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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聯校活動

日期：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
地點：本校陳日新紀念堂

　　　屯門旺賢街8號 (石排輕鐵站)
時間：上午10:00 – 下午1:00
對象：小學學生及家長

節目內容：

本校特色簡介、升中選校策略講座、學校參觀、

多元活動課程體驗、學科展覽

親子訪校及升中講座

　　本校的親子訪校日是專為即將升讀中學的學生及其家長而

設。本校希望透過講座、參觀及體驗活動，讓有意升讀本校的

學生了解本校的教學特色及教學理念，為升中作充足的準備。

期待你當天的到來！
請掃描二維碼報名。

屯門區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室內賽艇乃一項適合青少年的活動，適合在安全及舒適的

學校環境進行。近年因疫情及各項的防疫措施令學生大大減少

運動及比賽的機會，本校特舉辦「屯門區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

標賽」，鼓勵及協助學生於安全的環境下進行比賽，以配合青

少年多元發展的需要。

詳情及報名

請瀏覽本校網頁

日期：2022年11月19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 – 下午1:00
地點：本校陳日新紀念堂

對象：本區小學五或六年級學生

比賽項目：

個人賽

小學校際接力賽

家庭/師生歡樂二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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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微不至」屯門區小學微電影創作大賽暨工作坊

微電影工作坊內容：(學校參賽)

第一節：微電影製作簡介
認識微電影製作流程
認識微電影製作的分工

第二節：故事創作
認識基本故事結構：背景、主題、情節、結局
認識故事情節的四個階段：起、承、轉、合

第三節：劇本編寫
認識劇本的基本元素
認識對白撰寫技巧

第四節：影片拍攝
認識影片拍攝所需器材
認識基本拍攝技巧：曝光、取景、構圖、運鏡、收音
實習使用各種拍攝技巧

第五節：後期製作
認識基本影片剪輯技巧：剪接、音效、字幕、特效
實習使用各種剪輯技巧

第六節：即場創作 即席創作30秒短片

請掃描二維碼以了解
更多活動詳情及報名。 

對象：小學五年級或六年級學生

工作坊日期：2023年3月25日及2023年4月1 日 
　　　　　　(後備日：2023年4月22日)
時間：上午9:00 – 下午12:00
地點：本校陳日新紀念堂

頒獎禮日期：2023年6月24日 (星期六上午9:00 – 下午12:00)

升中統一派位 策略重點講座 2023
　　本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將於2023年3月31日公布，唯

只有約三成學生能獲取學位，其餘學生將進入中央統一派位選校

階段。

　　為使本區學生及家長更了解中央派位階段的選校要點及策

略，並讓家長熟悉本區中學概況，本校特舉辦「升中統一派位 
策略重點講座 2023」。

日期：2023年4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 – 下午12:30
地點：本校陳日新紀念堂

內容：統一派位機制、選校策略、屯門區中學概況、

　　　本校特色、答問環節、學校參觀

對象：小五、小六學生及家長

　　本校校園電視台已成立多年，一直致力培訓學生拍攝及影片

製作技巧，參加公開比賽屢獲殊榮。為培養學生編劇及製作影片

的興趣和能力，本年度特為屯門區小學學生提供工作坊，以提升

學生拍攝及影片製作的技巧。

本校將

於2023年3月初郵寄報名表

至各小學或可屆
時於本校

網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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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2023/2024年度)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2023/2024年度)
申請須知

 

自行分配學位數目
本校開設四班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數目共40個。

 

申請程序
1.  申請表格可到本校校務處索取，或於本校網頁

下載。

2. 填妥之申請表格請於 2023 年1月3日至2023年 
1月17日期間交回本校校務處，收表時間為：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5:00
 星期六： 上午9:00 – 下午1:00
 
如選擇郵寄，請郵寄至屯門旺賢街8號。請附上足

夠郵票之回郵信封，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建議以掛號形式投寄)
 
申請人須呈交以下文件：（請依次序排列）

1.  教育局發出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請在

適當位置填寫本校校名(包括教育局部分、中學

部分及家長部分)。三個相連部分切勿撕開。

2.  本校申請表

3.  身份證影印本

4.  小六學生資料表影印本(教育局文件)

5. 小五(全年)成績表影印本

6. 小六(第一學期)成績表影印本

7. 各項獎狀/證書影印本（只須呈交小四至小六資

料，以十頁為限）

 
*  申請人毋須提交小學推薦信。申請表一經遞

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申請

人不可向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申請，否則

其獲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會被取消。

 

收生準則及比重
學業成績(50％)；操行(15%)；課外活動及服務(15
％)及面試表現(20％)
 

