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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定古蹟開放日及揭幕禮
英皇書院於 2011 年 12 月正式刊憲成為第一百零一號法定古蹟，全體師
生、家長及校友無不感到光榮和興奮。為慶祝這項盛事，本校分別於 12
月 3 日、10 日及 17 日連續三個星期六開放予公衆人士參觀。不少市民慕
名而至，三天共錄得近三千人次進場。本校安排了多個導賞團，由學生大
使向參觀人士介紹本校的建築特色。
古蹟紀念牌匾揭幕禮於 12 月 17 日下午舉行。為隆重其事，本校邀請到香
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及傑出校友梁振英博士為揭幕禮擔
任主禮嘉賓。參與典禮的嘉賓還包括兩位 30 年代畢業的校友甘尚武博士
和鍾香崇院士。期間他們跟學生分享了他們以往讀書的趣事，並勉勵同學
要有愛國心，珍惜學習機會，不可虛度光陰，因為時間就是金錢，但它亦
像流水般一去永不返。揭幕禮後，一眾嘉賓在學生大使的講解下欣賞學校
的建築特色，最後到禮堂參與茶聚和欣賞由口琴隊舊生和學生的精彩演
出，包括口琴三重奏 “Veloz” 及四重奏 “Harvellous”，場面溫馨感人。
二、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本校 4A 麥志鏘及 5A 余沛熙於本年度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中榮獲為「香
港島十大傑出學生」，獲獎學生於課外活動、領導才能、社會服務及才藝
上，均有傑出的表現，他們更獲贊助參加上海交流團，以加強學生對國家
的認識、拓濶視野。在這次選舉中，港島區共有六十六間中學提名學生參
加競選，本校能在參選的 120 名優秀學生中脫穎而出，並有兩位學生獲
獎，實屬不易，可喜可賀。
三、 第八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代表隊於十二月一日至十日遠赴南非德班參加第八屆「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比賽，這項奧林匹克比賽旨在推廣科學教育，加強與世界各地
科學精英的聯繫和合作，以及培育和激勵在科學方面具潛質的青少年。是
次比賽邀請了 40 個國家／地區共 252 位科學資優的中學生參加，以展示
他們在科學方面的卓越才華。本港代表隊首次獲得團體獎項──「最佳實
驗表現獎（亞軍）」。另外，六名就讀中四的香港隊員共奪得一金五銀的
佳績。而本校 4A 羅觀宇同學更是其中一員，代表香港獲得殊榮，同時獲
銀牌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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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2 明日領袖獎
6A 黃煒傑榮獲 2012 明日領袖獎(2012 Future Leaders Award) ，是項活動由傑出青年協會作及教育局
主辦，表揚學生傑出領導才能。
校務消息
一、 畢業典禮
2010-2011 年度的畢業典禮已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假學校禮堂舉行，本校邀得校友「突破」機構榮
譽總幹事蔡元雲醫生頒獎並致訓詞。蔡元雲學長以「似鷗迎風」、「效雁群飛」及「如鷹展翅」三
個妙喻來勉勵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挫折，但其實挫折是一個個嚴峻的考驗，是我們實現夢想的力
量，幫助我們做得更好。其他主禮嘉賓包括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曁英皇書院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譚
貫枝先生、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及南區)劉李美華女士、英皇書院同學會主席鄭文容醫生及英
皇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洪黃佩芳女士。各嘉賓的蒞臨，使典禮場面益見熱鬧隆重。
陳胡美好校長在校務報告中，匯報同學於去年不但在公開試中取得優異成績，課外活動方面亦有豐
碩的成果。接著由各位主禮嘉賓頒發證書和獎項予畢業生和得獎學生。畢業典禮結束後，蔡醫生撥
冗接受學生的訪問。內容主要圍繞蔡醫生的工作、奮鬥經驗和昔日校園生活點滴等，學生在交流中
獲益良多。
二、 開放日
本年度開放日已於三月九日(星期五)及十日(星期六)順利舉行。本年主題為「教育價值、提升價
值」，開放日氣氛熱閙，由本校四十多個課外活動學會分別於禮堂、課室及操場設置攤位擺放同學
展覽。
在個人方面，同學藉著參加提升個人能力、自我增值的活動，培養獨立自主和籌劃活動的能力。在
社會活動上，同學通過參與不同的團體活動，服務他人，提升合作精神；亦透過參與品德及公民教
育活動，提升公民意識。
本校於本年度被訂定為法定古蹟，來賓於開放日除可了解學生如何提升教育價值外，還可藉此機會
參觀古蹟。 此外，參觀古蹟的同時，亦可收集一些特定的蓋印，集齊一定數目的蓋印後，即可以優
惠價格換取精美紀念品。
三、 有關上學期統測及中六級模擬測試安排
為了持續地評估學生學習表現，學校於十月至十一月期間舉行一連三週的統一測驗及中六模擬測
試，各級統一測驗日期如下：
中一至中五
：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九日
中六
：十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為幫助中七學生備戰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讓他們更熟悉公開考試模式，並提升學生各科的應考能
力，學校亦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及十二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期間為中七安排
模擬測試。
另外，為了讓中六級學生備戰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使他們更能掌握公開考試模式，並鞏固學生
對各科的應考能力，學校使用考評局的「練習試卷」作為中六級之畢業試之試卷。
第2頁
英皇書院校訊 2011-2012 年度 第二期

