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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校務消息 

學與教 

家教會、英皇書院同學

會、學生會消息 

各組消息 

一、 輔導組 

二、 訓導組 

三、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四、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 

五、 課外活動組 

六、 國民教育組 

七、 環境教育組 

八、 健康教育組 
九、 社會服務 
交流活動 
獲獎紀錄 

喜訊 
一、 梁振英校友榮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特首祝賀酒會 

為恭賀校友梁振英先生獲選為第四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本校及英皇書

院同學會特於五月十二日舉辦「細說當年情」分享會及酒會。 
 
當天下午，英皇師生和各屆校友菁英、嘉賓雲集於校園，首先由英皇同學

會前會長林超英校友主持的「細說當年情」奏起慶祝活動之前奏曲，林校

友除了細說英皇學生跟中國所結下不解之緣外，還邀請關禮雄博士、范佐

浩先生、陳達之先生、陳潤鈞先生和梁振英先生等校友，分享了他們 1983

年訪京的難忘經歷，各位校友表示能夠就讀英皇書院感到光榮，最重要的

是母校培養了他們的品德，開拓了他們的眼界，推動了他們積極貢獻社會

的決心。 
 
在祝賀酒會中，梁校友向不同年代的校友憶述他如何受到中一中文科陳嘉

老師的啓發，培養出關心國家的情懷和立志為國家社會服務的精神。他

說：『沒有英皇，就沒有今天的我。』 為表謝意，在酒會上，梁校友將他

珍藏了整整 35 年的《錦繡中華》一書，贈送給母校。《錦繡中華》正是由

陳嘉老師在梁校友中一上第一課中文課時所推介，讓他認識祖國的名山大

川、古物和史蹟的第一本書，亦是他於 1977 年踏足社會，領取了第一份工

資後買的一本書，對他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酒會上，陳胡美好校長、英皇書院同學會前任會長林超英先生和參與酒

會的人士一同祝願梁先生施政務實，造福市民，政通人和，把酒會的氣氛

推向高潮。酒會在愉快氣氛下圓滿結束。 
 
二、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2012——本校三名學生揚威海 

外，成為新一代星之子 

5A 雷逸文、5D 袁健康及 7D 衛晉穅三位同學於美國匹茲堡舉行的英特爾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2012 (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2012) 中，憑所發明的 Polyaniline Multi-detecting Toxic Gas Sensor，獲得化學

組二等奬，並料可獲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MIT Lincoln Laboratory)向國

際天文學聯盟推廌，以彼等名字命名三顆由該實驗室發現的小行星。 
 
早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前，上列三位同學與 7D 蔡柏恆、陳浩華

及吳世豪組成的隊伍已在本港及世界性比賽勇奪多個獎項，獎項包括香港

學生科學比賽 2011 年度「發明組冠軍」及「最受歡迎大獎」、第十六屆香

港中學化學奧林匹克「高度表揚獎」及「最受歡迎大獎」、新加坡 Amazing 

Science X- Challange 特別獎。 

第三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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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消息 
一、 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新高中課程的實施與檢討 

學校於 3 月 10 日舉行了第二次中三家長會，講解有關選科事宜和「修讀兩個選修科目」方案。中

三學生於 2012 年 3 月完成了第二次「新高中選修科目意願(模擬)(2)」問卷調查。正式選科將於 6

月下旬期終試後進行。 
 
另外，為幫助中五升中六級學生有效利用暑假及準備香港中學文憑試，學校將在暑假期間安排學

生參加「暑期增潤課程」，暑期增潤課程之授課老師將為學生加強有關學科的知識及提供更多有

關文憑試的科目考試資訊及技巧。 
 
2. 品德及價值教育 
本年度學生參與了多項校內、校外的多元自主學習活動或比賽，並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經驗。本校

揀選了一些具代表性的學習活動，例如文化交流活動、社會關懷計劃、營商計劃及科學探究活動

等，由參與學生在試後活動日向其他同學展示其學習成果。此活動名為「Knowledge Fair 知識滙

萃」，分為初中和高中兩組，藉此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樂趣。此活動亦歡迎家長參加，共同欣賞

學生之學習表現。最後，本校將會在暑假期間舉辦多項校外、校內的義工服務予學生參加，希望

能透過義工服務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  
 
二、 英皇書院同樂日 
本年度的「同樂日」在 5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舉行。當天的活動由校方、英皇書院

家長教師會及英皇書院同學會合辦。活動項目包括足球比賽、籃球比賽、羽毛球比賽及乒乓球比

賽、英皇塔及插花比賽等。另外還有英語遊戲、橋牌、對弈遊戲及體感電子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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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六十位學生及來自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

