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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科技創新大賽 2018 

於 2018 年 4 月 14 日舉行的香港科技創新大賽中，4D 周昭宏同學憑納米粒子取代目前的

高效離子分離技術，研發出比傳統離子分離更具成本效益的納米技術，榮獲環境科學組別一

等獎，少年科學家獎。由於成績優異，周昭宏同學更獲得大會推薦參加 8 月份在重慶舉行的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為香港代表隊角逐多個獎項。希望他能夠沉著應戰，充分發揮，

在比賽中旗開得勝，繼續為香港爭取榮譽，再創佳績。 

 

(二) 香港中學化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8  

於 2018 年 4 月 28 日，本校 5D 何宏鋒、鄺子鈞、李宇騫、李俊華及葉皓翔五名同學以

「日光電   夜乾電」為研究題目，在「香港中學化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8」 獲得冠軍佳績。

該作品以更具成本效益的納米級金銀取代目前的離子還原技術，獲得評判高度的讚揚，並認

爲他們的研究具不俗的創新性和實用性。 

 

(三) 英文科比賽 

1.“Speak Out – Act Up!” 即興戲劇創作比賽 

2018 年 3 月 15 日，本校五位中一學生參加了“Speak Out - Act Up!” 即興戲劇創作比賽。 在

這場比賽中，各隊只有 5 分鐘的時間準備。由 1C 馬子康、利昊謙、馮峻濤、王思哲和 1D

姜以謙組成的隊伍表現出色，令評判印象深刻。隊伍在比賽中獲得第二名。五位同學均覺得

是次經驗既愉快又令人振奮，並加強他們對英語運用的信心。 

2. 拼字錦標賽 

2018 年 3 月 3 日，本校五名學生參加了由 Headstart Group 和 Hong Kong Scrabble Players 

Association 合辦的 Headstart Cup Inter-Secondary 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8 (中學校際拼

字錦標賽)。本校由 2A 劉峻熙、2B 柯恩諾、黎浩恩及 2C 羅兆軒組成的隊伍在比賽中獲得第

二名，其中 2B 柯恩諾獲得了最有價值獎 (Most Valuable Player Award)。 

3. 2017/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及第一屆官立中學校際英文戲劇節 

本校英語話劇隊經過一連串艱苦的訓練和排練，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取得優異的成績，獲得

傑出合作獎。1A 劉啟彥獲得傑出演員獎，而 4D 劉俊廷和 4D 王昱燦獲得傑出導演獎。而在

第一屆官立中學校際英文戲劇節，本校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獲傑出合作獎，1C 馬子康更

奪得了優秀演員獎。 

4.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2018 年 5 月 9 日，本校二十四名中一至中三學生參加了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獲得

第二名。這個比賽測試學生對指定書籍的理解。參與者可以接觸各種閱讀材料，建立團隊合

作技巧，並加深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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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xford Junior Secondary English Video Competition 

本校五名中一學生 1A 彭凱賢、1C 翟翹彥、馮峻濤、馮天佑及馬子康參加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舉辦的 Oxford Junior Secondary 

English Video Competition - Hong Kong through My Eyes 比賽。在比賽中，學生通過製作兩分鐘的影片來展示他們對香港的看法，

並向全世界的青少年介紹他們眼中香港最特別的一面。五位學生雖然年紀少，但他們憑藉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優異獎，成績令

人鼓舞。 

 

(四) 2017 年南華早報學生年度獎 (SCMP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2017) 

由南華早報主辦及香港賽馬會贊助的「2017 年南華早報學生年度獎」已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舉行頒獎典禮。是次選舉旨在表

揚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出色表現。本校 5D 蘇祈軒同學於表演藝術界別中以自創的歌曲「你明白嗎?」 “Do You Understand?”

從眾多優秀的參選學生中脫穎而出，榮獲亞軍。 

 

校務消息 

 

 

 

 

(一) 關注事項(一) 

為提高同學對科技應用的了解，有關科組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當中包括參觀數碼港的科研公司、參與中電舉辦的學習計

劃及大型科技博覽等。在實踐方面，中三的同學已完成自行設計及用 3D 打印技術製作 LED 枱燈，結果令人滿意。今年我們

亦派出同學參加超過十個的科技比賽，本校在其中一項機械人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並在化學奥林匹克比賽得到金獎。此外，

我們在中文科及歷史科的專題研習也加插了科技元素，同學需以「歷代帝皇 FB 專頁」為題為某歷史人物設計其個人面書專

頁，在互動的情况下，於其他組別的面書作出歷史評鑑。語文組亦透過不同的活動來增進語文學習，例如中秋燈謎、中西情

人節融合活動、揮春創作及大型英語話劇活動等。在十六位中三及中四級語文大使的帶領下，中一同學進行了一系列的午間

語文活動，包括錯別字辨識、board game 比賽、歌曲點唱等。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總共有二十三組老師進行了協作教學，

透過流動網絡，流動裝置及最新的教學軟件使課堂學習更為互動，增加了同學在課堂參與程度。同學亦已完成了本學期最後

一次的學業反思，這計劃幫助他們更有系統地了解自己的學習方法和技巧。 

 

(二) 關注事項(二)：加強學生的品性和能力培養 

學校本年以「加強學生的品性和能力培養」作為關注重點。首先，以「同理心、責任感及自我管理」爲主題的各項活動已相

繼完成，頒發了相關獎項以表揚同學在活動中傑出表現，以加強同學對自律及責任感的認知，提升學生品德。另外，為提升

英皇兄弟情文化，高年班同學特意為中一學弟舉辦兩次活動，透過活動拉近高低年級學生的距離，互相配合，無分彼此。最

後，學校重視培育學生過有意義及健康和諧生活，透過生涯規劃，以及推廣精神健康及各項環保推廣活動，希望培養同學對

生命的熱誠與盡責的心，同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表現優異。 

 

(三) 第二、三次教師發展日 

1.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2018 年 1 月 25 日為「聯校教師研討會 2018」，當天共有 31 所官立中學及 5 所資助中學聚首一堂。上午活動於伊利沙伯體

育館舉行，主題為「凝聚專業力量，提升教學力場」。大會邀得香港大學政策、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部榮休教授程介明先生

及前財政司司長、現任南豐集團主席、「教育 2.1」召集人梁錦松先生任主講嘉賓，分享二人對教育的真知灼見，其演講題

目分別為：「社會劇變：教育面臨挑戰？！」及「教育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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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環節則分別於港島區六所官立中學舉行。第一部分「真知灼見：聽 CEO 一席話」，大會邀請了六位畢業於官立中學的

企業行政總裁任主講嘉賓，分享他們如何帶領企業團隊發展；第二部分則由來自十間中學的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獲獎教師圑

隊作教學分享，透過個案和經驗分享，介紹不同領域的教學最新發展及心得。講者深入淺出，有助進一步提升與會老師對專

業教育範疇的認識，互相交流。 

2.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於 2018 年 4 月 20 日我們舉行了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環節以分組討論形式進行，各組老師針對學校來年周年計劃的

關注事項作出交流及反思。下午環節由本校幾位資訊科技組的老師負責，活動分為兩個部分，其中「3D 打印體驗課程」透

過親身體驗從設計到製作的流程，讓老師更了解及掌握 3D 打印技術；而「Power Lesson 教學應用」則以不同的教學軟件及模

式示範，旨在提升學生的課堂投入度，並照顧學習差異。活動有助啟發老師教學新思維，獲益良多。 

 

(四) 無花果樹攝影、繪畫徵文比賽暨無花果樹承傳禮 

花開花落，乃亙古不變之定律。本校無花果樹潤物細無聲，肩負一次又一次歷史使命，養育一代又一代無花仔。回頭一瞥，

碩果累累滿樹，種樹育人，沉穩、樸實、謙厚是無花仔內化的美德，也是無花仔以無花果樹自比之因。無花果樹經歷逾半世

紀後，至今疲態盡現。 

因應無花果樹的健康問題，學生會及園藝學會於上學年聯合舉辦了一系列以無花果樹為題的比賽，包括開放日的無花果樹留

言板、由專業註冊樹藝師兼校友主講的中二、中四及中五級植物講座、繪畫比賽、攝影比賽和中、英文寫作比賽。冀在無花

果樹年老之時，適時向師生、校友發放相關的訊息，擷英採華，讓學生承傳無花果謙虛自持的精神、讓校友緬懷在無花果樹

下成長的美好回憶。 

經過校長、副校長及老師代表的審閱評分後，從眾多作品中選出了中英文寫作比賽、攝影比賽及繪畫比賽的優勝得獎作品，

並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早會在本校露天操場舉行無花果樹攝影、繪畫及徵文比賽頒獎暨無花果樹承傳典禮。主禮嘉賓為鄧兆

堂校友、張明偉校友、楊啟健校友、蔡德堯校友，學生會主席 5D 徐新諾同學和園藝學會主席 5D 林家銳同學擔任司儀。典禮

頒授所屬奬項予優勝學生，以資表揚鼓勵；同時在全校師生的見證下進行了新無花果樹移交儀式，以作薪火相傳之意。 

典禮以公佈優勝作品拉開序幕，四位校友頒發攝影、繪畫及中、英文寫作比賽各項獎品予得奬同學，繼而由中文學會主席 5D

施柏延同學及英文學會主席 5D 蘇祈軒同學朗讀兩篇冠軍文章選段。在和煦的陽光下，校長和鄧校友誠摯勉勵同學，新無花

果樹儀式亦已順利完成，由主禮嘉賓為新枝加添土壤，寓意扎根英皇，茁壯成長。最後在校長和幾位校友的帶領下，高唱校

歌，意氣昂揚卻溫情洋溢。 

本校能經歷九十二載之四時風露，校風依然純樸上進，敦厚沉實，確實有賴一眾校友一直心繫母校，熱心回饋報效，成就薪

火相傳。無花果樹雖已年紀老邁，但它對英皇仔的涵義卻是歷久常新，永恆不變。本校冀藉是次典禮，可以加強大家對無花

果情操的概念和實踐，令純樸上進、敦厚沉實的英皇文化得以一直承傳，弘揚校光。 

 

