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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喜訊 

校務消息 

新高中課程的實施 

學與教 

家教會、同學會、學生會

消息 

各組消息 

一、 輔導組 

二、 升學及尌業輔導組 

三、 公民及品德教育組 

四、 課外活動組 

五、 國民教育組 

六、 環境保護組 

七、 社會服務 

交流活動 

獲獎紀錄 

喜訊 
本校於 2010 年的香港中學會考中取得優異成績。六丙班學生呂旻軒

榮獲莫鳳麟獎學金(The Charles Frankland Moore Award)，此獎項

由香港中英基金同學會設立，並於一月十三日假香港大學由英國駐

港總領事奚安竹先生(Mr Andrew Seaton)頒發，以表揚呂同學於二零

一零年香港中學會考中考獲全港首名的最佳成績，為本校首次有學

生獲頒此獎項，可喜可賀。 

此外，本校六甲班學生余日天、六乙班學生王武迪、六丙班學生蔣

文豐、盧俊彤、呂旻軒亦榮獲政府獎學金，以表揚他們於二零一零

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取得七科或以上優等的最佳成績。 

 

校務消息 

一、 畢業典禮 

八十五周年畢業典禮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本校禮堂舉

行，大會邀得校友天文台台長李本瀅博士頒獎並致訓詞。其他主禮

嘉賓有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曁英皇書院校管會主席譚貫枝先生、總

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及南區)劉李美華女士、英皇書院同學會主席林

超英先生及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偉青先生，他們的蒞臨，使

典禮埸面熱鬧而隆重。 
 
典禮開始時，先由陳胡美好校長致歡迎辭及宣讀報告校務。本校不

但於去年的公開詴中取得優異成績，在課外活動方面亦有豐碩的成

果。接著由各位主禮嘉賓頒發證書和獎項予畢業生和得獎學生。畢

業典禮結束後，李博士撥冗接受學生的訪問。內容主要圍繞李博士

的工作、奮鬥經驗、氣象學和昔日的校園生活點滴等，學生在交流

中獲益良多。 
 

二、 開放日 

本校八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暨學生作業展覽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日及四日順利舉行，開放日共吸引約一千二百名來賓蒞臨參

觀，氣氛熱烈。是次開放日以「八十五載卓越傳承，構建成尌活

力學習社群」為主題，由本校不同的學習領域科目及課外活動學

會分別於禮堂和操場擺放展覽，介紹相關課題。這些學生的作品

和心血，正好讓大家一窺「英皇人」的精神面貌。美術學會精心

設計了一個大型的生日禮物佈置，放置在禮堂台上，音樂學會在

操場上安排多場音樂表演，戲劇學會演出了兩埸精彩話劇，攝影

學會在花園為來賓免費拍照，場面熱鬧。 

 

第二期 
二零一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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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校園各處均設有攤位遊戲，希望來賓透過遊戲，增加對本校歷史和特色的了解。當日

演講室亦有同學進行經驗分享，介紹他們在校際比賽的得獎作品以及分享比賽及交流的心

得。 

 

開放日更備有學生設計的紀念品售賣，包括八十五周年校慶紀念校呔、文件夾及環保袋。由

於設計精美，各具特色，紀念品瞬即售罄。參與「國際成尌計劃」舉辦的營商計劃的學生亦

設有攤位發售，產品銷情理想。本校於開放日期間同時舉行了四場「中一自行收生」簡介

會，參加者非常踴躍，約五百名家長及小學學生出席。由校長親自講解中一收生的標準和本

校課程的特色，校長亦積極回應家長的提問，氣氛熱烈。 

 

三、 陸運會決賽日 

本校周年陸運會決賽日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假灣仔運動場順利舉行。陸運會的

主禮嘉賓是本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前副主席──現任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執行總裁蔡中

虎校友。蔡校友在演說中不但分享了一些他讀書時的往事，更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以便日後

能在社會上幹一番事業，成為各行業的翹楚。 

 

本年度之各項社際冠軍分別為甲組：校社，乙組：祈社，丙組：富社，而社際全場總冠軍則

由祈社奪得。奪得個人全場冠軍的學生分別為甲組：中五甲班黎子健，乙組：中一甲班顏志

鵬，丙組：中二甲班李欣鍵。而友校接力邀請賽冠亞季軍分別由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聖

貞德中學及皇仁書院奪得。 

 

四、 英皇書院同樂日 

本年度的「同樂日」在三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舉行。當天的活動由校方、家長

教師會及同學會合辦。活動項目包括足球比賽、籃球比賽、羽毛球單打及雙打比賽、英皇

塔、飛標大賽及插花比賽等。校友林國榮先、李傑之先生及高志豪先主講職業講座介紹會計

行業，反應熱烈。另外還有英語遊戲、橋牌、對弈遊戲及體感電子遊戲等。到校的嘉賓及參

賽者超過三百人，當中包括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的數十位同學。大會亦在活動室為各嘉賓提

供小食及飲品。 

 

五、 學校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英皇書院學校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廿四日舉行了本學年的第二次會議。會上各

委員審視了學校財政報告。另外本學年主要關注項目—「提高同學學習動機」、「提升同學

自律能力」負責的老師匯報項目進展情況。 

 

