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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院士受邀主持專題講座 

  2018 年 12 月 11 日，九龍城區中學校長會和創知中學合辦了「新一輪科技革命

與香港的創科發展」專題講座，有幸邀請到中聯辦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前任副院長

譚鐵牛院士擔任嘉賓講者，並作互動答問。當天出席的校長、師生、社區人士及學

者（包括中大、理大、教大等多所大學的學者）超過 600 人。當中還有 25 位來自杭

州西湖區後備幹部赴港研修班的骨幹老師。會上，譚院士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從歷

史、現況及未來的角度，向與會者介紹世界和我國的科技發展，以及香港特區未來

在創科發展方面的機遇和角色。短短一個多小時的講座，譚院士的精彩分享獲全場

與會者高度評價，多位中學校長更表示：期待將來有機會邀請譚院士到校與師生作

深層次的互動交流！（黃晶榕校長撰文） 

 
大合照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院士 

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第二次教師發展日於 12 月 14 日進行。主題為「學與教博覽 2018」。當

天早上，老師按照安排到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會場，參加各類型的教學專業發展講座，

並參觀不同參展商的攤位示範，以了解教育專業的最新發展。除此之外，也有老師

到不同學校參加不同主題的專題演講及進行觀課，以了解不同範疇及教學主題發展

概況。（盧世威副校長撰文） 

 
校長與老師們入場前拍照留念 

 
老師們到屯門譚李麗芬中學參觀 STEM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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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教會會員訪校 

  2019 年 1 月 10 日下午，勞教會會員由陳婉嫻校董帶領下，一行 30 多人探訪本

校。適逢本年度是學校正式易名為「創知中學」的首年，意義重大。故此黃晶榕校

長先播放學校歷史影片，讓會員進入歷史長河，由昔日勞校創校時的艱苦歲月，如

何經歷幾代人的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創知新時代。接著黃校長匯報本年度學校情況

及未來計劃，讓會員更準確掌握學校現況，並肯定學校貫徹「勞校精神，創知承傳」

的重任。在黃彬烈主席及區潤崧總監的陪同下，勞教會會員還參觀了學校的不同設

施，對學校的最新發展更為徹底。（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勞教會會員與本校行政人員大合照 

 
勞教會會員參觀本校校史室 

工聯會會員訪校 

  2019 年 1 月 14 日下午，工聯會會員由香港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校董帶領

下，一行 80 多人探訪本校。適值今年是本校正式易名為「創知中學」的首年，為了

加強工聯會新一代會員對 70 多年勞校的歷史、承傳與發展有進一步了解及認識，黃

晶榕校長率先播放學校歷史影片及匯報本年度學校情況及未來計劃，讓會員們溫故

知新。隨後，在黃彬烈主席、區潤崧總監、校長、副校長及助理校長的陪同下，眾

人還參觀了學校的不同設施，如校史室、STEAM LAB 等，好讓會員們對學校的現況

掌握得更徹底。（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工聯會會員與本校行政人員大合照 

 
工聯會會員參觀本校 STEAM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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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附創知姊妹情，交流協作創雙贏。 
──本校擬與浙江師範大學附屬秀州實驗學校締結姊妹關係 

  繼貴州貴陽十八中、浙江椒江五中後，本校擬與浙江師範大學附屬秀州實驗學

校締結姊妹關係。故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浙江嘉興市秀州區王永法統戰部長、王

春華台辦主任、徐穎台辦副主任、教育局陳雅琴局長、浙師大附中黃水林校長、慶

安幼稚園曹利總園長、香港秀洲同鄉會會長羅衛民先生、臺灣楊氏集團楊富棟先生

受邀到訪本校，探討締結事宜並洽商合作方向。是年四月底，黃校長也將回訪秀州

姊妹學校並簽署締結合約，期間更會為該市教育局主持一場以「香港教師培訓、工

作與專業發展」為題的教育講座。同年十二月，本校更將組織師生到訪上述兩所浙

江姊妹學校，藉以擴闊師生視野並推動學生成長。（黃晶榕校長撰文） 

  

創知盃 

  為了慶祝「勞工子弟中學」正式易名為「創知中學」，本校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舉辦了「創知盃小學排球邀請賽」，參賽的學校分別有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九

龍塘學校（小學部）、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及合一堂學校。當天天氣雖然陰晴不定，

甚而間有陣雨，但仍無阻小小排球員的奮戰雄心。在家長們搖旗吶喊下，賽事最終

順利完成。賽果如下： 

冠軍：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季軍：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亞軍：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最有價值球員：嚴家樂（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參賽隊伍及師生家長大合照 

 
小小健兒奮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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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日決賽日 

  除了創知盃外，資訊日的決賽日也在 2 月 23 日當天舉行。當天進行了書法比賽

及基本法問答比賽的決賽。本校邀請了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副理事長江威揚校友，

與及黃晶榕校長為書法比賽決賽日評判。 

中文科鐵畫銀鉤顯風格──小學毛筆及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馮芊卉（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亞軍：盧逸軒（秀明小學） 

季軍：吳卓瑩（福德學校） 

「基」不可失─小學基本法問答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聖公會主風小學 A 隊 

亞軍：聖公會主風小學 C 隊 

季軍：聖公會主風小學 B 隊。 

（盧世威副校長撰文） 

 
黃校長與小學基本法問答比賽的得獎者及師生合照 

 
評判江威揚校友及黃校長與小學毛筆

及硬筆書法比賽的得獎者合照 

貴州師生到訪 

  在 2019 年 2 月 26 日，一行 22 位來自

貴州的師生到訪本校。他們經過黃校長及

兩位副校長的簡介會而對學校有了基本的

認識後，便與本校的學生一同上課，體驗

香港學習的情況。除此之外，我們還特意

邀請了 22 位校內學生擔任學生大使，以東

道主之名，帶領貴州師生到旺角市區一帶

進行實地考察，體驗香港生活，品嚐地道

街頭小食。（盧顯珺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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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元朗排水繞道生態保育考察 