(五) 中一至中五家長日 

中一至中五家長日已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舉行。當日所有中一至中五級的學生陪同其家長，與班主任或副班主任見面。家長

除領取上學期成績表外，亦能藉此機會向老師了解其子弟的學業和行為表現，並向學校提供寶貴意見，促進學與教發展。另

外當天本校圖書館亦舉辦書展，方便家長及學生一起選擇適合讀物，培養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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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開放日 

本校九十二周年開放日已於 2018 年 3 月 9 及 10 日順利舉行，是次開放日主題為 「無限 啟發 創新」（Infinite Inspiring 

Innovations）。活動氣氛熱鬧，同學反應熱烈。 學校不同的學習領域科目及各學會分別於禮堂、操場、有蓋操場、花園、課

室等地擺放展板，介紹相關課題。學校一直鼓勵同學全情投入參與開放日，從而表現同學如何在不同範疇的學習上發揮創意

，勇於接受新嘗試，並把握每一個寶貴的機會，發揮所長，學以致用。本年度開放日同學花盡心思，為開放日生色不少，更

突顯出英皇學生敢於創新的特點。開放日亦見證著英皇師生團結一致的精神，尤其在壓軸的校歌合唱環節中，發揮得淋漓盡

致。在場師生一齊合唱校歌，熱情高漲，為開放日劃上完美句號。 

開放日更備有由本校同學用心設計的紀念品以供售賣，包括呔夾、筆袋及兩款不同設計實用文件夾。由於設計新穎，實用而

獨具本校的風格特色，獲同學和老師一致好評，加上來賓的反應非常熱烈，部分紀念品更售罄。除此之外，本校的一些特別

室亦開放供來賓參觀。生物實驗室中有解剖青蛙示範以及倉鼠迷宮，吸引不少小學生前往參觀。化學實驗室亦設有不同的簡

單實驗，令小學生有機會親眼觀察先進儀器的結構和運作。一如往年，中二級的課室亦開放予來賓參觀，目的是給予中二同

學展現才華的機會。他們安排充滿活力和創意的活動，由魔術表演到音樂會都是由他們一手包辦，表演包羅萬有，顯示出同

學的心思及誠懇，獲來賓欣賞與讚許。在豐富的表演和展覽之餘，來賓更可以通過古蹟遊，參觀本校極具特色的建築結構，

了解英皇書院源遠流長的歷史。 

是次開放日能展現英皇書院的優良傳統之餘，更讓同學累積經驗及知識。期望英皇同學能好好利用昔日學長留下的經驗及智

慧，超越自我，將來再接再厲，為我們的故事再添榮耀的章節！ 

 

(七) 同樂日 

本年度由校方、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及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的「同樂日」已於 2018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順利舉行。 

當天首先由鄧校長聯同家教會主席胡耀宗先生、同學會會長鄧兆堂校友以開球禮的方式為「同樂日」揭開序幕，各項活動隨

即展開。除了足球比賽、籃球比賽、羽毛球比賽及乒乓球比賽外，同學會亦為各位來賓籌辦一個有關認識情緒的講座，由 1984

年畢業的校友，心晴行動前總幹事及英皇書院同學會前主席林仲岷先生主講。此外，還有家教會遊戲攤位、學校紅十字會量

血壓健康服務、輔導組好心情活動展覽及皮革製作工作坊、英語遊戲、橋牌、對奕遊戲以及校刊售賣攤位。 

是日除了舊生、家長、同學及老師出席外，本校亦邀請了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的同學到校參與。各參與者及來賓一邊享用大

會提供的小食及飲品，一邊觀賞比賽，一邊聯誼暢談，共同度過一個輕鬆的週末。 

最後舉行頒獎禮，頒發各獎項後，「同樂日」亦圓滿結束。而所有來賓更獲得精美的束口袋作紀念品。 

 

(八) 中六畢業典禮 

今年中六畢業典禮已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舉行。為了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我們特邀校友現任衛生署副署長黎潔廉太平紳士

前來主禮，並與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鄧兆堂先生及家長教師會副主席溫偉強先生一同頒發證書及獎狀給中六畢業生。典禮當

天座無虛席、場面熱鬧。首先由鄧校長致歡迎辭揭開典禮序幕，緊接著由班主任宣讀畢業生名單。同學領取畢業文憑後，與

正副班主任合照。各家長亦把握機會，將這珍貴而又富有紀念意義的時刻拍下來留念。在頒發獎狀予成績優異的中六同學後，

各班班代表與嘉賓們透過影片一起回憶及分享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以表達對學校及師長的感激之情。此情此境，離愁別緒

不禁湧上心頭，各位畢業生的臉上亦紛紛流露出對母校的不捨之情。隨後更有獲獎無數的中樂團為大家合奏一曲《噶瑪蘭幻

想曲》，令典禮生色不少。最後由四位中六同學合唱《青春頌》以及領唱校歌，為中六同學送上祝福，令現場熾熱的氣氛再

添高漲。畢業同學精彩及高水準的表演，贏得台下一陣陣熱烈的掌聲，而畢業典禮亦就此圓滿結束！典禮雖完，卻又意味同

學們另一個新旅程的開始。在此，我們衷心祝願各位畢業生能順利升上心儀的大學，並在新的學習環境中，積極學習，勇創

高峰，活出更精彩而燦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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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消息  

 

 

(一) 中文科 

1. 說話拔尖班及說話訓練班 

為協助中四同學提升及改進說話溝通能力，本校於 2 月至 5 月期間為同學舉辦「說話拔尖班」及「說話訓練班」，由校外導

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研究及中國語文教育學士三年級學生)任教。課程針對指導不同的說話技巧，提升學生的應試自信。 

2. 支援非華語學生 

中文科為初中非華語學生提供調適中文課程，以鞏固非華語學生在中文課堂的學習，協助他們適應本地課程，並增強他們學

習中文的興趣和信心。另外，為增加非華語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認識，學校舉辦了不同活動，如香港潮州節參觀活動、

年宵市場參觀活動、筲箕灣廟宇文化考察活動和壁報板設計活動。不少非華語學生亦投入參與學校活動，包括在 King’s Morning

中擔任主持、參加「生命守門員」活動等，享受精彩而充實的校園生活。 

3. 語文菁英隊 

語文菁英隊已於 2 月至 5 月舉辦三個主題活動，包括：「鬧元宵─猜燈謎」、「歇後語知多少」及「《天地不説話》愛護地

球話劇表演」。以上活動除了增進同學的語文知識外，更希望協助同學建立正確價值觀。其中《天地不説話》愛護地球話劇

表演」旨在引起同學對環保議題之關注，中一同學先閲讀由林超英學長贈送《天地不説話》一書，再創作一齣短劇，由語文

菁英帶領排練。同學參與活動時十分積極和投入，藉著演出，成功增進同學正確的環保概念，宣傳環保理念。 

4. 跨科組學習活動 

為了提高學生的表演藝術欣賞能力及建立正確價值觀，中文科、普通話科、輔導組及戲劇學會聯合舉辦兩場戲劇欣賞活動，

邀請了 G.A.S. Theater 遊戲舞台到校演出兩場戲劇。第一場安排中五級同學觀賞「爛‧賭俠」，第二場則安排中一至中三同學

欣賞「再見，岳飛哥!」。是次活動中，同學反應熱烈，除了引起同學對表演藝術的興趣外，亦成功引導同學反思賭博及公民

責任等問題。 

 

(二) 英文科 

1. 跨課程語言協作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為促進跨學科的學習及提升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本校於中一至中三級課程加入跨課程語文學習機會。科目教師負責教

授學科的知識概念，英語老師則在語言層面提供協助。於中一級，本組與歷史科組合作教授古希臘歷史，英語老師教授學生

如何描述歷史事件。而在中二級，本組與數學科組合作教授圖表和統計分析，英語老師教授學生如何用文字演譯數據。最

後，在中三級，本組與生物科合作教授細胞結構，英語老師負責教授如何使用創意文字來呈現細胞結構。 

2. 中一至中五課後英語增潤班及中五級 5**英語技巧提升課程 

為提升同學的英語水平，根據同學的期中試成績，本組於 2 月至 5 月期間，逢星期一、二及四為同學安排課後增潤班，課堂

共十節，由成績優異的舊生及正在香港大學主修英語教育的學生任教，協助同學鞏固英語文法知識和溫習詞彙。除此之外，

為幫助英語水平較高的學生取得優異成績，本組於 2 月至 5 月期間逢星期一安排中五級 5**英語技巧提升課程，協助同學有

效利用課餘時間加強英語知識，並改善在公開考試中的答題技巧。 

3. 辯論演說班 

本組在 2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了初中辯論演講班，藉此提升同學的英語演講能力。由於同學反應熱烈，本校辯論隊的負責老

師及隊員特於 2 月上旬為上述演講班作遴選，挑選合適同學接受訓練。 

4. 英語話劇工作坊 

為提升同學的英語表達能力及提供多元化的英語學習途徑，本組於下學期起為同學舉辦英語話劇工作坊。報名同學踴躍，本

校英語話劇的負責老師及隊員特為上述工作坊作遴選，挑選有熱誠及具潛質的同學接受訓練。常規排練於下學期開始，為本

學年的校際比賽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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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 - 2018 中一班際海報設計比賽 

去年 11 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和本組合辦了「2017 - 2018 中一班際海報設計比賽」。今年比賽的主題是「在英皇書院創造

一個有利的學習環境」。通過比賽，本組希望學生能夠理解保持校園環境整潔的重要性。 所有中一學生都積極參與這項活動。

獲獎者為冠軍 1A 劉俊君、亞軍 1A 劉啟彥、季軍 1D 陳梓軒。 

6. Dove Tales 劇團的「仲夏夜之夢」戲劇表演 

Dove Tales 劇團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到校為所有中一至中三學生表演了一場有趣的戲劇——「仲夏夜之夢」。戲劇主題環繞愛、

生活和音樂。戲劇的音樂和舞蹈均有悉心的安排。所有觀眾全情投入，當三名學生被「招募」為合唱團成員，教師在舞台上

跳舞時，掌聲震耳欲聾。這類型活動確實激發起同學對英語寫作和戲劇表演的興趣。 

7. 中西情人節 

學生會、中文學會、英文學會和英文大使於 2018 年 3 月 2 日合辦中西情人節活動。各學會負責同學共同籌劃了一系列有關中

西情人節的活動，如猜謎語、愛情故事寫作、愛情歌曲廣播等，同場亦向同學和老師派發中國湯丸以及巧克力。活動大獲好

評。同學積極參與，同學和老師更可建立良好的關係。 

8. 英文辯論友誼賽 

為增強本校同學對英文辯論的認識，英文辯論及演說學會致力與其他學校的英文辯論學會發展夥伴關係，並在下學期 5 月 8

日與伊利沙伯中學進行英文辯論友誼賽，提高同學對於英文辯論的興趣。本校初中英文辯論隊在 5 月 5 日參與 Inaugural St. 