六、 2011 年「全國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實效操作』論壇」 

北京師範大學繼續教育與教師培訓學院深圳會議組委會為了讓內地各院校的老師學習和了解

港、澳心理健康教育的發展狀況，取長補短，以提升健康的心理教育品質，故在深、港、澳

舉辦 2011 年「全國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實效操作』論壇」。有關與會訪問團於 2011 年 1 月

18 日上午訪問了本校。由本校各部門，包括公民及品德教育組、國民教育組、輔導組、升學

及尌業輔導組及和社會服務團向訪問團簡介全港學校參與發展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規劃和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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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六丁班李敬禧同學更向與會訪問團分享了自我探索學習之體驗(南極考察之旅)。 最

後，本校學生大使更帶領訪問團嘉賓遊覽校園，以了解本校的歷史和環境。這次交流活動在

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七、 《健康校園》活動 

為配合教育局呼籲學校構建校園禁毒文化，健康教育組參考學校禁毒資源套，製作了適合的

校本教材，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下旬及十二月上旬進行，內容包括有關禁毒資訊的簡報、

戒毒者親身體驗的錄音播放和模擬抗拒吸毒引誘的短片。 
 

健康教育組於十一月邀請了越峰成長中心為本校中一學生舉辦了一次禁毒講座，講座內容包

括藥物資訊、吸煙和濫藥的害處、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和介紹禁毒法律知

識等。以簡報、短片、講解及討論等形式進行，使學生明白吸煙和濫藥的害處。 

 

健康教育組於十二月上旬進行了全校學生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學生的飲食習慣、食物種類、

運動次數和每年是否有進行身體檢查等。分析報告顯示大部份本校學生都有良好的飲食習

慣，他們飲食均衡，每星期亦有進行適量的運動。但仍有部份學生喜歡吃零食、甜品及煎炸

食品，健康教育組將會作出跟進，鼓勵學生多進食蔬果，以改善飲食習慣。 

 

八、 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計劃 

中一至中七級學生已陸續於一月及二月邀請有關老師簽名核實他們所達成的目標，以便評

估學生的學習進展和成效。中六、中七級學生於一月已完成填寫「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計

劃」之學習目標和評估；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則在學校的內聯網上完成有關的訂定目標部

份，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計劃」的反思部份將於下學期完成並上載於學校的內聯網上。 

 

為了肯定和表揚同學於上學期所付出的努力，本校已於一月十七日的早會，由校長頒發嘉

許狀給予各位考取全級第一名和全班第一名的學生。盼望各家長繼續給予他們鼓勵和支

持。我們更希望同學能抱著「勝不驕，敗不餒」的求學精神，精益求精。 

 

為了讓學生之間能建立良好的學習氣氛和合作精神，本校已於上學期十月二十日及十一月

二日舉行「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講座，以提升中一級及中二級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共

同追求學問的團結精神。 

 

2. 提升學生自律能力 

2.1 修訂課室守則 

由於中四級重新編班，所以中四各班頇再次釐訂其班本課室守則，除了更切合各班的需要

外，亦可培養他們對新一班的歸屬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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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於上學期舉辦了班際秩序比



第 4 頁 

英皇書院校訊 2010-2011 年度 第二期 

 

賽，以「課室日誌」中各班在秩序、清潔、繳交功課等表現上評分，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 2B   亞軍— 1C  季軍— 3A 

各得獎班級的表現卓越，無論在課堂秩序、繳交功課、課室清潔上均有明顯的進步，這比

賽不但發揮尊師守紀的精神，更加強各班的凝聚力，故於下學期繼續「課室日誌」計劃和

班際秩序比賽。 

 

2.3 功課勵進班 

由於「功課勵進班」的推行，有需要輔導的學生在老師課後的指導下完成功課，故全校遲

交功課的情況有明顯的改善。 

 

2.4 班長培訓 

上學期所舉行的「班長培訓」課程成效理想，因班長清楚了解其職責，故能有效地協助老

師處理班務，故下學期將繼續此培訓，以訓練新任班長及肯定其責任。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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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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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學關懷大使」的名單如下： 

4A 陳正濤 4A 陳浩然 4D 陳家樂 4D 潘智謙 4D 謝易池 

4A 黃寶珩 4D 黃兆亨 4A 游達輝 4D 劉鎮邦 4A 董浩堯 

4C 黃駿彥 4C 蔡梓泓 4C 趙凱濤 4C 許偉林 4C 梁家  

4E 陳國傑 4B 游哲維 6A 鄭銘坤 6A 朱家聰 6A 許燿東 

6A 劉智德 6A 黃耀燊 6B 鍾沛新 6C 陳正洋 6C 賴君行 

6C 林璟智 6D 蔡文睿 6D 梁家維 6D 梁溢朗 6D 吳展安 

 

2.6 滅罪講座 

本組與西區警民關係組中學聯絡主任合作，於三月為中五級學生舉行專題講座，題目是青

少年常犯的罪行，包括校園欺凌、高買、店鋪盜竊等、並認識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

講座加深了同學有關違法行為的認識及法例，成效理想。 

 

2.7 領袖生招募 

由於中七同學畢業離校，故訓導組於三月舉行「領袖生招募」活動，所有本校中三級學生

均可申請，招募的過程十分順利。 

 