  中四級生物科在 12 月 4 日參加由渠務署主辦，主題為「元朗排水繞道生態保育」

的考察活動。學生透過導賞員的帶領和講解，除了參觀元朗排水繞道的設施外，亦

認識到早前開展的元朗排水繞道工程，對一些魚塘和農地造成破壞，而政府為了補

償生態上的損失，將三個荒廢魚塘修建成一片面積達 70,000 平方米（相等於 10 個標

準足球場）的人工濕地，為野生鳥類、兩棲動物（如青蛙）和蜻蜓提供濕地生境。

學生除了在活動中認識大自然的生態和各式各樣的生物外，更了解平衡社會發展與

環境保育的工作。（鄭仲明主任撰文） 

 
學生們參觀排水繞道防洪的設施 

 
學生們在人工濕地大合照 

奧運冠軍選手到校與劍擊隊交流 

  於 12 月 6 日，曾參與 2008 及 2012 兩屆奧運，並奪得兩金一銀卓越成績，來自

英國的單車選手 Victoria Pendleton 到校作交流。我校本學年剛成立了「劍擊組」亦

是由她贊助的凝動香港體育基金所協辦，故她此次到訪，除了是了解近年香港中學

運動發展的狀況外，亦希望以自己的經歷鼓勵學生可作多方面嘗試，以發揮個人的

特質及培養出堅毅的性格。（鄭仲明主任撰文） 

 
Victoria Pendleton 與學生進行交流時的情景 

 
Victoria Pendleton 與劍擊組學生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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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生物科海下灣考察 

  為了讓學生了解消費行為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我校中五修讀生物科的學生於 12

月 7 日參加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主辦題為<海鮮精明眼>的考察活動。學生首先於西

貢市考察海鮮銷售情況，其後更乘坐玻璃底船觀察海下灣的珊瑚及海洋狀況，探討

如何保護及管理海洋資源。（陳婉薇老師撰文） 

 
學生在西貢市場訪問市民購買海鮮的情況 

 
學生乘坐玻璃底船出海觀察珊瑚 

愛書人選書 

  同學，你喜歡行書局、打書釘嗎？

閱讀學習組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星期

六）組織了學生參觀尖沙咀商務印書館

及為學校圖書館選購圖書。當天學生們

享受了閱讀的快樂時光之餘，還購買了

很多喜歡的圖書，收穫甚豐。而回校後，

他們更第一時間借閱他們選的好書，大

家都很喜歡這活動，期望下次再參與。

（黃思慧老師撰文） 

 
商務印書館前留影  

店長正向學生介紹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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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青少年音樂演奏會 

  為加強學生的信心、提高學生的興趣

及增長學生的見識見聞，我校合唱團於

12 月緊鑼密鼓的進行訓練，連著兩周的

週日於高山劇院，參加由九龍城區舉辦的

青少年音樂演奏會。 

  當日，見識到了來自於九龍城區各中

小學同學們的精彩表演，節目種類繁多，

精彩紛呈。同時，我校學生也獻上了辛苦

訓練後的成果，得到了不小的獎項，著實

也是一個不錯的安慰。希望我校合唱團，來年再接再厲，共戰輝煌。（周思迪老師

撰文） 

 
本校合唱團在演奏會後於門外合照留念 

「瓷緣‧畫意」展品欣賞 

  本校為響應教育局的藝術推廣活動，美術

科和音樂科共同參加了「高中學生藝術學習之

旅」計劃，計劃其中一個環節安排中一級乙班

學生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參觀了香港文化博

物館的「瓷緣‧畫意」展覽。是次活動提供導

賞講解，讓初中學生了解更多中國傳統藝術的

創作形式和文化內涵，對學生來説實屬一個寶

貴的學習體驗。（蔣詩穎老師撰文） 

  

本校合唱團在高山劇院表演 

學生專心地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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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座流星雨觀測營 

  十二月中是一年一度的雙子座流星雨高

峰期，適逢這次是農曆初八，午夜過後月落

西山，是觀賞流星雨的好日子。當天下午大

家到西貢麥理浩夫人渡假村，放下行李，先

使用營地的設施如射箭、攀岩和各種球類活

動，到黃昏時間，吃了晚餐後觀測活動便正

式展開。 

  首先，我們邀請到太空館助理館長講解

一下流星雨的成因和認識各種和流星雨相關

的術語。之後，我們到了全港最大的遙控天

文望遠鏡參觀，由太空館職員示範了望遠鏡的操作，讓學生們更了解到望遠鏡的原

理。接著，到了模擬各種行星的環節，金星濃密的大氣，火星白色的極冠，讓大家

津津樂道。最後，就是在充氣式的天象儀

中，學習了各個星座和神話故事。 

  本來在晚上十時開始，所有人都會去

到球場，準備等待流星雨的來臨，然而天

氣不太好，直至午夜，依然是烏雲蓋頂，

所以大部份人都去睡覺了。只有少數人留

到凌晨四時三十分，他們的耐性，使他們

有機會觀測到十多顆流星在天際閃爍的奇

觀，真是讓早睡了的人嫉妒！（區偉麒老

師撰文） 

 
師生離營前大合照

學生在了解遙控天文望遠鏡的操作和原理 

利用天象儀學習各種星座和神話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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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國歷史年度人物選舉 

  本校一直以愛國愛港為辦學宗旨，教育學生瞭解歷史人物對國家及社會文化的

貢獻，從而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適值 2018 年乃「戊戌變法」120 週年及「改

革開放」40 週年，因此本校積極參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舉辦的「中國歷史年

度人物選舉 2018」，透過早會及展板的介紹，讓全校師生對孝文帝、王安石、張居正、

康有為及梁啟超這五位歷史上致力於改革以衛國的歷史人物有更深入認識，從而作

出公正的投票。最終，在 191 間中小學參與下，王安石當選為年度人物，而本校更

榮獲「最踴躍參與獎」。（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中四王嘉煒同學在早會介紹明朝張居正 

