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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本校

45 周年，本

校舉辦了一系

列的校慶活

動，以團結學

校、老師、學

生和校友，亦

讓社區有更多

機會認識本

校。 

 
45 周年開放日遊戲攤位的盛況。 

   

 

   

   

   

   

 在開幕禮中，嘉賓、喇沙會修士 

、校監、校長等齊唱歌慶祝。     

      

 45 周年慶祝

活動包括 45

周年祈禱會、

步行籌款、學

校開放日、社

區視覺藝術展

覽等，同時亦

在本年度越野

賽中加入舊生

賽。 

           

 

 

 

 

 

 

 

     

步行籌款活動中班牌設計比賽的作品展示。       在視覺藝術展中社區人士齊參與藝術創作 

               

             陳詩歷校

友在視覺

藝術展中

「舞動」

他的巨型

藝術作品 

。 

  

各參賽舊

生在 45

周年舊生

越野賽後

齊拍照 

留念。 

                         

 

本年度學校制訂了新學校

發展計劃，分別是「高效

能課堂」和「生涯規劃．

知行合一」。 

 

 

 

 
 

引入電子 

學習來 

「翻轉課

堂」，讓 

學生學習

更主動、

更高效。 

 

 

高中學生 

參觀本地 

大學，掌握 

選科資訊， 

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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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組織 
一、 本校於 08/06/16 舉行本年度第三次教師培訓日，主題為「課堂與評課：課堂學習研究」。當天上午，被邀到校的香港

教育大學兩位講師向一眾老師分享新式的教學方法。下午則由曾參加培訓的本校老師和被邀的外校老師一起分享培訓

期間的教學經驗和成果。 

二、 在最值得表揚教師選舉中，洪穎筠老師和外籍老師 Mr. Stuart Mead 分別被老師和學生評為最佳教師。 

三、 本校於本學年已成功發展電子化的考績平台，透過運用資訊科技加強推行考績制度的效能。 

  

 教學及學習 
 

一、 中五級精進班 

面對新高中課程，本校課程發展組特於 4 月至 6 月期間為中五同學安排精進班。以提升同學的學業成績，加強學科學

習，為公開考試作充足準備。 

二、 暑期增潤班 

本校課程發展小組亦將於 7 月中下旬，為中五級同學提供暑期學科增潤班。增潤班涵蓋的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

學、通識科等必修科目，亦包括各選修科目，務求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 

三、 英語音樂劇 

本年度英語音樂劇─‘SCHOOL DAZE’分別於 21/04 及 22/04 作校內及公開演出。劇情圍繞一所非一般的學校。教育

局認為這所學校出現了一些狀況，於是派人前往深入調查，引發一連串的動作、音樂、舞蹈、驚喜內容和笑料。觀眾

既能思考教育的意義，又能開懷大笑，娛樂性極為豐富。本年度英語音樂劇──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有賴本校外

籍英語教師-Mr. Stuart Mead 及英文科同工的協助和對學生演員的指導。本校亦感謝教育局代表、各友校師生、家

長及校友出席欣賞和支持，公演時參觀人士共約五百人，場面熱鬧。 

四、 校友林靜雯及其公司在本學年透過「萬順學習支援基金」，捐款$200 000 資助本校發展。活動主要用於三大項目，

包括協助清貧的學生、電子學習計劃及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計劃。另外，亦包括更新圖書館文憑試參考書及資助各科組

舉行有特色的學習活動。 

. 

校風及學生支援 

一、 訓導組 

 訓導組於 01/04/16 假本校舉行學生長訓練營，校方希望能透過是次活動，協助同學提升自信心，並在分享彼此的活動

經驗後，提高學生長之間的合作能力。 

  
二、 學生輔導組 

 1. 輔導組在 4 月至 6 月期間，舉辦了「生命鬥士」、「朋輩輔導員」計劃、「三好學生」及「每月之星」等活動，

提升同學的情緒管理技巧，增強同學的正面思維，並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及正確的價值觀。 