綜合社會服務處的二十五位西區長者。頒獎禮於四時四十五分在禮堂舉行，在頒發各獎項後，整

天的同樂日活動亦圓滿結束，各嘉賓在離場時均獲贈精美的便條貼以作紀念。 
 
三、 生命教育周 
為推動本校生命教育，培養學生積極人生態度，學校特舉辦生命教育周。教育周由本校品德及公

民教育組、健康教育組、國民教育組、環境保護組及輔導組於四月下旬協辦，今年以積極人生為

主題，內容主要讓學生學會尊重、承擔責任及培養健康生活。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負責組別 活動 主題 時間 參與學生 

4 月 24 日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健康
教育組、國民教育組、環
境保護組及輔導組 

開幕典禮 積極人生 早會 全校學生 

健康教育組 1 生果日 

2 中三級食譜設計比賽
投票活動 

健康生活 午膳及放
學時間 

全校學生 

4 月 25 日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 馬蹄蟹保姆招募計劃 學會尊重 
承擔責任 

午膳時間 中二及中三
級 

4 月 26 日 輔導組 1 正向心理——「積極 
  人生」標語創作比賽 
  投票活動 
2.「我的世界不一樣」 
  DVD 播放 

積極人生 午膳及放
學時間 
 
午膳時間 

全校學生 

4 月 27 日 環境保護教育組 1 中一及中二級海報設 

  計比賽得獎作品展 

承擔責任 午膳時間 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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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組別 活動 主題 時間 參與學生 

2. 圖片展覽 

4 月 24 日至
5 月 3 日 

國民教育組 社企的道德和責任展覽 承擔責任 午膳及放
學時間 

全校學生 

4 月 30 日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健康
教育組、國民教育組、環
境保護組及輔導組 

頒獎典禮及優秀作品展 積極人生 
學會尊重 
承擔責任 
健康生活 

早會 全校學生 

全校學生積極參與生命教育周的各項活動，獲獎名單如下： 

獎項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生命教育周──「積極人生」標語創作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E 羅敬軒 

初級組 亞軍 3D 陳首燃 

初級組 季軍 1B 張嘉偉 

高級組 冠軍 5C 葉灝津 

高級組 亞軍 5B 馬圳魚 

高級組 季軍 4A 陳子謙 

生命教育周──中三級食譜設計比賽 

冠軍 3D 陳首燃 

亞軍 3B 張澤晞 

季軍 3E 王敬鋒 

優異獎 3A 鄭智韜 

優異獎 3A 謝源 

優異獎 3B 謝梓彥 

優異獎 3C 李睿騫 

優異獎 3C 馬超星 

優異獎 3D 袁罡傑 

優異獎 3E 梁文俊 

生命教育周──環保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2B 鄧志朗 

亞軍 1D 賴可為 

季軍 1A 何淦培 

季軍 2B 何英傑 

國民教育組——社企的道德與責任問答比賽 

 2C 張東博 

優異獎 2C 吳浩嘉 

 4A 李志成 

 5D 張奕麟 
 
四、 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 5 月 17 日舉行，上午由陳德恆校長用輕鬆的手法與老師一起探究自

主學習的迷思。下午則由本校老師們分組一起規劃本校於 2012 至 2015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的藍

圖，藉此建構學校如何進一步發展為學習社群及培養學生自主及終身學習的文化。當天的內容十

分豐富，老師獲益良多，並能透過互相交流，反思教學，讓老師領略教學範式轉移的新趨勢，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 
 
五、 中二級家長會 

本校於 5 月 23 日 (星期三) 下午五時三十分為中二級家長舉行了「高中簡介會」，是次活動共有

百多位家長及學生出席，期間家長踴躍提問有關本校高中課程及選科事宜，讓他們對將來選科作

出適當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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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一、 提升語文能力 

1. 英語水平提升計劃 

由 3 月開始，學校聘請了多位外籍導師於課餘時間為中一級學生提供小組討論和匯報技巧訓練、

中三級學生辯論技巧訓練及中五級學生寫作技巧訓練等一連串課程，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英

文學會亦與中文學會於 5 月聯合舉辦「語文同樂雙週」，讓同學活學活用英文及中文，同時亦藉

此提高學生對語文科的興趣。 
 
2. 英語戲劇 

為了提升學生對英語戲劇的興趣和英語溝通能力，英語戲劇學會於 4 月 26 日獲香港聖瑪加利女書

院邀請於班際戲劇比賽作嘉賓演出，觀眾反應熱烈，同時亦增加了學生們的演出經驗。另外，英

語戲劇組亦於 4 月 27 日參加了由香港英文中學聯會舉辦的英文戲劇節，5A 鄺渙軒獲得最佳劇本

獎、4C 蔡匡哲獲得最佳演員獎。 

學生積極參與4月至5月期間舉行的香港學校戲劇節。本校今年有兩隊參加，分別為英文及廣東話

組，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中學英語戲劇組： 傑出劇本獎   5A 鄺渙軒 

傑出男演員獎  4C 蔡匡哲 4D 余嘉朗 5C 區國維 

傑出舞台效果獎   全體戲劇組成員 

傑出合作獎       全體戲劇組成員 

傑出整體演出獎   全體戲劇組成員 

中學廣東話戲劇組： 傑出男演員獎   5E 莫珏邦 

英語戲劇組因在比賽中表現出色，更獲教育局邀請於5月2日在西灣河文娛中心作售票性公開演

出。 
 
3. 中文課後文化知識班 

為增進中五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中文科於 6 月 13 日至 6 月 29 日舉辦「課後文化知識班」，