2.8 領袖生訓練 

本校兩位副總領袖生中六乙班黃耀霆及中六乙班蘇家輝參與由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主辦的

「領導才能培訓課程」，藉以提升領袖生團隊精神，從而擴闊視野，培養使命感。另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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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參加由校方舉行的「共融大使計劃」，藉以提高領袖素質和領導技巧，亦加強領袖生

衝突處理的能力。 

 

九、 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本學年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的主題為構建校

園禁毒文化，目的是讓教師了解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實況，認識校本禁毒預防教育及學習如何

辨識、評估、協助吸毒的學生。下午的主題是介紹其他學習經歷（OLE）的詳情及其電腦系

統的輸入法。 

 

新高中課程的實施 

 

一、 2010 年 11 月初學校向中四學生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以助確定各選修科目學校開設的科組

數目。經詳細慎重分析學生的修讀意願、教師的人力考慮及課堂的編排等，應屆中四下學期

學校開設的選修科及科組數目如下： 

科目 中史 經濟 地理 歷史 生物 化學 物理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

科技 

組數 1 3 1 1 2 4 3 2 1 

中三學生亦於 2010 年 11 月完成了第一次「新高中選修科目意願(模擬)(1)」問卷調查，第二

次問卷調查將於 2011 年 3 月下旬進行。 

 

二、 學生學習概覽 

「電子學習檔案系統」的運作 

 所有級別的資料已於二月上旬上載至新系統； 

 有關學生上學期的活動資料將於三月份上載至系統上； 

 學生現已可於系統中自行輸入非學校主辦的校外活動資料。 

 

學與教 

一、 提升語文能力 

1.  中五英語輔導班 

學校每周逢星期五放學後為中五級學生進行英語輔導，由本校英文科教學助理教授，課堂主

要加強學生們英文寫作和閱讀之訓練，以鞏固及改善他們的語文基礎。 

 

2. 內地教師交流計劃 

本學年的交流計劃以文言文教學為發展重點，上學期協作教師與交流人員李紅老師共同設計

課堂內容，再由協作教師執教，充分發揮優勢互補的作用，體現交流協作的精神。李紅老師

精心設計文言教學工作坊，深入探討文言教學的目標，各位協作教師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

李紅老師更於三月中旬舉行兩節示範課供協作老師觀摩。總結上學期的交流經驗，下學期協

作老師將與交流員老師合作設計「中國文化文言單元」。通過研習與「孝道」有關的文言作

品，讓學生得到情感的薰陶，充分發揮文言文情感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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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活動 

1.  中五級課後學科鞏固班 

本校舉辦「中五級課後學科鞏固班」之目的，是希望在課後透過指定導師，幫助中五級同學

鞏固學科的學習，解決研習學科上所面對的問題和改善相關學科的學習技巧。凡獲科任老師

推薦的學生，必頇參與此項計劃。於下學期開設鞏固班的科組包括中文、英文、數學、企業

會計及財務概論、經濟、生物、物理及化學。鞏固班的導師由本科老師、教學助理或在大專

院校尌讀的校友出任。下學期上課時間由 2011 年 3 月 2 日開始至 4 月 9 日為止。 

 

2. 「設計本地化@商品設計」講座 

配合新高中的其他學習經歷及藝術發展，視藝科於一月十八日為中四及中五同學於學校禮堂

舉辦有關本地玩具生產的講座。講者冼子光先生為本地著名產品設計師。他為同學介紹本地

玩具生產的歷史、生產過程、文化及科技之影響等，令同學對產品設計有基本認識。 

 

3.  參觀「羅浮宮雕塑全接觸藝術教育展」 

二十位本校的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參觀香港藝術館體驗非一般的藝術之旅，展覽主要展出由羅

浮宮博物館借出的 18 件由公元前 2 世紀至 19 世紀的雕塑及浮雕，導賞員指導學生們「觸

摸」展品，以手代眼，用觸感及心靈去探索藝術品的形體、結構和質感。 

 

另外，2010 年度聖誕咭設計比賽已於 12 月舉行，獲獎名單如下 : 

申凱文 1B 冠軍 

張漢清 1A 亞軍 

何宗儒 1C 季軍 

王柏皓 1B 

楊焌賢 1C 

楊日江 1C 

李澤培 1C 

黃心朗 1D 

 

羅敬軒 1D 

Mangrati Sandeep 1E 

優異 

 

4.  音樂比賽 

一年一度的音樂比賽已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圓滿結束。當天的比賽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樂

器組、小組合唱組、獨唱組和班際比賽。音樂比賽是英皇書院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聖誕活

動，同學對決賽有非常高的期望。今年，參賽者充份顯出他們的創意和對音樂的熱誠，參賽

者的優秀表現，也獲得評審老師的高度評價。除了學生的精彩表演外，我們亦邀請到第二十

屆 CASH 流行曲創作大賽亞軍得主李家怡小姐擔任表演嘉賓。校長及老師們亦粉墨登台與眾

同樂，為同學獻唱聖誕歌曲。悠揚的樂曲，將禮堂的氣氛推到最高峯。此外，我們更邀得著

名的音樂經理人—校友梁柏濤先生回母校演講。 

 

