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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監專訪
毛志成先生

夏
日 炎 炎 ， 太 陽 高 掛 ， 我 們 坐 在 車 上 ， 準 備 到

新 校 監 　 　 毛 志 成 先 生 的 辦 公 室 做 訪 問 。 看

著窗外忙亂走過的行人，此刻，我們的心情也同樣的

紊亂；既興奮又忐忑，忐忑的是新校監是怎樣的呢？

是和藹可親？是拘謹寡言？還是一板一眼？而興奮的

是我們終於可以和這位神秘的新校監見面了！

友善親切 活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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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數周周，重諾守信
　　進入校監辦公室，映入眼簾的分別是一幅寫著「雄風」

兩字的字畫和一幅維多利亞港的晚霞，想必他定是個高人雅

士吧。環顧四周，滿滿的獎狀和照片都整整齊齊地擺在玻璃

櫃內；辦公桌上也井井有條地放滿了各式各樣的文件。給人

窗明几淨，一塵不染的感覺。不久校監便進來，一踏入辦公

室，他便向我們道歉，原因是他為了招呼我們而親往餅店購

買曲奇餅，因此遲了少許，其實只不過遲了少許吧，我們也

表示不要緊，但校監仍堅持向我們道歉，他說做人最重要守

信，這是他的座右銘。校監的認真誠懇使我們更要抖擻精神

地做訪問呢！

與陳黃淵源深厚
　　校監表示，在擔任此職位之前，早已與陳黃結緣超過20

年。原來他在1993年已經是校董會的成員，除了參與學校

的事務之外，他還積極投入社區工作。他與上一任的吳偉光

校監是超過30多年的好友，在各方面都互相扶持。

新崗位，新期望
　　我們問到他對接任新職位有何期望時，他表示其實擔任

校監都是一邊做，一邊學，重要的是要為這個崗位負責。當

問及他對未來學校的發展有何期望時，他提及學校的設備是

一定要完善的，這樣才能讓學生擁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談

到教育時，他認為「人誰無過」，只要知錯能改便可以了。

他說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正反兩面，看到的不一定是一切；一

定要分兩面看，要去分析，成績出色與否，只是考試的表

現，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品格要優越；我們不用與其他學校

比較，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師生多溝通，多思量，多發

問，自然會有進步。所以，成績是要顧及，但學生首要是有

禮貌和懂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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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可以窺探歷史的變遷
　　談到個人生活時，校監表示一星期會工作六天，星期天

則陪伴家人。在閒時，他喜歡打籃球，亦喜歡閱讀魯迅、

胡適、李白和冰心等人的作品，他認為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窺

探到歷史的變遷。在那變化不定的時期，有許多人會謾罵那

些新時代的作者，認為他們離經叛道，當然亦有許多人支持

他們，認為這是時代的進步，而反對的人只是墨守成規的一

群。

　　那到底誰對誰錯呢？他們每人都有各自的道理，也證明

了校監的那番說話，凡事不能一概而論，要從正反兩面分

析。確實，事情要從兩面看是困難的，這或許是我們一生需

要學習的學問吧！

人生經驗分享
　　當問到校監可否向我們分享一下成功的經驗時，他謙虛

地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成功過，雖然自己擔任許多公職，但

這些都不代表什麼，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吧！在我們鍥而不

捨的追問下，校監還是謙虛地提點我們：將勤補拙，要尊重

和配合別人，對自己和別人都要負責任，不怕吃虧，不懂便

要懂得請教別人。他說自己走得多冤枉路，這些都是他的經

驗之談。從校監的話語之中，我們可以明白到，成功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你需要經過重重難關，並從中學習以及提升

自己。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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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黃師生的期望
　　當然，我們亦問到他對陳黃學生的看法，校監表示陳黃

