫凱潼、2D王文瑜、2D胡芍楠
女子丙組團體第七名：1B陳濼欣、2A胡嘉慧、
2B孫嘉崎、2C莫凱潼、2D王文瑜、2D胡芍楠

籃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屯門區籃球賽2017

男子青少年組殿軍：

3D謝梓豪、3C陳梓軒、4B許逸朗、4B劉譽彰、
4D梁駿鏗、5A王紹龍、5A梁峻誠、5B鄧達峰、
5B張耀豪、5C楊悅聰、6A黃浩文、6D區世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季軍

2A鄧炳瑋、2A汪文軒、2B馮俊軒、2B劉健灃、
3A呂永東、3A蘇銘倫、3B裴天恩、3C陳梓軒、
3C沈長虹、3C黃焯鏗、3D謝梓豪、4B許逸朗、
4B劉譽彰、4B黃梓鑑、4C歐陽清榆、4C梁駿鏗

男子丙組優異

1A陳振恆、1A鄭海俊、1A梁遠濱、1A譚文洲、
1B朱子佑、1B馮俊昇、1B梁栢墇、1B薛振傑、
1C黃竣昇、1D鄭子豪、1D何文軒、1D林達新、
1D李仲禮、1D楊港浪、2B張子亮、2B莊榮興、
2B鍾成豪、2B李嘉軒、2B王煒然、2C黃昱迪、
2C黃浩賢、2D方澤銘

女子甲組亞軍

5A陳美美、5A林惠敏、5A吳巧婷、5A李仲盈、
5A符雅萍、5B魏嘉婷、5B卓倩儀、5B張雅然、
4C林曉桐

女子乙組季軍

4A陳樂怡、4A黃嘉筠、4A何鈺玲、4B方心怡、
4B尹紫凝、4D劉穎童、4D彭紫婷、4D蔣冰怡、
4D李曉琳、4D陳巧嵐、3D 陳婉汶、3D吳珈詠、
2D龍穎欣、2B崔韻庭、1D蕭美婷

女子丙組殿軍

1A陳詠瑜、1A郭紀瑩、1B陳濼欣、1B林音余、
1B譚浩詩、1C鄧盈熙、1D劉紀均、2A胡嘉慧、
2B何穎欣、2B李伊汶、2B林彩雄、2B劉雅靜、
2B羅敏心、2B孫嘉崎、2B王文瑜

元朗商會80周年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三人籃

球賽】

女子U14組   冠軍
1A陳詠瑜、1B陳濼欣、1B譚浩詩、1C鄧盈熙

課外活動表現(2017-2018)

課外活動表現

女子U14組   殿軍
2B何穎欣、2B孫嘉崎、2D李伊汶

女子U16組    季軍
4A陳樂怡、4B尹紫凝、2D王文瑜

女子U16組    殿軍
4B方心怡、4D陳巧嵐、4D蔣冰怡、4D李曉琳

「健康人生，遠離毒品」毅智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超級組亞軍：3A 呂永東、3C 陳梓軒、3D 謝梓
豪、4A 許逸朗、4C 梁駿鏗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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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博文、4A 楊洋、4B 植宏滔、4C 歐陽清榆、
4C 鄧子挺、4D 周天浩、5A 吳浩然、5B 鄧達峰、
5B 歐梓康、6A 楊東鵬、6A 黃樂峰、6B 洪揚昇、
6D 鄭煥霖

初中組季軍：

1D 何文軒、1D 楊港浪、2A 陳凱華、2C 梁育俊、
3A 蘇銘倫、3B 徐凱東、3C 陳梓軒、3D 梁仲賢、
3D 謝梓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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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恩、2A李萱、3A張瑜欣、3A吳芷晴、
3B張菀晴、3B黎淑君、3B吳嘉茹、4C陳佩珊、
5B陳文懿、5D周雅如

女子丙組季軍

1A蕭珍怡、1A黃玟粸、1B陳濼欣、1B蔡靖雯、
1B林音余、1B游佩茵、1C吳芷穎、1C鄧盈熙、
1D劉紀均、1D羅雄思、1D李芷淳、2A胡嘉慧、
2B孫嘉崎、2C姚樂怡