三、 資優教育 

本校獲得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邀請，提名校內在人文學科、領導才能、數學或科學方面具傑出

表現或極高潛能的學生加入學院，讓學生得到進一步的培育，潛能得以發展。本校今年共有

11 位學生成功通過相關甄選活動，被納為學院的資優學員。名單如下： 

2A 周竣軒 3A 馮建曜 3A 麥志鏘 4A 雷逸文 

4A 袁健康 4B 汪可誠 6B 王武廸 6B 蘇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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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蔣文豐 6C 賴君行 6C 李頌揚  

 

四、 創意教育 

為了提高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本校推薦中四及中五級學生組隊參加「創意思維比賽」

(Odyssey of the Mind)。學生頇以輕木設計及製作一座負重結構，而整座結構不許用釘子，以

負重愈多為勝，比賽將於四月二日及三日舉行。 

此外，本校中四級學生亦組隊參加「人力直升機比賽」(Igor I. Sikorsky Human Powered 

Helicopter Competition)，參賽者頇建造一架以人力驅動的直升機。我們邀請校友莫紹祥先生

從旁協助，並指導學生有關機械知識和製作工序。為讓學生吸取更多經驗及加強訓練，學生

於 2010 年十二月參加了「聯校模型滑翔機飛行比賽」 (Inter-school Glider Model Flying 

Competition)，希望能使學生累積經驗，改良設計。 

本校於四月八日班主任課將進行「可持續發展創意比賽」(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reativity 

Competition)。所有學生需要利用廢物重新設計一件新產品，期望學生能從活動中發揮創意，

尋找和運用創新的方法，實踐可持續生活方式。是次比賽的宣傳活動正積極展開。 

 

家教會、同學會、學生會消息 

一、 家長教師會 

1.  開放日 

家長教師會於學校開放日設置兩塊展板，內容主要介紹家教會的宗旨和活動，並張貼不同級

別學生家長的「心聲」，由家長義工輪流當值，吸引了很多來賓參觀。 

 

2.  第十八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周年聯歡聚餐 

第十八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周年聯歡聚餐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於香港銅鑼灣紀律部

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舉行，當晚情況非常熱鬧，家長踴躍支持，共有二百多位家長及學生參

與。當晚節目非常豐富，有遊戲、抽獎、學生朗誦及音樂表演等，大家在享用美食之餘，亦

能趁此良機，與各老師聯誼歡聚及溝通。當晚節目的高潮，莫過於拍賣學校紀念品一刻，經

過一輪激烈的競投，所有拍賣品成功售出，為英皇書院增添教育基金。聚餐結束時，來賓們

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 

 

3.  親子接力賽 

本學年一共有四隊(即八個家庭) 參加陸運會親子接力賽，其中三隊為第一次參賽隊伍。比賽

當天，參賽家長提早到達場地熱身和跟兒子和其他隊員練習交捧動作；比賽時，各隊拼力地

向前衝，以求跑出最好的成績；場邊觀賽的家長老師和學生亦全情投入地為健兒們打氣，氣

氛熱烈。 

 

4.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一月十六日雖然天氣寒冷，但天朗氣清，各參加親子旅行的家庭於早上回到學校集合，分別

乘坐四部旅遊巴士到達景點元朗電影野外實戰事片場、尖鼻咀濕地公園和製餅工場參觀，導

遊介紹沿途風景，讓各人增添常識；大家還在製餅工場購買了不少手信，於流浮山午膳後，

各人便到附近市集購買特色食物，是次旅行參加人數達二百人，家長、老師和學生們都享受

了輕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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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敬師日 

一月二十八日為本校的敬師日。早於一星期前，學生會已準備了敬師咭讓學生寫上感謝老師

的心聲，並張貼於展板上。當天早會由家長教師會主席黄偉青先生和學生會主席朱家聰同學

先後代表家長及全體學生向老師們致敬，繼而由家長代表向陳校長及兩位副校長、各班班長

代表同學向班主任及科任老師致送由家長教師會購買的紀念品 — 保暖水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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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英皇書院同學會 

英皇書院同學會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廿六日於學校禮堂舉行了周年晚宴，當日筵開 28 席，不

同年代的校友不少攜同家人參加這次晚宴，場面熱鬧溫馨。晚宴開始前由本屆同學會會長林

超英先生致辭，歡迎各校友參加這次聚會。晚宴採用自助餐形式，新知舊雨相聚，樂也融

融。宴上亦設有抽獎，獎品由校友慷慨捐贈。陳胡美好校長致辭中除多謝校友贊助 24 位同

學出席晚宴外，同學會一向對學校的支持更不勝感謝。同學表演的口琴合奏及弦樂四重奏獲

得不少嘉賓的稱讚。多位離校的老師上台與各位舊生細說當年逸事更掀起全晚的高潮，在一

片熱鬧氣氛中，宴會於晚上十時許結束。 

 

三、 學生會 

候選內閣 FORTRESS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正式當選成為英皇書院本年度學生會。當選後，

FORTRESS 立即籌劃於十二月份舉辦的「聯校聖誕舞會」以及「中七聯校說話溝通能力訓練

計劃」。學生會於十二月十八日聯同金文泰中學及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舉辦中七聯校口詴訓

