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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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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周年校慶公開講座 

為慶祝九十周年校慶，我們以「載譽傳情，卓創新峰」作為校慶主題，期望能承

接九十年的歷史和不斷創新的意念，薪火相傳，將本校帶進另一個輝煌紀元。校

方特意邀約一群業有專精的校友由四月開始舉行一系列的公開專題講座，將個人

專才回饋社會，與大眾分享經驗以弘揚英皇精神。4月 15 日的公開講座系列(一) 

──「校友細說從前」，由現屆英皇書院同學會主席楊啟健博士主持，出席講者

有姚光益先生、李幼慧先生、劉永強先生和鄧兆堂先生。同學不但能細聽學長昔

日的校園生活，也能親睹學長風範，從分享中開闊視野、啟發思維，承傳勤奮勵

志的英皇精神。而 5月 13 日公開講座系列(二) ──「科技群英」由校友鄭結文

先生主持，出席講者包括袁銘輝教授、劉美明博士、黃廣揚先生、顏慶雲教授。

在場同學不但聆聽講者有關科技的前沿發展和應用，也了解未來香港可發展的方

向。講者不但深入淺出，把科技知識，生動活潑地娓娓道來，同時列舉出生活的

應用。兩場講座皆座無虛設，每一場均超過 300 多名校友、家長及同學出席。   

 

 

 

（一）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2016 

本校 3名同學 5A 李冠穎、6D 陳達毅及 6A 朱柏熹於美國鳳凰城舉行的英特爾國際

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ntel ISEF)2016 中，憑「Fe3O4納米粒子作金屬離子吸附和手

性識別」獲得化學組三等奬。早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前，上述 3位同

學已在第八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林匹克競賽（I-SWEEEP, 2015）中勇奪銀獎。
 

（二）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林匹克競賽 2016 

於 4 月 27 日至 5月 1 日，本校 6D 林浩鈿、6C 胡銘軒及 6A 谷旻軒三名同學以「利

用地溝油於光催化下産氫發電」在美國休士頓舉辦的「第九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

目奧林匹克競賽」（I-SWEEEP 2016）能源項目獲得金獎佳績，唯本港第一次於該

競賽中取得的最高殊榮。叧外，本校中四的科研小組 4A 魏可均、4D 胡志聰、4D

冼璞亦以「利用鐵銹催化廚餘發電」於是次比賽中獲得工程項目銀獎。 
 

（三）香港科技創新大賽 2016 

本校 6位學生包括 4A 魏可均、4D 胡志聰、4D 馮瀚偉、5A 李冠穎、5A 鄭毓俊、5A

劉沁楓於本年 4月 2 日在香港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 2016 中創下佳績。其中以研究

「天然染料催化廚餘發電」的魏可均同學、胡志聰同學和馮瀚偉同學不僅取得「能

源與環境項目一等獎」，更是「最優秀項目大獎」和「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

獎賽附屬地區特別獎」的獲獎隊伍。當中魏可均同學更獲得大會賞識並授予「少

年科學家」稱號。該隊學生更被挑選代表香港參加於 8 月中旬在上海舉辦的第 31

屆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期待他們繼續努力，為香港和本校爭光。而以研究

「色素催化聚合反應」為題的李冠穎、鄭毓俊和劉沁楓同學在「能源與環境項目」

中取得優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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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科學比賽 2016 

為提高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學校一直鼓勵學生參與科學比賽。由 5A 李冠穎、5A 鄭毓俊、5A 劉沁楓 3位同學組

成的參賽隊伍，榮獲「學生科學比賽 2016」高中組發明項目亞軍。他們研究的光催化聚合反應，比傳統方法更具成

本效益。4A 魏可均、4D 胡志聰、4D 馮瀚偉、4D 冼璞和 4D 林家進同學則榮獲高中組研究項目優異獎，他們研究如何

利用光催化廚餘産氫。 

（五）香港中學化學奧林匹克 2016 

本校化學科一直致力推動學生追求卓越，鼓勵同學參與化學競賽。於香港中學化學奧林匹克 2016 中，4A 鄭浩均、

4D 馮瀚偉、4D 胡志聰、4D 冼璞、4D 林家進憑着「光催化廚餘發電」的研究，勇奪冠軍，更成功為本校創下三連冠

佳績。當中林家進同學更以其優秀表現，獲大會頒授「最佳演説者」。叧外，本校中五的科研小組 5A 李冠穎、5A

鄭毓俊、5A 劉沁楓亦以「光催化聚合反應」於是次比賽中獲得季軍。 

（六）2015 至 2016 年度葛量洪傑出學生獎 

葛量洪獎學基金會每年向全港 24 名在學術、課外活動、社會工作等範疇有傑出表現的學生頒發「葛量洪傑出學生

獎」。現就讀香港大學醫學院的英皇書院中六畢業生陳樂邦同學，以傑出的學業成績及優秀的課外活動表現，成為

2015 至 2016 年度葛量洪傑出學生，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學生已是連續三年獲得此獎，實在可喜可賀。 

（七）「卓越今天，成就將來」青少年領袖獎勵計劃 2016 

本獎勵計劃由馮漢柱教育信託基金資助，萬鈞教育基金協辦，以支持本地教育，鼓勵資優及優秀學童努力奮進、持

續進步，將來成為貢獻社會的出色人才。得獎同學可透過獎學金參與不同學習活動、增進知識、擴闊眼界。本校 5D

劉振聰同學經過兩輪評審（考核範疇主要包括四方面：領導才能、創新思維、才藝、社會承擔），成為最後獲獎的

學生之一。 

（八）「電子問卷作人口調查」全港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 2016 

校園電視組同學包括 5A 盧建熹、5B 蘇君言、5D 李承臻、4A 鍾沛匡、4D 何昊懿於今年初參加由政府統計處舉辦之上

述短片創作比賽，並於四月下旬之頒獎禮中獲政府統計處鄧偉江處長頒發冠軍獎項，同學們希望藉此短片宣揚利用

上網答問卷代替政府統計處派員上門做人口調查，一則可慳回人手節省公帑，二則可節約用紙，減少砍伐樹木，由

於取材及表達方式饒有創意，故奪得有關獎項。大家若想觀賞得獎短片，可以在本校網址「Achievements」欄內按

下有關短片標題便可。 

（九）「學生 Apps 學生寫」流動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2016 

由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舉辦之「學生 Apps 學生寫」流動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2016 已於今年 4月 23 日圓滿結束。

經過初賽的篩選、面書（Facebook）的投票以及決賽來自不同學校之同學精彩的即場演示，本校 3A 蘇穆朗同學勇奪

亞軍，並獲大會頒發獎盃及現金獎$3500 元以資獎勵。 

是次比賽旨在推廣程式設計給中學生，透過流動應用程式，以有趣、互動、新穎的形式幫助學生解決或幫助一些學

生日常面對的問題，如學習、校園生活、升學及將來職業的瞭解等等，重點是他們自己去發掘及解決面對的問題。

而蘇同學自行研發之「數學工具箱」便是希望透過流動應用程式去幫助同學有效解決學習數學的問題。 

（十）2016 上游獎學金 

由扶貧委員會及香港社會服務聯會主辦的上游獎學金計劃，目的是獎勵在逆境中保持正面生活態度，在學業或其他

方面發揮所長的青少年。本校共有三位同學獲獎，獲獎名單如下：6A 鄧柱灝 、5A 嚴文澤 及 3A 蘇俊賢。在此祝賀

同學獲獎外，亦藉此鼓勵其他同學，力爭上游，追求卓越。 

 

 

 

（一） 關注事項一：促進學與教的自我提升 

1. 跨學科學習計劃 

在跨學科學習計劃下，中三學生在上學期於各理科課堂裏學習了有關温室效應、能源效益及低碳食物的課題。在五

月中各班的代表隊伍進行了一次廚藝比賽。各隊各自設計了以低碳為主的餐單，即場煮出他們以科學方式計算出的

低碳菜式。評判分別選出最具創意、最有毅力及最佳廚藝獎，同學在這次協作裏充份將知識轉移至生活應用裏。 

2. 中、英文科短劇藝術表演 

在語文大使協助下，五月份中一級同學參與了兩場中、英文的分組短劇藝術表演，劇目來自《Roald Dahl》及《縫

熊誌》。這次表演是全年一連串主題活動的總結和成果展示，亦增加了同學對寫作及言語表達技巧的運用。 

3. 多元化教學法：電子互動教學、開放課堂 

下學期有更多科組嘗試運用不同的教學方法來提升學與教的效能。不同的科目例如綜合科學、英文科、中文科嘗試

在 wi- fi 網絡支援下使用平板電腦作電子互動教學。由於更多多媒體的使用，就算是抽象的概念也變得更具體，參

與的同學投入感增加不少。此外，英文科和中文科更以「開放課堂」形式讓家長能同步參觀實際的上課情况，進一

步了解自主及互動式學習如何增加課堂的趣味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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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4. 多元化學習策略：提高學習興趣、鞏固學習、自主學習 

