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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培育
領袖訓練營

　　本年度領袖訓練營於2017年12月1至2日在西貢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

野外訓練中心舉行。

　　陳黃學生領袖(領袖生、學生會幹事及社幹事)在訓練營內接受城市追蹤、

竹筏競賽等不同的挑戰，為日後不同崗位的服務累積團體合作的經驗！

　　兩天的訓練活動，學生相處融洽，勇敢面對各項挑戰，發揮團隊合作，排

難解困。當隊友遇到困難時，亦能互相支持、鼓勵，充份體現團隊精神，成為

有自信、有擔當的學生領袖，在不同崗位上各盡所能，發揮領袖角色，為同學

服務。

模擬法庭、青TEEN廣場活動、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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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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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對學生領袖的培育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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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斤擔，雙手扛

完成艱辛的訓練，我們開飯啦！

齊心合力！

原野求生？團隊合作，收成豐盈！

參觀濕地公園
善導會模擬法庭公義計劃義工服務

甦WALK慈善行‧跑步賽 X So HOT嘉年華領獎。

青聯齊心盃校際多角度
辯論比賽，勝出初賽。

參觀理工大學
參加青TEEN廣場2017模擬法庭活動

精采豐富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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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豐富的印記。精采豐富的印記。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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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教育營

中二級外展訓練營

中一級教育營中一級教育營
成長與培育

2A 曾樂晴

　　活動中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在碼頭跳海的訓

練。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個令我曾經多次想放棄的活動，

我還記起站在用來跳海的跳板上猶豫了很久，教練好幾次

想推我一把，但都不成功。最後我是閉著眼睛，本著豁出

去的心情跳下去。「蓬」的一聲跳下去後，我才發現那原

來是好好玩的一個訓練。

　　這次外展訓練令我學懂了要團結，因為在第三日時我

們組需要撐木筏回基地的，但途中卻發生很多爭執，導致

我們用了三個小時才回到基地，成為最遲到達的一組，這

件事令我深深的明白到有些難題是要團結才能解決得到

的。

　　外展訓練對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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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拒絕或不去學會這些的話，成

長路上就會面對更多的艱辛。故此，我認為外展活動對我

們是有莫大的益處呢！

2A 李萱

　　我最深刻的活動就是划獨木舟，因為一開始根本想像

不到自己可以連續划獨木舟超過10小時，所以當完成了

活動後就覺得很驚訝，也很自豪！除了驚訝自豪外，我還

學懂了團隊合作的重要，因為獨木舟需要2人合作去划才

能前進到達目的地，如果只是各自為政，恐怕是不進則退

了！

　　外展活動對我們來說，有兩層的意義，一是加深我們

同學之間的友誼；二是加深我們的團隊精神，不會自只是

顧著個人，而是懂得顧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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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曾樂晴

　　活動中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在碼頭跳海的訓

練。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個令我曾經多次想放棄的活動，

我還記起站在用來跳海的跳板上猶豫了很久，教練好幾次

想推我一把，但都不成功。最後我是閉著眼睛，本著豁出

去的心情跳下去。「蓬」的一聲跳下去後，我才發現那原

來是好好玩的一個訓練。

　　這次外展訓練令我學懂了要團結，因為在第三日時我

們組需要撐木筏回基地的，但途中卻發生很多爭執，導致

我們用了三個小時才回到基地，成為最遲到達的一組，這

件事令我深深的明白到有些難題是要團結才能解決得到

的。

　　外展訓練對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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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拒絕或不去學會這些的話，成

長路上就會面對更多的艱辛。故此，我認為外展活動對我

們是有莫大的益處呢！

　　過去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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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外展訓練是透過山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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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是年度調撥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及社會福利署『携手扶弱基

金』的資助，為中二級推行全級三日兩夜的外展訓練營。

三日兩夜訓練營後，同學上台領獎。

早操，為一整天的活動注入力量。

同學代表獲勝的班別升
起屬於他們的班旗。

合力完成導師設計的任務。

無畏無懼，挑戰自己。

我們出發了！

準備好勇闖高峰了。

一⋯二⋯三⋯我跳！

精神抖擻合照！

跳進水裡才發現原來並不艱難。

同心協力將獨木舟推出海。

同心協力，任何困難
也難不倒我們的。

全神貫注地參與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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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G4成長計劃』 成長與培育
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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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信念是：「Goal、