Stephen's College Debate Challenge，並在比賽中獲得第三名；而高中英文辯論隊在 4 月 21 日參與 The Senior Hong Kong Schools 

Debating Championship。辯論活動為本校學生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並促進本校與其他學校之間的交流，本校英文辯論隊於

上述賽事中亦表現出色。 

9. 2018 Junior WIDPSC 公眾演講比賽 

本校 2D 施頌森及簡沙林於 5 月 12 日參加 2018 Junior WIDPSC 公眾演講比賽。這是一項國際性的英語辯論和公開演講比賽。

儘管他們第一次參加這項比賽，而其他參加者都來自香港頂尖中學和國際學校，兩名學生迎難而上並在比賽中取得優異成

績。施頌森在即興演講比賽中排名第六，總體排名第十二，而簡沙林在總體排名第十八位。 

10. 第九屆官立中學校際英文辯論比賽 

今年，本校負責主辦第九屆官立中學校際英文辯論比賽，總決賽將在 2018 年 7 月 4 日下午 2 時於英皇書院禮堂進行。經過一

連串激烈的比賽，Stream A 決賽將由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對屯門官立中學，而 Stream B 決賽將由金文泰中學對筲箕灣東官

立中學。 

 

(三) 數學科 

1. 數學輔導班  

數學組於統一測驗後，特別為中一至中五級數學成績稍遜之同學開設數學輔導班，希望能藉此提升同學期終試的數學成績。  

1. 校外比賽 

本校同學早前參與多項校外數學比賽，並且取得優異成績，其中包括： 

i. 在「第十七屆培正數學邀請賽」中，1B 盧頌熹榮獲個人銀獎、1C 王思哲榮獲個人銅獎。 

ii. 在「第二十屆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中，2A謝柏樂取得二等獎、3A黃文滔取得三等獎。 

iii. 本校同學參與由香港統計學會及教育局合辦，恒生指數有限公司贊助的「2017/18 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同學表現傑出，

其中 5A 鍾鎮宇、方顥庭、林加皓、黃晉榮和阮兆弘在高級組中獲得季軍；而另一組 5D 何宏鋒、林晉如、李宇騫、阮樹華、

蘇俊賢和蘇祈軒則在高級組獲得優異獎及最佳統計圖表獎。 

iv. 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初賽2018」中，5D何宏鋒取得銀獎、5A林加皓取得銅獎、5A李林亨取得提名獎 

(Honorable Mention) 。 

v. 在「高中數理比賽」中，5A 鍾鎮宇取得「卓越」， 5A 黃含蓄、林加皓、黃鈱峯、阮兆弘和 5D 何宏鋒取得「高級優異」， 

5A 連澤天和黃晉榮同學取得「優異」，5A 彭智鋒、袁誦成和 5D 李祖瀚同學取得「優良」。 

3. 參觀政府統計處  

獲「2017/18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主辦機構邀請，本校的兩隊得獎隊伍到政府統計處總部參觀，了解政府統計工作，並認識

與統計相關之事宜，對日後研習統計學大有裨益，同學獲益良多。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2oKmKY5AjZZql0AWDO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96740537/RO=10/RU=https%3a%2f%2fhk.answers.yahoo.com%2fquestion%2findex%3fqid%3d20090411000051KK00539%26p%3d2nd%2520runner%2520up/RK=1/RS=rCKoago1zLvLRaGy4Gz2XjfrMDc-
https://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KY5AjZZql0AVDOzygt.;_ylu=X3oDMTBzZzBha3Rn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yZWw-?p=2nd+runner+up+%E5%AD%A3%E8%BB%8D&ei=UTF-8&fr2=rs-top&fr=yfp-search-sb
https://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KyqwTRZHBUAoBuzygt.;_ylu=X3oDMTEwZmhpNjk0BGNvbG8Dc2czBHBvcwMzBHZ0aWQDBHNlYwNyZWwtYm90?p=english+society+%E8%8B%B1%E6%96%87%E5%AD%B8%E6%9C%83&ei=UTF-8&fr2=rs-bottom%2Cp%3As%2Cv%3Aw%2Cm%3Aat-s&fr=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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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一數學遊蹤  

傳統的數學慣常於課室進行，老師是傳授者，學生是聆聽者，學習模式較為被動。數學組於試後「活動日」期間，將舉辦 「中

一數學遊蹤比賽」，使學生有機會嘗試在課堂以外應用數學知識。  

參賽者以隊制形式比賽，老師不能從旁協助。組員只可利用簡單工具（例如間尺），直接量度或間接估算，從而提升學生的

溝通技巧和解難能力。由於比賽包括各式各樣的題目，活動更可提升同學的歸納能力，加深對平面及立體的了解，以及建立

時間和空間感，並藉此提高同學對數學科的學習興趣，使同學有更多互相學習的機會。   

5. 統計講座 

數學組、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和STEM教育組於11月1日邀請了恆生管理學院數學及統計學系的代表向八十位修讀了數

學延伸單元的中四級同學介紹其開辦的理學士課程。講者亦介紹了相關學科在職場上的應用和就業前景。 

此外，數學組於3月1日邀請統計處的代表向八十位中四級同學講解統計學於日常生活的應用，提升同學對相關學科的理解，

並從中學習相關知識。 

 

(四) 通識教育科 

1. 初中通識科校本支援計劃 

本年度，本校參與了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的中學校本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發展計劃。透過與局方的專業交

流，本校已完成了未來三年的初中生活與社會科的課程安排，以爲學生提供更堅實的學科知識作為基礎，預備新高中課程的

需要。我們也因應教育局的要求，加入了基本法教育於課程中，讓學生能以更生活化的方式學習基本法。另外，我們亦於今

年試驗了更多元的學習模式及更具吸引力的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之餘，也能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期望在

三年的新課程規劃後，學生能有更全面的知識及學習基礎。 

2. 公義教育計劃．模擬法庭比賽 

本校二十名中一、中三、中四及中五同學，參加了由香港善導會主辦的「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比賽」。同學自去年 10

月起接受馮念偉大律師的專業法律指導，了解真實法庭運作及學習審訊技巧。 

3. 參觀選舉事務處 

本校三十多名中一至中五同學，於 3 月初立法會補選前參觀了位於九龍灣的選舉事務處資訊中心。透過中心內的展品、圖片

及互動電腦遊戲，以及職員的講解，學生們認識了選舉安排及運作。學生們亦進行了模擬投票，體驗了選舉的流程。對這個

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公平、最公開及最公正的地方的選舉制度及安排，有更深入的了解。 

 

(五) 視覺藝術科活動 

1. 「同心創紀錄~最多人同時為雕像塗色」活動 

本校二十四位中一至中五的同學於 3 月 30 日參與香港賽馬會舉辦的「同心創纪錄—最多人同時為雕像塗色」活動，與其他

近一千名中、小學生共同打破健力士世界纪錄。其間同學於指定時間內，在大會提供的立體馬雕像上繪畫自己預先設計的圖

像。活動結束後，各同學均獲發其作品及感謝狀作留念。參與同學包括: 1A  SHRESTHA SUJAL、THAPA KISHOR、VELASCO 

MARK JACOB MELENCIO、1B 蔡根、陳浩霖、張弘譽、1D 黃梓榮、2B 張梓洛、2D 周駿佳、李彥亨、李炫樂、湯景丰、3A

黃朗程、胡志康、4A 林陳旭、吳小文、4C 劉仁龍、4D 高添華、梁庭彰、王昱燦、5B 溫子皓、楊旭波、5D 何煒霖及蘇祈軒。 

2. 視覺藝術創作展 

2B 張梓樂、5B 温子皓、5B 過崇藝、5C 勞正行及 5D 何煒霖於 4 月 9 日參觀教育局舉辦的視覺藝術創作展。是次展覽於香港

大會堂展覽廳舉行，展出 2016 至 17 年度全港中、小學學生視覺藝術出色作品。本校 2A 郭軍浩、5C 龐翰熙及 5D 何煒霖的

作品亦獲選及展出，其中 5D 何煒霖的書法作品更獲得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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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消息 

 

3. 玻璃吹製工作坊 

為讓高中學生擴闊視覺藝術經歷，本校十五位中四及中五學生於 4 月 14 日到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香港玻璃工作室學習用

