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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敬師運動家長也敬師運動家長也敬師運動家長也敬師運動    
為響應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教育城及星島日報合辦「家長也敬

師」運動，本校家長敎師會在四月份向家長派發敬師卡，讓他們利用此平台向教導他

們兒子的老師致以謝意，發揚我國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文化，及為下一代樹立良好的

敬師榜樣。家教會代表將會在七月九日結業禮當日把收回的百多張敬師卡代轉送予各

老師，並送上鮮果給每一位老師，聊表心意! 
 

 

 

在過去六年，本人由家長義工身份轉至現任家教會主席，時間過得真快。因為在這六年內要學習做一位沉

着氣的母親，皆因我聰明的兒子，每年都給我「驚喜」, 讓我過了六年充實的青少年的母親生活。 

在過去兩年的家教會主席一職，真的是邊做邊學，用自己的工作經驗和教會活動經驗，實踐於家教會活動

的統籌和聯絡工作，過程當然難以事事順利，也不能令到人人滿意，幸而常常得到你們......一班家教會委員、家

長義工、榮譽會員、家長們、老師們和校長的協助及支持下，發揮團隊精神，才能令本會的活動逐一展開及完

滿結束，真的是有很深的感受和獲益良多，衷心感謝你們。❤ 

在這些年，因為香港的適齡學生人數下降，全港中學都有多少影響，除了影響學校外，也影響本會。因家

長人數減少了，相對義工人數也減少，所以特別要感謝本年度的家長委員和義工們的付出，犧牲與家人朋友相

敘的機會，獻出私人時間，義務協助本會和學校的活動。 

也要讚揚支持及參加活動的家長們，因為我們作為義工的，有甚麼做得不當之處，家長們都能包容，不會

記著我們的錯漏，只會記著我們做對的事及加以讚賞。這正是天主的金句，哥林

多前書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這也是我們作為成

年人，要做榜樣給學生們的座右銘。 

記得六年前列席家教會作旁聽時，曾對某些科目上提出建議，很欣賞學校的

科主任認真考慮和推行。當然在教育上，老師們才是專業，作為家長的我也是尊

重學校在教育政策上所訂立的時間表。然而，教育的推行過程和結果，並不能在

短短兩、三年可見，所以希望本會以後的家長委員，能夠在這方面繼續家校合

作，協助學校推高學業成績。也希望老師們能夠堅持你們的永不放棄的精神，繼

續付出和包容學生們。 

最後，希望藉今期『連繫』來公開多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多年來在學業、情

緒、課外活動等各方面鼓勵和培育我的小兒，讓他能在包容與督責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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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Amy Ng (左一左一左一左一)致送水果致送水果致送水果致送水果給老師們給老師們給老師們給老師們 



 

《錦田、河背水塘及有機農莊》一天遊 
    3A 譚加言家長胡秀頴 

活動詳情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4 月 29 日 (星期日) 

• 地點: 

錦田 

河背水塘家樂徑 

青協有機農莊 

• 午餐 

風味圍村盆菜宴 

親子旅行後感 
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旅行已於 4 月 29 日順利舉行。兒子升中後,今年是我

第一次參加家教會的親子旅行。天公造美，當日早上我們在學校集合後便一

行人乘坐旅遊巴出發。 

首先我們到達錦上路的跳蚤市場，大家在那裡自由搜購和品嚐小吃，午

餐更享用充滿特色的盆菜宴; 飯後再到沿途景色怡人的河背水塘及青協有機

農場參觀。 於農場內，我們還可親自到種殖場採摘新鮮的蕃茄和選購有機

蔬菜。今次行程除了可以在繁重的工作以外和兒子過了愉快的一天，亦增加

了我們對不同蔬菜和肥料的知識。而我本人最大的收穫便是和兒子多了溝通

的話題。 

我很榮幸能參加今次家教會的戶外活動，希望日後家教會能舉辦更多不

同形式的親子活動，讓我們能體驗親子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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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上路跳蚤市場 

� 河背水塘 

� 大樹下盆菜宴 

� 天后古廟 

� 青協有機農場 

    

    

    

採摘番茄採摘番茄採摘番茄採摘番茄    

    

    

導賞員介紹導賞員介紹導賞員介紹導賞員介紹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種植方法種植方法種植方法種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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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閱讀研習坊 
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日期 
• 21/10/2017 