學生都是一些很乖，很爭氣的學生，即使有些在品行上或

學業上未達要求，但只要循循善誘，終究會有改過自新的一

天。所以，學校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他現在便要一步步地改

善學校的設施，給大家一個舒適的環境去學習。現在很多推

行的改善措施，都是先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因為學生才是使

用者，故最先考慮的是同學的意見。

　　在這階段，校監也曾擔心過學校的轉變會否太快，令同

學感到難適應，同時亦令老師感到不堪重負。因此，他亦常

常關心老師們的工作量，希望能創造一個愉快學習的校園。

　　本年度的文憑試雖然已經完結，但校監亦有少許話語想

向考完DSE的中六同學說：「當七月成績出爐，必然會有人

開心，有人不快樂，但大家要明白，耕耘不一定會有收穫，

但不耕耘就一定不會有收穫。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不要浪費

時間，虛度光陰。你們還年輕，香港有很多資源和機會供你

們發揮，你們要好好把握，過去的便讓它過去，最重要是向

前看。」

忐忑而來，滿載而歸
　　歡聚的時間最易流逝，這次與校監的談話亦到此結束。

回想整個訪問過程，校監對我們既友善又有耐性，還不斷反

問我們，學校哪些設施需要改善？傾談之中，我們看到的不

僅僅是一位校監，還是一個處處為我們著想的好師長。離開

時，心中滿懷感激，這次的訪問，真的讓我們獲益匪淺。

F.3A  胡嘉慧

F.3A  李　萱

後傳
　　在上次訪問完結前，校監與我們約定回校再一次

談天。數日後，校監果然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猶記得那天校監的衣著似乎與過往不同，由平日

的 西 裝 筆 挺 改 為 紅 色 短 袖 p o l o 恤 配 牛 仔 褲 ， 渾 身 散

發著活力與熱情。進校門後，校監先與一班初中同學

傾談並拍照，之後便前往球場與排球隊的同學一起練

習，更一時技癢，表演射籃技術呢！練習過後，排球

隊的隊員更把一件球衣送予校監留念。

　　隨後，校監便前往文化室與學生會成員茶聚，期

間 他 流 露 出 親 切 友 善 的 一 面 ， 耐 心 地 聆 聽 同 學 的 意

見，談談笑笑間，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茶聚後，校監

更帶同學生會成員巡視學校設施，看看哪兒可以再加

改善，從學生的角度去考慮各項改善設施的可行性，

希望給予同學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這次校監的來訪，讓我們看到他活力又親切的一

面 ， 讓 我 們 知 道 校 監 是 心 繫 陳 黃 ， 處 處 為 我 們 著 想

的。

F.3A  胡嘉慧

封面故事



 6

數理周2018-19
日期 項目 地點

6/5 (星期一)

開幕
禮堂(F1-F3)/  

課室(F4-F5)

今午數理 有蓋操場/飛龍廣場

DIY MOTOR 401室

7/5 (星期二)

早會短講(F.1-F.2) 禮堂

火箭車 飛龍廣場

數理四社問答比賽 禮堂

可載人太陽能車工作坊 飛龍廣場

8/5 (星期三)

早會短講(F.3-F.5) 禮堂

【數理攤開玩】

數學：神奇的繩子、心中有數、茶杯數學

物理：磁來運轉

化學：IONS

生物：DNA理個樣

科學：杯中有理

普通電腦：自己GAME自己寫

DT：開槍數理

有蓋操場

VR體驗 有蓋操場

9/5 (星期四)

水火箭決賽 球場

化化學學 501室

【DNA我砌你】比賽 402室

10/5 (星期五)
STEM與生態，大學體驗活動(F3AB + F4相關科目選修學生) 嶺南大學

中二級科學評核測驗 5樓

數理周

開幕禮

校長鼓勵同學們全情投入參加活動

雪花電力塔賜數理周1819力量！

工作細胞X陳黃STEM大腦

啟動！

白血球有好介紹

紅血球也如數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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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體驗

DNA我砌你

大學體驗活動

數理周

雙螺旋嘛！我們懂！砌好了，砌得好！

老師，你也走番轉?