 
中五許文聰同學出席記者招待會， 

並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合照 

午間音樂活動 

  由開學初至 12 月，學生和老師們終於迎來了第一個長假期。趕在放假前夕，音

樂科在學校天井處，舉辦了一次小型的音樂會。這次音樂會主要是由吉他與長笛擔

任主角。 

  音樂會一開始，由中三、中四級的長笛樂手們吹奏的聖誕歌曲，開啟了聖誕的

小狂歡。接著，主要由中一、中二級的吉他樂手們與兩位吉他導師共同演繹的聖誕

歌曲和光輝歲月，更是呼聲四起，將這個音樂會推至高潮處，引得樓上樓下的學生

們紛紛一起進行大合唱，場面相當轟動。（周思迪老師撰文） 

 
本校吉他樂手們與導師在天井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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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廣州歷史文化考察 

  2019 年 1 月 25 日，中五級選修中國歷史科的 29 位學生，在李麗彩老師、楊潔

思老師及楊明佳老師帶領下前往廣州進行歷史文化考察。師生們分別參觀了陳家祠

和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這兩個廣州市歷史建築地標。陳家祠是中國清代宗祠建築，原

稱陳氏書院。宗祠規模宏大，裝飾華麗，是廣東地區保存較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清

末民間建築。至於西漢南越王博物館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它的看

點主要在於珍品“絲縷玉衣”，是我國到目前為止發掘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備

的玉衣，非常值得一看。還有就是這個博物館是在墓穴原址建成的，所以裡面藏有

南越王墓。一天的行程看似短促，卻讓學生獲益良多。（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學生專心聆聽導遊講解陳家祠的建築特色 

 
師生在陳家祠大合照 

中五級生物科米埔考察 

  中五級選修生物科的學生，於 1 月 25 日參加了由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主辦

的米埔濕地教育課程，學生除了可在這片香港最大的濕地上學習各種濕地植物外，

更能近距離觀察各種在那裏居住的雀鳥及過冬的候鳥，了解濕地這個大自然的瑰寶，

思考人類應如何保護它。（陳婉薇老師撰文） 

 
學生在觀鳥屋觀察后海灣的雀鳥 

 
導賞員向學生解釋基圍運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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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論壇及創業培訓 

  在 1 月 26 日下午，本校約 40 名中四及中五的學生參與了由聘志發展基金及中

港文化交流促進會舉辦的「新青年論壇」及「創業培訓講座」。除了我校之外，參

與是次活動的還包括另外的四間香港中學及來自北京的數間大學的學生。活動內容

包括來自北京的大學生分享他們的創業計劃，還請來了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在職人

士來分享他們在創業的經驗。經過是次活動，學生們對創新以至創業有了更貼地的

概念。（方偉成副主任撰文） 

 

中四地理梅窩考察 

  中四級地理組在 1 月 28 日參與長洲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的《農業系統考察》，

到梅窩探究該區農業發展的有利因素、自然及人文限制。學生搜集一手數據比較園

藝農業和休閒農業的異同，從航空照片分析梅窩農業的轉變，並探究背後的原因。

（譚佩蘭主任撰文） 

 
學生在農田收集水樣本 

 
學生正在分析水樣本的水質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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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入課室 

  為了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本校的閱讀學習組於 20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

安排了閱讀大使走進課室，推介圖書。閱讀大使在活動前精心細選了廣受大眾歡迎

的繪本作家高木直子的作品，準備了豐富的資料介紹給同學，當天他們用了互動的

形式進行活動，學生都很踴躍參與。（黃思慧老師撰文） 

 
閱讀大使正介紹圖書 

 
學生投入踴躍發言 

《青少年創業營銷計劃》──創意年宵 

  2 月 2 至 4 日，一年一度的年宵活動圓

滿結束，承蒙師生、家長及校友們的支持，

讓學生們有機會一展所長，把在課堂上所學

的知識一一實踐。今年我們經濟科與視藝科

合作，共設有三個攤位，分別主打手工肥皂、

藍染布袋及手工耳環及精品。縱使過程時間

緊迫並出現貨源問題，但三組學生亦能不分

彼此、齊心合力解決困難，體會營商的樂趣。

（劉韻心老師撰文） 

 
師生們上下一心推銷手工精品  

其中一組奪得「最具創意及實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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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慶元宵 

  閱讀學習組於 2 月 15 日舉行了慶元宵活動，當天我們邀請了家長義工到校與學

生一同搓湯圓和猜燈謎。大部份學生都是第一次搓湯圓，都覺得很新奇有趣；其後

大家品嚐自製的湯圓，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學生還將湯圓帶回家與家人分享。（黃

思慧老師撰文） 

 
家長義工正在搓湯圓 

 
學生正津津有味地吃著自家製湯圓 

The love for poetry 

Let me start with this: We need poetry. We really do. 

I’m a firm believer that poetry is best enjoyed when read out loud rather than typical 

fictional and non-fictional stories we usually read in silence. 

What makes poetry so great? 

It can say a lot. In just a few words, or a line or two, a poem can capture an emotion, a 

look, a feeling. Most of the time it just leaves you thinking, evoking your inner feelings 

and presenting it with your ideas and images of what it is about. These are important skills 

for students as life-long learners since they are able to reflect their experiences into words. 

Poetry Club was established in Scientia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we recognize the 

students’ needs in extending their creativity and finding their own voice. Thus far, we have 

taught them different genre of poems and they have enthusiastically produced their own. 

They have also confidently performed readouts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for the months to 

come- I am hopeful of making a few converts. 