除正式課堂外，中國歷史科、經濟科及地理科等人文學科為同學設計了以提高學習興趣為本的預習工作紙及以鞏固

學習為主的跟進作業，此舉深化了學生的學習。在提高自主學習方面，化學科更利用網上媒體(youtube)設計了兩

堂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課，使艱深的題目能以自主學習的形式進行，解決了因學習差異造成的學習困難。 

（二）關注事項二：加強學生的品德和能力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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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校生活」主題的各項活動亦相繼完成，活動成績亦已公布並頒發獎項，表揚同學在活動中的傑出表現，以加強

同學的正向生命態度及提高同學的品德培養。 

另外，本校九十周年校慶舉辦的活動進入尾聲，各項慶祝活動順利完成。同學及老師現正忙於籌備壓軸的兩項活動，

分別是公開講座和九十周年校慶音樂會。在籌備工作上，同學各盡所能，互相配合，無分彼此，盡顯同學愛校情操。 

最後，本校在培育有目標、健康及和諧生活上，各項環保推廣活動亦相繼完成，同學積極參與，表現優異，希望可

培養同學有一顆懂珍惜、愛地球好性情的心。 

（三）英皇同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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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同樂日」已於 5月 7日（星期六）下午順利舉

行。當天節目豐富，場面熱鬧。 

當天活動繁多，首先由陳胡美好校長、家教會主席胡耀宗先生和同學會會長楊啟賢博士主持開球禮。緊接着便是熱

身遊戲「二人三足」，校友、家長、教師及學生組隊參與，趣味盎然。當天進行之不同的球類比賽包括足球、籃球、

羽毛球及乒乓球。其他室內活動包括由 1986 年畢業校友張明偉中醫學博士主講中醫養生講座及英文攤位遊戲。各

項活動皆深受參與者歡迎。除了各種遊戲，各參與者及其家屬朋友可一邊享用大會提供的小食及飲品，一邊作溝通

聯誼。是日到校的嘉賓及參賽者超過 300 人，當中包括校友、家長、同學及老師，可謂濟濟一堂，真正做到與眾同

樂。 

（四）中二、中三級家長會  

本校於 5 月 17 日（星期二）舉行了新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會暨中二級家長會。是次參加的家長及同學達二百人。 

首先，中二級家長與正、副班主任面談，了解同學在校的學習情況。接着，中二、中三級家長在學校禮堂參加有關

新高中課程、中四分班安排及校本評核的簡介會。 

（五）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本校於 2016 年 5 月 20 日舉行了第三次教師發展日。上午活動主題為「有關課程改革和關注事項的實施」，由虞忠

正副校長、林之鏏老師及江漢良老師負責主講，而內容主要圍繞「STEM」教育及價值教育的規劃與推行的安排。下

午，全體老師前往香港理工大學分別參觀三間學院：醫療及社會科學院、工程學院和設計學院，又到訪了理大創新

館。活動使老師們更進一步了解這三間學院的課程內容及科技研發情況。 

（六）師友計劃 

英皇書院同學會與本校合作，於 2016 年 5 月 21 日舉行了開幕典禮。計劃對象為中四至中五的同學，共 28 人，由

15 位具人生閱歷的學長帶領，進行為期一年的輔導計劃，建立一個溝通平台，使知識和經驗互相交流。 

本計劃推行已有三載，承蒙各校友的支持，秉承全人教育的理念，讓同學發展個人品德，校友透過建立師友關係，

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讓同學學懂自我探索及確立自己的價值觀。 

透過計劃，一方面讓學長了解時下學生的生活及母校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擴濶同學的生活圈子和學習範疇，在學

業、社交及個人發展都能有所裨益。參加計劃的校友及同學可透過面談、電話短訊、電郵、信函等形式交流，互相

分享經驗，發揚薪火相傳的精神，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七）中六畢業典禮 

中六畢業典禮於 5月 27 日舉行，由校友林超英先生主禮，並獲家教會主席胡耀宗先生及同學會主席楊啟健博士蒞

臨擔任嘉賓，他們的出席是對畢業同學的支持和鼓勵。當天畢業同學及他們的家長約有 400 多人出席，場面踴躍。

中六同學們以影片形式，介紹他們在過去的校園生活片段，留下了美好的回憶。本年的表演環節，由中六同學擔綱

演出，表演隊伍有中樂團及口琴隊，更有由中六同學的大合唱，同學的表演精彩絕倫。在合唱之際，同步播放同學

入學時的照片及畢業照片，使在場的師生、家長的腦海中，泛起同學成長的足印，昔日埋首苦讀的影子，在校園中

生活的點滴，仿如昨日之事。 
 
 
 

(一) 「公開課堂」活動：推動協作、建立觀課交流文化 

因應社會及科技發展及配合課程改革，教師要不斷更新教學法以優化教學效能。在英皇書院，教師們進行共同備課、

協作教學和同儕觀課優化教學，提高教學水平，建構學校成為不斷進步的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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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課堂」活動 

為了讓家長更了解學生校內學習情況和增加家校溝通，本校本學年度首次安排「公開課堂」活動，邀請中一及中二

級家長出席，「公開課堂」已於 2016 年 4 月 26 日（星期二）於本校禮堂順利完成，約 40 多位家長出席。是次「公

開課堂」主要是開放中一級中文及英文科課節。中文科公開課堂課題為「文言文師生互動教學」，由曾子峯老師及

林偉宏老師教授；英文課堂則由林若穎老師和馮慧珊老師教授，課題為「Food」。 

中文公開課的理念與實踐 

老師試教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閱我深意：文言作品師生互動閱讀教學課程」單元六成語故事〈曲突徒薪〉（羅燕琴、

林偉業、潘溫文、任佩怡，2014），並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和趣味性的教材，讓學生透過生活化的經驗理解篇章

的深層意義，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的理解，培養品德情意。學生善用電子學習的優勢，通過小組互動學習，共同完

成課業。隨著學生逐步掌握閱讀策略，教師將學習的責任轉移到學生身上，從而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力，並有效

提升學生的文言文基礎及高階閱讀能力。 

1. 學生協作學習，主動建構知識 

公開課強調協作學習。學生完成具挑戰性的任務，坦誠討論，互補不足，平等參與。他們於課堂上運用閱讀策略，

撮寫〈曲突徒薪〉內容大意和故事的道理，並且在組內輪流擔當不同角色，包括組長、記錄員、計時員及口頭匯報

員，一起完成指定的任務。不同學習風格或能力的學生能互相幫忙，以強帶弱，激發同儕切磋討論，達成共識。他

們從被動接收者轉變為主動建構者，並透過跨組同儕互評及自評，認識個人的強弱，認定自己是學習過程中的主動

者，藉此促進自我反思。 

2. 結合電子學習，培養品德情意 

電子學習能培養學生的自學能力，提供延伸學習的機會，拓寬學習經歷，培養品德情意。在老師的指導和支援下，

學生欣賞優秀的文學作品，把文言文〈曲突徒薪〉的主題連繫日常生活事例，潛移默化地滋養情意。上課前，學生

透過網上學習平台預習學習內容，亦在雲端硬碟（Google Drive）共享學習資源。上課時，學生分組在 Google Doc

寫下討論結果，並善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Popplet，共同建構匯報內容，讓老師及其他同學即時檢視不同組別的學

生的學習成果，進行同儕互評及自評。此外，學生閱讀網上的新聞報道和短片，分析旺角花園街排檔發生火警的事

件，與〈曲突徙薪〉教訓之間的關係，藉此將課本知識連繫至日常生活情境，應用及反思文言文篇章蘊含的中華文

化概念。 

英文公開課堂的理念與實踐 

1. 結合時事，科技與創意的英文課堂 

為了實踐「與時並進」的語文教育方針，兩位英文老師設計以學習流動飲食車、售賣食物的種類及特色等熱門時事

話題，有效引起學生的共鳴，提高學生的課堂參與度。在全英語的討論環境下，教師不時引入可數與不可數名詞、

量詞等較抽象的文法概念，學生寓語文學習於時事，課堂由現象到本質、由淺入深，有效全面地鞏固語文知識。 

這公開課的其中一個教學目標是將單維的語文課昇華至創意的層面。老師提出「你期望飲食車上的食物與傳統餐廳

供應的有何不同？」先讓學生收看有關創意菜式的 YouTube 短片，以一味韓式泡菜芝士熱狗引發他們的創意，然後

要求他們小組協作，構思出創新的菜式，例如把碎牛肉放入雪糕筒，然後淋上芝士汁，作品令人驚喜。除了創作，

學生能運用廣泛的詞彙，清楚而生動的把菜式描述，鞏固語文表達能力。 

在教師的循循善誘下，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透過應用程式瀏覽其他的延伸資訊，如網絡上有關食物的影片；利用

