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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個道理淺顯易明。書本上學習到的知識，往往以理論

為主：當中或是前人經驗的累積；或是作者對週遭現象的分析、體會與總結。然而，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

我們必須把學習延伸至書本以外，走進社會，放眼海外，接觸新事物、新思維，才能與時並進。

在剛過去的四月杪，我校舉行了為期四天的「中四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我和我校

的教師帶領中四全級同學前往上海交流。在整個旅程中，除了參觀一些著名的景點、經濟發展相關的重

點單位外，我們還造訪了上海的首席學府――復旦大學，與該校師生互動，了解上海、香港兩地經濟發

展的資訊。國內高等學府的學術成就，令人欣羨之餘，國內同學們求學時表現的孜孜熱誠，更是值得我

們學習的。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在整個上海交流團的旅程中，我校同學的表現得體有禮，令我感到十分鼓舞。

在老師們的引導下，看出他們受教的本質，有尋根究柢的精神、靈巧的創意及獨立的思考。

早前，我在《校訊》中曾提及何中的學生具有高效能的學習素質，造就了發展優勢。正如今年 4 月

份參與拍攝及發表人類歷史上首張黑洞照片、現為亞利桑那大學天體物理學家的校友陳志均先生，他在

科研上傑出的表現，彰顯了我校學生有很大的發展潛能。

我校的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下稱 STEM）計劃正好配合這個優勢。本學年有關 STEM 的活動多姿

多彩。除學會活動外，全校師生於數理周進行科學比賽，用簡單物料製作軌道運送乒乓球；高中同學到

香港理工大學參與「STEM 活動日」，初中同學參與「海洋公園學習計劃」，李嘉輝老師獲教育局資助，

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進修 STEM 教學法。來年學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入藝術元素，成立 STEAM 學

習小組，推行跨科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讓同學探索不同領域，融匯貫通，發揮創意解決

日常難題，達致全人教育。

我衷心盼望在可見的將來，何中人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成就！

謝潤明校長

2019 年 6月 6日

校訊
2018-2019 年度
第三期

校長的話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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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英語周的主題為 Imagining	the	Future，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同

學輕輕鬆鬆地學習英文。英語周期間，校園布告板張貼與主題相關的文

章及海報，並於每天午膳期間，在雨蔭操場及 English	Café 設攤位遊戲及

舉行多元化的英語活動。放學後舉行社際英文問答比賽初賽。英語周活動的最後一天，

舉行社際辯論及問答比賽决賽，比賽後有本校原創英語話劇表演。英語周活動豐富，讓

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英語。是次社際比賽結果如下：

本學年中文廣泛閱讀計劃已

結束。為鼓勵同學積極閱讀中文課

外書籍，中一至中五級各班分別設

「中文廣泛閱讀獎」一名。獲獎同

學名單如下：

英語周（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3 月 29 日）

中文廣泛閱讀獎

數理周（2019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

學生學習

比賽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最佳辯論員

社際英文辯論比賽 仁社 信社 雅社及忠社 5D張天晴

社際英文問答比賽 雅社 忠社 仁社及信社

數理周最後一天舉行「傳耀之軌」科學比賽。該比賽為班際比賽，同學自

備剪刀、膠紙，並利用大會提供的竹籤、飲管及發泡膠板，製作可供向下滑行

之軌道。初賽在各樓層的測試室舉行，乒乓球滑行時間最短的組別便可進入在

禮堂進行決賽。賽果如下：

級別 社 「社際數學問答比賽」初賽冠軍隊隊員

中一級 雅社 1D顏慶東	1D 趙必信 1D何育恒 1D梁栩齊

中二級 仁社 2B 陳梓謠 2A 黃諾希 2A 陳柏言 2A 黃淑音

中三級 信社 3D俞俊謙 3D周浩峰 3D何金隆 3D盧浩均

中四級 信社 4C 江璟希 4E 周　銳 4D徐昊賢 4E 李俊彥

級別 班別 「傳耀之軌」科學比賽冠軍隊員名單
中一級 1D 趙祉灝		蔡昕航		諸駿賢		劉德泓		羅子聰		溫立勝
中二級 2C 陳智佳		范焯橋		李浚文		劉　燁		刁子軒		黃展濤
高中級 4E 洪銘鍵		郭梓軒		劉家維		李俊彥		黃嘉晙		黃維聰

中三級暨全場總冠軍 3C 鄭嘉豪		范　睿		馮嘉傑		羅晉珉		謝懷川		周宇宸

社 「社際數學問答比賽」決賽冠軍隊隊員

仁社
1D林元岳 2A 陳柏言 3C 蘇卓軒
4D陳廷軒 4B 費昕豪

學與教

社際英文辯論比賽
評判與謝校長合照

社際英文問答比賽

班別 得獎者 班別 得獎者 班別 得獎者 組別 得獎者 班別 得獎者

1A	 張懿行 2A 郭念桐 3A 林雅婷 4A 陳逸偉 5A 張金濤

1B 林美彤 2B 顏鈞樂 3B 傅琬婷 4B 費昕豪 5B 胡穎欣

1C 林琰鈴 2C 何紀君 3C 陳欣婷 4C 黃巧晴 5C 陳知言

1D 余佳蔚 2D 濮梓穎 3D 林善怡 4D 瞿羽軒 5D 李霓珊

2CD 劉旖婷 4E 李俊彥 5E 封格格

得獎隊伍

舉行數理周的目的，在於提高學生學習數學及科學的興趣。本年度的活動包括：數理攤位遊戲、社際數學問

答比賽，以及「傳耀之軌」比賽。參賽學生和觀賽同學投入參與數學問答比賽及「傳耀之軌」比賽，氣氛非常熱烈。

數學及科學比賽初賽和決賽賽果如下：

攤位遊戲

社際英文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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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STEM）全年活動總結