Glad、Growth、Go-ahead」 – 目的是希望所有初中同學能夠有目標、開心地

一起成長。

　　透過全面的培訓活動，讓同學多認識及接納自己，並培育同學多元的能

力，加強與人聯繫，以及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方向，促進全人發展。

　　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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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團隊協

作；中二級以挑戰營及健康教育為主題；中三級的主題則為社區服務。除全級

活動外，再配合針對性的小組跟進活動，全面地照顧學生成長需要。

戲劇簡介 尊師重道好少年
　　有人常常問我，為甚麼你這麼聰明，會跳舞，會學習。其實大概是我比別
人勤力一點吧！每個人學到的知識都一樣多，但只要今天的你願意付出更多課
外時間，你也可以比別人進步得更多，這樣日積月累就自然會有過多收穫。
　　那麼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對自己的要求吧，上課時，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將所
有筆記紀錄下來，時時刻刻都要確定自己手裡拿著一枝筆，我始終相信，只要
有筆記，就算課堂上聽不懂的知識，下課後也能通過自己的筆記，加上再深入
的理解，就能掌握知識。
　　第二，有什麼不懂就要問，始終有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心態。我們要
先要有大膽，厚臉皮的心態才能行，不要害怕丟臉，因為我們的老師會十分樂
意回應你，耐心解答你的疑問。
　　第三，按時完成作業，只是⋯⋯這份功課是不是真的自己完成的呢？千萬
不要小看每一次作業，因為每一次作業都是我們檢測自己課堂上學到知識多少
的機會，只有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檢測，你才可以知道自己的知識穩不穩
固。不過要交齊每次功課也並不容易，就取決於你自己學習的決心了。
　　第四，任何時候開始都不會晚，但無論你從甚麼時候開始，重要的是開
始後就不要停止。無論你從甚麼時候結束，重要的是結束就不要悔恨。我很喜
歡一句話：「自己選擇的路，跪著也要把它走完」或許你會抱怨香港的教育
制度，會對前路感到迷茫，會傷心會難過，但請相信現在一切的努力都是值
得的，它們不會白費。滴水穿石，只要有恒心，不斷努
力，事情一定成功。
　　最後，為別人著想，為自己而活。為別人著想，才
活得高尚：為自己而活，才活得灑脫，珍惜身邊每一位
同學、朋友、家人、包容生活中的一切，無論是晴天，
陰天。回憶很美，儘管過程艱辛；也許結果總有遺憾，

但我們無愧于心。

「尊師重道好少年」高級組學生4A鄧月榕

同心解難
有機種植，送菜到社區

今年有不少中一的新力軍加入，
令戲劇組生色不少。

劇本由全體戲劇組成員集體創作

步操比賽又豈會難倒我們！

升班旗是全班
的榮譽

步操能訓練同學專注認真

校長、家長及老師跟中一級合影。

班別合照

專心致志地預備嘉賓檢閱。

　　戲劇是一個訓練同學協作的好場地。同學透過參與劇本

創作、演出排練、後台預備等不同崗位，大家互相磨合，過

程中學會互相體諒、互相鼓勵、為目標而努力的精神。

同學都很用心地跟隨導師的指引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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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
　　「陳黃」重視學生對自己未來發展的

規劃，針對不同階段的學生，安排了配合

其成長需要之目標及活動。內容涵蓋自我

認識、探索、建立目標，以至接觸不同升

學及就業路向，及早認識各行各業，讓學

生能對畢業後之發展有較清晰方向，以及

促使學生在成長路上更發奮努力

認識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教育志在培養學生認

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

思的能力。

升學及就業探索
　　本校透過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獲得

所需知識、技能及態度，然後讓學生能配

合自己的興趣、能力，選擇不同的升學途

徑及透過行業體驗，務求讓學生有探索及

建立發展目標。

香格里拉酒店、仁愛堂與本校三方協作教育服務計劃

建立發展目標。

升高中選科家長晚會

中六級自我形象工作坊 中二級目標訂立工作坊

參觀屯門青年學院

在陳黃Fitness進行紀律部隊
體能訓練工作坊參加職業博覽

酒店工作分享 專業調酒師示範混合飲料調製
參觀九龍香格里拉酒店

中四級生涯規劃課程——寵物美容

參觀香港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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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
中四級生涯規劃課程
　　中四級生涯規劃課程在設計上包含了「認識與發展」、「事業探索」，以及「生涯規劃與管理」三個主要元素。

