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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校務簡報
鼓吹「自主學習」、「分層化教學」的原

生未來發展做好預備，同時更好地應付公開

因。教學過程也愈來愈 重視學生能夠在課

考試；也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與成長活

外聯繫課堂的學習(也稱作聯課活動、全方

動，提供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平台，發揮

位學習)，關顧學生同時，務求學生健康成

創意的空間，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與輔導需

長、適性發展、展現潛能。

要。

以11月中為例，學校籌備各級各科組

10月底至11月初這個星期，是學校上

要落實以上的目標，學校本學年的工作

港內學習、境外考察，有中一級G4成長

方案，有如下數項可作介紹：

活動、中二級數學科「屯門區超市格價專

1. 增聘社工及學生輔導員，加強學生輔導工

家」、中三全級中史科、歷史科廣州考察、

魚菜共生系統

蔡國光校長

作；

中四級英文科「中上環訪問外籍人士」、中

2. 獲優質教育基金審批及施行的項目：英文

五全級通識科福建泉州廈門考察、中六級臺

科「分層教學跨領域閱讀計劃」、「尊重

灣(臺中、高雄)升學考察，以及師生訪問北

生命，逆境同行--剛健人生與好心情@學

京市豐台區第八中學(姊妹學校)，一帶一路

校計劃」、校園電視台「支援學生多元發

新疆民族、文化考察等。

展學習計劃」；

各項活動的目的，既擴闊學生學習視

3. 參 與 院 校 協 作 項 目 ：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 悅

野，也提供學生應用日常的知識及學習技

學伙伴協作計劃」、香港大學「培養學

能，引導轉化為專題探究、體驗式學習模

生正面態度及價值觀」主題網絡計劃(夥

式，鼓勵學生活學活用、學以致用。

伴學校)，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

10月份，學校收到教育局公布全港中學

「E-fit校本體適能改進計劃」；

應考文憑試的增值指標數據，數據是比較每

4. 繼續獲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及社會福

回顧九月至十月期間，先要安頓學生

所中學學生由小六升中至中學畢業的學業成

利署「攜手扶弱基金」配對撥款資助各項

從暑期回歸校園的生活，各個年級及各個

績。一如過去數年，學校各學科增值表現理

教學提升、拔尖補底措施及學生體育、藝

科組、學會，順利開展年度的教學與活

想，其中包括四個核心科目(中文、英文、

術生涯教育活動。

動。其中較大規模的有中一級教育營、中

數學、通識教育)俱獲明顯正增值。

學期統一測驗的日子。

二級外展訓練營，陸運會首天比賽項目

學校的工作，既要重視學科的學習，

等。初中兩個級全體學生參與集體而具挑

包括初中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高中為學

2017年11月

戰的戶外教育培訓，目的是促進學生群育
與健康成長，是體現學校施行「全人教
育，全人成長」的理念。
全人教育，全人成長這種教育理念，
貫徹於學校每天的課堂內外，從常規的學
科課堂，到早會、周會、班主任課、生涯
規劃教育課程、文化藝術課程、生命教
育、品德、公民及國民教育、STEM教育、
學生訓輔與活動……
今天的學校教育，學科課堂仍然最受
普遍的重視，但教學模式已從以往以教師
教授為主導，轉移至認識及促進學生如何
更有效的學習；因應學生個體的不同，施
行多樣化的學與教模式，這也是學校近年

考察內蒙古包頭鋼鐵廠（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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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與教學

課程與教學
班級與課程架構
中一

4班

中四

4班

中二

4班

中五

4班

中三

4班

中六

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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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學生之學習範疇。
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教育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國語文







普通話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數學教育

數學







通識教育







個人、社會

中國歷史







及人文教育

歷史








科學教育









物理



化學



生物



設計與科技





#

家政





#

普通電腦







視覺藝術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地理
科學

體育
其他

音樂







體育







早會、周會、班主任課、閱讀課、生涯規劃、服務學習、團隊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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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及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課程或活動。
核心科目
文憑試
課程

選修科目

正規課程
其他
學習經歷
非正規課程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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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教育：航拍、機械人控制、遙控車製作、智能積木
文化藝術教育：Hip Hop、拉丁舞、語音表達、MTV製作、烹飪、陶藝、影像處理
體育
生涯規劃教育
STEM教育：太陽能車製作、魚菜共生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考察研習、服務學習、職志教育(職場參觀及實習)
早會、周會、班主任課、閱讀課、生涯規劃教育、領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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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求知啟廸
中國語文科
中國語文科首重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感受語言文字之美，發展高層次思維能力，
使學生得到審美、品德和文化的薰陶，以美化人格，促進全人發展。

課程特色：
本科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及普通話關係密切。在語文教學中，讓學生具備一定的文學
素養和歷史知識。例如看屈原的《離騷》、《九歌》等，若不了解歷史背景，就不能深入明
白作者所用手法、體裁及象徵。又例如看歷史資料時會接觸不少古文，自然能增加文言文的
語感，同時可累積史例，提升對事件的評價及論述立場的能力。而中一及中二級推行普通話
教中文。故在課程上，四科可謂相輔相成，互通共融。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自主學習

同學參觀雀鳥街

綜合能力提升班

同學參觀金魚街

課程規劃：

時使他們與其他同學建立融洽和互助的

4. 中六及中五文憑試聆聽及綜合能力提升

1. 著重「照顧學習多樣性」。安排分組和

關係。而且減少師生比例，學生因而得

班：為協助中六級同學準備應考中學文

到教師更多的關注和支援。

憑考試，中文科舉辦文憑試綜合及聆聽

輔導教學，並因應學生的不同學習需

能力考核提升班，提升學生對文憑試試

要，而設常規和補底校本課程，配合不
同學生的學習需要調適使用，又制定相

3. 推 動 自 主 學 習 ： 自 主 學 習 （ S e l f -

應的評估政策，讓課程可「學、教、

Regulated Learning,簡稱SRL）本科一向

評」緊密相連。

在「閱讀計劃」 「DSE校本評核」中引
入自主學習元素。近年更運用平板電腦

題的分析、創作和表達能力
5. 對外合作與交流
5.1 「 參 與 中 文 大 學 優 質 學 校 改 進 計

2. 推行課堂協作教學：運用主輔教學(One

在作文堂進行「自主觀摩互評」活動，

劃」：

Teaching, One Assisting)由一位教師主

誘發同學寫作興趣。去年更在中六說話

各科參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

教，另一位教學助理輔助。建構一個兼

訓練中加入自主學習元素。

容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能力差異大的學
生在減少分隔及標韱的環境下學習，同

劃」已有數年。歷年合作的項目包
括：初中課堂協作教學計劃、四科全
體老師共同觀課及評課會議、中五級
說話教學改進計劃、中四級寫作教學
策略分享、課室提問技巧與照顧學習
多樣性的結合運用等。使老師在寫
作、說話、課文等教學上，提升了效
能。而有關工作坊讓老師更能掌握課
堂提問技巧，重視提問的深度及闊
度。
5.2 參加「中學中文科跨校學習社群——
雙乘計劃」此計劃特別為「學校起
動」計劃成員學校組成跨校學習社
群，通過定期的探討、交流活動，共
同探討如何協助學習基礎薄弱、學習

老師出席中文大學主辦的「雙乘計劃」

動機低的學生更好地掌握中文科的

課程與教學

5

6.2 全方位學習日

學習，從「個人成長」、「小組協
作」、「科組發展」以致「學校改

每年的全方位學習日，本科會安排整

進」等層面，逐步為學校培養中文

級學生參加。去年分別為中一級的

科教學及領導人才。

「暢遊南生圍」、中四級的「花鳥虫
魚旺角行」及中五級的「漁村風貌大

5.3 分層課程

澳行」。活動中，學生以文學散步的

中文科得到香港教育大學的支援，進

形式遊山玩景，回校後再寫作遊記一

行特殊教育協作計劃。嘗試推行分

篇及製作特色課業，讓同學能在實景

層課程，先由教育心理學家觀課，

真情下創作，增加寫作趣味。

再與老師討論觀察所得，並指出學
6.3「紙飛機」創意寫作班

生的弱項及教學所需注意地方，進

近年參加了由「學校起動」計劃與香

而調整學習筆記，商議教學策略以
符合學生需要。已進行的有：

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聯

閱讀：〈背影〉、〈羚羊木雕〉兩

合舉辦的「紙飛機」創意寫作班，希

課

望透過閱讀與寫作並行的創作理念，

寫作：記敘、景物描寫手法

以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擴闊學生眼
界，激發創意，培養寫作興趣，助其

6. 趣味活動多

發揮潛能。

6.1 文化周
6.4 課外閱讀安排

上次「文化周」以「武」為主題，

各級輪流閱讀指定書目，並完成閱讀

而今年的主題是「文化多姿采」。
周內將舉行多樣化的活動，例如：

報告。

小說人物漫晝/造型/圖像比賽、快

1. 同 級 學 生 統 一 閱 讀 同 一 系 列 書

速作文比賽、演講比賽、硬筆書法

籍，並完成閱讀報告。全年5本，

參觀大澳

約個多月一本。

比賽、文化常識比賽、全庸小說閱

2. 書 目 種 類 包 括 文 化 、 文 學 、 心 靈

讀報告比賽、文化電影欣賞、普通
話劇場、說話能力講座、新春燈謎

小品、語文知識、思維訓練等。

活動、新春毛筆書法活動、參觀文

3. 書 籍 由 廣 泛 閱 讀 經 費 購 買 ， 逐 班
輪流交換。

化博物館的金庸館、社際文化常識
問題比賽等，希望通過多元化的活

4. 學 生 閱 讀 書 籍 後 須 完 成 工 作 紙 或

動，讓學生明白到中國文化的活潑

閱讀報告，老 師在課堂上指導或

多姿，增添學習的興趣。

討論。

全方位學習日到南生圍考察

5. 鼓勵同學自選其他書目閱讀。
學習日

1617中國語文科全方位

貌
風
村
漁
業
課
色
特
行
大澳

1617中國語文

漫
遊

科全方位學習

日

6. 在 校 內 與 圖 書 館 合 作 舉 辦 推 廣 閱
讀的活動，如作家講座、早讀
等，提高閱讀氣氛。
7. 參 加 校 外 閱 讀 報 告 比 賽 ， 以 收 切
磋之效。

