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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周年校慶晚宴 

由英皇書院同學會聯同英皇書院籌備多時的九十周年校慶晚宴在眾多舊生及其

他嘉賓見證下，於一月二日(星期六) 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大禮堂隆重舉行。開

場前眾賓客進入佈置成母校一樣的會展大堂，大家舉杯暢談，歡笑聲此起彼落。

為慶賀母校建校九十周年，來自不同年份畢業的學長難得聚首一堂，大家都把握

機會，各自尋找當年的老朋友及老師細數當年情及拍照留念，當中最年長的李福

基學長已達九十五歲高齡了！横跨不同年代的英皇舊生更一起前來見証這特別

的時刻。同學會動員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共同締造歷史的一刻。他們對母校的感

情沒有因時間而褪色，反而一直沉澱在各人心底，藉著當晚的機會再次綻放出來。
 
晚宴開始時，宴會廳大門徐徐開啟。在梁乃鹏學長一聲令下，全場近一百圍的嘉

賓全體肅立。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校長和同學會主席步上紅地毯進入

會場。這一刻揭開了晚宴的序幕。是晚的節目非常緊湊，一眾舊生和學生在各項

表演項目中，皆傾盡全力。為了答謝母校的多年悉心栽培，舊生和學生同台傾力

演出，展現了英皇書院薪火相傳的優良傳统。梁振英先生更在台上娓娓道出自己

在英皇書院的成長歷程，幾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彷如昨天，言語間滿溢着對母校感

激的情懷。其中一個環節還包括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教育基金正式轉移至英皇書

院教育基金有限公司。這反映了家長、舊生及學校彼此信任和合作無間的精神。
 
台下熱鬧氣氛整晚沒有停止過，校長不停穿梭於各枱之間，答謝各人對母校的支

持和鼓勵。晚宴在晚上十一時正式結束了。在曲終人散之際，眾人都期待著十年

後當英皇書院一百周年時，大家又聚首一堂，再次見証這光輝一刻。 
 
（二）九十周年校慶頒獎典禮 

英皇書院九十周年校慶頒獎典禮已於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隆重舉行，校方邀

請了本校校友、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伉儷親臨作主禮嘉賓。

當日禮堂嘉賓、家長滿座，傑出校友、學長雲集，與眾師生共同見證這項盛事。

典禮由陳胡美好校長揭開序幕，陳校長首先報告過去一年的校務發展，回顧學校

參與的各項活動及所取得的成就。校務報告後，由梁先生頒獎及致勉辭。梁先生

踏入英皇家庭五十載，畢業後仍一直繫念母校發展，如今重臨母校亦不吝對學弟

殷切叮嚀，嘉惠後輩。梁先生在勉辭中鼓勵同學珍惜香港在科學研究、創新和科

技上日漸蓬勃的機會，以更擴闊目光作生涯規劃。他又提到政府致力推動香港經

濟發展，擴大產業門類，有助回應年輕人多元化的職業興趣。梁先生最後勉勵學

弟目光要遠，視野要闊，範圍要廣，不要限制自己的選擇。一番肺腑之言令同學

獲益匪淺。(可於以下網址瀏覽梁振英先生的講辭: 

http://www.kings.edu.hk/documents/event_promotion/15-16/90th_Anniversary/documents/

speech_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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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訊 

 

禮成後，大會又安排多項精彩表演節目，包括朗誦、英語話劇、口琴及中樂表演，贏得台下滿場熱烈掌聲。最

後由正副總領袖生、正副學生會主席和六社社長帶領全體嘉賓和師生高唱校歌，頒獎典禮在一片和諧歌聲中結

束。眾嘉賓、家長、師生隨後共聚操場，合照留影，並齊享精緻茶點，歡敍當年，氣氛溫馨熱鬧。英皇書院九

十周年頒獎典禮最後在落日餘暉，離情依依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三）九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英皇書院九十周年開放日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及十二日順利舉行。是次開放日以「載譽傳情，卓創新峰」

為主題，吸引約二千名來賓蒞臨參觀，場面熱鬧。本校代表不同學習領域科目及課外活動之學會分別於禮堂、

操場、有蓋操場、花園、課室、實驗室、特別室等地方舉行展覽，介紹相關內容，並為嘉賓設計互動遊戲。同

學積極熱誠的態度展現了英皇的薪火相傳，追求卓越之精神。而中、英話劇組、流行樂隊、中樂團、管弦樂團

和口琴隊等，亦在開放日進行期間先後進行表演，吸引大量來賓觀看，展現出英皇學生多才多藝的特點。與此

同時，中一和中二級同學精心策劃活動，並開放課室予來賓參觀。開放日突顯英皇學生團結一致的精神。在閉

幕禮壓軸的校歌合唱環節，在場師生一齊合唱校歌，熱情高漲，為開放日畫上圓滿句號。 
 
開放日更準備了由學生設計的紀念品向公眾售買，包括配合九十周年主題的環保袋、印有英皇校園特色的四款

八達通套及兩款文件夾。由於設計精美，各具特色，深受同學及來賓的一致好評，銷售量更創新高。 
 
除此以外，校方展示了多年來搜集的歷史文獻和文物，讓一眾學長和來賓重溫及認識學校過往輝煌及悠久的歷

史。實驗室中有各項有趣的實驗，吸引不少嘉賓前往參觀。古蹟景點也是開放日的重點活動之一，來賓可以參

觀本校不同建築，了解英皇書院作為法定古蹟源遠流長的歷史。本校亦特別印備精美書籤，送贈來賓紀念。 
 
開放日是本校九十周年校慶的重要項目之一，展現英皇書院的優良傳統之餘，亦見証同學繼往開來，超越自我

的精神。希望英皇同學能再接再厲，上承歷屆師兄的成果，下創屬於自己的輝煌，寫下燦爛的一頁！ 
 

（四）九十周年校慶活動最新資訊 

1. 英皇書院九十周年校慶公開講座 

英皇書院建校九十年來，為社會培育了不少的人才。校友不但遍及香港各行業，而且當中不少成為各專業領域

的翹楚。欣逢母校九十周年校慶華誕，英皇書院同學會及本校特舉行一系列公開專題講座，以回饋社會，與社

會大眾分享經驗。 

「九十周年校慶公開講座」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正式開始，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講題 講者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

八時三十分 

校友細說從前 姚光益、李幼慧、劉永強、鄧兆堂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校友） 

系列中其他講座將陸續於校慶年內舉行，詳情可瀏覽英皇書院網頁。 
 
2. 英皇書院九十周年校慶音樂會  

「九十周年校慶音樂會」是英皇書院九十周年校慶其中一項大型慶祝活動，超過三百名同學與舊生將携手演出。 

門票將於五月正式公開發售，音樂會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下午七時四十五分至十時三十分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一）「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本校中二丁班鄭耀駿同學於今年 1 月 28 日由「香港電台數碼台」舉辦之「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2016

決賽中，在 444 位來自 20 間中學的學生中獲選進入十強，最後脫穎而出奪得冠軍，並獲大會頒發數碼收音機一台、

書券三千元及冠軍獎座一個，以資鼓勵。 

評判之一的現任演藝學院導師羅冠蘭女士，讚揚鄭同學於演說時聲情並茂，說話流暢令聽眾有代入感。希望同學

可以積極參與同類活動，多閱覽課外書籍以增廣知識及提高自己的語文和演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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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消息 

（二）2015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由香港島校長聯會主辦，香港島四區區議會、四區校長會、香港青年會合辦的「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已於 2015

年 11 月 28 日舉行頒獎典禮。是次選舉旨在表揚一眾品學兼優的學生，並透過他們樹立傑出學生的模範作用，帶

動社會風氣的良性發展。參選學生除了學術，課外活動、領導才能、社會服務及才藝方面均有傑出的表現。  
 
是次比賽獲港島區中學熱烈參與，而經分區初選及中央決選等多輪書面及面試評審後，本校同學於眾多參選優秀

學生中脫穎而出，中三甲班蘇祈軒同學獲得香港島優秀學生獎狀。中六丁班鄧建業同學更榮獲高中組「香港島十

大傑出學生」。兩位同學於 2 月 5 日向全校同學分享其得獎感言。其演說激勵同學要敢於逐夢，為自己的理想而

努力奮鬥，實在鼓舞人心，令同學獲益匪淺。 
 
（三）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暨李樹城紀念教育基金獎學金 2015 

由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及李樹城紀念教育基金聯合支持的「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暨李樹城紀念教育