手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甲乙組季軍

2A汪文軒、2B馮俊軒、2D施文超、3C陳梓軒、
3D謝梓豪、4B黃家俊、4C黃浚洺、6A黃浩文、
6B周浩天、6B葉根延、6B謝遠洋、6B黃澤澔

男子丙組季軍

1A陳振恆、1A鄭海俊、1B馮俊昇、1B梁栢墇、
1B薛振傑、1B朱子佑、1C黃竣昇、1D蔡智謙、
2B鍾成豪、2B李嘉軒、2B王煒然、2D方澤銘

女子甲乙組季軍

3A梁靖汶、3B羅芷澄、3C黃芷瑤、3D陳婉汶、
3D吳珈詠、4C林曉桐、4D蔣冰怡、5B魏嘉婷、
5D蔡玉明

女子丙組季軍

1B陳濼欣、1B譚浩詩、2A陳潔玲、2A譚麗盈、
2A胡嘉慧、2B何穎欣、2C陳嘉欣、2C莫凱潼、
2C蘇如淵、2D王文瑜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2017-2018「元木朗盃」青少

年手球錦標賽

男子少年組冠軍

1A陳振恆、1A鄭海俊、1B馮俊昇、1B梁栢墇、
1B薛振傑、1C黃竣昇、1D蔡智謙、2B鍾成豪、
2B李嘉軒、2B王煒然、2D方澤銘
男子青年組季軍

2A汪文軒、2B馮俊軒、2D施文超、3C陳梓軒、
3D謝梓豪、4B黃家俊、4C歐陽清榆、4C張柏希、
4C黃浚洺

女子青年組亞軍

2A陳潔玲、2A譚麗盈、2A胡嘉慧、2B何穎欣、
2C陳嘉欣、2C莫凱潼、2C蘇如淵、2D王文瑜、
3A梁靖汶、3B羅芷澄、3C黃芷瑤、3D陳婉汶、
3D吳珈詠、4D蔣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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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導會主辦 「甦 Walk 慈善行．跑步賽」

學生組 亞軍：4B 李冠希 5A 何達鋒 5A 梁峻
誠 5A 李祖遜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

3D謝梓豪

巧固球

香港巧固球代表隊青年軍：2A汪文軒、2B馮俊軒

學術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屯門元朗區) 
中文：

中一、二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2A李萱、3A熊宝怡、3A梅若蘭
良好獎狀： 2B張宇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1A曾穎心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2C莫凱潼

中三、四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3A熊宝怡、3A梅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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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3A張焯姍、3A林倚婷、3B張菀晴、
3B黎淑君、3B李凱淇

中四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4A吳浚豪、4B陸嘉佑

中五級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5B馮可兒

中六級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6A李添朗

英文：

中一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1C鄧盈熙、1D劉紀均、1D張浩賢、
1D蔡智謙、1D林澎星、1D王子成
良好獎狀：1C吳芷穎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2A張佩媛、2A梁雅芝、2A胡嘉慧、
2B鍾曜邦、2C陳嘉欣、2C莫凱潼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3A張焯姍
優良獎狀：3A方雪嵐、3A吳芷晴、3B黃雅雯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4A陸嘉琳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 5B毅文
優良獎狀：5B周潞琪、5B馮可兒
良好獎狀：5C鄭淳僖

中六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6B林思敏、6B雷德儀、6B邱意珈、
6B姚燕珍、6B洪揚昇

第18屆深圳讀書月2017年深港澳中學生隨筆大賽

高中組優異獎：4A林寶臻

學校起動計劃創意寫作班「紙飛機」進階班及

優異證書：

4A鄧月榕

「2017-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優

異獎狀：

2A胡嘉彗、3A高冬晴、3B毛曉盈、4A林寶臻、
5A黃詩慧、6D黃校巍

數學
2018國際聯校學科評估ICAS(數學科)

榮譽：1A林昊謙
優異：1A劉志鋒、1A葉榮輝、2A龔芷漩、
2B張宇、2B鍾曜邦、3B李俊逸、3B李亦朗
良好：4A黃佳妮、4A鄧月榕、4A符梓俊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香

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2B張宇、2B許梓傑、3B翁一馳

藝術與文化
視藝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攝影作品」：本校獲集體

一等獎

美術一等獎：

2A李嘉敏、4D方依琳、5B潘綺瑩、6A謝曉琳、
6C羅樂彤

美術二等獎：

2A倪仲麒、2C蘇耀銘、4B黃嘉樂、4B李詩澄、
4B劉譽彰、4C劉丞杰、5D吳珮欣6B姚燕珍、
6B林思敏、6C陳慧心

美術三等獎：

2A吳珈翹、2A張佩媛、2A龔芷漩、2B劉沛靈、
3B潘明明、3B李凱淇、4A汪宛穎、4B伍羽、
4B尹紫凝、4B黃卓琳、4D蔡凱莉、5A黃泳榆、
5C李可嵐、6D曾諾儀