學生參加「紙飛機」創意寫作班

Seconda ry School
Suk Fong Memoria l
Yan Oi Tong Chan Wong
學

芳 紀 念 中
仁 愛 堂 陳 黃 淑

Yan Oi Tong Chan
Wong Suk Fong

Memor ial Secon
dary Schoo l
仁 愛 堂 陳
黃 淑 芳 紀
念 中 學

在大澳碼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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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English Learning & Teaching
The school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mongst our students as English language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Wharf Holdings’ Project WeCan,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has beneﬁtted from a wealth of resources and conﬁdence to initiate essential programmes that
meet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our students. These programmes aim to create a robust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language in authentic settings, such as communicating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 school has also shaped the curriculum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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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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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ﬁdent these programmes will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ﬁcant impact on the learning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ﬁrst-hand experience of an overseas education, gain new insights of the world
outside Hong Kong and a better appreciation for diversity.

1-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2017-18)

Student: Kathy Chow Pui Man (周佩文 )
1. Host Family
- Michigan (密芝根州)
2. School
- Traverse City Central High School
- Grade: 11
3. Subjects taken
- US History, English, Ceramics, Chemistry, Algebra

Student: Thomas Tang Yu Hei (鄧裕熙 )
1. Host Family
-Arizona (亞利桑那州)
2. School
- The Odysse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Grade: 12
3. Subjects taken
-Biology, Algebra, English, PE, American History, Business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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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ed Curriculum (F.1-F.3) – 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英文適異課程
Each student is a unique individual and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be it in his or her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motivation, to name but a few. There are also other factors underlying student differences such as innat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so on. In view of this,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has taken signiﬁcant measures
to cater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hen planning the curriculum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o ensure each student can develop his or
her full potentia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needs of each of our students, the department conducts a diagnostic assessment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focusing on six key areas of their English learning. The ﬁndings are subsequently used to shape and ﬁne tune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goals, learner expectations and set appropriate assessments accordingly. Through keeping track of the progress of students, each individual
learner’s needs is taken care of in a timely and appropriate manner.

Small Group Writing and Speaking Training (NET)

外籍英文教師小組寫作及會話訓練
A team of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re employed to provide feedback to students during the intensive writing and speaking classes to prepare
them for the public examinations. The teacher-student ratio is set at 1:4, to provide maximum feedback and personal care and attention for
each student.

iPad Lessons

移動學習
iPads are widely used as a learning tool in the classroom to kindle students’ interest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iPad also allows teachers
to tap into the latest and most exciting educational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to enhance our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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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數學教育
(I) 教學
本校數學科獲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
支援，以更適切本校學生的教學法教授各課題，令課程更
容易掌握亦富有趣味性。此外，課堂研究推動整級老師一
同發掘活動式教學法，互相增潤之餘也令學生獲益良多。
課堂設有協作教學，由另一位老師於課堂中照顧不同能力
學生，使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合宜的幫助。

相關措施
(1) QSIP共同備課
-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黃偉賢先生與中五級老
師共同備課，分享教學法
扭計骰決戰一刻

(2) 協作教學 (1D班、2A班)
- 教學助理與老師一起上課協助學生學習
(3) 課堂研究
- 中二：圓周率 (透過親手測量及用IPAD作總結)
- 中三：斜率 (用IPAD去探討)
(4) 全方位學習(格價專家)

中二專題研──「格價專家」

數學科科內專業交流

協作教學

魔力橋決戰一刻

- 收集第一手數據
- 向附近居民訪問
- 用文字報告分析
(5) 科內交流
- IT專業交流：簡介及分享GeoGebra的課件
- 分層工作紙：數學科老師外出進修SEN課程後回校分享

QSIP共同備課

課程與教學
(II) 活動
數學科定期舉辦各類比賽，讓學生在既有
的紙筆運算以外的數學能力得以發揮出
來。例如需要記憶力、瞬間判斷力和空間
思維能力的扭計骰，竟有同學只用26秒
時間就能完成，可見同學有許多未知的潛
能，數學科活動正好可以激發潛能，讓他
們一展所長。

相關措施
(1) 速算比賽
- 中一、中二：有向數及多項式四則運算
- 中三、中四：因式分解
(2) 魔力橋
(3) 扭計骰比賽
(4) 奧數
- 校外比賽

中二、中三課堂研究

本年度全方位日數學專題研
習名為「格價專家」，在這個專
題研習中，學生化身成為「陳黃
派對統籌專員」，為統籌公司
的客戶如地產公司長河實業、
ORANGE 公司、TBB電視台、
仁愛堂、營養師公會、仁愛堂陳
黃淑芳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等，
按着他們的要求，擬訂一個計劃建議，並透過實地到不同的超級市
場，就著小組的初步計劃，看看如何能最有效地使用客戶建議的支出
金額，寫出一份最終的建議書予客戶，完成任務。這些特定的處境令
學生更容易投入當中，而學生到不同的超市進行商品價錢、數量和款
式逐一統計，應用他們在中二數學科學到的統計方法，並會用在電腦
科學到的製作圖表技術將數據展示出來，從而作出比較。整個設計概
念讓學生把學過的知識學以致用，並把數學與生活連繫起來。

中二級數學專題研習──「格價專家」

格價專家預備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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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配合學校三年計劃，本科在2016-17學年於初中和高中有以下的目標：

初中：
* 加強教學效能，培養學生課堂的小組及生生學習
* 多元校內外活動，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對時事的觸覺
* 嘉許學生表現，促進學生自信與悅學

高中：
* 加強教學效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橫向)及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
(縱向)
* 多元校內外活動，豐富學生視野與思維
* 嘉許學生表現，促進學生自信與悅學

參觀T-park源.區

本校通識教育科除配合教育局的課程目標和學術成績之外，亦十
分重視學生的成長和發展，以裝備學生的生活技能，培養學生具關心社會和獨立思辨的能力，藉此幫助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
學生透過經歷不同形式的學習和多元化的主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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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律師會「青Teen講場2016」~「野外定
向」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百仁齊心盃校際多角度辯論賽

參觀立法會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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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教學活動及教研循環—人生大賣場
本科於中一級課程優化「人生大賣場」的選擇遊戲，透過學生作出不同的抉擇，讓學
生體會何謂「明智消費」。學生上課表現投入及興奮，遊戲後的工作紙見學生認真反思。
由於學生反應踴躍，因此於試後活動舉辦了全級的比賽遊戲。

Jolly Thinkers德式桌上遊戲計劃—桌上遊戲體驗坊

本活動與Jolly Thinkers合作，中一學生參加，亦有中五學生到場幫助。同學表現投入，

晨讀報章小聚

能從遊戲中學習，亦學懂尊重及紀律、思考及合作。在3月舉辦中一班際比賽，有參與Jolly
Thinkers的學生邀請任教老師（例如班主任及通識科老師）及同學，要求學生作為小導師去
教任教老師及同學玩桌上遊戲。

遊戲教學活動及教研循環—人生大賣場

「講港法治」青年研討會

辯論比賽(活動教學)

曾少芸老師與1B班同學

屯門蝴蝶灣清潔海灘活動

Jolly Thinkers德式桌上遊戲計劃──桌上遊戲體驗坊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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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功課溫習班
為協助中一級學生解決功課上的困難，並提供

組。學期初，每組由班主任及

班。溫習班每逢星期一及星期四舉行，參與計劃的

理想環境給他們完成功課，開設中一級功課溫習
同學會按班別分成

生的學習表現令人滿意。

總體而言，在多方面配合之下，功課溫習班學

成長。

文，培養出一份互助精神，在品格方面也有健康的

後幫助其他同學學習，如互相為對方默書和背誦課

除了學業方面的進步外，引導學生在完成功課

的學習態度及秩序。

勵制度，鼓勵學生盡力獲取優秀成績，並保持良好

助學生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功課溫習班亦設有獎

考和默書，以及安排增潤練習讓學生完成，希望幫

的功課後，導師會為學生進行預習，又或是溫習測

促及指導學生去完成有關課業。當學生完成了當天

冊，以核對學生所需要完成的課業數量，然後便督

導師們於每次課堂均會檢查家課欄及學生手

問，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正面態度，鼓勵同學遇到學習疑難時可以主動發

一名導師負責指導。溫習班旨在培養學生對學習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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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多姿采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STEM代表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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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希望透過更有組織的STEM課程，誘發學生對日常生活問題的關注，嘗試運用創新意念去設計具體解決方案，從
而強化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學校原有的學科如科學、物理、化學、生物、電腦、資訊科技、設計與科技，以及數
學科，會在課程規劃和活動統籌上加強協作、互相協調。本校STEM課程項目多元化，包括魚菜共生、機械人控制、太陽能車製作、手
機程式編寫、虛擬實景、智能積木、航拍、3D打印等，在各個級別以課程、活動、比賽、參觀、交流等不同模式來進行。