日期 活動 參加者 簡介

2018 年 9 月

至 11 月

中一鑑識科學

工作坊

（Forensic	Science）

中一全級

工作坊目標為：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學生的觀察力、分析

力及綜合科學和數學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讓學生學習不同

方法搜證破案，增加對科學的興趣，提升滿足感和成就

感，內容包括：血液鑑證、骨頭鑑證、指紋鑑證。

2018 年 10 月

至 2019 年 5月
STEM 學會

學會成員

（24 人）

課程透過 mBot 機械人配合 mBlock 編程軟件，讓學生在玩

樂中學習 STEM，利用簡單軟件操作，讓學生在最短時間

內掌握操控 mBot 所需技術、控制無人機活動、設計及製

造降落傘運載雞蛋，及設計及製造油壓式升降台。

2018 年 10 月

至 2019 年 7月

海洋公園	

STEAM 職業同輩

互導大使計劃

5D陳巧頤
5D賓芷穎
5D袁深妍

介紹與 STEAM 相關的職業，例如：工程、動物及保育、

設計及策劃等；展示實際工作環境及與行業人士對話；舉

辦工作坊及講座，除介紹 STEAM 相關知識外，亦重視培

養學生創造力、協作及解難能力。參與此計劃的大使需在

本校分享學習成果。

2018 年

12 月 18 日

PolyU	STEM	Day

2018
中五級選修
物理科學生

活動內容包括：STEM 工作坊（workshop）、STEM	教學活

動（Lecture）及探訪實驗室（Lab	Tour）。

2019 年

4 月 30 日

海洋公園

「連繫學生與大自然―

STEAM 學習計劃

中一全級 參加海洋公園	STEAM	職業互動講座及免費參觀海洋公園。

2019 年

5月 10 日

科學比賽

「傳耀之軌」

（Raildiculous）

全校同學
數理周進行科學比賽：用簡單物料製作類似過山車的軌

道，運送乒乓球。

科學比賽課室初賽
科學比賽得獎者

STEM 中一鑑識科學工作坊

數理周開幕

數理周攤位遊戲
STEM	Club 3



我校閱讀推廣委員會致力推動學生閱讀及寫作的風氣，全年活動總結如下：

閱讀推廣委員會全年活動

日期 活動 備註

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4 日
「過去識」閲讀寫作工作坊 導師：陳康濤老師　　對象：中二及中三級同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胡燕青講座：

寫作人寫作，也買餸	
於香港大學孔慶熒樓舉行

2018 年 10 月 19 日 「過去識」韓麗珠專題講座 對象：中四及中五級同學

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
文學季散文創作坊：

留聲機和變音器

導師：陳子謙老師，於富德樓舉行

3C 嚴芷琳同學獲學校推薦參加

2019 年 1月 28 日 頒發閱讀計劃閲項（上學期）
得獎人數：　銅：68 人　銀		閲：16 人　金：7人

　　　　　　白金閲：3 人　超級閱讀閲：1 人
2019 年 2 月 21 日 Dialogue	with	Nikola	Madzirov	 課後活動，講者 Nikola	Madzirov 為北馬其頓及國際知名作家。

2019 年 5月

購入 10 本 Kindle	Book

（電子書閱讀器），

歡迎同學到圖書館借閱

每本 Kindle	Book 包含約 50 本英文書籍，來年將會繼續增加內

置書本的種類和數量

2019 年 5月 11 日
文學大渡海文學讀寫工作坊

2018/19

導師：宋子江老師，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4A 張戩晉同學獲學校推薦參加

2019 年 5月 27 日 小思散文集發布會 本校師生約三十人前赴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參與

2019 年 5月 31 日 2018-2019 閱讀計劃結束 點算後將於 7月公布結果及頒獎

2019 年 7月 8日 作家講座：梁莉姿 中四及中五級試後活動

2019 年 7月 9日 作家講座：鄒文律 中一至中三級試後活動

悅讀小思　學習寫作

圖書館

閱讀推廣委員會3位老師（羅麗明老師、李露虹老師、

阮文略老師）於 5 月 27 日帶領二十多個同學參與小思散

文集發布會。席上多位作家發言，表示寫作源於生活，我

們要多觀察，多思考。年已八十的小思更妙語如珠，言簡

意賅地道出她對人生的體會。活動設有簽書環節，同學趁

機和小思傾談，得益不淺。對小思新作有興趣的同學，可

以到圖書館借閱《指空敲石看飛雲》作者簽名本。

配合校內活動，圖書館在 3 月至 5 月分別舉辦了英語新書展覽及數理周書籍展覽。另外，本學年度中一同

學的閱讀計劃情況理想，得獎人數如下：

小思散文集發布會

班別 全班人數
銅獎 銀獎 金獎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A 22 22 100 3 4

1B 36 31 86 2 6 2 6

1C 35 32 91 1 3

1D 36 36 100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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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專題活動

地理科學習活動

為拓闊同學的視野，視藝科於每學年均訂立特定主題，並

邀請相關範疇的藝術家到校，與本校視藝科同學交流。本學年

以「時裝設計」為題，舉行多個有關的工作坊及講座，詳情如下：

視藝音樂二重奏

舉行日期 講者 內容

2019 年

4 月 3日
染樂工房負責人

染樂工房利用被遺棄的剩餘食材

來作染料，融合當代科技，為傳

統染藝賦予全新的生命。同學參

與《了不起的匠人 2019――染一

世芳華》節目的拍攝。

2019 年

4月 16 日

校友梁雅靖女士、

余仕淇先生及

黃瑋彤女士

3 位就讀時裝設計的畢業生 /							

學生，與同學分享：時裝學府課

程內容、生涯規劃及預備作品集

需要注意的事項等。

2019 年

5月 8日及

5月 22 日

Inno	Fashion	Center

負責人

提供有關時裝學府升學及就業指

導，講授基本時裝設計理論及基

本立體剪裁（3D	Modelling）技巧

活動 日期 參加者 簡介

獅子山青年商會舉辦

「環保英雄大聯盟」

工作計劃活動

2019 年
3月 9日

5B 張渝萍
5C 劉嘉堯
5C 俞倩婷
5C 李曉欣
5D張天晴

讓學生學習籌備及實踐社區

減廢，並透過工作坊與社區

人士分享減廢及回收知識，

向社會大眾推廣「源頭減

廢，由我做起」的重要性。

參觀市區

更新探知館

2019 年

4月 16 日
中四級選修

地理科同學

讓學生了解香港市區更新的

資訊，包括市區老化問題及

市建局的使命與工作等。

中環實地考察
2019 年

5月 10 日

學生透過中區實地考察，深

入認識市區規劃及當中的城

市問題。

視覺藝術科
專題活動
染樂工房

視覺藝術科專題活動
校友分享

視覺藝術科專題活動
立體剪裁

本年度選修視覺藝術科的中六級學生，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假荃灣大會堂展覽館舉行畢業生作品