好強的後勤團隊飆車嘛？這兒生命有take 2！

傳說中的大學「頹飯」都幾好味呀！

樹藝師原來要掌握不少知識

蕭校董您好，今天來跟你「學是學非」！

不一樣的DNA



 8

中二級科學評核測驗

今午數理

化化學學

數理周

考我們不到，我們都是STEM新世代。

老師發火了！ 學懂了煙花的成份了

化學老師變魔法！

向心力示範滴水不漏 慣性，這示範不慣常有！好飲到七彩的蝶豆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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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車

水火箭決賽 早會短講

數理周

我們的太陽能車仍在雨中奔馳工程車，帥！

王者榮耀！

火箭基地

這回合試試多加一點水

老師你短講，我詳答！

線路縱橫呢

DIY MOTOR

DIY的！通電就動的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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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感想

　　我很榮幸可以參加本校的數理周，其中也參加了許多活動，包

括「DIY MOTOR」、「DNA我砌你」比賽及「可載人太陽能車工

作坊」等，感覺真的挺刺激的。在「DNA我砌你」比賽中也取得不

錯的成績。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午息舉行的「今午數理」。在

這活動中，同學可以親身體驗科學神奇力量，老師跟學生有很多的

互動，最後還跟同學一起分享了那一大壺的「神秘夢幻星空特飲」

呢！這其實是利用檸檬汁和食用梳打進行的酸鹼實驗。今次同學於

不同的活動中認識和學習了日常的科學知識，很感謝努力準備的老

師和同學，希望學校日後能多舉行這類活動。

劉嘉晴 1A

　　各位校內的鄉親父老們，你們

好！我乃本文的作者，兼「數理周」

的參與者之一――布嘉豪。 而伴我同

行的死黨――梁遠濱，也同樣參加了

這次活動。

　　布同學：「活動開始前，我本來

沒有什麼興趣，因為不知道活動的內

容。但是後來我竟然被老師推薦作為

『數理周』的開闢大使，於是我痛改

前非，決定專心、投入地去做好開幕

儀式和之後陸陸續續來臨的活動，誓

要讓各位參與者有一個難忘的『數理

周』! 

　　伴隨著天衣無縫的開幕儀式，數

理周的大門也正式打開！接下來的活

動多不勝數，包括有各類攤位遊戲的

「數理攤開玩」、能讓視覺有極致享

受的「VR體驗」、還有上屆數理周最

受歡迎的擂臺――「今年數理」，活

動種類繽紛多姿！

　　數理周雖然只有一周的時間，但因為

活動的樂趣和學到的知識讓我回味無窮。

真希望下一屆的數理周能快點來臨，再次

為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梁同學：「在數理周開始前，我已對

活動充滿了好奇和期待。到底是會像洋蔥

一樣，一層一層剝開後，一層比一層精

彩，進而學到更多不同的知識；還是會像

俄羅斯套娃一樣，拆開後，發現裡面只是

換湯不換藥的老套路，最終什麼都學不到

呢？ 

　　很顯然的，我發現是前者，相信各位

參加者都有一樣的想法吧！例如『砌馬

達』和『杯中有理』，兩項遊戲都不能單

靠頭腦就能完成，還需要手腳並用，所以

大大提高了這項挑戰的難度！同時，我

也從中間接地了解到向心力還有馬達運

作的原理，好玩又能學習知識，真是一

舉兩得！滿載興奮的心情，我還參加

了許多活動，包括『DNA我砌你』、

駕駛太陽能車等，過程中不知經歷了

多少困難和挫敗，但是這是絕對值得

的，在過程中，我不斷地突破自我，

尋找那一絲薄弱的亮光，解放自己的

潛能，進而扭轉逆境，完成了前無古

人的大會紀錄——獲得最多印的一位

攤位參加者！無論是在人生還是學業

上，皆領悟到不少的知識呢！

　　總而言之，雖然我第一次參加數

理周的活動，但已令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令我很佩服老師的創意和專業

知識，真希望下一屆數理周快點來

到！」

　　這就是我們倆對「數理周」的感

想，不知道看到這裡的你又有什麼感

想呢？

2A 布嘉豪 梁遠濱

數理周

校長放心，這不是蠱惑的鎗！

副校長也技癢吧！

甚麼內臟？

長知識，這副紙牌的K不是KING，
是鉀！

無氈無扇，繩就能變！

數理攤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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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活動

Rummikub比賽一觸即發！

Rummikub比賽進入決賽階段

數獨比賽高級組得獎同學

同學認真地思考出牌的方法 同學使用ipad解決「茶杯數學」的難題 誰是陳黃速算王？

陳黃速算王誕生了

工作人員向同學示範「神奇的繩子」魔術 同學正使用Ipad進行數獨比賽

　　數學科在四月及五月份舉辦了兩個數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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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現代神算子活動。透過活動，學生能鞏固有關四則運算及運用計算機的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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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橋可以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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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mikub比賽的最後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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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Toys玩具店