四、 《健康校園》活動
為配合教育局呼籲學校建構校園禁毒文化，健康教育組於 11 月邀請了小童群益會為中一至中五級學
生舉辦了五次禁毒講座，並於 2011 年 11 月下旬及 12 月上旬舉辦講座。講座內容包括向學生介紹藥
物資訊、吸煙和濫藥的害處、禁毒法律知識等，並讓學生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
活動以簡報、短片、講解及討論等形式進行，使學生明白吸煙和濫藥的害處，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及協助他們抗拒毒品的誘惑。
為加強中一級學生對藥物資訊的認識，健康教育組於三月，安排同學參觀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透
過導賞、實物、圖像及視像等多媒體資料，使同學認識各類毒品，從而瞭解毒品的禍害。
為加強學生的體適能，健康教育組與體育科合辦體適能改善計劃，於上學期為學生評估「身體質量
指數」，協助需要改善的學生，並舉辦有關的體適能活動。
五、 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品德及價值教育
為幫助學生建立積極和正面的價值觀，本校於上學期舉辦了多項領袖訓練活動。本校四位中四級學
生參加了由學友社舉辨的「十大新聞選舉領袖訓練計劃」，他們在參加計劃後，於校內推行了一連
串有關新聞選舉的活動，並獲得最佳新聞標題獎和最佳新聞簡介獎。另外，二十三位中二及中三級
學生參加了由學生會舉辦的「英萃集領袖訓練計劃」，計劃內容包括工作坊、日營和暑期領袖訓練
營。而學校的課外活動組則為各學會主席舉辦了為期三天的領袖訓練日營，內容包括歷奇遊戲、完
成解難任務、分享會及反思等，讓各學會主席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和了解作為領袖的特質和要求。
此外，學校的義工组、訓導組、資優教育組及國民教育組等亦將於下學期舉辦相關的訓練活動，讓
學生能在不同的範疇上有效和有系統地發揮才能。
2.

新高中課程的實施與檢討
2.1 新高中選修科目意願問卷調查
2012 年 12 月上旬學校向中三學生進行第一次「高中選修科目意願(模擬)(1)」問卷調查，以助確
定學校開設的科組數目。第二次問卷調查亦於 2012 年 3 月上旬完成。
2.2 新高中課程檢討
新高中課程檢討將於下學期進行，以確立中六重讀及高中學生退修或加修選修科的機制。

六、 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第二次教師發展日於二月十三日舉行，上午由瑪麗醫院精神科思覺失調服務個案經理及賽馬會
思覺健康計劃香港明愛註冊社工，為老師提供思覺健康校園專業培訓工作坊，透過小組討論及經驗
分享，讓老師了解思覺失調的病徵病狀和成因、自殺風險評估及緩和技巧。然後由陳德恆校長向老
師講解教與學的新趨勢。下午則由本校老師負責講解如何實踐建構性思維於教與學。最後老師們亦
分享了教與學的成果及第十屆 《香港—新加坡交流計劃》的所見所聞。當天無論工作坊或分享會的
內容都十分豐富，讓全體老師提升了對思覺失調的認知，並讓老師對課堂教學及教與學的新趨勢作
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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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一、 提升語文能力
1. 「開開心心講普通話」、「輕輕鬆鬆講英語」
為了提升學生以普通話及英語對話的信心，本校與香港大學教務處合辦「開開心心講普通話」及
「輕輕鬆鬆講英語」課程，活動於二月中旬至四月下旬舉行，並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生的反應良
好。
2. 聯校英文口試訓練
本校中六級學生與聖嘉勒女書院學生於上學期十二月初進行聯校英文口試訓練，並於下學期二月二
十四日與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及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舉行模擬英語口試，藉此加強學生應付公開
考試的技巧及信心。
二、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活動
1. 高中學科小組導修課程
為備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於上學期繼續舉辦「高中學科小組導修課程」，為中五及中六學生
鞏固所學及教授公開試答題技巧。
本校專誠邀請剛畢業數年的校友協助，連同校內老師和教學助理，為同學進行不同科目的「學科小
組導修課」，並於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19 日課後時間於校內舉行。2011-12 年上學期開設之導修課包
括中文、英文、通識、物理、化學、生物、經濟，共 7 個科目。
學生在導修課的學習態度良好，部份同學更不時主動向校友提問有關學科上所遇到的疑難。另外，
中四級的家長及學生亦希望學校能為他們開設「高中學科小組導修課程」，故此下學期的「導修
課」將開設中四級課程，讓同學能在修讀高中課程初期已能鞏固學科知識及提升答題技巧。
2.

數學科 - 奧林匹克數學班
本校為培訓數學能力較強的學生，每逢週三放學後舉辦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讓學生有機會探
索更深層次的數學領域，藉此激發學生於數學方面的潛能，挑戰自我、發揮所長。

3.