面試安排及結果公布
1.  本校將於 2023年3月上旬以郵寄及電話形式通

知按以上收生準則得分較高的申請人進行面

試。

2. 面試日期為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3.  本校將於2023年3月31日以郵寄及電話通知所有

正取學生的家長。

4. 教育局將於2023年7月11日公布自行分配學位及

統一派位結果，家長毋須向學校查詢。

請到本校網頁下載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三年了。這三年

來，陳黃人與所有香港人一樣，一面堅守崗位，一

面努力抗疫，以積極正向的心態迎接生活回復正常

的一天。而我相信，這一天很快便會到來。

　　在陳黃師生和家長們的努力和配合下，學校在

九月中已經正式回復全日面授課堂，最快及最大程

度上保障了我們學生的學習利益，我感到十分欣

慰。而更讓我感到驕傲的，是陳黃學生在這段艱難

的疫境中，積極向上，投入學習，在各方面依然表

現優異。去年，陳黃學生分別獲得「建造x STEM冬

日營」塔式起重機模型比賽季軍、首屆香港青少年

航天大賽「月球探索創新獎」高中組三等獎、「齊

勝疫境見彩虹」微電影創作比賽季軍、「向老師致

敬 2021」 書籤設計比賽季軍、「投委會主辦，教

育局、信報協辦，主題為：我信我理財」中文高中

組全港季軍、香港校際朗誦節英文獨誦小組冠、

亞及季軍及屯門區學界比賽男子高級組手球及女

子高級組排球冠軍等等，充份展現出我們陳黃人

的四大素質：富於創意Creative、發展全面 Well-
rounded、自律自主Self-regulated、具備視野
（Far-seeing）。

　　我們的學校管理和老師團隊同樣沒有放緩持續

優化學與教的腳步，在以下三個重要範疇更加有卓

越的創建和發展：

課程：
1.  2021-22年開始，引入初中科學科及數學科英語

教學班。

2.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於本學年推行情意教育

音樂劇場培訓計劃，推動英語話劇及音樂劇。

3.  持續深化BYOD政策，於中一級全面推行「一人

一平板」計劃，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工具的

機會。

4.  推行「電子學習先導班別」計劃，加強推行電

子學與教。

學生成長：
1. 引入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專

業支援，為學生培育工作提供重點支援，包括加

強級訓導、級輔導及級聯絡的角色和聯繫，及增

強同級的凝聚力，提升班級經營的效能。

2. 優化「多元學習周」的安排，進一步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3. 持續「陳黃長者學苑」及嶺南大學的樂齡計劃

活動，讓學生參與長者服務，並從服務社區的

體驗中，學懂感恩及盡責。

硬件及設施：
1. 改建兼容及重新佈置課室及特別室，以推行

STEAM、自主學習及合作學習。

2. 成功申請教育局創新科技實驗室及優質教育基

金撥款，分別改建物理實驗室兼容創新科技室 
(INNOLAB)及設計與科技室兼容為STEAM 創客室。

3. 於選定班別的課室添置流動白板及小白板，規

劃合作學習小組座位安排。學生能善用流動白

板及小白板作匯報及展示，增加課堂互動。

4. 於選定班別的課室設立自學角，學生於課餘時

間主動學習或自修。

　　疫情定會有終止的一日，但陳黃人對教育願景

和學與教質素的追求卻永不終止。我相信當我們跨

越疫境，當生活一切復常，陳黃和陳黃人一定會比

以前更好、更美、更強！

校長的話

校長的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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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辦學宗旨以「仁愛」為本，秉承校訓「禮義廉恥」的精神，提供優質教育，

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得到全面發展，並鼓勵學生發揮所長，追求卓越，

力臻至善，致力培育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將所學貢獻社會。

學校特色

各級課程規劃
開設科目

中一至中三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綜合科學*、中國歷史、綜合人文 、普通電腦、

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家政、音樂、普通話、體育

(*該科目部份學生可選擇以英文作教學語言)

中四至中六

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數學延伸單元一、 公民與社會發展

選修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中國歷史、地理、歷史、 旅遊與款待、

經濟、 視覺藝術、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中國文學、 

設計與應用科技、生涯教育、OLE課、體育

著重語文教育
	本校着力培養學生兩文三語，中、英文科部份班別推行協作教學，使用語文學習中心上課，利用平板

電腦學習。

	初中鞏固學生英文基礎，施行英文科分層化教學，應對學生不同英文水平，並引導學生善用網上自學

系統，增加學習英語的機會及成效。

	增聘外籍教師團隊定期參與英文課堂。

	設有英語茶座，進行輕鬆的英語情境教學活動，增潤英語學習。

	推行英語早會，舉辦英文周、多元學習活動及遊學團等。

	中英文科同時加強中小教學銜接與調適。鼓勵學生參與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朗誦活動。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各科運用多媒體資訊科技教學，透過平台如Google classroom、PowerLesson 2、LoiLoNote供學生進行