Venchi味道極好巧克力

努力進行採訪@Facesss

開開心心迎採訪

努力進行採訪@Sugarfina 努力進行採訪@太子珠寶鐘錶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 　　本年度的全級性中二專題研習的合作單位為九倉　　海港城
　　今次的研習讓學生可以認識這個國際大型商場，了解「海港
城」內的購物及飲食元素。此外，由於難得獲得「海港城」將商場
開放，學生可以找到不同的客戶及商場的客戶服務人員作採訪，深
入了解不同客戶的業務及其運作情况，讓學生對真實的商業運作有
更具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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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科學比賽

　　本校科學科及物理科合作，帶領兩位中二同學 (2A林昊謙、翁晟濤) 及兩位

中三同學 (3A 陳俊銘、3B許梓傑) 在2月16日 (星期六) 參加由香港科學館舉辦

的《2019趣味科學比賽：拾級而下》。

　　其中中三同學所製作的器件在兩次測試中均成功放下全部五枚一元硬幣，

勇奪二等獎。在公布成績的一刻，各同學均歡喜若狂。

　　雖然中二的隊伍未能奪獎，但由設計、製作、測試，以至到比賽當天，兩

隊都無分彼此，團結一致，互相幫助。參賽同學以及義務幫忙的3B莫凱潼犧牲

了農曆新年假期，每天回校努力測試、不斷改良。過程雖然艱辛，經歷了一次

又一次的失敗，但這正是培養解難能力的機會，體現本校落力推行的STEM (科

學、技術、工程、數學) 教育。期望將來有更多同學能在各項STEM比賽中發揮

所長，獲取更多的獎項。

　　是次比賽的花絮，可到校園電視台的YouTube Channel 重溫。

校長在百忙之中抽空為參賽者打氣

參賽同學與校長、黃慧芝老師、譚志基老師得獎合照

校長和黃健民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場為參賽者
打氣

趣味科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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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學會
14

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本校DT學會帶領22位中二至中六的同學，參加了每年一度

於創新科技嘉年華內舉行的學界盛事「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

計暨競技大賽」。比賽分為「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無線充電

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超級電容模型船運載大賽」三個

組別，同學需於比賽前製作好參賽作品。比賽前，同學都努力準

備，每天放學走到工場製作其模型車/船，重覆經歷測試、失敗這

過程，並作出改良。同學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於是次比賽獲得不

錯的成績。

獎項：

無線充電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  一等獎：4A李峰林  4B劉一樂 

無線充電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  一等獎：4A黃文碩  5B李冠希

無線充電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  最佳環保設計二等獎：

4A李峰林  4B劉一樂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二等獎：6A黃仲希  6B 王齊樂

香港建造學院　　「STEM聯盟」

「繽FUN創意」建築比賽
　　本校DT學會共派出13位同學(共4隊)參加香港建造學院主辦的「繽FUN創

意」建築比賽，同學需以雪花積木片拼砌出自行構思的建築模型，比賽以作

品高度、負重、外觀及其主題意義作評分準則。除了要應用力學元素外，更

大的挑戰是以簡單、有限的材料拼砌出富主題性、可挑戰高度及負重量的建

築模型。經初賽評審後，本校其中一隊同學獲得入圍獎及進入決賽。

獎項：

入圍獎：3B 李晉亨、3D 梁家謙、3D 梁浩文

DT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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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少年警訊會長盃亞軍隊員與校長合照

堅守城池

贏得比賽後甜蜜的一刻

女丙籃球隊成員與師姐合照

校長到籃球訓練營為隊員打氣

女甲籃球總決賽

女甲籃球決賽

本校學生於18-19學年踴躍參加校內及校外的各類型活動，發揮潛能，

開拓視野。學生於本年繼續有良好表現。於運動方面，15支隊伍及8名

學生奪取不同的獎項，超過190人次，涵蓋中一至中六學生。在創意科

技方面及辯論等活動項目，參與人數及得獎項目皆較過去兩年倍增，成

為本校活動新興力量。期望來年學生參加的活動更多元化，讓不同的同

學一展所長。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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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比賽2018-初中組季軍