通識教育
3.1「探知達人」計劃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及其他學習經歷，香港教育城連同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推出
「探知達人」計劃，鼓勵同學積極自發地探索新知識。本校 5D 班林栢謙同學及吳昕正同學參
加了上述計劃，活動期間同學透過多元化活動，了解大自然與保育概念，並就不同議題製作
《探知電子報》。該計劃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間舉行，同學能從活動當中學習多角
度思考，加強社會時事觸覺。
3.2「自然災害與兒童」講座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到校舉辦了一場學生講座，題目為「自然災害與兒
童」，講座對象為中六、中七同學。講者指出世界上自然災害的數目在過去 10 年來持續增加，
它使愈來愈多人受到影響，特別是兒童與婦女。人們因天災而受到經濟、社會及環境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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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阻礙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該講座使同學明白自然災害影響着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特別是社
會上最脆弱的一群。該講座有助加深同學對世界及弱勢社群的理解。
3.3「如何改進學生議題分析及答題技巧」講座
為提升同學在新高中通識教育文憑試的應試能力，本校邀請了曹錫光博士到校舉行通識講座，
題目為「如何改進學生議題分析及答題技巧」，對象為中五及中六同學。曹博士在講座中為同
學分析各類考試題型，並教導同學不同的思考方法及答題技巧，使在座同學獲益良多。
3.4 英皇班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2012
中二及中三級學生於 201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參加由 Quiz Contests、通識學會及品德及公
民教育組合辦之「英皇班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2012」活動。而中一級學生亦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星期三)出席了此項問答比賽活動。
本年度的時事常識問答比賽以班際形式舉行，每班派出 3 名代表出賽。比賽分為必答、搶答及
終極決戰三個環節。同學在當天的反應十分熱烈，尤其是「終極決戰」環節，台上的班代表均
全力以赴，望能勇奪「班際問答比賽金獎」殊榮，可見同學對自己班級的歸屬感甚強。是次問
答比賽的時事常識題目包羅萬有，但一眾參賽者毫無懼怕，逐題擊破。
在一輪緊張的必答及搶答還節後，最終 3E 班成功奪得中二至中三級的問答比賽金獎，而 1B 班
則奪得中一級的問答比賽金獎。學校期望透過是次問答比賽，能讓同學更多留意時事，且能使
各班更為團結。
3.5 中學生模擬普選特首 2012
本校學生於 201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參與由通識教育學會主辦之「中學生模擬普選特首
2012」活動。由於 2011 及 2012 年為香港特區的選舉年，而特首選舉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舉
行，為了讓英皇學生更了解香港社會政治現況，通識學會於本年度舉辦了「模擬普選特首」活
動，讓學生在選舉中嘗試履行公民責任，從幾位特首候選人中揀選自己心儀的一位。
3.6 英皇通識講場
林輝先生 — 香港青年人的社會政治參與
中三至中五級學生於 2011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出席「英皇通識講場：林輝先生—香港年
青人的社會政治參與」，對談活動。林輝先生自大學時代已積極參與本地社會運動。近年，他
亦在各大電子傳媒亮相擔任節目主持，論述社會政治參與。故此，通識教育學會特別邀請他接
受張逸峰老師的現場訪問，讓同學對香港年青人的社會政治參與有更深入的了解。
陳方安生女士—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
中六級學生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出席「英皇通識講場: 陳方安生女士」對談活動。陳方
安生女士於港英殖民地時代已加入政府工作，於香港回歸後出任第一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女士在 2001 年提早退休後，仍積極關心本地社會和政治事務。故此，通識教育學會特別邀請她
進行主題演講，並接受張逸峰老師及兩位學生代表(6D 曾浩軒及 6A 李忠浩)的現場訪問，讓同
學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陳方安生女士在對談中大談自己對回歸前後香港政府管治問題的看法，並說明她對公務員政治
中立、本地落實雙普選「路線圖」的意見。學生在當天積極向陳方安生女士提問，進一步了解
她在退休後仍不斷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背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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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優教育
本校獲得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邀請，提名校內在人文學科、領導才能、數學或科學方面具傑出表現或
極高潛能的學生加入學院，讓學生得到進一步的培育，潛能得以發展。本校今年共有 10 位學生成功
通過相關甄選活動，被納為學院的資優學員。名單如下：
人文學科
1C 陳彥彰 4D 李俊彥
4D 阮俊皓
科學
4A 劉政禧
4A 吳卓謙
5D 張景耀
數學
3A 應祥
2A 顏志鵬
2B 馮煌宇
領導才能
5A 李嘉皓
5
學生發展日
為讓學生有更多「其他學習經歷」，達至全人發展，本校於本學年度特別為學生舉辦了學生發展
日，並安排各級別的學生參加不同的參觀及考察活動。中三及中四級、中一及中二級的學生發展日
分別於 2011 年 12 月 21 日及 2012 年 1 月 17 日舉行。
各級活動詳情如下：
中三級
日期
班別
活動(上午)
活動(下午)
3A
2011 年 12 月
甘逎迪紅十字會中心探訪
21 日
3B
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探訪
3C
大潭水務古蹟導賞團
俳優劇場 「賭博價值、自我反思」
3D
東華三院樂群地區支援中心
聖誕聯歡活動
3E
〈五.拾.米〉-貧與富互動劇場