基金獎學金」已於 2016 年 2 月舉行頒獎典禮。獎學金對象為升中六學生，以鼓勵更多同學選讀測量課程，投身測

量師行業。參加者須針對指定建築界的議題遞交報告。經過一輪面試後，本校中六丁班梁凱銘同學憑優異表現，

成為全港十名得獎學生之一，並獲頒 5000 元以資鼓勵。 

 

 
 
（一）中一至中六家長日  
本校分別於今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舉行了中六「家長日」及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舉行了中一至中五家
長日，家長在同學陪同下蒞臨學校與老師面談，以便了解同學在校的品行及學習情況。班主任及副班主任亦有向
家長展示同學之學習反思及自我評估。 
 
（二）關注事項一：促進學與教的自我提升 
提高學生的探究精神及學習能力方面，中三化學、生物及物理科以低碳生活為題，開始了為期半年的跨學科學習。

同學會在校內烹調一頓低碳的午餐作成果展示。另外，為訓練科學精英人才，科學組設計了十堂趣味科學實驗，

讓中一及中二同學嘗試進行有趣的實驗，從中發掘及培訓有潛質的同學，協助校內科學研究。 
 
本校致力推動一系列的計劃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為了提高初中同學的語文能力和興趣，一班曾受訓的高中語文

大使，於午飯時間進入中一级課室協助推行一連串語文有關的活動，例如圖書介绍、即場朗讀、正字正音活動。

此外，語文科透過不同的創意活動，例如中文科的戲劇教育及英文科的寫詩比賽（Budding Poet Award）及一系列

午間活動，包括聖誕 Crossword Puzzle、情人節心意卡、元宵猜燈謎等活動促進語文學習。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及教師的專業發展。除了原有的 eclass 電子學習平台，亦有不少老師使用其他媒介，

例如 Edmodo 及 PowerLesson 作課後討論及發放網上教材。此外，為增加同學自學習慣，各學科正嘗試加插課前

備課練習及課後檢討，以提高學習效能。 
 
另外，本校的 wi-fi 網絡已順利舖設及全面使用。多個學科使用平板電腦，並配以相關應用程式，例如 Popplet 及

SonicPics 等進行課堂內的電子教學。高中同學可上網登入文憑試網上試題庫的個人戶口自主學習，為應考香港中

學文憑試作充足準備。不同科目的老師更會在課堂內嘗試新的教學法，例如合作教學及電子教學，以加強教與學

的效能。 
 

（三）關注事項二：加強學生的品德和能力培養 

本校本年以「加強學生的品德和能力培養」作為未來三年之關注重點。首先，以學生目標「正向生命及熱情投入

學校生活」主題的各項活動亦相繼舉行，例如生命教育講座、徵文比賽、標語設計比賽、話劇表演等，透過各項

活動加強同學的正向生命態度及提升學生品德。 
 
另外，在本校九十周年校慶活動舉辦得如火如荼，同學在籌備各項活動時全情投入、積極熱誠，有助各項慶祝活

動順利完成，盡顯同學的領導才能及學校的訓練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是，中一、二同學在開放日慶祝活動上，發

揮創意，表現優秀，其個人素質和能力得予肯定，深受好評。 
 
最後，在培養同學建立有目標、健康及和諧生活方面，中一學生積極參與體藝訓練計劃及體適能獎勵計劃；在生

涯規劃上，各級班主任課及活動亦相繼舉行，同學表現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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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一) 協作教學和同儕備課及觀課 
本校推行協作教學的目的主要是加強教師間的專業交流，匯集各人的專長和意念，提升教學質素，促進團隊精神。

教師以夥伴形式共同反思和研習教學工作，通過觀課，推廣教師分享教學心得和經驗，藉以提升教學技巧。本年

度協作教學主題主要是推動資訊科技及微格思考技巧（如分析、評鑑、推論、分類等思維技巧），老師透過課堂

不同活動及分組討論等教學策略，激發學生高層次思維技巧，令學生更能主動學習。本年度已完成協作教學的科

組如下： 
 

科目 級別 課題 
視覺藝術 中一級 版畫 

體育 中二級 籃球 
中國語文 中三級 論證方法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四級 Multimedia Elements and Digitization:Video Production
英國語文 

中五級 

Plastic Surgery for Men 
中國歷史 抗日戰爭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Financial Management 
化學 Le Chatelier Principle 

 
(二) 中文科 
1. 建立專業團隊及發展課程領導 

為提升課堂教學效能，本校積極爭取外界專業支援。中文科繼續與教育局校本課程發展組合作，本學年以「建立

專業團隊及發展課程領導」為支援重點，透過訂立教學規劃，推行措施和檢討成效，建立團隊文化，提升老師的

領導能力。此外透過共同備課、研課、評課和校內分享，推動校內専業交流和協作文化。參與計劃的中二級語文

老師，已於上學期完成「寫作指導」、「借事寫人」、「借事說理」及「借物抒情」四個單元的教學規劃。在課

研過程中，老師掌握到課程規劃的具體施行步驟及如何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來推行有效學習。 
 

2. 初中【論語與現代社會】教學實驗計劃 

此外，中文科亦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和國際經典文化協會合辦的「初中【論語與現代社會】教學

實驗計劃」。老師會根據主辦機構提供的文化實驗教材，解釋《論語》篇章的意思，從「賞析」的角度切入分析

篇章的深層意義，並和學生一起討論，讓學生反思所學，引領學生了解並思考《論語》中的哲理。同學在討論過

程中能連結日常生活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反思，有效培訓同學的批判思維能力。 
 

3. 戲劇教學計劃及比賽 

為進一步提高同學對文學作品的認識，中文科參加了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中國

現代文學作家之魯迅與張愛玲」戲劇教學計劃。戲劇教學工作坊已於二月一日及廿五日舉行，學校揀選魯迅的創

作生涯和事跡作為藍本，透過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的多元教學模式，讓中二級學生窺探及感受作家身

處的時代背景和創作背後的故事，嘗試以戲劇展演的方式演繹及創作魯迅著名作品《藥》。是次互動學習活動，

同學反應十分熱烈，能有效提高同學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 
 
中文戲劇學會於本學年積極參與校外戲劇比賽和工作坊。先在年初參與由新域劇團主辦的「賽馬會平等共融計劃

校際戲劇比賽」，並且成功晉身決賽階段，在三月三十一日假沙田大會堂作賽。是次製作，不論前、後台演出崗

位或舞台技術操控，均由學生一手包辦，這亦是學生首個在校外正式表演場地的公開戲劇演出，所得經驗實在難

能可貴。我們亦首度參與由康文署主辦的學校演藝計劃之「經典之旅 II：歡天喜地劇場戲劇培訓計劃」。計劃從

上年十月開始，學員經專業導師指導下，排練莎士比亞名劇—－《雅典的泰門》，從中學習戲劇表演的技巧和知

識，並將會在五月至七月期間，分別於校內、社區中心和劇院作三輪公開演出，讓同學獲得更多戲劇表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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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文辯論比賽 

中文辯論及演說學會邀請香港大學前辯論隊副隊長潘俊傑擔任教練，使本校更積極投入各大公開賽事，包括基本

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全港校際經濟辯論比賽、辯論學會（香港）學思盃、雛辯

盃及各聯校友誼賽，至今已進行十一場對外比賽，其中中三丙班雷瑋陶同學在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連續兩輪

榮膺最佳辯論員。中三甲班蘇祈軒同學於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獲得第一輪最佳辯論員。中三甲班衛珀禧及

中二乙班蔡東縉同學亦在友誼賽中有出色的表現。隊員每星期均配合有系統的正規訓練，並建立三隊編制輪換，

使高低年級的學生在演辯技巧、團隊精神和歸屬感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 
  

5. 中一及中二級課後鞏固班 

針對上學期期考表現，中文科於下學期為有需要的中一及中二同學開設課後鞏固班。逢星期一及星期三午飯後由

中文科教學助理任教。課程主要集中寫作和答題技巧兩方面，協助學生改進語文成績。  
  

6. 備戰文憑試說話考核 

為協助中六級學生備戰文憑試說話考核，本校於十二月十二日為中六同學舉行「聯校口語練習」。參與是次聯校

活動的學校包括金文泰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及將軍澳官立中學。另外，中文科亦與學生會