　　課程先以全級活動作引入，讓學生明白「生涯規劃」的意義；然後以各種個人化測試，分析學生的個人能力和特質，使之可因應

個人條件在其後的「事業探索」部分選擇不同的體驗；過程中再輔以不同技巧培訓的工作坊，如形象建立、社交能力等，務求學生可

在為時一個學期的課程中，得到最充分的自我了解，然後作出個人發展計劃。

　　成長是個多變的旅程，學生所訂立的個人計劃也可能因應不同境況而改變，所以本課程希望學生掌握「生涯規劃與管理」的技

巧。只要學生明白這個技巧，即使成長路上遇上不同變數，也能隨機應變，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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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教育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中學教育，著重學生全人發展，

提供多方面的培育機會。「全方位學習」及高年級的「藝術與文

化科」，是本校把「其他學習經歷」的理念納入課堂內外的規

劃。

　　「全方位學習」是通過不同環境來學習，如家庭、社會及工

作間，從中獲得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親身學習經歷。教

師利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提供的不同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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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提

升終身學習的能力。「全方位學習」活動包括課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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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及促進的角色。

　　本校實踐全方位教育理念，各科組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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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上學期部分全方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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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新珠三角

民族融合之旅
‧內蒙

『探索絲路近貌』新疆
少數民族體驗計劃，
北京姊妹學校科技教育
交流團

領袖訓練營 籃球隊集訓營

中四 英文專題研習

中三 G4成長培訓計劃 全級廣州考察

中二 全級外展營 全級專題研習

中一 全級教育營

活動簡介：
中三級廣州考察
　　交流計劃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加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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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全級分為兩個不同主題，認識廣州歷

史。其中一個主題為廣州的西式建築及探究其歷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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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科考察新珠三角
(2017年11月)

中六臺灣升學考察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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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靜宜大學產品設計實驗室

到訪大葉大學

姚瑞昌同學代表致辭

參訪義守大學護理學系

逢甲大學學生曾天賜為本校校友，
為師弟妹介紹逢甲的生活。

參觀高雄捷運公司做個小農夫

參觀舊式工廠的作業間

認真聽課，努力學習。

出發前的大合照

親身體驗打水滋味

參觀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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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教育福建省歷史文化及
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2017年11月)

湖南長沙團：瀟湘行
(2017年7月)

新疆考察 (2017年11月)

內蒙古民族文化團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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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師及同學匯報考察所得

探訪當地居民後合影 看，我們多融洽！

羊肉串盛宴
出外交流也不忘專注學習

觀賞當地人策馬奔馳

參與植榭，為保護環境盡一分力。

沙漠博物館前大合照

與當地兒童交流

品嗜當地名茶

同學分享考察所學
成果

學生交流

同學參與「瀟湘行」的開幕式。

「瀟湘行」參加人數眾多，陳黃同學在內地結識到其他香港學校學生，
擴展社會網絡。

在博物館參觀學習

參觀福建土樓

參觀醬油文化館

福建考察，團隊合照

參觀福建華僑大學

姚瑞昌同學代表致辭

逢甲大學學生曾天賜為本校校友，
為師弟妹介紹逢甲的生活。

參觀國立中山大學

白茫茫的雪地合照，認得出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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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教育 北京科技教育交流團
(2017年11月)

澳門大學科技
探索營
(2017年6月)

潮汕文化交流(2017年4月)

我們與北京姊妹學校豐台區第八中學的
同學在宛平城前留影

陶澤友同學代表學校致辭

梅若蘭同學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 認真參觀，專心學習

壯麗的沙雕

一矢中的！

跟導師和大學師兄
合照留影。

有型嗎？

設計課學到的技術
可大派用場了！

參觀當地的玩具公司，
讓我們眼界大開！

精神奕奕來個大合照！

博士親自指導
我們去解難，
獲益良多！

志同道合，
共同研究。學生剪紙

在大三巴前合照。

丰台八中校長、學生跟
陳黃師生大合照。

舟山古進遊學團
(2017年4月)