 2. 輔導組本年度舉辦的「希望工程計劃」已圓滿結束。全年約有 20位同學參與了包括社區賣旗、清潔服務等活動。 

  
三、 生涯規劃組 

 2 月至 7月舉辦的活動： 

日期 級別 活動名稱、工作及內容 

全年 中一至中三 生涯規劃課程 

04/03/16  中三至中四 參觀葵涌青年學院 

3 月至 5月 中六 VTC校長推薦計劃 

JUPAS 校長推薦計劃 

內地高校免試招生報名及校長推薦 

02/03/16 中五 師友計劃-保險業及懲教署 

16/03/16 中四至中五 師友計劃-旅遊業、獵頭公司及設計 

19/03/16 中五 JA Success Skills 成功技巧工作坊，學習撰寫履歷、面試、工作價值觀 

24/03/16 中四及中五 知安識健體驗坊 

06/04/16、

16/05/16 

中五 班主任教導學生編寫學生學習概覽 SLP個人自述部份 

27/04/16 中三 升學講座：簡介選科注意事項及本校生涯規劃網。而企會財、地理、體育、

視藝及經濟科老師則介紹各科特色。 

01/06/16 中四 師友計劃：透過師友互動，幫助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擴闊學生視

野，並引導學生認清目標，實踐豐盛人生。是次介紹的職業有酒店及保險，

亦邀請在國內大學就讀的學生分享生活點滴。 

06-06-16 -- 拜訪理大香港專上學院，和院長及教職員交流 

25/06/16 中四至中六 深圳經濟與教育考察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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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6/16 中五 台灣升學交流團 

04/07/16 中五 職學規劃外展活動及 JUPAS講座 

08/07/16 中四 模擬放榜活動 

12/07/16 中六 中六畢業生及家長出路講座、VTC 放榜升學講座及模擬面試班 

13/07/16 中六 職業訓練局 VTC 放榜日駐校諮詢攤位 

13/07/16 至

18/07/16 

中六 On Call 36 小時放榜電話輔導熱線服務 

7月 中一新生 暑期迎新活動 - 生涯規劃及工作世界簡介 

 
四、 學習支援小組 

 1. 本小組為照顧學習有困難的同學，特別舉辦課後「溫習加油站」，透過密集式的學習指導，增強學生完成功課的

信心，並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共 19位同學參與其中。指導後，他們均表示有信心明年可以自行處理功課。 

2. 安排藝術治療師舉辦藝術治療小組------「生命塗 Art」，希望透過繪畫、拼圖、黏貼創作等美術製作，引導同

學思考及規劃自己的人生。而在小組分享中，參與的同學均表示能夠透過藝術認識自我及抒發自己的感覺，並促進彼

此互相溝通及學習如何有效表達自己。 

3. 為了鼓勵學生對母親的謝意及促進同學間的溝通，學習支援小組於母親節舉辦「手工皂工作坊」，讓同學初次製

作手工肥皂，雖然製作工序繁複，但大家表現積極，活動順利完成。 

4. 為了培養學生的不同興趣，本小組在考試後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為中三級同學舉辦「挑戰自我訓練日

營」；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舉辦「歷奇訓練日營」，此外，還有「皮革筆袋製作」及「驅蚊磚製作」等工作坊。 

 
五、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1. 本學年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周已於 29/02/16 至 03/03/16 舉行，活動豐富，包括攤位遊戲、中一至中三級的公民常

識班際問答比賽，同學們均反應熱烈，踴躍參與。至於問答比賽更是戰況激烈，各班均奮力爭勝，結果由 1C、2C 及

3D 勝出。希望同學能從活動中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知識，並能身體力行，做一個有公德心及公民意識的青年。 

 2. 國民教育及 ICAC常識問答比賽已完成，成績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二級 2D 2C 2B 中三級 3D 3C 3B 中四級 4C 4D 4B 

 3. 公民及環保常識問答比賽已於 4月完成，成績公布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D 1B 1C 中二級 2D 2B 2C 中三級 3C 3A 3D 