由莊健生老師、楊家碧老師任教。授課內容主要圍繞四個課題：「仁與君子」、「論學」、「論

孝」、「學禮」。通過閱讀與練習增進同學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進一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二、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活動 

1. 高中學科小組導修課程 

為中四及中五學生鞏固所學及教授公開試答題技巧。本校專誠邀請在大學就讀的校友，連同校內

老師，為學生進行不同科目的「學科小組導修課」，並已於 3 月 16 日至 6 月 4 日課後時間於校內

舉行。2011-12 年下學期開設之導修課包括中文、英文、通識及化學。學生在導修課的學習態度良

好，部份學生更不時主動向校友提問有關學科上的遇到的疑難。在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暑假期間

本校將繼續舉辦「高中學科小組導修課程」，將設通識及化學兩科的「導修課」，讓學生能進一

步提升答題技巧。 
 
2 視覺藝術 

本校與香港藝術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於 4 月至 5 月期間合辧了 Adobe Photoshop 及

Illustrator CS5 數碼藝術設計課程。參加學生包括 3A 簡顯鑌、3B 歐梓頲、盧祖邦、3C 鄭朗軒、4A

卓峻樑、葉明翰、劉啟軒、4B 鄔卓然、4D 余嘉朗及 5B 李天生。在十二小時的數碼圖像编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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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設計的八節課堂中，學生在藝術學院專業導師的指導下，能夠運用所學的技巧設計明信片及

海報等平面作品。 
 
3 跨學科活動課 

3.1「兒童權利」講座 

3 月 28 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應邀到校舉行講座，向中一至中三學生介紹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的基本原則。該講座有助擴闊同學的世界觀，並讓同學了解到兒童與生俱來便應享有基

本自由及各種人類天賦的權利。 
 

3.2 物價統計講座 

政府統計處於 3 月 14 日來校舉行講座，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中三至中五級學生介紹消費物

價指數、通脹、住戶開支模式等各種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香港物價統計數字。 
 
4. 通識教育 

4.1 規劃署外展計劃 2011-12 

為了讓中三至中五級學生加深了解香港的城市規劃及認識參與規劃事務的途徑。通識教育學

會及地理學會於 2 月至 3 月期間參加由政府規劃署主辦的「規劃署外展計劃」。本校於活動

期間於校內擺放了有關土地規劃及優質環境的展板，並於 3 月 21 日邀請該署人員來校舉行講

座。 
 

4.2「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實地考察 

為紓緩中環交通擠塞問題，政府現正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中四級共 27 位同

學於 3 月 16 日到位於北角的路政署社區聯絡中心及乘船出海參觀，了解更多這項工程的資

料，同時也加深他們對本港道路規劃、交通運輸等問題的認識。 
 

4.3「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講座 

於 5 月 11 日舉行一場關於「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講座，邀請了本校校友、突破機構榮譽總

幹事蔡元雲醫生演講，題目為「現今青少年面對的挑戰」，蔡醫生的分享幽默而充滿睿智，

使在場的中三、中四級同學獲益良多，並從而反思自己面對的問題。 
 

    4.4 英皇通識講場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制度」講座 

於 5 月 9 日及 23 日本校分別舉辦了「英皇通識講場：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及「英皇通識講場: 

香港法律制度」講座，並誠邀請了全國政協委員周永健律師及資深大律師石永泰先生主講。

是次演講讓同學對一國兩制、基本法、香港法治及法律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學生在當天更積

極回答嘉賓提出的即時提問，互動性甚強。 

 

90 後愛作戰: 英皇班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於 5 月 30 日出席由問答比賽學會、通識學會及品德與公民教育組合辦之

「英皇班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2012(中四及中五級)」活動。 

本年度時事常識問答比賽以班際形式舉行，每班派出 3 名代表出賽。中四至中五級比賽分為

級內搶答、對級搶答及“Today I’ll win”終極決戰共三個環節。學生在當天的反應十分熱

烈，尤其是「終極決戰」環節，台上的班代表均全力以赴，而 4E 班到最後反敗為勝勇奪

「班際問答比賽至尊大獎」殊榮。 

家教會、英皇書院同學會、學生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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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教會 

家長教師會將於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國內考察團，共有 50 位同學和 19 位家長參