合作，於一月三十日邀請九龍真光中學及張祝珊英文中學參加聯校說話訓練。當日三校出席老師共六位、學生共

八十人。三校老師亦於練習後舉行聯席會議，就學生表現進行評解及交流。是次活動學生反應良好，參加同學亦

表示從中獲得不少經驗，對公開試有很大幫助。 
  

7. 語文大使 

語文能力需要時間浸淫，同學必須多說、多練習才能持續進步。中文科招募語文大使，負責籌辦富趣味性活動，

提高低年級同學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能力。上學期語文大使協助舉行一系列語文活動，包括「學校介紹」演說活動、

「好書齊賞《縫熊志》」閱讀活動及「正字正音」語文遊戲活動。語文大使會於午膳後帶領中一同學參與以上活

動，同學參與活動時十分積極和投入。 
 

(三) 英文科 
1. 中一至中五級英語提升課程及中六級公開試最後衝刺課程 

為了幫助同學能有效地利用課餘時間加強英語知識，改善應試技巧，本校於本年二月開始為中一至中五級及中六

級同學分別舉辦「英語提升課程」及「中六公開試最後衝刺課程」。所有課程均由公開試中成績優異的舊生於課

餘時間任教。英語提升課程針對個別學生的弱項，並建立學生運用英語的技巧及提升自信；中六級課程則教授公

開考試的應試技巧，並分享他們成功的秘訣，相信中六同學獲益匪淺。 
  

2. 英語大使計劃 

為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打好學習英語的基礎，以及提升中一學生學習英語氣氛，英文科招募了一批中三及

中四級學生為中一同學舉辦不同類型的午間英語活動。透過每月兩次的活動，協助同學認識不同的英語體裁，加

強英語運用能力和信心。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日期間共舉行了四次訓練及活動，同學們反應熱烈，獲益良

多。 
  

3. 午間英語會話訓練 

為了加強訓練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及小組討論技巧，英文科邀請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英語系的十一位本科生

由三月九日開始於午膳時間為中四至中五學生進行小組討論，為公開考試作好準備。 
  

4. 中三至中五級英語口試技巧支援班 

為了增強中三至中五級同學的英語會話技巧，並鼓勵他們於英語運用能力更上一層樓，本校英文科為中三至中五

級同學於一月十九日起舉行「中三至中五級英語口試技巧支援班」，藉以提供更多英語會話的練習機會，加強學

生於英語運用上的自信及能力。 
  

5. 英語戲劇學習日 

英文科一直致力為同學提供愉快學習英語的機會。本校於二月四日邀得 Chunky Onion Production 為中一至中三同

學演出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並在演出後和同學進行討論。當日現場氣氛熱烈，參演同學及觀眾皆

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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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校英語口試練習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為協助中六同學準備公開試說話能力考核，以及提供更多練習機會，本校英文科於二月十八日聯同聖嘉勒女書院

舉行模擬英語口試練習。當天參與學校共有接近二百多位同學於本校參與此活動。練習過程中同學們透過互相觀

摩和老師的評語，提升口試技巧，相信會更有信心應付即將舉行的公開考試。 
  

7. 中西情人節派對 

英文學會與中文學會於二月攜手舉行了「中西情人節派對」，內容包括元宵猜燈謎、午間點唱及留言祝福等活動，

讓同學於輕鬆的環境下運用英語。同學均積極參與各類活動，更可與老師打成一片，樂在其中。 
 

8. 英文辯論常規訓練及第七屆聯官立中學英語辯論比賽 

為培養同學對英語的興趣、提高時事的觸覺以及改善口語溝通技巧和自信，英文辯論學會逢每星期五舉行辯論工

作坊。工作坊內容包括英文辯論技巧教學、模擬辯論等，為同學提供發表意見的平台。本年度英文辯論學會邀請

香港大學法律系學生向同學講解辯論技巧，大大提高同學對英文辯論的興趣。除此以外，由本校主辦的「第七屆

聯官立中學英語辯論比賽」已於二月五日在本校舉行簡介會及抽籤，並於三月五日進行了初賽。 
 

9. 英文辯論日營 

為了增加本校同學對英文辯論的認識，本校英文辯論學會致力與其他學校的英文辯論學會發展夥伴關係，並在二

月期間與伊利沙伯中學、香港華仁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及嘉諾撒聖心書院舉辦英文辯論日營，提高同學對於

英文辯論的興趣。本校中二丙班謝華軒、中四甲班蕭樂泓於賽事中表現出色，獲選為最佳表現隊伍。此活動為本

校學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亦促進本校與其他學校之間的交流。 
 

10. 英語話劇節 

本校挑選了數名中二及中三級同學於三月三日參與了由教育統籌局舉辦的香港學校戲劇節英語組戲劇比賽。參賽

同學以中四甲班黃家俊的自篇劇本 “Behind the fairytales”參賽。此劇講述了主角意外地進入了童話世界，遇上了

白雪公主、小紅帽及《狼來了》中的著名小牧童。主角在童話世界中所見的角色皆擁有著與常人認知相反的性格，

以提醒觀眾理想和現實存在微妙的差異。是次演出為評判及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賽結果將於四月底公佈。

參加演出的同學包括： 
2A 歐陽祐生 2A 劉俊廷 2A 李匡俊 2A 劉仁龍 2C 蘇真樂 3A 徐新諾 

3A 蘇祈軒 3A 施柏延 3A 曾俊嘉 3B 黎駿謙 3B 袁浚希 4A 黃家俊 
 

11. World Scholar’s Cup 

為了讓同學能發掘自己多方面潛能，本校挑選了兩隊中二學生參與了“World Scholar’s Cup”。是次比賽有四個比賽

項目，分別為隊際辯論、協作寫作、個人測試及問答比賽等，以考驗參加者的寫作及辯論技巧。在香港賽區的比

賽中，兩隊合共取得七金六銀的成績。他們將於六月下旬遠赴泰國曼谷參加全球總決賽。 
2B 蔡東縉 2C 周宇熙 2C 蔡日朗 2C 謝華軒 2C 史迪 2C 張哲熙 

 
（三） 數學科 
1. 數學增潤班 

數學組於二月底開始，特別開設數學增潤班幫助中一至中五數學能力欠佳之同學。增潤班將提供不同的教材和練

習，希望同學能透過增潤班提升數學成績。增潤班亦將定期跟進同學成績，並於期中試後進行檢討和制定下學期

參加同學名單。 
 

2. 香港數學競賽培訓班 

為訓練數學成績較佳的同學預備香港數學競賽，本校於 1 月至 2 月舉行了五節的香港數學競賽培訓班。 
 

3. 政府統計處講座 

政府統計處於 2016 年 1 月 11 日到校舉行 “ Use of Statistics in Our Daily Lives” 講座，向中四同學介紹政府統計

處的任務，使學生認識各類香港統計數據，鼓勵學生運用統計數據，精確剖析香港的社會狀況，提升同學的批

判及分析能力。 
 

4. 數學網上評估 

數學組已為中一至中五同學安排網上練習，中一至中四同學可透過 eclass 的戶口登入，中五同學則透過教育城的

網上學習平台來完成有關練習。老師也可透過個人戶口查核每一位同學成績，了解每位同學的數學能力。數學網

上評估將為同學和老師提供一個有效和互動的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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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消息 

 
5. 參與校外數學比賽 
在第十五屆培正數學邀請賽中，本校學生考獲優異成績，以下學生進入決賽：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陳偲朗、施浩謙 1A 

第十五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香港培正中學、培正專業書院 
周昭宏、李兆浚 2B 

何宏鋒 3A 

李承臻、尹子穎、劉振聰 5D 
 
（四）通識科 
1.  U-Action 青年行動 2015 匯報交流日 

本校多名高中同學於 2016 年 2 月 28 日參與由突破機構主辦的 U-Action 2015 活動。是次活動讓同學以身力行服侍

不同的群體，並在所關注的議題上，以不同的渠道向公眾發聲，期望喚起社會中人士的關心。 
 
2.  2014-2016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通識教育學會及環保學會於 2014 至 2016 年度參與了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的「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本次活動透過不同的活動形式，提升同學及公眾對可持續發展的了解及公民意識。在不同的活動當中，參與同學

表現積極，除了令自己在生活層面上對可持續發展及環保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把有關訊息有效地向公眾人士推廣。 
 
3. 舉辦「通識講場 2016 之法治講座」 

通識教育學會於 3 月 15 日於禮堂為中四級同學舉辦了「通識講場 2016 之法治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律師公會的