 4. 本組在 5 月期間舉行「母親節心意卡」活動，旨在教育學生對家人表達感恩的心意。 

5. 本組將於 06/07/16 至 11/07/16 舉辦台灣遊學團，讓學生利用接近暑假的時間有機會接觸異地文化，見識不同的社會生

活，擴闊視野。 

 
六、 環境教育小組 

 1. 環保週活動已於 14/03/16 至 17/03/16 順利舉行。除了攤位遊戲外，還舉辦了一系列關於推廣環境保護的活動。

其中環保晨讀課閱讀比賽結果如下： 

  級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B 徐浩文 1D 黃俊鑫 1D 潘奇謙  

  中二級 2D 馮景燊 2B 許培鑫 2D 吳柏添  

  中三級 3D 蔡子康 3D 孫楷炎 3B 朱駿豪  

  中四級 4A 陳雋棠 4C 王漢榮 4C 官志銘  

  中五級 5C 馮福祥 5D 賴仁健 5C 張祖榮  

 2.為教育學生拒絕浪費，減少廚餘，本校於 14/03/16 舉辦「食晒有獎」活動，鼓勵同學將午餐不留餘飯，鼓勵同學

按需要來點飯。 

 3.為響應低碳飲食，本校於 15/03/16 舉辦「素食日」，以低廉的價格吸引同學進食素食午餐，提高減碳意識。 

 4. 2015/16 年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參與了不少訓練活動，包括講座、汀角生態遊、衛奕信徑第三段考察、參觀機場管

局等。 

考獲「專題環保章」的學生：3D陳柏灝、3D鄭梓軒、3D 譚浩森、5A關偉昌、5A黎俊樂、5A 聶子峰 

考獲「基礎環保章」的學生：3A盧毓凱、3D林嘉隆、3D 譚浩森、4A黎俊杰、4A楊翹峰、4C 李寶鋮、5B李紹良、 

5B 蔡棋鋒   

 5.鼓勵同學節約能源，教導同學按需要用電的班際節能減耗比賽已圓滿結束，能通過所有檢測的班別計有 1A、1B、

1C、1D、2B、2C、2D、3D、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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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獎勵小組 
 學生獎勵小組就以下同學在學業、品行、課外活動和校內外服務等方面表現超卓，頒發小功或大功獎勵。 

 大功獎勵： 5A 施曉峰 

 小功獎勵： 3D 翁翰垣、4A陳雋棠、4A丘澤希、4D曾守一、5A施瑋晉、5A 施曉峰、 

5A 梁健南、5A鍾偉聰、5A鄺柏聰、5A溫唯壹、5B李紹良、5C 張祖榮 

 
八、 健康教育委員會  

 1. 健康校園委員會為了加強同學的抗毒意識及提高他們對健康的關注，舉辦了輕鬆抗毒講座、對抗酒精工作坊、

「有營小食多面睇」講座等活動、同學反應激烈。 

2. 健康教育委員會於 26/04/16 舉辦了「振興開心水果日」，同學積極參與，當日共派發了 400份水果和小禮物。 

 

 

   校園活動 
一、 中文組活動  

 1.  中文組本年度中文學會徵文比賽已完成，得獎名單如下： 

 級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D 龔少楓《記憶中的弟弟和我》 2D 崔文龍《記憶中的爸爸》 2C 蔡耀揚《我對張振興伉儷書院的印象》 

 中級組 4B 張濠然《今年冬天不太冷》 3D 郭家銘《如何實踐我的夢想》 4B 梁煦笙《振興是我家》 

 高級組 6B 焦國棟《牆》 5A 鍾偉聰《牆》 5B 施德賢《牆》 

 2.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已於五月底結束。個人方面，獲得嘉許的同學共 14 人，其中獲銅獎的計有 7 人，包括 1A 湯偉

納、1C 陳思良、1C 蔡嘉銘、2B 廖祖成、2D 曾文政、3C 顧嘉倫及 3C 黃栢林。而獲嘉許銀獎的同學共有 5 位，包

括 1A 馮顥林、1B 鄭梓康、1B 徐浩文、1D 涂育達及 2D 馮景燊；獲嘉許金獎的是 2D 馮景燊同學。而 1D 顧嘉寧同學

成為今年白金獎的得主，閱讀圖書數量為全校之冠。所有獲嘉許的同學獲獎狀證書、文具或書劵以資獎勵。 

班際閱書比賽方面，中一級冠軍為 1C；中二級冠軍為 2B；中三級冠軍為 3C。 

 3. 本校共 10 位同學參加了由語常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讀寫我城：初中學生文學景點考察」寫作計劃，同學分別

考察了灣仔區、觀塘區及元朗區，計劃於 21/05/16 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成果分享會，由三位作家及部分參與同學分享

寫作經驗，同學皆獲益良多。 

 

 4. 本年度本校有 5位同學參加了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並獲得優異獎，5 位同學分別為 5A 鍾偉聰、施曉峰、3C 吳世