• 18/11/2017 

• 10/2/2018 

• 17/3/2018 

• 21/4/2018 

• 26/5/2018 

得獎名單 
班別及姓名班別及姓名班別及姓名班別及姓名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1A 歐宇軒 嘉許狀及書券 

1B 關祖然 嘉許狀 

1B 蘇仲基 嘉許狀及書券 

1B 鄧澧鏞 嘉許狀及書券 

1B 吳思源 嘉許狀及書券 

1B 張浩廷 嘉許狀 

1C 林靖 嘉許狀 

1C 張訢朗 嘉許狀及書券 

1C 郭明龍 嘉許狀及書券 

1C 刑偉立 嘉許狀及書券 

2A 宋學勤 嘉許狀及書券 

2A 盧駿昇 嘉許狀 

3A 潘奇謙 嘉許狀 

3C 何宗泓 嘉許狀 

4A 龔少楓 嘉許狀 

4A 馮景燊 嘉許狀 

4A 黃沛鏗 嘉許狀及書券 

4A 楊朗謙 嘉許狀 

5A 翁瀚垣 嘉許狀 

5A 孫楷炎 嘉許狀 

    

    

    

        

 

Pandy Wong (母親的話) 

我和兒子一同參加了「親子閱讀研習坊」這項活動已經兩年時間。全年共 6 次

活動的研習坊以「說書會」的形式進行，形式生動有趣，旨在促進及提升的閱

讀興趣。 

我個人非常欣賞活動主題的多元化，可以擴闊同學們視野之餘，更帶動到他們

多角度思考。我注意到所有參加者不論是同學或家長都十分投入，更值得高興

的是有部分學生表示，因參加這項活動而提升了對閱讀的興趣。 

希望下年度有更多同學一同學習，建立閱讀的氛圍，我同兒子肯定會繼續支持

的呢！ 

Darren Lou 2A (兒子的話) 

Before I joined this reading program, I thought that it wouldn't help 

me too much. Actually I would rather stay home reading. However, 

ever since my first attendance, I realised that this program was so 

much fun and meaningful. I did learn a lot. The speakers were 

interesting and had taught me different things that I couldn't have 

known by just reading alone. In one session, the topic was HARRY 

PORTER, one of my favourite series. And I really enjoyed the 

present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ading activities next year, 

and I will certainly encourage my classmates to join this meaningful 

activity too! 

 
4A 馮景燊 

我參加親子閱讀研習坊已有三年時間，由以往沒有閱讀的習慣，改變為開

始閱讀課外書籍，例如推理小說。我發覺我這個轉變，提升了自己的語文

能力。現在我仍可維持每月閱讀 1-2 本書的閱讀習慣，有助紓緩我的學習

壓力。 

 

5A 孫楷炎 

我參加親子閱讀研習坊有四年時間，讓我認識到閱讀題材可以非常廣泛，

例如經典武俠小說、生物探索、散文及小說等，這個閱讀研習坊驅使我接

觸不同類型的題材。過往我會單憑自己對書名的感覺而放棄閱讀，直至有

一次講者精彩的分享，讓我對 Hunger Game《飢餓遊戲》這本書產生了閱

讀興趣。自始之後，我仍然可以保持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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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景燊同學和孫楷炎同學分享閱讀心德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    朗誦朗誦朗誦朗誦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組中文組中文組中文組》》》》中三級詩詞獨誦中三級詩詞獨誦中三級詩詞獨誦中三級詩詞獨誦     

季季季季軍軍軍軍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3A 伍俊龍 

2A 楊晉軒 2C 黃俊鑫 

《《《《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級詩詞級詩詞級詩詞級詩詞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獨誦獨誦獨誦獨誦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2A 楊晉軒 2A 譚嘉偉 2B 殷銅澤 2B 王宏图 

2C 陳卓泓 2C 莫奕堋 3A 涂育達 3A 鄭家盛 3A 伍俊龍 

3C 黃俊鑫 4A 龔少楓 5B 吳世筆 

《《《《英文組英文組英文組英文組》》》》中學男子英語獨誦中學男子英語獨誦中學男子英語獨誦中學男子英語獨誦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1A 秦可維 2A 楊晉軒 

1A 尹孜鳴 1A 曾俊堯 4A 龔少楓 

1A 張浚謙 1A 陳英豪 1A 梁子敖 1A 林靖峰 1A 陳永鏗             

1A 王嗣誠 2A 盧駿昇 3A 陳正羲 3A 馮顯皓 

4A 楊朗謙 4A 崔文龍 5A 鄧思翰 

第十七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大賽第十七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大賽第十七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大賽第十七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大賽    