「Explain Everything」、「Tellagami」等應用程式就教師設題進行不設限思考討論，通過互聯網記錄和分享討

論成果。此外，電子教材的應用有助促進學生自主學習，拓展思維深度。透過「Edmodo」手機應用程式，師生互動

擴展至課後，學生在使用程式上更可擔當主導者的角色，主動將自己所想分享給同儕師長。如此的開放性大大增強

了課堂的彈性，使學習變成一個雙向的過程，且可結合語文外的有關社會時事，正好為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的平台。 

2. 家校齊參與，共見證成果 

出席公開課堂的家長，經觀察後一致肯定互動教學的成果：開放性的題目配合新穎的教學資源使能力、學生都能因

應自己的能力，積極參與語文課，語文的學習不再局限於文法的背誦、句式的操練。當讀寫聽說在新媒體下融為一

體，學生對於文法、句式、詞彙的認知在其不知不覺間得到了鞏固與發展。亦有家長反映子女回家後除了獲發的工

作紙外，對相關時事議題因感興趣而主動用網上學習資源，如此正面的迴響與顯著的成果證明教師在培訓學生對語

文興趣上明擇正道，電子媒體與社會時事的確有條件成為課堂的切入點，使教師在語文的教學上事半功倍。 

（二）中文科 

1. 備戰文憑試活動 

為加強學生認識文憑試中國語文科評核要求，促進學習效能，本校將於 7月 4日安排全級中五學生參加由伊利沙伯

中學舉辦的「中國語文科應試策略講座」。當日邀請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文及文學部講師盧萬方先生及金文

泰中學學務主任施美芳老師主持講座。兩位講者具豐富的教學經驗及專業的考評工作經驗，相信是次講座定能有助

提高學生應試技巧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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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暑期增潤班 

中文科將與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合作，於 7月 18 日至 27 日為中一及中二學生舉辦暑期增潤班。授課導師為現正

於香港教育學院攻讀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之本科生。祈望協助初中學生鞏固語文知識，溫故知新。 

3. 語文大使 

「《縫熊志》閱讀暨話劇表演」比賽已於 5月 19 日順行舉行。活動由語文大使帶領中一同學選取書中具中國文化

特色的故事，進行劇本編作及排練，為總結演出作好準備。當日的演出非常精彩，風趣幽默的對白及創意的道具，

令現場觀眾非常投入，每組同學的表現都相當出色，同學合作純熟，獲得老師的一致讚賞。 

4. 中文辯論及演說學會 

本年度邀請教練，每星期均配合有系統的正規訓練，並建立3隊編制輪換，不論高低年級，在演辯技巧、團隊精神

和歸屬感，都有長足的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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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進行超過15場的對外比賽，

其中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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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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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衛珀禧及2C蔡東縉同學亦在友誼賽中，均有出色的表現。本隊初中成員，成功打入

雛辯盃決賽，問鼎殊榮。在暑期亦將舉辦聯校辯論工作坊，並參加鳴辯盃中學生辯論賽，以求保持狀態，汲取經驗。 

5.戲劇活動 

同學經過四十多小時的培訓和排練後，本年度「經典之旅 II-歡天喜地劇場戲劇培訓計劃」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並

於 5月 26 日午飯時間，在本校禮堂完成校內演出。是次表演，演員表現出色，整體演出都能保持流暢而準確，導

師梅思源小姐讚賞同學臨場發揮得宜，獲邀觀賞演出的中一級同學都能投入其中，反應熱烈。緊接其後，同學亦將

於 6月 24 日到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西環松柏中心舉行社區表演，期望透過戲劇表演與互動遊戲，將戲劇帶到學校

所在的社區，普及香港的戲劇藝術文化。最後，在此衷心感謝導師梅思源小姐，同學在其悉心教導下獲益良多，戲

劇表演水平獲得不俗的提升。 

（二）英文科 

1. 中一至中五課後英語增潤班 

為協助同學提升英語水準，英文科根據期中試成績，於 2月至 5月份期間逢星期一及四為同學安排課後增潤班，課

堂共 8節，由成績優異的舊生任教，協助同學鞏固英語文法知識和溫習詞彙。 

2. 初中辯論演說班及高中面試技巧演說班 

為提升同學的英語演講能力及升學作好準備，英文科聯同本校升學及輔導組在 4月至 6月期間舉辦了初中辯論演講

班及高中面試技巧演說班。由於同學反應熱烈，課程名額爆滿，本校辯論隊的負責老師及隊員特於 3月 23 日為上

述演講班作遴選，挑選同學接受訓練。 

3. 2016 響應世界閱讀日 ─ 悅愛閱讀、愈讀愈愛 

為鼓勵同學多閱讀，響應世界閱讀日，本校英文學會聯同圖書館及扶輪少年服務團於 4月 23 日在深水埗官立小學

的 2016 響應世界閱讀日籌辦了一個語文攤位遊戲「Chocolate Love」。此攤位是根據著名小說「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的故事作為藍本，遊戲設計老少咸宜，大受在場人士的歡迎。 

4. 香港中學生模擬聯合國大會 2016  

6D 陳浩志、6D 張漢清、5A 林卓庭、5A 盧建熹、5D 李承臻 及 5D 黃震文 同學於 5月 20 至 22 日參加是次活動。陳

浩志同學獲委任為議會主持，該會議就聯合國千年發展目標中的議題，包括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實現普及初等教

育等議題，與其他與會者作一連串的討論、商議及辯論。活動會以全英語進行，相信有助進一步提升同學們對時事

的觸覺和英語演說的技巧。張漢清同學更因在活動中的優異表演獲頒傑出代表獎。 

5. 第八屆英語廣播劇比賽 

為加強同學對英語運用的信心，本校 5名中一同學參加了由聰穎教育慈善基金舉辦的第 8屆英語廣播劇比賽。透過

不斷的練習，同學們的英語進步良多，並在比賽中學習到不同的表達方式，生動有趣。參加的同學包括 1A GUICO ALVIN 

LEUS、何子然、羅嘉浩、黃駿佳及羅樂天。 

6. 英文辯論友誼賽 

為增加本校同學對英文辯論的認識，英文辯論及演說學會致力於與其他學校的英文辯論學會發展夥伴關係，並在下

學期 4月期間與德瑞國際學校舉辦英文辯論友誼賽，提高同學對於英文辯論的興趣。本校參加是項友誼賽的學生包

括：2B 蔡東縉、2C 謝華軒、2C 張哲熙、2C 周宇熙、2C 蔡日朗及 2C 史迪。他們於賽事中皆表現出色，並勝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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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七屆官立中學校際英文辯論比賽 

本校英文辯論隊於 2016 年 3 月至 5月間參加了第 7屆官立中學校際英文辯論比賽，並於初賽及半準決賽先後淘汰

元朗公立中學及荃灣官立中學，經過一連串激辯，辯論隊最後獲得比賽總季軍。本隊隊員包括隊長 5D 麥嘉浩 、5D

鄭朗、5D 俞鑑恒、4A 蕭樂泓及 4D 陳浩明。當中，5D 鄭朗於半準決賽獲得「最佳辯論員」的殊榮，為校爭光。 



 
      第 6 頁 

 

8. Speak Out – Act Up 即興戲劇創作比賽 

本校中二級 6名同學參加了 4月 21 日由教育局外籍教師組主辦的「Speak Out – Act Up」即興戲劇創作比賽，加

強同學對英語運用的信心和創作能力。參賽的同學都表現優秀，獲得評判的賞識，而 2C 史迪更勇奪最佳英語運用

演員獎，成績驕人。參與的同學包括 2A 張艾度、2A 劉仁龍、2A Mohammad Hamza Karim Choudhary、2C 謝華軒及

2C 麥文立。 

9. Shorts on Stage 話劇創作比賽 

本校中二級 7名同學參加了由教育局外籍教師組主辦的「Shorts on Stage」話劇創作比賽。是次比賽要求同學自

行創作劇本參賽，並會由評判團先給予評價再作演出。同學們精湛的演出深深打動了現場觀眾，獲頒最受歡迎話劇

及最具創意獎，而 3A 蘇祈軒同學更獲評為最佳演員。其他參與是次比賽的同學包括 3A 徐新諾、3A 彭智峰、3A 蘇

穆朗、3A 施柏延、3B 袁浚希及 3C 黎穎軒。 

10.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2016 

本校的英語話劇學會參加了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2016 的英語話劇比賽，出色的演出引起了觀眾的回響，更引來了

評判的一致好評。英語話劇學會在是次比賽中獲頒傑出合作獎，而 2C 蘇真樂及 3A 蘇祈軒更脫穎而出獲得傑出演員

獎，成績令人鼓舞。 

11.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 2015」 

4D 許綽軒參加了由東華三院舉辦的「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成功過五關、斬六將，在眾多參加者中脫穎而