課外活動

U15女子排球隊奪初級組亞軍

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比賽2018-高中組季軍

U15男子手球隊奪初級組亞軍

校際田徑比賽運動員

U19男子手球隊奪高級組季軍

U15男子排球隊奪初級組亞軍



17

李守誠同學奪校際室內賽艇男丙
300米第九名

汪文軒同學奪校際室內賽艇男乙第十名
男子甲組室內賽艇隊成員

校際戲劇節比賽

音樂早會

課外活動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聖約翰救傷隊檢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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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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丙組推鉛球亞軍：1A李守誠

男子丙組100米殿軍：1D陳愉豪

女子甲組跳高殿軍：6B魏嘉婷

女子乙組100米殿軍：2C陳慧恩

女子丙組推鉛球亞軍：2B陳濼欣

籃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亞軍

4C林曉桐、5A陳樂怡、5A何鈺玲、5A黃嘉筠、5B方心怡、5B尹紫凝、

5D陳巧嵐、5D蔣冰怡、5D李曉琳、6A陳美美、6A李仲盈、6A吳巧婷、

6B魏嘉婷

女子乙組季軍

2D李伊汶、3B林彩雄、3B劉雅靜、3B孫嘉崎、3C何穎欣、3C龍穎欣、

3D王文瑜、4C羅芷澄、4C吳珈詠

女子丙組季軍

1A陳穎芝、1A符思欣、1A林愷桐、1A王思敏、1A黃慧珊、1B劉芯汝、

1C張巧晴、1C李凱淋、2A陳詠瑜、2B陳濼欣、2C吳芷穎、2C譚浩詩、

2C鄧盈熙、2D劉紀均

2018學界籃球邀請賽亞軍

4C林曉桐、5A陳樂怡、5A何鈺玲、5A黃嘉筠、5B方心怡、5B尹紫凝、

5D陳巧嵐、5D蔣冰怡、5D李曉琳、6A陳美美、6A李仲盈、6A吳巧婷、

6B卓倩儀、6B魏嘉婷

2018屯門區學界籃球賽賽馬會盃冠軍

5A陳樂怡、5A何鈺玲、5A黃嘉筠、5B方心怡、5B尹紫凝、6A陳美美、

6A李仲盈、6A吳巧婷、6B卓倩儀、6B魏嘉婷

少年警訊盃(2018)(女子組)