菁英銅獎菁英銅獎菁英銅獎菁英銅獎    

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創意寫作比賽創意寫作比賽創意寫作比賽創意寫作比賽」」」」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3C 周昊燊 

3C 周昊燊 

2A 楊晉軒 2A 林景源 5A 翁翰垣 

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2017(2017(2017(2017))))    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    

英文作文比賽英文作文比賽英文作文比賽英文作文比賽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1A 秦可維  3A 蔡嘉銘  4A 龔少楓 

1A 陳煒傑  2A 盧駿昇 

1A 尹孜鳴  1A 張浚謙  2A 黃榮銳 2A 吳逸熙 4A 吳柏添 

「「「「和平無界限和平無界限和平無界限和平無界限」」」」短片拍攝比賽短片拍攝比賽短片拍攝比賽短片拍攝比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5A 鄭梓軒、5B 黃裕城 

善德基金會善德基金會善德基金會善德基金會「「「「認識憲法認識憲法認識憲法認識憲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與法治同行與法治同行與法治同行」」」」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 2222018018018018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4A 崔文龍 4A 林立威 4A 蔡彬炫 4A 陳爵楠 4A 陳廸朗 

4A 馮景燊 4A 龔少楓 4A 吳柏添 4A 譚展曜 4A 楊朗謙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17201720172017----11118 8 8 8 校際音樂節校際音樂節校際音樂節校際音樂節        

聲樂聲樂聲樂聲樂(1(1(1(16666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鋼琴鋼琴鋼琴鋼琴((((五級五級五級五級))))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二胡獨奏二胡獨奏二胡獨奏二胡獨奏((((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單簧管單簧管單簧管單簧管((((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2A 盧駿昇 2A 楊晉軒 

1A 陳英豪 

1B 呂旭然 

1A 區宇軒 

校際戲劇節校際戲劇節校際戲劇節校際戲劇節    2017201720172017----11118888    

傑出演員獎傑出演員獎傑出演員獎傑出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    

 

 

4A 張子沂  5B 鄭旨堯 

3A 鄭家盛  4A 張子沂 4A 馮皓泓 

5B 鄭旨堯  5B 蔡俊希 5B 吳世筆 5B 吳煒傑 5B 吳雨桐 

5B 宋諾熙  5D 鄭金寶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家人家人家人家人』』』』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微電影創作比賽微電影創作比賽微電影創作比賽微電影創作比賽((((高中組別高中組別高中組別高中組別))))    

冠冠冠冠軍軍軍軍    5A 鄭梓軒 5A 陳政希  5B 劉晉傑 1A 陳英豪 

「「「「TTTThe Next Influencers 2017he Next Influencers 2017he Next Influencers 2017he Next Influencers 2017----2018201820182018」」」」全港中學生數碼傳訊創作比賽全港中學生數碼傳訊創作比賽全港中學生數碼傳訊創作比賽全港中學生數碼傳訊創作比賽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5A 鄭梓軒 5A 陳政希 5B 劉晉傑 5D 黃顯堯 

4B 洗卓輝 1A 陳英豪 1A 鄭家俊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6B 梁煦笙 

服務獎項服務獎項服務獎項服務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17201720172017----181818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港島童軍射箭比賽港島童軍射箭比賽港島童軍射箭比賽港島童軍射箭比賽((((會長盃會長盃會長盃會長盃))))    

反曲弓非射手童軍及深資童軍反曲弓非射手童軍及深資童軍反曲弓非射手童軍及深資童軍反曲弓非射手童軍及深資童軍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3C 施良集 

中區少年警訊第二十八屆中區少年警訊第二十八屆中區少年警訊第二十八屆中區少年警訊第二十八屆「「「「禁毒盾禁毒盾禁毒盾禁毒盾」」」」中區海濱滅罪跑中區海濱滅罪跑中區海濱滅罪跑中區海濱滅罪跑    

少年組少年組少年組少年組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 ) ) )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青年組青年組青年組青年組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 ) ) )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    亞季亞季亞季亞季    

6C 莊司暘 

6C 鄭啓鉻 

6C 莊司暘 6C 鄭啓鉻 6C 郭浩霖 6C 李昌源 

公益少年團中公益少年團中公益少年團中公益少年團中、、、、小學東區堆沙比小學東區堆沙比小學東區堆沙比小學東區堆沙比賽賽賽賽    ((((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    