出，獲得高級組季軍。許同學的文章仔細描述了母親在他小時候對他的百般忍讓以及無微不至的照顧，並指出了正

向思維對小朋友成長學習的重要性。 

12. TOEIC 國際英語考試獎學金 

6A黎智銘同學報考了TOEIC國際英語考試，獲得了優良的成績。TOEIC國際英語考試為一個國際英語水平標準，以多

方面的測試來評核考生的職業英語技能。黎智銘成功於總分990分的測驗中考獲超過800分的佳績，獲TOEIC頒發

TOEIC國際英語考試獎學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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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中一至中五每級各選出12名

同學參加，希望能藉此提升同學期終試的數學成績。 

2. 2015至2016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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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至2016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同學

表現傑出，其中3A班陳珀顥、鍾鎮宇、何煒霖、何宏鋒在初級組中獲優異獎；5A班呂文森、許榮軒 、勞家洛 、張

嘉偉、林嘉輝 、楊富傑在高級組獲得優異獎及最佳圖表運用獎；5A班李冠穎 、李家亮 、劉沁楓、關恆銳、5D班

陳俊希、潘嘉健在高級組獲得亞軍、最佳統計指數應用獎。 

3. 參觀政府統計處 

獲「2015/16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主辦機構邀請，本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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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學日後研習統計學大有裨益，獲益良多。 

4. 中一數學遊蹤 

數學組於「活動日」期間，舉辦「中一數學遊蹤比賽」，使學生有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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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比賽有各式各樣的題目，活動更可提升同學的歸納思維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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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學有更多機會互相學習。 

（五）通識教育科 

1. 「認識《基本法》─法治創繁榮」善德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 2016 

本校 9 位中四同學參加了由香港善德基金會主辦，新界校長會統籌的全港中學校際基本法問答比賽 2016，於 72 所

參賽學校中，獲得分組季軍。 

2. 中四及中五級同學參觀大律師公會及高等法院 

為加強學生對法治精神的了解，通識教育學會和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於 4 月 21 日合作舉辦了「參觀大律師

公會及高等法院」的活動。是次活動有 20 位中四級及 5位中三級的同學參加，活動中同學和現職大律師進行交流，

並進入高等法院旁聽了審訊，透過有關活動，同學均對法律界的現況及法治精神加深了認識。 

3. 外交部講座 

本校於 6 月 24 日為中四級同學舉辦了「外交通識面面觀」講座，誠邀了外交部公署國際部副主任張健新先生及三

等秘書邵鶴松先生蒞臨本校，讓同學對外交事宜有更全面及深入的認識，使同學對「現代中國」單元的內容及議題

更容易掌握，引發他們作不同角度的思考，從而對學習有所裨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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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消息 

 
4. 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 

由可持續發展委員舉辦的 2014 至 2016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勵計劃，本校榮獲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以表揚本校在

有關學年以不同活動形式，積極向社區推動可持續發展及善用資源的文化。是次活動的成功，有賴校內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環保教育組、服務教育組及通識科的籌劃及帶領，讓學生不但對這觀念有更實在的認識，也提供了不同機

會讓他們在生活中實踐。 

（六）視覺藝術科 

1. 電腦平面設計工作坊 

電腦平面設計工作坊已於 4月中至 5月中在本校多媒體學習室舉行。同學在 8節、共 12 小時的課程中，由 Computer 

Academy 的導師指導學習電腦軟件（Photoshop 及 Illustrator），並為學校設計聖誕卡。同學的創作力及應用資

訊科技能力得以提升，將來亦能為協助學校活動設計宣傳品。参加同學包括 1C 邵子健、胡志康、1D 何沛陶、蘇亦

瑄、3A 廖天翔、3B 葉皓翔、葉浩林、3C 陳海汶、4A 黎凱朗、李其諾、潘卓烯、戴曜陽、尹錦暉、4B 盤宇軒及 4D

林佳俊。 

2. 視覺藝術科講座(其他學習經歷) 

為提高新高中學生對視覺藝術科的升學及就業資訊，本校特別邀請 A & M Art Workshop 的麥先生於 4月 27 日到校

向中四、中五介紹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目的選擇、收生要求及就業出路，讓學生好好計劃將來。 

3. 參觀「他鄕情韻 ─ 克勞德‧莫奈作品展」 

印象派大師克勞德‧莫奈（1840-1926 年）是西方繪畫史上最偉大的風景畫家之一，是次展覽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及法國五月聯合主辦，香港文化博物館及法國國家博物館聯會—大皇宮聯合籌劃，於香港文化博物館展出包括多幅

法國公共收藏中甚具代表性的莫奈作品。本校 19 位學生於 5月 16 日參加該展覽的導賞圑，親身觀賞大師傑作，並

認識莫奈之繪畫風格及創作背景，有助學生培養藝術評賞能力。參加同學包括 1C 陸梓瑜、王均騏、姚溢康、1D 李

展僑、2B 李駿軒、楊皓霖、2C 鄭文軒、張哲熙、馬興賢、吳小文、黃樹勳、3A 周藝朗、廖天翔、3B 林家銳、田偉

俊、3D 過崇藝、溫子皓、4D 林佳俊、姚凱揚。 

 

 

 

（一）訓導組 

1. 領袖生訓練 

訓導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於7月4至5日在校內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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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舉辦「領袖生生活營」，邀請曾任總領袖生的

校友和學弟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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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總領袖生及副總領袖生遴選 

訓導組將於暑假期間，安排應屆中五及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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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作領袖生頒章及宣誓儀式。 

（二）輔導組：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本組於三月至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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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幫助家長了解子女的需要。 

時間 年級 活動 目的及成效 

三月 中一至中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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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六級 (a) 海洋公園學習之旅 

(b) 製作蛋糕工作坊 

(校本課後活動支援計劃) 

透過舉辦之課程，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增進同

學彼此的友誼。 

三月至五月 中一至中三級 快樂協奏曲 課程能加強同學的抗逆力，積極面對人生困難。

中三至中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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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班主任課及講座 讓同學反思生命的意義，培養同學積極及正面的

人生。 

四月至五月 中一級 Fig Boys 中一班際午膳會 Fig Boys 與中一級學生一同午膳，與同學分享

校園生活及教導學弟如何準備期終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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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德及公民教育組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一直透過舉辦不同活動，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以培養學生良好的公民意識。本組於 3至 6

月份舉辦了以下活動： 

1. 生命教育 2015-2016 

本組與科學教育組及環境教育組於 5月舉辦了中三「小廚神低碳好煮意」比賽。目的是鼓勵同學藉設計「低碳」食

譜，學習減少廚餘、節省能源、縮減食物里程、善用食材及均衡飲食的概念，倡議從飲食開始把低碳概念融入日常

生活，令環保意識得以廣泛推廣並轉化為環保行動及生活習慣，切實地共創一個更好的生活環境。經遴選後，得獎

同學如下： 

奬項 班別 學生姓名 

最佳廚藝大獎 3A 凌浩男、李祖瀚、彭證恩、黃梓安、周藝朗、衞珀僖 

健康之選大獎 3B 江聽言、袁浚希、李俊華、黃鈱峯、林加皓、吳昀羲 

毅力大獎 3D 陳永軒、譚靖珏、孫昊塏、伍正立、黃晉匡 

優異獎 3A 廖天翔、黃澤宇、黎思行、何宏鋒、李肇軒 

優異獎 3A 蘇俊賢、黃晉榮、蘇祈軒、李祖瀚、胡健立、何煒霖 

優異獎 3C 勞正行、呂少楷、李敏聰、黃杰輝、黎穎軒、邵宇琪 

2. 最佳服務學生選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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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班別及學生姓名 

中一級 1A 黃駿佳     1B 陳俊燁     1C 李卓羿     1D 蘇亦瑄 

中二級 2A 歐陽祐生   2B 楊皓霖     2C 吳小文     2D 江侍揚 

中三級 3A 黎思行     3B 陳柏然     3C 龐翰熙     3D 陳永軒 

中四級 4A 張俊杰     4B 翁家譽     4C 王嘉豪     4D 陳浩明 

中五級 5A 楊富傑     5B 鮑華德     5C 殷晉傑     5D 吳卓霖  

（四）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 

1. 給文憑試考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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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起每週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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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於 5 月 27 日邀請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到校為中六級同學舉辦諮詢會。2 所大學的代表分別帶領 10 多位來

自不同學系的學生（大部份為本校舊生）與同學分享聯招選科的心得及各學系的概況。中四及中五級的同學亦

獲邀出席，藉此推動他們及早裝備自己，朝向大學的路邁進。 

 為幫助文憑試考生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作好準備，本組及輔導組連同本校社工將於 7月 5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於禮堂舉辦「中學文憑試模擬放榜暨家長日──與你同行」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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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及海外升學活動 