(Written by Mr HO Kwun Yan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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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科學科參觀濕地公園 

  本年度科學雙周的第一個活動安排了中一級學生於 2 月 18 日到濕地公園考察。

本來想讓學生們親眼看看紅樹林及濕地的動植物，可惜當天雨勢太大，無法到戶外

考察。雖然只能在室內展館參觀，但學生們也能從中學習了不少有關濕地的資訊、

環保訊息等科學知識。部份學生更打算相約再到濕地公園參觀。（潘秀鳳老師撰文） 

 
學生利用望遠鏡觀鳥 

 
學生透過模型了解濕地的運作 

跳出課室 提升學生對環境保育的意識 

  為了讓學生了解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關係，並提升學生對海洋生物的認識，

我校通識科及生物科於 2 月 22 日安排中四級全體學生參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主辦的

考察中華白海豚活動，藉此實地體驗香港西部的發展對海洋生物帶來的影響。 

  考察當天，學生於東涌碼頭乘船到大嶼山大澳海岸一帶觀看中華白海豚，航程

中，海洋公園的工作人員講解所見到的工程，環璄變化對中華白海豚出現的影響，

讓學生反思本港基建發展對本土海洋生物棲息的矛盾。最後，我們都未能親眼看到

中華白海豚出遊，這令學生明白海域附近發展與保育的衝突。（鄭仲明主任撰文） 

 
學生努力地在海上尋找白海豚的踪影 

 
上船考察前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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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中三級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為了擴闊學生視野並幫助學生認識香港立法機

關的工作，本校生活與社會科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

及 3 月 2 日組織了部份中一及中三學生參觀立法會

綜合大樓。在活動期間，學生可透過導賞員的講解

認識了立法機關的工作。此外，學生更於教育活動

室參與有關立法會工作的角色扮演，就「加強光污

染管制」的議題進行了模擬議案辯論。藉著以上的

體驗活動，增加了學生對社會議題及議案辯論程序

的認識。（楊婉玲老師撰文） 

 
中三級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English Movie Reporting Club 

We started an afterschool film club in 2018 as we wanted to gather students who are 

movie buffs to be part of something fun, creative and sociable. The regular group consists 

of around 24 students from S1 to S3. So far, we have watched ‘The Maze Runner’, ‘The 

Lord of the Rings’, ‘Divergent’ and the latest ‘Replicas’. We show the movies with 

English subtitle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After every movie, a debriefing session is ensued so students can discuss the themes, 

plots and characters. Students are generally engaged and responsive even though the 

movies we picked have been somewhat a hit and miss, especially movies with long 

narratives such as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next movie in line to be showcased is 

‘Extinction’, which is about alie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verall, we have had many interesting 

discussions as well as profound insights to engage 

deep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western cultures. 

(Written by Mr HO Kwun Yan Kevin)  

中一學生就「加強光污染管制」議

題進行了模擬議案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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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虎門及深圳歷史文化考察 

  本校中三級中國歷史科課程，主要是教授中國的近代及當代歷史。為了讓學生

能親身感受「鴉片戰爭」這場影響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故此中國歷史科老

師於 2019 年 3 月 8 日，帶領中三甲班 33 位學生走出校園，腳踏實地前往東莞虎門

進行歷史文化考察。師生們到過虎門海戰博物館、威遠炮臺、鴉片戰爭博物館，感

受深刻，獲益良多。離程前師生還前往深圳書城，享受閱讀的樂趣。（楊明佳副主任

撰文） 

 
學生參觀東莞虎門海戰博物館 

 
學生專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2019 英語話劇節──創知勇奪五項殊榮 

  英語話劇組於三月初順利完成演出，獲得傑出劇本獎、傑出演員獎（1A 陳灝傳、

2A 談煒恒、3A 馮焯君及 3A 韓廷初）、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和傑出整體演

出獎。 

  台上的每個表情，每一舉手，每一投足，都是劇組幾個月來準備的成果。從最

開始籌劃，到背台詞和密集式綵排，劇組組員都參與其中。臨近表演的尾聲，隨著

伴奏‘Work Song’響起，話劇組組員排成半圓，一個接著一個地做出播種的動作，一

絲不苟──無聲地喊出保護環境的信息。（陳晶順老師撰文） 

  

  



17 

 

普通話日 

  中文科組和閱讀學習組於 2019 年 3 月 13、14 日合辦了普通話日，主題為「中

華文化」。我們為增添普通話氣氛，在校園的不同地方都張貼了《弟子規》的拼音

版和日常的廣普對譯用語。這兩天學生到教員室用麥克風請老師出來和到圖書館使

用任何服務或設備都要使用普通話。我們於中午時段更設有普通話攤位遊戲，希望

學生多說普通話。而圖書館亦有以中華文化為主題的書展。（黃思慧老師撰文） 

 
學生正努力尋找答案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閱讀分享會 

  為了增加校園的閱讀氣氛，閱讀學習組於

2019年 3月 29日午間時段舉行了閱讀分享會。

是次活動主要由中一級的閱讀大使負責，他們

向同學介紹了自己心愛的好書。而在活動前，

由選書、寫稿到練習，他們都花了不少心思和

時間，在充足的準備下，台下的學生反應熱烈，

活動圓滿結束。（黃思慧老師撰文） 

 
閱讀大使向同學們介紹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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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成長 

咖啡師行業體驗活動 

  12 月初，輔導組帶領新同學適應小組到觀塘一間咖啡沖調工作坊參觀。學生們

由開始時的戰戰兢兢，到硬著頭皮接受導師的測試，到各自認真練習，每一步都謹

慎、用心地學習。在工作室的這個早上，學生們學的不只是沖咖啡和拉花的技巧，

一定還有對咖啡藝術的追求。（陳晶順老師撰文） 

 
初哥用水熟習拉花手勢 

 
小小咖啡師與製成品大合照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為了讓新同學更能適應校園生活，本校設有「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在 10 月至

12 月期間，中三至中五級的大哥哥大姐姐，透過不同的午間活動，例如：粵語普通

話配對練習、英語遊戲等等，讓新同學在一個愉快的氣氛下，學習英語、認識新朋

友及適應校園生活。在活動中，無論是大哥哥大姐姐以及新同學都十分投入。謝謝

社工、大哥哥大姐姐用心籌備是次活動，以及新同學積極的參與，令活動如此成功。

（李敏慧老師撰文） 

 
新同學在大哥哥大姐姐指導下，認識廣東話 

 
新同學愉快地認識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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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冬日親子活動 

  家教會在 12 月 9 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冬日親子旅行，當天一行百多人先到了東

涌參觀一個以懷舊主題作特式的街市，午膳時更品嚐了秘製燒肉粵菜。飯後，大隊

更前往了機場附近一睹剛通車的港珠澳大橋的風采，再前往白泥生態農莊，採摘士

多啤梨、有機生菜等時令農作物，大家除了有機會舒展身心，不少團友更是滿載而

歸。（陳婉薇老師撰文） 

 
參與的家長、學生、教職員大合照 

 
大夥兒參觀東涌特式街市 

家長及教師交流講座──單博士 

  為了提升本校家校合作的成效，並欲了解內地相關方面的經驗，本校邀請了中

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單志艷博士於 12 月 11 到校，與本校家長教師會理事、家長義工