吹管吹製玻璃器皿。同學均感到四小時的玻璃製作經驗難得，看見自己獨一無二的彩色玻璃器皿，更讓他們非常雀躍。所有

工作坊費用由宋常康基金贊助。參與同學包括 4A 卓湕衡、張哲熙、蔡日朗、覃葦航、吳小文、莫偉鋒、4B 鄭文洛、葉凝峰、

4C 鄭文軒、劉仁龍、伍民瑄、4D 陳啓樂、楊皓霖、5C 譚靖珏及黃晉匡。 

4. 藍印工作坊 

本校十四位中二至中五同學參加在 4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的藍印工作坊。在「藝術到家」的導師指導下，同學運用曝光的原理，

將隨身品件及預先印製的影像膠片放置於自製的感光藥水相紙上，透過曝曬在陽光下感應紫外線而產生影像。通過原始的影

像產生過程，同學進一步了解攝影的原理。工作坊全部費用亦由宋常康基金贊助。參與同學包括 2B 張梓洛、2B 吳俊熙、3A

黃駿佳、黃朗程、胡志康、3B 朱駿程、李昆浩、4C 鄭文軒、4D 周昭宏、駱曉言、5A 周藝朗、5B 蕭維正、田偉俊、5C 勞正

行及龐翰熙。 

5. 參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4B 鄭文洛、譚錫鴻、葉凝峰、4C 鄭文軒、伍民渲、衛衍廷、4D 陳啓樂、楊皓霖、5B 温子皓及 5D 何煒霖於 5 月 8 日到香港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九龍塘校舍參觀。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系導師及學生為本校學生介紹該學系學士課程特色、收生要求及

出路，同學亦獲安排參觀校舍設備。 

6. 參觀 2016 至 17 年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學生作品集及考生答卷展覽 

修讀視覺藝術科的中四同學於 5 月 15 日到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參觀 2016 至 17 年度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學生作品集

及考生答卷展覽，同學觀摩展覽的優異作品，獲益良多，並為應試作預備。 

7. 參觀 Art Central 展覽 

三月份在中環海濱長廊舉辦的國際性藝術展覽「Art Central」，展出多國當代藝術家作品，其協辦機構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為

本校同學提供免費入場券，讓同學親睹國際級藝術作品，在概念發展及媒介應用方面吸收了不少新知識。參加同學包括 4B

鄭文洛、4C 鄭文軒、伍民渲、4D 陳啓樂及楊皓霖。 

8. 視覺藝術講座 

為培養初中同學對視覺藝術科興趣及發展生涯規劃，本校視覺藝術科邀請了校友林偉瀚(現就讀中文大學建築系碩士課程二年

級)在 3 月 15 日為中二及中三同學分享其學習本科心得及於學習建築專業的益處。另外，於 5 月 15 日，亦邀請了校友鄭朗軒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士課程二年级）與中四級同學分享他的學習經歷，並介紹創意媒體課程與出路。 

 

 

 

  

(一) 訓導組 

1. 領袖生訓練 

訓導組與小童群益會合作，在3月29日至3月30日舉行兩日一夜的「領袖生訓練營」，地點為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上環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及鯉魚門公園，共有十七位領袖生參加，透過兩位專業社工的培訓，藉以提升領袖生的團隊精神、解難能力

及溝通技巧。 

2. 領袖生招募 

下一學年領袖生招募已經開始，有志成為傑出學生領袖、作同學的榜樣及協助老師執行紀律工作的中三及中四同學，可向訓

導主任查詢及報名。 

2. 領袖生訓練 

訓導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作，在7月3日於校內舉行「領袖生訓練營日營」，透過專業社工的培訓，藉以提升領袖生

的團隊精神、解難能力及溝通技巧。在暑假期間訓導組亦將會舉辦「領袖生生活營」，邀請曾任總領袖生的舊生和學弟分享，

藉此提高領袖生的素質，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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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領袖生及副總領袖生遴選  

訓導組將於暑假期間，安排應屆中四及中五領袖生參與總領袖生及副總領袖生遴選，合資格的同學，會由校長、副校長、老

師及所有領袖生以一人一票選出，結果將會在下學年開學禮公佈，並舉行領袖生頒章及宣誓儀式。 

4. 班際秩序比賽  

為了培養同學的自律能力及提醒同學課室秩序的重要，訓導組於下學期舉辦了班際秩序比賽，以「課室日誌」中各班在秩序、

清潔、交功課等表現作評分標準。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 1D  中二級: 2D  中三級: 3A 

5. 班際準時比賽 

為鼓勵同學準時上學及提醒同學守時的重要，訓導組在下學期繼續舉辦班際準時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 1B及1C  中二級： 2B  中三級：3A  中四級： 4A  中五級： 5D 

7.「班中之星」推薦計劃 

訓導組致力協助學生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建立良好的學生形象，並營造課室中積極欣賞的氣氛，因此舉辦「班中之星」推薦

計劃，每學年於每班表揚一位盡責守紀的同學，建立楷模，傳承全人教育、薪火相傳的核心精神。得獎名單如下: 

年級 得獎者 

中一級 1A 鄧奇山 1B 蔡根      1C 鄧朗謙 1D 余浩鳴 

中二級 2A 吳承謙   2B 梁希哲  2C 陳致誠  2D 梁逸鏗 

中三級 3A 李卓羿 3B 李昆浩 3C 陳瑞軒 3D 姜栢揚 

中四級 4A 吳小文 4B 郭敬安 4C 潘子傑 4D 周宇熙 

中五級 5A 張灝正 5B 田偉俊 5C 彭浩然 5D 蘇俊賢 

 

(二) 輔導組 

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本組於 3 月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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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學生灌

輸積極的人生觀，並幫助家長了解子女的需要。 

時間 年級/對象 活動 目的及成效 

三月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皮藝工作坊 推動義工訓練及服務，建立學生助人自助的概念，加強

他們的自信心，並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二月至四月 中三及中六級學生 成長支援小組 輔導老師及社工會見同學，對同學適時輔導，幫助他們

面對緊張考試壓力。 

三月至五月 中二至中三級學生 生命守門員計劃 加強同學的抗逆力，積極面對人生困難，培養同學互相

關心的守門員文化。 

三月至五月 中三至中五級學生 融合教育義工計劃 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學習障礙，並嘗試到小學向有特殊需

要的學生提供服務，藉此宣揚關愛精神。 

四月至六月 中三及中五級學生 Joyful @ King's 計劃 讓同學反思生命的意義，培養同學建立積極及正面的人

生。 

五月 中一至中六級家長 家長講座 講座內容包括親子溝通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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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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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至 6 月期間舉辦了以下的活動： 

1. 生命教育 2017-2018 

爲了培育學生學懂關愛和尊重自己，推己及人，關心別人的處境和感受，發揚互助互愛的精神，本組聯同國民教育組、服務

教育組、健康教育組、環保教育組、輔導組、訓導組、通識學會、英文科及中文學會合辦「生命教育 2017-2018」，主題是「關

愛 · 尊重」。活動包括標語創作比賽、書法齊齊寫、徵文比賽、班房整潔比賽及閱讀分享等。三次班房清潔日後，全年最整

潔的班別是： 

年級 得獎班別 

中一級 1 C  

中二級 2 D  

中三級 3 A  

中四級 4 A  

中五級 5 D  

2. 廉政公署互動話劇 

本組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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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互動話劇，同學於是次活動積極投入，現場氣

氛熱鬧，同學從話劇中學習到廉潔訊息。 

3. 最佳服務學生選舉 2018 

為了提升同學的服務精神，本組於五月底舉辦了最佳服務學生選舉。經遴選後，得獎同學如下： 

     

年級 得獎者 

中一級 1A 梁偉熙 1B 蔡根      1C 馮天佑 1D 崔栢朗 

中二級 2A 吳承謙   2B 梁希哲  2C 陳致誠  2D 鄭彬 

中三級 3A 李卓羿 3B 梁子鋒 3C 陳瑞軒 3D 陳子蓁 

中四級 4A 吳小文 4B 郭敬安 4C 蘇真樂 4D 楊麒志 

中五級 5A 陳柏然 5B 田偉俊 5C 彭浩然 5D 彭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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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組於 2018 年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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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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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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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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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為幫助文憑試考生於放榜前掌握最新的升學及擇業資訊，本組自 2 月底起每週電郵「升學及擇業通訊」予中六級同學。

為方便中六級家長閱讀，該通訊亦同時上載於本校網站內的「升學及擇業資訊網」，而有關網址為: 

http://intranet.kings.edu.hk/~kc_career/nssinfo.htm 。 

iv. 本組及輔導組連同本校社工將於 7 月 4 日上午於禮堂舉辦「中學文憑試模擬放榜暨家長日 – 與你同行」活動，以協助

文憑試考生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作好準備。內容包括講解文憑試放榜日之安排，分享聯招改選策略，多元出路的最新資訊，以

及介紹壓力管理的技巧。 

2. 內地及海外升學 

i.  本組於 1 月 24 日邀請了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唯學院代表親臨本校舉行入學講座，為有興趣到英國升學的中四及中五級同學

分享學院的入學要求、課程內容、面試技巧等，學院代表同時亦跟同學分享申請英國大學聯招系統 UCAS 時，準備個人陳述

寫作的要訣。 

 

http://intranet.kings.edu.hk/~kc_career/nssinf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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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組老師安排多位有志到內地升學的中五及中六級同學，於 2018 年 2 月份期間出席多個內地升學講座，包括由清華大學

主辦的「清華大學學生分享會─香港學生在清華」及教育局主辦的「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講座」與「內

地升學分享會」。學生透過詳細了解各項計劃的收生安排、細節及最新資訊，對內地升學作深入認識，有助拓展未來出路。 

iii. 本組負責海外升學的老師連同來自中一至中六級家長於 2 月 6 日及 27 日，參加由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之非本地