課前預習及完成網上習作。

	教師使用平板電腦讓學生進行流動學習，使用不同教學軟件如Kahoot!、Ed-Puzzle等提升課堂師生及生

生互動。

	逐步推行各級自攜裝置(BYOD)回校上課，最終達致全校「一人一機一筆」的目標，透過電子學習促進

教學成效。



我們的願景
學生具有陳黃人四大素質：

Creative 富於創意

Well-rounded 發展全面

我們培養學生具備多角度思考的能力，並「富於創意」。

於課程內融入相關元素，提升學生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發揮創新方面的潛能。

我們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幫助學生

「發展全面」、追求卓越。

提供不同的課程和學習機會，讓學生認識

自我，提高自省能力和建立自信，促進品

格發展。

Self-regulated  自律自主

我們建構校本學與教的策略，裝備學

生「自律自主」、終身學習的能力。

提供多元的訓練，讓學生學習自我管

理及提升責任感，培養自律精神。

推行校本自主學習課程，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的習慣、能力及技巧。

我們善用不同的資源，讓學生擴闊眼界及

「具備視野」。

創造不同的經驗學習機會，讓學生勇於嘗試

新事物。

鼓勵及組織學生參與社區活動及比賽，認識

及關心社會，放眼世界。

學校特色

Far-seeing 具備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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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課程

學生於天秤製作比賽中奪得全港季軍

　　STEAM代表Science（科學）、Technology
（科技）、Engineering（工程）、Arts(藝術) 及 
Mathematics（數學）。香港學生一向在有關科

學、科技及數學的國際比賽獲取良好成績。本校希

望透過更有組織的STEAM課程，誘發學生對日常生

活問題的關注，嘗試運用創新意念設計具體解決方

案，從而強化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學校原有的學科如數學、科學、物理、化學、

生物、電腦、資訊科技、設計與科技科，會在課程

規劃上加強協作、互相協調，加強學生「動手作」

及「編程」的知識與技能。

　　隨著STEAM教育日趨普及，本校於初中推行

STEAM Makers 及創新科技科，裝備每一位學生迎

接未來的世界。透過STEAM Makers課程，學生可

認識力學原理以製作滑翔機；於「創藝巴士」中

的VR模擬駕駛認識汽車運作原理；更可透過物聯

網技術製作未來家居。此外，本校成功向教育局申

請「學校IT創新實驗室」撥款，建構中三創新科技

科，學生可透過此科學習大數據、區塊鏈、AR創

作等。

　　除了STEAM的普及教育外，本校亦著重尖子培

訓。過去一年，本校STEAM校隊奪得全港性比賽獎

項，在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月球探索創新

賽，勇奪全港三等獎。

學校特色

天秤製作比賽作品

學生正製作天秤模型

VR模擬駕駛

陳黃創藝巴士

8

Creative 富於創意



視覺藝術

學校特色

　　由正門拾級而上，可見沿路牆壁佈滿色彩繽紛

的壁畫，壁畫以本校校歌為主題，充分展現「陳

黃」精神。延至一樓，鄰近視藝室及音樂室的陳黃

藝術廊，更是本校一大「形點」。藝術廊除了壁畫

創作，更設有投映機，將同學佳作投射至牆壁上，

表達形式創新之餘，更為校園增添濃厚的藝術氣

息。

　　視藝室於本學年重新裝修後，新增閱讀區，設

置梳化及書櫃，讓學生在課餘時閱讀藝術圖書，增

進科本知識，尋找創作靈感。除此之外，為增加學

生對視藝科的認識，視藝室的牆壁上亦增設不同的

展示貼，內容包括視藝科專有名詞、視覺元素、高

中評賞步驟及不同藝術發展年表等，希望學生步入

視藝室，即時感受四周洋溢的藝術氛圍，提升他們

的藝術美感。

視藝室的閱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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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畫工作坊

校監、校長及副助校與師生一起為新壁畫上色

6B 楊芷萸 (衍紙設計)

2D 湯雅芝
(衍紙設計)

中二學生作品
(STEAM繞線畫)



學校特色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學校鼓勵學生參與

課外活動，於本年度設四十九個學會或興趣小組，分為學術性、興趣性、學生團隊及運動性四個類別，

希望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學習面對群體事務，處理人際關係，提高自律能力，不計較收穫。為鼓