攝影二等獎：5A譚仕堅、5B王齊樂、5C葉樹堃
攝影三等獎：5B鄧翠盈、5C陳振源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5C 李可嵐 獲選進入西畫中學組決賽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主辦「面具設計比賽」2017-

2018入圍獎：

2A楊芷萸、3A林倚婷、3A吳思慧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8繪畫寫生比賽(初中組)

優秀作品獎：

3B潘明明

第十屆青年視覺藝術展2018傑出視藝創作獎：

6A謝曉琳

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委員會「關懷服務四十載‧

公益互勉創未來」攝影比賽中學組優異：

3B劉俊希

舞蹈

第54屆學校舞蹈節中學組中國舞(獨舞)甲等獎：

1C陳芷瑤

戲劇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17/18

傑出合作獎：

1A陳詠瑜、1A何希敏、1A潘恒樂、1A楊佳熒、
1B陳倬僑、2B劉雅靜、2B仇敏華、3A吳思慧、
3B李凱淇、3C曹敏馨、3D沙文廸、4B黃嘉樂、
5C楊悅聰、5D楊可盈、5D簡啟俊

傑出演員獎：3B李凱淇、3D沙文廸

科技創新
IVE主辦「新能源新世代」中學可載人太陽能車

設計比賽進入決賽：

3A劉一樂、3A鄧日軒、4B梁君怡、4B李冠希、
5A梁峻誠、5A王紹龍、5A黃仲希、5B李國誠、
5B陶澤友、5B王齊樂

2017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二等獎：

5A王紹龍、5A黃仲希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生物學素養競賽

二級榮譽獎：6B蔡展卓
三級榮譽獎：6A王梓禧 6B王紹玲 
優異獎：6A童慧琳 6B司徒加希 6B黃澤澔

全港水火箭比賽2018

中學組季軍：2B 張宇

品學共融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年團新界總區2017年度

隊際比賽

聖約翰救傷隊隊際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

制服檢閱比賽冠軍：

1D鍾寶瑩、2C莫凱潼、2D雷詠喬、3B潘明明、
3B許方德、3C謝希怡、4B李詩澄、4B郭耀基、
5B李小菲、5C張雅晴、5D郭靖瑩、5D蔡玉明、
6B蔡展卓

青TEEN講場2017 模擬法庭比賽

最佳律師：5B陶澤友
最佳證人：4A陳樂怡 5A梁峻誠

青聯齊心盃—大灣區校際多角度辯論

賽 2017/2018

初賽及晉級賽全場最佳辯論員：黎健霈

優秀隊伍：6A黎健霈、6A童慧琳、6A黃浩文、
6A李添朗、5B鄧達峰、5B陶澤友、4B伍羽、
4B洪裕彤、4B郭耀基、4B許逸朗、4B劉譽彰、
2A胡嘉慧、2A陳海軒、2A 陳家熙、2A倪仲麒、
2A鄧炳瑋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5A李祖遜

屯門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本校獲金獎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待人有禮好少年選

舉」嘉許獎狀：

1A葉榮輝、4A鄧月榕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黃逸軒、6B林琛

入選「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古今科技及國家

發展」學習團(2-6/4)：

 5A王紹龍,5B蔡昀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A胡嘉慧、5B馮可兒

英基Island School頒發NMKM紀念獎學金：

5B鄧達峰

楊松貴獎學金：

3A熊寶怡、4A黃嘉筠、4A陸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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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港外考察學習項目(2017-2018)