升學教育講座。家長反應熱烈，分別有八十六名（英國、加拿大及澳洲） 和五十名 （美國、新西蘭）家長出席。 

3. 其他學習經歷：與工作相關經驗 

i. 本組於聖誕節假期間安排多名中五級同學參與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的工作體驗活動（包括零售業務、劇團工作等），讓同

學走出課堂，放眼世界，為未來投身社會作好準備。透過工商機構提供的非傳統學習平台，同學可瞭解工商企業的運作及僱

主對僱員的要求，認識不同的工種，提升共通能力，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幫助他們適應經濟和社會的轉變，最終

達致全人發展的目標。 

ii. 本組與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作，於 2018 年 2 月 1 日舉辦「理想家園」企業社會責任推廣活動–實踐及工作經驗分

享會。是次分享會邀請到香港品質保證局為本校中三級學生介紹企業社會責任，並認識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工種、進修

科目及入行途徑，以為學生的生涯規劃奠定良好的基礎。 

iii. 本組安排二十名中四級學生於 2018 年 2 月 2 日下午參加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第 28 屆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讓同學通過廣泛和多元的升學及就業資訊，了解不同事業範疇的發展出路，發掘自己的興趣，從而探索未來方向。同學更獲

安排參與由政府青少年網站舉辦「政府工」導賞團，獲專人帶領以小組形式參觀不同政府部門攤位，並由現職相關部門的政

府人員介紹不同政府職位的投考方法和事業前景。 

iv. 本校三十多名中四級學生在 2018 年 2 月 27 日下午參與何東中學與港京扶輪社合辦之「職業博覽 2017 – 2018」。本年度的

職業博覽主題為「標竿人生，夢想追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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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本組於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與視覺藝術科合辦一系列的舊生分享講座及參觀活動，讓同學了解視藝科的學習心得及升

學與就業出路。 

日期 級別 活動 

3 月 15 日 中二及中三 視覺藝術科生涯規劃講座 

- 由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碩士課程的校友林偉瀚先生分享 

5 月 8 日 中四及中五 參觀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院 

5 月 16 日 中四 視覺藝術科生涯規劃講座 

- 由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校友鄭朗軒先生分享 

vi.本組於 3 月 17 日安排六名中四級同學參加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舉辦的專業會計學論壇，主題為「Accountancy · Innovation · 

Technology」。四位來自香港四大會計師行的翹楚深入而富有洞察力的分享讓同學加深對會計行業的認識及明白其所面對的挑

戰，有助同學為未來升學作出知情的選擇。活動中同學亦有機會與學系的教授及學生交流，藉此增加對工商管理學院的了解。 

vii. 本組與訓導組於 4 月 11 日合辦參觀香港警察學校活動，共二十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感謝校友程知仁總督察及張樂

天督察的安排與分享，令同學對法治精神、警務工作、警隊訓練及入職要求等有進一步的了解。 

viii. 本組於 4 月底至 5 月期間通過早讀課節安排中一至中三級同學閱讀有關生涯規劃的資訊。同學透過閱讀嘗試從自身的性

格及興趣出發，搜尋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入行要求及行業前景等資訊。 

ix. 本組推薦了十位中二及中三級的同學參加由香港大學於 12 月份舉辦的 HKU Taster @ Christmas。同學們整合活動中的得著

與相關學系的資訊於 5 月份的早會內向全校的同學分享，藉以幫助同學規劃未來升學的方向。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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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 日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代表親臨本校跟中五級分享學院的入學要求、課程內

容、面試技巧等。 

xi. 本校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的「工作影子」計劃已圓滿結束。透過校友的鼎力協助，約 80 位中五級同學獲得到各行各業

工作體驗的機會，擴闊視野；同時亦透過學長分享自身的成長經歷獲得鼓勵，從而積極地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 

4.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i. 本校有三位中五級同學已於 2017 年 9 月起於周末到各大專院校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2017-2019 年度)，他們分別修讀汽車工

程、室內設計及航空學。至於新一屆應用學習課程 (2018-2020 年度)，亦已於 2018 年 4 月期間接受現屆中四級同學報名。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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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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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7 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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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四位同學報名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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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組於下學期與英文科、數學科及綜合科學科協作，安排了中二級同學透過跨科活動，認識相關學科所學習的技能與工作

世界中各行各業的關係。各班的科任老師在課堂上詳細介紹各科相關的行業，將生涯規劃與課堂科目相連繫，讓同學明白到

學科上的努力與將來事業上的選擇相輔相成，並能及早作好規劃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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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頁 

 

ii. 為了更有效地幫助中三級同學探索升學及職業路向及提供基礎資訊，本組老師於 4 月至 5 月期間根據同學已完成的職業興

趣測驗的報告內容，以個人及小組形式與同學進行深入的輔導，務求令同學具更清晰的目標以作周詳計劃，從而為高中選科

作更佳的準備。 

iii. 本組老師帶領兩位中五級同學於 5 月 14 日的早會上，向全校師生分享「如何籌劃外地升學」。 

6. 班主任課：「事業生涯規劃課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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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 中二級 認識工作世界：各行各業知多點 

中三級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一) 

4 月 16 日 中一級 「築夢工程」遊戲教材套(一) 

中二級 「工作何價？」 

中三級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二) 

4 月 23 日 中四級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 ─ 與職業有關經驗」：生涯地圖(一) 

中五級 事業發展規劃之升學及就業機會(二) 

5 月 8 日 中一級 「築夢工程」遊戲教材套(二) 

中四級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 ─ 與職業有關經驗」：生涯地圖(二) 

中五級 「事業興趣測驗」講座 

7. 試後活動安排 

日期 年級 主題 

7 月 3 日 中五級 「2018 大學聯招暨新學制下學生的多元化出路」講座 

7 月 6 日 中二級 「生命之旅」版圖遊戲 

   

(五) 課外活動組 

本組於 5 月 3 日及 14 日為中一級同學舉辦了午膳聯誼遊戲。中一的四班同學分為兩組在上述日期在活動室進行「英皇塔」

比賽。比賽促進了同學間的合作精神。此外，各屬會的全年活動於五月底已大致完成，全年的活動報告及收支報表亦交給課

外活動組導師審閱。 

 

(六) 國民教育組 
1. 升旗禮 

本校於 2 月及 5 月舉行了兩次升旗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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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及 5 月升旗禮活動如下： 

升旗禮活動 

日期 司儀 講者(國旗下講話) 題目 

2018 年 2 月 21 日 4D 蔡東縉 4A 施嘉樂  4A 梁澄朗 中國國旗 

2018 年 5 月 4 日 4D 蔡東縉 5B 蔡至賢  5C 雷瑋陶 《西安歷史文化考察團》分享 

2.「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2018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由羣力資源中心、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聯合主辦，目的是透過

紀律訓練和專題講座培養學生的品德、領袖才能和刻苦、自律、守紀的團結精神。本校推薦了 1C 林子熙同學參加夏令營。

夏令營將於 2018 年 7 月 15 至 19 日（為期 5 天）在駐香港部隊粉嶺新圍軍營舉行，讓學生有機會體驗駐香港部隊的生活，

學習基本軍事知識及加深對國防的認識。同學完成五天的刻苦訓練，將獲頒發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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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18」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18」由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及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聯合主辦，夏令

營目的是讓北京、香港及澳門三地中學生互相交流，並加深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了解。本校於 6 月成功推薦 5B 陳澤權、

葉祈璋、5C 雷瑋陶、5D 徐新諾於 2018 年 7 月 21 日至 27 日參加是次夏令營，他們於此段期間會在香港及澳門兩地擔任「學

生大使」，向北京及澳門學生介紹香港文化。 

 
 
4. 標語創作比賽 
為了配合本年度的學校主題「自我管理與同理心」，本組特意舉辦「關愛與尊重」標語創作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得獎者 得獎標語 

冠軍：3D 馮子舜 同學師長互關愛，校園暴力永不再。友愛關愛齊實踐，燦爛笑容盡展現。 

亞軍：2D 鄭天鴻 想成功大步躍前，自我管理是關鍵。想被尊重並同行，先要同理心待人。 

 季軍：2A 吳承謙 自我管理不缺少，三思而行要知道。安份守己盡責任，將心比己最重要。 

 

(七) 環境教育組 

本校環境教育組於 3 月份與明愛回收中心合辦了一項電子產品回收計劃。是次活動本組收集了各種由同學、老師及家長送

出的舊電子產品，包括手機、電腦、數碼相機、打印機及顯示器等。希望各同學及家長繼續支持日後舉行各類的回收活動，

為減廢踏出重要的一步。另外本組於 5 月舉行了一項大型環保義賣活動，同學以直接購買或投標方式選購由校長及老師捐

出超過一百件的二手物品，有些物品甚至是全新的。同學於是次活動相當踴躍，本組總共籌得$3457, 全數款項會捐予環保

機構作慈善用途。 

                                                                                                         

(八) 健康及性教育組 

1. 今年健康教育的重點是反吸毒，本組為中一至五同學舉辦了禁毒講座，宣揚了吸毒的禍害。今年 4 月，本組安排了中一同

學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使他們對濫藥的禍害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 本學年，本組為中一至中五同學安排性教育講座，增強同學們性教育的知識。 

3. 為進一步推廣正確飲食習慣的好處，本組於 5 月 23 日更舉行了「開心水果日」，得家長教師會資助，每位同學、工友、

老師都獲贈蘋果，活動反應良好。  

4. 本校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健康 SUN 動力」，當中計有「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班培養學生的才能和健康嗜好，

並發揮他們的潛能。而「非凡 SUN 體驗」戶外歷奇則訓練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個人抗逆力，學會積極面對人生中的各種

挑戰。還有「快樂由我創」小組讓學生學習處理壓力的技巧。我們亦為高年級學生舉辦的「校園健康大使」朋輩輔導計劃，

教導學生掌握朋輩輔導技巧。而領袖工作坊則訓練學生的獨立思考和人際溝通技巧，並指導學生設計及籌辦團體活動。此外，

越峰成長中心、家教會與本組合辦的「不再迷『網』」家長工作坊於 4 月 14 日完成，參與家長非常踴躍，共有三十多名家

長出席，並對活動給予極佳評價。  

 