加，反應熱烈。此外，今年家長教師會之會刊第二期正處於籌備的階段，家教會之委員正討論會

訊內容和徵集文稿等事宜，希望會刊能早日跟大家見面。旨在宣揚和諧家庭及融洽親子關係的重

要性之「聯校家長培訓工作坊」將於 7 月 7 日(星期六) 聯同聖保羅書院在本校禮堂舉行。 
 
二、 英皇書院同學會 

高桌晚宴 

英皇書院同學會邀請了本校 18 位中四至中六同學於 7 月 6 日參加於香港遊艇會舉行的高桌晚宴，

用意在於擴闊同學視野及鼓勵同學從學校生活中提昇自己的能力。是項活動於 2010 年 7 月首次舉

辦。今年已是第三年舉行，出席的同學除可與舊生作經驗交流外，亦各獲同學會頒贈獎狀，以彰

他們傑出的成就。本年度獲邀出席的同學包括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獲獎的三位星之子

及參與「環保教育之旅」 前往珠穆朗瑪峰的羅觀宇同學。 

參加晚宴同學如下: 

雷逸文 袁健康 衛晉穅 劉曉峯 陳家樂 李澤邦 洪貽燊 蘇凱燊 馮樂軒 陳頌暉 

麥志鏘 蕭昇亮 羅觀宇 汪可誠 鄔卓霖 陳諾行 彭尉翔  陳其聰 陳耀熙  

 
三、 學生會 

1. “Where amazing happens ”籃球比賽 

學生會於 3 月至 4 月期間舉辦了“Where amazing happens ”活動。這項活動是一項班際籃球比賽，

每班派出一隊球隊參賽，於球賽上一較高下。“Where amazing happens”是一句來自 NBA 的口

號，意思是指籃球場就是奇蹟發生之地，而在這次班際籃球比賽中，我們確實看到了一幕幕的奇

蹟出現。有的球隊在最後反敗為勝，有的「爆冷」勝出，球員們在比賽中各班學生合作無間，展

現了學生的團結精神。 
 
2. 英皇節 

一年一度的「英皇節」(Kingsians’ Fiesta) 已於 5 月 25 日圓滿結束，今年「英皇節」的主題為

「同心同源、薪火相傳」，目的是提升同學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團結心。活動包括三分球神射

手、勁射九宮格比賽、師生英皇榜、KC 熱血鳥和師生足球賽等。在「師生足球賽」中，老師們

更擺脫平日嚴肅的形象，在球賽上與同學拼鬥以冀獲得勝利，比賽最後由老師聯隊勝出。 
 

各組消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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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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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及中二級 四天學習方法工作坊——

校本課後活動支援計劃 

讓中一學生學習有效的學習方法。 

三月 中三至中六級 巨型電動機械獸製作班—

—校本課後活動支援計劃 

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增進同學彼此友誼。 

三月至五月 中三至中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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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至四月 中二級 中二夢飛翔計劃 通過兩日一夜的挑戰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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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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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自我形像。 

四月至六月 中三及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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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中一級 無花仔中一班際午膳會 無花仔學長為中一級學生舉辦茶會，學長與同學分

享校園生活及教導學弟如何準備期終試。 

 
家長專題講座 

時間 年級 活動 目的及成效 
四月 中一至中六級家長 家長專題講座——

親子溝通 

本組邀請社會褔利處高級社工，透過實務例子幫助家長

了解學生的需要。 

 
二、 訓導組 

1. 班際秩序比賽 

為了培養學生的自律能力及提醒學生課室秩序的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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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3A   亞軍：1A  季軍：2A 

各得獎班級的表現超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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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計劃將於下學年度繼續進行。 
 
2. 班長培訓 

下學期舉行「班長培訓」，繼續培訓新任班長，讓他們清楚了解所承擔的職責及有效地協助老師

處理日常班務，此「培訓」課程的成效理想，且能協助栽培未來的學生領袖。 
 
3. 專題講座 

本組於 5 月邀請善導會為初中班級舉行專題講，題目是「慎交損友」，希望透過講座能提醒學生

選擇朋友的重要，以避免學生於暑假期間誤交損友。 
 
4. 領袖生招募 

三月舉行的「領袖生招募」活動已順利完成，共有十名中三級學生被挑選，會在期終試後進行候

任領袖生訓練，如表現理想將於下學年正式被委任為領袖生。 
 
5. 領袖生訓練 

訓導組與小童群益會合作，在 4 月 5 日至 6 日舉行兩日一夜的「領袖生訓練營」，地點為曹公潭

度假營，共有 25 位領袖生參加，透過四位專業社工的培訓，藉以提升領袖生的團隊精神、解難能

力及溝通技巧。 
 
三、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1. 給文憑試及高考考生的支援 

1.1「升學及擇業通訊」 

為幫助文憑試及高考考生於放榜前掌握最新的升學及擇業資訊，本組自 2 月 29 日起逢週三電

郵「升學及擇業通訊」予中六及中七級同學。為方便中六及中七級家長閱讀，該通訊亦同時

上載於本校網站內的「升學及擇業資訊網」，網址: http://www.kings.edu.hk/pages/nssinfo.htm。 
 

1.2「未雨綢繆 — 與最後一屆中七畢業生迎接香港高級程度會放榜日」家長及學生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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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高考考生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作好準備，本組及輔導組於 6 月 25 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於