勵學生參與活動，學校分別於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仁愛堂撥款以及學校經費中，投放大量資源支持課

外活動的發展。

　　每學年，課外活動組舉辦各項不同的社際活動或比賽，令學生在縱向的跨級活動發揮所長，提升學

生的溝通與協作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領導才能。除此之外，學生會於學年中舉辦不同的橫向班際比

賽，有助凝聚各班，增強學生的歸屬感。

手球隊

步操管樂團

手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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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rounded 發展全面
課外活動



學校特色

　　多元活動課旨在讓學生涉獵不同的學習經歷，拓闊其學習視野。本年度

的多元活動課共提供了12個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並於指定常規課堂的時間

內進行，中一及中二級的學生須於多元活動課參與一項課外活動，藉以了解

個人興趣及潛質。

在電競世界內學習踏單車高達模型製作班

運用針線製作皮革製品

棍網球射球技巧 近年新興運動—健球

學生學習Hip-Hop跳舞的技巧

暑假篇 
　為了鼓勵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善

用假期，學校特意將多元活動課延伸

至暑假，舉辦10個不同興趣班供中一及中

二級學生參加，暑期興趣班包括：健球班、

棍網球班、電競單車班、Hip-Hop Dancing 
Class、Beatbox班、卡通漫畫班、皮革班、

輕黏土製作班、高達模型製作班及魔術班

等。透過參與學校興趣班，豐富學生多

元學習體驗，有助培養學生多方面

興趣，讓學生過一個既充實又

有意義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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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課

中一至中二多元活動課開設科目

步操管樂團，合唱團，棍網球，山藝班，長跑班，沙畫班，大創意、小發明，

美食fun享小組，童軍，校園電視台，STEAM Makers，入境處青年領袖團



　　本校的專題研習主題為「我們的博物館」，希望學生能博古通今，放眼世界。研習活動由全校老師

帶領所有中二級學生進行，學生參與小組研習、參觀尖沙咀文物探知館及香港文化博物館，嘗試運用所

學，設計屬於自己的博物館。

12 學校特色

Self-regulated 自律自主
專題研習

通過討論交流，學生的溝通技巧得以提升香港文化博物館—李小龍館

學生樂在其中

學生進行考古任務 尖沙咀文物探知館考察



　　每年圖書館均會定時舉辦不同主題的閱讀活動。本年其中一個主題是與英文科和體育科合作進行的

跨科組閱讀「Newly-emerged Sports」，介紹各類型新興運動︰非撞式欖球(Touch Rugby)、健球(Kinball)、
巧固球(Tchoukball)、旋風球(Flyball) 、匹克球(Pickleball)和圓網球(Spikeball)等。圖書館展示有關運動的海

報，學生掃描海報上的二維碼進行延伸閱讀。英文科讓中五級學生利用LoiLoNote介紹自己喜愛的新興運

動。體育科在堂上教授新興運動，讓學生更貼近潮流。

　　初中增設悅讀越有「FUN」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學生閱讀不同學習領域中的書籍。為照顧學習多樣性

