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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2019 年中一派位成績驕人 

  在辦學團體和校董會的領導下，本校全體師生以非凡的努力，創下了驕人的成

績，近年報讀本校的學生顯著上升。根據政府數字顯示：2019 年 9 月全港共有 506

所中學，中一適齡學童共有 55,800 人。而 2019 年 7 月 9 日，本校獲派四班中一新生

共 164 人。換言之，全港各校平均可獲派/招收 110.28 位中一新生，惟我校今年則獲

派中一新生人數則是全港平均水平的 1.5 倍，而叩門後補的學生人數更高達 200 人，

成績驕人！（黃晶榕校長撰文） 

2019 年中六高考再闖高峰 

  2019 年 7 月 10 日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放榜，本校學生再闖高峰，持續

取得佳績。整體而言，各科成績都持續提升，合格率更高達九成。其中 2 級合格率

高於全港的學科分別有中文、通識、生物、化學、中史、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

視覺藝術等科，3 級高於全港的有通識、生物和地理科，4 級高於全港的有中史和地

理科。而成績最好的前三名學生，分別是李子賢考獲六科 30 分的佳績，趙宇軒、劉

樂輝、陳泳翰考獲 26 分，韓亨澤、陸兆陽、李美英考獲 25 分。截稿前的結果：剛

好是四成的畢業生最終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升讀本地、內地及海外學士學位課程

（Bachelor’s Degree），及八成畢業生最終能升讀大專與大學課程。（黃晶榕校長撰

文） 

教師發展日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勞校教育機構屬下的創知中學及秀明小學，於 2019 年 4

月 4 日聯合舉辧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到深圳作一天的參觀交流。創知中學老師在深

圳灣過關後，前往三諾集團參觀，了解集團在智能系統及智能生活的發展。午膳後，

滙合秀明小學老師到深圳大學參觀校園及出席了深圳大學招生辦的講座，講解深圳

大學概況及招生安排。隨後參觀書城，參觀完後，結束一天考察交流活動，返回香

港。是次活動深受教師歡迎，故來年兩校將繼續合作，繼續組織老師到珠海考察學

習。（盧世威副校長撰文） 

 
黃校長與深圳大學招生辦負責人拍照留念 

 
香港勞校教育機構區總監聯同兩校校監、 

校長及教師在深圳大學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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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日──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的校慶歌唱比賽順利在4月17日舉行。配合學校今學年改名為「創知」，

又秉承著學校過去 73 年的優良傳統，今年的歌唱比賽以「啟航」為主題，寓意大家

能繼續在新時代為學校開創新一頁。經過激烈競爭後，獎項分別「名花有主」。（盧

顯珺主任撰文） 

組別 冠軍得主 

個人賽 凌嘉慧 

小組賽 凌嘉慧、吳婉婷 

團體賽 中五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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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會見各學生社團領袖 

  黃校長上任以來，每年都會抽空會見各班、各組的學生代表，聆聽他們對學校

生活的意見。繼上學期後，下學期的 5 月 6 日及 7 日，校長再次約見了各學生社團

領袖，收集大家對學校生活方方面面的意見。會議上，領袖們暢所欲言，從課堂學

習、班級生活和課外活動講到學校的設施和設備等。校長聽取了意見後即時作出回

應，及後並約見相關老師探討辦法，進一步完善學校工作，共同推動學校發展更上

一層樓。（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校長分別在 5 月 6 日及 7 日分別面見各社團的領袖 

黃校長赴京出席中華海聯會理事會議 

  今年 5 月下旬，黃校長以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暨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的身份，

遠赴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五届一次理事會。會議分析並討論了港澳台及海外聯誼

工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號召廣大海聯會理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為指導，團結一心、共同奮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深化新一輪對外開放、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推進人類文明互鑒作出更大貢獻。會議期間，黃校長曾就香港

青年教育工作問題，與一眾理事深入交換意見；未來亦將就相關的議題進行研究，

並向大會呈交專題報告。會議期間，黃校長曾以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的身份，到

訪過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師訓部門，就教育議題和內地的專家學者進行經驗交

流。（劉思敏小姐撰文） 

 
北京人民大會堂內理事大會會場情況 

 
黃校長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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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校長應邀遠赴深圳和曲阜分享教育經驗 

  2019 年 6 月 23 日，黃校長應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的邀請，以“香港中學的課程規