 本組邀得內地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訪港團於 5月 5日蒞臨本校，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舉行升學講座，詳細介

紹現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及機遇，中山大學嶺南學院與國際高度接軌的特色，及中山大學各學系的優勢。透過活

動，同學們亦對內地升學途徑有更深的認識，以及早為未來作好準備。 

 本組特於 5 月 26 日為中三級同學舉辦一場非本地升學講座。除向同學提供外地升學資訊外，更提醒同學現階

段的高中選科的決定如何影響日後到外地升學的選擇及機會。 

3. 其他學習經歷：與工作有關經驗 

 本組於 3 月 19 日安排 5 名中五及中六級同學參加由中文大學工商管理學院於香港康得思酒店舉辦的專業會計

學論壇，主題為「全球化與事業生涯發展：機遇與挑戰」。4 位來自公共事業、資訊科技界、銀行業及會計業

的翹楚的深入見解及富有洞察力的分享讓同學加深對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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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於 3 月 22 日為中三級同學舉辦「基本職業興趣測驗」講座，向同學講解本測驗的理念及運作。為了更有

效地幫助同學探索升學及職業路向，以及提供基礎資訊，在同學完成測驗後，本組老師於 4月至 6月期間以個

人及小組形式根據報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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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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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與課程發展組於 3 月 23 日安排了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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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對航空管理有濃厚興趣的中五同學參加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航空學院及香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主

辦，於 2016 年 3 月 30 至 31 日舉行的 2016 香港航空管理培訓課程，並獲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航空學院頒發

活動證書。本課程讓有志加入航空隊伍的同學學習基本航空和導航理論；令同學確立目標，為日後加入航空業

創造先決條件。航空學院院長親自教授同學基本航空管理知識，並講解現今香港及亞洲航空業的最新發展，讓

同學深入了解航空業的運作及前景。 

 本組與英文科組為初中及高中同學分別舉辦「辯論及演說技巧」工作坊和「演講及面試技巧」工作坊。20 位中

一至中三級及 28 位中四至中五級同學由 4 月份起逢周六參與為期 8 節的工作坊。導師透過互動工作坊教授辯

論、演講、面試等技巧及態度並進行模擬練習。同學投入學習，獲益良多。 

 本組與數學科組於 4月 19日邀請香港工程師學會蒞臨本校向 80位中四級修讀數學延伸單元一及二的同學介紹

工程師的專業。同學從中了解自己的興趣如何配合從而選擇修讀合適的工程學科，有助將來投身相關的工程界

別工作。在講座裡，同學積極發問，以了解更多有關工程界的資訊。 

 本組與通識學會協作，共同帶領 20 名中三及中四同學參加由大律師公會舉辦的參觀高等法院活動。活動於 2016

年 4 月 21 日舉行，除了大律師公會代表簡介背景資料，亦能到法庭聽審，並與大律師對話，令同學對法治精

神及香港司法制度有進一步的了解。 

 為配合生涯規劃的推動及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提供升學及擇業的資訊，視藝科於 4 月 27 日舉辦視藝科的事業

出路講座。讓同學了解學習視覺藝術的出路及進修的途徑。同學透過分享明白創意工業在本港的發展並深受啟

發。 

 本組於 4月 27 日安排 40 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參加賽馬會「生命‧歷情」體驗館的體驗活動。同學透過互動電

腦遊戲及設計，經歷模擬的人生旅途，從中領略何謂「年青」、何謂「年老」，學習珍惜寶貴的時間並切實訂下

人生的目標。經過反思，同學亦嘗試訂立短期目標並積極参與英青長者學苑的義工服務以作回饋。 

 本校 3B 江聽言同學於香港青年協會青年就業網絡《職業字典》推廣計劃「中三選科網上問答遊戲」中勝出，

獲邀出席 4月 30 日舉行的「學習模式測試工作坊」及獲頒書券乙張以示鼓勵。 

 本組於 5 月 6 日安排 21 位中三及中四級同學參觀香港大學護理學院。學院代表除介紹學院的課程及收生要求

外，更帶領同學參觀學院的先進設施，並讓同學模擬醫護程序，感受救急扶危的使命。同學均認為是次活動有

助其了解護理學的特色和前景。 

 本組與數學科組於 5 月 7 日邀請 2 位在精算領域工作逾十年的校友向 10 多位中四及中五級修讀數學延伸單元

二的同學作分享。其中包括精算學系的學習內容、各院校的課程特色、精算師的工作性質和前景等，同學均獲

益良多，對此行業有更全面深刻的認識。 

 中四級同學於 5月 18 日於校內参加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主辦的「模擬人生體驗日」。透過一系列的體驗活

動，同學經歷一個濃縮的生命歷程。同學在模擬的場景當中自行選擇屬於自己的去向，讓他們可以確切地思考

應走及可行的前路，並為自己的人生訂立目標。 

 本校於 6 月 28 日邀請了大律師公會到校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安排法律專業升學及就業講座，主講嘉賓為本校

校友蔡鎮大律師。蔡校友侃侃而談，不吝分享其寶貴經驗，台下同學專注聽講，更加深其對法律專業的興趣和

了解。 

 本校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的「工作影子」計劃已於七月圓滿結束。透過校友的鼎力協助，90 名中五級同學得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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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亦獲教育局的肯定，並邀請本組出席於 5 月 16 日舉行的「深化與優化生涯規劃教

育的策略和實踐」分享會，向同業分享建立及推行校本「工作影子計劃」的成功經驗。當天，除由本組主任黃

嘉慧老師分享籌劃細節之外，一直支持本計劃的校友梁卓衡先生、現就讀中文大學的張家浩同學及 2位中五級

同學蔣逸朗與黃俊銘亦一起分享參與本計劃的得著。他們更不約而同地表示此計劃讓他們深切體會英皇書院薪

火相傳的精神。 

 為幫助同學了解行業的運作，明瞭工作所需的能力、態度和其他要求，在踏入工作世界前能好好裝備自己，本

組為有興趣的高中同學報名參加不同機構舉辦的「暑期事業體驗計劃」。部份同學獲得到香港公共圖書館實習

的機會；另有同學將分別參與加洲保險有限公司及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面試。 

4.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本校共有 2 位中五同學參與由教育局及本地各大專院校合辦之應用學習課程(2015-2017)。兩位中四級同學報

讀下年度之應用學習課程(2016-2018)，他們已於五月到各大專院校參加面試。在獲得相關機構取錄後，同學

將於中五上學期開始逢星期六到指定大專院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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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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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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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8 日 中二 認識工作世界：各行各業知多點 

 幫助同學了解職場資訊及在各行業中的互通技能和訓練。 

4 月 15 日 中三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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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日 中二 工作何價？  

 透過真實個案的討論，讓同學思考工作與金錢的關係，反思自己的工作觀，從而加深對工作意

義的了解。 

中五 「事業興趣測驗」講座 

 透過本講座向同學講解事業興趣測驗的理念及運作。此測驗根據荷倫的事業興趣理論開發，並

經學術研究驗證；整個測驗有超過二百道題目，能較有效及準確地評估參與者的職業性向，

為探索升學及職業路向提供基礎資訊。本組老師將會根據同學測驗報告進行輔導，以助同學

於中六的大學選科中作出適切及明智的抉擇。 

5 月 25 日 中一 「築夢工程」遊戲教材套(二) 

 幫助同學加深對工作世界的認識，並了解學歷及態度的重要性，讓同學好好裝備自己。 

中四 「事業發展規劃(三)之我的生涯發展方向」 

 讓同學檢視自己的職業性向及對工作的價值觀，從而對自己未來的進修課程及職業作出初步選

擇。 

7. 試後活動 

日期 年級 主題 

7 月 4 及 8日 中二 「生命之旅」版圖遊戲： 

 同學通過遊戲把握各種機會並選擇自己的職業及人生。 

7 月 6 日 中四 「職場有格」版圖遊戲： 

 遊戲以荷倫的職業性向理論為基礎，透過遊戲的過程，讓同學明白個人特質與工作的關

係、認識性格和職業配對的技巧。 

「築夢工程」版圖遊戲： 

 遊戲以荷倫的職業性向理論為基礎，通過遊戲協助同學加深對自己的了解、提升競爭力，

認識工作世界及訂立目標。 

中五 「2017 大學聯招暨新學制下學生的多元化出路」講座 

（五）課外活動組 
各屬會的全年活動於五月尾大致完成，全年的活動報告及收支報表亦交給課外活動組導師審閱。本組將於七月初為

所有中三級同學舉辦「領袖訓練活動」，期望培訓明年的學會及社的幹事成員。 

（六）校園電視 

1. 「保障個人私隱，見招柝招」短片比賽 

校園電視組同學於今年 5月參加由私隱專員公署主辦的「保障個人私隱，見招拆招」短片比賽，在 150 間參賽學校

中獲選為其中 30 間獲得優異獎的學校，本校所製作之宣傳片，最後有一句格言是「私隱很重要，切勿太炫耀」。

希望大家緊記不要隨便將自己的私隱向陌生人透露，以免引致沉重的精神及經濟負擔。獲獎同學包括 5A 盧建熹、

5A 劉啟康、5B 蘇君言、5D 葉駿鈞、5D 溫凱樂。 

2. 「誰來保我」高中生微電影創作比賽 

校園電視組同學亦於資歷架構委員會屬下之自資高等教育聯盟主辦之「誰來保我」高中生微電影創作比賽中獲三甲

勝出。獲獎同學包括 5A 盧建熹、5B 蘇君言、5D 李承臻、5D 黃震文。該短片主要描述保險業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及突顯保險業的專業形象，大家若想觀賞得獎短片，可以在本校網址“Achievements＂欄內登入有關短片標題便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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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園拍攝活動 