及增加內容的多元性，除傳統的文字閱讀報告外，新增不同形式的閱讀報告，如親子閱讀報告、封面設

計、插圖設計、短片閱讀報告、給作者的信等。計劃設有金銀銅獎，以作鼓勵及肯定。

　　為了令學生領袖的角色更加突出，讓他們更具

使命感，本校積極塑造學生的領袖風範，於不同崗

位讓學生擔任領袖角色，例如：領袖生、學生會及

四社幹事。

　　此外，透過舉辦領袖訓練營，加強他們的領導

能力、服務同學以及承擔責任的精神。

同學進行跨科組閱讀。 同學在以「Café」為主題的自修位置閱讀及自主學習。

13學校特色

圖書館

塑造領袖風範



本校於高中課程中「其他學習經歷部分」設有生涯規

劃課程，圖為中四學生在專業護士指導下進行實習活

動。

學生對寵物照護、美容行業深感興趣，學生亦能從職

業探索活動中接觸不同動物。

寵物美容課程完成後，專業導師與學生已在課程中建立信任，學生亦積極

向導師請教入行途徑。

生涯規劃組於多元學習周中，邀請專業形象及化妝

師，為中三學生講解個人形象在工作社會的重要性，

更帶多不少工具讓學生了解正確使用方式。

　　根據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

經歷」是三個組成部分之一，與核

心及選修科目 (包括應用學習課程 )
相輔相成，讓學生達至全人發展。

「其他學習經歷」有五大範疇，本

校生涯規劃組特於「與工作有關的

經驗」安排為期一個學期的常規課

程，讓學生學習為自身生涯規劃訂

立重要的方向。

　　本課程主要根據生涯規劃三大

要素：先讓學生通過不同生涯規劃

工具進行自我認識；然後提供工作

世界的資訊、軟性技巧，讓學生探

索職業的可能性；最後學生能綜合

所得，建立個人生涯規劃方向及管

理。其中，本課程之職業探索證書

課程多年來深受學生歡迎，每年均

會就學生興趣盡量安排不同職業活

動，讓學生能專注及持續地學習基

礎知識，並與業界人士溝通。

14 學校特色

Far-seeing 具備視野
生涯規劃



　　高中「其他學習經歷」旨在擴闊學生不同的學

習課程，從中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他們終身學

習的興趣，讓學生在德、智、體、羣、美五個方面

得到均衡的發展。

學生為吉祥物操作員度身及試穿人偶裝

學生跟著導師擺出似模似樣的姿勢

學生嘗試操控無人機起飛

學生用心學習，希望畫出一幅滿意

的插圖

妳炒河粉，我落醬油，齊齊煮出新

菜餚

學生用心聆聽導師講解如何彈奏小結他

15學校特色

其他學習經歷
中四至中五級其他學習經歷開設科目

小結他班、人工智能、家政、後台製作、閱讀課、

自主學習課、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服務學習、

團隊訓練、德育及公民教育、生涯規劃、航拍、 
街舞、職場參觀與實習



　　為配合現今社會教育發展的需要，及推行教

育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本校自2019/2020
年度開始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學，於各科引入不

同的資訊科技教學元素，提升課堂的師生互動，

培育學生自主學習，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硬件方面，本校備有足夠數量的平板電腦供

學生於課堂借用。此外，校方了解到部份學生因

經濟問題而未能購買相關硬件裝置，因此透過不

同的資助計劃，例如優質教學基金、九龍倉學校

起動計劃等，資助學生購買相關裝置及配件。而

本年度中一級新生更加開展了全級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計劃，學生可攜帶個人電子學習

裝置上課，提升學習效果。

　　軟件方面，本校自2021/2022學年起推展電

子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簡
稱LMS)，透過相關系統為學生建立多元的學習任

務，促進學生學習。電子學習管理系統亦讓教師

快捷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及難點，從而調整教學

策略。校方現時正積極推動PowerLesson 2、

LoiLoNote及Google for Education作為常用

的LMS平台，以滿足各學科需要。本校

資訊科技教學及資源組亦會於校內舉

辦教師工作坊，推廣不同的教學

軟件，讓各科任老師更能掌握

相關軟件，靈活應用於日常

課堂中。

 
教師工作坊

學生運用電子學習裝置

協助完成課堂學習任務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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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為培育本校學生具備CWSF 陳黃人的素質，本校持續優化教學

設備，為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建構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17

陳黃歷奇之旅 (Adventure in ChanWong)
　　以歷奇活動為主題，配合體育科的正規課程、

各年級的學生成長活動及田徑隊的鍛鍊等，建設繩

網陣、攀石牆及正規跑道，預計於本學年完成相關

工程。擁有歷奇設施，學校可以不假外求，無論在

編排活動上，或是在照顧學生經濟上的考慮也能主

導安排。

球場

　　陳黃校舍空間廣闊，設有兩個標準球場及排球

場，配以多項體育運動教育，為學生提供高標準的

學習及訓練場地，關顧健康生活，發展全面。

陳黃藝術長廊

　　除了從古至今不同藝術風格、琳琅滿目的壁畫

外，藝術廊設置多媒體投影機，展示學生多領域的

藝術成果，例如繪畫、多媒體藝術、音樂及舞蹈

等。透過同儕分享，擴闊視野。

INNO@CHAN WONG 陳黃創新科技實驗室
　　預計於2022年底落成。學生能於STEAM課堂中

學習最新資訊科技應用程式，例如IOT(物聯網)、
AR CREATION(擴增實境製作)等等，培養新世代資

訊科技人才。

多元活動室

　　多元活動室舖設功能健身地板，上有六款不同

的運動圖案，並附設兩個可調節的啞鈴、兩條TRX
健身帶及運動反應燈。學生可在此進行全身的功能

性訓練、體能訓練及小團隊訓練。健身地板物料有

緩衝和減震的功能，降低學生關節受傷的風險。

STEAM 創意工場
　　除陳黃創藝巴士外，本校已成功申請優質教育

基金(QEF)發展的STEAM 創意工場，進一步為學生

提供優質的創意空間，透過學習理論與實踐，啟發

創意思維。 

STEAM 工場，啟發學生創意

陳黃標準球場，發展身心健康

多元活動室內舖設功能健身地板，同學可按照圖案進行

訓練

同學正在使用3D繪圖軟件

陳黃歷奇之旅：跑道、攀爬架及纖維板攀石牆

多媒體藝術展視，培養同儕分享



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
　　本校德育教育目標以「仁愛」為本，秉承校訓「禮義廉恥」的精神，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公民意