筆、3D 錢浩霖、孫楷炎。 

 

 

二、 英文組活動  

 1. 為培養同學在課室以外學習和運用英語的習慣，英文組在本學年部分星期五早會時間舉行”English Fridays”。活

動包括英語短講、好書推介、時事專題及英語訪問等等。另外，在午間進行”English Forum”每次設定一社會熱門

話題，讓中一至中六的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後，即場發表個人意見。 

 

 2. 英文組在 2月至 4月舉辦中一至中五級”English Varity Shows(英語綜藝演出)”。各級的得獎班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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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數學組活動  

 1. 數學學會於 3月以筆試形式進行，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的同學，比賽分別在課堂及午膳時段舉行，讓同學接觸更多

不同類型的數學知識，增加學習數學的趣味，比賽成績如下： 

 

  級別 班際冠軍 個人總冠軍 個人亞軍 個人季軍   

  中一級   1D 1D 丁嵐 1D 潘奇謙 1B 余朗嘉   

  中二級 2D 2D 楊朗謙 2D 龔少楓 2D 羅烈釗   

  中三級 3D 3D 容敏光 3C 王子彬、3D蔡俊略 3D 黎世澤   

 2. 數學學會於 08/04/16 至 06/05/16 舉辦了中四級班際數學問答比賽，比賽成績如下：  

  級別 班際冠軍 班際亞軍 搶答最高分獎 必答最高分獎   

  中四級  4C 4A 4C 4A 張晉軒、4B劉理心、4C陳家富、4D麥桌嵐、4D 林文政   

    

四、 通識教育組活動  

 1. 通識教育科於 3 月至 6月間舉行了多次振興論壇，探討的議題包括「你是否同意政府發展郊野公園以增加建屋土

地」、「學校應否全面禁止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提電話」，內容主題均緊扣該周學校學術活動的主題。每次活動均由通

識科老師擔任主持，相關科組老師或學會主席為嘉賓，引導同學發表個人意見。每次參加的老師和同學約有 50 人，各

同學使用課堂所學，與其他班別同學就時事議題進行討論，表現相當積極，互相交流觀點。 

2. 通識教育科率團參加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舉辦的通識健康教育計劃(2015-2016)-獨立專題探究比賽，並於

24/03/16 訪問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中藥房主任陳偉俊先生，以搜集資料撰寫參賽報告「苦口涼藥 - 研究香港青

少年飲用涼茶的習慣和觀念」。 

 

 3. 通識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比賽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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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A 1D 1C 中二級 2B、2C -- 2C 中三級 3D 3A 3C 

   

五、 圖書館活動  

 圖書館響應「世界閱讀日」，帶領眾圖書管理員於 23/04/16 到深水埗官立小學協辦輪椅體驗活動。配合大會「愛與關

懷」的主題，圖書館策劃了一系列的輪椅體驗任務，如開門、取高物、繞過障礙物等，讓參與的中、小學同學、老師及

家長瞭解輪椅使用者所遇到的問題及需要，從而建立同理心。當天約服務了 200 名體驗者。 

 

   

六、 科學學會活動  

 科學學會於 11/04/16 至 15/04/16 舉辦科學周，期間舉辦一系列認識科學的活動，包括科學實驗示範等。 

此外，還包括中一級雞蛋撞地球比賽、中二級水火箭比賽、中一至中三級科學常識問答比賽等，成績詳列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際冠軍 班際亞軍 最佳造型     

  中一級雞蛋撞地球比賽 1D 陳言心 1A 馮顥林 1B 陳浚騫 1D 1B 1D 馮顯皓    

    冠軍 亞軍 最佳設計       

  中二級水火箭比賽 班際獎項 2D 2C 2A      

 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中一級 1D 1C、1B   中二級 2B 2C   中三級 3D 3B   

   

七、 科技組活動  

 科技組於 18/04/16 至 20/04/16 舉辦科技周。是次活動包括一系列與 IT 及科技相關，如科技嘉年華、3D 打印機展覽及

示範，以及問答比賽等活動，成績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科技能力大比拼 1D 1B 1A  

  中二級科技能力大比拼 2D 2B 2A  

  中三級「我最喜愛的封面設計」選舉-個人 3D 錢浩霖 -- --   

  中三級「我最喜愛的封面設計」選舉-班際 3D 3A 3B   

  中四 IT常識問答比賽 4A 4C 4D   

   