亞亞亞亞軍軍軍軍    

最佳解說員大獎最佳解說員大獎最佳解說員大獎最佳解說員大獎    

香港東區優秀團員香港東區優秀團員香港東區優秀團員香港東區優秀團員 

4B 廖祖成 4B 洗卓輝 5A 陳智聰 5A 莊厚潤 

5C 陳藝進 5B 譚東培 5A 陳智聰 

5C 李子龍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校際籃球比賽校際籃球比賽校際籃球比賽校際籃球比賽（（（（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全場全場全場全場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本校甲組籃球隊 

本校丙組籃球隊 

本校籃球隊 

NIKENIKENIKENIKE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本校籃球隊 

17171717----18181818 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企硬企硬企硬企硬！！！！唔唔唔唔 taketaketaketake 嘢嘢嘢嘢」」」」籃球比賽籃球比賽籃球比賽籃球比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本校籃球隊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2017201720172017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本校籃球隊 

全港學界保齡全港學界保齡全港學界保齡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球公開賽球公開賽球公開賽    

三人賽三人賽三人賽三人賽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雙人賽雙人賽雙人賽雙人賽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學組個人表現獎中學組個人表現獎中學組個人表現獎中學組個人表現獎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中學組個人表現獎中學組個人表現獎中學組個人表現獎中學組個人表現獎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5B 陳濼行 6B 黃加日 6D 魏弘智 

6D 魏弘智 6B 黃加日 

6D 魏弘智 

6B 黃加日 

港九學界保齡球錦標賽港九學界保齡球錦標賽港九學界保齡球錦標賽港九學界保齡球錦標賽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一局最高分獎一局最高分獎一局最高分獎一局最高分獎    

5B 陳濼行 6A 區肇珩 6B 黃加日 

5B 陳濼行 

校際排球比賽校際排球比賽校際排球比賽校際排球比賽（（（（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本校乙組排球隊 

本校排球隊 

校際足校際足校際足校際足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冠冠冠冠軍軍軍軍 本校甲組足球隊 

學界游泳錦標賽學界游泳錦標賽學界游泳錦標賽學界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    

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甲組 200 米個人四式 6A 黃俊豪 季軍 

200 米蛙式 6A 黃俊豪 亞軍 

乙組 50 米自由式 4A 文梓証 殿軍 

50 米蛙泳 3A 馮顯皓 季軍 

100 米自由式 3A 潘奇謙 亞軍 

200 米自由式 3A 潘奇謙  季軍 

4×50 米 

自由式接力 

3A 潘奇謙  3A 馮顯皓 

3D 文梓証  4A 羅烈釗 

季軍 

丙組 100 米蛙泳 1A 梁子敖  亞軍 

200 米蛙泳 1A 梁子敖 冠軍 

第四十二屆元旦冬泳第四十二屆元旦冬泳第四十二屆元旦冬泳第四十二屆元旦冬泳    奪標組奪標組奪標組奪標組    ((((學校男子組學校男子組學校男子組學校男子組))))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3A 潘奇謙 4A 文梓証 

新世新世新世新世界維港泳界維港泳界維港泳界維港泳 2017201720172017    ((((學校組學校組學校組學校組))))    

亞亞亞亞軍軍軍軍    3A 潘奇謙 4A 文梓証    

校際乒乓校際乒乓校際乒乓校際乒乓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全場全場全場全場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本校丙組乒乓球隊 

本校乒乓球隊 

校際羽毛球校際羽毛球校際羽毛球校際羽毛球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本校甲組羽毛球隊    

學界田徑錦標賽學界田徑錦標賽學界田徑錦標賽學界田徑錦標賽        ((((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鉛球鉛球鉛球鉛球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3A 涂育達 

喇沙聯校田徑比賽喇沙聯校田徑比賽喇沙聯校田徑比賽喇沙聯校田徑比賽    

全場：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甲組：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乙組：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本校田徑隊 

本校甲組田徑隊 

本校乙組田徑隊 

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 2017201720172017----18181818 年年年年    劍擊比賽劍擊比賽劍擊比賽劍擊比賽    

重劍組別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A 徐發成 

第三屆青少年醒獅大賽第三屆青少年醒獅大賽第三屆青少年醒獅大賽第三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1C 余重賢 1C 黃文謙  2C 崔筠揚 