禮堂舉辦以上活動。講座內容包括高級程度會考放榜日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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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中學文憑試模擬放榜暨家長日」 

為幫助文憑試考生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作好準備，本組及輔導組於 6 月 27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於禮堂舉辦以上活動。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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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升學及擇業輔導服務 

本組為應屆畢業生在放榜前後提供升學及擇業諮詢服務。 
 
2. 「成功之旅 今日啟航」活動 

本組推薦了中四卓峻樑、阮俊皓 及中五郭家灝 三名品學兼優的同學參加明報與香港城市大學於 4

月 21 日合辦的第三屆「成功之旅 今日啟航」活動。本活動透過社會賢達和多個行業的精英翹楚

與年輕人分享個人的價值觀，以勉勵同學從不同層面自我裝備，成為未來領袖，為事業及貢獻社

會作好準備。 
 
3. 「工程師學會」及「人文與社會科學」升學擇業講座 

本組與通識教育科合作於 5 月 8 日舉辦了兩場講座，邀請了工程師、大學工程學院講師、社會壓

力團體人士及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蒞臨本校為百多名中五級同學介紹該學術及專業領域

的升學及擇業資訊。同學於當天踴躍向嘉賓提問，部分同學於活動後表示嘉賓講者能引發自己更

積極思考如何計劃明年畢業後的前路。 
 
4. 「中二家長會」 

本組主任黃嘉慧老師及副主任張逸峯老師於 5 月 23 日的「中二家長會」中，向家長講解新學制下

學生的多元化出路、高中選科與大學選科的關係及應用學習課程。 
 
5. 應用學習課程 

本校共有三位中五學生參與由教育局及本地各大專院校合辦之應用學習課程(2011-2013)。同學更

有機會到內地商業機構進行參觀考察，以落實「走出課室學習」的精神。下年度之應用學習課程

(2012-2014)已有七位中四級學生報讀，他們已於 5 月 12 日及 19 日到各大專院校參加面試。在獲

得有關機構取錄後，同學將於中五上學期開始逢星期六到指定的大專院校上課。 
 
6. 升學講座及工作坊 

本組於跨學科活動課內安排專題講座及工作坊，以助學生接觸最新的升學資訊及計劃升學出路。 

日期 年級 主題 

3 月 7 日 中一 升學及擇業常識大測試 

目的：幫助學生通過職業問答遊戲，認識升學及擇業資訊，了解不同行

業的前景和發展，有助訂立更明確的人生目標。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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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

未來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 

3 月 28 日 中四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與職業有關經驗」：生涯地圖 II 

目的：幫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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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 

4 月 18 日及 

6 月 6 日 

中五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與職業有關經驗」：生涯地圖 II，III 及 IV 

目的：幫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發展方向，了解高中課程的學習發展機

會及編寫自己的生涯地圖。 

7. 試後活動 

日期 年級 主題 

7 月 3 日 中五 「2013 大學聯招」講座 

7 月 4 日 中五 「新學制下學生的多元化出路」講座 

7 月 5 日 中五 與香港大學教務處合辦「認識香港大學」活動 

7 月 6 日 中五 「2013 大學聯招」工作坊 

6 月 29 日及 

7 月 4、6、9 日 

中二 「生命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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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 

品德及公民教育組一直致力舉辦不同活動，以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灌輸正確的公民意識，建

立學生公民身分的認同。本組在 3 月至 6 月期間舉辦了以下的活動： 
 
1. 中一至中二漫畫設計比賽、中三至中四創意寫作比賽 

本組於三月期間舉辦了中一至中二漫畫設計比賽及中三至中四創意寫作比賽。是次比賽主題為

「假如我是近代傑出名人」。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另一方面更希望學生能透

過欣賞近代傑出名人的事跡和雋語箴言，促使學生反思，並從中借鑑，培養良好的品德和公民意

識。 
 
2. 中三廉政公署倡廉講座 
本組於四月期間舉辦了中三廉政公署倡廉講座。透過這個講座，學生可以瞭解香港的反貪歷史和

里程、廉署的「三管齊下」策略以及有關防賄法例和防貪實務指引等重要資訊，將廉潔信息帶給

學生。 
 
3. 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 2011－2012 

本組參加了由香港海洋公園學院與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合作舉辦的「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

2011－2012」，在 2 月至 7 月期間培育年幼馬蹄蟹，讓馬蹄蟹能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最後放歸