練，本校中七級學生可透過活動與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練習說話溝通技巧，以冀在公開

考詴中考取良好成績。 

課外活動附屬委員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於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的會堂內舉辦「聯校聖誕舞

會」，當天共有約一百二十名同學參加，場面熱鬧。當晚，中六丁班陳儒樂同學更代表本校

在舞會上表演唱歌。期中詴後，福利附屬委員會每周逢星期一、三、五於午飯及放學時間在

學生會的櫃台當值，同學可以在櫃台購買文具及租借球類。 

為了培訓同學的領袖才能及溝通技巧，英萃集於二月份舉辦了「Carbon-Trading」的大型活

動，Carbon-Trading 給予參加英萃集的同學與他人合作解難的機會，每一組於活動開始時獲

派發不同數量的物資，參賽者必頇利用有限的資源去完成不同的任務，當遇到難題時，同學

必頇與組員討論以達成共識，同學表現投入。 

此外，學生會於本學年度舉辦了「Kingsians’ Voice」活動。「Kingsians’ Voice」提供了同學

發表意見的渠道，同學可以尌著不同的議題將意見張貼於壁報板上，開學至今，「Kingsians’ 

Voice」 已經更換議題數次，其中包括「學校 2+2+2 的新高中學制」、「英皇書院應否縮

班」及「英皇書院應否被列為法定古蹟」等。 

三月一日為中七級同學的最後上課日。學生會於禮堂為中七畢業班同學舉行了歡送會。陳胡

美好校長在會上向同學作出訓勉，希望他們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目標，反思求進。六位英皇

書院同學會的校友幹事亦撥冗出席，同學會除了贊助全場飲品外，更鼓勵中七畢業同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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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高級程度考詴中爭取優異成績回饋母校。學生會主席朱家聰同學為中七同學送上祝福

及鼓勵。各畢業班代表同學分別致辭，表達他們畢業在即，對校園生活種種的難忘回憶，並

感激師長的教誨。 

學生會正努力籌備一年一度的「英皇節」(Kingsians’ Fiesta)。英皇節將於三月二十八日至四

月一日。期間舉行一連串活動，包括三分球大賽、足球九宮格等，同學更可參與天才表演，

以顯示「英皇仔」的多才多藝。在四月及五月期間，學生會更會舉辦語文週、科學週、運動

週等活動，希望「英皇仔」能享受校園生活及積極發展各方面的才能。 

 

各組消息 

一、 輔導組 

本組於本學年十一月至三月期間為各級安排了不同的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協助學生以正面的

態度面對學業及生活的困難，向學生灌輸積極的人生觀。 

時間 年級 活動名稱 目的及成效 

十一月 家長 「培養學生情緒智商」家長講
座 

邀請社會褔利處高級社工，透過實務例
子，幫助家長及培養本校學生情緒智能。 

十一月
至三月 

中一至
中四級 

融合教育班主任課 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學習障礙，學會接納別
人，宣揚關愛精神。 

十二月 中一級 「無花仔」聖誕聯歡聚會 無花仔學長特別為中一學生舉辦聯歡聚
會，讓中一學生渡過一個快樂的上午，增
進彼此認識，建立真摯的友誼。 

十二月 中四至
中六級 

「無花仔」學長訓練計劃 計劃內容：包括兩日一夜的宿營及工作
坊，加強學長輔導及聆聽的技巧，幫助他
們明白中一學生的心理需要。 

一月 中一及
中二級 

「樂觀與快樂人生」正向心理
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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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至
二月 

中三及
中四級 

生命教育班主任課 讓學生反思生命的意義 

一月至
三月 

中一級 中一自我成長挑戰計劃 計劃內容：包括兩日一夜的挑戰營、義工
訓練及服務，透過助人自助的概念，加強
他們的自信心，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三月 中一及
中二級 

情緒管理講座 讓學生學習情緒管理的技巧 

三月 中三及
中四級 

適應新學制帶來的壓力講座 教導學生如何處理新學制帶來的壓力 

 

二、 升學及尌業輔導組 

1.中三至中五各級家長日 

 本組於十一月期間的中三至中五各級家長日中，向家長講解新學制下學生的多  

 元化出路及高中選科與大學選科的關係。 

 

 2.「了解高中課程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及科目選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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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於十一月十七日為中三學生舉行「了解高中課程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及科目選擇」講座。

內容包括介紹數學科的兩個延伸單元、組合科學及應用學習課程，講解選科時應考慮的因素

及大學收生的要求，予學生對新高中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3.「薪火相傳：舊生職業分享」講座 

本組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的職業分享講座已分別於十二月四日及三月五日舉行。多位校友

撥冗出席，與同學分享工作的點滴，讓學生加深了解各專業的工作及使命。 

專業範疇 校友 

醫生 Dr. CHAN Wai Shun, Dr. KWOK Wing Kin, Dr. LAU Tak Cheung, Dr. MAK 

Wai Ping, Dr. LEUNG Chun Sing, Dr. MONG Hoi Keung  

會計 Mr. Eddy KO, Mr. LAM Kwok Wing, Mr. LI Kit Chee 

 