黃瑞紅大律師蒞臨主講。本次活動旨在讓同學了解法治與香港法律制度。活動當天，嘉賓透過有趣的現實生活案

例解釋法治觀念，不少同學均主動向嘉賓提問。 
 

（五）視覺藝術科 
1. 浮城繪香港特色填色畫比賽 

中三乙班方皓廷、田偉俊及中四乙班盤宇軒的作品入選香港着色主辦的浮城繪香港特色填色畫比賽，並獲編輯成

畫册，公開發售。 
 
2.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中五丙班溫丞希以中港矛盾為題的剪纸、中三甲班黄梓安以白日夢的木刻套色版畫，以及中二乙班陳啓樂的鳥的

故事繪畫及花鳥纸雕，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展出。 
 
3. 繪畫壁畫美化校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邀請了本校社會義工服務組及視覺藝術科，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至三十日繪畫

壁畫。學生在該校各層走廊的牆壁繪畫聖經故事及圖案，美化環境。藉着參與義工服務，學生的創造力亦能加以

發揮。參加學生包括：中二乙班陳啓樂、中二丙班張哲熙、馬興賢、吳小文、黃樹勳、中三甲班黎思行、中三乙

班方顥庭、江聽言、陸霈賢、潘卓堅、蕭維正、田偉俊、黃鈱峯、姚浚謙、袁浚希、中三丁班過崇藝、溫子皓及

中四丙班李猷龍。 

 

 

 
 
(一) 訓導組 
1. 「警學關懷大使計劃」 

「警學關懷大使」在十月開始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訓練，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和領袖訓練後，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為

中一級全體學生舉行了「共融日」。當天先在操場進行集體遊戲，然後在班房內舉行問答比賽，問答比賽的內容

環繞時下學生面對的問題，包括濫藥、高買、店鋪盜竊、欺凌等，各中一學生表現投入，比賽氣氛熱烈。是次活

動，加深了高、低年級學生的認識，並發展了他們亦師亦友的關係。另一方面，高年班的學生亦從服務中認識自

我、發揮潛能、鞏固其責任心，協助中一學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融合校園生活，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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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官立中學領袖生訓練營 

本校訓導組與由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及屯門官立中學，於三月三十及三十一日在西貢麥理

浩夫人度假村舉辦兩日一夜「官立中學領袖生訓練營」。參加活動的十六位中三及中四級領袖生，需要以英語和

友校領袖生溝通，從而增強個人自信、表達能力和處理問題的技巧。各領袖生透過多樣化的團隊建立活動，突破

自己，與人合作，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自信心、責任感及使命感。本校學生在訓練營中榮獲「最有責任的領袖

生團隊」的獎項。 
 
3. 領袖生招募 

由於中六同學畢業離校，故訓導組將於下學期舉行「領袖生招募」活動，所有本校中三及中四級學生均可申請。 

 
（二）輔導組及學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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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 中三及 

中四級 

「認識情緒健康」 

宣傳計劃 

本活動是學校輔導組，透過宣傳展板，增強學生處理情緒

和面對逆境的能力，及消除對情緒病患者歧視。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 

中一級 中一適應及成長計劃 每位中一級學生與輔導老師聚會，輔導老師了解及評估同

學對適應中一生活壓力及情緒狀況，對有需要同學作出個

別跟進及推薦參加第二階段小組活動。第二階段小組活是

透過兩日一夜宿營及一連串義工服務，加強中一級學生自

我認識，克服困難及面對逆境的技巧，建立支援網絡。活

動中同學表現積極投入，互相支持，建立真摰友誼。 

2015 年 12 月  中一級 中一聖誕聯歡分享會

及警學關懷大使計劃

本活動是學校輔導組、訓導組及警務處合辦，讓朋輩輔導

員與中一同學分享普天同慶的節日氣氛，並且透過參與不

同的遊戲及活動，減少初中生在校内的偏差和欺凌行為，

培育高年级學長成為關懷大使，協助初中生面對朋輩之間

相處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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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中六級 中六同學支援小組 每位中六級學生與輔導老師聚會，輔導老師了解及評估同

學壓力及情緒狀況，有需要時將個別跟進同學的狀況。 

2016 年 1 月開始 中一級 朋輩學習支援計劃 

（第二期） 

為期五個月計劃正式在二月份開始，本期共有 18 位高年

級學長及 18 位中學生參加小組活動，活動目的是學長幫

助中一同學解決日常學習遇到的困難。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 

中三及 

中四級 

「生命守門員」訓練

計劃 

本活動是學校輔導組與生命熱線合辦，透過多元化訓練活

動，鼓勵朋輩輔導員分享及建立聯繫感，在訓練當中亦加

插輔導技巧及小組工作技巧訓練，希望同學學會如何從心

出發，擔任朋輩輔導員的工作和如何與同學交談，發放正

能量，宣揚積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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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灌輸正確的公民意識，建立學生的公民身

分認同。本組在十一月至二月期間舉辦了以下的活動： 
 

1.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爲推廣「不浪費」、「懂珍惜」、「熱愛生命，接受和欣賞自己擁有的一切」及「活得更美更快樂」等價值觀，本組

於九月至十月期間與輔導組及訓導組合辦班際壁報設計比賽，題目為「珍惜」。經過遴選，本組選出了初中組和

高中組的三甲作品。得獎班別分別是：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中組 1D 及 3A / 1C 

高中組 5D 5A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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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教育 2015-2016 

爲了繼往開來及推廣 「負責任」、「守承諾」、「樂觀積極」、「堅毅不拔」等價值觀和「創新求進」的精神，

本組於十二月聯同國民教育組、服務教育組、健康教育組、環保教育組、輔導組、通識學會、Fig Boys 及美術學

會合辦「生命教育 2015 至 2016」，主題是「傳承‧突破」。活動包括「傳承‧突破」收集站、話劇、講座、閱

讀分享、標語創作比賽及「書法齊齊寫」等。透過此一連串的活動，希望學生在回顧英皇書院的歷史之際，繼往

開來，積極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 

 
3. 「無障礙生活體驗之旅」講座 

在十一月，本組邀請了香港盲人輔導會到本校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舉行生命教育講座。透過視障人士真情分享其

自身經歷，如日常生活、外出所遇到的障礙或困難及克服的方法，讓同學有多方面的思考，以激勵同學的永不放

棄精神，發放正能量！ 
 
4. 話劇《「囚」碼》 

在十一月，本組邀請了「演活·藝術」劇場到本校為中三及中四級同學演出話劇。此話劇透過真人真事，配合輕鬆

手法，引起同學對賭博禍害的關注。劇中演員與同學討論的互動環節，配合輕鬆手法，令同學在愉快氣氛下，反

思賭博議題，並想進一步去了解更多。 
 
5. 2015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本組在十二月參加了由香港文匯報與九龍總商會聯合舉辦的「2015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比賽。透過參加

評選，能鼓勵同學緊貼香港時事，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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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丙班

張昊天在是次評選獲「三等獎」。 
 
6. 認識基本法 

爲了加強學生對《基本法》的認知和了解，並鼓勵推廣《基本法》，本組於一月聯同通識學會舉辦了《基本法》

專題展板及攤位遊戲。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啟發學生主動關心香港社會事務。 
 
7. 送舊迎新班房大掃除及中一、中二級班際清潔比賽 

爲了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教導學生保持班房清潔衛生，創造美好的學習環境，本組於農曆年假前舉辦了「送舊迎

新班房大掃除」。同學在大掃除當天積極參與，令班房整齊有秩序，煥然一新。經家長評判胡耀宗先生及洪向玲

女士的評選後，中一冠軍是一丙班，中二冠軍是二乙班。 
 
8. 廉政公署講座 

本組在三月，邀請了廉政公署社區關係科青年及德育組到校為中三級同學舉行防貪講座。透過講座，同學學習到

廉潔訊息，並加深了對廉署工作的認識。 
 

（四） 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 
1. 對應屆文憑試畢業生的支援 

 本組老師於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分別約見中六級同學，為同學解答疑難，並提供就業及升學輔導、

JUPAS 選科指導，更定期跟進同學情況，讓每位中六同學為生涯規劃作好準備。 
 

 為讓學生對個別大學課程及不同專業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組不時舉辦到校講座，邀請個別大學課程之

收生事務代表及專業人士親臨本校與學生分享。本組於 2015 年 11 月 4 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

院代表親臨本校跟中六級分享學院的入學要求、課程內容、面試技巧等。 
 

 本組於 2015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特設『「你」想職業資訊站』的專題展覽，展出有關醫學、法律、工

程、紡織等行業的職場資訊及大學聯招在相關學科的最新資訊，以助同學了解個人興趣並尋找理想職

業。 
 

 本組於 2015 年 12 月 10 日舉辦「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工作坊，協助中六同學預先申請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以外，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經 E-APP 申請課程，考生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