航拍課程
本校於去年籌備不同的藝術及文化科課程，其中與其他教育機構合作提供航拍課程。透
過課程，學生學會利用搖控模型飛機加上攝影機，便可輕鬆完成專業的拍攝。學生亦能學習
GPS、電子指南針的設定及操作及有關相片修描技巧及應用等等。總結去年學生的表現，本
學年深化了航拍課程：AR Drones擴增實境航拍遙控四軸飛行器訓練課程。課程使用以AR
(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 技術所開發的航空拍攝（Aerial Photography）遙控四軸飛行
器，學員在穿越虛擬與現實的同時，亦能從中享受航空拍攝的操控樂趣， 並提升肢體協調
和多角度思維的能力。內容包括：飛行前準備及檢查、基本操控技巧、穿越飛行練習、競賽
飛行訓練、拍攝角度和手法等。

本課程特式：
1) 活動式教學：Theory In Practice Modules 理論與實踐單元讓學員透過Hands-on
Activities「動手操作」活動，親身摸索和認識不同領域的科普知識。
2) 小組式討論：透過小組討論，讓學員從交流中學習新知識。
3) 多媒體教學：運用多媒體教學，學員可親身感受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和穿越
飛行的震撼，大大提升了學習的趣味性。
4) 實戰應用：Real-Life Application Modules 實戰應用單元設有不同任務和比賽環節讓
學員應用相關理論知識解決不同問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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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Car
《哪一天我們會飛》
盧嘉儀老師
「是那些不能言傳的夢，才令我闖蕩在

自己；二來這也是一個實踐STEM學習的經

的團隊，彼此在製作過程中逐漸建立出深厚

驗，同學需要切實貫通和運用科學(S)、科

感情，也見到大家的投入感不斷增加，乃至

技(T)、工程(E)，以及數學(M)各個範疇的

每個同學都有所成長，發出光芒，作為老師

知識與技術，才能成功造出一架可載人的太

的甘甜莫過於此。

陽能車。如是者，我們便決定組成團隊去接
受挑戰。

未知裡……。」

耳邊響起了《哪一天我們會飛》主題曲
的旋律，我想起了這齣電影，那是一個關於

可載人太陽能車比賽終於曲終人散。我

整個比賽過程很是漫長，由上學年開始

鬆了一口氣，坐在地上，目光離不開這架帶

去上課認識太陽能車的概念和汽車的原理等

個可載人太陽能車的夢想而努力，我們由最

點「土氣」的車，「他」沒有流線型的車

理論知識，到構思車輛設計、繪畫設計圖，

初困難重重下未知能否圓夢，到戰戰兢兢通

夢想的故事。這一年，陳黃師生同樣為著一

身，也沒有潮流的裝飾，更沒有甚麼高端的

以至在剛過去的暑假購買原料、「開料」、

過測試，跌跌撞撞進入初賽，及至得償所願

硬件設備，但我卻認為「他」是我見過最美

改裝車架、設置電力裝置和製造車輛等，無

成功晉身決賽。縱然最終未能獲取獎項，但

的一輛車，因為「他」是由我們陳黃師生親

一不是挑戰，而挑戰的不只是團隊內十位學

這個過程已經是十分夢幻，且無悔無憾了！

自從零開始製造出來的一架車。

生成員，對帶隊老師亦然，畢竟老師在製作

但願這次陳黃可 載人太陽能車的夢幻之

太陽能車方面也是「新手」，需要一起探索

旅，可以成為每一個陳黃學生的一點鼓勵，
希望你們也可以開啟屬於自己的夢幻旅程！

腦海中不斷縈繞著這幾個月的片段。前
一個學年的暑假末，鄧炳輝副校長告知青衣

前進。

IVE會舉辦一個可載人太陽能車比賽。這是

師生一起在車房「基地」奮鬥的日子是辛勞

個十分難得的機會，一來是陳黃的同學在經

的，因為每每是披星戴月，且困難不斷；但

歷過這種長時間的大型比賽後必定可以提升

這些日子也是甘甜的，一個分享著共同目標

我們的車「成型」了！

成功通過初賽

「向前行，攜手行，趁青春要奮進，不
可辜負眼前好時光……。」

決賽日大合照

決戰枓學園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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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看著這輛太陽能車在「奔馳」，我

一開始從老師口中聽到這個比賽時，

內心的感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是興

我心裡只泛起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十

我只能默默記著、慢慢學習，對我而言
是獲益良多的。

奮？是暢快？是感動？是滿足？或許是

位同學真的能夠造出一架可載人行走的太

暑假開始後，我們便立即開展製作

百感交雜，有如打翻了五味架一般。畢

陽能車嗎？」這個疑問其實一直都存在，

工程，幾乎每一天都為了太陽能車而回

竟，我們真的花費了許多心血在這輛車

甚至是計劃開始了也沒有離開過，因為按

校，我也未曾試過這樣忙碌去放暑假。

子上，那可不只是大半個暑假在車房工

照計劃，我們需要到青衣IVE上理論課，然

然而，不管我們怎樣付出時間也好，遇

作的時光，更是那份認真執著的精神。

而當中涉及的知識對於當時還是中三生的

到的問題總是層出不窮；也因著我們經

我們的付出是有回報的，能夠親身見證

我，可說是一個大大的挑戰。我在講師簡

驗不足，製作上難免有錯漏，需要花更

自己和伙伴一手一腳製造出來的太陽能

報中看到的都是一些專業名詞及一些很艱

多時間去摸索糾正。例如因為車盤支架

車在賽道上行駛，已經是我中學生涯中

澀的英語，超越了我能力可以應付，根本

的貨期延誤，因此許多要量度尺吋的預

無法即場理解，所以每每只能先行抄寫下

備工作都很難完成，又 或是只能作一個

這部車是由陳黃的老師及同學共同

來，待回校後再去查字典，但求盡量明白

估算，這樣到了車架到校時，無可避免

製造出來，過程中當然會遇上許多難

箇中理念。我真的開始感受到這個計劃殊

地需要作出修正。一連串的困難，加上

關，慶幸我們團隊都始終如一地互相支

不簡單，而且面前會是一個又一個巨大的

時間緊迫，使我們團隊有時都很灰心，

持，同心協力去解決問題，縱然偶有疲

難關。

那個一直藏在心中的大疑問又再出現：

最難忘、最興奮和最激動的經歷。

倦失意，但當我坐進自己所造的車裡，

我們團隊中有十個學生，由兩位老師

感覺就像是重新得力，能夠再次充滿力

帶領。我還記得第一次團隊會議去商討太

量去面對前方的挑戰。

陽能車設計的情況，隊中其他九個男同學

我們只得更加努力，每天都早出晚

都很厲害，他們說了很多我不懂的東西，

歸在校砌車，這其實是一個很難忘的經

5B 李國誠

「我們十位同學真的能夠造出一架可載
人行走的太陽能車嗎？」

驗。幸好我們的團隊很合作，分工得很
好，每個人都緊守自己崗位之外，又會
積極協助其他部門，我體會到真正的團
體精神。
我們十位同學真的能夠造出一架可
載人行走的太陽能車嗎？」我內心已經
再沒有這個疑問，因為經過我們一番努
力之下，真的能夠製造了一架可載人的
太陽能車，而這架車更成功進入了比賽
的決賽。雖然，這架車最終並未為我們
團隊帶來獎項，但卻為我帶來了最珍貴
的校園回憶。
4B梁君怡

智能積木
本年度為配合STEM發展，學校藝術與文化課程開辦「智能積
木課程」，

內容是教授學生邏輯電路，基礎搭建機器及透過編寫

的運用，設計推動上建構為主；中五搭建以外，會加入相關的程式
加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完成學習的課堂後，同學要分組自行設計及編寫程式作為完成

程式(Scratch)操控所搭建的積木；讓同學可發展其邏輯思維，創意

作品。

無限的設計。
中四以基礎搭建為主，主要培養同學對邏輯電路、力學、齒輪

幸福搖搖板

甜蜜的咖啡杯

涼快的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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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是通過不同環境來學習，如學校、家庭、社會及工作間，而從中獲得一些單靠
課堂學習難以達到親身的學習經歷。教師利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配合時、地、人各方面所
組成的學習情境，讓學生獲得在課堂以外不同的學習機會，包括課外活動、聯課活動、課程延伸、
考察交流、遊學、社區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歷等。全方位學習可以與課程配合，並且貫穿各學習
領域，在課程發展上扮演著延伸、擴闊及促進的功能。

港澳學生瀟湘行（7-2017）
短短五天的湖南團，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然不出我所望，這裏有着最壯麗的景觀。此