劃、實施與評估──以創知中學為例”為題，向來自蘇州 80 位校長和骨幹老師分享

了香港和本校課程與教學的經驗，並就兩地課程規劃、實施和評估政策進行互動交

流。一眾學員非常投入，並表示未來有意來港繼續交流；黃校長也答允在時間合適

的時候，再前往江蘇和他們互動交流。 

  2019 年 6 月下旬，黃校長率領本校 92 位師生遠赴山東考察交流，並於 27-28 日

在曲阜期間，以曲阜師範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教師博物館榮譽館員的身份，與該校

一眾教授就兩地的社會語言和教學語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會議期間，曲阜師

範大學張洪海校長、扈慶學副校長等人還親切接見了黃校長，並就兩地教師培訓、

大學發展等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劉思敏小姐撰文） 

 
黃校長與曲阜師範大學校長張洪海教授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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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參觀之旅 

  2019 年 3 月 30 日，四位老師（包括鄭仲明主任、薛灝楠老師、伍美儀老師、黃

泰康老師）帶領中一乙班和中一丙班共 70 多位學生，參觀了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中心成立於 2003 年，又名「環保天地」，總面積約佔 400 平方米，是香港最大

的環境資源中心，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由綠色力量負責日常營理。中心成立目的

是為推動環境教育及宣揚環保意識，並為幼稚園、中小學、社會福利機構及新界北

區的居民提供最新的環保資訊及環保教育服務。 

  大家抵達資源中心後，先聽從導賞

員的安排，到演講室觀賞現時香港環保

回收情況的影片。當中提到香港每日制

造了各種垃圾，而垃圾的處理是現時香

港正面對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例如：

香港的垃圾堆填區在不久的未來將很快

爆滿，因此作為愛護自己家園的我們，

要從制造垃圾的源頭做起，做到先減少

製造垃圾。之後學生們在展覽廳聆聽導

賞員介紹各種環保資訊，包括「減少廢物，由我做起」、「保護水資源」等。 

  回程時，我跟學生們聊天，問他們今天的感受。其中一位學生說令他印象最深

刻的是原來香港曾經有段時間是很缺水的，當時甚至要實行制水。原來乾淨的水和

清新的空氣是這麼寶貴的，更令他感覺到好好保護我們唯一的、共同的家園──地

球。這次參觀令大家都滿載而歸，學到了很多知識，增長了見聞，開闊了眼界。（薛

灝楠老師撰文） 

參觀啟德消防局 

  3 月 30 日，中一丁班學生有幸參觀新落成的啟德

消防局，除了了解消防局內的日常運作及救火裝備，

亦有機會認識多項用於城市搜索及拯救的坍塌搜救重

型器材，眼界大開。此外，學生們亦了解到新型消防

局的多種節約能源措施，對於環境保護有了新的體會。

（劉韻心老師撰文） 

  

學生細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學生們踴躍試穿消防裝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6%90%9C%E7%B4%A2%E5%8F%8A%E6%8B%AF%E6%95%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9%A8%E6%9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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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城市大學──中電低碳能源教育中心 

  3 月 30 日上午在「新家園」的安排下，中一甲班學生參觀了設於香港城市大學

的「低碳能源教育中心」。在導賞員的帶領及講解的過程中，學生們深入了解如何

運用低碳能源來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中心設有五個主題展區，分別介紹各

種低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天然氣和核能。除了闡述各種低碳能源的發電原理

和特性，學生亦能以有趣及互動方式了認識它們在應用上的優點和限制。（方偉成

副主任撰文） 

 
核電廠內的反應堆結構模型 

2019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我校合唱團分別在 4 月 8、13 日於柴灣青年廣場參加 2019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憑著團員們出色的表現，我們在中學合唱團初級組、挑戰組與中學合唱小組三項賽

事中均獲得銀獎！（周思迪老師撰文） 

 
我校合唱團於柴灣青年廣場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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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Overseas Study Tour 

During the Easter break of 2019, 18 students from S3 to S5 and 2 teachers went on a 

nine-day educational tour to Melbourne, Australia. Students stayed in host families to enjoy 

and learn the way of typical Australian lives and on some mornings, also attended classes at 

Kaplan international to boost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hrough games and engaging 

activities. Students toured all over Victoria and visited some of the iconic places of 

Melbourne such as the Great Ocean Road and the Twelve Apostles, not to mention coming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Koalas and Kangaroos, scenic cruise on the Yarra River and a 

chance of gold mining at Sovereign Hill.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have gained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obe. (Written by Mr HO 

Kwun Yan Kevin) 

 
On our way to Philip Island and we stopped by this natural reserve for a heart-warming 

encounter with the cutest and most iconic Australian animals, namely the Koalas and Kangaroos. 