 4.「人生歷程」訓練營（Life Game）及成功人士分享會 

本校二十四位中四至中六學生於一月二十三日參加由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 303 區主辦的「人

生歷程」訓練營及成功人士分享會。學生透過模擬人生的互動遊戲，經歷人生不同的境況，

並學習掌握生活的技巧；同時亦透過成功人士的分享，學習成功之道。 

 

 5.「工作影子」計劃 

 本組與英皇書院同學會首次合辦的「工作影子」計劃已於二月七日正式展開。本計劃讓六十

八位中五及中六學生有機會於農曆年假及復活節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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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求職技巧」工作坊 

本組於二月十五日為中七學生舉辦「求職技巧」工作坊。藉以加強學生求職技巧及提升學生

的尌業竸爭力。工作坊內容包括撰寫求職信及履歷表、面詴技巧、專業形象等。 

 

 7. 應用學習課程 (2011-2013) 

於一月至三月期間，升學及尌業輔導組安排有興趣報讀應用學習課程的中四同學，參加教育

局及各課程提供機構所安排的「應用學習導引課程」，讓學生初步體驗相關的學習活動。 

 

 8. 班主任課 

為協助學生接觸最新的升學資訊及計劃升學出路，本組於班主任課安排了下列的專題講座 

及工作坊。 

日期 年級 題目 

十一月十日 中三 奇妙的自我探索之旅 

目的：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及檢視他們的學業成尌和學習能力，為下學期

的選科作好準備。 

十 二 月 二 日

及十四日 

中六 生涯規劃 I 及 II 

目的：幫助學生釐清個人願景及有效的認識自己，客觀的認知環境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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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資源，從而作出適切的升學及尌業選擇。 

二月十六日 中一 認識自我：興趣評估及自我能力的診斷 

目的：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興職業的關係，評價自我的能力、興趣

及職業的評估反省、確立自我的價值。 

二月十六日 中二 認識工作世界：各行各業知多點 

目的：幫助學生了解職場資訊及在各行業中的互通技能和訓練。 

二月十六日 中五 事業發展規劃之我的生涯發展方向 

目的：讓學生確認一些自己引以為傲的成尌，以及檢視自己的技能，從

而對自己未來的進修課程及職業作出初步選擇。 

 

三、 公民及品德教育組 

1.  本組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舉辦了「西九文化區設計方案」展覽，讓學生多了解香港未來

的發展。 

 

2.  為鼓勵學生多關心社會，本組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參加了「2010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

評選」的活動，中四戊班的許煒章同學榮獲三等獎。 

 

3.  為鼓勵學生捐出金錢來幫助中國內地的貧困兒童，學習「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公

民及品德教育組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參加了由世界宣明會舉辦的「你的紅封包」活動。 

 

四、 課外活動組 

本組於十二月十一日、一月十三日及一月十四日舉辦了領袖訓練課程。該課程是由青年協會

杏花邨中心的社工協助主辦。各學會及六個社分別派出主席或副主席接受訓練。十二月的活

動於長洲的鮑思高營地進行，營地的導師為學生提供既刺激又有趣的高階歷奇比賽，使同學

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和了解作為領袖的特質和要求。 

 

一月份的活動於學校禮堂舉行，內容包括「會議及團隊合作」以及「創議思維及程序設

計」。重點是教導學會及社幹事成員在工作中的行政技巧以及設計一個以初中學生為對象的

互動活動，各組都能完成活動的設計，參加的學生十分投入，反應熱烈。 

 

五、 國民教育組 

1.「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學校推薦了六甲班品學兼優的鄭銘坤同學於聖誕期間（2010 年 12 月 18 日至 27 日）前往北

京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鄭銘坤同學更以簡報的形

式，於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會上跟中一至中六級的學生分享了自己在北京的學習經歷和花絮。 

 

六、 環境保護組 

1. 中六丁班李敬禧同學已於十二月聯同十多位香港學生前往南極作考察和交流。期間他把南

極之所見所聞用文字及相片作了詳細記錄。他尌這次寶貴經驗向同學作報告和分享，讓學生

認識這片正受全球暖化所威脅的極地瑰寶如何綻放醉人的大自然力量，從而提醒我們必頇過

一個更簡撲的生活，為我們下一代留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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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有十數位學生參加了由浸會大學有機資源中心舉辦的「十八區中小學減碳揮春設計」

比賽。其中三位學生在二千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優異成績。其中三甲班的李俊彥同學

獲得中學組冠軍，三甲班的陳帝羲和馮建曜同學獲得優異獎。 

 

3. 本組於開放日以「氣候變化」為主題向參觀者簡介了氣候變化的因由及其長遠影響，我們

以問卷訪問了百多位參觀者，測詴他們是否過著一個綠色生活，結果發現當中有一半以上的

參觀者屬於生活實踐者。 

 

4. 本校將會於三月下旬聯同「長春社」舉辦一個名為「衣舊回收為環保」的班際比賽活動。

希望各家長能身體力行。積極以行動配合，將舊衣收集，並於指定時間透過學生交回指定收

集處，詳程將容後公佈。 

 

七、 社會服務 

本校英皇書院義工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有四十七位同學參加了智樂 FUN 紛賣旗日。