績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取錄或暫取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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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與香港大學合辦「大學入學面試技巧」講座，藉以加強同學面試的技巧。講座

由 Professor Michael Wilkins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he Faculty of Law) 及 Ms. Vanessa Li (Senior 

Programme Manager of the HKU Admissions & Academic Liaison Section, Registry) 主講，內容除了包括入學面

試技巧及常見的面試題目外，亦安排同學進行角色扮演及邀請港大學生分享面試經驗。講座中同學專

心聽講，熱烈提問，以裝備自己應付即將來臨的各大學面試。 
 

 由於文憑試將至，各大院校亦將陸續進行收生面試。為使同學及早為升學及面試作準備，以爭取入讀

心儀學系的機會，本組與香港大學於 2016 年 2 月 11 日合辦模擬面試活動，約 80 位同學參加，反應熱

烈。香港大學根據同學呈交之升學選擇，按大學正式面試之規格，為每位同學安排一次模擬分組面試，

讓同學累積實戰經驗。模擬面試後，再從大學收生的角度出發，根據同學之表現提供個別建議，以提

升同學的面試表現，增加獲取錄的機會。 
 

2. 外地升學 

 本組三位老師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分別出席多場由教育局主辦的「2015 內地高等教育展代表團與香港

中學交流會」，搜羅多間內地高等院校的資訊，以便協助學生了解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的詳情及內地升學資訊。 
 

 本組與英文辯論學會於 2015 年 11 月 19 日邀請英國伯明翰大學法律學院的招生經理 Mr. David Rice 到校

分享。是次活動除了英文辯論學會的同學參與之外，亦吸引了有志修讀法律的高中同學。分享內容涵蓋

伯明翰大學法律學院的入學要求、課程內容、就業發展等。二十多位同學積極提問並参與討論，氣氛熱

烈。 
 

3. 其他學習經歷：與工作有關經驗 

 本組再次與商業學會及創意教育組協作，共同帶領十多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參與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之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此計劃令學生能掌握一所公司的運作和推廣貨品的實質技巧，實有助學生擴闊

對工作環境的眼界。 
 

 本校五名中四級學生參加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恒生銀行舉辦「恒生—社聯青年職業探索計劃」，並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出席開幕禮。開幕禮後，大會隨即舉辦職業探索論壇，由四個特選行業及職業訓練局

代表主講，分享有關行業概況、發展階梯及就業出路。參與的同學透過講者的分享，了解到各行業的發

展。同學亦於 2016 年 1 月 4 日出席了學生個人發展工作坊，學習建立個人基本的軟技能，為踏入職場

前作好準備。同學更於 3 月 2 日獲安排到天星小輪作公司探訪。一系列的學習活動讓同學們充分體現企

業及機構的運作及其社會責任。 
 

 本組於 2015 年 12 月 1 日邀請現職招聘顧問的舊生鄭尉崙先生，為約九十名中五同學舉辦「職業探索工

作坊」。工作坊內容包括指導職場現況、求職途徑、寫作履歷及求職信的技巧、正確的工作態度等，讓

學生為將來求職面試作好充足的準備。 
 

 本組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的「工作影子」計劃已經進入第六年，全賴各校友鼎力支持得以於十二月期

間順利展開。本年度可供申請的行業包括大學教授、醫生、律師、銀行、商界、社工、保險業、旅遊業、

等等。本計劃提供數十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讓中五學生於聖誕節假、農曆年假、復活節假及其他學校假期

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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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上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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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推薦了 10 位中三級的同學参加由香港大學舉辦的 HKU Taster @ Christmas 活動。活動於 12 月 29 至

30 日舉行，同學於兩天的活動中除了親身體驗大學的學習及群體的生活外，更增加對大學各學系的認

識。同學們更整合活動中的得著與相關學系的資訊於 3 月 3 日的跨學科課節內與其他中三級同學分享，

藉此幫助同學規劃未來升學的方向。 
 

 本校十多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參加了由教育局及 DBC 數碼電台合辦的「夢想起飛 GO! 

GO! GO!」座談會。活動於依利沙伯中學舉行，邀請傳媒行業與設計及創意產業的嘉賓，分享個人事業

的心路歷程，解釋不同行業的就業路向。同學深受啟發，對個人潛能更加深了解，有助計劃未來升學

就業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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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定期推出由教育局主辦的商校合作活動，讓同學可藉著參觀和實習，走近社會，從而了解各種職業，

並為他日投身社會作準備。而在 2 月 11 至 13 日，本校安排四位中五級同學參加「馬莎零售業務工作體

驗坊」。在馬莎公司的分店經理帶領下，透過為期三日的實習，同學除了體驗到食品零售業的銷售策略、

貨品庫存管理和提供優質顧客服務的技巧外，更深入了解企業定位和經營理念的重要性，並有助同學建

構事業生涯規劃。 

 本校三十多名中四級學生在 2016 年 2 月 25 日下午參與何東中學與港京扶輪社合辦之「職業博覽

2015-2016」。本年度的職業博覽主題為「勇闖前路 識見與機遇」。除了邀請成功人士分享其心得，另

有十多個行業的翹楚在分組討論環節與同學分享行業要求及優勢，令同學具體認識行業的特點，及早思

考未來方向，作好準備。 

 本組與課程發展組於 1 月 27 日安排了中三級參與由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的「我的學習型態」工作坊。

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透過一連串的互動遊戲及測試，讓學生充分了解到自己所擅長的學習型態，以助

日後有效提升學習效能，並了解到學習型態與中四選科關係。 
 

4.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本校有兩位中五級同學已於 2015 年九月起於周末到各大專院校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2015 至 2017 年度)，

其中一位同學修讀近年熱門的商業漫畫設計課程，而另一位同學修讀另一熱門範疇—執法實務。至於新

一屆應用學習課程 (2016 至 2018 年度)，已於 2016 年 3 月期間接受現屆中四級同學報名。 

 為加深中四級家長及同學對應用學習課程的了解，本組特於 2 月 26 日家長日當天設置展板詳細介紹有

關課程。此外，應用學習課程的提供機構於 2016 年 3 月 5 及 12 日舉辦一系列應用學習導引課程，旨在

讓中四同學率先了解課程內容及教學模式。 本校共有十數位同學報名參與，藉以了解學習內容、上課

場地、學習設施及配套等。 
 

5. 其他活動 

 本組於 12 月 1 日為中三級同學舉辦高中升學講座，並由本組主任黃嘉慧老師主講。內容包括高中選科

與大學選科的關係、選科考慮的因素及應用學習課程的資訊等。  
 

 本組新建立的資源角位於三樓圖書館旁的自學中心內，逢星期一至五之午膳時間及放學後開放予同學

使用。資源角內的資料分門別類，存放了各類最新的本地、海外升學及各行各業的資訊，部份更提供外

借服務。資源角更提供電腦讓同學瀏覽網上的升學及擇業資訊、查閱大學聯招數據等。 
 
6. 班主任課：「事業生涯規劃課程」 

 本組於班主任課課節內安排下列工作坊，以助學生接觸最新的升學資訊及計劃升學出路，學生均透過有

關課程對升學及事業生涯規劃有確切之了解。 

日期 年級 主題 

11 月 4 日 中四  介紹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及協助同學訂立自己的生涯起動計劃 

 事業發展規劃之行業探索(一) 

目的：鼓勵學生就自己有興趣的行業進行深度探索，藉以了解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11 月 11 日 中五 事業發展規劃之升學及就業機會(二) 

目的：讓學生為畢業後的升學/就業作出準備，從而規劃自己的「事業生涯」。 

11 月 26 日 中一  介紹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及協助同學訂立自己的生涯起動計劃 

 興趣評估及自我能力的診斷 

目的：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能力，讓學生從反省中確立自我的價值。 

2 月 19 日 中三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二) 

目的：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及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為高中選科作好準備。 

3 月 7 日 中一 「築夢工程」遊戲教材套(一) 

目的：幫助同學了解自己的職業性向及其理想職業的入職要求。 

中四 事業發展規劃之我的學習計劃(二) 

目的：協助學生了解自己最常用的學習及溫習模式以配合學習計劃，以及給學生在落實

高中選科組合後好好備戰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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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三家長會 

 務求讓中三家長獲得適時的升學及擇業資訊，本組主任黃嘉慧老師於 11 月 24 日之家長會內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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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答家長的疑難。 
 

（五）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除了於十一月二十日為各屬會及社的秘書，舉辦了編寫會務報告及會議紀錄的工作坊，亦在十二月二