2B 殷銅澤 2B 黃顯善  2B 朱銘賢  2B 王善康 

3A 鄭家盛 3D 李倬緯  4C 張嘉銘 

滾軸溜冰滾軸溜冰滾軸溜冰滾軸溜冰    / / / / 速度輪滑速度輪滑速度輪滑速度輪滑    

全國體育競賽第三十二屆全國速度輪滑(場地)錦標賽 

青年男子組 5000 米淘汰賽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名名名名 

青年男子組 10000 米積分淘汰賽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5B 劉晉傑 

廣東省體育局 2017 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成青年男子組 

500 米爭先賽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名名名名 1000 米計時賽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名名名名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7-18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分齡賽 300 米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名名名名 男子分齡賽 10000 米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名名名名 

男子分齡賽混合接力 3000 米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第 24 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青年男子組 10000 米 (積分淘汰賽)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名名名名 

青年男子組 1000 米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青年男子組 500 米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8-19 香港速度錦標賽滾軸溜冰錦標賽 

男子 12 歲及以上混合接力 3000 米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男子 15 歲及以上 10000 米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名名名名 
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東區學校進步生獎東區學校進步生獎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2A 祖冠鳴 3B 鄭梓康 4A 崔文龍 5B 郭宇軒 6C 莊司暘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獎獎獎獎 
2A 林景源 3A 丁嵐 4A 林立威 5A 陳智聰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祖冠鳴 2C 崔筠揚 3A 莫萃禧 3A 余嘉濠 3B 張家希 

4A 崔文龍 4B 馮家棟 4B 鄔浚偉 5D 李頌恆 6A 何鑒羲  

6B 周錦暉 6C 莊司暘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品學兼優品學兼優品學兼優品學兼優獎獎獎獎    ((((獎學金$800)    
6A 施逸亨 6B 何天朗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5000)    

 

5B 吳世筆 5D 容敏光 

佳定獎助學金佳定獎助學金佳定獎助學金佳定獎助學金    

學業進步獎學業進步獎學業進步獎學業進步獎    

 

5B 劉晉傑 

羅氏慈善基金羅氏慈善基金羅氏慈善基金羅氏慈善基金    ((((獎學金$1000)$1000)$1000)$1000)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學習獎學金學習獎學金學習獎學金學習獎學金    

 

6B 陳浩霆 6D 施逸駿 

樂群中學助學金樂群中學助學金樂群中學助學金樂群中學助學金    5C 袁子聰    

其他獎項其他獎項其他獎項其他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國防教育訓練營會操國防教育訓練營會操國防教育訓練營會操國防教育訓練營會操評評評評比比比比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3B 歐陽朗澄 3B 周啟駿 5A 戴浩賢 5C 宋諾熙 4A 馮景燊 

4A 龔少楓 4A 林立威 4A 文梓証 4A 黃沛鏗 4A 楊朗謙  

良食自煮素食比賽良食自煮素食比賽良食自煮素食比賽良食自煮素食比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5C 區法麟、5D 黃顯堯 

香港觀鳥會香港觀鳥會香港觀鳥會香港觀鳥會「「「「中學生觀鳥大賽中學生觀鳥大賽中學生觀鳥大賽中學生觀鳥大賽」」」」中學生組中學生組中學生組中學生組 

最佳紀錄獎及黑臉琵鷺獎章最佳紀錄獎及黑臉琵鷺獎章最佳紀錄獎及黑臉琵鷺獎章最佳紀錄獎及黑臉琵鷺獎章 1B 吳思源 1C 張訢朗 2B 堵祺銘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 本校環境教育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7/182017/182017/182017/18 年綠化校園年綠化校園年綠化校園年綠化校園((((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 

綠化校園工程獎綠化校園工程獎綠化校園工程獎綠化校園工程獎 本校環境教育組 

「「「「第七屆第七屆第七屆第七屆」」」」正能量青年選舉正能量青年選舉正能量青年選舉正能量青年選舉 

十大正能量青年十大正能量青年十大正能量青年十大正能量青年 5C 區法麟 

廉政公署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IIII    TEENTEENTEENTEEN 領袖領袖領袖領袖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銀銀銀銀獎獎獎獎 
4A 馮景燊 4A 龔少楓 4A 林立威 4A 黃沛鏗 4A 楊朗謙 