除鼓勵同學參加不同類型之短片創作比賽外，校園電視組同學亦負責拍攝校園內舉辦之活動，以便培訓同學的拍攝

技巧及日後與其他同學及家長分享有關活動。近期攝錄之工作就包括有「九十周年校慶─公開講座」、「遊戲日」

及「中六級畢業禮」等。 

（七）國民教育組 

1. 升旗禮 

本校於 5月份舉行了升旗禮。典禮中除升旗外，國民教育組還邀請同學上台進行「國旗下講話」，藉此加強同學對

國家文化的認識，亦可訓練他們面對大眾演講的技巧，從而建立自信，豐富校園生活之體驗，5月份升旗禮活動如

下： 

日期 司儀 講者(國旗下講話) 題目 

5 月 5 日 4A 蕭樂泓 5B 何琛霖   5B 張俊安 五四運動與留美幼童 

2. 青少年軍事夏令營 

本校成功推薦了 3B 江聽言同學參加「香港青少年軍事夏令營」。夏令營將於 2016 年 7 月 17 日至 31 日（為期十五

天）在駐香港部隊粉嶺新圍軍營舉行。此次訓練主要讓學生有機會體驗駐香港部隊的生活，學習基本的軍事知識及

加深對國防的認識。完成 15 天夏令營訓練的學生，將獲頒發結業證書。 

3. 京港澳學生夏令營 2016 

本校成功推薦 5A 陳柏亨、5D 劉振聰及羅鈞浩同學將於暑假期間（2016 年 7 月 23 日至 29 日）參加由教育局舉辦的

「京港澳學生夏令營 2016」，學生將於此段期間在香港及澳門接待北京學生，並擔任「學生大使」，以及向北京和

澳門學生介紹香港文化及參觀地點的特色。是次夏令營的目的是為北京、香港和澳門三地中學生提供交流的機會，

並加深他們對國家歷史和發展的了解。 

（八）環境保護教育組 

在本年學校開放日裏，環保小組的攤位以「氡氣及健康」為題展示了「測量中西區環境輻射」計劃的結果以及一些

預防受過量輻射的方法。期間很多嘉賓對我們自行組裝的測計器(bGeigie Nano Kit)大感興趣，同學也作出即場示

範及檢測。當天報章記者亦前來本校作了一次詳細的專訪。另外環保小組成員於 5月 26 日與一行 30 多人的新加坡

中學考察團作了一次半天的文化及環保交流。除了課室的活動外，我們開放了學校天台的太陽能熱水系統讓學生們

認識其運作及效用。今年本組參加了兩項比賽，在「咪嘥嘢校園減廢」比賽中本校最後能完成計劃；在可持續發展

社區項目比賽中本校更獲大會頒發金奬，以表揚本校在社會服務及環保方面的工作及成就。 

（九）健康及性教育組 
1. 今年健康教育組為中一至中五同學舉辦了禁毒講座，宣揚了吸毒的禍害。在 5月及 6月時，本校中一同學參觀香

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讓他們對濫藥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2. 本學期本組為中一至中五同學安排性教育講座，增強同學們對性教育的知識： 

日期 班級 主題 

5 月 17 日 中一 青春期與色情文化 

6 月 3 日 中二 性騷擾 

1 月 19 日 中三 尋覓‧愛 

4 月 22 日 中四 網絡色情陷阱 

4 月 15 日 中五 愛情急症室 

3. 為進一步推廣正確飲食習慣，本組於 5月 18 日舉行了由家長教師會贊助的「開心水果日」，每位同學、工友，老

師都獲贈一個蘋果，同學們在是次活動反應良好。 

4. 本校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健康 SUN 動力」，當中計包括「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班、「非凡“SUN＂

體驗」乘風航、「健康達人」健康生活講座。此外，「校園健康大使」朋輩輔導計劃、傑出領袖工作坊「快樂由我

創」、「喜劇之王」活動是以藝術治療理論為基礎，協助對於溝通及表達感受有困難的學生。同學在活動的反思回

饋中，表示經歷有關活動後，個人面對困難時，也能從容解決。 

5. 越峰成長中心、家長教師會與本組合辦「溝通管教有妙法──家長教室」，講題為「處理親子衝突雙贏之道」。

講座目的是幫助家長增加對子女的認識、改善溝通和管教。講座於 5 月 14 日在本校的演講室舉行，當天雖然是公

眾假期，但不少家長犠牲他們的休息時間，蒞臨本校出席講座，是日約 50 位家長出席。講座內容分為兩個環節，

首先由越峰成長中心的社工講述禁毒防毒知識，使家長對青少年的不良惡習有所認識。第二部分是由余國健先生講

授正向心理學對為人父母的意義，實踐快樂的八種方法並善用正能量去培育孩子，以便於與子女溝通。余國健先生

深入淺出的講述，加上不少的實例，對家長們有不少的啟發。家長們紛紛就自己子女所面對的問題而發問，熱烈地

參與討論。講座完結後，不少家長還留下與講者討論相關課題，會後不少家長對活動給予極佳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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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學生會消息 

（十）服務教育組 

1. 「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魔術班 

服務教育組於五月份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了「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魔術班，共 20 多位同學參加，同

學除掌握了基本魔術設計及技巧外，更對健康校園計劃有更深的認識。 

2. 手語班進階班及扭汽球班 

英青長者學苑於下學期分別舉辦了手語班進階班及扭汽球班。長者們在手語課程中，學習到以簡單詞藻造句，以表

達日常生活上的用語。另外，他們亦學習了手語歌，把歌曲以較優美的手語方式表達。在扭汽球班中，長者們以不

同的技巧，發揮創意，製作不同物件。為了促進長幼共融，長者學苑將於 7月份進行長者中心探訪及生態文化保育

旅行，提供機會予同學關懷及照顧長者。 

3. 2016 年中西區青年獎勵計劃 

為了表揚本校學生義工領袖全年的貢獻，本校於 5月推薦了中四義工領袖戴曜陽同學參加中西區青年活動委員會舉

辦的 2016 年中西區青年獎勵計劃，榮獲優異獎。 

（十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2016 

本校於 2015 至 2016 年度共 13 名學生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錄取。 

人文學科範疇 4A 林富全、4A 王仕淦、4A 張俊杰、2C 史迪、2D 鄭耀駿 

科學範疇 4A 鍾沛匡、4D 勞家浚、3A 黃澤宇、3A 蘇穆朗、1A 李祉彥 

數學範疇 1B 洪綽鍵、1B 吳家豪 

領導才能範疇 5A 葉宏量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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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計劃已圓滿結束，再次感謝多月來

義工同學們熱心無私的幫忙。 

2. 扶輪少年服務團區年會 

本年度「扶輪少年服務團區年會」於 4月 2日在九龍塘教育服務中心舉行，本校 4名扶少代表出席。是次會議邀得

「逃出香港」創辦人之一邱軾斐小姐為主講嘉賓，以「生涯規劃──追夢」為題鼓勵青少年創業，勇於開拓新領域。

大會又安排了有關工作假期的工作坊，令同學獲益良多。 

3. 生涯規劃──職業博覽 2016 

本校扶少團於 5月 7日參加了由教育局及國際扶輪 3450 地區第六地域所合辦的「生涯規劃──職業博覽 2016」。

除了嘉賓分享生涯規劃經驗，大會更安排了二十多個不同職業講座，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就業資訊，同學透過各行業

的分享從中獲取成功的秘訣，有助規劃未來。 

4. 「惜食堂」廚房義工工作 

本校扶少團於 4月招募十六歲以上的義工參與由「惜食堂」舉辦的廚房義工工作，結果反應踴躍。因名額有限，最

後 15 名扶少團成員於 5 月 9 日齊集柴灣長益工業大廈，即惜食堂位於港島區的廚房，協助機構準備熱飯餐，包括

處理蔬菜及製作飯盒等，以供有需要的人士果腹。這次難得的體驗對參與義工來說既難忘又意義非凡。 

 