八、 人文學科活動  

 1. 經濟科、地理科、中史科、歷史科共同舉辦的人文學科周於 3月 7日至 3 月 11日舉行。活動包括初中人文學科問答

比賽、人文學科專題展覽----經濟科的「加息之後」、中國歷史科的「電影與歷史」、地理科的「城市規劃流動資

訊展覽、攤位遊戲、城市規劃互動講座、圖書館人文書籍展覽等。不論初中或高中，參與的同學都能透過遊戲和比

賽增進知識，獲益良多。  

 

 2. 中史學會、經濟財商學會、地理學會聯合於三月初舉行中一至中三級人文學科常識問答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中一級 1C (顧嘉寧、蔡嘉銘、陳思良隊) 1B (薛正輝、黃劍明、余朗嘉隊)  

  中二級 2C (劉天翔、鄭柏年、賴駿浩隊) 2D (龔少楓、崔文龍、馮景燊隊)  

  中三級 3D (陳智聰、黃梓添、孫楷炎隊) 3A (區法麟、陳藝進、盧毓凱隊)  

 3. 經濟財商學會於 3月至 4 月舉辦「振興股王爭霸戰」。今年參加的同學共有 30 人。同學透過模擬投資恆生指數成份

股，體驗投資的決策、回報與風險。期間正值股票市場下行，考驗了參加者的眼光和反應。比賽最終的股王是 4D 陳耀

熙，而 4 位股霸分別是 5A吳景豐、5A吳家晞、4B周棨洭、4C 陳浚弦。 

4. 經濟財商學會於人文學科周期間舉辦中一、二級班際基本法經濟篇及香港經濟問答比賽，結果如下：  

 

  級別 班際冠軍 班際亞軍 個人最高分獎   

  中一級 1D 1B 1B 周啟駿、1B李偉龍、1D陳永進   

  中二級 2D 2B 2D 林立威、2D譚展曜、2D崔文龍、2D楊筵樂、2D姚子臻   

 5. 地理學會於 12-03-16舉行了地理西貢戶外考察，進行地理研習，參加者為本校中四、中五地理班及其他有興趣的學

生，活動加深了同學對香港特殊岩石和地貌生態的認識。 

6. 本校中四級地理科學生於 24/05/16到灣仔進行社區探究活動，及參觀重建項目『動漫基地』，以增加對香港市區的

認識。 

 

   

九、 視藝活動  

 1. 視藝學會於 15/02/16 帶領高中視覺藝術選修科同學參觀知專學院設計展，以增加對升讀設計相關學科的認識。  

 2. 視藝學會於 15/03/16 往太古坊 ArtisTree 參觀 M+希克藏品展，並參與導賞以加深對作品的認識。  

 3. 視藝學會於 24/03/16 參觀巴塞爾藝術展銷會，一睹名畫的創作特色。  

 4. 視藝學將於 08/07/16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的「他鄉情韻-克勞德．莫奈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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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足球會活動  

 各級班際足球比賽已有分曉，賽績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A 1D 1C  中三級 3B 3C 3D  

 中二級 2C 2D 2A  中四級 4C 4A 4D  

   

十一、 籃球會活動  

 中四級班際籃球比賽已圓滿結束，各班賽績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四級 4D 4C 4A   

   

十二、 學生會活動  

 1. 本校學生會聯同其他喇沙會友校的學生會，於 23/04/16至 29/04/16合辦「喇沙會聯校交換生計劃」。今年的活動

開幕禮在本校進行，主禮嘉賓包括喇沙會修士 Bro Steve Hogan F.S.C、Bro Jeffrey Chan F.S.C、Bro Chris Soosai 

F.S.C、Bro Francisco de la Rosa、本校何江顯校監、陳瑞祺(喇沙) 書院李丁亮校長、新界喇沙中學古永康校長、本

校李兆華校長等，陣容鼎盛。當天出席參與的整體人數超過 100 人，場面熱鬧。 

此外，活動中有分別來自聖若瑟書院、喇沙書院、陳瑞祺(喇沙)書院及新界喇沙中學的 9 名同學到本校交流。而本校亦

甄選出 8 名同學到上述學校交流體驗。參加同學透過互相交流和體驗，感受不同的學習生活和文化，強化日後聯校合作

的機會。 

2. 學生會分別於 16/03/16 和 21/04/16 舉辦了趣味黏土活動和麻布袋設計活動，將趣味的美術設計介紹給各同學。 

3. 學生會於 30/04/16 舉行參觀西灣河消防局，讓同學認識消防局的運作和消防員的工作。 

 