4C林曉桐、5A陳樂怡、5A何鈺玲、5A黃嘉筠、5B方心怡、5B尹紫凝、

5D陳巧嵐、5D李曉琳、6A陳美美、6A李仲盈、6B卓倩儀、6B魏嘉婷

元朗盃(2018)殿軍

2A陳詠瑜、2B陳濼欣、2C譚浩詩、2C鄧盈熙、2D李伊汶、3B林彩雄、

3B孫嘉崎、3C何穎欣、3C龍穎欣、3D王文瑜、4C吳珈詠

足球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賽2018

高中組季軍

4A徐凱東、4B蘇銘倫、4C周天浩、5A莫博文、5A楊洋、5B植宏滔、

5B洪裕彤、5C歐陽清榆、5C鄧子挺、5C楊悅聰、6A吳浩然、6B鄧達峰

初中組季軍

陳黃淑芳1隊： 1C楊港浪、2A連雨生、2C黎浩康、2C黃竣昇、

 3A陳凱華、3A鄧朗禧、3B張子亮、3B王煒然、

 3C梁育俊、3D陳志誠

陳黃淑芳2隊： 1A鍾昀暐、1B陳栢言、1B陳俊傑、1B張景皓、

 1B夏家謙、1B何國弛、2C陳俊霆、2D何文軒

校外活動表現2018-19
排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球排比賽

男子初級組亞軍

1B陳俊傑、1D周子軒、1D譚皓駿、2D姚志威、2D麥頌富、3A陳海軒、

3C陳啟軒、3C梁育俊、3D陳志誠

女子初級組亞軍

2A黃玟粸、2B陳濼欣、2B蔡靖雯、2B游佩茵、2C吳芷穎、

2C鄧盈熙、2D劉紀均、3A胡嘉慧、3B孫嘉崎、3C姚樂怡

手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季軍

3A汪文軒、3B馮俊軒、3D施文超、4B李偉俊、4C陳梓軒、4C吳焯嵐、

4D謝梓豪、5C歐陽清榆、5C張柏希、5C梁駿鏗、5C黃浚洺、5D黃家俊

男子初級組亞軍

1A李守誠、1B陳俊傑、1B張丞佑、1B蔡浩楷、1B馬濼銘、1B吳智偉、

1B張鎮邦、1B鄭朗燁、1C陳國恒、1C陳逸民、1C林智鍵、1C楊港浪、

1C張逸傑、1D陳榆豪、1D何瑞昊、1D羅御禕、1D溫家盛、2A鄭海俊、

2B朱子佑、2B梁栢墇、2B李仲禮、2C方澤銘、2C黃竣昇、2D蔡智謙、

2D馮俊昇、2D薛振傑、3C李嘉軒

女子初級組季軍

2C譚浩詩、2D李伊汶、3A陳潔玲、3A譚麗盈、3A胡嘉慧、3B莫凱潼、

3B孫嘉崎、3C陳嘉欣、3C何穎欣、3C姚樂怡、3C蘇如淵、3D王文瑜

室內賽艇

2018-2019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丙組300米第九名：1A李守誠

男子乙組500米第十名：3A汪文軒

2018仁愛堂跆拳道大賽-色帶搏擊組季軍：6D鄧皓軒

學術

朗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屯門元朗區) 

中文：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1A祝家瑜

中一、二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2A劉志鋒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2A曾穎心

中三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3A肖涵天

中三、四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3A李萱、4A張焯姍、4A熊寶怡、4A林倚婷、4B梅若蘭

中五、六級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5A吳浚豪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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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讀比賽

銀獎：2A陳詠瑜、2A曾穎心、2A徐嘉瞳、2A黃玟粸、2B陳濼欣、

　　　2C陳芷瑶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屯門元朗區)

英文：

中一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1A吳宇詩、1B羅家怡、1B夏家謙、1B黃諾霆

良好獎狀：1C劉宇恆、1C張逸傑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2C陳芷瑶
優良獎狀：2A曾穎心、2C林鎧澄、2C劉靖怡、2D劉紀均

良好獎狀：2A徐嘉瞳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3A張佩媛、3A劉敏桐、3A吳珈翹、3B劉雅靜、3B仇敏華

良好獎狀：3B李晉亨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4A歐樂怡、4A張焯姍、4A吳芷晴、4A林凡、5A陸嘉琳

中六級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6B馮可兒

良好獎狀：6A王紹玲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兩代情』徵文

比賽

優異獎：4A歐樂怡、5B李詩澄、6A王紹龍、6B潘綺瑩

香港中文大學‧學校起動計劃暑期英文課程(English WeCan)

2A曾穎心、2A徐嘉瞳、2A袁詠芝、2A陳振恆、2A林誌澄、2A葉榮輝、

2B霍清楠、2B梁栢墇

藝術與文化

舞蹈

香港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中國舞(獨舞)甲等獎 ：2C陳芷瑶
中學組體育舞(ChaChaCha)甲等獎：1A鍾昀瑋、2A郭紀瑩

中學組體育舞(牛仔舞)甲等獎:1A鍾昀瑋、2A郭紀瑩

音樂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女聲獨唱(外文)14歲或以下組-良好獎狀：1A梁安盈、3B仇敏華

女聲獨唱(外文)16歲或以下組-良好獎狀：4A李凱淇、4A吳思慧、

4B黃雅雯

高級組箏獨奏-良好獎狀：2A幸嘉彥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木管初級組銀獎：2B伍嘉豪

木管中級組銀獎：5C鄭浩朗

戲劇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18/19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1A羅國雄、1A甄浩賢、1B張詠嫻、1B蕭蘊柔、2A布嘉豪、2A楊佳熒、