大自然棲息地。參加了計劃的中四級學生，更拍攝了一集介紹日常照顧馬蹄蟹的影片，在學校

「生命教育周」中播放予同學觀賞，令他們對馬蹄蟹和保育馬蹄蟹有進一步的認識。招募計劃十

分成功，有十多位中二及中三同學報名參加。 
 
五、 課外活動組 

1. 地理學會「科學啟蒙」活動 

為加強同學對全球環境問題的關注，地理學會於 5 月份舉行了「科學啟蒙」活動。活動期間學會

除了於一樓擺放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展板，還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梁國熙副教授

到校主持有關能源使用的講座。 
 
此外，陳國傑老師更於 5 月 10 日帶領同學參觀中華電力公司位於深水埗的能源效益展覽中心。是

次活動有不少同學踴躍參與，並對全球能源及環境問題有更多了解，從而珍惜資源。 
 
2. 公益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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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學生的公民責任感，培養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熱誠和關懷。本校公益少年團於 4 月至

6 月期間舉辦了不同活動，提供學生直接參與學校或社區工作的機會。活動如下： 

 本校公益少年團團員為樂施會以賣花方式籌款，籌得款項共港幣 355.9 元； 

 團員親自栽種盆栽，盆栽售賣籌得款項港幣 300 元； 

 校園清潔計劃：各班派代表清潔校園，籌得款項 2309.3 元 

另外，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為鼓勵團員參與任何配合本團認識、關懷、服務宗旨的活動，本

校 5C 區國維獲中學高級 (紫色徽章)，表揚其對公益少年團的工作貢獻。 
 
六、 國民教育組 

1. 「香港領袖生獎勵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本校於今年 2 月及 5 月分別推薦了 5D 吳天峰及 5D 翁奕浩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香港領袖生獎勵

計劃：國情教育課程」；吳同學已於 2012 年 4 月 5 日至 11 日前往北京完成該課程，他亦被應邀

出席於 6 月 2 日由教育局主辦之成果分享會。至於翁同學將於 2012 年 7 月 8 至 14 日前往北京完

成該課程。 
 
2. 升旗禮 

本校每月進行升旗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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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升旗禮活動如下： 

升旗禮活動 
日期 司儀(國民教育大使) 講者(國旗下講話) 題目 

2012 年 5 月 5D 張奕麒 5D 陳家裕  五四運動 
 
七、 環境教育組 

1. 生命教育週—環保分類計劃展板 

為加深學生對不同的垃圾的分類認識，並鼓勵學生將不同的垃圾放入環保回收箱。本組於 4 月 20

日向環保署借出「環保分類計劃」展板，並於「生命教育周」展出。 
 
2. 「膠之富翁—膠翁大比拼」 

本組於 5 月 4 日午膳時間於學校有蓋操場舉行「膠之富翁—膠翁大比拼」活動。活動內容包括電

腦遊戲，同學必須回答一系列有關環保的問題，然後進級到指定級別獲取不同的獎品，同學可透

過有趣味的問答遊戲加強環保認識。 
 
3. “膠”收慈善為環保 

為鼓勵學生參與慈善環保活動，本組於 5 月 4 日至 10 日期間舉辦了「“膠”收慈善為環保」活

動，我們將收集到的塑膠送到仁愛堂在大埔環保的塑膠回收中心，循環再造後賣給塑膠工廠，得

到的收入將會用於慈善活動，學生反應熱烈。 
 
4. 環保講座 

本組於 5 月 9 日邀請了環保生態協會總幹事在跨學科活動課節中為中一至中二級學生舉行環保講

座，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及其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5. 「環保大使計劃 2012-探索中華白海豚」 

本校十八位中三至中五級學生於 5 月 26 日參加了由環保生態協會舉辦之「環保大使計劃 2012-探

索中華白海豚」，學生由東涌新發展碼頭乘觀光船出發至小磨刀洲、龍鼓洲、沙洲、大澳及香港

機場一帶水域作實地考察，此行加深了學生對保護生態環境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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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和‧仁愛堂極地之旅 — 珠穆朗瑪峰」 

本校 4A 班羅觀宇經過多次面試及考核後，在云云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選為「環保教育之旅」

的其中一位參與者，活動將於 7 月 28 日至 8 月 12 日舉行。參加者將會在珠穆朗瑪峰進行為期十

多天的環保教育之旅，專家會帶領學生們進行考察、資料收集、拜訪當地攀山學校以及參與山區

清潔計劃等，親身體驗在極地生活的實況及人類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並積極推動無足跡旅遊 