在整個過程中可說是獲益良多，增廣見聞。更

外，我們跟踏上岳陽樓頂層，那裏的景色一

了解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話。雖然

覽無遺，確如牆壁上的刻字「風月無邊，水

這五天的天氣都較酷熱，但仍不減我對這交流

天一色」。

團的學習所得。

這趟湖南長沙考察，參觀的景點很多，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中國貢獻莫大，行程

但是最讓我珍重的卻是這團當中遇到的友

固然不缺少參觀毛澤東銅像廣場及其故居。對

誼，整團的過程，大家從陌生變得互相認

於毛澤東銅像廣場，我的印象頗為深刻。回想

識、互助，我認為是這次旅程中最具價值

起那裏有一段長廊，盡是利用巨石刻上毛澤東

的。希望日後仍有機會參與更多不同的交流

生前所寫的每一段詩句。直至走到毛澤東銅像

團。

出席2017內地遊學聯盟大會

6B黃逸軒

前，人山人海的景象仍是歷歷在目，人人都為
他留影及向他鞠躬，可稱得上是壯觀，也看出
毛主席何其受人敬重。
行程中我們來到韶山沖──毛澤東故居，
沿途有一個景色優美的荷花池，不知不覺來到
了毛澤東童年及少年時期的故居，儘管經歷數

這景像攝於岳陽樓頂層，當中在牆壁上有着這
八字「風月無邊，水天一色」形容這裏的風
景，確實是有如其文，最深刻卻是這一望無際
的大湖像是與天空連成了一體。

十年，可見其修復及保育技術很良好。
這次活動當中我們更有幸登台朗誦毛澤東
的「沁園春·長沙」，雖然時間並非很長，卻
影感受到大家都投入其中，場面震撼。
事實上，整個湖南行是我最期待的莫過於
岳陽樓，記得當初學習岳陽樓記的時候，文中
曾提及過的美景，使我想來到此地一遊，果

囍字源由王安石成親當日，同時金榜提名，被
寓意為雙喜臨門，當日我們有幸能夠學習到中
國非物質文明遺產──剪紙，可以自製雙喜。

此座青年雕像建於橘子洲頭，雕像的長闊高亦
是關於毛澤東的生平而建成，儘管當日有着
45°C 高溫，仍是有着不少的遊人到來參觀，
可見毛澤東生平不凡。

酒店外留影長沙黃昏的天空，令我漸漸意會到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景色。

這是一座宋代的岳陽樓，景區沿路上風景優
美，不同朝代的岳陽樓模型都各具特色，見證
岳陽樓的風貌一直轉變並流傳至今……

文化傳承千年歷史的嶽麓書院

登台集誦「沁園春•長沙」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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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舟山遊學團
10位中五學生於暑假參與舟山同鄉會主辦遊學團。此行透過探訪香港兩位特首的故鄉，
讓學生加深對祖國的了解，增強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在6天5夜的行程中，除了遊覽著名景
區普陀山外，學生先後赴南洞藝谷和金海重工考察訪問，感受內地農村的發展變化和中國現
代造船工業的魅力；亦有赴浙江海洋大學、舟山中學交流互動，體驗內地教育發展現況。由
於是次遊學團有其他學校參與，學生此行亦有跟其他學生互動交流，獲益良多。作為老師，
最高興的莫過於看見學生們於此行的笑臉，以及其真摰且優秀的分享。
羅竣賢老師

參觀舟山博物館

同學們考察金海重工造船廠

B張雅然同學於浙江海洋大學交流時的剪紙作品

普陀山普濟寺

到訪中國台風博秒館

5B陶澤友同學體驗射箭活動
參觀國際沙雕廣場

普陀山的南海觀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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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考察團
參加澳門大學青少年科技探索營的同
學們(晉亨、若蘭、逸軒、子溢、子健、浩
朗、國誠、齊樂和文迪)：眨眼間過了四
天的時間，這次澳門科技學習之旅圓滿結
束。經過這四天的學習營，看到大家盡情
投入去參與、去學習、去玩樂，老師就覺
得很是精彩難忘，未知你們又認為如何？
整個科技探索營可謂「動靜皆宜」：
「動」的一面，既有歡迎活動、遊戲，以
及學生們動手動腳製作電路板的時間；而
「靜」的方面也安排了有關電路的理論課
堂，可謂是理論與實踐並重。
常言道：「好的製作必須建基於穩健
的理論根基之上。」這一節三小時電路理
論課，為大家先打好有關知識的基礎，以
便大家在製作時可以有所根據，更為得心
應手。在老師眼中，你們能夠專注地上
三小時的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卻可
以用「優秀」二字來形容大家的表現，專
注聆聽和主動抄寫筆記，這都是認真的表
現。想起大家能夠實踐「認真學習」的承
諾，值得一讚！
到動手去製作電路板時。看見大家對
著電路板「埋頭苦幹」的樣子，這個畫面
甚美！老師想要讚賞一下文迪同學，並不
是因為他是最快完成奪得獎勵，而是他在
整個過程中都只是投入和專注去做好製

作。這教曉我們專注才能使我們真正做
好一件事，當一個人只想「贏」和「第
一」，結果卻往往顧此失彼，得不償失。
同樣叫老師難以忘懷的，是其中一組
同學在製作過程中不斷鬧意見，有時甚至
互相指責，身為老師實在需要讓你們知道
一個團隊如果只是互相指責，如何能好好
地完成工作？與其將心思都用來指責隊
友，何不冷靜下來去尋求解決方法。幸
好，你們都能迅速糾正過來，專注工作，
並且「幸運」地奪得了獎項呢！然而，你
們還是要緊記與人合作之道，不能因為得
獎就忘記教訓。希望大家記得老師的總
結：要多留意自己說話的語氣，不要令人
難堪。

這次澳門科技學習之旅，雖然只是短短
四天，但內裡意義實在比其他交流活動更為
深厚，因為它給予你們真正經歷一次「讀大
學」的機會，讓你們對大學生活稍作體驗。
盼望你們都會有所得著，記得如何學習、如
何處事。當然，大家能夠享受到這麼豐富的
活動安排，實有賴於澳門大學電機及電腦工
程學系的教授和學生鼎力支持，老師深盼將
來你們都有機會像他們一樣去回饋學弟學
妹。
盧老師
寫於2017澳門大學青少年科技探索營之後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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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澳門大學青少年科技探索營，在澳門大學

這次澳門大學青少年科技探索營對我而言，著實

的短期學習使我學習到許多新知識， 例如焊製電路板與編寫程式等，這

是一個大挑戰。當中我們要學習的是有關電機及電腦

些技術對於我而言都是非常新鮮的。

工程的知識，而這些又會涉及到數學、物理、ICT，甚

澳大的蔡教授非常精心地為我們這些初學者預備了一節簡單易明的

至是英文，可說是非同小可呢！因為在物理方面暫時

電路板課，之後就輪到我們去實踐。我們利用程式及電路板設計了一些

未有學到有關電學的，而ICT方面也未到編程的部分，

發光的圖案，但製作過程中可謂有悲有喜， 悲的是我組隊員間的溝通常

更甚的是我的英文水平較為普通，要閱讀有關電機及

出現問題，起了一些爭執，我之後反思到自己在說話態度及技巧方面實

電腦工程的教材，可說是有點吃力，幸而當中所涉及

在有改進空間 ，希望隊友諒解。喜的是爭執過後，我組的作品竟然在眾

的數學知識還是我應付得到的。於是乎，我就在似懂

多組別中獲取了獎項，實在是令我喜出望外。

非懂的懵懂狀態中學習。

在這次活動中讓我認識了不少澳門大學的學生， 能夠向他們學習和

學習過基礎理論後，便要動手去製作電路板，以

玩樂是非常開心的事情，希望將來我也有機會成為大學生，真正享受大

及應付編程的部分。我比較喜歡動手動腳的實作，因

學的生活。

為這才會測試到之前所學的是否鞏固和有效。經過一
3A 王子溢

番思考與實幹相互「碰撞」的刺激下，真正反思到自
己之前所學的只是皮毛，要向工程系進發還是要多加
努力，這次活動確實讓我了解到自己的興趣和發展方
向。
更重要的是這個科技探索營可以給我體驗到大學
的學習生活，能夠和一班有共同志向的同學共同學
習，一起解難，互相提點進步，其實 是十分吸引的，
令我真的想有機會「讀大學」呢！
5B 李國誠

四日三夜的科技探索營裏，我學到了電子、電機，以及資訊科技的知識，能夠自己
焊接電路板、設計及編寫程式去控制LED燈光，這些都是我暫時未有機會在學校學到的知
識，使我對電機及電腦工程學的興趣大增，只是對我來說要入讀有關科目，實在是有一定
的困難，因為電機及電腦工程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數學和物理的知識，而我這兩科的成積
都不太好，所以我沒有甚麼信心可以在這方面有所發展。
幸好，澳大的蔡教授對我說只要有恆心，其實是可以克服困難的，他還讚賞我焊接的
電路板呢！
聽到蔡教授的意見和提點，我覺得獲益良多，因為蔡教授告訴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例如寫程式的時候，可以從不同的方向或不同的價值觀出發，可能會突破自己，有更
進一步的發展。我非常感謝蔡教授在這幾天的教導，讓我對電機更感興趣，希望將來可以
在有關方面繼續發展 。
5D 黎文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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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交流團
名

稱：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旅2017 - 印尼蘇拉維西島

日

期：1/8/2017 – 10/8/2017

地

點：印尼蘇拉維西島

活動簡介：是次活動由仁愛堂主辦，繼多次探訪不同極地之旅後，再一次讓本港學生踏足另一生態樂園 – 印尼蘇拉維西島。究竟人類的發展
對自然的破壞、全球暖化的問題，對人類以至全球有甚麼影響，非親身考察實不能理解。有幸仁愛堂籌辦了是次探索之旅，讓一
群青少年有機會到印尼考察，探討有關議題。另海上絲路的發展亦是是次活動的重要探究議題，希望透過是次活動能親身探討。