在十二月五日參加了 2010 國際義工日「匯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全城服務日。當天共 64

名本校學生參加。他們分別探訪了柴灣區的獨居長者及位於灣仔區的傅麗儀護理安老院。在

十二月十四日放學後，共有二十七位學生把五十包白米及餅乾送給保良局。義工團的學生於

一月二十八日把五十包白米送給觀塘區地區長者中心的長者，並於二月十四日在校內售賣曲

奇餅及熊貓吊掛，為伸手助人協會籌款。而本年度的 4C 班青年義工訓練日營於二月二十六

日舉行。 

 

交流活動 

一、 友校交流 

為了讓友校的學生能夠體驗英語授課的學習模式、認識英皇書院的歷史及文化，四位來自何

文田官立中學的中四級學生於二月十八日到訪英皇書院，進行一天的學習交流活動。 當

天，友校的學生除了與中四甲班的同學一同上課外，更參與中文科及英文科的小組討論活

動。 

另外，六位來自長洲官立中學中四級學生於三月廿三及廿四到訪本校。他們除與中四甲班及

丙班同學一起學習外，亦參加了逢周三午膳時間由 American Women Association 代表主持的

英語說話能力訓練。他們亦接受了校園電視台的訪問。是次活動後，兩所學校的學生加深了

彼此的認識，更能學習彼此的長處，互補不足。 

 
二、 視像中國計劃 (V-CHINA) 

視像中國 V-China 計劃分別於十二月和三月與佛山市第三中學高中部及初中部進行了兩次視

像交流活動。交流的主題是「如何提升學習成效」，藉著這兩次的交流，讓兩地學生分享有

效的學習方法、如何解決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和提升學習成效。 

 

本校於十二月參加了第十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省港中學組) ，本校學生與南海

第一中學進行一場網絡辯論比賽，藉著這個帄台彼此切磋交流，從中汲取經驗，使同學獲益

良多。為使交流的活動內容多元化，本組於三月與廣東省佛山市南海第一中學進行一個「輕

輕鬆鬆講英語」的活動，讓來自香港大學的外籍交流生、本校及內地的學生作生活文化的交

流，從而提升學生的英語說話能力和擴闊學生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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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皇口琴隊 

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貿易發展處之邀請，英皇口琴隊(包括校友英皇五重奏之何百昌醫

生、陳樹強、駱英棋、關文豪、陳碩麟、黃志榮、莊庭晧及 5C 何卓彥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

日至七日到慕尼黑(Munich)、布拉格(Prague)、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Ljubljan)及斯洛伐

克的伯拉第斯拉民(Bratislava)表演，獲得一致好評。 
 

獲獎紀錄 

本校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一年三月期間，於校外多項比賽中獲取以下佳績： 

一、 學業成尌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徐樂添 7A 
李忠浩 5A 

尤德爵士紀念獎
2010/11 

尤德爵士紀念獎 2010/1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呂頌珩 7D  The HKIE Prize for 
Potential Engineering 
Students 2009/2010 

The HKIE Prize for 
Potential Engineering 
Students 2009/2010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馮建曜 3A 從本港參賽的 219 所中

學共 1029 篇文章中被

評選為 100 篇 優秀作

品之一，並進入全國初

中組複賽 

2010-2011 中國中學生作

文大賽香港賽區──文學

之星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

區) 比賽委員會 

陳頌暉 3A  鄭卓然 3B 初中組優異獎 

林 澔 5E   張錦盛 7B 

丘立文 5B 

高中組優異獎 

蔣文豐 6C 高中組第二名 《家庭實況劇：一念之

間》 徵文比賽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

利辦事處 陳朗軒 6B 高中組優異 

王顥霖 1D 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 

第二回合最佳成績學生 

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盧俊彤 6C Class Excellence-100% 

“Award of Excellence” 

plaque 

澳洲國家化學測詴 2010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及香港數理

教育學會 

呂旻軒 6C 

余日天 6A 

High Distinction 

“Award of Excellence” 

plaque 

鍾梓軒 7C 

賴君行 6C 

林偉瀚 6C 

王武迪 6B 

陳正濤 4A 

何冠彥 4A 

姜鍚永 4A 

黎德培 4A 

林卓龍 4A 

劉卓軒 4A 

劉燿樑 4A 

雷逸文 4A 

譚梓維 4A 

High Distinction 

李俊彥 7C 
黃儁曜 7C 
蔣文豐 6C 
盧健鵬 5E 
(09 -10) 
張景耀 4A 
陸之彥 4A 

余沛熙 4A 
林文星 4B 
董浩堯 4B 
汪可誠 4B 
鄧傑臨 4E 
萬諾慇 3A 
(09 -10) 

Distinction 

馮文謙 7C 
羅嘉浩 4A 

黃兆亨 4A 
劉展文 4E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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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智謙 4A 

黎子健 5A 

黎蔭廷 5A 

季軍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2010 
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 

張鴻飛 2B  蘇頌然 2B 最佳設計獎 機械人相撲大賽 中西區推廣使用資訊科技委員會 

陳俊榮 3A 初級組金獎 《辛亥革命百周年》系列

活動:「第二屆全港中學

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

學會 

陳家樂 4A 

陳家裕 4A 

嘉柏權 3A 

劉以正 3A 

蔡匡哲 3D 

季軍 第十屆中西區區節統籌委

員會公民教育辯論比賽 

中西區區節統籌委員會及中西

區民政事務處 

 