 

 

（一）家長教師會 

1. 家長教師會親子旅行 

4月17日是一個天朗氣清的好日子，家長教師會在當天舉辦親子旅行。各參加家庭一大清早回到學校集合，分別乘

坐四部旅遊巴士，直達大埔船灣高爾夫球中心體驗高爾夫球樂趣及由場內專人講解持桿及發球之技巧。於荃灣悅來

酒店午膳後，到大嶼山欣澳之著名迪欣湖大自然活動中心。是次旅行參加人數接近200人，家長、老師和學生們都

享受了輕鬆愉快的一天。 
 

2. 家長教師會家長專題講座 

學校家長教師會在 5月 14 日（星期六）舉辦了一場「家長專題講座」。題目為「心靈階梯之家長教室 : 處理親子

衝突雙贏之道」。主持和講者是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的賴冠倫先生和心靈階梯培訓總監的余國健先生。當天是佛

誕的公眾假期，仍有約 50 位家長參加。余先生先透過一連串個人經驗，幫助各家長了解家長與子女衝突的種類；

繼而提出贏取子女合作的方法。參加講座的家長獲益良多，講座結束後，多位家長留下與余先生詳談，分享教子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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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十三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周年聯歡聚餐 

第二十三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周年聯歡聚餐於 2016 年 5 月 20 日舉行，當晚情況非常熱鬧，除共有近 200 位家長

及學生參與，校監繆東昇先生及英皇書院同學會代表出席支持。是晚節目非常豐富，有抽獎及音樂表演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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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都盡興而歸，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晚上。 

4. 2016「校園清潔‧最佳拍檔」比賽 

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參加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所舉辦的 2016「校園清潔‧最佳拍檔」比賽。在是次比賽中榮

獲「卓越表現」獎，家長洪向玲女士更獲頒發獎項以表掦她在協助學校推行校本清潔活動方面的卓越表現和貢獻。 

（二）學生會 

1. 英皇節 

英皇節於 5月中旬開鑼，由班際籃球比賽打頭陣，每班派出運動健兒參賽，各籃球好手在同窗的打氣下，顯得更為

落力。而部分班別的班主任更現身籃球場給予支持，氣氛更為熱烈。經過一番龍爭苦鬥後，4A、3D 及 1A 分別贏得

高、中及初級組賽事的冠軍。此外，這次的英皇節包括「三分神射手」、「勁射九宮格」、足球技術賽和籃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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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萃集 

同時，英萃亦於 3月中展開，是次領袖訓練計劃共有 30 位中一及中二的同學參加。英萃集旨在透過一系列遊戲和

活動，培養同學的領袖精神，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同時亦提供一個平台讓初中年級的無花仔多與師兄交流，感受

英皇人薪火相傳的精神。學生會更在 5月 7日在長洲明愛明輝營舉辦了日營活動，同學們在這天的活動充分發揮了

團結合作的精神，並享受其中。 

3. 科學週 

科學週在四月中舉行，旨在讓同學從遊戲和實驗中體驗科學的樂趣。學生會在科學週中舉辦了「機不可失」和「雞

蛋救兵」兩個遊戲，參與同學從遊戲中了解了一些科學的原理，並提高了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另外，「流動實驗室」，

仿效節目「學是學非」當中環節，透過給予機會同學嘗試進行有趣的實驗和挑戰，從中認識科學知識。 

4. 聯校活動 MLC 

聯校活動 MLC (Model Legislative Council) 於 4 月至 5月舉行，約 30 位中三至中五的參加者透過模擬立法會會

議和論壇及團隊活動提升自己對時事的觸覺。透過組員之間的溝通協作，完成任務，參加者也因此提升自己待人接

物的技巧。是次活動拓闊了英皇仔的社交圈子，而整體活動反應正面，不少同學亦有所得着。 

5. Heart to Heart Sharing with Mrs. Chan 
學生會為英皇同學與校方之間的橋樑，因此亦於不同年級舉辦「與校長對話」，讓學生向校方查詢自己切身的校內

事務，並從受眾角度提出對學校校政的意見。各班班代表的問題囊括多個範疇，如：跟進有關增設小賣部的安排、

學校設施等等。每一級的同學踴躍發言，爭取機會向校方表達意見，而陳校長亦一一詳細解答。 

6. 師生足球賽 

在考試完結後，英皇節的重頭戲──師生足球賽於 6月 23 日舉行，同學們藉此活動與老師切磋球技，也可以欣賞

老師們大展球技和見識他們在球場上不為人知的一面。 

在 7月的活動日中，學生會會舉辦更多的活動給予同學，讓同學們在考試後也不忘放鬆心情。本屆學生會的任期即

將完結，在此感謝校方、各團體及同學對本會活動的支持。 

 

 

（一）KC Talents 

本組今年再接再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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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邀請校友作嘉賓

外，今年我們更增加了同學及老師的參與。以下是曾參與 3月至 5月份 KC Talents 的嘉賓及講題： 

月份 本校校友 / 學生 講題 

三月 林仲岷 情緒病與我何干？ 

四月 呂文森及環保小組成員 分享環保生活及再造紙示範 

五月 
吳思安 實地觀鳥 

卓湕衡 摺紙藝術 

（二）Smarteen 與「健康教育組」合辦乘風航 

於 5月 20 日，黃鎮煒老師、麥達光老師與 30 多位同學在香港仔逸港居碼頭集合，登上中式帆船「歡號」，參加乘

風航海上歷奇活動，在互相扶持的環境下攜手合作，接受大海的挑戰，建立自信、發展團體合作精神。同學在上午

學習基本航海知識、海上安全措施、繩結運用、墮海救人程序等課程，他們均表現專注，留心船員的講授，並適時

發問，認識海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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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紀錄 

下午，同學開始身體力行，分組進行刺激的活動，如海上求生訓練、指令活動救生艇操作、空中飛人等，同學在其

中表現投入，養成獨立處事能力及團隊合作精神。最後，各同學進行了三次跳船求生訓練，他們需要在約兩層樓高

的船艙上一躍入水，他們在老師和同學的鼓勵和支持下一一魚貫跳船，成功挑戰自我，克服心理關口，發揮潛能，

一日的海上訓練劃上完美的句號。 

 

 

南京交流計劃 

外務交流組及國民教育組推薦了 10 名同學參加由教育局主辦之「南京歷史文化探索之旅」。是次交流活動已於 2016

年 4 月 26 至 30 日(共 5天)順利完成。 

領隊老師：周倩嫻老師 

參加交流計劃之學生名單如下： 

4A 林富全 4A 侯穎騫 4A 許正浩 4C 傅仰澤 4D 陳浩明 

4D 莊賦頌 4D 吳漢華 5B 何尚智 5B 陳彥彰 5C 曾憲瑜 

是次活動行程豐富，除到如明孝陵、中山陵、明城牆等古今歷史遺跡參觀外，也與南京大學及中學的師生交流切磋，

並到秦淮河、夫子廟等旅遊勝地感受金陵風貌。故此，本校同學在是次交流活動中獲益良多，除了加深了對中國歷

史及當地文化的認識外，更學懂了研究歷史的方法及精神。而同學亦充分把握是次交流的機會，虛心學習，活學活

用，在專題研習報告中表現卓越。 

 

 

（一）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英皇書院 / 

中學合唱隊外文歌曲 

男子第一組別初級組 

14 歲或以下，只限童聲季軍 

香港音樂及朗誦協會 

英皇書院 / 

中樂隊中學中級組季軍 

口琴小組中學冠軍 

口琴小組中學季軍 

口琴隊中學亞軍 

周朗軒  5D  口琴協奏作品 (公開組) 亞軍 

葉進禧 3B 口琴協奏作品 (公開組) 季軍 

方子蔚 2C 

口琴獨奏初級組冠軍 
吳俊毅 2C 

江侍揚 2D 

張星尉 2C 

談文睿 1D 
口琴獨奏中級組季軍 

陸霈賢 3B 

盧小樹 3B 口琴獨奏高級組冠軍 

王名晙 4A 口琴獨奏高級組季軍 

余博文 4B 
口琴二重奏亞軍 

黃庭康 4D 

謝元泰 1B 分級鋼琴獨奏八級冠軍 

洪綽鍵 1B 分級鋼琴獨奏七級冠軍 

王昱燦 2A 分級鋼琴獨奏六級季軍 

溫子皓 3D 粵曲獨唱平喉獨唱中學初級組亞軍 

許皓晴 4D 揚琴獨奏亞軍 

林嘉兆 6A 
中阮獨奏冠軍 

柳琴獨奏季軍 
 
 

 

 



 
      第 15 頁

 

（二）英文科奬項 

1.  ‘Shorts on Stage’ 話劇創作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蘇祈軒 3A 最佳演員 