   

十三、 音樂學會、戲劇學會  

 由音樂學會和戲劇學會合辦的演藝日已於 23/06/16 舉行。 

音樂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獨唱 3B 司徒嘉倫—天窗 4A 梁皓潮—矛盾一生 --  

  高級組獨唱 5B 鍾沛杰—愛 5B 鄭天豪—我的宣言 5C 周福城—趁早  

  初級及高級組合唱 5B 鄭天豪、5B黃志堅 —自動棄權 6D 李清淼、6D方子健 —分分鐘需要你 --  

  英文歌曲獎 5B 鄭天豪—Let it be 4A 區肇珩—One time --   

  最佳台風獎 5C 周福城—趁早 -- --   

 社際戲劇比賽獎項如下：  

  最佳演員：黎文樂﹙藍社﹚ 最佳宣傳：藍社 最佳舞台效果：白社   

  最佳劇本：Once Again﹙白社﹚ 最佳導演：白社 總冠軍：白社   
 

家長活動 

一、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03/16 舉辦《科學探索。屏山文物徑。水耕農場》親子旅行，參與教師、家長及學生共 120 人。

當日行程豐富，先前往香港科學園，參觀高錕展覽廳、綠環館、綠里程等設施，全程由經驗豐富的導賞員介紹及以互動

形式探索各項科學展品，參觀者可體驗箇中樂趣，亦可順道參觀香港科學園一帶特色建築物，遠眺吐露港風光。午餐於

沙田龍華酒店品嚐鴿皇宴。隨後遊覽香港歷史悠久之屏山文物徑古蹟，包括聚星樓、鄧氏宗祠、上璋圍、覲廷書室、洪

聖宮、楊侯古廟等多所傳統建築物。最後參觀全港規模最大的水耕農場，農場引入嶄新「空中水耕」種植法及溫棚水耕

系統，參加者可一睹大型的水耕「蔬菜工廠」，更有機會一嘗新鮮的水耕沙津菜。一眾師生家長盡興而歸。 

 

二、 家長教師會於 30/04/16 舉行親子活動日，內容包括：羽毛球、挑戰訓練活動、天台綠園收割等活動。參加師生家長濟

濟一堂，熱鬧非常。 

另外，家長教師會更在當天與 Green Monday 合辦「製作天然驅蚊油」工作坊，目的是向各家長介紹低碳煮食的生活化

應用，旨在向家長分享怎樣做出材料簡單、環保、健康又鮮味的餸菜。 

 

三、 由家教會、中文科及圖書館合辦的「親子閱讀研習坊」已圓滿結束，並於五月二十八日舉行頒獎禮。今年獲嘉許的同學

共有 30 位。其中 3D 陳柏灝、孫楷炎、黃梓添、翁翰垣、錢浩霖及鄭梓軒六位同學獲得優秀證書，而黃梓添與翁翰垣更

獲五十元書劵以資獎勵。 

 

四、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隨手拍照寫作做分享」活動已順利完成，共有 20位同學獲獎，獎品為海洋公園 1天遊。  

 

其他課外活動 
 

二月至六月份各小組舉辦的課外活動如下:  

屬會/小組 舉行日期 形式/內容 活動情況 

交通安全隊 05-03-16 東區公益少年團堆沙比賽 協助公益少年團舉辦堆沙比賽，維持場地安全。 

手球會 2 月至 6月 手球練習 逢星期三、星期五校內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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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會 2 月至 6月 排球練習 逢星期二、星期四校內練習。 

劍擊會 2 月至 6月 劍擊練習 逢星期一、星期三由劍擊教練指導和練習。 

天主教同學會 4 月 「四旬期」籌款 讓學生學習基督克己助人的精神，為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籌款，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全校共籌得$17,535.1。 

 

學生表現 
 

 

 

一、 2015 至 2016年度全年考試成績  

 六月期終考試成績已公佈，每班三甲名單如下：  

名次 1A 1B 1C 1D 2A 2B 2C 2D 3A 3B 3C 3D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李清源 