十三日舉辦了學生活動日。當日上午時段，中一級同學在學校操場及活動室參加了由高年班 Fig boys 所設計的多

樣化互動活動。中二至中六級的同學在禮堂進行第一節的音樂比賽及表演。在午膳時間，共有十八班的同學在班

房中舉行聖誕聯歡會，他們邀請了班主任及副班主任在課室中享用美食，歡度聖誕佳節。下午時段，大部分的中

一級同學由老師帶領到「禮賢會」參加聖誕慶祝活動，其他同學進入禮堂參加第二節的音樂比賽及表演。 
  

（六）校園電視 

為了學校九十周年校慶開放日，校園電視組同學特別攝製了數段宣傳片，以突顯本校之校園特色及校友間薪火相

傳之優良傳統。 
 

另外，為了配合學校今年的主題，就是「做人要正面及充滿熱誠」（Be positive and passionate），校園電視組特別

舉辦一次短片拍攝比賽，鼓勵同學應上述範疇拍攝一輯不多於 5 分鐘的 MP4 格式短片，於 4 月 29 前交回圖書館。 
 

此外，校園電視組同學亦積極参與各項公開比賽，如由政府統計處舉辦之「電子問卷作人口調查」與 私隱專員

公署之「保障個人資料，見招拆招」及志願團體「升騰 100」之「從零出發」等宣傳短片。有關結果將於 3 月及 6 

月下旬公佈。 
  

（七） 國民教育組 
1. 升旗禮 

本校於 2 月份舉行了升旗禮。典禮中除了升旗外，國民教育組還邀請學生上台進行「國旗下講話」，藉此加強對

國家文化的認識，亦可訓練學生面對大眾演講的技巧，從而建立自信，豐富校園生活之體驗，2 月份升旗禮活動

如下： 

日期 司儀 講者 題目 

2016 年 2 月 2 日 5A 伍德陽 5C 楊之霖、5D 沈彥達 中國航天科技 

楊之霖及沈彥達兩位向同學們簡約地講述了中國航天科技的發展：從第一顆人造衛星到北斗導航，從第一枚運載

火箭到首次載人航天，從天宮一號到嫦娥落月，中國航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亦正因為中國航天科技發展之

蓬勃，令本校學生了解到一眾太空人須面對很多極為危險及辛苦的訓練，但他們依然不懼困難，勇於向浩瀚無際

的太空進發，為航天科技作出貢獻。學生將來會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應樂於接受挑戰，敢於承擔責任，勇於面

對挫折，最後他們帶出「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這個人生哲理，鼓勵同學迎難而上，努力奮發，必

定能達到理想。 
 
2.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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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學生認識南京的歷史和

文化。本校推薦了十位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之「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2016。該組將於 2016 年 4 月 26 至 30

日（共 5 天）參加交流計劃。參加交流計劃的學生如下： 

4A 林富全 4A 侯穎騫 4A 許正浩 4C 傅仰澤 4D 陳浩明 

4D 吳漢華 4D 莊賦頌  5B 何尚智 5B 曾憲瑜 5C 陳彥彰 
 

3. 標語創作比賽 

為了繼往開來及推廣「負責任」、「守承諾」、「樂觀積極」、「堅毅不拔」等價值觀和「創新求進」的精神，國民教

育組特意舉辦「傳承、突破」標語創作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標語 

施嘉樂 2D 冠軍 無花樹下，紅磚牆內。寒窗苦讀就英才。傳承突破，繼往開來。春風化雨九十載。

高添華 2D 亞軍 薪火相傳，發憤圖強；突破界限，振翅飛翔。 

丁名駿 2C 季軍 勤奮好學負責任，互助關心傳萬里，尊敬師長要有禮，英皇精神永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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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保教育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份大约十名環保小組的同學參加了一個製作幅射計（bGeigie Nano Assembly Kit）的工作坊。除

了製作自己的幅射計外，學生還擔任助手協助其他人完成整個製作。在舊生劉美明博士(前環保署官員)帶領下，

學生走訪本區不同地區進行深入的幅射量度。由高街前精神病院到香港大學本部，以至西營盤地鐵站月台等都是

學生作深入量度的地點。量度的結果更以 GPS 定位，並上載到指定綱站作全球定位數據收集，讓公眾可以上網查

閱全球不同位置的幅射量。整個報告已於九十周年校慶開放日期間作重點介绍和展示，以提高公眾對環境中的幅

射的認識。 
 

另外，在二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本組進行了一連兩天的「環保大笪地拍賣」活動。承蒙家長、同學及老師捐出

二手私人物品作拍賣，整個活動總共籌得三百八十元，全數捐贈紅十字會作慈善用途。 
 

（九）健康及性教育組 

衞生署與本校合辦的成長新動力課程，在本校中一及中二推行多年，課程目標包括提高青少年對自我的認識和接

納、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壓力，並提升他們與別人和諧相處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健康與性教育組在本學年編

製健康教育教材套於班主課時施教，透過正規課程、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連串教學活動，促進學生的健康知識，

改善學生對健康的態度，並養成良好的健康習慣。 
 

本校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健康 SUN 動力」已完成的活動有「創出 SUN 天」的才藝培訓班及「戲劇之

王」劇場工作坊。通過這些活動，不但擴濶學生的視野，並且提昇他們的抗逆能力。進一步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

處世的方法，體會人生的意義和領悟生命的價值，藉此讓學生們建立良好的生活態度。 
 

（十）服務教育組 

本校共有九位中四級同學獲甄選參加中西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香港基督女青年會西環社會服務處合辦的「讓愛走

動―中西區聯校領袖義工訓練暨社區服務計劃」。中四甲班戴曜陽榮獲傑出領袖義工獎。 
 

本校義工服務組於十月份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了一個名為「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大型汽球場景佈置

證書課程」，共二十多位同學參加。展覽品已於 11 月 14 日本校九十周年開幕典禮暨慈善步行活動，及於 11 月

28 日健康校園頒獎典禮中展出。部分中三同學更於以上兩項活動中表演魔術。 
 

本學年由十月開始，本校中三級學生繼續協助英皇書院女青年會長者學苑開辦了手語班、天然護膚品製作班及

新年剪紙藝術班。1 月 16 日本校義工學生參加名為「長幼共融水仙花種植班」活動，協助長者種植水仙花迎接

農曆新年。3 月 12 日義工學生參加名為「長幼共融小手工製作班」活動。學生和長者一同製作紀念裝飾品，製

成品於本校開放日進行義賣，籌得善款將用於稍後捐贈予基督教靈實協會。義工學生亦於開放日期間教授來賓

製作以上小手工。 
 

（十一）扶輪少年服務團 

1. 「糧友行動」食物回收計劃 

本校扶少團參與了由民社服務中心舉辦的「糧友行動」食物回收計劃。活動每逢週一、四晚舉行，扶少義工會到

南昌街市幫忙收集棄置食物，再作適當篩選，最後分發予有需要的老人家。透過過程中親力親為，既學會了「珍

惜食物、減少浪費」，亦為社區貢獻一分力。同學反應十分踴躍，服務過程中他們的表現更見投入。 
 

2. 第六屆香港共融之樂保齡球比賽 

由香港盲人體育總會主辦，並得國際扶輪 3450 地區協助舉辦的「第六屆香港共融之樂保齡球比賽」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二十四日舉行，中五甲嚴文澤、中五丁高鉦然、中四甲郭潤恒及中四丁馮家盛代表本校扶少團參賽，透過與

視障人士合作組隊參與比賽，體驗傷健共融的樂趣，並給予機會讓視障人士發揮其體育潛能，宣揚傷健同心共建

平等社會之理念。 
 

3. Escucha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 

本校扶少團與英華女書院於 1 月及 2 月期間合辦了 Escucha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計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

旨在為獨居長者送上節日暖意，並宣揚關懷長者的訊息。義工同學事前進行了會議，以了解探訪技巧，並商討採

購探訪用物資。及後於新年期間義工分組前往探訪戶與長者交談，並為他們清潔家居，又送出包含了祝福和暖意

的福袋。同學從中既能了解獨居長者需要，又為社區關愛貢獻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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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英皇書院同學會、學生會消息 

4. Sonder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 

本校扶少團與香港培道中學合辦的「Sonder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已正式開展。除了早前舉辦的迎新日，本計劃亦

與永恒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合作，於 3 月 27 日(星期日)在何文田愛民邨舉辦了「愛在社區˙冬寒送暖義賣活動」。