中四級
日期
2011 年 12 月
21 日
中一級
日期
2012 年 1 月 17
日
中二級
日期
2012 年 1 月
17 日

班別
中四各班

班別
1A、1B
1C、1D

班別
2A、2B、
2C、2D
2E

活動
萬宜領袖訓練營

活動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東涌綠機田導賞團
世界自然基金會濕地解構之旅

活動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文化漁村生趣之旅
香港漁民文化與海洋及地質資源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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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英皇書院同學會、學生會消息
一、 家教會
1. 敬師活動
家教會和學生會合辦之敬師活動已於 2011 年 11 月 28 日的早會時段順利進行。
家教會負責製作曲奇餅，學生會則負責製作心意卡及手摺星星，以向校長及老師表達心意。當天，
除了學生會代表向校長及教師們致謝辭，以表達他們對於師長那種敬業樂業和循循善誘的敬意外，
主席洪黃佩芳女士也代表家長教師會致辭，感謝校長和老師們對莘莘學子的付出和努力，像園丁般
呵護幼苗茁壯成長。
2. 周年聚餐
家長教師會之周年聚餐已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圓滿結束。當晚場面非常熱鬧，家長踴躍支持。當晚
節目非常豐富，有遊戲、抽獎及音樂表演等，大家在享用美食之餘，亦能趁此良機，與各老師聯誼
歡聚及溝通。
此外，本校學生參加了營商體驗計劃，並成立 JA Company 。學生在聚餐上向各位家長、學生和老
師推廣他們親自設計的產品—日程簿、拉鍊袋和麻布手挽袋，讓他們從中吸收營商經驗和推廣策
略，該推廣計劃亦得到不少家長和師生的支持及讚賞。
3. 新春旅行及國內交流團
家長教師會 2012 新春旅行已於 2012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舉行，約有 230-240 位師生、家長和親友
報名參加，反應熱烈，大家度過了一個愉快而有意義的新春旅行日。
家教會之中一至中三國內交流團將於 2012 年 6 月 30 至 7 月 2 日舉行(為期 3 天)。家教會委員現正進
行籌備工作，屆時盼望各位學生和家長能踴躍報名參加。
二、 英皇書院同學會
英皇書院同學會周年晚宴於 2 月 18 日舉行，當日濟濟一堂，來自不同年代的同學，聚首暢談當年往
事。這次晚宴同時邀請了來自不同年代曾在英皇書院任教的老師參加，場面溫馨感人。
英皇書院同學會前任會長林超英學長於 3 月 19 日放學後，與一班熱心參加社會活動的同學及學生會
代表，在學校花園進行小聚，其他同學透過廣播系統，即時收聽他們的對話，並加入討論，發表意
見。林學長妙語連珠，從環保到生態環境，從校園生活到特首選舉，從家常瑣事至人生大道，無所
不談。林學長亦勸勉同學在學業工作方面要”勤”，做人處事則以誠信為重。他寄語同學應”自信”而
非”自卑”、”自謙”。是次小聚氣氛融合，同學獲益良多，在做人處事、讀書策略等方面，得到很大
啟發。
三、 學生會
學生會於 10 月下旬籌劃舉辦第一個大型活動—萬聖節鬼屋，為了增加萬聖節的氣氛，學生會將學校
的多用途室佈置成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屋，學生熱烈參與，鬼屋活動在一片歡樂和尖叫聲中結束。
學生會於 12 月 23 日聯同九龍華仁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及瑪利諾修院學校舉
辦聯校聖誕舞會，當天約有 500 位同學參加，場面熱鬧。
另外，學生會的福利附屬委員會更於午飯及放學時間在學生會辦事處當值，同學可以購買文具、社
章、校簿及小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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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和溝通技巧，學生會亦為同學舉辦了一連串活動。例如學生會為要參加公
開考試的同學舉辦了「聯校口試訓練」，並於 11 月聯同國民教育組舉辦「午間論壇」，就香港特首
選舉進行討論，席上同學積極發言，老師亦給予寶貴意見，為論壇生色不少。
2 月 28 日為中六及七級學生的最後上課日。學生會於禮堂為畢業班同學舉行了歡送會。陳胡美好校
長在會上向同學作出訓勉，希望他們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目標，反思求進。英皇書院同學會主席鄭
文容醫生亦撥冗出席，鼓勵畢業同學努力在公開考試中爭取優異成績回饋母校。學生會主席劉曉峯
同學及副主席陳家樂同學為中六及中七同學送上祝福及鼓勵。各畢業班代表同學與與會者分享校園
生活的種種難忘回憶，並感激校長及老師的教誨。
學生會現正努力籌備下學年將會舉辦的幾項大型活動，包括復活節的慶祝活動、「終極一班」競技
活動及「英皇節」。「終極一班」讓全校學生以不同的運動比拼，當中包括籃球、閃避球等；而
「英皇節」則有「美男廚房」、「師生足球賽」等比賽，希望「英皇仔」能享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
活。
各組消息
一、 輔導組
本組於本學年十一月至三月期間為各級安排了不同的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協助學生以正面的態度面
對學業及生活的困難，向學生灌輸積極的人生觀。
時間
對象
活動名稱
目的及成效
2011 年 11 月
中四及中
【從心出發】朋輩輔導 透過多元化活動，讓朋輩輔導員認識自
五級
訓練營 (兩日一夜)
我、學習朋輩輔導技巧及掌握小組工作技
巧，並學會如何【從心出發】去擔任朋輩
輔導員的工作和如何與中一同學交談。
2011 年 11 月
中六及中
學制轉變壓力管理工作 讓中六及中七應屆公開考試學生了解自己
七級
坊
壓力的來源及學習用正面態度面對及舒緩
壓力。
2011 年 11 月至 中六級
中六同學支援小組
每位中六級學生與轉導老師聚會，輔導老
12 月
師了解及評估同學壓力及情緒狀況，有需
要時將個別跟進同學的狀況。
2011 年 12 月
中一級
中一聖誕聯歡分享會
透過參與不同的遊戲及觀看有關網絡欺凌
的短片，讓朋輩輔導員與中一同學分享普
天同慶的節日氣氛及認識何謂網絡欺凌。
在聯歡會中，中四及中五級的朋輩輔導員
皆認真籌辦有關的活動，中一的同學反應
熱烈。
2011 年 12 月