4A 崔文龍 4A 蔡彬炫 4A 陳爵楠 4A 姚子臻 4A 吳柏添 

校校校校    外外外外    成成成成    就就就就    及及及及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4 
5 



 

褔褔褔褔建建建建、、、、廈門廈門廈門廈門交流團交流團交流團交流團    
 

蔡俊希家長 (5B) 
 

本校家長、同學和我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期間，參

加了「2018 褔建、廈門三天兩夜交流考察團」。第一天透過參觀廈

門大學，認識廈門大學制度及招生資料，體會校園生活，瞭解廈門

未來教育發展情況，藉此加深我們對廈門教育和文化的認知。 

第二天，我們乘車往華安縣，觀賞華安大地土樓群，俗稱「生

土樓」。這建築是利用不經加工的生土，夯築承重生土牆所構成的

群居和防衛合一的大型樓房。而褔建的土樓於 2008 年正式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至今土樓群還保留其特色與完整的土木結構，平面內外

兩環，外環樓高四層。樓中留存眾多的精美壁畫，木雕是其一大特

色。這天行程令我們認識土樓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品嚐了馳名的

茶葉。 

第三天，我們乘渡輪前往鼓浪嶼,遊覽別具特色的鼓浪嶼景區。

當中包括「萬國建築博覽線」、「龍頭路商業街」、「原英國領事

館」、「原日本領事館」等等。當地的建築都具有閩南和 19 世紀歐

洲風格,因此鼓浪嶼又稱萬國建築博覽。當地的特色建築除了供我們

拍照留念外，還讓我們深深地體會歷史風貌的厚重感。 

 

活動詳情 

主辦機構: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參加人數: 共四十人，本校共有 8位家長參加 

參觀地點: 鼓浪嶼、福建土樓及廈門大學       

 本本本本校校校校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及同學及同學及同學及同學    ((((上一上一上一上一))))    

  廈門大學交流廈門大學交流廈門大學交流廈門大學交流    ((((上二上二上二上二))))    

 鼓浪嶼鼓浪嶼鼓浪嶼鼓浪嶼景景景景區區區區    ((((上三上三上三上三)))) 

  陳陳陳陳嘉庚先生故嘉庚先生故嘉庚先生故嘉庚先生故居居居居    --------    歸來堂歸來堂歸來堂歸來堂((((上四上四上四上四))))    

    名勝福建土樓名勝福建土樓名勝福建土樓名勝福建土樓    ((((左左左左))))    

 

 

如有興趣參加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活動或境外遊學團，可登入東聯會網頁，網址:http://www.chs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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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茶聚家長茶聚家長茶聚家長茶聚    
 

Ivy Ng (3C 黎嘉濬家長) 

 

這次參與學校家教會舉辦的甜品(梳乎厘)製作活動，雖然這是

我首次參與的甜品製作課程，但感覺有趣好玩。大家經過一輪努力

後做出制成品，當中的成功感簡直難以形容，我們每個學員也急不

及待的舉機影相留念和品嚐...，茶聚在愉快氣氛下完成。 

       是次十分感激學校借出地方。衷心感謝導師 Jenny，不但抽出

寶貴時間教授，還出動了很多很重的私伙器材到學校。感激家教會

成員的細心安排，還有家長義工團隊付出的努力，不介意的出出入

入去洗和預備各種用品器材，令到是次甜品課堂能順利完成。希望

學校與家教會能多舉辦此種類活動，令繁忙中的家長們能藉此機會

舒減力。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本年度家教師本年度家教師本年度家教師本年度家教師會會會會舉辦了舉辦了舉辦了舉辦了三場三場三場三場「「「「家長茶聚家長茶聚家長茶聚家長茶聚」」」」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家長參吸引了數十位家長參吸引了數十位家長參吸引了數十位家長參

與與與與，，，，家長們除了一起烹煮美食及家長們除了一起烹煮美食及家長們除了一起烹煮美食及家長們除了一起烹煮美食及 AAAART JAMRT JAMRT JAMRT JAM 外外外外，，，，也能藉這些機會也能藉這些機會也能藉這些機會也能藉這些機會互互互互相相相相傾傾傾傾

吐心吐心吐心吐心事事事事。。。。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分別在分別在分別在分別在 11111111 月月月月、、、、2222 月和月和月和月和 5555 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    