識及正確人生價值觀，將所學貢獻社會，成為良好公民。

　　德育組通過恆常德育活動，例如義工服務、捐血、社區體驗及環保講座等，提升學生對社區的認

識、服務社群及環保的精神。舉辦基本法及國情教育相關活動及講座，加強學生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祖

國及國安教育的認識及情懷。此外，透過推行年度的德育主題，重心培育學生對公德心、責任心及感恩

等價值觀和態度。

　　近年本校成立「仁愛陳黃長者學苑」，除了透過參與義工服務提升同學的協作能力及對社區的關

懷，亦可讓長者與社會維持聯繫，感受愛與關懷，同時建立一個充滿愛心關懷的社區。

環保教育：「採電學社」計劃—裝置太陽能光伏系統產電能

環 保 體 驗 活 動 ： 「 好 空 氣 計 劃 」

—探究區內空氣質素

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推廣教育：參

與基本法及《國家安全》問答及標語

創作比賽

義工服務教育：開辦長者學苑—

扭汽球興趣班
長者服務：嶺南大學中醫樂齡計劃

—到訪社區長者中心服務

國情教育：國旗、國歌及升旗禮介紹 公民教育推廣：校內捐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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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關顧

學生關顧
　　學校向來關注學生成長，師生關係良好，連續多年獲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頒發「關愛校園」榮譽。學校於上學年起，實施

全新的時間表，學科課堂集中於上午授課，下午進行自習課、

功課輔導課及活動課，按學生的個別需要而因材施教。

　　中一新生入學標誌着他們踏入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學校

為學生舉辦適應活動及學科銜接課程，以校訓「禮義廉恥」為

綱領、「慎言守規」為主線，從學科及態度兩方面，加強培育

學生的自律能力及自信心，配合外聘專業教練團隊舉辦集訓活

動，務求讓學生盡快融入校園生活。

　　除此之外，本校亦為每個級別的學生訂立校本學習主

題。就初中而言，中二級透過外展訓練活動讓學生得到突破

自我的機會，中三級以服務社區為主題，讓學生從服務中學

習，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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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恐懼，勇於嘗試不同的挑戰

良好的團隊中，默契一點也不能少

鞏固互相支持的友誼學會主動提供協助

建立信任和尊重的團隊精神



學生關顧

中一學生感言

小學︰保良局志豪小學

　　自保良局志豪小學畢業後，眨眼間，我已經展開中

學生涯一個月了。

　　我在陳黃認識了很多新同學和新事物。為了豐富我

們的中學生活，學校悉心安排了很多課外活動，例如合

唱團、步操樂團、籃球隊、排球隊……此外，學校還特

意為中一新生安排了教育營，加深我們對同學、老師和

學校的了解。

　　中學的科目比小學多，例如歷史、綜合人文、科學

等，都是小學沒有的。我最感興趣的是科學科，因為它

能擴闊我們的眼界。我會好好把握中學的時光，盡情去

學習和體驗，感受無窮的幸福與樂趣。

小學︰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短短一個月，我離開了母校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

念小學，由小學生搖身一變成為中學生。與小學不同的

是，陳黃的校舍空間寬廣，有不同設施的特別室，例如

家政室、科學實驗室、陳黃酒店房間等，能讓學生在設

備完善的環境下更易投入學習。除了校舍配套外，陳黃

大家庭的老師和學生都很親切，我在中學結交了很多朋

友，希望日後有更多美好的回憶。

小學︰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時光飛逝，轉眼間，在屯門卍慈小學六年的學習生

涯就結束了。我已於本年九月升上了初中，開展人生另

一階段。

　　還記得剛加入陳黃大家庭時，我對這所學校仍感到

十分陌生，幸好得到同學和老師的幫忙，我很快便適

應了中學的生活。中學的校園設施完善，科目亦較小學

多，例如科學、家政、綜合人文科等。此外，我還在陳

黃遇見了很多活潑可愛的同學，以及友善親切的老師

呢！

1A 高嘉浧

1A 張文楷

1A 鄺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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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關顧

小學︰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雖然已經離開我生活了六年的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