教育局外籍教師組 

徐新諾 3A 

最具創意獎 

施柏延 3A 

彭智鋒 3A 

蘇祈軒 3A 

蘇穆朗 3A 

黎駿謙 3B 

袁浚希 3B 
 
（二）數學科奬項 

1.  中學數學及科學比賽 (SSMSC) 

學生姓名 班別 科目 獎項 主辦機構 

許榮軒  5A 

數學 

卓越 

香港理工大學 

鄭毓俊 5A 高級優異 

李冠穎 5A 

高級優異 
勞家洛  5A 

呂文森  5A 

黃俊銘 5A 

嚴文澤 5A 優異 

劉沁楓 5A 優良 

2.  第七屆香港中學數學創意解難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英皇書院 / 團體金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3.  香港數學競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英皇書院 / 團體一級榮譽 

教育局數學教育組及 

香港教育學院數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尹子穎 5D 個人一級榮譽證書 

李承臻 5D 個人二級榮譽證書 

陳偲行 4D 
個人三級榮譽證書 

劉振聰 5D 

4.  第十五屆培正數學邀請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英皇書院 / 團體優異獎 
香港培正中學 

尹子穎 5D 個人銅獎 

5.  2015/16 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陳珀顥 3A 

初級組優異獎 

題目：自殺率與經濟狀況的關係 

香港統計學會及教育局

鍾鎮宇 3A 

何煒霖 3A 

何宏鋒 3A 

張嘉偉  5A 

高級組優異獎及 

香港城市大學管理科學系高級組最佳統計圖表獎 

題目：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Hong Kong Tertiary 
Production-Tourism 

許榮軒  5A 

林嘉輝  5A 

勞家洛  5A 

呂文森 5A 

楊富傑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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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關恆銳 5A 

恒生指數有限公司高級組亞軍及 

恒生指數有限公司高級組最佳指數應用組 

題目：A Review of Economic Event’s Impacts on Housing 
Market 

香港統計學會及教育局

李家亮 5A 

李冠穎 5A 

劉沁楓 5A 

陳俊希 5D 

潘嘉鍵 5D 

6. 國際數學奧林匹克香港選拔賽初賽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劉振聰 5D 銅獎 
教育局及 

國際數學奧林匹克香港委員會 
尹子穎 5D 

優異獎 
李承臻 5D 

7. 第十八屆香港青少年數學精英選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李兆浚 2B 二等獎 全港青年學藝比賽大會、保良局及香港數理教育學會 

（三）普通話科奬項 

1. 第十六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黃樹勳 2C 初中組節目主持人組良好（88 分） 普通話教師學會 

（四）科學科奬項 

1. 國際聯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李明馳 1A 
國際聯校學科評估及比賽（中文科學） 

金獎及該年級最佳成績 

UNSW GLOBAL 
澳洲教育評估中心 

2. 2016 香港物理奧林匹克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林家進 4D 二等獎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陳偲行 4D 

2016 香港物理奧林匹克三等獎 勞家浚 4D 

邱子晉 4D 

3. 中學數學及科學比賽 (SSMSC) 

學生姓名 班別 科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黃俊銘 5A 

生物 

高級優異 

香港理工大學 

吳思安 5A 
優異 

葉駿鈞 5D 

馮兆瑜 5A 

優良 

關恆銳 5A 

李家亮 5A 

勞家洛 5A 

甄以恒 5A 

陳俊偉 5D 

陳學麟 5A 

良好 陳諾軒 5D 

李愷晞 5D 

陳學麟 5A 

化學 高級優異 

鄭毓俊 5A 

關恆銳 5A 

李冠穎 5A 

黃俊銘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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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科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陳俊希 5D 

化學 

高級優異 

香港理工大學 

葉駿鈞 5D 

馮兆瑜 5A 

優異 劉沁楓 5A 

李匯文 5D 

吳思安 5A 

優良 
吳啟綸 5D 

姚勇濤 5D 

俞鑑恒 5D 

嚴文澤 5A 良好 

鄭毓俊 5A 

物理 

高級優異 

劉沁楓 5A 優異 

蔡海星 5A 
優良 

嚴文澤 5A 

4.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ntel ISEF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李冠穎 5A 
化學組三等奬 

研究題目：「Fe3O4納米粒子作金屬離子吸附和手性識別」

美國科學與公眾協會

及英特爾基金會 
朱柏熹 6A 

陳達毅 6D 

5. 「第九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林匹克競賽」（I-SWEEEP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谷旻軒 6A 
能源項目金獎 

研究題目：「利用地溝油於光催化下産氫發電」 

Harmony Public Schools 

胡銘軒 6C 

林浩鈿 6D 

魏可均 4A 
工程項目銀獎 

研究題目：「利用鐵銹催化廚餘發電」 
胡志聰 4D 

冼璞 4D 

6. 香港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魏可均 4A 能源與環境項目一等獎、最優秀項目大獎及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附屬地區特別獎 

研究題目：「天然染料催化廚餘發電」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胡志聰 4D 

馮瀚偉 4D 

鄭毓俊 5A 
能源與環境項目優異獎 

研究題目：「色素催化聚合反應」 
李冠穎 5A 

劉沁楓 5A 

7.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鄭毓俊 5A 
高中組 發明項目亞軍 

研究題目：光催化聚合反應 

香港青年協會 

李冠穎 5A 

劉沁楓 5A 

魏可均 4A 

高中組 研究項目優異獎 

研究題目：如何利用光催化廚餘産氫 

馮瀚偉 4D 

林家進 4D 

冼璞 4D 

胡志聰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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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中學化學奧林匹克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鄭浩均 4A 

冠軍 

研究題目：「光催化廚餘發電」 

香港數理教育學會 

馮瀚偉 4D 

林家進 4D 

冼璞 4D 

胡志聰 4D 

鄭毓俊 5A 
季軍 

研究題目：「光催化聚合反應」 
李冠穎 5A 

劉沁楓 5A 

林家進 4D 最佳演説者 

（五）體育科奬項 

1. 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2015-16 第三組 第三區(港島區)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盧誠喆 2A 男子丙組 50 米推鉛球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吳頌麒 4D 
男子乙組 100 米 季軍 

男子乙組 200 米 亞軍 

林家進 4D 男子乙組標槍 殿軍 

王柏晞 2A 男子丙組 100 米 季軍 

楊浚寧 1A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力 季軍 

李正正 1C 

蕭渝峰 2A 

徐啟賢 2C 

林均彥 2D 

2. 中學校際籃球錦標賽 2015-16 第一組 (港島區)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陳子蓁 1B 

男子丙組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李杰信 1B 

何泓滔 1C 

陳卓謙 1D 

林忠融 2A 

陳偉駿 2A 

劉泰瑋 2B 

蔡日朗 2C 

朱廸男 2D 

許安傑 2D 

曹譽璋 2D 

林均彥 2D 

（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奬項 

1. 「電子問卷作人口調查」全港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 2016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鍾沛匡 4A 

冠軍 政府統計處 

何昊懿  4D 

盧建熹 5A 

蘇君言 5B 

李承臻 5D 

2. 「學生 Apps 學生寫」流動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蘇穆朗 3A 亞軍 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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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片製作比賽（中學組）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何泓韜 1C 優異獎 聯校資訊科技學會 

陳瑞軒 1D 

優異獎 聯校資訊科技學會 蘇亦瑄 1D 

黃煜炯 1D 

4. 中學生「體感駕車」比賽「思」駕車比賽（中學）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葉浩林 3B 

全日第二最佳紀錄 香港浸會大學 
陳曉樂 3C 

何澤霖 3C 

王海博 3C 

5. 2016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奬：最佳學生發明獎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梁學志 4A 
積極參與（首十名） 

軟件設計：惜食許願池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劉以諾 4D 

莫清佑 4D 
 
（七）紅十字會奬項 

1. 2015-2016 年度港島總部城市追蹤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張俊安 5B 
冠軍（友團：聖士提反女子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 

李匯文 5D 
 
（八）園藝學會奬項 

1. 香港花卉展覽 2016 中學組盆栽種植/培植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伍俊林 5C 仙人掌類植物優異奬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盤宇軒 4B 肉質植物優異奬 

黃然駋 
4D 賞花類植物優異奬 

劉泰沂 
 
（九）其他奬項 

1. 第五屆香港遠程實時問答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李肇軒 

3A 亞軍 聯校資訊科技學會 
彭智鋒 

黃澤宇 

蘇穆朗 
 
（十）奬學金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主辦機構 

劉振聰 5D 「卓越今天，成就將來」青少年領袖獎勵計劃 2016
馮漢柱教育信託基金及

萬鈞教育基金 

鄧柱灝 6A 

2016 上游獎學金 
扶貧委員會及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嚴文澤 5A 

蘇俊賢 3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