 
While waiting for the penguin to ashore on Philip Island, we all got carried away by the 

enthralling beauty of the ocean and the su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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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展覽會 

  本校風紀隊、升旗隊及童軍於 4 月 27 日參觀了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主辦的「2019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展覽會。學生透過導賞及參觀，進一步了解國家安全、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安保工作、網絡安全以及金融安全等的資訊，藉此認識香港和內地的

發展與國家的安全息息相關。同時在參觀過後，學生之間的討論及反思除了增強學

生對國家的認識外，更藉著國家安全的主題，認識自身作為風紀隊及制服隊伍所肩

負的責任，應當竭力維持學校的秩序及建立良好的風氣。（黎家鴻副主任撰文） 

 
學生們在展覽會場合照留念 

 
學生認真聆聽有關國家安全的資訊內容 

西九茶館劇場 

  為了讓學生對香港傳統歷史文化有更深入認識，本校中三乙班學生於 2019 年 5

月 3 日，在盧世威副校長、區偉麒老師帶領下，前往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參加了

「西九茶館劇場──陳廷驊基金會教育專場」。當天活動結合不同形式戲曲中心場

地導賞、生動淺白的即場解說、互動環節，以及由駐場的茶館新星劇團呈獻的戲曲

表演。學生於半日的活動中近距離欣賞戲曲，發掘傳統美學，了解經典戲曲故事中

的中國傳統價值如何和現今社會接軌，並認識戲曲中心的建築和設計特色。（楊明

佳副主任撰文） 

 
「西九茶館劇場--陳廷驊基金會教育專場」宣傳海報 

 
中三乙班學生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合照 

  



9 

 

第三屆坑口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日 

  近年各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甚為重視，我校中文科於 5 月 11 日帶領 22 名學生

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屆坑口非物質文化活動日」，讓學

生親身體驗，並與廖迪生教授和各個項目傳承人交流、互動，包括舞麒麟文化講座

及體驗、茶粿製作及客家山歌欣賞。學生從中了解非遺的傳統文化意義，認識非遺

保育所面對的困難，從而培養學生對香港歸屬感及對社會和國家的使命感，達致文

化承傳。（林詩琪老師撰文） 

 
學生親身體驗舞麒麟 

 
學生在義工指導下製作茶粿 

閱讀攤位遊戲 

  為了擴闊學生的閱讀範疇，本校的閱讀學習組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

在校內舉行了閱讀攤位遊戲。藉著遊戲活動的形式推介不同類別的書籍。活動當天，

參與的學生表現積極投入，為校園增添不少閱讀的氣氛。活動後，還有學生到圖書

館借閱相關的書籍。（黃思慧老師撰文） 

 
學生認真思考答案中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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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擂台 

  為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和推動學生多閱讀 eClass 內的電子圖書，中文科組和閱

讀學習組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合辦了閱讀擂台活動，是次活動參與對象為中一級，

他們需要閱讀一本有關中國歷史人物的電子圖書，然後進行班際問答遊戲比賽。當

天比賽甚為激烈，學生都很投入比賽，最終由中一丙班獲勝。（黃思慧老師撰文） 

 
台上比賽情況 

 
台下學生正努力找尋答案 

山東歷史文化考察團 

  為了讓學生對儒家思想及五四運動百

周年有更深切認識，本年度我們決定到孔子

故鄉，及與五四運動有密切關係的山東省進

行歷史文化考察。由於反應熱烈，最終學校

籌辦了兩團，共 92 名師生，分別於 6 月 24

日各自前往山東省，遍遊濟南、泰安及曲阜

市的歷史文化景點，如五四廣場、大明湖、

趵突泉、三孔（孔府、孔林、孔廟）、泰山

等，讓學生親身感受山東省中西文化匯萃的

精妙之處。此外，兩團在 6 月 27 日當天更

匯聚一起，共同拜訪了曲阜師範大學及附屬中學，與當地師生在學術、體育、音樂

及上進行深度交流，意義極大。在山東期間，校長黃晶榕博士亦同時接受了曲阜師

範大學授聘為兼職教授和中國教師博物館授聘為榮譽館員，成為港魯兩地的學術橋

樑。（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黃晶榕校長授聘為曲阜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全體師生參訪曲阜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山東團 92 名師生同遊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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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華文化之旅──香港青少年上海夏令營 