經過十日九夜的印尼之旅後，我獲取了很多個人或對於環保上的知識。
首先在第二天我們飲用了在樹上新鮮拿下來的椰青，特別的是我們飲用的用品是不會傷害到海龜孵蛋的竹飲筒，這是我第一次聽
到的知識，然後我們在沙灘收集垃圾，我發現不論是甚麼地方，垃圾都總是存在，破壞了生物的居所，亦令我們的環境受到污染，因
此，環保的確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我希望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大家都能同時注意地球環境的問題呢。
至於在個人方面，這十天裏我學會了獨立，從前我是有輕微潔癖，但經過連日來在雨中收集在地上佈滿螞蟻的濕樹葉，還徒手
拿起在海邊生存的海洋生物，我發現自己都變得不再怕牠們，而且對牠們很感興趣。此外，我哋每天晚上大家都一人一次用英文說出
自己的感想，這個情況我是害怕的，但日子習慣了我便能順利運用英文，而且變得更自信。
這次的旅程給了我很多新嘗試，希望日後能再次遠征一次！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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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專題探究學習

認真準備採訪的工作

考察前的大課

上學年的全級性中二專題探究 合作單位：
(1)

九倉起動計劃合作單位 - 海港城、

(2)

中大優質教育基金(QSIP)、

(3)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本年度為首次由三方一起協作，由籌備、到正式考察、以至學生將成果展示，當中經歷

了近半年的時間；而同時學生亦經歷第一次大課、第二次大課、全方位考察、第三次大課、
滙報，參與的老師見證著學生的進步及成長。
今次的主題為「發現海港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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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不同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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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生獲得「海港城」的款待，可以品嚐兩間著名售賣曲奇及
馬卡龍的店舖，而學生亦對這兩間商店做詳細的分析，比較它們的特色。
今年的研習亦加入藝術元素，適逢考察日當天著名水墨畫大師何百里、何紀嵐先生在
「海港城」的藝術廊展出作品，故此我們亦安排了學生與紀先生見面，進行面談，讓學生能
夠增進藝術知識。此外，我們在學生的研習報告之外加入要求學生繪畫一幅名為「我眼中的
海港城」的畫，增加他們發揮自己創作的機會。
最後，學生在滙報當天亦展示出他們這段時間的努力及投入，交出讓我們三方以至學生
自己皆十分滿意的作品，為他們這次充實而難忘的學習經歷寫下完美的句號。

訪問客戶服務部的職員

訪問外籍遊客

訪問「玩具反斗城」的職員

到訪「Tokyo Milk Cheese 」Factory」

訪問何百里、何紀嵐先生

學生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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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日
本校以全方位教育實踐理念，全校科組協調，組織考察、交流、訓練營的經歷，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與成長機會。下表簡述本學年上
學期全方位活動：
級別

全方位活動項目

中六

台灣升學考察

中五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探索之旅

民族融合之旅•

『探索絲路近貌』新彊少 領袖訓練營

認識新珠三角

內蒙

數民族體驗計劃

中四

英文專題研習

中三

G4成長培訓計劃

籃球隊集訓營

北京科技交流團
全級廣州考察

中二

全級外展營

中一

全級教育營

全級專題研習

部分活動簡介：
中三級內地考察「同根同心」
「同根同心」 -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加深他們對內地的歷史文化、風俗特色、城鄉
建設、經濟發展、自然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透過交流經驗，加深認識廣州的歷史文化、風俗特色、城鄉建設等各方面的發展，並讓學生體
會粵港兩地的關係。中三全級會分開兩個不同主題認識廣州歷史。其中一主題為廣州的西式建築及探究其歷史文化作背景，了解在廣州的文
物保育工作，認識中國近代的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另一主題為廣州孫中山事蹟及辛亥革命歷程探索之旅，目的是讓學生認識孫中山先
生的生平 事蹟、認識辛亥革命及孫中山先生的貢獻。

上學年全方位學習日花絮

中三級廣州交流團

「探索自我．追尋夢想」工作坊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考察團

拉丁舞課程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全方位學習
中五級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
探索之旅

上學年全方位學習日花絮

是次考察學習團的目的讓學生認識福建省
的歷史文化、海上絲路的起點及廈門的城市發
展、福建土樓的建築風格與文化獨特性；藉著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促
進學生多角度思考及探究問題；透過交流、提
問、討論和進行專題研習，增強學生的溝通、
協作和研習能力。本校通識科、旅遊與款待科
及經濟科會合作設計不同議題讓學生分組進行
探究。
除課堂教學外，本校不同學科會舉辦不少
多元化的校內外活動。如通識科會積極透過多
元活動能讓學生走出課堂，進入社區，親身去
經歷、體會和實踐平日於課堂所學的概念。例

參觀立法會

如在校內舉辦講座和參與對外講座，在全方位
學習日、課餘和假期參與社區學習，並前往外
地（例如台灣、珠三角）了解環境保育、能
源、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及農民工等的情況，
並於2015年成立辯論隊、參與全港性模擬立
法會和模擬法庭活動等。學生透過不同形式和
主題活動獲益良多，經歷難忘，視野和思想領
域更為廣闊，這亦有助學生在通識科和終身學
習，啟發他們的自主學習和主動性。
本校訓導組及輔導組會以全方位學習活動
開展學生領袖訓練。藉著「和諧大使」訓練及

「認識新珠三角」考察團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考察

台灣大學升學考察團

乘風航

領袖訓練營，使領袖生有機會接觸、認識不同
性格的同學，學習處理日常當值時面對的挑
戰，藉此促進領袖生發掘自我潛質。除此，訓
導組也安排了兩日一夜的訓練營；透過上述活
動，學生除可建立正面自我形象，更發展獨立
處事的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藉此培養互助互
信和關懷別人的態度。藉著團隊合作、敢於面
對困難及建立自信等等使之成為「律己律人、
達己達人」領袖團隊，成為同學的模範。

參觀海關

海下灣考察

參觀九龍香格里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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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境外遊歷，擴闊學習視野
每一學年，本校不同科組舉辦多個考察。包括珠三角考察、武漢

有約」活動，可以到比利時及韓國等地作海外交流；以及走得最遠的

古今歷史文化考察；也有跨越海峽對岸，赴台考察的交流團，到台灣

仁愛堂極地之旅，學生前赴南極、北極、珠穆朗瑪峯、肯雅及亞瑪遜

南部墾丁探究生態保育與通識之旅。也到韓國首爾考察旅遊業及新加

流域考察等。2017年11月『探索絲路近貌』新彊少數民族體驗計劃。

坡遊學團。本校學生亦獲甄選參加屯門公民教育委員會舉辦的「成功

中國西南地區考察

1

去年及今年，中三至中四級學生到雲
南、貴州、廣西考察服務，其中雲南七日
六夜的考察，目的是探索西南城鄉生活，
學生走訪昆明市西北的連心社區、麗江及
白沙古鎮進行探訪及服務，包括探訪低下
層家庭及農民工、參觀納西族聖地等。

「震動心弦」關懷四川之旅 2010

4

探訪四川受地震影響的陳家壩中學，
與當地學生交流及觀課，並且進行家訪，
另外，我們還參觀建川博物館和震央汶川
縣映秀鎮的漩口中學遺址，了解當時地震
的情況，最後一天我們去到成都熊貓基地
觀賞國寶。

向世博出發 「上海世博」
考察團2010

7

得到校董張華強先生捐助十萬元於校
內籌辦世博考察團，不但開闊了同學的視
野，亦讓同學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

2
『雲港心連心』
雲南流動人口服務計劃2012
活動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雲南省昆明市
流動人口生活情況，藉此了解城鄉在發展的
過程中面對的問題。另外，藉探索雲南哈尼
族梯田文化，認識當地居民從古至今的農耕
智慧是如何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水準。

『秦皇偉績、古都新貌』
西安考察交流之旅2010

5

3

二十位同學到廣東省連山壯族瑤族自
治縣及連洲市作交流訪問，我們不但探訪
當地的小學、中學，亦與當地的小數民族
作深入的接觸。

甘肅省「無止橋」
服務學習計劃2012

通過參觀西安的歷史文化景區、運輸及
航空企業，讓學生加深了解中國第一位皇帝
的歷史偉業及現代化的經濟發展；並安排
「西安市長安第四中學」師生回訪本校，從
而進一步相互加深了解國內與香港教育的發
展趨勢與經濟狀況。

台北四天景點學習團2013

連山交流團2013

8

配合高中旅遊與款待科課程中有關主
題景點的課題，本校特安排修讀本科的同
學到台北作交流活動，了解主題景點吸引
遊客的方式、旅
遊行程安排、領
隊及導遊工作、
與旅遊有關的運
輸服務、接待及
餐飲業務，及旅
遊業的整體運作
等。

6

活動共有六所參與學校於暑假期間前往
甘肅省大灘村為當地村民修建了環保廁所、
社區中心等設施，改善村民的生活，而更重
要的是參加者與村民間建立人與人之間的
『心橋』。

新加坡遊學團2015

9

為期五日四夜，讓中四至中五學生從
中親身體驗異地文化，提升人際技巧；在
英文語境豐富的環境下練習語言能力，同
時建立學生的團隊精神和自律能力。

全方位學習
仁愛堂野外長征
2010

南極 10

仁愛堂野外長征
2011

「南極」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葉
穎軒同學獲選成為南極之旅的一員，親身遠
赴南極考察，獲得寶貴的經歷。