學，但是我仍然和小學同學保持聯繫。在升中註冊日已

經見到我小學的老朋友，這樣就可以提早適應中學生活

了，不僅如此，中學老師竟然都很溫柔，讓我感到很幸

福。另外還有中一教育營，有很多不同的活動，沒有想

到中學生活竟然這樣愉快，我真是一個幸運兒。

小學︰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受到疫情影響，我們要帶上口罩，雖然影響我們的正

常生活，但是我們在中學生活得很開心，因為我們可以去

小賣部買東西吃，可以去中一教育營玩，還可以去學校旅

行，我感到十分驚喜。另外，又可以上科學科、綜合人文

科、中國歷史科、設計與科技科和家政科、多元活動課，

還可以在課堂中用平板電腦，真是太開心了。

小學︰台山商會學校

　　大家好，我的母校是台山商會學校，來到仁愛堂陳

黃淑芳紀念中學已經一個月了，在升中前對中學生活充

滿了嚮往，時間過得真快啊，六年就這麼過去了。升到

中學，學的科目也多了，校舍也比小學的大，有實驗

室、畫室、家政室和籃球場等等，在九月十九日我們開

始了全日制，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又進了籃球隊，認

識了更多人，我對於以後的生活充滿了期待！

小學︰屯門官立小學

　　開學至今個多月過去了，我越來越喜歡我的中學生

活，也認識了不少新朋友。與此同時，我發現中學生活跟

小學的生活有很大分別 :全日的課節、在校午膳、自主學

習課、多元活動課……上中學了，我的生活變得更豐富多

姿了。

　　小學的時候，我比較被動，上了中學，讓我有一個重

來的機會，改掉一些不好的習慣，我現在已經變得更主動

了。另外，到目前為止，我每一次默書成績都不錯，這就

是全靠自己的努力，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雖然中學的生活很美好，但有空的話，我還是想回屯

門官立小學探望我的老師呢。各位老師，你們還好嗎？

1B 盧曉琥

1B 姜浩恩

1B 楊焯言

1C 凌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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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主辦：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1A陳烙鋒、1A黎鈞賢

中學一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1A林嘉昕、1A胡樂晴

中學一、二年級粵語宗教作品朗誦-基督教經文

良好獎狀：1D湯雅芝

中學一、二年級粵語二人朗誦

優良獎狀：2B黃雪悠、2B陳耀朗

中學二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2A何宇軒

中學三年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3A曾浩然

中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3A鄒楚婷、3B邱愷桐

良好獎狀：3B顏琿、3B顏瑞

中學三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3A梁焯穎

良好獎狀：3A李海澄、3A鄒楚婷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5B朱泳茵

中學五年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5C黃浩賢

普通話：

中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3A鄒楚婷

英文：

中一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及冠軍：1A林釗名

優良獎狀：1A陳珍妮、1A黃梓泳、1A黎鈞賢、

　　　　　1D董卓軒

良好獎狀：1D郭柏軒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2A周鈉、2B陳可穎、2B楊茜旻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3A曾浩然

優良獎狀：3A霍詠詩、3A李海澄、3A梁焯穎、

　　　　　3A冼靜瑤

良好獎狀：3A葉碧珊、3D譚若稀

中四級英詩獨誦

良好獎狀：4A鍾兆東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及亞軍：5A林昊謙

優良獎狀：5A霍清楠、5A張宇、5A何燃、

　　　　　5A林誌澄、5A布嘉豪、5B李心慈、

　　　　　5C劉紀均

良好獎狀：5B洪琬彤、5B陳婉兒、5B梁一芯

中六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6A林彩雄、6A吳珈翹、6A仇敏華

中文

「我信我理財」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

中文高中組-季軍：5A鄧錦濤

數學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
金獎：5A林昊謙

銀獎：5A鄧錦濤

科技

「建造x STEM冬日營」暨科技比賽
季軍：5A梁遠濱、5A翁晟濤、5A李梓源

香港青少年航空大賽

月球探索創新獎

高中組三等獎：4A陳栢言、5A楊佳熒

「夢想建築 由你組合」迷你建築模型比賽
嘉許狀：4A陳文健、4A陳栢言、4A張丞佑、

　　　　4A鍾昀偉、5A梁遠濱、5A翁晟濤、

　　　　5B袁慧藍、5C梁栢墇

「齊勝逆境見彩虹」微電影創作比賽

中學組季軍：3A 林誠欣、3A 梁芷嫣、3A 霍詠詩、

　　　　　　3B 盧海琳、3B 郭騏嘉、3B 梁家莉

會計

香港會計師公會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成績優異獎學金：5A袁詠芝

專題研習

第八屆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2021-2022
優異獎：3A羅駿鵬、5A何燃、5A林誌澄、5A布嘉豪、