及教師們進行學術交流。席間，眾人就內地和香港地區家校合作情況，及兩地中學

家長教師會活動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與經驗分享，彼此皆獲益良多。（楊明佳副主

任撰文） 

 
單志艷博士（右四）、黃晶榕校長（左六）及眾

家長老師們合照 

 
與會者就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家校合作情況進行

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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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避盤小組 

  於 11 月至 12 月期間，輔導組與香港青

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合作，舉辦了閃避盤小組。現時不少青少

年沉迷手機、電玩等，影響其身心的健康發

展。透過這新興活動，學生既培養了一項新

興趣，也結識來自不同年級的同學。（陳晶

順老師撰文） 

 
師兄們在場上與師弟妹較量 

家教會家長工作坊──「期望」旅程 - 心靈探索 

  家教會在 1 月 12 日舉行了一個題為「『期望』旅程 - 心靈探索」的家長工作坊，

邀請了來自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教育中心的社工主講。工作坊主要協助家

長反思自己在兒女成長過程中的角色，了解自己對孩子的期望是從何建立的，從而

協助家長在期望有落差時能作出適切的調節及回應。（陳婉薇老師撰文） 

 
家長們專心聆聽講者的解說 

 
工作坊內家長投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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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步前進──聯旅露營 

  童軍聯旅大露營於 1 月 26-27 日在童軍洞梓中心舉行，這

次露營聯同東九龍第 1450 旅、九龍第 202 旅的幼童軍及童軍

成員。是次露營除了有豐富的活動，還得到何文田區總監何景

全先生親臨考核營地建設部分。 

  去年九月開始，各隊員隊長已開始裝備自己，參與這次露

營工作。經過 3 個月來的訓練，至十二月時，無論在營地建設、

營地烹餁、遠足等技能上已具備基礎。而這次露營給我們有增

長的空間，亦給予我們無限的驚喜和喜悅。另外，值得感恩的，

便是營期內的天氣，它為我們多采多姿的活動錦上添花，讓我

們一直擔心的低溫問題，一掃而空。各隊員亦能盡情享受，為這個歷史性的活動加

上完美的句號。雖然終結往往出現在最快樂的時候，只希望各人懷著歡愉及難忘的

回憶，以及新舊的友情，期待下一次的交流相聚。（鍾英婷老師撰文） 

 
大尾篤黃昏遠足 

 
童軍同心大合照 

家長日 

  本年度中一至中五級的家長日已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上午舉行。當天，家長們

按照已約定的時間到校，與班主任就子女們在學業、品德等方方面面的表現進行面

談，促進了家校溝通，共同為學生創建更良好的成長環境。此外，當天生涯規劃小

組亦舉辦了升學講座，提供了不同升學途徑的最新資訊，讓家長能更準確地掌握實

情，方便與子女共同規劃未來。（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家長在等候室等待面見班主任 

 
家長出席升學講座 

在進行營地建設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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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拉花 

  咖啡拉花？咖啡師的工作是什麼？2 月 25

日早上，一批新同學就帶着這些問題到牛頭角一

間咖啡工作室，去探索他們的答案。 

  咖啡師詳細的講解，

學生就有機會一嘗咖啡

師的工作，他們每人製作

特有的咖啡，並在咖啡上

拉出心愛的圖形。 

  經過兩小時的工作坊，學生們更加了解咖啡師的工作，並

對香港的咖啡行業有了更深的認識。（李敏慧老師撰文） 

 

 

「照顧自己活好 D」家長身心健康工作坊 

  家長於日常生活中面對著家庭、經濟、照顧子女等的壓力，對自身精神健康的

影響不容小覷。家長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家庭和子女身上，容易忽略壓力對自己情

緒、生理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有見及此，家教會在 3 月 22 日邀請了新生精神康復

會到校舉行了一個題為「照顧自己知多 D」的家長工作坊，工作坊以活動形式進行，

鼓勵家長於日常生活中運用減壓技巧，培養興趣，練習靜觀，讓自己於生活中找到

安寧，使心靈得以放鬆。（陳婉薇老師撰文） 

 
家長在工作坊中學習靜觀的技巧 

 
家長在工作坊中製作心寧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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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周會安排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 

日期 講座主題 講者 

2018 年 10 月 22 日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李浩然博士 

2018 年 11 月 5 日 正向心理‧快樂七式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胡漢斌先生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香港的創

新發展 

中聯辦副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  

譚鐵牛教授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國家科技創新和領先科技 曹宏威教授 

 

全年學生境外活動一覽表 （更新至 2019 年 4 月 3 日） 

編號 日期 主題 目的地 參加師生人數 

1 2018年 11月 8-10日 韶關丹霞山自然地質

考察 

廣東韶關丹霞山 學生：110 人 

老師：12 人 

2 2018 年 12 月 22-27

日 

2018 香港青年學生新

傳媒考察交流行‧北京 

北京 學生：4 人 

老師：0 人 

3 2019 年 1 月 25 日 中五中史廣州歷史文

化考察 

廣州 學生：29 人 

老師：3 人 

4 2019 年 3 月 8 日 中三甲班東莞深圳歷

史文化考察 

東莞、虎門 學生：35 人 

老師：4 人 

5 2019年 4月 16-21日 香港貴州北京交流團 貴州、北京 學生：45 人 

老師：5 人 

6 2019年 4月 18-22日 上海復旦國情研習班 上海復旦大學 學生：3 人 

老師：0 人 

7 2019年 4月 18-24日 杭州探索之旅 杭州 

 

學生：16 人 

老師：2 人 

8 2019年 4月 18-27日 澳洲考察團 澳洲 學生：18 人 

老師：2 人 

9 2019年 6月 24-28日 山東歷史文化考察團

(a)、(b) 

山東 

 

 