王曉嵐 

蔡超威 

張樂軒 

余朗嘉 

周啟駿 

蔡嘉銘 

伍健弘 

鄭家盛 

丁  嵐 

馮顯皓 

伍俊龍 

葉德聰 

鍾家裕 

龔樂樂 

鄔浚偉 

黃梓軒 

羅頌民 

鄭柏年 

林卓祺 

陳文聰 

龔少楓 

吳柏添 

姚子臻 

黃鴻彬 

羅冠華 

郭保 

蔡俊希 

吳炯男 

朱駿豪 

王子彬 

劉嘉俊 

吳世筆 

孫楷炎 

陳智聰 

黃梓添 

名次 4A 4B 4C 4D 5A 5B 5C 5D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張晉軒 

林浩源 

單浩斌 

廖翊名 

劉理心 

何天朗 

莊司暘 

李寶鋮 

鄭梓浚 

曾守一 

林文政 

麥桌嵐 

施曉峰 

梁健南 

鍾偉聰 

蔡棋鋒 

周朗謙 

黃志堅 

嚴加樂 

陳劍滔 

王偉健 

唐浩宏 

鍾叙方 

林錦峰 

    

 
二、 各級最佳進步獎 

 各級獲最佳進步獎的學生名單如下： 

 中一級 1B 周啟駿、1A馮顥林、1B黃劍明、1D伍俊龍   

 中二級 2C 郭晉鏗、2A龔樂樂、2D林立威、2B汪必亮   

 中三級 3D 翁翰垣、3C余健朗、3B吳炯男、3D吳政偉   

 中四級 4C 莊司暘、4D曾守一、4C梁煒楓、4A鄭君仲   

 中五級 5A 張旭鋒、5A陳寶鈞、5A梁健南、5B周朗謙   

 
三、 本校獎學金 

為表示對學校的熱忱，並對學校發展作出關注及支持，本校校友、老師、舊生會及家教會成立多項獎學金。 

本學年各獎學金的得獎同學如下： 

 

  獎學金名稱 捐款人士 評審要求 金額 得獎同學  

 1. Bright Sun Corp. Ltd. 

Scholarship 

Bright Sun Corp. Ltd. 高中各級全級第二名 

高中各級全級第三名 

每名$400 

每名$300 

4A 林浩源、5A梁健南、6A羅凱丞 

4A 單浩斌、5A鍾偉聰、6A黃永豐 

 

 2. 白蘭登修士獎學金   頒發給全年各方面

表現最優異的同學 

各級全級第一名 

 

每名$500 1D 丁  嵐、2D龔少楓、3D孫楷炎、

4A 張晉軒、5A施曉峰、6A李銘濠 

 

    領導、服務    

    運動、藝術    

 3. 張振興伉儷書院舊生會 

蔡垂基校友獎學金 

蔡垂基校友 學業及運動成績優異 每名$450 5A 施瑋晉、5A鄺柏聰  

    初中各級全級第二名 每名$400 1D 馮顯皓、2D吳柏添、3D陳智聰  

    初中各級全級第三名 每名$300 1D 伍俊龍、2D姚子臻、3D黃梓添  

 4. 何江顯校長獎學金 何江顯校長 各級中文科第一名 每名$400 1D 伍俊龍、2D龔少楓、3D孫楷炎、

4A 林浩源、5A鍾偉聰、6A李銘濠 

 

 5. 何錦榮老師獎學金 黃根春校友 各級最佳進步獎 每名$300 1B 周啟駿、2C郭晉鏗、 

3D 翁翰垣、4C莊司暘、 

5A 張旭鋒、6D譚嘉豪、 

 

 6. 關祺老師獎學金 關祺老師 最佳長跑運動員 $300 5A 鄺柏聰  

    最傑出童軍 $300 5A 鍾偉聰  

 7. 張振興伉儷書院舊生會 

羅倫修士獎學金 

舊生會 各級英文科第一名 每名$300 1D 馮顯皓、2D龔少楓、3D陳柏灝、

4D 曾守一、5A梁健南、6A李銘濠 

 

 8.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 各級數學科第一名 

 