((((第一節活動第一節活動第一節活動第一節活動))))    製作蛋撻工作坊製作蛋撻工作坊製作蛋撻工作坊製作蛋撻工作坊    

((((第二節活動第二節活動第二節活動第二節活動))))    藝術治療工作坊藝術治療工作坊藝術治療工作坊藝術治療工作坊    

((((第三節活動第三節活動第三節活動第三節活動) ) ) ) 製作梳乎厘班戟工作坊製作梳乎厘班戟工作坊製作梳乎厘班戟工作坊製作梳乎厘班戟工作坊    

 
      

  

  

 

 

 

 

 

 

第一節活動製成品:蛋撻 (右上) 

第二節活動製成品: 拼貼畫 (右) 

第三節活動製成品:梳乎厘班戟(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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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第二十六第二十六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18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項目 結存(HK$) 收入(HK$) 支出(HK$) 

1 家教會戶口結存 (承接 7/10/2017) 20,676.53   

2 2017-18 年度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費   300.00 

3 第二十六屆 會員大會支出 (展板文具)   19.00 

4 榮譽會員會費 (胡禮妹女士、盧小敏女士、林佩珍女士、

鍾翠儀女士、梁愷欣女士、文瑞寬女士) 

 600.00  

5 親子閱讀研習坊 第一節講者收費及雜費   940.00 

6 周年聚餐收費 (老師每位$100 x 40 人, 每位$90x173 人)  19,570.00  

7 周年聚餐支出(食物、飲品、燒烤用品、禮物及雜項)   24765.60 

8 鴻爪集印刷費部分贊助   2000.00 

9 2017-18 年度 會員收費 ($40 x 463 人)  18,520.00  

10 家長茶聚(三次) 導師連材料費用、雜費   2744.20 

11 家長茶聚(三次) 收費 (每位$20 x 43 人)  860.00  

12 親子旅行 參觀有機農莊費用及禮物支出   4496.50 

13 親子旅行 (旅行團費支出 $168 x 60 位、$248 x 26 位)   16528.00 

14 親子旅行「家校合作」撥款: 活動津貼  5000.00  

15 親子旅行  

(家長、學生、榮譽會員及老師 收費 $140 x 86 位) 

 12040.00  

 合計﹕ $20,676.53 $56,590.00 $51,793.30 

  本期結餘﹕  $4,796.70  

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    賬戶結存賬戶結存賬戶結存賬戶結存﹕﹕﹕﹕            $25,4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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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那叛逆小子踏進校門的一天，就彷彿

如昨天般歷歷在目 .... 

我自問在管教孩子這件事上，不算十分稱職。

我加入家教會工作，可說是對孩子盡責的表

現，不經意間已經有五年的光景，得著遠比

付出的多。想起孩子對我的義務工作由抗拒

到接受，心態由叛逆到成熟，個中的轉變教

我欣慰不已。 

我衷心希望家長們踴躍加入家教會，積極參

與義務工作，縱使教養孩子面對多方的挑戰，

但正向的家長教育和適度的參與，總不會錯

的！ 

我借此機會特別多謝社工們多年來的用心教

導，馴服了這名叛逆小子；多謝學校，你教會

孩子以義務工作代替懲罰，擴闊他的眼界，

教他變得成熟穩重；多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最後要多謝校長及每一位教職員，全心全意

經營這個關愛校園；並多謝家長教師會容我

在這平台吐露心聲。 

Agnes Yu 

畢業生家長的心聲 

還記得一年前，當中一新生參加分班試

的時候，同一時間，張振興書院家教會

悉心安排講座和參觀學校的活動，讓家

長們初步了解學校的歷史，理念和環境，

使我第一步認識張振興書院。 

我參加了家教會舉辦的 BBQ 活動，讓我

進一步認識老師和同班同學家長，這個

聯誼活動，看到學生踴躍投入學校活動。 

令我印象最難忘的，應該是親子閲讀硏

習坊。不但老師們安排不同講者分享閱

讀心得，而且同學們用心參與，讓同學

們獲益良多。 

很期待新學年，有更多多姿多采的活動。 

 

翟佩芬翟佩芬翟佩芬翟佩芬 (1A 歐宇軒家長歐宇軒家長歐宇軒家長歐宇軒家長) 

 

隨筆 

連繋連繋連繋連繋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    

何慧蓮老師何慧蓮老師何慧蓮老師何慧蓮老師 

李幼儀老師李幼儀老師李幼儀老師李幼儀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