學生： 

(a) 30 人 

(b) 30-40 人 

老師： 

(a) 4 人 

(b) 3-4 人 

10 2019 年 7 月 1-7 日 2019 年“中華文化之

旅”香港青少年上海夏

令營 

上海 學生：36 人 

老師：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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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完成「賽馬會公平貿易學校獎勵計劃」 

  我校於 2016-17 及 2017-18 兩個年度參加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

公平貿易聯盟主辦的首個公平貿易學校嘉許計劃──「賽馬會公平貿易學校獎勵計

劃」，期間，學生須於校內成立公平貿易小組，並在校內進行不同的活動（如利用

早會及周會講解什麼是公平貿易、以展覽或攤位形式介紹及推廣公平貿易的商

品……等），亦有部分學生會到外地（如斯里蘭卡）體驗當地農民及工人的生活及

工作，以體會公平貿易如何幫助當地人民改善生活。 

  於 12 月 1 日，我校學生代表（中六級：陳蔚梵、馮珮賢、駱浩銘、鄭舒敏、胡

家欣）出席嘉許典禮，席間播放活動的片段及各校代表分享經驗及活動點滴。（鄭

仲明主任撰文） 

典禮上播放我校陳蔚芃同學到斯里蘭卡交流的片段 
 

我校代表領取嘉許證書 

學界排球比賽（男子乙組） 

  學界乙組排球比賽已經進入淘汰賽的階段，我校排球隊為了在比賽時有更好的

作戰狀態，於暑假結束前已經展開練習，每逢星期一及星期六進行訓練。今年我校

能闖入淘汰賽的階段，有賴隊長中四甲班潘澤鋒同學帶領，於小組賽最後一場以局

數二比一反勝銘賢書院，過程非常艱辛。即使路途艱辛，只要一眾小將堅守信念，

必定可以乘風破浪，更上一層樓。（林崇生老師撰文） 

 
乙組排球隊成員 

 
與寶覺中學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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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創知捐血日 

  一年一度的捐血日活動於 12 月 6 日（星期四）舉行，當天紅十字會流動捐血隊

到校為師生安排捐血，而禮堂亦身為捐血中心。於輪候過程中，因很多學生都是首

次捐血，心裡都有點忐忑不安，但學生們盡顯耐性及克服恐懼，樂於「伸出援手」

去捐血，以發揮「無私」的精神。最後，當天共有 56 名學生及三名教職工成功捐血。

（鄭仲明主任撰文） 

 
部分首次成功捐血的中六學生合照 

 
黃晶榕校長探望捐血的學生 

長者的生活體驗 

  為了培養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瞭解長者的生活需要以推廣長幼共融的信息，

義工團在 2018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組織學生參與由香港歷耆者舉辦的「長者生

活定向」。在活動後，參與的學生更加在校內舉辦了三個攤位遊戲，讓更多同學透

過遊戲，體驗長者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以反思生命。（楊婉玲老師撰文） 

 
學生穿上高齡體驗衣，在社區分組進行活動 

 
校內的學生們在攤位遊戲中體驗長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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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組乒乓球隊奪學界殿軍 

  學界男子乒乓球比賽進入淘汰賽的階段，本年度學校

派出五位小將參加，初賽表現傑出的四名小將以三勝的成

績首名進入淘汰賽。首輪賽事，學生的發揮理想，直落以

三比零擊退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在半準決賽中，面對實

力相約的鄧英喜中學，最終在苦戰五局的情況下不敵鄧英

喜中學。學生在比賽前的艱苦練習，最終能獲得一面殿軍

的獎牌作鼓勵，亦相當難得。（林崇生老師撰文） 

 

 

第十八屆學界觀鳥比賽 

  本校派出三隊隊伍參加了第十八屆學界觀鳥

比賽。今年比賽的訓練時間縮短了，由以往的兩

至三星期改為一星期。訓練當天風和日麗，各隊

員在觀鳥會導師的帶領下，觀察鳥兒飛行的姿態，

覓食的姿態，休息的姿態。看不見的林中小鳥，

學生們便要藉著聆聽各種鳥聲去分辨。經過一天

的練習，學生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觀鳥技巧。 

  比賽以分辨最多鳥種為勝。雖然當天天氣寒

冷又取消了尖鼻咀的觀測點，但學生們經過一番

努力，運用訓練時學會的各種技巧，也觀測到很多不同種類的雀鳥，包括黑面琵鷺

和大白鷺等，各隊的積極表現，令人相當滿意。（區偉麒老師撰文） 

 
除了眼明，還要耳靈，否則會錯過很多雀鳥 

 
比賽後師生合照留念 

  

吳瑋麒同學正積極準備四強 

要在樹林之間找出小小的雀鳥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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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戰箭藝比賽「一矢中的」獲得奬項 

  本校箭藝隊自去年成立以來，首次派出六位學生參加由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和

北區射藝會合辦的「2018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由於初次出戰公開比賽，隊

員都不敢怠慢，利用聖誕假期回校積極練習作備戰。 

  於 12 月 16 日比賽當天，參賽學生須於限定的時間內射出 72 支箭，除了比拼射

箭技術外，還要考驗他們的專注力和耐力。結果，我校中二級梁昊暉同學於男子丙

組反曲弓新秀組別取得 621 分成績而獲得第五名，這亦是我校首個箭藝比賽的獎項。

（鄭仲明主任撰文） 

 
參賽學生於比賽前大合照 

 
梁昊暉同學（左一）領獎的一刻 

《一帶一路一狀元》問答比賽──表現優異狀 

  早前，本校 6A 駱浩銘同學及 2A 李有嬋同學參與了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TVB

協辦製作的《一帶一路一狀元》問答比賽，並從 88 所中學，逾 6,500 名學生參與的

網上初賽中脫穎而出，晉身決賽，最終在決賽中取得了表現優異狀，獲得獎狀以及

旅遊禮券總值港幣$10,000。（楊婉玲老師撰文） 

 
6A 駱浩銘同學及 2A 李有嬋同學在錄影 

《一帶一路一狀元》節目 

 
在問答比賽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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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標語創作比賽冠、亞、季軍 