展，向各界展示三年高中課程的學習成果。

視覺藝術科畢業生作品展

視覺藝術科及音樂科活動：視藝音樂二重奏

內容簡介 日期 參與演出同學

本校視覺藝術科及音

樂科於校內舉辦了「視

藝音樂二重奏」的午間

活動。是次活動由校園

藝術大使 5B 劉穎欣及

5C 劉嘉堯同學策劃，

活動包括：視覺藝術科

學生作品展覽及午間

音樂會等。

2019 年

4月 16 日

及 17 日

1B 廖祖忻、1D林筱雅

2B 許樂欣、2D鄧浚希

4C 陳一諾、4D吳嵐青

4E 王靜如、5B 劉穎欣

5C 何潔儀、5D李雪盈

5D黃紹祖、5E 王山詩

5E 林國健、5E 楊子健

中四地理科
中環考察

中四地理科
市區更新探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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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項目 舉行日期 主辦單位 詳情

OLE 社會服務周

（攤位義賣活動）

2019 年

3月 4日

至 7日

國 際 少 年 服 務
團、 公 益 少 年
團、男童軍、女
童軍及賣旗隊聯
合舉辦

該星期內，同學們均踴躍

參與善事，各盡其力，場

面熱鬧。扣除成本後，其

他學習經歷委員會已將善

款捐予樂施會。

中四級社會服務日
2019 年

3月 25 日

本校其他學習經

歷委員會

當天下午，本校中四級同

學接待區內共 100 位長

者，為他們預備表演節

目，並致送禮物予長者

們，讓他們度過了一個愉

快的下午。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發展多元智能，讓學生達至德、智、體、群、美

五育的全人發展，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本校為學生提供多種不同的

「其他學習經歷」，鼓勵他們在課堂學習以外，參與不同範疇的活動。下

學期的重點社會服務項目如下：

項目 舉行日期 主辦單位 詳情

中四級

上海經濟發展與

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2019 年

4月 27 日

至 30 日

教育局

全體中四級同學在謝潤明校長、

劉瑞儀副校長及 11 位老師帶領

下，前往上海交流考察，了解其

經濟和城市規劃。是次考察加深

同學對上海的經濟發展及本國城

市規劃的認識，獲益良多。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提升學生對祖國的認識，鼓勵學生接觸不同地方的

風土文化，本校為學生組織不同的跨境交流學習活動，到訪國內國外不同城

市，進行各種學習與交流活動，以求全面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並豐富學習

的經驗。本年度下學期本校的重點交流學習活動是「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

劃探索之旅」，詳情如下：

1 本校義工招待長者參觀本校 (與家福會合辦 ) 6 探訪老人院		

2 慈善獎券售賣（童軍及女童軍） 7 荃灣區青年服務團

3 新界南區報章設計比賽（女童軍） 8 熱熾傳城青年獎勵計劃		

4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9 9 賣旗

5 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此外，本學年本校同學在 2019 年 3 月至 7 月期間，通過學

校已參與或將會參與的其他活動包括：

OLE 社會服務周

中四級
社會服務日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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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工作坊

社際比賽成績

在職境外進修

本校學習支援委員會除了安排科本增益課程外，本學年其他活動如下：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3 日，李嘉輝老師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i–Journey 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

計劃」。在 7 個星期的學習中，李老師更隨隊前往星加坡，訪問當地的學校，在南洋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參

加有關 STEM	教育的短期課程。

範疇 對象 簡介

手機遊戲程式設計編寫課程 初中級菁英庫成員
本工作坊透過學習 App	Inventor 程式及操作介面，讓學生明白

基本編程概念，以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及發揮創意。

航拍及錄像課程
中二至中五級

菁英庫成員

本工作坊採用	DJI	航拍機作為教材，讓學生認識航拍機結構

及原理、基本飛行操作、拍攝技巧及使用航拍機的相關法規。

教師專業
發展

課外活動
消息

學與教

校風及
學生支援

2019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

本校教職員參加不同的發展活

動，透過專業交流不斷學習，提

昇教學效能。詳情如下：

教職員發展日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2019 年 4 月 1日 校本三年計劃討論 本校

2019 年 6月 12 日

移動學習教學經驗分享及

STEAM 課程分享

中文科科主任黎倩嫻老師、

中文科教學助理鄧依琪小姐、

英文科魏逸戈老師、

STEM 統籌老師李嘉輝老師

「有效領導及推動」
工作坊

Dr	Aileen	Yung,	
All	Grace	Management	Consultancy

性教育教師培訓課程 明愛社工

圓圈繪畫
建立團隊精神工作坊

Move	Training	Consultancy

比賽項目 仁 雅 忠 信

足球比賽 150 100 50 200

運動會 300 200 100 400

乒乓球比賽 100 200 150 50

籃球比賽 150 262.5 75 262.5

英文辯論及問答比賽 275 275 225 225

中國文化演講及問答比賽 50 200 150 100

數學問答比賽 300 225 150 75

總得分 1325 1462.5 900 1312.5

總名次 2 1 4 3

教職員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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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試後活動於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12 日舉行。為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

屬感，並達至全人發展的目標，學校各組織特別為學生安排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極地同行講座、歷奇訓練