  在「上海市嘉定區港資企業聯合會」的慷慨贊助和精心安排下，本校 40 位師生

於 7 月 1 日至 7 月 7 日到上海參加了「2019 中華文化之旅-香港青少年上海夏令營」。

活動期間，學生們遊覧了嘉定的孔庙、蘇州的虎丘、木瀆古鎮等，體會到古代江南

水鄉的韻味，更有機會在陸儼少藝術院體驗國畫。也參觀了廣富林文化遺址、上海

革命歷史博物館等，認識了上海的歷史。更有機會走訪了車墩影視基地、泰晤士小

鎮、江橋文化產業園等，了解了上海現代的文化產業發展。學生們從多角度認識了

上海、認識了嘉定。在閉營禮上，我校的學生更分組向主辦單位的領導匯報了這幾

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得到了好評，結果中二組的學生更獲得了優秀團隊獎。

（于志毅副主任撰文） 

 
開營禮上全體合照 

 
閉營禮上中二組學生獲得優秀團隊獎 

 
學生們體驗在團扇上畫國畫 

 
學生們走訪充滿異國風情的泰晤士小鎮 

 
在車墩影視基地，學生們像穿越時空回到了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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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 

  中華文化日於 7 月 8 日舉行。當天，全體師生先在禮堂觀賞一些文化項目，如

華服演示、軍操、文化歌曲欣賞等。完成禮堂項目後，便是各項攤位遊戲、專題講

座及蹴鞠比賽。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參加不同的項目。中文科邀請了中醫從業員

介紹中醫學基本原理，而其他不同科組及學習領域則組織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攤位遊

戲和活動，體育科則舉辦蹴鞠（即足球）比賽，務求讓學生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和了解。（盧世威副校長撰文） 

 
楊明佳老師及林崇生老師，穿起古代服飾來介

紹中華文化日項目 

 
學生穿上民初服飾演示 

 
合唱團用民初造型來唱民族歌曲 

 
學生穿上古時蹴鞠比賽的服飾作賽 

  



13 

 

職業訓練局餐桌禮儀課程 

  西式餐桌擺設、餐桌禮儀，是旅遊與款待科課程

的其中一環，所以本校組織中四、中五旅款科的全部

學生，於 7 月 11 日下午，到職業訓練局位於九龍灣的

教學餐廳參加餐桌禮儀課程。學生先在導師的指導、

該校學生從旁協助下，規範地摺疊自己的餐巾和擺放

自己需要使用的餐具。享用餐點時，每上一道菜，導

師都會先介紹和示範應有的禮儀，學生其後用餐。經

過頭盤、餐湯、主菜、甜品，學生不但品嚐了美味的

食物，還學會了如何正確使用各種餐具，體驗到西式

餐桌禮儀的精神——尊重別人——包括同桌的主人和

賓客和服務人員。這確實是一頓豐富的午餐。（伍美

儀老師撰文） 

 

 

 
與職訓局的師生合照  

學習摺疊餐巾、擺放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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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高高校科學營 2019 優中生奬勵計劃」──南京大學學習及體驗活動 

  為了激發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及創新意

識，並讓學生更深入了解國家科技的發展，本

校 10 位中四級的學生於 7 月 10 日至 16 日，

參加了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及國家教育部主

辦的「高校科學營 2019 優秀高中生奬勵計劃」，

到南京大學進行為期七天的學習及體驗活

動。 

  在這一周的時間裡，各隊都會獲大學安排

一位志願者以照顧學生，講解行程，帶領學生、

老師安排參加一連串的科普講座外，亦會透過參加野外觀星、機甲爭霸賽、農地實

地考察、參觀南京古生物博物館、紫金山天文臺及土壤標本館等活動，讓學生能體

會到科技與生活聯繫的密切聯繫並啟發大家對科技未來的思考。 

學生到土壤研究所時向導師請教時的情況 
 

湯山農田考察時，與負責人趙玉國研究員合照 

  是次交流營的另一個目的，是讓兩岸四地 20 多間共 250 位學生於 7 天內透過一

起學習和生活，彼此增加了解並建立友誼。到訪南京著名景點時全體香港師生的合照 

  在最後一晚閉營禮中，各隊施展渾身解數，務求以精彩的表演為大家留下美好

的回憶。（鄭仲明主任撰文） 

 
閉營禮後，交流團大合照  

到訪南京著名景點時全體香港師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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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獎學金一覽表 

捐贈單位／人士 獎學金名稱 獎勵內容 

楊松貴基金會 中國語文科獎學金 
(1) 中國語文科學年成績優異獎 

(2) 中國語文科成績進步獎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初中第八屆校友 
英國語文科獎學金 