(九) 服務教育組 

1. 姊妹學校服務活動 

活動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8 年 4 月 16 日和 23 日舉行，由本校與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合辦，本校共有十三名同學

參與。同學主要負責前往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為中心內 6 至 20 歲的肢體殘障學員進行分享、猜謎等遊戲及活動。活動

過後，同學更懂得珍惜，並學懂對社會殘障人士主動表達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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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班 

共有十一名同學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19 日和 26 日參加由東華三院舉辦的「創出 SUN 天」第二學期氣球造型培訓班，同

學表現投入，獲益不少。同學亦會將培訓班中所學之技能應用於日後的義工活動，回饋社區。                                        

3. 聯校服務活動 

本校聯同聖保羅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和 21 日舉辦了聯校社區服務活

動，本校共有三十一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參加。是次聯校社區服務活動中，三所學校的同學先於 4 月 19 日齊集於聖保羅書

院，由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義工指導了解探訪長者的技巧，並學習包糭。於 4 月 21 日，同學與社區内長者一同於聖保羅

書院包糭。同學表現積極投入，與社區内長者度過一個充實愉快的下午。                                             

4. 融合教育義工計劃 

計劃由本校與李陞小學和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共十八位同學參加。計劃先於 2018 年 4 月 26 日及 28 日舉行兩節工作坊，

讓同學學習如何幫助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籌辦服務活動之技巧。及後，同學將於六月底與李陞小學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合

作，攜手到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進行長者探訪服務。透過是次計劃，同學們了解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長者需要，

為社區關愛共融貢獻綿力。                                                                                     

5. 社會服務獎提名 

本校服務教育組提名了十二名同學參與中西南及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計劃，當中 2A 關頌謙同學獲頒個人金獎，以表揚他熱

心參與各項義工服務。此外，本校共有十一位同學獲發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頒發的「2017 義工運動」嘉

許狀，以表揚他們在整學年度對社區服務的貢獻。                                                                        

6. 服務教育組 - 扶輪少年服務團 

i. 聖誕頌歌節 2017 

2017 年 12 月 16 日，本校扶少團參加了於「1881」舉行的「聖誕頌歌節 2017」。團員在台上獻唱多首聖誕頌歌，令會場氣

氛熱烈。所有表演籌得的款項將捐贈「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為有需要兒童提供援助，幫助他們在成長路上訂立短期及長

期目標，打破貧窮的枷鎖。 

ii. 第八屆共融之樂保齡球比賽暨第七屆香港盲人保齡球錦標賽 

活動於 2018 年 1 月 21 日舉行，由香港盲人體育總會主辦、國際扶輪 3450 地區協辦，本校扶少團亦有派出代表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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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港機工程飛機維修中心(HAECO)  

本校扶少團於 2018 年 2 月 3 日(六)舉辦了港機工程飛機維修中心(HAECO) 參觀活動，共二十名扶少團員參加。活動邀得資

深工程人員帶領，除了講解航空業的最新發展動向及有關飛機結構和維修等知識，更能實地考察機庫及深入了解飛機維修

服務的工場設施及日常操作。同學反應熱烈，加深了對航空事業的認識。                                                    

iv. Kohärenz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 

本校扶少團與英華女學校於 2 月期間合辦了「Kohär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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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祝福，並宣揚關懷長者的訊息。於新年假期前後，義工們分組到屋邨上門探訪，一邊與長者聊天，

一邊為他們清潔家居，同學們更透過遊戲及自製手工飾物，與長者同樂。同學從中既能了解獨居長者需要，又為社區關愛

貢獻綿力。                                                                                                  

v. 扶輪少年服務團區年會 2018 

本年度「扶輪少年服務團區年會」於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港大校園舉行，本年度主題為「如何培養年輕領袖？」。大會邀

請了各界嘉賓分享帶領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及發揮領導角色的因素；又透過與校長、老師的對話，探討現今青年領袖所需

的素質，及如何於校園中培養青少年領導才能，令同學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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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學生會消息 

 

vi. 扶輪健康大使計劃 – 中醫養生講座 

活動在 2018 年 4 月 12 日於本校活動室舉行，由香港海港扶輪社及吐露港幸福健康扶輪衛星社(Rotary Satellite Club of Tolo 

Harbour Happy Health)合辦。活動以工作坊形式進行，邀請了不同界別的講者，透過介紹中醫養生健康概念及自身經歷分享，

提升青少年對身體及精神健康的關注，及早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講者又向同學分享不少日常生活及飲食上的心得，令同

學獲益良多。                                                                                                       

vii. Contento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 

本校扶少團與嘉諾撒聖心書院於 5 月期間合辦「Contento 聯校義工服務計劃」，旨在為社區中心的小童表達關愛，共締美

好社區。義工們透過一連串的集體遊戲、手工製作等，讓孩童提升人際溝通能力及創意；又透過自製科學小實驗來認識科

學原理及其應用。同學們的熱情關愛令活動更添非凡意義。                                                          

 

 

 

 

 
（一） 家長教師會 

1. 敬師日 

2 月 8 日為本校的敬師日。早於兩星期前，學生會已準備了敬師咭讓學生寫上感謝老師的心聲，並張貼在由家長設計的展板

上。當天早會由家長教師會副主席溫偉強先生代表家長向老師們致敬，繼而分別由副主席及家長委員代表向鄧校長及兩位副

校長、各老師代表致送由家長教師會準備的紀念品 -- 熊仔造型毛巾，最後各代表及老師們分組拍照留念，敬師日在溫馨的

氣氛下結束。 

2. 開放日 

一如往年，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於 3 月 9 日及 10 日學校開放日設置展板，展示今年家教會的各項活動相片。另外，家長委

員除安排熊仔造型毛巾工作坊外，今年更特意設計家教會的大型相框，吸引不少嘉賓拍照留念。今年設計的遊戲和毛巾熊仔

都大受歡迎，當日家長、學生及來賓都非常雀躍開心。 

3.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親子接力賽今年於 4 月 11 日在小西灣運動場舉行，當日天朗氣清，參加人數共有十四隊，鄧校長和家教

會胡主席亦一同參與，成為這次賽事的焦點。比賽時，各隊奮力向前，以求跑出最好的成績；在場邊觀賽的師生和家長亦全

情投入地為健兒們打氣，氣氛熱烈。是次比賽成績分別為冠軍：鄧校長與胡主席隊、亞軍：李肇軒父子及白曉然父子隊、季

軍：梁雋英父子及歐陽伯俞父子隊。 

4. 家長教師會家長專題講座 

學校家長教師會在 4 月 14 日舉辦了一場「家長專題講座」。題目為「不再迷『網』-青少年網上成癮」。講者是東華三院心

瑜軒預防及治療網絡成癮服務計劃輔導員陳靜君姑娘。參加講座的家長留心聆聽，積極回應，講座結束後，多位家長留下與

陳姑娘詳談，陳姑娘亦對家長提出的疑惑一一作出解答， 參加講座的家長均表示獲益良多。 

5.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家長教師會在4月22日，一個陽光普照的好日子，舉辦親子旅行。各參加家庭一大清早回到學校集合，分別乘坐三部旅遊巴

士，一行人到達西貢後先乘船參觀橋咀島國家地質公園，享用海鮮午宴後再乘船前往西貢鹽田梓。 

是次旅行參加人數共一百七十七人，家長、老師和學生們都享受了輕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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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頁 

 

6. 第二十五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週年聯歡聚餐 

第二十五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週年聯歡聚餐於 5 月 18 日於香港銅鑼灣「彩福皇宴」舉行，當晚情況非常熱鬧，家長踴躍

支持，共有近九十位家長及學生參與。是晚節目非常豐富，有抽獎及音樂表演，大家在享用美食之餘，亦趁此良機，與各老

師聯誼歡聚及溝通一番。當晚師生、家長都放下工作和學業，共聚一堂，彼此暢所欲言，氣氛既輕鬆又溫馨。在家教會的安

排下，大家都盡興而歸，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晚上。 

 

(二）學生會  

學生會一直致力為同學的校園生活增添色彩，本年除了秉承傳统，舉辦聯校聖誕舞會、英皇節及英萃集三項活動，亦舉辦了

一些嶄新的活動。 

1. 聯校聖誕舞會 

本年度的聯校聖誕舞會與聖羅撒書院和伊利沙伯中學聯合舉辦，並於去年 12 月 23 日圓滿結束，參加者均感受到溫馨的聖誕

氣氛和度過難忘一夜。除了即影即有和售賣鮮花服務，舞會亦設置了捐贈箱。同學均熱烈捐助，所籌款項已全部捐予奧比斯。 

2. 與英文學會合辦的感恩節火雞活動 

學生會和英文學會在 11 月中旬感恩節期間，舉行了品嚐火雞活動。活動中，同學們需先回答與感恩節有關的問題，回答正

確後方可品嚐火雞。活動前所未有，極具新鮮感，參加者絡繹不絕，十分熱鬧。 

3. 英皇節 Kingsians’ Fiesta 

i. 英皇節於 5 月中旬開鑼，由師生足球賽打頭陣。比賽中，校長聯同教師對戰由中五同學組成的學生隊和英皇足球隊，賽果

最終為 2:0，由教師隊勝出。 

ii. 是次的英皇節亦包括「三分神射手」、「勁射九宮格」和球類技術賽等項目，同學反應熱烈。不少同學趁午休時間 ，聯

袂到露天操場施展渾身解數，挑戰神射手美譽。同時，紙飛機大賽，又名夢飛翔，於英皇節壓軸登場。當日，參賽者與觀賽

者均齊集禮堂參與這場嶄新賽事，氣氛熱烈澎湃。 

4. 英萃集 

英萃集於 5 月中舉辦，是次領袖訓練計劃共有二十多位中二及中三同學參與。英萃集旨在透過一系列遊戲和活動，培養初中

同學的領袖精神，並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同時提供平台讓初中的無花仔多與人進行交流，感受英皇人薪火相傳的精神。學