專注聆聽汕頭公安為我們
講解有關公安局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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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聯校英文口試練習

Singing Contest 
英文歌唱比賽

Small group oral practice with NETs  
小組英文口試練習

9

One-year USA exchange programme  
一年美國交流生資助計劃

設計課學到的技術
可大派用場了！



10

有機種植小組有機種植小組有機種植小組有機種植小組
服務學習

分享農場實習感想
5B 雷德儀

　　今次已經是第三次去農場實習了，很高興每次都能學習到難能

可貴的知識。每次農民都會給我們分派工作，而今次的任務就是要

和新成員一起去農場實習。除了讓我們彼此之間的默契增加不少之

外，也因為五月份是夏天的緣故，農場亦開放了不少空間供我們參

觀，我們認識了不同的農作物，例如番薯苗和玉米等。農夫還教導

我們哪一種肥料適合下田

呢！

　　能夠跟其他學校的學

生一起在炎熱太陽下彎腰

拔草，雖然有點辛苦，但

當見到不少農作物有所收

成，甚至可以即摘嚐鮮

時，就深深感到這實在是

甘甜的寶貴經驗了！

5B 黃紹玲

　　在農場實習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但卻令我感受到

作為農夫的辛苦和不容易。就一個簡單的除草過程來說，需要農夫

在烈日之下，蹲在農作物之中祛除雜草，看似簡單，但箇中不僅考

驗著我們做事的耐心，還考驗著我們的技巧，原來除草需要將雜草

連根拔起，這樣才能防止雜草快速的生長，如果只以為是隨手一

拔，又豈能掌握內裡精髓？農作物由播種到成熟的過程，需要農夫

付出許多辛勤和汗水，令我感到種植的不易和作物的珍貴。

5B 溫芷蕎

　　能夠參加「全城有機日」，我感到十分高興！當天的工作對於

我們而言都是新鮮而陌生的，難免使我們有點不知所措，不知如何

是好，幸好在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從裝飾小攤開始，到處理產

品，一步一步走來都很順利。我想當中最大的考驗就是銷售工作，

因為一班同學都比較害羞，不敢主動和陌生人溝通。但當有位同學

硬著頭皮向客人推銷並且得到成功時，我們都倍感興奮，因此也就

一鼓作氣，嘗試主動多接觸客人。最後，我們都只是賣剩了少許蔬

菜，結果不俗呢！回想整個

過程，由籌備到銷售，老師

們一直在指導著我們，不然

這件事就不能成功了。「全

城有機日」不只是讓我對有

機種植大開眼界，亦能將我

學習到的知識傳給其他人，

宣揚有機種植的重要，可說

是別有一番體驗！

我們哪一種肥料適合下田

呢！

　　能夠跟其他學校的學

生一起在炎熱太陽下彎腰

拔草，雖然有點辛苦，但

當見到不少農作物有所收

成，甚至可以即摘嚐鮮

時，就深深感到這實在是

甘甜的寶貴經驗了！

5B 黃紹玲

1010

管樂團海港城表演

全員大合照

一首首聖誕樂曲悠然奏出

專注的演出

團員享受
表演的過程

司儀以夏威夷小結他
伴奏為大家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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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11

管樂團海港城表演

聖約翰救傷隊見習混合支隊
　　透過接受步操等團隊紀律訓練，以及學習急救與護理

等專業知識，一方面讓隊員可以裝備自己，不斷成長；另

一方面也可以訓練各種能力去回饋社會。我們深信不論是

各種類型的定期服務，還是協助校內或社區舉辦大型活

動，都可以使隊員們更深入去認識自己和了解他人需要，

並身體力行去盡一分力作出貢獻，做到真正的服務與學習

並存。

聖約翰救傷隊見習混合支隊
　　透過接受步操等團隊紀律訓練，以及學習急救與護理

等專業知識，一方面讓隊員可以裝備自己，不斷成長；另

聖約翰救傷隊

iPlan師友計劃
　　iPlan師友計劃為本校與九龍倉置業集團旗下海港城合作

的一項服務學習活動，透過計劃讓學生跟海港城一眾關心青少

年成長的職員義工建立師友關係，從而擴闊學生的視野及生活

圈，以協助學生明白自己的能力和潛能，訂立個人發展計劃及

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培養正面人生觀，學習解決問題，面

對逆境；計劃為期一年。

111111

比賽前，長官、老師和隊員來個全體大合照。

縱使烈日當空，隊員們仍堅持表現出
最抖擻的一面。

整齊、莊重和威嚴！

從長官手上接受冠軍獎杯及
錦旗。

榮獲制服檢閱比賽冠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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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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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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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發揮創意動手做，學會製作不同機械原型，增強學生創意、批判性思考、探究精神、解決問題