2B何燃、2D林澎星、4A李凱淇、4A吳思慧、4C沙文迪、5B黃嘉樂、

6B簡啟俊

視覺藝術

2018華夏兒藝美術大賽

一等獎： 2B林彥希

二等獎： 2A徐嘉瞳、3A肖涵天、3A張佩媛、3A龔芷漩、4A陳莉婷、

 4A潘明明、4B吳嘉茹、4B黃雅雯、5B劉榮華、5D方依琳

三等獎：2A葉榮輝、2B梁展燕、2B霍清楠、2D羅雄思、3A李嘉敏、

 3A倪仲麒、3D黃曉汶、4A李凱淇、4A梁靖汶、4B陳嘉俊、

 4D鄭偉強、5C劉丞杰、6B錢諾賢、6C李可嵐、6D吳珮欣

2018華夏兒藝攝影大賽

一等獎：3B張宇

二等獎：3A陳俊銘

三等獎：3B許梓傑、3B仇敏華、5A黃佳妮、5A黃俊軒

瑞士畫廊《梵高眼中的世界》參展大賽

傑出作品獎：6A黃泳榆、6B潘綺瑩、6B鄧翠盈、6B錢諾賢、

6C李可嵐、6D吳珮欣

香港情首飾設計比賽

優異獎：3A張佩媛

科技創新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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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黃仲希、6B王齊樂

無線充電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一等獎：

4A李峰林、4B劉一樂及4A黃文碩、5B李冠希

無線充電超級電容模型車運載大賽最佳環保設計二等獎：

4A李峰林、4B劉一樂

科普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主辦廈門科普之旅-遙控模型車遴選賽

季軍：4A黃文碩、4B劉一樂、5B李冠希

殿軍：3B梁景程、4A李峰林

香港科學館主辦2019趣味科學比賽「拾級而下」

低級組整付組二等獎：3A陳俊銘、3B許梓傑

「匠人科幻模型盃」

團體組優異獎：2B 梁栢墇、3A陳俊銘

香港建造學院-「SSTEM聯盟」「繽FUN創意」

建築比賽入圍獎：3B李晉亨、3D梁浩汶、3D梁家謙

俊和2018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

學界精英組季軍：4A黃文碩、4B劉一樂、5B李冠希

品學共融

香港中學朋輩調解比賽

優異獎狀：4A歐樂怡、4A陳莉婷、4A潘明明、4A沈依霖

模擬法庭比賽

全場最佳律師：4A李凱淇

香港樹仁大學中學校際辯論(樹仁盃) 

優異證書：5A陸嘉琳、5B郭耀基、5B李德鋮、5B陸嘉佑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嘉許狀： 5A周佩文、5A李文慧、5A汪宛穎、5A容欣昕、5B李德鋮、

 5B陸嘉佑、5C歐陽清榆、5C陳泳希、5C劉丞杰、5C鄧子挺

大灣區知識爭霸戰香港大學賽

優異獎狀：4A陳莉婷、4A翁一馳、5A黃佳妮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主辦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初中組)：3A胡嘉慧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高中組)：4B李偉俊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8：5A鄧月榕、6A王紹龍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6A李祖遜、6B馮可兒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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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2018-19
　　大家好，我是「家長教師會」主席凌嘉琪，很榮幸能當選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主席，這全賴各位家長的支持和信任，

現讓我向各位家長致以衷心的感謝。

　　開學至今，「家長教師會」推動了不少會務，而從中我獲

益良多。另外，在這一年中，我亦深深感受到我們一班家長和

教師執委們的同心協力，為學生建立一個更理想的校園而悉力

以赴。

　　今年，本會舉辦了多項活動，如「籌款日小食義賣」、

「盆菜宴」及「親子旅行」等。其中「盆菜宴」及「親子旅

行」均有百多位家長、老師及學生參加，反應熱烈、踴躍。而

在活動中，大家都全情投入，愉快地享受着各個環節，有着美

好的交流時光！

　　希望家長們繼續支持本會所舉辦的活動，為本會會務提供

寶貴意見，令本會能更精益求精，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主席

凌嘉琪女士

家教同歡盆菜宴

親子旅行

家長義工們齊出
力支持學校

大合照!

老師家長們齊合照 老師、家長和校友大合照

一齊起筷啦!

輕鬆愉快的共聚!

豐富的自助餐時間!

抽獎環節

YEAH! 抽中獎！

家長教師會

籌款日小食義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