生會將於試後活動周舉辦工作坊，希望被挑選的同學在彼此相處及互動過程中，磨礪出優秀的領袖素質。 

5.「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此外，作為眾英皇同學與校方之間的橋樑，學生會於中一至中五级各班級分別舉辦「我和校長有個約會」活動，讓學生向校

方查詢各項校內事務，並從受眾角度提出對學校校政的意見。每級的同學踴躍發言，爭取機會向校方發表意見，而校長亦樂

於一一詳细解答同學的疑問。是次的交流可加強同學們和學校的溝通，共建良好的交流文化，使同學對學校的了解加深，增

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6. 落實於惡劣天氣時取消早會建議 

學生會作為同學與學校的溝通平台，有責任反映同學的聲音予校方。今年冬天，香港歷經多次冷鋒，每次均帶來寒流，令同

學們在早會時飽受寒風煎熬，學生會遂向學校反映不少同學希望取消在嚴寒下進行早會的意見。經過數番溝通後，學校決定

於溫度低於攝氏 12 度時取消早會；而在步入夏天時，學生會再次向學校反應意見，最終，學校學校決定於溫度高於攝氏 28

度時取消早會，讓同學不必在酷暑下進行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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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 

 

 交流活動 

 

 

 

 

 

（一）旅行日 

今年 1 月 19 日為試後活動日--學校旅行，課外活動組為中一至中六各級籌辦旅行事宜。中一及中二同學前往海洋公園，了解

不同海洋生物的習性，並體驗刺激的機動遊戲；中三同學到了大潭童軍中心，了解童軍歷史；中四及中五同學分別到了石澳

與赤柱，一邊享受海風送爽，一邊與同學增進友誼；最後，中六同學在香港仔郊野公園燒烤，為中學生涯最後一次旅行日畫

上完美句號，同學們都渡過了愉快充實的一天。 

本組亦舉辦了旅行攝影比賽。賽事分為初中及高中組，獎項設冠、亞、季及優異獎多名。同學均踴躍參與。 

（二）陸運會 

週年陸運會已於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1 日假小西灣運動場順利舉行，由英皇書院校友曾昭顯總督察擔任頒獎嘉賓。比賽

當日，同學踴躍參賽，勇奪佳績。個人獎方面，5D 林家銳和 5A 鄧霈謙同學同時奪得甲組個人全場冠軍；乙組個人全場冠軍

由 2D 施頌森、4C 陳承恩和 4D 楊銘信三人共同分享；而丙組個人全場冠軍則由 2C 黃俊銘及 2D 鍾文彥同時奪得。當天的社

際全場總冠軍最終由威社獲得。 

 

 

 

 

（一） 哈薩克斯坦生涯規劃探索團                             

1. 為使擴闊同學視野，透過交流活動探索「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機遇，思考將來在這些國家發展事業的可能性，規

劃人生，本校於 2018 年 4 月 6 日至 13 日舉辦了「哈薩克斯坦生涯規劃探索團」。是次遊學團成功申請了「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香港中心之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由李文俊慈善基金贊助十位中五學生遠赴哈薩克斯坦進行實地探索，了解其社經文化

面貌及華資企業於當地的發展概況，啟發自我生涯規劃。 

2. 哈薩克斯坦是古代絲綢之路上之中亞大國，前首都阿拉木圖乃商旅必經之地，發展歷史深遠，更被譽為「新絲綢之路上的

明珠」。作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中亞主要樞紐， 哈 薩 克 斯 坦 在 「一帶一路」的重要角色不容置疑。在八天的旅程中，參

加者到訪過首都阿斯塔納及古城阿拉木圖，透過參訪中國大使館、華總商會及其他華資企業，了解華企在哈國發展的困難與

機遇。當地華企除了勤奮努力，更要透徹了解營商環境，洞悉先機，把握機會，靈活變通，以積極進取的態度面對問題與挑

戰，這正正亦是同學們需要學習的地方。此外，同學亦探訪了傳統哈薩克家庭，認識牧民的生活與文化，並與當地大學生進

行交流活動，以及參觀了世博館及其他歷史文化景點，點點滴滴，為同學帶來了不少反思。 

3. 是次探索旅程的種種經歷及體驗，不但令同學擴闊視野，更加深了自我認識，促進個人成長，經驗終身受用。同學均明白

到年青人須好好裝備自己，把握機遇，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向。 

4. 帶隊老師：黃秋玲副校長 

5. 參加學生名單： 

5A 黃澤錕 5B 李敏聰 5C 何澤霖 5D 陳珀顥 5D 施柏延 

5B 陳朗溢 5B 梁博謙 5C 孫昊塏 5D 徐新諾 5D 戴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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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東淄博文化及學習交流團 

1. 於 2012 年，本校與山東淄博第一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去年 9 月，山東淄博第一中學六位老師蒞臨本校交流訪問。今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在黃秋玲副校長及吳惠琼老師的帶領下，二十位中四及中五的同學組成｢山東淄博文化及學習交流團｣，回訪山東淄博

第一中學。 

2. 五天的行程中，師生首先探訪山東淄博第一中學，不但參觀了姊妹學校的校史館及校園設施，還進入課室觀課、與該校學生交

流，也一起上中文課、書法課及音樂課。過程中，由該校課室設備，教學模式，以至學生的課堂參與，都帶給我們不少教與學的反

思及啟發。我們還參與了該校的「夢想音樂會」，吳俊毅同學更代表交流團演奏口琴，贏得該校師生一致好評。校外我們則參觀了

博山區陶瓷館，還一起製作陶瓷彩繪，享受工藝創作的樂趣。透過與山東淄博第一中學的一連串活動交流，我們對當地的教育發展、

該校的課程規劃及學生的學習生活等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也建立起兩校師生的友誼。 

3. 此行我們也參觀了齊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古車博物館及青州博物館。齊國歷史博物館建在齊國故城宮城遺址東部，外形似古城堡，

以青磚砌壘，別具一格。館藏珍品令人目不暇給，是瞭解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文化歷史的重要史館。中國古車博物館內則薈集了華夏

歷代車乘的精萃，是以考古發掘現場與文物陳列融爲一體的古車博物館，其規模之大及馬飾之精美、均令師生大開眼界。青州古城

至今仍保存明清古街巷及牌坊等建築特色，令師生對明清城建格局及傳統民居街巷風貌的加深了認識；而青州博物館則珍藏了陶

瓷、古代書畫、石刻雕塑、石刻碑碣、玉器及青銅塑像等，從中師生真切感受到中國文化藝術的精深博雅，既發思古之幽，亦興嚮

往之情。 

4. 總括而言，這次交流活動既增廣見聞，也令師生對齊魯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有更深刻體會，同時促進了山東跟香港兩地的學

術交流，獲益良多。 

5. 參加學生名單如下： 

4A 李匡俊  4A 李昀榕   4B 朱朗堯 4B 麥嘉銘 4C 陳子軒 

4C 林世庭 4D 陳啓樂 4D 吳俊毅 4D 鄭見朗 4D 潘德雋 

4D 許安傑 4D 蔡東縉 4D 楊皓霖 4D 梁庭彰 4D 楊麒志 

4D 李兆浚 4D 余嘉俊 5D 蔡潤森 5D 阮樹華 5D 羅熙彥 

 

(三)  西安歷史文化考察團 

1.  為了拓闊學生的視野，讓學生走出課室，通過學習經歷跟學校課程之結合，深入了解國情，以長知識。本校中國歷史科組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期間舉辦了「西安歷史文化考察團」。考察團旅程為期 5 天，共有二十名中四至中五級學生參加。 

2.  帶隊老師：孔靜儀老師、劉紫慧老師 

3.  參加學生名單如下： 

4A 施嘉樂   4C 黃胤傑   4D 羅海峰 5A 黎思行 5B 陳澤坤 

5B 陳澤權 5B 蔡至賢 5B 林首傑 5B 盧樂謙 5B 曾祉龍 

5B 黃浚銘 5B 葉煒森 5C 陳佐庭 5C 張子鑫 5C 周衍懷 

5C 雷瑋陶 5C 丁諾謙 5C 黃偉恆 5D 彭證恩 5D 蘇祈軒 

4.  是次活動行程豐富，學生到了秦兵馬俑遺址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麗山園、乾陵、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大雁塔、漢陽陵博物

館、陝西歷史博物館、古城牆等古今歷史遺跡參觀。學生在是次考察團中獲益良多，他們加深了對中國歷史及當地文化的認識，並

認識古代建築的藝術特色及西安歷史與重要考古發現。這趟旅程，讓學生將課本中學到的以實物加以印證，學以致用，是一次非常

難得的機會。 

(四)  友校互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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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學年下學期 4 月 16 至 17 日期間，六位來自荃灣官立中學的同學到訪我校，與中五級同學一起上課，分享學習心得，互勵互勉。

透過不同的學習及課外活動，令本校及友校同學之間彼此切磋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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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亦有六名同學到荃灣官立中學進行回訪，感受不同氛圍的校園生活及認識友

校的傳統精神。同學於友校不但得到寶貴的學習經歷及體驗，更能從中反思自身的學習模式及態度，實在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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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紀錄 

 
 

(一) 英文朗誦比賽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7（英文）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許嘉亨 2A 

中學二年級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伍卓楠         2B 

吳嘉豪         2B 

熊天維 2D 中學二年級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陳為熙 3B 中學三年級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英皇書院  / 中學一年級英語集體朗誦 優良 
英皇書院 / 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即興式戲劇 冠軍 