日期 考察學習項目 參與同學

15-20/7/2017  舟山交流團 5A王紹龍　李祖遜　吳浩然　張耀豪　梁峻誠　郭綽文
5B黃頌殷　陶澤友　5D黎文迪

15-20/7/2017 港澳學生瀟湘行：
湖南長沙考察

4A陸嘉琳　4B方心怡　5A李偉民　5B李小菲
5D方嘉淇　6A黎加華　6A華黃逸軒　6B林楚茵
6C林米雪　6D溫梓聰

23/7-1/8/2017 瑞士遊學
（潘俊彥校董資助項目）

6A謝曉琳　6B雷德儀

1-10/8/2017 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旅
2017（仁愛堂項目）

4A汪宛穎

9/2017-6/2018 資助學生赴美國留學一年 F.5鄧裕熙　周佩文
5-9/10/2017 「民族融合之旅•內蒙」

考察學習團
4A黃佳妮　鄧月榕　汪宛穎　許琪元　梁烑墇
4B何穎彤　黎曉蕙　劉榮華 　郭耀基　梁天煒

14-18/10/2017 台灣升學考察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6A王梓禧　張晞彤　吳嘉琪　楊東鵬　黃樂峰 
6B姚燕珍　林思敏　姚瑞昌　楊天恩　劉思敏　麥曉峰
6C陳浩萍　吳韋瑨　姚卓謙　林君奕　羅海軒　黃焯謙
6D鄭煥霖　黃敏強　張穎琳　曾諾儀 

14-18/11/2017 北京市豐台區第八中學交
流學習團
（姊妹學校項目）

1B鄭嘉龍　2C梁袓儀　
3A梅若蘭　劉一樂　鄧日軒　王子溢
4B李冠希　5B李國誠　陶澤友　王齊樂

15-16/11/2017 「認識新珠三角」考察團
（地理科）

2A岑權雲　陳家熙　鄧炳瑋
5A林惠敏　吳巧婷　王敏怡　黃依霖　郭綽文
5B陳文懿　李小菲　李芷柔　魏嘉婷　歐梓康　張耀豪
5C張雅晴　劉倩僮　李可嵐　梁穎思　吳彩霞　譚沅芸
　鄭淳僖　潘文浩　黃卓龍
5D方嘉淇　楊可盈　張梓康　黃嘉鋒　李景楠　鄧子俊

15-18/11/2017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
探索之旅（通識教育科）

中五級同學（80名學生）

15-22/11/2017 『探索絲路近貌』──新
疆少數民族體驗計劃」考
察學習團
（學生發展委員會）

3A吳思慧 
3B黎淑君　李凱淇　毛曉盈　吳嘉茹　張菀晴 
3C薛梓堅　吳焯嵐
4A羅麗芬　劉芷穎 
4B何婉儀　方心怡　伍羽　葉建林

16-17/11/2017 廣州西式建築及歷史文化
考察（歷史科）

中三A及C班同學（48名學生）

16-17/11/2017 廣州孫中山事蹟及辛亥革命
歷程探索之旅（中史科）

中三B及D班同學（46名學生）

2-6/4/2018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古今科技及國家發展」
學習團

5A王紹龍 5B蔡昀

15-21/4/2018 俄羅斯交流團
（學生發展委員會）

3A方雪嵐 　高冬晴　3C謝希怡　4A羅嘉駿　莫博文
4B 黃嘉樂　4C陳思樺　張柏希　雷善茵
4D陳俊樂 　李曉琳　5A許浚偉　黃泳榆　黃詩婷
5B董雅為　蔡　昀　鄧翠盈　卓倩儀　錢諾賢
5C劉倩僮　譚沅芸　吳彩霞　5D郭靖瑩

27-28/6/2018 廣州市美術中學交流團
（姊妹學校項目）

3A鄒美儀　梁靖汶　林倚婷　吳思慧
4A羅麗芬　4B劉榮華　4C凌妙韻　4D方依琳
5A黃泳榆　5B鄧翠盈  潘綺瑩  錢諾賢
5C李可嵐　5D吳珮欣

9/7/2018 澳門理工學院考察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5A王紹龍　楊仲言 朱信希　陳美美　陳浩賢　李偉民 
     何達鋒　梁翠盈　黃詩慧　羅倩茹 

23-28/7/2018 2018香港青年浙江行
（學生發展委員會）

4A梁烑墇　楊洋　汪宛穎　李文慧　黃佳妮　鄧月榕 
　黃嘉筠　陳樂怡　劉芷穎
4B何婉儀 　伍羽　方心怡　尹紫凝　
4C詹皓之
4D劉穎童　
5A符雅萍　李仲盈 　林惠敏　黃詩婷　吳浩然
5B魏嘉婷　5C吳彩霞　麥落兒　黃卓龍
5D方嘉淇　楊可盈

6-9/8/2018 廈門咪咕動漫體驗團
（電腦科）

3A劉一樂 　李峰林　黃文碩
4A羅麗芬　5A黃詩婷　5C楊悅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