　　　　5A葉榮輝

籃球

屯門區3人籃球賽2021
男子青年組

殿軍：4D薛振傑、6A張子亮、6D黃昱廸、6D李嘉軒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優異：3A李梓浩、3D羅御禕、4A黃樂文、4C張逸傑、

　　　4D陳逸民、4D陳榆豪、4D薛振傑、5B李仲禮、

　　　5B譚文洲、5C方澤銘、6A張子亮、6A鄧炳瑋、

　　　6A汪文軒、6B劉健灃、6D馮俊軒、6D黃昱廸、

　　　6D李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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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動香港基金 - 邨JUMP籃球比賽
最佳球員：5D陳詠瑜

手球

新界喇沙中學手球錦標賽2021
女子青少年組

殿軍：6A陳潔玲、6A胡嘉慧、6B孫嘉崎、6B譚焯瑤、

　　　6B謝伊臨、6C姚樂怡、6C龍穎欣、6D王文瑜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冠軍：3C羅御褘、3D陳國恆、4A陳俊傑、4C張逸傑、

　　　4D陳逸民、4D陳榆豪、4D薛振傑、4D張鎮邦、

　　　5B陳振恆、5B朱子佑、5B李仲禮、5C方澤銘、　

　　　6A汪文軒、6D馮俊軒、6D李嘉軒

排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高級組

冠軍：6A李　萱、6A胡嘉慧、6B孫嘉崎、6C姚樂怡、

　　　5A霍清楠、5A曾穎心、5A游佩茵、5B陳濼欣、　

　　　5C陳慧恩

女子初級組

殿軍：3B朱淑芬、3B梁家莉、3D張慧琪、3D葉玲瓏、

　　　2B陳可穎、2B鄭紫晴、2B何芷昕、2B黃雪悠、

　　　2C吳逸桐、1C廖樂施、1C丘文靜、1C楊穎兒、

　　　1D梁煒埕

男子初級組

亞軍：3B陳子瑞、3B李子謙、3C梁諾天、3C施吉餘、

　　　3D江政賢、3D劉得熹、3D劉億樂、3D黃卓立、

　　　2C鄺仲洋、2D馮　亮、1C何梓軒

足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初級組

優異：1A譚澤峰、1C黃世安、1C李威梁、2A馮俊威、

　　　2A謝文軒、2C鄧睿哲、2D麥子朗、3C黃柏熹

游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200米自由式-男子丙組

冠軍：1B廖啟豐

香港拯溺總會

2022-23拯溺（泳池）分齡賽
男子少年組100公尺游泳障礙賽

冠軍：1B廖啟豐

男子少年組100公尺穿蛙鞋游泳賽

季軍：1B廖啟豐

跳繩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中學女子4-6年級二重跳

第一名：5C劉建婷

中學女子4-6年級交叉開跳

第一名：5C劉建婷

優異獎：5A霍清楠

2021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6A倪仲麒

視覺藝術

敬師運動委員會<向老師致敬2021>學生比賽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
優異獎：6A劉沛靈

書籤設計比賽

季軍：4B楊佩雯

優異獎：1A陳珍妮

音樂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古箏獨奏高級組

銀獎：3A冼靜瑤

舞蹈

第58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學組中國舞-獨舞
優等獎：5C陳芷瑤

中學組現代舞-獨舞
甲級獎：5C陳芷瑤

亞洲舞蹈盃ASAA Dance Cup 2022
Jazz Solo(16 years old or above)
Silver：5C陳芷瑤

Hong Kong Qualifying Match Dance World Cup ASIA
亞軍：4A黃藝淇

2021年度黃廷方獎學金
5A布嘉豪

「學生中醫樂齡計劃」義工嘉許狀

5A霍清楠、5A高敏華、5A梁海珊、5A蕭珍怡、

5A陳梓軒、5A張　宇、5A鄧錦濤、5A何　燃、

5A林昊謙、5A林嘉健、5A梁詠浚、5A梁遠濱、

5A李梓源、5A林誌澄、5A葉榮輝、5A翁晟濤

2021-22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微電影(「疫向思圍」中的「亦向施維」)
優秀表現：3A劉義信、3A嚴紹銘、5A布嘉豪、

　　　　　5A楊佳熒、5C林澎星、6A肖涵天

羅氏慈善基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6A羅敏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倪仲麒、6A陳家熙

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卓越獎
5A曾穎心、5A張宇

2021上游獎學金
4A曾信僖、6A岑權雲、6A周俊峯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2021-2022
3A冼靜瑤

藝術與文化

品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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