英皇書院 
/ 中學四年級至六年級 

公開演講 
良好 

陳煒臻 1A 

中學一年級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朱元烽 1A 

劉啟彥 1A 

吳卓軒 1A 

鄧華倫 1A 

鄧奇山 1A 

蔡之洹 1A 

李年哼 1B 

余浩堃 1B 

張言恩 1C 

馮峻濤 1C 

吳家朗 1C 

王思哲 1C 

崔栢朗 1D 

葉藍 1D 

王昊宏 1D 

黃琛彥 1D 

劉健維 2C 

中學二年級英語詩詞獨誦 

蘇柏軒         2C 

韓汶定         2D 

杜卓男         2D 

魏釨杰 2D 

鄭耀駿  4B 中學四年級英語詩詞獨誦 

 

(二) 中文及普通話科朗誦比賽 

1.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7（粵語）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許嘉亨 2A 中學二年級詩詞獨誦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楊迦行 3B 中學三年級詩詞獨誦 

溫子皓 5B 中學五、六年級詩詞獨誦 亞軍 

石崇謙 1A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 季軍 

陳運超 1A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 
 
 
 
 

 
 

優異 
 
 
 
 

鄧奇山 1A 

羅祖健 1B 

李正浩 1B 

甘浚晞 1D 

李智樂 1D 

王昊宏 1D 

https://hk.search.yahoo.com/local/s;_ylt=AwrwNFNjiCdZTo4AJ22zygt.;_ylu=X3oDMTByYmJwODBk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E8%8B%B1%E7%9A%87%E6%9B%B8%E9%99%A2&addr=%E9%A6%99%E6%B8%AF&fr=sfp
https://hk.search.yahoo.com/local/s;_ylt=AwrwNFNjiCdZTo4AJ22zygt.;_ylu=X3oDMTByYmJwODBk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E8%8B%B1%E7%9A%87%E6%9B%B8%E9%99%A2&addr=%E9%A6%99%E6%B8%AF&fr=sfp
https://hk.search.yahoo.com/local/s;_ylt=AwrwNFNjiCdZTo4AJ22zygt.;_ylu=X3oDMTByYmJwODBk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E8%8B%B1%E7%9A%87%E6%9B%B8%E9%99%A2&addr=%E9%A6%99%E6%B8%AF&fr=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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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梓榮 1D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  
 

優異 
姚天立 1D 

高天睿 1B 中一年級散文朗誦 

陳致誠 2C 中二年級詩詞獨誦 

馬嘉恒 4C 中四年級散文朗誦 

溫子皓 5B 
歌詞朗誦 

中五、六年級散文朗誦 

何彬 1A 中一年級詩詞獨誦 

良好 盧頌熹 1B 
中一年級散文朗誦 

余浩鳴 1D 

2.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7（普通話）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鄭耀駿 4B 中三、四年級詩詞獨誦 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
誦協會 

蔡根 1B 中一、二年級詩詞獨誦 季軍 

鄭家樂 1A 

中一、二年級散文獨誦 

優異 

梁翊峰 1A 

董武 1B 

岑浩林 2D 

曾宇謙 1B 

中一、二年級詩詞獨誦 陳梓軒 1D 

李智培 1D 

陳俊燁 3B 中三、四年級詩詞獨誦 

黃煒聰 1A 
中一、二年級詩詞獨誦 

良好 張言恩 1C 

郭宇辰 1A 中一、二年級散文朗誦 

  

（三） 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奬名單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蘇祈軒 5D 
神曲獨唱 (公開組-十五歳以上) 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
誦協會 

外文歌曲獨唱 (公開組-女中音 / 假聲男高音) 亞軍 

黄駿煕 2A 中音薩克管獨奏 季軍 

梁雋英 2C 柳琴獨奏 (初級組) 亞軍 

方子蔚 4B 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獎學金 優良 

麥文立 4B 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獎學金 優良 

温子皓 5B 粤曲- 平喉獨唱 (高級組) 亞軍 

盧小樹 5A 
口琴二重奏 冠軍 

周朗軒 5B 

談文睿 3A 
口琴二重奏 亞軍 

江侍揚 4D 

方子蔚 4B 

口琴獨奏 (高級組) 

冠軍(優異奬) 

周朗軒 5B 亞軍(優異奬) 

陸霈賢 5D 亞軍(優異奬) 

盧小樹 5A 季軍(優異奬) 

許晴名 2A 
口琴獨奏 (中級組) 

亞軍(優異奬) 

葉進禧 5A 亞軍 

鄭皓名 1C 口琴獨奏 (中級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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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澧哲 3A 口琴獨奏 (中級組) 季軍 

英皇書院口琴隊 口琴隊 (中學組) 冠軍 (優異奬) 

英皇書院口琴小組 (中五級) 口琴小組 (中學組) 冠軍 

英皇書院口琴小組 (中四級) 口琴小組 (中學組) 亞軍 

英皇書院口琴小組 (中三級) 口琴小組 (中學組) 季軍 

其他比賽得奬名單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蘇祈軒 5D SCMP -最佳學生大獎 (表演藝術家) 亞軍(優異奬) 

陳瑞軒 3C 澳門國際古箏比賽少年 B 組古箏 金奬 

葉進禧 5A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四）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2017-2018 年香港學校戲劇節 (英文)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劉啟彥 1A 2017-20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香港演藝學院 

劉俊廷 4D 
2017-20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 香港演藝學院 

王昱燦 4D 

劉啟彥 1A  

 

 

 

 

 

 

 

 

 

2017-20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香港演藝學院 

梁翊峰 1A 

石崇謙 1A 

黃萬祺 1B 

李晟瑋 1B 

馮峻濤 1C 

林聿希 1C 

利昊謙 1C 

馬子康 1C 

陳梓軒 1D 

姜以謙 1D 

鄭天鴻 2D 

關釗銘 2D 

李卓羿 3A 

林慶森 4A 

劉仁龍 4C 

蘇真樂 4C 

黃子軒 4C 

陳定康 4D 

劉俊廷 4D 

潘浩庭 4D 

王昱燦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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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項體育比賽 

1. 學界田徑比賽（第三組別）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黃俊銘  2C 男子丙組跳高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談文睿 3A 男子乙組 200 米短跑 亞軍 

鄧霈謙 5A 男子甲組跳遠 殿軍 

男子甲組三級跳 亞軍 

楊銘信 4D 男子乙組標槍 冠軍 

趙国丰 4B 男子甲組跳遠 季軍 

陳子軒 4C 男子甲組鉛球 亞軍 

李正正 3A  

 

男子乙組 4 x 100 米接力 

 

 

亞軍 

林均彥 4A 

徐啟賢 4B 

蕭渝峰 4B 

陳承恩 4C 

2. 學界手球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關逸鵬 1C  

 

 

 

 

 

男子丙組學界手球比賽(第二組)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利昊謙 1C 

張家誠 1C 

姜以謙 1D 

葉藍 1D 

許晴名         2A 

吳嘉豪 2B 

楊愷譽 2B 

王一迪         2C 

黃浩明 2C 

鍾文彥 2D 

高禮加  2D 

彭正朗 3A  

 

 

 

男子乙組學界手球比賽(第二組)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黃煜炯 3A 

黃梓愿 3B 

張樂生 3D 

陳承恩 4C 

鍾緯橋 4C 

盧誠喆 4C 

陳子軒 4C 

黃胤傑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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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銘信 4D 

黎駿謙 5A  

 

 

 

 

男子甲組學界手球比賽(第二組)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林卓楠 5A 

鄧霈謙 5A 

任珞瑉 5B 

王海博 5C 

彭證恩 5D 

林同楷 6B 

吳梓民 6B 

麥浩俊 6C 

蘇浩賢 6D 

 

（六）其他獎項 

 1. 科技比賽獲獎紀錄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朱迪男 4D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Make:模型產

品製作 

高級組: 

最佳創意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衛衍銘 4B 

衛衍廷 4C 

陳子聰 4D 

黃洛文 4A 全港中學創新科技大賽 2018 優異獎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2018 

蕭渝峰 4B 

朱迪男 4D 

陳子聰 4D 

伍卓楠 2B ‘You're a Talent’Show 季軍 i-Learner 

吳嘉豪 2B 

周睿僖 1D  

 

 

 

2017 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積極參與獎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 

辦事處 

蔡卓軒 1D 

崔栢朗 1D 

鄺銘軒 1D 

黃賢燁 1B 

傅智樂 1B 

李晟瑋 1B 

陳耀昇 1B 

楊承軒 3D Robomaster Competition 2018 亞軍 香港科技大學 

 

2. 視覺藝術獲獎紀錄 

學生姓名 班別 活動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何煒霖 5D 視覺藝術創作展獲嘉許獎 嘉許奬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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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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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生成就 

3. 國術隊獲獎紀錄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黃偉恆 5C  

2017-18 全港公開太極錦標賽 

男子青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金牌 香港武術聯會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太極劍 第一名 
太極耆緣養生會及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太極拳 第三名 
太極耆緣養生會及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棍術 優異獎 
太極耆緣養生會及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公閞組 
總成績 

第四名 

太極耆緣養生會及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少年組套拳 
優異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少年組長器械 
一等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勞正行 5C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青年組套拳 
二等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鄭俊瑋 3A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少年組套拳 
一等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黃柏鴻 3A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少年組套拳 
二等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郭松羲 3B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少年組套拳 
二等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劉健維 2C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男子中童組套拳 
二等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學生姓名 獎項 主辦機構 

Lau Pak Hin Dean's Award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Lee Chun Ning Mathew Distinguished Award 

Poon Chun Sing Felix Student Marketing Consultancy Project Award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Ka Tsun The “Sunny”Awar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u Yee Sun 

College 

Tsang Tin Yu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Academic 

Award for New Students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Ng Tak Yeung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Schola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