營、藍印工作坊、作家分享、直立板證書課程、運動體驗、冷知識大賽、升學資訊講座、外出參觀等。

初級組班際閃避球比賽於 2019 年 5 月中舉行，老師及同

學們積極參與，打成一片，齊心合力為班而戰，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賽果如下：

試後活動（2019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12 日）

班際閃避球比賽

組別 獎項 得獎班別 獎項 得獎班別

班際初級組
冠軍 2D 季軍 2A

亞軍 1C 殿軍 1B

親水校園運動體驗計劃

計劃透過於校內舉辦

一系列「非濕身」及創新

陸上模擬訓練，讓學生能

夠在不受地域限制和天氣

影響下，體驗不一樣的水

上活動，打破學生對水上

活動的固有印象。表現良

好的同學，會被挑選免費

參與「直立板初級證書」

及「中級銅章證書課程」。

歌手嚴祺於午饍時間到校進行 Busking，透

過音樂分享，為即將考試的同學們打氣。是次

活動吸引了不少師生參與，現場氣氛熱烈，同

學們都投入地一同和唱。

敢夢敢想 School Tour

音樂活動

活動 日期 簡介 參與演出同學

2019 香港

無伴奏

合唱巡禮

2019 年

4月 5日

本校無伴奏合唱組獲香港

青年協會邀請，於「2019

香港無伴奏合唱巡禮」中

演唱。

3C 傅滌蔚、4B 程韋洛

5B 劉穎欣、5E 陳毅熙

5E 楊子健

2019 樂施

音樂馬拉松

2019 年

4月 27 日

本校音樂學會同學參加了

樂施會舉辦的「2019 樂

施音樂馬拉松」籌款音樂

演奏會，為樂施會籌得港

幣 3,810 元，並於青衣城

作無伴奏合唱、樂器演奏

等表演。

1D林筱雅、2A 彭尚昊

3A 楊逸晴、3B 李莉莉

3C 傅滌蔚、3C 何卓恩

3C 劉慧珊、3C 孫梓晴

3C 溫立峰、3D胡泳昕

5B 劉穎欣、5C 饒海天

5E 陳毅熙、5E 楊子健

教育局

公益少年團

荃灣區

周年頒獎典禮

2019 年

5月 24 日

本校無伴奏合唱組於「教

育局公益少年團荃灣區周

年頒獎典禮」中演唱。

3C 傅滌蔚、4B 程韋洛

5B 劉穎欣、5E 陳毅熙

5E 楊子健、6A 陳衍彤

6B 馮心怡、6C 方鍵恒

6E 蘇慶翹

音樂活動
消息

校風及
學生支援

親水校園運動體驗計劃

敢夢敢想	School	Tour

香港無伴奏合唱巡禮

樂施音樂馬拉松籌款音樂演奏會

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典禮表演8



訓導組本學年推行「功課之星」獎勵計劃，協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涯繁重的功課考驗，培養同學責任

感。是項獎勵計劃分第一階段（9至 12 月）及第二階段（1至 6月）進行。第二階段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中一「功課之星」獎勵計劃

班別 白金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1A /
王欣怡、林涵博、麥浩政
倪昌盛

張懿行、黃詩雅、陳華彬
成帕熹

黎芯沂

1B /

陳栢盈、肖湘湘、朱思穎

林美彤、曾思潤、甄詩慧

馮嘉洭

韓泳琪、尹沛然、黃嘉穎

梁俊熙

莊芷菲、黃卓熙、邱俊禧

鄭劭聰

1C

周詠悅、許　穎、李愷庭

林琰鈴、蘇孝恩、黃瓊盈

林元智

周詠悅、陳泳君、許　穎

林嘉兒、李愷庭、林琰鈴

蘇孝恩、黃瓊盈、林元智

陳巧晴、曾為詩、周家俊
陳嘉熙、何傑晉、麥展肇

任啟言

1D 余佳蔚、翁博瑜
許紫晴、余佳蔚、趙必信

羅子聰、唐智傑、翁博瑜

孔潔瑩、林　怡、李彥霖

楊愷霖、梁栩齊、曾俊濠

陳寶兒、林筱雅、李子穎

羅蔚琛、徐樂雯、丘欣巧

趙祉灝、蔡昕航、何育恒

梁子迪

學生會活動及福利

內容簡介 詳情

活動

班際足球比賽
學生會已於5月24號順利舉行班際足球比賽，勝出隊伍為5E。HCY老師隊對5E的比賽，

將於試後活動舉行。

學生會冷知識

問答比賽

學生會已於 5 月 29 號順利舉行冷知識問答大賽初賽。決賽將於試後活動舉行，讓同學

增長課外知識。

福利 租借服務 學生會為同學提供借用康樂用品、借用雨傘、釘裝、過膠及影印服務。

訓導消息

校風及
學生支援

經總領袖生及副總領袖生推薦及投票，選出3C	何卓恩為本年度傑出領袖生。

此外，共有約 40 位同學報名參與 2019-2020 年度領袖生遴選，已於 7 月 3 日下

午進行面試，選出下年度領袖生，參與 7月 14 日的領袖生培訓日。

本年度傑出領袖生及
2019-2020 年度領袖生遴選

中一「功課之星」白金獎獲獎學生

中一「功課之星」銅獎獲獎學生

中一「功課之星」金獎獲獎學生

中一「功課之星」銀獎獲獎學生 9



嘉許計劃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林涵博、戚梓揚、麥浩政 3B 程泳瑜、周柏傲、關家昌、陳芷瑤

1B 林美彤 3C 徐芷晴、孫梓晴、閲立峰、杜志閲

1C 林琰鈴 4C 魏珮盈

1D 翁博瑜、陳浩鳴、劉國本 4D 周卓琪、馮頌盈、鄭映藍

2A 黃諾希、郭念桐、彭尚昊 4E 林豈樂、王靜如、李倩儀

2B 蔡翠雲、劉愷瑩 5C
陳知言、俞倩婷、陳姿廷、劉嘉堯、張以琳、陳曉霖、鄭心榆、
李曉欣

輔導消息

校風及
學生支援

為使同學注意守時的重要，輔導組每年均舉行守時運動。獎勵方面，分「個

人獎」（頒予中六歷年上學均無遲到者，已頒予獲獎同學）及「全班獎」（得

獎班別可獲提名模範班選舉資格）。本學年全班獎獲獎班別為 1D、5D，兩班同

學於全學年分別只有 1人次及 2人次遲到。

另外，輔導組設「守時之星」

獎項：凡該月沒有同學遲到的班

別，均獲頒獎狀一張，以資鼓勵。

2019 年 5 月份「守時之星」獲獎

班別為：1C、1D、3C、3D、4C、

4D、5A 及 5D。

輔導組與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合辦的師兄師姐計劃已完成，嘉許禮已於5月22日在學校舉行，