中一級

2012 年 2 月

各級學生

無花仔自尊感工作坊及
兩日一夜宿營計劃
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加強中一級學生自我認識，克服困難及面
對逆景的技巧。
為推動共融教育，讓同學體驗和了解視礙
人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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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1. 中六家長資訊日
為協助首屆新高中學制的同學及家長了解更多有關升學及擇業的資訊，升學及擇業輔導主任黃嘉慧
老師於 2011 年 11 月 5 日舉行的「中六家長資訊日」中詳細講解大學聯招及多元化出路，並邀請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的代表講解大學入學資訊。
2. 新高中資訊網
本組特別在學校網站內建立「新高中資訊網」，讓同學及家長掌握最新的升學及擇業資訊。網址：
http://www.kings.edu.hk/pages/nssinfo.htm。
3. 聯招選科交流分享會
本組於 2011 年 11 月 9 日及 11 日邀請正在大學就讀的校友與同學進行「聯招選科交流分享」活動，
讓同學對各大學科目(如醫科、中醫、藥劑、護理、法律、工商管理、精算)有更具體的認識。
4. 聯招面試工作坊
本組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多次「聯招面試工作坊」，為中六及中七級學生提供模擬面試的機
會。
5. 香港事業興趣測驗
八十三位中六級同學於 11 月 22 日出席本組舉辦的「香港事業興趣測驗」工作坊。此測驗是由香港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教授授權使用的職業性向評估工具，有效及準確地為參與者評估職業
性向，為探索升學及職業路向提供基礎資訊。每位參與者完成網上評估後，可得到一份個別評估報
告，分析其事業興趣結果。
6. 中三家長會
升學及擇業輔導主任黃嘉慧老師於 12 月 1 日的「中三家長會」中，向家長講解新學制下學生的多元
化出路及高中選科與大學選科的關係。
7. 「了解高中課程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及科目選擇」講座
本組於 12 月 1 日為中三學生舉行「了解高中課程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及科目選擇」講座。內容包括介
紹數學科的兩個延伸單元及組合科學，講解選科時應考慮的因素及大學收生的要求，令學生對新高
中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8. 職業博覽 2011-12
本組安排約 80 位中四級的同學出席由何東中學與港京扶輪社於 2011 年 12 月 14 日舉辦的「職業
博覽 2011-12」。是次博覽的主題為「拓闊視野迎接挑戰」。主禮嘉賓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先生與同
學分享他如何由學警步上處長的青雲路。同學亦因應自己的職業興趣參加不同的行業講座(包括心理
學、傳媒、旅遊、市場推廣、公關、工程、法律、紀律部隊、金融、醫護、設計等共十七個行業)，
聽取心儀行業的資深從業員分享經驗，了解入行途徑及條件，為未來投身社會工作作好準備。
9. Working Reality
本校成功為本年度 (2011‐ 2012) 全級中五學生申請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就業網絡主辦，由李嘉
誠基金會香港仁愛香港計劃贊助的「Working Reality」活動。「Working Reality」 是一個「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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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學習經驗」活動。「與工作相關的學習經驗」強調學生要了解工作世界的元素，好讓他們早
些知道各種職業的要求，及早裝備自己。有見及此，本活動嘗試在校內模擬真實工作世界，使學生
近距離察看並體驗工作生活。此活動的特色是把現實的工作世界呈現在活動中，讓同學親身感受，
不再紙上談兵。同學們於活動中經歷招聘過程、產品設計、宣傳策略、銷售方法、客戶要求等等，
以多角度體驗工作世界的現況，把書本的知識具體應用出來。
10.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二十位中五學生參加為期十八個星期的青年發展課程—「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參加計劃的學生在
義務商界義工的指導下自組公司，並於真實市場中運作。學生需遴選管理層、撰寫營商計劃書、籌
集資金、生產及銷售產品或服務、保存業務記錄、舉行股東大會，以及在課程完結時進行清盤。本
計劃的主要活動之一為「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展銷會，讓所有學生成立的公司自設攤位，把構思的
商業策略付諸實行，藉此學習實際的市場知識和銷售技巧，向公眾推銷他們精心設計的商品。
11. 「工作影子」計劃
本組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的「工作影子」計劃已於 2012 年 1 月 30 日正式展開。本計劃讓 79 位中
五學生有機會於農曆年假、復活節假期及其他學校假期親身走進校友任職的機構，在半個至兩個工
作天裡成為機構員工的「影子」，體驗工作社會的實況，讓學生了解學校裡所學的知識及技能如何
運用於工作上，亦能讓學生認識不同的職業選擇及訂立自己的事業發展方向。
12. 「求職技巧」工作坊
本組於 2 月 9 日為中七學生舉辦「求職技巧」工作坊，藉以加強學生求職技巧及提升學生的就業竸
爭力。工作坊內容包括撰寫求職信、履歷表、面試技巧及專業形象等。
13. 應用學習課程 (2012-2014)
於二月至三月期間，升學及擇業輔導組安排有興趣報讀應用學習課程的中四同學，參加教育局及各
課程提供機構所安排的「應用學習導引課程」，讓學生初步體驗相關的學習活動。
14. 升學講座及工作坊
本組於聯課活動課節內安排專題講座及工作坊，以助學生接觸最新的升學資訊及計劃升學出路。
日期
對象
主題
11 月 24 日 中六及中七 香港大學理學院入學講座
12 月 1 日
中六及中七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入學講座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入學講座
12 月 7 日
中三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 I
目的: 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及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為下學期選科作好
準備。
中四及中五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 ─ 與職業有關經驗」：生涯地圖 I
目的: 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學業興趣、能力及事業目標。
12 月 14 日 中一
認識自我：興趣評估及自我能力的診斷
目的：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興職業的關係，評價自我的能力、
興趣及職業的評估反省、確立自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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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
2 月 15 日

