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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校長有個約會(家長篇) 

本校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舉辦「我和校長有個約會」，校長透過定期約會，

與家長直接傾談，聆聽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困難和所需，幫助他們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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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警訊泰國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本校少年警訊會員於 2019 年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到訪泰國，主要令本區

少年警訊會員認識當地文化及歷史。除此之外，亦可親身與當地人民接觸，

加深了解他們的民族背景及生活。期望各位少訊會員能透過是次旅程警醒自

身及珍惜社會資源，並立志成為地區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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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廣州、東莞及肇慶)姊妹學校交流之旅 

本校於 2019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到訪三所姊妹學校(廣州市第四十中學、肇

慶市地質中學及東莞市光正實驗中學)，以及到廣州北京路步行街、肇慶市

七星岩牌坊廣場步行街及肇慶市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參觀。 

1. 廣州市第四十中學 

  

2. 肇慶市地質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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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莞市光正實驗學校 

  

4.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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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澳門升學就業探索之旅 

本校於 2019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0 日舉辦內地、澳門升學就業探索之旅，讓

學生透過參訪高等院校、企業或就業人才服務中心，認識珠海和澳門的高等

教育現況，了解珠海和澳門的升學及就業機會，以及體會當地的文化和經濟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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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驕傲」優異成績嘉許禮 

為鼓勵同學積極求學、爭取表現，本校在下學期統一測驗後，於 2019 年 5

月 22 日舉辦「我們的驕傲」優異成績嘉許禮，頒獎嘉賓包括家長教師會主

席陳育強先生及家長教師會委員劉宜香女士。當日頒發嘉許獎狀予各班在各

科測驗中獲任教老師推薦且名列第一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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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本學年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 2019 年 6 月 3 日順利舉行。老師在上午

先到大館參觀，而下午則到伊利沙伯中學出席「音樂樂器 DIY—STEM 工作

坊」，讓全體教師透過學習、交流與實踐，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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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STEAM 考察之旅 

本校於 2019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8 日舉辦日本 STEAM 考察之旅，透過在科

技、藝術和科學等遊學探究活動，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讓同學在一個富有

探究性的環境下學習，啟發他們的好奇心，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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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出發  畫出未來」聯校視覺藝術展覽 

本校於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2 日舉辦「從心出發 畫出未來」聯校視覺

藝術展覽。為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創意及審美等能力，使學生在課堂內外有全

方位的藝術學習經歷，長洲官立中學自 2007 年起，每年均聯同其他四間中

學，包括：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五育中學、聖公會梁季彜中學和上水

官立中學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聯校視覺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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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音樂體驗之旅 

本校於 2019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3 日舉辦韓國首爾音樂體驗之旅，透過觀

賞及親身參與韓國不同音樂藝術表演，讓同學體驗香港與韓國音樂文化的異

同，從而啟發學生多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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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樂繽紛 

2019-04-03 

班際閃避球比賽 

2019-04-04 

有機耕作活動 

 
 

2019-04-08 

普通話科、英文科及科學科聯科活動 

2019-04-09 

普通話科體驗式情境學習課—服裝店 

  

2019-04-09  

學校工作報告暨學生論壇 

2019-04-17 

高中地理科長洲海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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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8 

英文科體驗式情境學習課—茶餐廳 

2019-04-18 

訓導組禁毒滅罪防騙講座 

  

2019-05-02 

官立中學聯校領袖生訓練營 

2019-05-04 

少年警訊傑出學校支會頒獎典禮 

  

2019-05-05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9 

2019-05-10 

自主閱讀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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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2 

太平清醮會景巡遊跳繩隊表演 

2019-05-17 

第五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2019-05-22 

飛躍舞台 足球機比賽 

2019-05-24 

唐詩黏土班 

  

2019-05-2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分會周年頒獎典禮 

2019-05-29 

地理科有機農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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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1 

水果日 

2019-06-02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閉幕暨綜合頒獎典禮 

  

2019-06-06  

Open Space  

Teen Time Radio Recording Session (RTHK) 

2019-06-18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19 

  

2019-06-22 

離島區第一旅 童軍宣誓典禮 

2019-06-22 

「2019 同行抗毒 無毒特攻隊」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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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3 

優秀教師選舉頒獎典禮 2019 

2019-06-28 

學生會及四社選舉 

  