活動透過文具、食油義賣及扭氣球攤位，以推廣社區關懷及宣揚樂於奉獻的精神。在義工同學熱心募捐下，活動

獲附近居民支持，紛紛慷慨解囊。活動最後籌得港幣 11082.7 元，收益將用作舉辦更多關注學生的活動及捐助本

地小學。 

 

 

 

（一）家長教師會 
1. 開放日 

像往年一樣，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於開放日設置展板，展示今年家長教師會的各項活動相片。家長齊心合力，將

展板佈置得美侖美奐。另外，家長委員也特意安排天鵝裝飾品工作坊。工作坊吸引了很多來賓觀賞。最後，大家

興奮地帶著自己的作品回家。 
 
2. 敬師日 

二月五日為本校的敬師日。早於兩星期前，學生會已準備敬師卡讓學生寫上感謝老師的心聲，並張貼在展板上。

當天早會由家長教師會主席胡耀宗先生和學生會主席羅鈞浩同學先後代表家長及全體學生向老師們致敬，繼而由

學生代表向陳校長及兩位副校長、各老師代表，致送由家長教師會準備的紀念品──手工皂，最後各代表及老師

分組拍照留念，敬師日在溫馨的氣氛下結束。 
 
（二）英皇書院同學會 

數位英皇書院同學會代表，包括會長楊啟健博土，於二月十九日參加中六同學歡送會。當天，楊博土代表英皇書

院同學會鼓勵應屆中六畢業生努力學習，秉承英皇書院薪火相傳的優良傳統，繼續在社會不同領域發熱發光。 

英皇書院同學會代表亦積極參與三月十一及十二日舉行的九十周年校慶開放日。除於學校禮堂的展板簡介同學會

的歷史及九十周年校慶慶祝活動的花絮，會長楊啟健博土亦聯同其他主禮嘉賓在開幕典禮上，將無花果燈飾掛於

禮堂花園的無花果樹上，寓意英皇書院的大家庭在無花果樹下，生生不息，再創高峰。本校與英皇書院同學會於

四月開始，隨後數個月於學校禮堂舉辦一系列的公開講座，詳情可參閱九十周年校慶活動最新資訊。 
 
（三）學生會 

學生會上半年一直不遺餘力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福利給英皇的每一位同學，希望能夠團結同學，並成為校方及同

學之間的溝通橋樑。 
 
1. 中六班際籃球比賽 

鑑於每年的中六同學都要離校考核文憑試，未能參與在五月舉辦的班際籃球比賽。因此，學生會特在十一月舉行

中六班際籃球比賽，讓中六同學在最後一年能夠有機會與同班同學在球場上並肩作戰，發光發熱。在五場的比賽

中，最終六乙班脫穎而出，勇奪冠軍。 
 
2. 文憑試優異生分享會 

本會於十一月二十日在活動室舉辦了文憑試優異生分享會，超過 70 位同學到來參與。是次活動特意邀請在 2015

年文憑試中奪得優異成績的陳樂邦同學、葉國霆同學、岑健同學以及張威華同學，回校分享在學習上的心得。他

們不但給予師弟在學習上的建議，更披露了勇奪佳績的秘訣，同學都獲益良多。 
 
3. 代購班衫服務 

學生會在十一月向同學提供代購班衫的服務，旨在團結每班同學，增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同學只要自行設計

班衫圖樣，學生會便會代為訂購。同學反應十分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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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 

4. 聯校中英文會話訓練 

本校學生會分別於十二月十九日和一月三十日連同張祝珊英文中學、九龍真光中學及伊利沙伯中學舉辦聯校中英

文會話訓練。同學能透過是次活動訓練話口試技巧，亦有機會與校外同學練習，汲取經驗，冀在公開考試中應付

自如。 
 

5. 聯校聖誕舞會 Ad-astra 

本會連同香港培道中學主辦的聯校聖誕舞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學校禮堂舉行，參加活動的同學超過 180 位，反

應十分熱烈。活動旨在讓同學拓闊社交圈子，提升社交技巧。在活動當天，本會更安排了精彩表演和餐飲服務，

同學都十分享受這個平安夜。 
 

6. Heart to Heart Sharing with Mrs. Chan 

為了給予平台讓同學向校方表達意見，本會於一月十六日舉辦「與校長對話」活動。當天，陳校長對同學的疑問

逐一作出了詳細的解答，也聆聽了同學在各方面的需要。 
 

7. 英皇學子迎新春 

在新年假期前，本會舉辦了一系列的迎新春活動，包括在正門舉辦揮春書法工作坊。當中，同學可透過揮春上的

字句，為家人、朋友和師長送上祝福。除了揮春書法工作坊，今年更新設攤位遊戲、新春幸運大抽獎和與財神見

面三個活動，同學們都樂在其中。 
 

8. 中六歡送會 

二月十九日為中六同學的最後上課日，學生會在當日下午舉辦歡送會，校長以及英皇書院同學會的代表均致辭勉

勵各中六同學，希望他們作好準備，迎難而上，於香港中學文憑試獲取佳績。當日，每班的代表亦有機會在台上

想老師表達謝意，並總結六年來在紅磚屋內的青蔥歲月，依依不捨，場面溫馨感人。 
 

9. 敬師日 

新年假期後，學生會連同家長教師會舉辦敬師日。一年一度的敬師日為同學及家長提供一個平台，向辛勞教導學

生的老師表示敬意。同學在當天向老師送上小禮物及敬師卡，以答謝老師對學生的付出。此外，本會與三月一日

舉辦師生籃球友誼賽，比賽中老師在球場上大展球技，最終老師隊險勝學生隊，友誼賽圓滿結束。 
 

10. 班代表大會 

本會於三月四日舉行班代表大會。會議中，學生會向校長和各班班代表匯報本會於上學期的工作，並聽取的同學

對本會的意見及解答他們的問題。 
 

學生會將於下學期繼續提供現有的服務，亦會舉行其他活動，包括聯校模擬立法會、英萃集（Leadership Training 

Scheme）、英皇節等，希望能夠為同學的校園生活增添色彩。 

 

 
 
 

（一） 公益金便服日 

為了鼓勵學生行善積德，本校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公益金便服日」，只須捐款港幣二十元或以上，同學便可

以穿上便服回校上課。當日正值本校「學生活動日」，使便服日更添歡樂氣氛。是次活動所籌得的善款，將不扣

除任何開支全數撥捐公益金所資助的 155 間會員社會福利機構。 
 

本年度各班學生踴躍參加，所籌得之善款總數為五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元二毫，各班募捐的成果如下： 
班別 籌得善款 班別 籌得善款 班別 籌得善款 班別 籌得善款 班別 籌得善款 班別 籌得善款
1A 2,080 2A 2,530 3A 3,120 4A 1,940 5A 3,099 6A 960 
1B 2,740 2B 2,902.20 3B 2,290 4B 1,500 5B 1,940 6B 1,540 
1C 3,310 2C 3,200 3C 1,510 4C 1,690 5C 1,315 6C 900 
1D 2,680 2D 2,890 3D 2,180 4D 1,740 5D 1,880 6D 1,280 

          6E 720 
          總數 51,936.2 

本校感謝各位家長及學生熱心參與公益活動，期望來年有更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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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活動 

 獲獎紀錄 

 
（二）KC Talents 

今年本組再接再厲，繼續以 KC Talents 作為平台讓同學能獲取課本以外的知識及認識社會。除了邀請舊生作嘉賓

外。今年我們更增加了同學及老師的參與。以下是曾參與今年 KC Talents 的嘉賓及講題： 

月份 本校校友 /學生 講題 

十二月 蔣世源博士 生涯規劃 

一月 凌浩男同學 模型製作示範 

二月 白嘉俊同學、王進同學 音樂會得獎者表演 

三月 吳思安同學 觀鳥 

三月 容蔡美碧女士 社會企業 

 

 
 
 
與本地友校進行學習交流計劃 

我校素來積極與本地友校進行學習交流計劃，透過每年學生之間的親善互訪及駐校學習，令大家互相了解各自的

學習環境、學術風氣及傳統精神，從而建立起兩校師生的情誼，令學校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繫。 
 