2 月 23 日
3月7日
3 月 14 日

中六及中七 聯招號外及多元出路講座
目的：幫助學生掌握最新的升學資訊及聯招改選攻略。
中三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 II
目的: 幫助學生檢視他們的學業成就和學習能力及發掘與自己的職業
興趣相近之科目，為稍後選科作好準備。
中六
介紹青年就業起點及解構暑期工陷阱
中一
升學及就業常識大測試
中二
認識工作世界：各行各業知多點
目的：幫助學生了解職場資訊及在各行業中的互通技能和訓練。

三、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一直致力舉辦不同活動，以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灌輸正確的公民意識，建立
學生公民身分的認同。本組在 10 月至 3 月期間舉辦了以下的活動：
1. 「JA 個人領袖」工作坊
本組於 10 月 22 日參與了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主辦的「JA 個人領袖」工作坊。二十名中四級學生
參加了當天的工作坊，在不同義工分組帶領下完成各種任務及荒島求生活動。工作坊以訓練學生成
為個人領袖為主要目標，而每位參加者於活動中亦能為自己的將來定下目標，鼓勵同學為達成目標
而努力奮鬥，同時亦令同學發展領導能力。
2. 第二十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本組亦於 10 月至 11 月期間參加了由學友社主辦的「第二十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同學參
加了於 10 月舉行的工作坊，在資深新聞工作者及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家文博士
帶領下，了解各項籌備校內新聞選舉的工作，學習撰寫新聞標題及簡介。同學其後在校內舉辦新聞
選舉，挑選 30 個候選新聞標題並撰寫新聞簡介，選出本校學生最感興趣的十大新聞。除此以外，同
學也參加了「『造』新聞、『專題特寫比賽』」，以他們感興趣的時事為題，撰寫一篇新聞特寫，
本校榮獲最佳新聞標題獎及最佳新聞簡介獎。
3. 2011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本組在 12 月參加了由香港文匯報與九龍總商會聯合舉辦的「2011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比
賽。透過參加評選，鼓勵學生加強緊貼香港時事，他們對香港政府施政的關注，同時引起他們對時
事與政治的參與的興趣。在這活動中，本校一乙班的馮兆瑜同學榮獲三等獎。
4. 名人座談會系列（七）「我的升呢之路－『咕喱』做老闆」
本組繼在 9 月參加「名人座談會」系列（三）「破蹩策馬 馳騁人生」後，再次參加由青年事務委員
會與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合辦的「名人座談會」系列。當天鍾志平先生與學生以輕鬆的對話形式分
享他對時下年青人靠所謂獅子山下的拼搏、進取、創新精神創業的看法與他的奮鬥故事，鼓勵同學
為未來的機會和挑戰作好準備，培養正面積極的價值觀，以毅力、創新思維去迎接各項挑戰，同時
擴闊青少年的視野，啟發他們反思自省。
5. 電影《從天國來的信》欣賞
本組於 12 月參加了由香港影藝聯盟製作及舉辦的德育影片放映活動，而這次放映的電影《從天國來
的信》以「關心他人、珍愛生命」為主題，主辦機構希望透過這套電影從而幫助同學樹立正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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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價值觀和應有的處世態度，宣揚生命價值。通過欣賞這齣電影，學生都能建立尊重、負責、關愛
等價值觀，培養對抗逆境的能力和堅毅地追求人生目標。
6. 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 2011－2012
本組參加了由香港海洋公園學院與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合作舉辦的「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
2011－2012」，在 2 月至 7 月期間培育年幼馬蹄蟹，讓馬蹄蟹能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最後放歸大
自然棲息地。在這個計劃中，同學可以透過親身培育馬蹄蟹，學習及瞭解馬蹄蟹的生活狀況及行
為，提升他們及公眾對於馬蹄蟹保育的認識。在為期六個月的計劃期間，同學需要學習照料馬蹄蟹
的技巧及認識馬蹄蟹，從而加深他們對環境保育以及動物物種保育的了解。通過是次計劃，學生能
對環境保育有更多認識，向大眾宣揚環保意識。
7.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為鼓勵學生從傑出名人學習，本組在去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舉辦了班際壁報設計比賽，題目為「和中
外傑出人物面對面 」。經過遴選，本組選出了初中組和高中組的傑出作品，得獎班別名單如下：
初中組
高中組
中三至中四
中五至中七

冠軍
1C

亞軍
1B

季軍
2B

4A
7A、5A

4D
6B

4B
/

8. 名人雋語書籤設計比賽
為了提升學生的修養及言行，本組於上學期舉辦書籤設計比賽，以名人雋語為設計基本，讓學生發
揮創意思維，欣賞名人雋語及從中借鑑，培養良好品德。經過遴選，本組從初中組及高中組中分別
選出了傑出作品，並選出冠、亞、季及優異獎得主，得獎學生得到精美獎品乙份。得獎學生名單如
下：
初中組
高中組