  我校學生參加「2018 至 2019 年度九龍城區道路安全運動──潛能創意盡表現中

學組『道路安全』標語創作比賽」，表現卓越，榮獲冠、亞、季三項大獎。得獎學

生及其作品分別是冠軍：中四甲班倫析藍，作品：「實線虛線斑馬線，掌握生命安

全線」；亞軍：中六甲班馮福弘，作品：「駕前飲酒，死神招手」；季軍：中一丙

班陸耀洲，作品：「過馬路時看左右，確保安全扶老幼」。（衞鎮宇老師撰文） 

 
得獎學生與黃麗燕副校長合照 

冠軍：4A 倫析藍（左二）、亞軍：6A 馮福弘（左一）、季軍：1C 陸耀洲（右二） 

學界乒乓球比賽（男子丙組） 

  男子學界乒乓球丙組比賽於一月二十日正式開

始，我校今年派出三位學生參加。同組對手包括鄧

英喜中學、堅樂中學、聖芳濟書院及地利亞修女紀

念學校。首日的小組分組初賽，我校不敵應屆冠軍

聖芳濟書院以次名出線，進入下一輪的淘汰賽。今

年我校嘗試以青春班參戰，全部學生均未有參加學

界比賽的經驗，最終於淘汰賽階段取得第四，成績

不過不失。領隊老師希望隊員可以汲取經驗，努力

投入練習，來年再次為校爭光。（林崇生老師撰文）  

丙組乒乓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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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ulele 小結他義工隊 

  本校 10 位學生參加了區本計劃 Ukulele 小吉他義工隊。義工隊經過六節的小吉

他訓練後，學有所成，提着小吉他走入社區中心進行義工服務，為一群課後托管的

小朋友帶來歡樂。義工們預先設計好集體遊戲，並現場彈奏小吉他，展示他們訓練

後的成果。該天活動十分順利，義工們和小朋友打成一片，整個活動室充滿着悠揚

的音樂及愉快的笑聲。活動後，義工們一同反思所得所感，他們不但學會了小吉他，

還學會了組織活動，運用自己所學，走入社區，關心社群，實在很有意義。（岑嘉

慧副主任撰文） 

 
學生們彈奏小吉他，為小朋友帶來歡樂 

 
義工帶領小朋友玩集體遊戲，樂也融融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2018-19 

  本校參加此項賽事已進入第四年，每年都讓學生實踐而累積經驗。學生通過與

其他學校進行競賽，可以磨練技巧和增強自信心。本年度 1B 四位學生（分別是：劉

思進、潘浩軒、曾敬霖、王栢熙）組隊參加比賽。經過多輪對抗賽，他們勇奪中學

組亞軍，實在是難得。而劉思進同學的備戰和參賽表現尤其值得讚賞。學生在賽後

表示自信心得以提升，團隊的充分合作亦是取得佳績的重要因素。（李偉亮助理校

長撰文） 

 
學生開心投入比賽 

 
學生勇奪亞軍，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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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本校兩組學生在 2 月 23 日分別參加了由香港機械人學院舉辦的「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3A 肖嘉輝同學與 1B 曾敬霖同學參加了

「Game 機械人挑戰賽高級組 (Senior Division)」賽事，而 1A 麥謙諾同學與 1A 黃煒

皓同學則參加了「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高級組 (Senior Division)」，經過充分

備戰與激戰後，雖未能晉身決賽，但總結寶貴的經驗後，來年繼續再戰。（李偉亮

助理校長撰文） 

2018-2019 港九學界田徑比賽 

  2018-2019 港九學界田徑比賽已分別於 2 月 19、22、28 日在灣仔運動場舉行，

本校約有 30 位學生參賽。比賽日整體的天氣尚算不錯，唯第一天在開始時段下著大

雨並有雷暴警告，比賽一度需要延遲開始。幸好在兩小時後雨過天晴，約在 10 時比

賽照常開始。雖然有著天氣的變化，但學生未受影響，可見他們都能認真比賽，竭

盡所能爭取佳績，值得讚賞。 

  以有限的練習時間，大部份學生都能發揮應有的水準，而下列的學生更奪得優

秀的成績： 

2B 劉衍樂獲男丙 200 米冠軍及男丙 100 米亞軍 

2D 黎家成獲男甲 100 米殿軍  

1A 唐采琳獲女丙鉛球季軍 

3A 麥可欣獲女乙 1500 米殿軍 

5C 馮諾恒、5C 陸應耀、4A 陳清濤、2D 黎家成獲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今次田徑比賽成績不錯，不過獎項是其次，最重要是學生難得藉此與其他學校

的選手切磋田徑的技巧，擴闊眼界。希望以此讓學生吸取更多經驗，改善比賽的心

理質素，日後發揮得更好。（莫海程老師撰文） 

 
參賽學生合照 

 
男甲接力隊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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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排球比賽（男子丙組） 

  男子丙組學界排球比賽於上月展開，本校男子排球隊今年共有 14 位球員，是球

員數目最多的一年。小組賽的同組對手分別是上屆從第一組別降組的協和中學及呂

郭碧鳳中學。我校的小將首戰面對協和中學，表現非常緊張。但是憑著穏定的發球

及高昂的士氣以直落二比零的局數擊敗協和中學。小組賽的第二場面對呂郭碧鳳中

學，表現較上場遜色，結果二比零不敵呂郭碧鳳中學。球隊未能以首名資格出線淘

汰賽，將會以次名的身份於十六強挑戰英華書院。（林崇生老師撰文） 

 
隊長奮力救球 

 
男子排球丙組合照 

香港升旗隊總會 2019 年周年檢閱禮 

  本年度，創知升旗隊共派出了 22 名隊員於 2019 年 3 月 9 日，前往荃灣沙咀道

遊樂場參加香港升旗隊總會 2019 年周年檢閱禮。在總隊長中五丙班陳嘉朗的帶領下，

我校迎來了第四個冠軍獎盃。面對師兄師姐因為準備畢業試而缺陣下，一眾師弟妹

不但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迎難而上發揮旗隊搏盡無悔的精神，勇奪本年度步操比

賽的「冠軍」及旗隊比賽的「季軍」。成績固然重要，透過比賽建立了旗隊的文化

以及學生之間的手足之情更顯得難能可貴。（黎家鴻副主任撰文） 

 
總隊長陳嘉朗同學在領獎時感觸落淚 

 
創知升旗隊最終榮獲「冠軍」及「季軍」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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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組排球淘汰賽 