(1) Scholarship for the Subject 

Award in English Language 

(2) Scholarship for the Marked 

Improvement Award in English 

Language 

香港勞校教育機構 

創知教育基金 
創知教育基金獎學金 

(1) 中學文憑試優異成績獎 

(2) 一等獎 

(3) 學年成績獎 

(4) 全國或國際性學術體藝獎 

黃彬烈主席獎學金 數學科獎學金 
(1) 數學科學年成績優異獎 

(2) 數學科成績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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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成長 

活出彩虹小組 

  今年 2 至 4 月期間，本校輔導組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作，為學生舉辦了一

連六堂的藝術治療課。借藝術為媒介，讓參加者分享感受，以提升溝通能力，想像

力及表達能力。活動很多元化，包括催眠、繪畫、桌遊卡片、彩沙瓶等。（陳晶順

老師撰文） 

 
學生利用不同材料呈現「安全的地方」 

 
導師和學生齊玩 Dixit 

男子學界籃球比賽（丙組淘汰賽） 

  學界丙組籃球比賽進入了淘汰賽的關鍵階段。第一回合我們先要過蔡繼有中學

這一關。雙方在比賽初段已經非常投入，節奏明快，及至半場蔡繼有中學一度領先 4

分進入下半場。直至進入第四節尾段的最後十秒，我校終於將比分追至平手。此時，

二丙班的曾懿凱同學偷球得手，於最後 4 秒展開進攻，最終在隊長曾懿凱射入壓哨

球的情況，我校取得一場非常艱辛的反勝。 

  下一關我們要面臨強敵呂郭碧鳳中學的挑戰，這一關比我們想像中更加艱難，

比賽初段由曾懿凱同學射入三個三分球一度領先對手，可惜比分未能堅持到最後，

最終我們未能打進前四名。本年度的初中學生態度積極，而且亦很有潛質，只是經

驗尚淺，相信經過練習之後，將來定必大器晚成。（林崇生老師撰文） 

 
爭前四的戰役 

 
C GRADE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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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園冠城九龍城青少年領袖培訓計劃」──社區探訪活動 

  為了讓學生親身了解社區情況，加強認識，我校與新家園合作，安排中一級學

生到九龍城土瓜灣區進行長者探訪。活動中，學生以小組形式，分別到區內護老院、

社區中心等探訪獨居老人、「劏房老人」等。在老師及社工的帶領下，學生先在校內

作好準備，認識、理解長者的身心特徵，再設計一些簡單的活動及遊戲，與長者共

樂。到達探訪現場時，雖學生心裏戰戰兢兢，但也能順利完成任務，包括：與長者

傾談、玩遊戲等。 

  其中，經歷活動後，部分學生感受良多。在活動前，有個別學生形容長者很麻

煩，行動又不便，形象較低。但探訪後，學生發現大家都低估了老人家。反之，他

們認為： 

1. 長者雖年紀漸長，但是能力仍然可以很高、很強； 

2. 長者也可以是很主動、很有才能的，並非我們想像中的「弱者」； 

3. 不論任何人，包括長者，大家最需要的是坦誠溝通、陪伴、理解，就行了。 

（盧顯珺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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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擊新鮮人 於 「2019 仁愛堂劍擊邀請賽」獲奬 

  本校劍擊組自 9 月成立以來，不知不

覺已 6 個多月，為了讓這群劍擊新鮮人實

踐課堂上所學及吸取實戰經驗，在 4 月份

派出 6 位中一的組員參加公開比賽──

「2019 仁愛堂劍擊邀請賽」。 

  於 4 月 14 日比賽當天，各參賽者須

先分組進行單循環賽事，對賽成績最佳的

8 位參賽者進入淘汰賽，所以是次比賽除

了是各參與者技術的比拼外，還是一場心

理質素及耐力的競賽。結果，隊員憑藉個

人超水準的發揮及隊員間緊密的合作，獲得不錯的成績，結果如下： 

項目名稱 獲獎者 獎項 

中學女子乙組 中一丁 林婷希 季軍 

中學男子乙組 
中一甲 陳有康 亞軍 

中一丁 曾偉鋒 優異奬 

（鄭仲明主任撰文） 

 
陳有康同學和曾偉鋒同學雙雙獲獎 

 
林希婷同學（右一）獲獎時的喜悅 

  

6 位劍擊新鮮人於賽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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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生涯規劃 考察北京最高學府 