仁愛堂野外長征
2013

北極

11

是次活動由仁愛堂主辦，繼2010年
「南極」之旅後，再一次讓本港學生踏足
另一世界之端。邱文浩同學獲選成為是次
北極之旅的一員 ，親身遠赴北極考察，獲
得寶貴的經歷。

肯亞 13

仁愛堂野外長征
2014年

郭子敏同學到訪這片有「黑大陸」
之稱的非洲，讓郭同學能親身感受其獨
特的魅力、探訪當地的部落及與非洲五
霸〈獅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和黑
犀牛〉等動物作近距離接觸。

珠穆朗瑪峰 12

仁愛堂極地之旅
2012

賴俊傑同學有幸參與是次活動，到訪了
珠峰大本營、拉薩等地，親身感受到大自然
的可敬及可畏，亦認識了西藏的獨特文化。

亞瑪遜

14

本校黃嘉敏同學遠赴南美洲亞馬遜流域
進行為期約10天的環保考察，踏足亞馬遜保
育區，認識區內超過5萬種植物、1,700種雀
鳥及700種動物，並了解氣候變化及過度砍
伐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性影響，從而探討人
類行為與生態保育的相互關係。

仁愛堂環保城巿探索之旅2015 – 15
新加坡

仁愛堂綠色絲路探索之旅2016 16
到訪中國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當
地的生態情況、探討經濟發展對環境帶來的
挑戰及思考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同時讓
同學體驗沙
漠極具挑戰
性的環境，
加強她的抗
逆及解難能
力。

透過是次探索之旅讓各「考察大使」學
習能促進城巿持續發展的環保元素，日後為
環保貢獻力量。

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旅2017 印尼蘇拉維西島

16
1-7
8

12

10
South Pole

15 9

17

17

人類的發展對自然的破壞、全球暖化的
問題，對人類以至全球有甚麼影響，非親
身考察實不能理解。另海上絲路的發展亦
是是次活動
的重要探究
議題，希望
透過是次活
動能親身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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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15-19/11/16 「台灣大學教育升學 1
考察團」

19-22/10/16 「紀念孫中山先生
誕辰150周年」考察學習團

透過參觀與參與不同的大學課堂，了解
在台就讀大學的上課模式及學科發展;並
與當地大學生和在台港生互動，促進兩地青
少年在學習及文化上的交流，了解本港學生
於台灣完成學業後之升學及就業規劃。

學生透過跟隨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和上
海的足跡，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及
相關的歷史事件，了解孫中山先生對國家
發展的貢獻；亦同時可透過參訪內地院
校，認識內地學生的學習生活和內地升學
的情況。

珠三角考察(每年舉辦)

5

16-19/11/16 中五級 通識科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
探索之旅」

6

活動讓學生認識上海經濟金融業及自貿
區的最新發展，及現今上海的城市規劃及反
思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育。

2

2016年3月，兩批學生分別到珠三角不
同考察點，包括中四級珠三角遊學人活動，
考察讓學生了解澳門大賽車如何推動旅遊及
經濟。高鐵及城軌的打造，建構珠三角一小
時生活圈。讓學生了解香港、澳門、珠海及
廣州這四個城市的現況發展及未來機遇。

8
滬港兩地師生交流團2016

12

3

為期四天的考察，中五級學生參觀上
海經濟特區、科技及文化建設，了解當代
地經濟發展及進行文化交流。

11

6
5
1
2
3
7 10
9

4

美國、澳洲及紐西蘭遊學團 4
2015-2018中四至中五學生
資助兩名學生赴美國留學一年，也資助
學生參與為期約九星期的澳洲及紐西蘭遊歷
學習。目的讓學生可在英文語境豐富的環境
下學習英文，練習語言能力及作不同的文化
交流。

全方位學習
17-18/11/16 中三級「廣州的國家 7
出資、民營和合資企業的發展」
交流團
學生認識廣東省的歷史文化及建設發
展，體會粵港兩地的關係，鼓勵同學親身
體驗國家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最新狀
況。

27

18-25/11/16接軌絲路 - 8
『探索哈薩克』生活體驗計劃

3-4/3/17 「認識新珠三角」 9
考察團 (每年舉辦）

是次考察學習團讓同學在溝通及文化
交流中，了解在 「一帶一路」中與中國接
壤的中亞國家 - 哈薩克之人民生活情況，
並促進同學思考及探索這項國策與其個人
發展，以至香港未來在國家發展上，可擔
當的角色和責任。

為配合高中地理及經濟科課程，透
過學生在東莞、廣州、南沙的實地考
察，使學生更能了解現今珠江三角洲的
面貌及發展。

17-20/4/2017「潮汕文化交流團」

10

是次活動讓學生認識潮州、汕頭及汕尾
在文化、治安及軍事的最新發展；並透過參
觀揭陽中學及汕頭大學，促進兩地青少年在
學習及文化上的交流。

4
15-20/7/2017 湖南長沙遊學團

11

參觀湖南著名景點，例如毛澤東銅像、
橘子洲頭、岳陽樓、嶽麓書院、天心閣等名
勝，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建築及習俗。

4

5-9/10/2017民族融合之旅：內蒙古考察

12

內蒙古金三角：呼包鄂（呼和浩特、包頭、
鄂爾多斯），認識草原、沙漠的變化及生態、蒙
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大型企業如包頭鋼鐵廠、蒙
牛乳業的企業生產與運作，以及與當地中學交流

28

學生發展特色

學生發展特色
中四級生涯規劃教育
中四級於去年開始在其他學習經歷加入了新課程──中四生涯規劃課程。這是橫跨整個
下學期之課程，課程涵蓋自我探索、體驗與選擇實踐，幫助同學在中學生涯中段重新自我檢
視，並規劃前路。
課程先為學生進行性向測試、探索自己，再透過模擬人生等遊戲讓同學學習面對人生不
同的變數。然後以大部分學生有興趣之職業作巡迴介紹，讓同學有基本認識。再以學生興趣
為基礎，細分不同行業，進行為期6次，每次2節之行業入門課程，加深學生認識。值得一提
的，是教授行業入門課程之導師皆為相關行業之在職人士。透過課程安排，同學可在數月內
接觸更多不同行業，了解更多。尤其於行業實習方面，有別於一般職業參觀，讓學生透過有
系統化的課程進行較深入的認識。
課程涵蓋三部分：
自我探索

個人職業性向測試、自我要求、目標制訂、模擬人生

軟性技巧

求職面試技巧、時間管理、職業形象

職業探究

航空、個人形象、幼兒教育、化妝、寵物美容

同學正在學習如何配襯出最適合自己穿著的顏色

專業人員指導，同學學習如何替寵物作日常打理。

能在課堂上接觸到可愛的動物，同學十分興奮。

寓學習於實踐，效能更大！

學生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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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學生領袖培育
學生除了學習課本知識外，掌握與人相處及溝通的技巧，亦是非
常重要的一環，故本校對學生領袖的培育工作，亦作多方位、多角度
的發展，期望學生能掌握與人相處、善於溝通及具備良好領導才能。
各項領袖訓練課程包括校園大使訓練計劃、大哥哥大姐組計劃、「有
心人」朋輩輔導計劃及學生領袖訓練活動等。
今期校訊刊登新一屆學生會主席的就職發言。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上任的學生

的用品，尋找福利等

會主席，來自5B班的鄧達峰。首先我

等，最慶幸的，就是

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要辦學生

我所邀請的同學他們

會。其實自從我踏入陳黃開始我就對學

都毫不猶豫地答應

生會充滿好奇，究竟學生會的工作是什

我。於是我的班底就成立了，但事情總有不

麼？ 之後的幾年我看見每屆的學生會也

如意的一刻，因為經過多次的商量，結果我

為係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總會義

會為同學準備不少活動， 同時代表同學

們在9月剛開始的時候才開始準備競選要用

不容辭地幫我，在我最需要意見時， 他

向校方反映意見，可以說是一個代表同

的物資，我們每一天放學當然留在學校裏準

們會提出寶貴的意見，使我們在今次選

學的平台，雖然我對學生會的工作很有

備宣傳單張，宣傳板等等， 時間緊迫，但

舉中勝出， 謝謝你們！另外多謝投票支

興趣，但我也曾經懷疑過自己的能力能

幸好最後也趕上了。 而當我們正要鬆懈下

持我們的同學，多謝你們把手上寶貴的

否勝任這份「工作」， 但當我有這些疑

來的時候 想不到竟然有另一個候選內閣出

一票投給Palette, 你們的每一票，都會成

問的時候， 想不到蔡老師竟然主動邀請

現了， 雖然她們的出現令我們感到震驚，

為我們日後工作的動力, 因此我們Palette

我籌辦學生會，於是我便決定嘗試， 這

但亦因為她們，使我們更加團結地去籌備每

在此承諾大家：我們會盡心盡力，為豐

就是我成為學生會的契機。

一樣事情。

富同學的校園生活而努力。

在暑假期間我開始計劃不同的事情，

最後，感謝同學們的信任，我們當選了。

例如尋找最重要的內閣成員，準備宣傳

首先要多謝我的內閣和支持我們的同學，因

5B 鄧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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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全方位成長支援
為支援學生在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本校會為各級學生籌辦不同的全級性成長活動，讓學生在同心協力、共同進
退的情況下，一同學習、一同面對，增強學生的友誼、自信及協作。亦會透過不同的社區服務活動及國內、外考察活動，讓學生了解社區、
認識各國情況。
以下透過表列，闡述學校的主要活動，以體現關愛校園文化的實踐：