冠軍
3A 楊天平
4A 劉啟軒

亞軍
1C 黃俊羲
5D 張奕麒

季軍
2A 孫顥澤
3A 林卓龍
4C 陳諾行

優異獎
3A 吳宣羲
／

四、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的四十三個屬會於十二月至二月共舉辦了一百二十三項活動，當中大部分活動在放學後
及星期六於校內舉行；亦有部分學會舉行戶外活動。如遠足學會在十二月十日（星期六）舉行石澳
龍脊遠足活動，當天亦是學校的「古蹟導賞遊」開放日，由於部分遠足學會的會員亦是導賞團的成
員，故此遠足活動提早於早上七時三十五分開始，約在下午一時前在小西灣解散。負責古蹟導賞遊
的同學及時回校服務。
五、 國民教育組
1. 「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本校於去年十月推薦了 5A 班卓云希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
程」；卓同學已於 2011 年 12 月 20 至 26 日前往北京完成該課程。卓同學也應邀出席於 2 月 25 日由
教育局主辦之成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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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升旗禮
本校每月進行升旗禮，典禮中除升旗外，國民教育組亦邀請學生上台進行「國旗下講話」，藉此訓
練同學面對大眾演講的技巧，從而建立自信，豐富校園生活之體驗。
本校之升旗隊隊員名單如下：
升旗禮活動
日期
司儀(國民教育大使)
講者(國旗下講話)
題目
6C 廬俊偉(分享)
「情繫中國‧服務雲
2011 年 9 月
5A 卓云希
4A 陳子謙(分享)
南」分享
3A 張殷誠(提問)
2011 香港青少年
2011 年 10 月
5D 黃兆亨
4D 方爾海
軍事夏令營分享
2011 年 12 月
4D 嘉柏權/5D 翁奕浩
2C 梁臻劭
自律
2012 年 2 月
4A 卓峻樑
莊健生老師
青年在國民性的定位
3. 「北京傳統邊防歷史與國防科技發展之旅」
為了讓學生走出課室，通過學習經歷與學校的課程結合，深入了解國情以開拓視野。本校推薦了兩
組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之「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劃—「北京傳統邊
防歷史與國防科技發展之旅」。但由於申請學校眾多，遠遠超出名額上限，根據抽籤結果，本校推
薦之第一組學生被錄取。該組將於 2012 年 4 月 27 至 5 月 1 日(共 5 天)參加交流計劃。參加交流計劃
之師生名單如下：
班別
4B
4B
4B
4B
4C
4C
4D
4D
4E
4E
領隊導師

姓名
蘇約臨
鄔卓然
胡家桓
葉峻碩
王凱傑
袁樂軒
陳俊榮
余嘉朗
劉錦威
田浩禾
榮聰老師

班號
19
25
26
28
28
32
3
39
10
26

六、 社會服務
本校共二十多位學生參加由香港政策研究基金主辦的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1 —「小行動．大改變」
社區關懷計劃，並榮獲大會頒發最優秀計劃（亞軍）及最有創意獎（冠軍）。獲獎學生於 2011 年
11 月 26 日出席於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之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1，並參與了「與 80 後及 90 後對
談—我們的年青新一代？」與香港商業電台策劃總監黃永先生進行分享活動。此外，同學們分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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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明報》、《南華早報 Young Post》及無線電視《新聞透視》專訪。在開放日期間，他們公開
發售了自家製作的創意產品：士多背後 – The Unspoken，廣受歡迎，成功出售過百件產品。
另外，兩位中四級學生於去年七月至二零一二年二月參加了由中西區青年活動委員會，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及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合辦的《綻放能量》中西區聯校領袖義工訓練暨社區服務計劃。而
他們所屬的組別 Sky Wave 天浪更奪得此項計劃的冠軍。
本校義工團於十月參加了《香港人 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他們製作了一批毛巾兔，並於 12 月的
學生發展日中，由同學分別派送到甘逎迪紅十字會中心及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另外，本校義工團
在 11 月及 12 月分別參與了 RoadShow 路訊通行義之旅、一路心連心、維港嘉年華暨愛護維港行，
明愛賣物會(香港區)的活動、啟勵扶青會《「發動青年力量」二十週年慶典》遊戲攤位籌款活動及宣
道會 3.12 全港賣旗日。
義工團於 1 月參與了薪火行動賣旗日及於 2 月聯同公民及品德教育組為第 18 屆廣東省偏遠地區育苗
助學計劃舉行籌款活動，共籌得港幣 2,510 元。
獲獎紀錄
本校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3 月期間，於校外多項比賽中獲取以下佳績：
一、 學業成就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4A 麥志鏘 (初中組) 香港島十大傑出學生
2011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
香港島校長聯會、港島區
5A 余沛熙 (高中組)
舉
四區校長聯會、四區區議
會及香港青年會合辦
4A 陳帝羲
最優秀計劃（亞軍）
「小行動•大改變」社會關 社企民間高峰會
4A 鄭偉權
最有創意獎（冠軍）
懷計劃
4A 卓峻樑
4A 洪貽燊
4D 李顯朗
4D 蘇凱燊
4D 徐煒峰
4D 李澤邦
4D 馮樂軒
4E 陳穎健
5B 劉科言
5A 雷逸文
Special Mention Prize
Amazing Science-X
DSO National
5D 袁健康
Challenge 2011
Laboratories, National
7D 衛晉穅
University of
7D 陳浩華
Singapore and Science
Centre Singapore
4A 羅觀宇
Class Excellence 澳洲化學測試 2011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及香港
4D 方爾海
100%
數理學會(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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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陳帝羲
4D 蔡景峰
4D 馮建曜
4D 馮樂軒
5A 卓云希
5A 張晉軒 (2010)
5A 何冠彥
5A 林卓龍
5A 劉燿樑
5A 雷逸文
5A 黃寶珩
5A 黃尉銘
5A 葉本豐
5A 余沛熙
5D 許文烽
5D 盧家豪
5D 吳天峯
6A 鄭啟賢
6A 李忠浩
6A 李浚昇
6A 陸廸威
6A 黃煒傑
6A 邱子謙
7C 鍾觀
5C 鄭宇彤
5C 黎淦堃
5C 梁嘉進
5E 陳其聰
5E 趙浩洋
5E 劉懿
1A 張健鋒
1A 嚴文澤
1D 曾俊銘
4B 李晉寧