本年度，我校首度聯合兩所友校同時進行交流活動，十位分別來自筲箕灣官立中學及伊利沙伯中學的同學於二月

下旬到訪我校，與中四級同學一起上課，透過不同的學習及課外活動，與本校同學切磋交流，建立友誼。期間我

校的「學生大使」亦帶領他們參觀被列為法定古蹟的校舍，了解當中的建築特色。與此同時，我校分別有五名同

學到兩所友校進行回訪，感受不同氛圍的校園生活及認識其傳統精神。同學於友校不但得到寶貴的學習經歷，更

能從中反思自身的學習模式及態度，實在獲益良多。我校將陸續與本地友校進行更多的學術交流活動，以豐富彼

此的學習經歷及體驗，獲取更大的裨益。 

 

 

 

 

（一）中文科獎項 
1.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組）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獎項 主辦機構 

黃承謙 1B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楊迦行 1B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亞軍 

溫子皓 3D 中學三年級詩詞獨誦亞軍 

梁臻劭 6B 
中學五、六年級詩詞獨誦亞軍 

張漢清 6D 

李杰信 1B 中學一年級散文獨誦季軍 

朱駿程 1C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季軍 

李駿軒 2B 
中學一、二年級二人朗誦季軍 

吳俊毅 2C 

蘇真樂 2C 
中學二年級詩詞獨誦季軍 

施嘉樂 2D 

冼璞 4D 中學四年級詩詞獨誦季軍 

陳尚賢 1A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優良 

林家樂 1A 

李祉彥 1A 

林汝聰 1A 

陳為熙 1C 

李卓羿 1C 

姚溢康 1C 中學一至三年級歌詞朗誦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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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獎項 主辦機構 

劉悅 2D 中學二年級詩詞獨誦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林首傑 3B 中學三年級詩詞獨誦優良 

溫子皓 3D 中學三年級散文獨誦優良 

姜栢揚 1D 中學一年級散文獨誦良好 

陳定康 2B 

中學二年級詩詞獨誦良好 周昭宏 2B 

潘子傑 2C 

姚浚謙 3B 中學三年級詩詞獨誦良好 

張俊杰 4A 
中學三、四年級宗教作品朗誦 

（道教詩文）良好 
 

2.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組）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鄭耀駿 2D 

中學一、二年級詩詞獨誦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潘子傑 2C 

李展僑 1D 

陳俊燁 1B 

中學一、二年級散文獨誦季軍 

洪綽鍵 1B 

王肇楷 1B 

楊承軒 1B 

史迪 2C 

周藝朗 3A 中學三、四年級散文獨誦優良 
 
3. 中文戲劇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郭敬安 2C 

香港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 

校際戲劇比賽 2015 至 2016 

最勇往直前獎 

新域劇團 

馬興賢 2C 

蘇真樂 2C 

陳珀顥 3A 

周藝朗 3A 

李文熙 3A 

羅熙彥 3A 

黃梓安 3A 

蕭維正 3B 

黃鈱峯 3B 

袁浚希 3B 

蔡至賢 3C 

楊旭波 3C 

陳永軒 3D 

鍾曜匡 4A 

張俊杰 4A 

林富全 4A 

許綽軒 4D 
 

（二） 普通話科獎項 

1. 第八屆中國青少年誦藝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卜滈謙 2D 普通話古典詩詞銅獎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 

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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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公民教育）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蘇真樂 2C 普通話朗誦（公民教育）分組決賽第二名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 

葵青獅子會 劉悅 2D 普通話朗誦（公民教育）優異 

 
3.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蔡東縉 2B 
初中組普通話演講優異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楊旭波 3C 

（三） 英文科獎項 
1. 英文辯論日營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謝華軒 2C 
英文辯論日營最佳表現隊伍 

伊利沙伯中學、香港華仁書

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及嘉諾

撒聖心書院 
蕭樂泓 4A 

 

2. World Scholar’s Cup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蔡東縉 2B 

World Scholar’s Cup 

七面金牌及六面銀牌 
World Scholar's Cup Foundation

張哲熙 2C 
周宇熙 2C 
蔡日朗 2C 
謝華軒 2C 
史迪 2C 

 

3.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組）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林家進 4D 
英語獨誦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黃承謙 1B 
中二甲班 2A 英語詩詞集誦冠軍 

英皇書院 / 英語戲劇季軍 

潘子傑 2C 英語獨誦季軍 

施浩謙 1A 

英語獨誦優良 

楊浚寧 1A 
羅嘉浩 1A 
李浩然 1A 
黃文滔 1B 
楊迦行 1B 
龔文鈞 1B 

中一丁班 1D 英語詩詞集誦優良 

李駿一 1D 

英語獨誦優良 

朱朗堯 2A 
鄭文軒 2C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史迪 2C 
馬鎮樂 2C 
蘇真樂 2C 
馬興賢 2C 
黃卓軒 2D 

    



 
本校校訓 慎思篤行  
我們的使命 推廣全人教育，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全面照顧學生需要，協助學生發掘潛能，

均衡發展，並提供一個紀律嚴明、誘發學習和培養進取精神的學習環境。 
       第 19 頁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徐新諾 3A 英語獨誦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鄺重豪 1A 

英語獨誦良好 
馬俊揚 1B 
歐晉熙 1C 
許卓銘 1D 

英皇書院 / 即席演講（隊際）良好 
 
（四） 體育科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莊賦頌 4D 

校際排球比賽 

(第二組港島男子乙組)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陳浩明 4D 

姚凱揚 4D 

何昊懿 4D 

林凱禧 4B 

譚奕熙 4C 

趙國豐 2D 

李俊賢 3A 校際排球比賽 

(第二組港島男子乙組)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凌浩男 3A 

田偉俊 3B 

黃偉恆 3B 

2015 年全港公開太極錦標賽男子青年組 

24 式太極拳金牌 
香港武術聯會 

2015 年全港公開武術錦標賽男子青年組 

太極拳銅牌 
 

（五）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李家亮 5A 
2015 第十屆「創協盃」— 

再探月球比賽亞軍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馮家盛 4D 

黎思行 3A 

潘卓烯 4A 
學習如此多紛 2016「IT 學與教」 

電子套件製作比賽優異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楊銘宇 4B 

陳冠儒 4C 
 
（六）紅十字會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梁裕豐（隊長） 4B 

2015 至 2016 年度中西區青年護理比賽 

冠軍 

香港紅十字會 

黎百浩 5B 

李匯文 5D 

蔣樂心 2A 

陳晉晞（隊長） 5B 

2015 至 2016 年度中西區青年急救比賽 

亞軍 

張俊安 5B 

黎百浩 5B 

何琛霖 5B 

沈彥達 5D 

陳晉晞（隊長） 5B 

2015 至 2016 年度港島總部青年急救比賽 

季軍 

張俊安 5B 

黎百浩 5B 

何琛霖 5B 

沈彥達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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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成就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梁裕豐（隊長） 4B 

2015 至 2016 年度港島總部青年護理比賽 

季軍 

香港紅十字會 

黎百浩 5B 

李匯文 5D 

蔣樂心 2A 

香港紅十字會 

第廿一團 
/ 

團隊服務証書 50 年 

2014 至 2015 年度校園健康大使亞軍 

2014 至 2015 年度中西區杯比賽 

最佳進步團隊 

2014 至 2015 年度服務盾優異 

2014 至 2015 年度傑出青年團比賽優異 

 

Students’ Name Class Prize Organisation 

Leung Hoi Ming 6D 
HKIS Building Surveying and Eddie Lee 

Memorial Education Foundation Scholarship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2015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HKIS) - Building 

Surveying Division 

 

 

 

 

Students’ Name Prize Organisation 
Tso Ricky Van Yip Recipients of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ellowships 2015/16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Cheung For Lee 
Sou Ka Kit 

Scholarship Scheme for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HKUST 

Lau Chun Yin The Joseph Lau Luen Hung 
Charitable Trust Scholarship 

Ho Kam Tim 
Ng Check Hei  
Wong Chin Fai Frankie 

HKSAR Government Scholarship Fund –  
Reaching Out Award 

Lo Sze Yuen Samson Champion of Ctgoodjobs Jumping Man 2014 
Iu Shing Huk David 
Lo Cho Pong 

Innovation , Creativity & Entrepreneurship 
Scholarship 

Fung Wai Yin 
Lai Kam Chiu 

Community Leadership & Engagement Scholarship

Cheung For Lee 
Sou Ka Kit 
Wong Chun 

Dean’s list (2014-15 Fall & Spring) 
Dean’s list (2014-15 Fall) 

Dean’s list (2014-15 Spring) 

Chan Lok Pong 
O-Young Nicholas Qian 
Yip Kwok Ting 
Sham Kin Martin 
Cheung Wai Wa 

HKU Foundation Scholarship HKU 

Cheung Ka Ho WEDO Admission scholarship C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