仁 愛 關 愛
德育輔導
初中G4 成長計劃
初中雙班主任制
中一級教育營
中二級外展營
 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
 彩虹計劃
 音樂治療小組





關懷服務
中三級探訪獨居長者
iPlan師友計劃
售旗籌款 / 捐血
社會服務團
 陸運會裁判及計時隊





生活教育

公民/國民教育

學生支援

 環保校園計劃
 各科組港內、港外考察研習
 中三級及中五級國內考察交流團
 香港與內地姐妹學校交流
 俄羅斯一帶一路考察
 「民族融合之旅 • 內蒙」考察學習團
 善導會模擬法庭
 校際辯論賽

生涯教育

 領袖生 / 社長 / 學生會
 「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計劃
 「培養學生正面態度及價值觀」
主題網絡計劃
 「有心人」朋輩輔導計劃
 聖約翰救傷隊

生命教育

學生發展特色

挑戰滿載：歷奇訓練
連續多年，本校獲得校董張華強博士捐助，於初中級推行「外展訓練活
動」，目的是發展學生自我照顧之能力，促進學生間的合作性及團隊精神，從
而提升個人的潛能。活動是透過山藝、露營、水上活動、團隊協作及個人自省
等各具啟發性及獨特性的活動，讓同學發掘個人的潛能及領略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由於外展訓練活動費用較高，是年度繼續獲得張校董慷慨捐助，能在中二
級推行全級性三日兩夜外展訓練營，實屬難得。

2A 11 曾樂晴
在活動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活動就是在碼頭跳海。為甚麼呢？因為
這是我玩過的活動中令我想放棄多次的活動。那時我站在那頭那個用來
跳海的跳板上猶豫了很久，好幾次較教練推我下海，但都不成。最後我
是閉著眼睛，打著豁出去的心情跳的。跳完之後覺得好好玩。
在這次活動中令我學懂了要團結，因為在第三日時我們組就是撐木
筏回基地的，但是途中我們發生很多爭執，導致我們用了三個小時，成
為所有組當中最遲到達的一組。這件事令我明白到有些事若不團結，那
有些事情便解決不了。經過這三日兩夜的露營活動，令我知道外展訓練
對我們有多重要的意義了。外展訓練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團結、
自我獨立和自律等等。這些都是令我們成長的重要因素。若我們不能或
不去學會這些的話，那就不能令自己完全成長。這就是我認為外展活動
對我們的意義。

2A 14 楊芷萸
在活動中我最有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天跳碼頭(即是跳海)的活動，
我發現我跳下的時候以為很高所以很刺激，當你以為差不多漲了下海的
時候，原來還有一半才到，直的差點嚇壞我了!在營裏有很多難題，例
如：如何划船，煮食及紮營等等，划船最差的情況就是走失了大隊，幸
好有教帶動我們，要不是我可能已經變成了失蹤人口之一了!
這次活動我學到了，在某一些事情上是需要團體合作(team work)
的，例如洗餐具、兩人划獨木舟等等，也學會了“不做就一定失敗，做
的話或許會成功”的名言，借此以後都可以記住這道理。

2A 5 李萱
在是次活動中，我最深刻的是獨木舟，因為一開始根本想像不到可
以連續划獨木舟超過10小時，所以我覺得到很驚訝!
在是次活動中我學懂了團隊合作，因為獨木舟需要2人合作才能完
成，到達目的地，外展活動對我們的意義，我認為則有二種，一是加深
我們的友誼，二是加深我們的團隊精神，不會自顧著自己，而是懂得顧
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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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G4成長計劃』

『G4成長計劃』的理念
『G4成長計劃』在本校初中年級已推行多年，計劃信念：Goal、Glad、Growth、Go-ahead – 目的是所有初中同學有目標、開心地一起成長。
透過全面的培訓活動，培育同學多元的能力、接納自己，加強同學與人聯繫、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方向，促進全人發展。
中一至中三級每年均以主題式全級活動作主幹，中一級主題為個人成長、團隊協助為題，中二級主題為協作及服務他人，中三級主題為社區
服務，再配合針對性小組跟進活動，全面地照顧學生成長需要。

學生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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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豐富 設備完善
本校設備完善，環境舒適寬敞，面積有八萬平方呎，設有大型球場、中國文化室、三個多媒體教室及電腦室、英語茶座、健身室、科技學習
中心及校園電視台等。全校教室都裝有電腦資訊科技教學設備及鋪設WIFI 系統。此外，本校為學生在經濟上提供充足的學習及活動支援，使學
生能發揮所長。

設計與科技室雷射切割

ipad 教學

化學實驗

生物實驗

物理探究--太陽能發電

物理探究--風力發電

校園電視台拍攝及短片製作

園藝耕作

家政室烹調學習

健身設備

球場舉行多類型活動

陳黃英語茶座

魚菜共生系統

電腦室上課

管樂團訓練及表演

禮堂舉行多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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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表現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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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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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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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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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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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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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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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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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手球比賽男子組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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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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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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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謝梓豪、2C陳梓軒、3A許逸朗、3D梁駿鏗、
3D劉譽彰、4C楊悅聰、4A梁峻誠、4A王紹龍、
4B鄧達峰、4B張耀豪、5A黃浩文、5D區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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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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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發展特色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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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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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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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二重奏優良：2A梅若蘭、2A吳思慧

品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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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1C莫凱潼

2016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入圍獎5A謝曉琳、5C羅樂彤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2B黎淑君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愛滋面具設計比賽2016
入圍獎5A謝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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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7繪畫寫生比賽
優秀作品獎1A張佩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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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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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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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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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4B董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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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院(屯門)主辦「Scratch動畫創作比賽」
得獎學生：5A董瀟、5D黃校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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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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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百仁齊心校際多角度辯論賽」
入圍獎(全港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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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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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苗學界進步獎2016-17
1B李伊汶

南華教育基金主辦第十一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
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4D 吳珮欣

新領域生涯規劃「第一屆學界物流應變比賽」
最佳努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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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耕社2016-2017年度水耕種植設施設計比賽
本校獲優秀表現獎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本校奪「最佳校園有機農圃」季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本校獲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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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欣浩

我是蕭欣浩，2000年畢業於仁愛堂陳黃

輕人帶來的身心鍛鍊。在活力充沛的年紀，

淑芳紀念中學（下稱陳黃），之後輾轉讀過

訓練令我們了解到持之以恆的重要，刻苦的

毅進、文憑和副學士。2007年於嶺南大學中

定期集訓，大家都能發揮所長，修正不足的

文系學士畢業，2013年取得中文哲學博士學

地方。這不單是田徑場上的準備，也是人生

位。現於嶺南大學中文系擔任講師，講授語

舞台上的智慧。在比賽的跑道上，我們學懂

言文字、飲食文學與文化，以及文學創作等

獨自奮鬥，在日後學習與工作的路途中，我

學科。

們也懂得適應不同的挑戰，這種堅毅不屈的
精神，早在陳黃的中學時期，就已經慢慢學

回顧五年的中學生涯，陳黃確實對我有

會。

很重要的影響。校內的老師於教學以外，與
學生保持融洽的關係，處處能夠關顧我們的

2017年我有幸回到母校陳黃，擔任校

成長。以我現在任教的中文科為例，無論是

友校董。回到熟悉的校舍，發覺學校已有多

初中還是高中，任教我中文的幾位老師，均

方面的轉變。於「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的

悉心指導，從中培養我對中文的興趣，正因

鼎力支持之下，陳黃開設了新的café與健身

為他們的堅持與苦心，我才能於中學階段，

室，給予同學更多空間，在練習英語溝通的

打好自己中文知識的基礎。這無疑為我日後

技巧之餘，也不忘身體的鍛鍊。陳黃也增添

我於中學畢業後，經由毅進、副學士的

的學習和升學提供了方向，間接成就了今天

了豐富的外出活動，例如到海港城作小店的

求學途徑，回到大學的學習生活，期間更經

我在中文學術專業中的發展。

採訪，組團參加STEM相關的水火箭、電動

歷過全職、兼職的廚房生涯。在我還未接駁

車等比賽，較大型的有赴中國內地與臺灣等

到大學的日子，在很多人眼中，這似乎是一

記得中學時，我參加了田徑隊，在運動

地交流。看到陳黃多樣的活動，我也希望能

條不可能的路。不過當認定目標，一往無

場上拿過不少殊榮，更重要的是，過程為年

運用自己的專長，回饋母校。這學年有幸得

前，我對學習、對人生也有了新的體驗。只

陳黃的蔡國光校長，以及僑港伍氏宗親會伍

要努力不懈、拾級而上，總有機會達到預定

時暢紀念學校的朱小芳校長支持，配合嶺南

的目標。我知道一些師弟師妹正在大學、專

大學中文系與服務研習處，並於香港賽馬會

上院校和職場上奮鬥，尋找自己的方向，發

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下，合辦「屯門跨代飲

揮所長。最後，寄語各位陳黃的同學、朋

食書寫計劃」，嘗試以 飲食創作為題，促進

友，不忘延續與母校陳黃的緣分，繼續維繫

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與長者的跨代溝

深厚的師生感情，堅持自己的目標，努力奮

通，進而深入了解屯門社區。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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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敏
大家好！我是郭子敏，2015年畢業生。文憑試後，我放棄了公
開大學所提供的學士學位課程，入讀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修讀較有
興趣的文化研究副學士課程。及後直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三年
班。短短幾年，在學習路上遇到不少的改變和挑戰，現希望能藉此
機會，向各學弟學妹分享學習心得。
讀書從不是唯一，但如果暫時尚未有目標，還是請先努力讀書
吧!現時在你身邊的家人和心愛的東西，未必可與你相伴一生，但
讀在腦中的知識卻會陪伴你一輩子。在應用的層面，曾經我的英
語也很一般，但是經過DSE及 SPACE 的洗禮，英語卻是有少許進
步。令到我可以在最近兩次的外遊中與遊客和本地人傾談，交換想
法，眼界也開闊了。即使是用英文叫單，打的，與人類學外籍教授
面試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此刻你便會感到英語的重要，它不止體現
在讀書成績中，更是你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何況語言
是年輕學的時候時半功倍，反正返學回家有時間，不如就多接觸英
語，豐富自己。
學習常會面對失意，覺得身邊好友總比我進步快，英文生字再
努力唸也忘記等等。但卻要時刻銘記，學習不是每事講求天分，有
更多的是努力、勇敢嘗試。人的潛能是無法預見，愛迪生都是經歷
無數次失敗才能發明燈泡。做事不要只想著一步登天，亦要知道有
付出一定就會有收穫，學到的始終是自己的，你永不知腦袋中的知
識何時會用得著。可能只因你多曉一個技能而得到晉升機會?多會