獲獎同學如下：

守時運動

師兄師姐計劃

輔導組「守時之星」全班獎 1D

獎項 師兄師姐計劃獲獎同學

參與嘉許狀

（在全年活動整

體表現積極）

3A 李嘉棋、3A 葉偉浚、3A 梁家祐、3B 傅琬婷

3B 吳綽嵐、3C 張紀盈、3C 莊婷婷、3C 劉慧珊

3C 楊詩欣、3C 嚴芷琳、3C 蘇卓軒、3C 溫立峰

3D陳思穎、3D周嘉慧、3D鍾綽妍、3D江倬楹

3D蕭　遜、3D楊凱嵐、3D葉諭霖、3D翁榮俊

4B 符敦彬、4B 張佳帆、4D吳芷恩、4D陳廷軒

5C 胡蒨彤、5D何文軒、5D楊錦帆、5E 林國健

         

輔導組師兄師姐計劃嘉許禮

學校社工消息
活動 / 服務 時段 活動內容 / 詳情

「社交思考達人」

小組 II

2019 年

2 月 27 日

至 4月 10 目

學校於下學期邀請香港家庭福利會社工繼續為
6 位初中同學舉辦社交思考訓練小組，幫助同
學透過拆解社交上的規範，進一步掌握社交技
巧。是次小組已順利完成，效果理想，同學獲
益良多。

「擴翼小組」
正向心理學
藝術小組

2019 年
3月 13 日

至 5月 29 日

學校邀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到校，為 9
位中三至中四級同學舉行 8 節小組活動。小組
以表達藝術創作的形式，讓學生反思自己的思
考方式，從而抒發情緒。是次小組已順利完成，
同學均表示喜歡這種自由、輕鬆的小組體驗。

第十八屆朋輩
調解計劃嘉許禮

2019 年 7
月 6日

一眾完成訓練的朋輩調解員將出席聯校嘉許
禮，以表揚他們整年付出的努力和工作。

學校社工王信光先生

逢星期一、三駐校；賴嘉華

姑娘逢星期二、五駐校。家

長如需聯絡學校社工，可致

電	2496	6041，或於非駐校

時間致電學校社工辦公室

2419	7830。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間舉辦的活

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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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於 6月 12日

教職員發展日，準備了美味

的甜品慰勞全體教職員，作

為「家長也敬師運動」的其

中一環，聊表心意。

6 月教職員發展日家教會慰勞教職員

家長教師會欣賞大行動 2018-19 年度得獎名單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高中課程教科書展覽

升學及就業
輔導消息

校風及
學生支援

所有中三級同學必須參與，通過展

示各科高中科目的教科書，讓中三同學

進一步了解高中科目，在選科時作出明

智的抉擇。是次活動同學反應熱烈。

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辦的第二十五屆

「家長也敬師運動」已經完滿結束，得獎老師包括：

陳淑儀老師及馬思敏老師（排名不分先後）。頒獎禮

已於 5 月 20 日早會上舉行，邀得家教會主席黎玉燕

女士頒獎予各得獎老師，並由謝潤明校長代領致送給

全體教師的嘉許狀。

高中課程教科書展覽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五屆
「家長也敬師運動」

家長也敬師

6月教職員發展日家教會慰勞教職員

班別 積極參與勇於承擔 體諒與關懷 誠實有禮

1A 林涵博 鄭鈺輝 麥浩政

1B 林美彤 肖湘湘 林美彤

1C 林元智 林元智 林元智

1D 唐智傑 余佳蔚 唐智傑

2A 溫浩謙 徐家興 郭念桐

2B 李沛軒 楊志杰 顏鈞樂

2C 黃展濤 黃展濤 黃展濤

2D 李文杰 余凱怡 林景山

3A 張鈞源 林雅婷 張鈞源

3B 鄭竣謙 雷浚棋 陳銘康

3C 嚴芷琳 林東晨 鄭嘉豪

3D 周嘉慧 蕭　遜 王禮賢

班別 積極參與勇於承擔 體諒與關懷 誠實有禮

4A 陸彥瑋 謝玉芙 謝玉芙

4B 符敦彬 盧俊羽 張佳帆

4C 王紫晴 何旻諾 吳梓瑜

4D 吳嵐青 吳嵐青 吳嵐青

4E 黃		寬 黃成健 黃旨鋒

5A 張雅萍 梁凱瑜 黃靖殷

5B 關偉田 關偉田 劉穎欣

5C 饒海天 林仲儀 俞倩婷

5D 許寓安 許寓安 許寓安

5E 陳隨雲 朱永正 黃嘉耀

家校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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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表現

各級首 10 名

級別
名次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 1D 丘欣巧 2A 彭尚昊 3C 周宇宸 4D陳廷軒 5D廖偉明 6D李朗然

2 1D 翁博瑜 2B 顏鈞樂 3D翁榮俊 4B 黃樂衡 5D高煜航 6D陳曉綺

3 1C 何傑晉 2B 劉愷瑩 3D周嘉慧 4B 謝熹樂 5D袁深妍 6D張杞潼

4 1D 陳浩鳴 2A 李澤堃 3D俞俊謙 4D陳庭晉 5D楊敏詩 6D譚博文

5 1D 余佳蔚 2B 蔡翠雲 3D譚希文 4D李梓傑 5D錢凱琳 6A 陳淑麗

6 1B 林美彤 2A 劉傳鈞 3D蕭　遜 4E 李俊彥 5D李霓珊 6E 魏智樂

7 1D 劉國本 2A 郭念桐 3C 范　睿 4D葛鎔騏 5D單穎琪 6A 林慧儀

8 1D 梁栩齊 2A 梁樂遙 3C 傅滌蔚 4C 王紫晴 5E 陳隨雲 6D梁雅雪

9 1D 何育恒 2A 盧姵汝 3C 溫立峰 4D瞿羽軒 5D林梓茵 6B 劉卓奇

10 1C 林琰鈴 2A 黃淑音 3C 楊詩欣 4E 林豈樂 5D卓詠瑤 6D吳志杰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 1B 林美彤 2B 顏鈞樂 3C 周宇宸 4B 謝熹樂 5D廖偉明 6A 張翠盈