(Leave No Trace) 的概念，教育學生如何與大自然互相尊重，相互共融，教育莘莘學子環境保護的

重要性，為我們的未來及環保事業出一分力。羅觀宇同學將會在活動後向本校學生分享是次經

驗。 
 
八、 健康教育組 

1. 「性教育」講座 

今年 3 月至 6 月期間，本組在中一至中五級推行「性教育」講座，低年級同學重點是青春期的變

化，緩解同學對成長的困惑；高年級同學重點是如何處理男女關係、約會等，使同學們對男女交

往有正確認識。 
 
2. 班主任課 

本組在中一至中五級安排了兩節的班主任課，課題包括健康生活、健康飲食、反吸煙、反吸毒、

性教育。課節的教學活動包括影片、工作紙、小組討論等環節，使同學對課程內容有較深入的理

解。 
 
3. 「成長新動力」課程 

本校與衞生署合作，在中一及中二級推行「成長新動力」課程，課程目標是培養學生在心理素

質、品格、學習態度及人際關係方面的良好發展。 
 
九、 社會服務 

本校義工團於 2012 年 5 月 5 日舉辦了「長幼共聚英皇同樂日」。當天共有二十五名來自中西區的

長者到本校參觀，長者與本校 14 位義工團的團員一起製作香薰肥皂及紙盒，場面溫馨。 
 
本校共 21 位學生獲得由社會福利署頒發的金、銀、銅義務工作嘉許狀。「義工運動」的嘉許制度

是以個人義工服務時數作為嘉許準則，計算方法為每年度由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凡服務

達 200 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金狀；達 100 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銀狀；達 50 小時

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銅狀。本年度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金獎 4A 麥志鏘 4D 蕭昇亮 

銀獎 5A 董浩堯 6C 吳統文 6E 梁文俊 7D 衛晉穅 4D 鄔卓霖  

4D 阮俊皓 4A 卓峻樑 

銅獎 2A 區智杰 3A 馮偉賢 4D 李逸昇 6A 楊子聰 6C 丁子為  

6E 麥凱堯 6E 鄧駿勤 6E 張文傑 6E 錢君賢 6E 卓英麟 

6E 王智勇 6E 吳澤鑫 
 

交流活動 

一、 山東淄博交流 

今年，本校與山東淄博第一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於 5 月 2 日至 5 月 6 日，在容劉淑菁副校長及

吳惠琼老師的帶領下，十五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組成｢山東文化交流及學習團｣，前往山東學習、

考察及訪問山東淄博第一中學。五天的行程，師生既遊覽了青島的名勝如棧橋、小魚山和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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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也參觀了青島啤酒廠、德式監獄舊址博物館及迎賓館，更認識到傳統的藝術——寒亭楊家埠

木板年畫和風箏的製作，從而加深對山東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認識。在齊文化發祥地——淄

博，師生則遊覽了聊齋城，更重要的是透過與山東淄博第一中學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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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了解，也建立起兩校師生的友誼，大家都獲益良多。 

 

二、 「北京傳統邊防歷史與國防科技發展之旅」 

本校共有十位中四級學生參加教育局舉辦的「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

劃 — 「北京傳統邊防歷史與國防科技發展之旅」，本校學生於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與二百多名

來自不同學校的學生前往北京交流。學生除參觀萬里長城、航天博物館、軍事博物館，了解明清

至現代中國的國防科技發展外，更有機會到解放軍軍營參觀軍人宿舍、訓練場，體驗軍人生活。

此外，學生亦探訪北京市陳經綸中學，與當地學生交流，並參與運動會，進行友誼比賽。五日四

夜的交流，內容豐富，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加深對國家歷史文化和發展的認識，獲益良多。 
 
三、 友校交流 

今年四月下旬，長洲官立中學六位中四學生到本校進行交流活動。本校六位學生擔當夥伴的角

色，與他們一起進行兩天的課堂學習及課外活動。本校六位同學於 5 月 10 日回訪長洲官立中學，

與夥伴進行交流、學習與考察活動，此行不單擴闊同學的視野，同學亦提供機會與其他同學互相

切磋。 
 
四、 視像中國——遠程實時普通話辯論比賽 

本校視像中國組於 4 月 19 日與上海市育才中學進行一場普通話辯論比賽，辯題為「山寨文化是創

新」，另外，本組亦於 5 月 2 日與李求恩紀念中學進行遠程實時常識問答比賽，學生透過比賽與

內地及本港學生作文化學術的交流，藉此擴闊視野。 
 

獲獎紀錄 

本校於 2012 年 4 月至 2012 年 6 月期間，於校外多項比賽獲取以下佳績： 

一. 學業成就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7A 朱家聰 

5A 余沛熙 

二零一一/一二年度尤德爵

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4A 羅觀宇  Best performer (Hong Kong 

Team) 

第八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

克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5A 雷逸文 

5D 袁健康 

7D 衛晉穅 

化學組二等獎及三小行星

以同學的姓名命名 

Second Place Grand Award 

and the entitlement of three 

minor planets named after 

them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

賽 

The 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Intel 

ISEF) 

科學與公眾社團及英特爾

基金會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the Intel Foundation 

英皇書院 高級組 

學校最佳表現獎 

2012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5A 何冠彥 高級組二等獎 

5A 雷逸文 

5A 葉本豐 

5C 庄梓傑 

高級組三等獎 

4A 羅觀宇 

4A 劉政禧 

初級組二等獎 

4A 彭尉翔 一等奬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2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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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4B 馮逸衷 