二、 運動方面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林瑋奇 5A 男子甲組個人冠軍 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第

三組第二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HKSSF) 

林瑋奇 5A 

黃儁曜 7C 

歐曉輝 6A 

張樂衡 7C 

余浩銘 7D 

蘇庭鋒 5D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張樂衡 7C 

陳烈圳 6B 

黃朗天 6B 

陳煒楠 6C 

梁嘉駿 6C 

譚智丰 6C 

林瑋奇 5A 

馬均盛 5A 

鄭嘉俊 5E 

季軍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第二組 (港島) 

男子甲組 

男子丙組 

 
殿軍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 

林彧航 3E 殿軍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式 

賴柏坤 2C 季軍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男子丙組 50 米蝶式 

謝梓峰 1C 冠軍 男子丙組 200 米背泳 

謝梓峰 1C 殿軍 男子丙組 100 米蛙式 

謝梓峰 1C 

吳溥桓 1D 

羅景曦 2B 

賴柏坤 2C 
亞軍 男子丙組 4 x 50 米混合

泳接力 

吳鏡笙 1C 季軍 中學校際劍擊錦標賽(個

人賽)--男子丙組重劍丙

組(港島區) 

 

三、 藝術與設計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蔡匡哲 3D 亞軍 「我最愛灣仔特色歷史文化建築攝

影比賽」 

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

員會,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香

港小童群益會合辦 
陳彥勳 5B 季軍 

鍾力恆 2D 優異獎 

李俊彥 3A 冠軍 十八區新春減碳揮春創作比賽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

心(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

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資助) 

陳帝羲 3A  馮建曜 3A 優異獎 

楊天帄 2A  周子亮 3A 

簡顯鑌 2A  陳俊榮 3A 

吳宣羲 2A 

近八千份參賽

作品中入選八

十名入圍資格 

「印象台灣˙香港風釆」明信片設

計比賽 

中國文化協會 

林 澔 5E 優秀作品 2010 粤港澳中華白海豚繪畫比賽 漁農自然護理處 

 

http://www.hkssf-hk.org.hk/hk/sec/general-rules/entry-fees.pdf
http://www.hkssf-hk.org.hk/hk/sec/general-rules/entry-fees.pdf
http://www.hkssf-hk.org.hk/hk/sec/general-rules/entry-fe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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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際朗誦節 

第 6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中、英文組賽事已於 2010 年 12 月順利完成，本校學生共獲得

優良獎狀 99 項，良好獎狀 15 項，三甲名單如下：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劉以正 3A 冠軍 中學三年級粵語詵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中

文朗誦) 田浩禾 3B 季軍 

蘇頌然 2B 

洪浩鳴 2B 

冠軍 中學二年級粵語詵詞獨誦 

張漢清 1A 冠軍 中學一年級粵語散文獨誦 

張晉軒 5A 亞軍 中學五年級粵語詵詞獨誦 

汪可誠 4B 亞軍 中學四年級粵語詵詞獨誦 

區志新 3E 亞軍 中學三、四年級普通話詵詞獨誦 

梁臻劭 1A 亞軍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詵詞獨誦 

陳頌暉 3A 季軍 中學三、四年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盧祖邦 2C    袁罡傑 2C 季軍 中學二年級粵語詵詞獨誦 

吳世豪 6D    李頌揚 6C 冠軍 中學六、七年級英語專題演講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

文朗誦) 

 

徐樂添 7A 亞軍 

麥建聰 6B 季軍 

馬瑋鍵 3E    田浩禾 3B 冠軍 中學三年級非公開組英語詵詞獨誦 

英皇書院 季軍 中學四至七年級非公開組英語專題
演講組 

陳卓誠 3C 季軍 中學三年級非公開組英語詵詞獨誦 

羅敬軒 1D 季軍 中學一年級非公開組英語詵詞獨誦 

何宗儒 1C 季軍 中學一年級非公開組英語詵詞獨誦 

劉亦浚 4D 季軍 中學四年級非公開組英語詵詞獨誦 

陳諾行 3D 季軍 中學三年級非公開組英語詵詞獨誦 

 

五、 其他方面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鍾朗豐 4B 

鄭俊熙 4D 

葉本豐 4A 

彭尉翔 3A 

李澤邦 3A 

方爾海 3A 

陳子謙 3A 

李欣鍵 2A 

許家明 2A 

周力行 2A 

丁子峰 2A 

陳為邦 2A 

鄭君濠 2B 

徐浩勤 2D 

冠軍及最佳外

觀隊伍獎 

港島地域步操比賽

(新秀賽) 

香港童軍總會 

鍾朗豐 4B 最佳司令員獎 

 

六、 畢業生傑出成尌 

學生姓名 獎項*(大專院校未有提供中文譯名) 主辦機構 

黎曉暉 - Dean’s Lis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黎曉螢 - Dean’s List  

麥志立 - Higher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2009/10 

黄嘉愉 - Stephen Kam Chuen Cheong Memorial 

Scholarship (non-academic achie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