High Distinction

澳洲化學測試 2011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及香港
數理學會(化學科)

冠軍

「moWay robot 全接觸」機
械人設計比賽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推
廣使用資訊科技委員會、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互聯
網專業協會、通善數碼教
學坊及香港機械人網聯合
主辦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4A 卓峻樑
4A 何昱霆
4A 孔紹岐
4A 梁俊荣

亞軍

季軍

亞軍

2011 第六屆「創協盃」再
探月球比賽

冠軍

「環保意念，由你展現」
全港中小學繪畫及攝影比
賽
「Governance X-Workshop
管治研究計劃 2011」

匯展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圓思顧問有限公司主辦、
Roundtable Community 協
辦
第 15 頁

英皇書院校訊 2011-2012 年度 第二期

4A 吳子謙
4A 徐朗峰
4A 葉明翰
4A 劉錦威
英皇書院

2E 王顥霖

亞軍

「Governance X-Workshop
管治研究計劃 2011」

圓思顧問有限公司主辦、
Roundtable Community 協
辦

「最積極參與學校」
及「累積分數最高分
學校」
「最佳成績學生」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第二、
三回合

明報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第三回
合

明報

二、

運動方面
學生姓名
2A 吳鏡笙

季軍

3D 賴柏坤

殿軍

4C 盧梓軒

亞軍

獎項

活動項目
中學校際劍擊比賽(個人
賽)男子重劍比賽丙組

主辦機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游泳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 男子乙組五十米
蝶泳
中學校際游泳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 男子乙組一百米
背泳

三、

視覺藝術
學生姓名
4A 劉啟軒

冠軍

2A 許權堯

標語創作組別優異奬

獎項

活動項目
中西區國際康復日
2011「傷健手牽手」
繪畫設計比賽
防火安全海報及標語創作
比賽

主辦機構
明愛康復服務

中西區防火委員會

四、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訓練，並經常鼓勵同學參加校外比賽，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圓滿結束。本校學生獲獎名單如下：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2A 張漢清
冠軍
中學二年級粵語散文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朗誦)
3D 馮偉賢
冠軍
中學三年級粵語詩詞獨誦
4D 李依達
亞軍
中學四年級粵語詩詞獨誦
1B 溫凱樂
季軍
中學一年級粵語散文獨誦
2B 曾俊鋒
季軍
中學二年級粵語散文獨誦
4B 馬瑋鍵
季軍
中學四年級粵語散文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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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劉以正
2A 張漢清
2D 林嘉兆
1C 高俊逸
3A 黎天逸
2C 梁臻劭
3A 吳宣羲
4A 鄧然生
2A 張漢清、馮冠峰
7C 李頌揚
5C 劉亦浚
4D 陳頌暉
4B 陳卓誠
4A 劉啟軒
4D 余嘉朗
3A 譚嘉堯

季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中學四年級粵語詩詞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學三、四年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學三、四年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學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二人朗誦
個人公開演講
個人公開演講
個人公開演講
個人詩詞朗誦
個人詩詞朗誦
個人詩詞朗誦
個人詩詞朗誦

畢業生傑出成就
學生姓名
獎項* (大專院校未有提供中文譯名)
LUI Man Hin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Scharships 2011/1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英文朗誦)

五、

YU Chung Him
YU Yat Tin, Sunny

CHAN Kam Ho
CHAN Wai Lok

CHAN Yim Pan

CHAN Ying Yeung
LEE Ka Ming

LEUNG Chun Ho

Dean’s Honours List 2010-11
—Cheung Chuk Shan Scholarship
—Chow Tai Fook Cheng Yu Tung Full-hostel Fee
Scholarship
President’s Honour Roll
Bach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
Dean’s List
President’s Honour Roll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
Dean’s List
President’s Honour Roll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in Chemistry
Dean’s List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Physics
Dean’s List
Bachelor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Biomedical Science
Dean’s List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s.)

主辦機構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Council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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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munication
WONG Chun Lok

First Class Honours
President’s Honour Roll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Accounting Major
YUNG Wing Yin
Dean’s List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Chemistry
LIU Cheuk Hin
Dean’s List
Associate Degree of Psychology
LAI Hei Wei
President’s Honour Roll
Associate Degree of Marketing
MA Tak Yan
President’s Honour Roll
Associate Degree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
LUI Man Hin
Class Excellence - 100%
LAM Joshua Wai Hon High Distinction
LO Chun Tung
CHIANG Man Fung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及香港數
理學會(化學科) 澳洲化學
測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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