及溝通能力。

1212

太陽能車
　　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青衣分校舉辦的一個可載人太陽

能車比賽，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一班陳黃學生在老師及導師

指導下，實踐了STEM的學習元素，切實貫通和運用科學(S)、科

技(T)、工程(E)及數學(M)各範疇的知識與技術。由上學年開始認

識太陽能車的概念、汽車的原理等理論知識，到動手「開料」、

改裝車架、設置電力裝置和製造車輛的歷程，每位同學都發揮出

團隊精神，甘苦與共，完成整架可載人的太陽能車。最後陳黃師

生成功晉身決賽。整個學習經驗令同學們畢生受用，亦是陳黃師

生貫徹不屈不撓精神的體現。

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

可載人太陽能車的製作團隊

衝線！

出發上賽道了！

決賽前作最後調整
與車手(鄧炳輝副校長)
商討如何進行調整。

準備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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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植泓熹
　　當我在生物堂聽到「魚菜共生」這個名詞時，覺得非常好奇，魚菜
共生其實就是主要由魚和植物以及一些細菌聯繫整個系統。讓我先來介
紹一下整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首先，魚會在進食後排出糞便，然後糞
便中的銨化合物便會被一種稱為硝化細菌把銨化合物經過硝化作用轉化
為亞硝酸鹽，而亞硝酸鹽又會再經過硝化作用轉化為硝酸鹽，令到植物
可以吸收，而植物也會淨化魚池中的水質，達致互利的效果。
　　某次補課後，我和老師一起去餵魚，我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嚇呆了。
有一群魚死去，只好把牠們逐一撈上來，然後發現死去了大約三十多條
魚。這件事之後，我們重新改善系統，讓系統生態重新穩定起來，也開
始減少死魚；而植物方面，士多啤梨苗開始結出果實，令我感到非常安
慰。初期這個系統甚麼都未能成功種出，魚池的魚又不斷死去；到現在
已經在種植方面有一些成果，魚也沒有大量死亡，證明之前的努力並沒
有白費，這樣令我更有一股動力去維護這個系統。

13

　　某次補課後，我和老師一起去餵魚，我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嚇呆了。
有一群魚死去，只好把牠們逐一撈上來，然後發現死去了大約三十多條
魚。這件事之後，我們重新改善系統，讓系統生態重新穩定起來，也開
始減少死魚；而植物方面，士多啤梨苗開始結出果實，令我感到非常安
慰。初期這個系統甚麼都未能成功種出，魚池的魚又不斷死去；到現在
已經在種植方面有一些成果，魚也沒有大量死亡，證明之前的努力並沒
有白費，這樣令我更有一股動力去維護這個系統。

5B 植泓熹
　　當我在生物堂聽到「魚菜共生」這個名詞時，覺得非常好奇，魚菜
共生其實就是主要由魚和植物以及一些細菌聯繫整個系統。讓我先來介
紹一下整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首先，魚會在進食後排出糞便，然後糞
便中的銨化合物便會被一種稱為硝化細菌把銨化合物經過硝化作用轉化
為亞硝酸鹽，而亞硝酸鹽又會再經過硝化作用轉化為硝酸鹽，令到植物為亞硝酸鹽，而亞硝酸鹽又會再經過硝化作用轉化為硝酸鹽，令到植物
可以吸收，而植物也會淨化魚池中的水質，達致互利的效果。

航拍課程
　　本校於去年籌備不同的藝術及文化教育課程，其中包括航拍課程。透過課程，

學生學會利用搖控模型飛機加上攝錄機，便可輕鬆完成專業的拍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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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菜共生