英國語文 1D陳浩鳴 2A 彭尚昊 3D鍾永麒 4D瞿羽軒 5D陳家喬 6D譚博文

數學 1D趙必信 2A 彭尚昊
3C 梁灝星
3D俞俊謙
3D翁榮俊

― ― ―

數學（核心課程） ― ― ― 4B 謝熹樂 5D高煜航 6D李朗然

通識教育 1D丘欣巧 2B 顏鈞樂 3D翁榮俊 4D陳庭晉 5D廖偉明 6A 林慧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 ― 4B 陳彥彤 5E 李晃旭 6B 劉卓奇

生物 ― ― 3C 周宇宸 4D陳廷軒 5D楊敏詩 6D譚博文

化學 ― ― 3D俞俊謙 4D陳廷軒 5D高煜航 6D陳學培

中國歷史 1D翁博瑜
2A 黃敬熙
2B 黃冠中

3C 周宇宸 4B 費昕豪 5A 潘詠欣 6A 陳淑麗

中國文學 ― ― ― 4B 費昕豪 5A 盧詠琳 6A 張翠盈

英國語文藝術 1D丘欣巧 2A 彭尚昊 3D鍾永麒 ― ― ―

生活與社會 1D丘欣巧 2A 梁樂遙 3C 周宇宸 ― ― ―

經濟 ― ― ― 4C 王紫晴 5D錢凱琳 6D陳曉綺

地理 1D丘欣巧 2A 彭尚昊 3C 范　睿 4D陳庭晉 5D楊敏詩 6D唐沅檠

歷史 1C 何傑晉 2B 顏鈞樂 3C 周宇宸 4B 羅曉浚 5D廖偉明 6E 魏智樂

數學（延伸單元 1） ― ― ― ― ― 6D王峻濤

數學（延伸單元 2） ― ― ― 4E 李俊彥 5E 嚴　廸 6E 鍾智傑

物理 ― ― 3D盧浩均 4D陳廷軒 5D高煜航 6D李朗然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4E 李俊彥 5E 黃嘉耀 6E 蘇慶翹

普通話 1D林筱雅 2B 陳懌隽 3C 傅滌蔚 ― ― ―

科學 1B 洪天唯 2A 彭尚昊 ― ― ― ―

視覺藝術 ― ― ― 4A 楊樂羚 5C 劉嘉堯 6A 何思慧

各級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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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間又一年，以社長的身份帶領雅社，是一個既沉重又光榮的任務，所幸

是最終不負眾望，成功奪得暌違多年的全年總冠軍，沒有在自己的中學生涯留下

遺憾。

回想中一時，剛好是雅社由盛轉衰的一年，我抹不掉雅社在各項比賽中折戟沉沙的記憶，雅社師兄姐們失聲

痛哭的畫面，令我感受尤深，心想：為何雅社這般勢弱呢？萬般的無奈，化作了令我前進的動力。當時尚未成熟、

過度自信得不可一世的我，滿腦子想著如何帶領雅社重奪榮耀。看似熱血，實質幼稚得很。自視過高的我，經歷

數年來慘痛的教訓後，終於明瞭：一個人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扭轉雅社的頹勢。

社際活動，並不是一個人的表演舞台。

到了中五，我迎來一個大展拳腳的機會。作為社長，我渴望的並不單單是帶領雅社封王，更希望凝聚雅社的

每一位師生，讓同學以身為「雅社人」為傲，讓所有雅社人一起發光發熱！懷著這個決心的我，希望革新雅社，

令社際活動不再是十五個社幹事的遊戲，而是屬於所有社員的信念。

「雅社精神，竭盡所能」是今年我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這句平凡不過的口號，差點就被我和雅社幹事們撤