  學界男子乙組排球比賽已經進入淘

汰賽的階段，本校的八位小將分組賽中

碰上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以爭取出線

資格，最終本校以局數二比一反勝銘賢

書院，取得淘汰賽的入場卷。經過學體

會的抽籤，淘汰賽的對手是九龍塘學校。

隊長潘澤鋒同學對比賽表示有信心，認

為隊友近況不俗，他認為球隊的發球破

壞力強，只要發揮穏定，相信可以進入

淘汰賽的下一階段。（林崇生老師撰文） 

 

2018-2019 學界羽毛球（丙組）比賽 

  男子學界羽毛球丙組賽事已於 1 月開始。為備戰賽事，各隊員都加緊練習，希

望爭取佳績。雖然丙組賽事主要以中一學生為主，部分更是第一次參加中學的學界

比賽，但他們均盡力應戰並表現神勇。在分組賽分別以局數 3:1 勝佛教何南金中學，

3:0 勝天主教普照中學，並與匯基書院中學碰面，再以 3:1 勝對方，順利以小組首名

出線。 

  出線後將進入淘汰賽，首要面對以往成績也一向不錯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

中學，為面對這場硬仗，於統測完結當日便立即恢復練習。兩校賽力旗鼓相當，在

第四局完結後，賽果是 2:2 打成平手。惜對方隊員技巧稍勝一籌，加上我校隊員亦未

能好好把握機會，最終在第 5 局以 15:21 未能取勝，以總局數 2:3 結束比賽。 

  雖然未能順利進入四強，但可見學生們已做到全力以赴，發揮堅毅及團結的精

神。相信隊員只要繼續努力，下年度應有機會進入四強。（莫海程老師撰文） 

 
男丙隊員合照  

與舊生進行練習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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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獅隊獲邀出席「英國特許建築工程師學會就職禮」表演 

  本校龍獅隊獲英國特許建築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邀請在 2019 年 3 月 11 日

於該會 2019-2022 年就職典禮中作表演，當日我校龍獅隊除引領主禮嘉賓進場外，還

以一連串高難度動作表演為晚宴揭開序幕，吸引不少來賓圍觀及拍照，為典禮增添

熱鬧氣氛。當晚龍獅隊優秀的表現，獲得本屆會長陳華岳先生及不少來賓的讚許。

（鄭仲明主任撰文） 

 

 
獅隊隊員於表演時的英姿 

 

 
表演後與一眾主禮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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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榜──部份師生校外得獎紀錄（2018.12 – 2019.3） 

學術暨獎學金：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7-2018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 

2B 李鈺茵 

2B 陳進軒 

2C 李栢軒 

2C 黃浩軍 

3A 鄭皓文 

3B 林雅怡 

3B 張先暘 

4A 劉禹希 

4B 梁錦鋋 

4B 許史哲 

5A 許聞興 

5B 潘健龍 

5C 丘芷林 

6A 梁肇瑜 

6B 吳明渊 

6B 陳書琪 

6C 梁翠兒 

 

藝術暨體育：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中國歷史年度歷史人物

選舉 2018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最踴躍學校參與獎 創知中學 

2019 年升旗隊總會周年

檢閱禮 
升旗隊總會 

步操比賽（中學組） 

冠軍 
升旗隊 

旗隊比賽（中學組）

季軍 

一帶一路一狀元 香港貿易發展局 入圍決賽 
2A 李有嬋 

6A 駱浩銘 

2018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

箭公開賽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及 

北區射藝會主辦、 

港射箭總會協辦 

第五名 2A 梁昊輝 

香港胡氏跆拳道品勢暨

精英邀請賽 2018 
香港胡氏跆拳道會 

冠軍 2A 郭家成 

季軍 2C 李嘉濠 

殿軍 1B 黃泳醍 

2019 單車球挑戰賽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

公司 

男子初級組冠軍 
3C 謝加俊 

18-19 全港單輪車賽 男子個人賽 20 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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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18-19 港九學界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丙 200 米冠軍及

男丙 100 米亞軍 
2B 劉衍樂 

男甲 100 米殿軍 2D 黎家成 

女丙鉛球季軍 1A 唐采琳 

女乙 1500 米殿軍 3A 麥可欣 

男子甲組 4X100 米

接力季軍 

5C 馮諾恒 

5C 陸應耀 

4A 陳清濤 

2D 黎家成 

2018-2019 第一屆 IW3 

游泳比賽 
媒仁創意文化 

男子 11-12 歲 G 組

50 米蝶泳冠軍、 

100 米混合泳季軍

及 50米自由泳季軍 

1A 陳耀祖 

2018 年萬國體育深港澳

劍擊精英總決賽 
萬國國際劍擊運動中心 

U16 男子佩劍 

第七名 
3C 陳晉亨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比賽 香港拯溺總會及康文署 
男子沙灘奪標賽 

冠軍 

18-19 港九學界乒乓球 

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殿軍 

4A 吳瑋麒 

3A 羅健峰 

3B 蔡文禮 

2A 呂鍵灝 

2C 李栢軒 

男子丙組殿軍 

2C 余冠熠 

1C 黎明朗 

1B 陳樂熹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聲樂獨唱（女聲） 

良好 
1C 許美琳 

Violin-Grade 4 

Merit 
3A 吳子軒 

Violin-Grade 2 

Merit 
3A 張正浩 

Violin-Grade 5 

Merit 
1B 潘浩軒 

Violin-Grade 3 

Merit 
1B 吳智軒 

女聲合唱 優良 合唱團 

第 31 屆九龍城區學校 

音樂匯演 

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 

主辦 
最佳合作獎 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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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校友／教師獲獎： 

奬 項 機 構 校友／教師 年份 

Dean's List HKUST NG King Ting 2019 

共享中國夢──交通銀行香港

大學生獎學計劃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有限公司 

張隽堅 
2019 

吳瀟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