螢幕擷取畫面 螢幕擷取畫面 

魚菜共生是本校發展STEM教育里程碑之一。

科學(SCIENCE)層面：氮循環是生物學課程裡生態學部分的重要

課題。學生可透過本計劃進深了解課堂的理論。

科技(TECHNOLOGY)層面：透過系統各部件的設計及運作，將理

論實踐。引入先進的電子監測儀器，讓學生接觸科技前線。

工程(ENGINEERING) 層面：學生學習各種參數監控，水流速率控

制與生產效率關係等。

數學(MATHEMATICS) 層面：學生計算水量、魚糧、生化系統大

小及魚菜比例等去優化系統的運作

透過校園中的種植和飼養、照顧、採收、料理與分享，讓學生發

展出熱愛生命和責任感的美德，成為地球環境的守護者。以環

保的方式來養殖，讓學生可以感受安心食用有機食物；從種子

到餐桌；魚苗到大魚，開啟綠生活，建立持續發展概念。

5A 黃詩婷
　　出席過講解詳盡的相關講座，繼而實戰運作「魚菜共生」系統， 
這段過程都使我獲益匪淺。自接觸後，除了增加我在課堂以外的實習機
會，亦加深我對整個系統的運作知識。實戰比課本知識更複雜，結合一
眾同學和老師，使我們由多次失敗的結果中汲取經驗；在系統上操作開
始得心應手，漸入佳境。
　　擔當系統數據紀錄的我，與其他成員互相每天輪流監察和紀錄著魚
池的數據，例如pH 、EC值及溫度等。這些是確保魚和蔬菜有合適生長
環境的重要數據。記錄過程雖說是簡單刻板，但當有異常數據出現，這
些卻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普通肉眼上看不到的隱性危機，都要依靠這
些數據來分析並作及時的補救行動。在這方面的工作，我順利地熟悉了
整個流程的運作，並且在老師的陪同下，因應不同異常情況去查找解決
問題的方法， 擴闊了我多方面的思考。
　　看著蔬菜和魚慢慢地成長，到現時已能夠成功地開花結果。身為其
中一員，感到有成就之餘，也感謝協助維護系統的老師和同學，成就出
得來不易的成果。



14

學生活動

14

男女子手球

男子籃球

足球隊

校際田徑

男子甲乙組手球隊奪校際比賽季軍
女子甲乙組手球隊奪校際比賽季軍

「健康人生，遠離毒品」
三人賽奪得亞軍

已畢業的師兄
來打氣

男子乙組籃球隊以季軍完成今屆學界比賽

男子甲組籃球隊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2017 – 
高中組季軍

中場休息時教練對球員指導

男子甲乙組足球隊

汪文軒同學奪男子
乙組推鉛球銅牌

陳濼欣同學奪女子
丙組推鉛球金牌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2017 – 
初中組季軍

女子丙組隊員奪4X100米接力季軍及
團體優異的獎項

校際田徑本校代表

鄧皓軒同學正進行200米
比賽的賽前熱身

隊員聆聽教練的指導



1515

學生活動陸運會

籃球訓練營

一眾嘉賓蒞臨出席頒獎典禮

班際接力比賽，
巾幗不讓鬚眉。

擲標槍講求技巧

專注及投入比賽

 全場總冠軍黃社與總亞軍紅社大合照，本屆陸運會主題嘉賓是南拳世界冠軍鄭家豪先生
接棒的一剎那

對抗練習

乙組隊員練習
前合照

甲組隊員練習前合照.

蘇銘倫同學示範快攻傳球

隊員細心聆聽教練的指導

謝梓豪同學練習夠認真

體能訓練中

我們最「捱得」

男女子聖誕籃球訓練營已成為球隊傳統

接力比賽起步的一刻
全力以赴，為社增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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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全方位成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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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透過多元化的社區服務活動，以及香港、內地及台灣等

考察活動，讓學生了解社區、認識世界。

　　以下透過表列，闡述本學年的主要活動，以體現關愛校園文化的實踐：

仁  愛  關  愛

德育輔導 關懷服務 公民/國民教育 學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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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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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時隊 

環保校園計劃 

中六級台灣升學考察 

中三級及中五級國內考察 

交流團

北京姐妹學校交流 

俄羅斯一帶一路考察(2018 

年4月)

內蒙、新疆考察學習團 

善導會模擬法庭 

多角度校際辯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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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 

學生大使 

生 活 教 育　　　　　　生 涯 教 育　　　　　　生 命 教 育

全方位成長支援全方位成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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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