換掉，皆因它太過普通，完全不能體現霸氣。可是，我們仔細思量，它之所以代代相傳，必定有原因。「竭盡所

能」不正是雅社代代相傳的精神嗎？雅社健兒不顧一切為社打拼，為的就是竭盡所能，不留遺憾！恍然大悟之後，

我便常以這句話激勵社員，叮囑他們無論順境逆境，都勿忘這句話。我們不是無敵，或許不會橫掃千軍，但是只

要竭盡所能就足夠，早已無關勝敗了。只要雅社精神一息尚存，雅社就能強大。

「雅社精神，竭盡所能」，一開始覺得彆扭的社員，最後雖然翻了翻白眼，但還是大聲吼出來。這時，口號

也不再只是一句口號，它已化作雅社百多位社員的共同信念。奪得冠軍不代表強大，雅社真正的強大，是在乎各

個社員啊！我的任務已經終結，但雅社要走的路還很長。希望各位社員主動參與社的活動，為社竭盡所能，不遺

餘力。世上沒有常勝將軍，我不求雅社長勝不衰，但求各位社員在雅社失意之時，仍能互相支持，不離不棄。

感謝雅社，感謝社員，是你們讓一個曾經幼稚得想獨自奮戰的男孩成長。

中二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渾渾噩噩的助理領袖生。三年後，我已成為了總領

袖生。在開學禮上，從校長手中接過閃閃生輝的襟章，扣在胸前。儀式雖然簡單，

卻代表著重大的責任。要和另外六位同伴一同帶領整個領袖生團隊，承受的壓力閲對不少。每次活動前的準備功夫，

每個星期三邊吃飯邊開會的時光，以及活動中意想不到的事情……令我在這一年間成長不少。這一年我學會了面

對壓力、分工合作和適當地分配時間。感謝 Prefect	board 在大家心力交瘁的時候互相扶持，一起跨過一個又一個

障礙，追趕一個又一個目標。

新學年，將有很多新面孔加入領袖生團隊，看著大家當初一臉閲腆，到現在獨當一面，甚至協助帶領助理領袖

生，相信領袖生們已在過程中獲益良多，也令我十分有滿足感。領袖生的工作風雨不改，有時也難免令人覺得苦

悶，可是在領袖生團隊中，每天的片刻小聚，互相分享趣事，分擔憂愁，早已令領袖生成為一個大家庭。感謝同

伴們對領袖生身份的認同，對這個團隊的付出。希望大家可以記得在這段時光的滿足和歡樂。

這四年來以不同身份為領袖生團隊付出，令我成長更多，學習更多，感悟更多。若有人問我是否後悔成為領

袖生，我必定會毫不猶疑地回答：絕無後悔！

雅社社長

5D廖偉明

總領袖生

5D袁深妍

學生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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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中三開始，便當上內閣的常務委員，直到今年，籌組 Sparkle

內閣，當中有成功亦有失敗。從協助當主席的學兄舉辦學生會的活動，

到組織及舉辦自己當主席的學生會活動，身份角色的轉變十分奇妙。

初任常委時，我並不熟悉學生會的工作，只能盡力協助主席。成為候

選外務文書後，工作變得複雜，例如：聯絡友校的候選學生會內閣，成為

聯校夥伴，合作舉辦聯校活動，甚至向不同類型的商舖爭取學生優惠。外

務文書也要經常發表自己的意見，篩選和改進閣員提出的各種建議，寫成

建議書。其實宣傳單張上的每一項活動，都經過多番修改和調節，務求令

同學滿意。雖然在那次選舉中落敗了，我卻對學生會更有熱情，並且成為

我繼續參選學生會的動力。

然而今年擔當學生會主席，又有另一番滋味在心頭。我不再是協助的

角色，而是需要領導整個學生會的工作。我發現作為一名學生領袖，需要

具備許多特質：要自信，有承擔，敢於創新等，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忘我。忘我可以指全心投入學生會之中，

更重要的是願意放下自己，用心了解學生會每一位成員的專長和性格，然後適當地分配工作。作為一頭領頭羊，

一味將工作攬在自己身上，只會拖慢整個團隊的步伐。正因如此，我在擔任學生會主席的這一年，強烈感受到誰

要作領袖，便要先捨己的道理。

在此，我想特別感謝每一位同學，同學們的支持，使每一項學生會工作變得有意義；感謝每一位幫助過我們

的老師，老師們在學生會有錯漏時的提點尤其重要。至於學生會的每一位閣員，我不一一言謝了，一切盡在心中。

學生會主席

5D楊錦帆

這是我第一次踏上北京這片土地。一切都是新的，連帶北方土地上種植的樹長出的每一葉，都顯得格外蓬勃

生氣。在真真正正用雙眼觸碰她之前，我不敢用任何美麗的詞藻去猜測她背後沉澱了三千多年的顏色。

走下飛機，陽春白雪蓋了一肩，任由春風拂過臉頰。柳樹迷亂了我的眼，一時看不清方向。我走過故宮：紅

牆磚瓦層層疊疊，日光滑過角樓，灑成一片朦朧的幻霧。白柱上雕刻著龍，揮舞著五爪，圍繞著柱身盤旋，抬眸

竟覺龍吟貼耳舔舐。

轉身遙望天壇。皇帝一身黃袍，立於頂點。他供奉著神靈、

日月，面容虔誠，天與地就在他的肩上連成一線。旗幟獵獵，

耳畔轟轟作響，直到瞳孔放大時，方曉是大夢一場。回首見烽

火台燒起狼煙，長城綿延而上，望不到盡頭。有人拿起武器匆

匆跑過，肩膀上血撞血，砸出一朵朵血花，盡情地在那石磚上

化開。一朵朵花染紅一塊塊磚，一塊塊磚抱著一堵堵垛，一堵

堵垛抗起這一條條龍。眼皮雙觸，才脫離戰火。

睫毛微顫，又是不一樣的風景。我坐在三輪車裡，曲折小道密密麻麻，

不知是哪家公子路邊抿茶一杯，也不知是哪家姑娘河邊搖扇乘涼。大道上

的景象，一絲不漏地藏在巷子深處。

抬頭只見那高台上，燈影憧憧。似是說書人的字正腔圓，又似是戲腔

的高嘆低吟。一段琴音挑起一縷青絲，黃梅跌落在毛尖裡。女子的纖纖玉

手，不知是顧影自憐，抑或回眸一笑，最後都隨著思量的心事，遮蓋進層

層疊疊的水袖中。轉軸撥弦，敲鑼打鼓，戲台上就唱罷一世繁華。

吃下最後一口涮羊肉，我們都不過是老北京城裡一個平淡無奇的人罷了。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18/19）「榜眼」（亞軍）及菁英金獎得主

3C嚴芷琳：京城一瞥（中國語文菁英北京學習團）

學生會

中國語文菁英北京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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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屆校際音樂節
1D林筱雅獲獎相片 第 71 屆校際音樂節

2D鄧浚希獲獎相片

校外比賽
及
活動獎項

校外數學比賽獎項
比賽 得獎者 獎項

2018/2019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中學）

1D趙必信、1D梁栩齊
2A 陳柏言、2B 高韜峰

初賽銀獎

第 36 屆香港數學競賽 5D高煜航 初賽三等獎

第十八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1D趙必信、1D林元岳、2B 余　晏
3C 梁灝星、3D俞俊謙、4D陳廷軒

優異獎

第廿一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3D俞俊謙、3D翁榮俊 二等獎

3C 梁灝星、3C 溫立峰 三等獎
2018/2019 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
1D趙必信、1D林元岳

三等獎
（首20名）

2018/2019 數學解題
技能展示比賽

1D林元岳 二等獎

1D	蘇子龍、1D曾俊濠 三等獎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8-2019
比賽項目 獲獎同學 獎項