參加仁愛堂極地之旅，訪問東非肯雅與張華強校董合影留念。

說幾句英文就能談得成一場生意?即使未必有志於學術方面發展，
亦應好好充實自己，像海綿一樣吸收不同的知識與智慧。讀書從不
是為滿足別人，而是自己。
受到得失成敗從來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計算，今天未能如願，但並不
同時，敢於面對高低起跌和逆境更是學習和人生的重要一課。
也許我的人生到目前為止並未走到好遠，只有短短二十年。但已感

代表不能成功。假如我因 DSE 的不理想而放棄、因第二學期的成
績滑落而一厥不振，就不能夠實現到當初的目標。天將降大任於斯
人也須….我們不是聖人，但是到達目標前，也許少不了難關。若只
當作是一個人生的小磨練，那麼難關亦只是人生的一個調味品，令
到你的人生更精彩。
然而今天能入讀中大，除了個人努力，還多得陳黃老師在學習
路上的支持和鼓勵。他們的教學用心，在我學習上不斷給予支持和
鼓勵，即使已升讀大專，仍很關心我的學習情況，在我有需要的時
候伸出援手，雪中送炭。沒有黃子瑩老師、鄧副校長和一眾中文及
通識科老師的春風化雨，也許今天未能如願。另外，師姐在這裹衷
心希望各位學弟學妹能努力讀書及找到自己的路。做人做事也許有
各式各樣的限制，但學習卻從不設限。現時稍稍落後的話，就跑快
兩步去追呀!要堅持和努力，總有一天你會追得上，又可能在此期
間找到屬於自己的路。望有一天，你們能夠走出洞穴，站在巨人的
肩膊上，看得更高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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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素貞

2017年畢業生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一年級學生

為文憑試奮鬥的日子

備戰

「考文憑試的日子是我最懷念的日子」

文憑試是一個測驗，往好的一面來說，

展開新生活
俗語常說：一段故事的結束，便是一段

這句話，我曾經在備戰的時候看到，那時的

她也是一個讓我們了解自己能力的機會。備

故事的開始。隨著文憑試的完結和放榜，我

我，完全不同意這句說話。被測驗，時間，

戰離不開操練舊卷，學習題型，熟練答法，

正式結束中學生的生涯，走向大學生活。每

壓力等等壓迫著的中六學生，怎麼會認為這

參加補習班等等，以時間和努力去累積學

一樣事情的開始總會帶著不安與恐懼，而要

種日子難以忘記？到了現在，這句說話卻成

問。而我深信更重要的是時間管理，即學習

展開大學生活的我，一開始也是如此。離開

了我的口頭禪。

與休息必定需要取得平衡，學習固然重要，

陳黃這個舒適的「家」，擔心沒有朋友陪伴

但如何令自己更有效地使用僅有時間更是作

會寂莫，擔心沒有特別技能而被冷落等等。

我懷念一羣朋友為同一個目標努力的時

為「文憑試戰士」應有的技能，千萬不要讓

但轉眼之間，大學的生活已經靜靜地走過了

光，懷念自己每天為了進步而付出的汗水，

自己努力了5個小時卻只是別人3個小時的成

一個月，我認識了新的朋友，獲得了新的興

懷念各位師長一直在背後支持和鼓勵著我們

果！

趣，學習新的知識。一切一切，儘管帶點不
安，做事手法仍然笨拙，但每天也過得快樂

的偉大……中學時期的點點滴滴，全也彷如
昨天，似是離得很近，卻無法再回去。若世

文憑試過後

和充實！

界上真的有時光機，可以讓我重新體驗某段

文憑試遠比你想像中過得快，一剎那，

時間，我定當會選擇—為文憑試奮鬥的那段

就完了。記得那時，我像是突然失去方向的

日子。

小船，成為一個正式的「廢青」，開始工

各位師弟妹，文憑試並沒有想像中的可

作，開始尋找新的目標，也開始懷念起中學

怕，而事實上，她也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個小

的日子。

展望

插曲罷了！只有用盡全力，那就可以說是無
悔了。好好分配時間，好好享受中學時間，
我相信各位都會擁有一個更美好，更光明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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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嘉穎

2016年畢業生

一年多前，我透過各種有關台灣大學的
資料、參觀和分享等，決定報讀台灣的大
學。現在，我已經成為台灣大學生兩年了，
借此向大家分享從開始接觸台灣大學資訊到
入讀的經歷感受。
台灣是一個很受大部分香港人喜愛的地
方，我也是其中一個。我不太喜歡香港充滿
壓力和急速的環境，而台灣剛好相反，較輕
鬆和自由的學習模式正合我意。加上，正值
年輕，總想獨自在外面闖一闖，可惜家庭收
入不多。透過老師介紹後得知，台灣大學學
費便宜，很適合我們這種想出外讀書，但資
金不足的學生。另外，我一直想向傳播媒體
相關方向發展，大家有所得知台灣的電視劇
和綜藝是多麼的受歡迎，所以我希望來到這
裏學習和觀摩相關技巧。因此， 選擇了台
灣升學。
在猶疑要不要到台灣升學時，對台灣大
學不太了解的我要獲得更多有關資料，因為
選擇一間合適的學校和有興趣的科系是很重
要的，所以我當時積極參加中學的交流團、
台灣升學的展覽及講座和在網上搜尋更多資
訊。除此之外，必須留意報名截止時間，一
切都決定好後，盡快在限期內檢查及準備好
所需資料，如果錯過了時限，就來不及後悔
了。
正式來到台灣讀書，雖然設備、環境和
制度比相像中稍有偏差，但教學內容等都
和期望的差不多。特別是活動方面，真是十
分多，學校舉行的各種活動，例如，義工活
動、運動週、合唱比賽、啦啦舞比賽、系學
會活動等，還有各式各樣的社團，總有一個
適合你。部分老師也會定期有些校外教學
等，可以讓你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朋友和學習
多方面的新知識。 老師、同學和學長姐都
很熱情地幫你解決任何困難。來到這裏真的
見識很多。
讀了兩年的時間，有忙碌、有感動、有
歡樂……還記得製作某一部影片作業，我們
去到不同場地，除了拍攝更可以到處參觀，
還被拉去做了一個臨時加入的角色，獻出人
生第一次的演戲。現在我成為了社團幹部，
校園生活更充實，接觸很多人物和舉行各種
活動等，都是我新的體驗。希望這種歡樂又
充實的生活可以繼續下去。

校址：新界屯門旺賢街２號
網址：http://yotcwsf.edu.hk/

電話：2466 6802

傳真：2462 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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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與支援津貼
學生獎助學金及學習與活動支援津貼 (2017/18年度)
一、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配對社署「攜手扶弱基金」撥款 (部分項目)
「學校起動計劃」

社署扶弱基金

共撥款

168,000

168,000

336,000

中文綜合能力提升班

20,000

20,000

40,000

3.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50,000

50,000

100,000

4.

數學訓練班

25,000

25,000

50,000

5.

STEM教育

65,000

65,000

130,000

6.

魚菜共生

20,000

20,000

40,000

7.

歷奇訓練

50,000

50,000

100,000

8.

領袖學生培育

20,000

20,000

40,000

9.

初中G4成長計劃

80,000

80,000

160,000

10.

體藝文化活動及學會小組

30,000

30,000

60,000

11.

體育項目培訓

40,000

40,000

80,000

12.

生涯規劃(參觀、實習)

90,000

90,000

180,000

13.

精英運動員

15,000

/

15,000

14.

班級經營

12,000

/

12,000

15.

美國交流生計劃

50,000

/

50,000

16.

澳紐遊學課程

20,000

/

20,000

17.

優異成績獎勵

40,000

/

40,000

18.

學生全方位學習活動津貼

10,000

/

10,000

1.

學習與活動支援

2.

19.

九龍倉升讀大學獎學金

100,000

/

100,000

總 額

905,000

658,000

1,563,000

二、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學生獎助學金及學習支援
三、張華強校董資助學生外展訓練
四、楊松貴基金獎助學金
五、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津貼
六、教育局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 本學年繼續推薦學生申請校外其他獎助學金

60,000
50,000
3,000
165,847
21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