2019-07-02 

乘風航 

2019-07-03 通識科 

社會創業青年訓練營 

  

2019-07-05 

English Minigo CCGSS gift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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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銀獎︰1C 周萬淳 

銅獎︰1C 鄭卓盈、3C 潘諾恆、3C 謝嘉諾、3C 許佩琳、3C 許佩琪、 

5C 張芷桐、5C 張文傑、5C 冼進曦、5C 黃詩媛 

 香港城市大學「第四屆中學生傑出作品展 2019」 

非凡作品獎︰6C 張志威、4C 顏勵盈 

入圍作品︰4C 黃凱靜、5C 鍾琛妍、6A 繫珮詩 

 香港專業跳繩花式學校—香港個人全能跳繩公開賽 2019 

 17 歲男子公開組—30 秒速度跳 冠軍、2 分鐘速度耐力跳 冠軍、 

指定花式 冠軍、全場總成績 冠軍︰5B 吳君豪 

 16 歲男子公開組—30 秒速度跳、季軍、2 分鐘速度耐力跳 冠軍、 

指定花式 冠軍、公開組全場總成績 冠軍︰4C 譚鎧樂 

 15 歲男子公開組—30 秒速度跳 殿軍、2 分鐘速度耐力跳  殿軍、 

指定花式 亞軍、全場總成績 季軍︰2C 陳啟鋒 

 16 歲女子公開組- 2 分鐘速度耐力跳殿軍、指定花式 季軍、 

全場總成績 殿軍︰4C 黃寶瑤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2018/19 

入圍作品︰5C 吳雯珊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全年積極參與學校獎 

 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殿軍︰2C 何懿臻、2C 萬冬兒、3C 陳敏瑤、3C 張樂婷、3C 蔡永業、 

3C 繫靜靈、3C 潘樂恆、3C 謝嘉諾、3C 黃穎瑤、4C 郭梓軒、4C 鄭卓盈、

4C 郭曉薇、4C 盧凱晴、4C 黃凱靜、4C 唐迦蒨、5C 劉加欣(中文辯論隊)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18/19 

金獎及嘉許獎︰6C 冼女永琳 

嘉許狀︰6C 張志威 

作品入圍︰6A 繫珮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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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評寫作比賽(初級組) 

優異獎︰3C 郭亦巧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9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1 分鐘 6 人大繩 混合組 亞軍︰2C 劉倩兒、4A 吳芷茵、4C 陳希文、 

4C 奚天芯、4C 譚鎧樂、5B 吳君豪 

 中學組混合組總成績亞軍︰1C 郭倩慧、2C 陳啟鋒、2C 劉倩兒、 

2C 李卓琳、4A 吳芷茵、4B 梁紋俊、4C 陳希文、4C 奚天芯、 

4C 譚鎧樂、4C 黃寶瑤、5B 吳君豪 

 45 秒 3 人交互跳速度賽 混合組 季軍︰2C 李卓琳、4A 吳芷茵、 

5B 吳君豪 

 2 分鐘耐力跳 混合組 殿軍︰2C 李卓琳、4C 譚鎧樂 

 1 分鐘 3 人交互繩花式混合組 殿軍︰2C 李卓琳、4C 譚鎧樂、 

4C 黃寶瑤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銅獎︰1C 鄭卓盈、1C 周萬淳、1C 郭詠修、3C 潘諾恆、3C 謝嘉諾、 

3C 許佩琳、3C 許佩琪、5C 張芷桐、5C 張文傑、5C 冼進曦、5C 黃詩媛 

 2018-2019 年度校際籃球比賽(女子初級組) 

季軍︰1B 何佩瑤、2A 郭祉妍、2A 李婉詩、2C 劉倩兒、3A 繫穎琪、 

3A 黃絡瑤、3B 陳穎珊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中學基本級︰4B 蔡樂斌、4C 林銘峯、4C 黃卓林、5C 冼進曦、5C 唐迦蒨、 

5C 黃民迪、5C 黃達棋 

 第五屆《基本法》問答比賽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全港校際問

答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少年警訊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獎 

 傑出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師獎︰冼偉源老師 

 二十年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師服務獎︰冼偉源老師 

 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計劃︰高永祥副校長、郭麗瑩老師 

 「2019 優秀教師獎」(教學研究組)︰陳若瀛老師、馮加譽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