分級鋼琴獨奏組 1D林筱雅、2D鄧浚希 榮譽獎狀及獲該場比賽季軍

分級鋼琴獨奏組 1B 廖祖忻、4D吳嵐青 優良獎狀

外文歌曲女聲獨唱組 5B 劉穎欣 優良獎狀

中文歌曲女聲獨唱組 5B 劉穎欣 優良獎狀

二胡獨奏組 2B 許樂欣 良好獎狀

各學習領域比賽獎項
學習領域 比賽 / 選舉名稱 獲獎同學 / 團隊 獎項 / 資格

中文教育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9

3C 嚴芷琳
初中組

「優異星」獎

4B 費昕豪
高中組

「良好」獎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18-2019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香港賽區
6C 張穎恩、6D王峻濤 優異獎

6E 魏智樂 銀獎

全國賽區 6E 魏智樂 三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2018-19）
5B 胡泓謙 少年作家獎

英文教育 18/19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1D梁子宏、4E 劉家維 傑出演員獎

科技教育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 2018

比賽藉由淺易又生活化的情境式題
型，讓參賽者運用抽象化、演算法
設計、問題拆解、模式辨識、樣式
一般化、自動化等運算思維核心能
力，自我挑戰解決問題

5B 鍾梓星、5B 施嘉怡、5C 甘卓灃、5E 陳嘉浚
5E 梁灝楠、6A 白潤軒、6E 鄒晉軒、6E 鍾智傑

6E 蘇慶翹
首 10%

4A 陸彥瑋、4A 薛文軒、4B 程韋洛、4D王智軒
4E 郭梓軒、5B 鄺晉賢、5D陳子涵、5E 陳毅熙

5E 林國健、5E 蘇仲壎、5E 王山詩
6A 盛心怡、6B 梁燊賢、6E 李寧泰

首 20%

4E 吳毓誠、5C 黃金林、5E 侯孝暉
5E 梁智傑、5E 黃嘉耀、6A 梁郁權
6E 梁熙怡、6E 彭詠珊、6E 司徒德龍

首 30%

藝術教育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主辦
「世界心臟日」

香港心臟基金繪畫比賽

本校參賽者 團體金獎

5C 陳俊言 冠軍
4A 何懿霖、4A 唐樂兒、4A 林依蓓、4A 楊樂羚

4B 陳慧琳、4C 陳怡臻、5B 許舒欣
優異獎

建築素描寫意日 2019 5C 劉嘉堯 優異獎

女童軍新界南區紀念章設計比賽
1D李彥霖、3B 吳綽嵐、3D葉諭霖

4A 楊美怡、4C 陳怡臻
優異獎

音樂教育 2018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3C 傅滌蔚、4B 陳彥詩、4B 程韋洛、4D鄭映藍
5B 劉穎欣、5C 饒海天、5E 陳毅熙、5E 張駿禮
5E 楊子健、6A 陳衍彤、6B 馮心怡、6B 許梓琰
6C 方鍵恒、6C 郭浩賢、6E 鄒晉軒、6E 蘇慶翹

銅獎

體育 全港中學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1A 翁榮達、1B 梁俊熙、1C 周家俊、1C 廖逸垚
1C 司徒梓健、1C 鄭睿熙、1D何育恒、1D顏慶東
2A 徐家興、2A 劉傳鈞、2A 劉深弦、2B 杜穎芝
2D李文杰、2D吳家華、2D王進安、2D王健楠

冠軍

全港中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新界西
季軍 15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荃灣區頒獎

典禮已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舉行。

本校校長謝潤明先生榮獲良好服務

獎，5D 李霓珊同學獲得公益少年團

荃灣區「2018 年傑出團員獎」，此

乃本團最高榮譽，獲獎學生將於暑假

期間到日本交流。

2019 年 1月 5日校友會週年大會上正式通過 2019-2021 年度校友會委員會名單如下：

本校英文辯論隊參加第 20 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

辦的辯論比賽（英中部），中六級辯論隊榮獲冠軍，中一級

及中五級辯論隊榮獲亞軍，而且每隊均有一成員獲得最佳辯

論員獎。3隊的賽程、賽果及辯論隊成員如下：

公益少年團獲獎消息

2019-2021 校友會委員會

公益少年團 2018 年傑出團員獎

第 20 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辯論比賽（英中部）佳績

中六級賽程 參賽學校 獎項 辯論隊成員

四強賽
本校對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

6A 林慧儀
6D譚博文
6E 魏智樂

總決賽
本校對
可立中學

冠軍
6D李朗然
6D譚博文
6E 魏智樂

最佳辯論員 6D譚博文

中一級賽程 參賽學校 獎項 辯論隊成員

四強賽
本校對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1B 廖祖忻

1B 陸俊康
1B 陳栢盈

總決賽
本校對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亞軍

最佳辯論員 1B 陳栢盈

中五級賽程 參賽學校 獎項 辯論隊成員

四強賽
本校對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 5E 張駿禮

5D張天晴
5B 胡泓謙

總決賽
本校對

屯門官立中學
亞軍

最佳辯論員 5B 胡泓謙

公益少年團良好服務獎 - 謝校長

最佳辯論員

得獎隊伍合照

得獎隊伍合照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比賽項目 獲獎同學 獎項

中國舞
（獨舞）

5E 王山詩 金獎兼最佳表演獎

爵士舞
（群舞）

1A 林涵博、1B 黃嘉穎、1B 甄詩慧、1D羅蔚琛、2A 盧姵汝、2B 符紫盈

2B 劉愷瑩、2B 呂婉盈、2C 張芷瑜、2C 江麗妍、2D黃敬雅、3A 王暄懿

3A 梁家祐、3B 陳靖桐、3B 傅琬婷、3D杜芊瑩、4A 陳嘉詠、5C 張莎芝、5E 王山詩

銀獎

校友
消息 職位 姓名 畢業年份 職位 姓名 畢業年份

主席 張穎琳 2003

幹事

何銳娟 2003

副主席 林芷賢 2006 何嘉洪 2005
秘書 葉壽玲 2003 余芷珮 2008
財政 魏淑玲 2003 鄺錦銓 2012

幹事 張文俠 1995 何嘉敏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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