中一綜合科學第一名 

中二綜合科學第一名 

中三物理第一名 

中三生物第一名 

中三化學第一名 

每名$300 1D 丁  嵐、2D姚子臻、3D戴浩賢、 

4A 張晉軒、5A鄧智略、6A羅凱丞 

1D 丁嵐 

2D 吳柏添 

3D 孫楷炎 

3D 孫楷炎 

3D 孫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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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Mr. Frederick Kwok 

Scholarship 

郭樹業校監 各級通識科第一名 每名$300 1C 蔡嘉銘、2D崔文龍、3D黃梓添、

4B 廖翊名、5A張文朗、6B林子進 

 

 10. 葉毓強獎學金 葉毓強校友 中四至中五級經濟科

中文、英文組第一名 

每名$300 4A 吳凱耀(中文)、4B廖翊名(英文) 

5B 周朗謙(中文)、5A鍾偉聰(英文) 

 

 
四、 校外比賽獲獎／成就：  

 1. 本校超過 80 位同學在五位老師帶領下，參加了 26/03/16 由香港賽馬會主辦的「同心創世界紀錄」，協助成功挑戰

一項現有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最長打氣紙」。活動中，本校乃各機構中參與人數最多的，同學表現合作，得到主辦機構

讚賞。同學參與破世界紀錄可令他們增進自信，亦開拓了眼界，為個人成長加入了一項不平凡的經驗。 

 

 2. 學生 1D涂育達及 2D龔少楓在香港學校朗誦節中獲得中學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5A梁健南及 5A施曉峰則獲

得中五級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3. 本校獲得第五屆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及「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榮譽大獎」。  

 4. 本校公益少年團在 05/03/16 參加了在石澳正灘舉行的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表現出色，作品獲得季軍及最受歡迎獎。  

 5. 本校 4B周棨洭、4A 羅浩彥、4B 梁煦梆參加 AM730 中學生賣橋王大賽，獲得高級組蓆夢思品牌的優異獎。  

 6. 學生 5A 鍾偉聰、3D孫楷炎、3D錢浩霖、3C吳世筆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兩代情徵文比賽，作品被評優異，並各獲得$150書券。  

 7. 學生 5A施曉峰、5B周朗謙參加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以「知癌不難，預防先難！」為題做報告，獲得高級組優異獎。  

 8. 學生 2D 馮皓泓參加 2016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中學組電子科學魔法車大賽，榮獲冠軍。另其他中一及中二同學參加中學組環

保電動避震爬山車大賽，其中 15位獲優異獎。 
 

 9. 學生 2B冼卓輝、2C 陳文聰、2D 羅烈釗、3B 梁卓森、3D陳智聰、4B廖翊名、4A 林浩源、5A莊家俊、5B周朗謙、 

6A 周棹凌、6C尹建民獲青苗基金頒發青苗學界進步獎。 

 

 10. 學生 2D 龔少楓、3D孫楷炎、4A 施逸亨、5A鍾偉聰獲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11. 學生 6A 劉澤鋒獲祁良神父教育基金頒發品學兼優獎，獲獎學金一千五百元。  

 12. 學生 6A 李銘濠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頒發品學兼優嘉許獎，獲獎學金一千元。  

 13. 學生 5A 馮以恒、5C馮福祥、5D 談葆獲「明日之星」計劃頒發上游獎學金，頒發獎狀及獎學金$5000。  

 14. 學生 2C 王嘉希、3B鄭崇熙、4B 陳兆鎌、5D林錦峰獲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五、 畢業生情況：  

 本校畢業生張家舜在中六畢業後升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成績優秀，分別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獎學金、香港房屋協會獎學

金、鄭桂生先生紀念獎學金、外展體驗獎共四個獎學金，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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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合作無間，努力完成破世界紀錄的壯舉。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圖書館於 4月 23日，安排 20多位 
 本校義工團的目的是通過推行關懷社會弱勢社群的義工

服務，提升學生策劃和組織活動的能力。 

本校學生聯同友校到幼稚園進行義工活動的情況。 

 

圖書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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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顧問﹕李兆華校長 
編委﹕對外關係組–李金霞老師、林國良老師、馮珮珊老師

http://mysunnykid.com/event/blog/events/2016%e5%85%a8%e6%b8%af%e5%ad%b8%e7%94%9f%e7%a7%91%e6%8a%80%e5%a4%a7%e8%b3%bd-%e6%88%aa%e6%ad%a2%e5%a0%b1%e5%90%8d%e6%97%a5%e6%9c%9f-20ja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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