4D 吳啟銘 

4E 文晉熹 

4A 陳帝羲  
4A 羅觀宇  
4D 方爾海  
4D 李依達  
4D 蔡景峰  
5A 雷逸文  

優異獎 
觀眾大賞 

二零一二年香港學生科學 比

賽(高中組研究品) 
 
 
 
二零一二年香港學生科學 比

賽(高中組研究品) 
 

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

香港科學館、創新科技署

及香港科學園 

 

 

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

香港科學館、創新科技署

及香港科學園 

5A 何冠彥  

5A 黃寶珩  

5A 葉本豐 

5A 余沛熙  

5D 黃兆亨  

亞軍 
食物科學大賞 
最佳表達獎 

5A 游達輝 

5D 陳卓麟 

5D 許文烽 

5D 黎德培 

5D 吳天峯 

5D 黃兆亨 

亞軍 二零一一/一二年度中學生統

計習作比賽 

香港統計學會及教育局 

3A 周竣軒 銀獎 第十一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香港培正中學 

2B 馮煌宇 

4D 馮建曜 

銅獎 

1A 尹子穎 

2B 馮煌宇 

一等獎 保良局第十四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

會聯合主辦 

3A 陳承中 

3A 應祥 

二等獎 

1A 尹子穎 

2B 馮煌宇 

3A 應祥 

3A 陳承中 

團體優異獎 

1A 錢子豪 

1A 尹子穎 

2A 顏志鵬 

2B 馮煌宇 

殿軍 第四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

難比賽決賽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

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

組聯合舉辦 

4A 歐陽至修 

4A 梁焯南  

4B 陳璟麟  

4D 梁晋瑋 

4D 潘駿豪 

4D 徐煒峰 

「優異獎」 

比賽題目：環保及經濟發

展政策 - 香港邊境禁區 土

地規劃研究 

第三屆政策研究青年峰會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

學系系會 

英皇書院 「累積分數最高分學校---中

學組」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第四、

五、六、七回合 

明報 

5A 雷逸文 Yale Book Award  美國耶魯大學校友會（香

港） 

5B 游哲維 Harvard Book Prize -Winner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5D 吳天峯 Harvard Book Prize –Runner-

up  

  

5C 黃駿彥 Harvard Book Prize -Runner-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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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5A 吳宇軒 Finalist for the CEO of the 

year 

Company Program 2012 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5A 黃寶珩 Company Program Achiever   

 
二. 運動方面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1A 關恆銳 1A 吳卓霖 

1B 周朗軒 1B 何兆軒 

1B 吳啟綸 1B 沈彥達 

1B 冼本炎 1D 范志鏗 

1D 洪德耀 1D 羅栢希 

1D 盧卓豐 1D 常先智 

2A 趙翊淘 2A 唐灝彬 

2B 劉浩賢 2B 吳溥桓 

2C 陳澤安 2C 張東博 

2E 陳善恆 2E 梁永聰 

亞軍 

 

亞軍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第一組男子丙組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第一組男子丙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英皇書院手球隊 殿軍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第一組男子團體 

4D 陳頌暉 5B 李天生 

5B 游哲維 5E 李文焯 

5E 莫珏邦 5E 黃卓帆 

6B 陳俊傑 6B 傅德生 

7B 何朗賢  

亞軍 中學校際排球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甲組 

1A 吳卓霖 1B 蘇君言  

1B 王靈風 1C 何琛霖  

1C 黃俊羲 1D 呂卓朗  

1D 溫丞希 1D 常先智  

1D 楊之霖 2A 馬錫韋  

2B 鄭倪忠 2B 鄭子鈞  

2D 任皓鋒 2E 陳弘皓  

2E 湯嘉權 2E 邵子成  

2E 黃澤熙 

季軍 中學校際排球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丙組 

英皇書院排球隊 亞軍 中學校際排球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乙組團體 

2C 王坤祺 2D 黃煒楠  

3C 羅啟堯 3D 鄭梓軒  

殿軍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第二組男子乙組 

1A 陳晉晞 2A 梁偉津 

2B 劉浩賢 2C 陳柏匡 

2C 譚皓賢 

冠軍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第二組男子丙組 

英皇書院乒乓球隊 冠軍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團體 

5A 周子軒 5C 陳紹良  

5D 張奕麒  6A 馬均盛  

6E 鄭嘉俊 7B 陳烈圳   

7B 黃朗天  7C 譚智丰   

季軍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2011-

2012 第二組 香港區男子甲

組 

 

三、 畢業生傑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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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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獎項 主辦機構 
CHOW Kai Nok Dean’s List 香港科技大學 
TSUI Chun Ting Dean’s List 
CHONG Ka Chun Dean’s List 
SO Jeffrey Dean’s 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