  利用復活節假期的機會，本校生涯規劃組老師帶領 19 名中三至中五學生飛往北

京，訪問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和北京理工大學，了解內地高校招收香港學生的安

排和要求。大家並參觀了大學校園，包括教學樓、學生宿舍等等，也與內地大學生

交流，從中感受內地高校的校園生活和學習氣氛，為將來考慮到內地升學提供更為

充分的資訊。（列豪章老師撰文） 

 
在北京大學未名湖旁留影 

 
到訪北京理工大學 

男子學界排球比賽（丙組淘汰賽） 

  學界男子排球比賽丙組的賽事已經進入最後直路，我們為了迎來第一面獎牌，

積極備戰，除了每週需要「加操」外，還需要進行友誼賽加強備戰。正好下一關的

對手是上年度從第一組別降下來的英華中學，我們的作戰狀態更要再提升。為了作

好準備，我們先後約了兩支第一組別的勁旅，分別是培正中學及迦密中學進行練習

賽，以加強大家的防守意識。雖然隊員們已經比上一場更為謹慎，但是由於心理包

袱太大，大家都表現得非常緊張，出現了一些小誤會。雖然最後不敵英華中學，但

隊員都表示上了寶貴的一課。（林崇生老師撰文） 

 
由隊長帶領討論 

 
培正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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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京黔教育及文化交流團 

  在 4 月 17 至 21 日期間，24 位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乘坐高鐵，

前往貴陽，展開五日四夜的教育及文化交流之旅。在五日四夜裏，我校學生與姊妹

學校（貴陽十八中、華麟中學）師生進行交流、互動。我們不但參與由華麟中學初

中生帶導的文化課，參與討論，而且在貴陽十八中學生們的教導下，進行一場別開

生面的中國扇製作。除此之外，我們更有幸獲邀到十八中個別學生家中進行家訪，

近距離了解內地人民的生活情況。另外，我們還到少數民族學校（南鄉江中心學校）

進行義教。 

  經過多天親身了解及交流，大家收獲不淺。 

中四乙 李向陽 

  「在剛進門的時候，我就被中心學校的學生們的求知的熱情所震憾。我們完全想不到這裏的學

生對知識的渴求的熱情度會這麼高。相比之下，我們香港學生的上課熱情到哪裡去了？」 

 

中四乙 陳凱琳 

  「我感受深刻的是：她們對未來以及學習上有一個明確的想法，以及在任何事情上都有一個成

熟的思考。試想一下他們還只是初一、初二生，但他們就這麼會為自己的未來著想。反觀，我們身

邊同學已經高中了，還是對自己的未來得過且過，混混噩噩地過著每一天。我們能為自己的未來緊

張一下嗎？」。 

（盧顯珺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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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一百周年金紫荊廣場升旗禮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及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我校派出多名

升旗隊隊員於五月四日參加金紫荊廣場升旗禮活動。過程中除了讓隊員認識國家歷

史，更透過升旗禮提升隊員們自身的國民身份認同。在是次活動，校友朱騰烽更首

次擔任升旗隊總會長官一職，在過程中帶領隊員進行步操表演，極具領袖風範。這

次新舊學生同場獻技，正正體顯了“勞校精神，創知承傳”這一席話。（黎家鴻副主

任撰文） 

 
隊員們在金紫荊廣場合照留念 

 
校友朱騰烽（右二）在是此活動擔任長官一職 

2018-2019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團體）比賽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團體）比賽於 5 月 4 日開始。這個比賽的參賽者是來自

各區最優秀的隊伍，精英雲集。而我校男子隊第一場與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對

賽，打成局數 2:2 平手後，在最後一局始終對方實力較強，而我方又因緊張而有較多

失誤，最終未能出線。但今次能讓隊員與水平相當高的隊伍作賽是很難得的機會，

希望藉此吸取經驗，日後能發揮得更好。（莫海程老師撰文） 

 
參與全港精英羽毛球比賽的隊員合照 

 
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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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體藝滙演：承傳 

  本學年慶祝校慶的第二個項目活動體藝滙演已於 5 月 10 日在英東堂進行，這次

滙演除了是慶祝 73 周年校慶外，亦是勞校易名為「創知中學」後的首個大型活動，

故今年的主題名為「承傳」，表示創知中

學仍會延續勞校重視學生成長、發揮個人

潛能的精神。 

  當晚的節目分三部分：「承先」、「創

新」、「傳奇」，當中「承先」部分是成

立已久的傳統體藝課程，如：龍獅組、跆

拳道組、雜耍組等；「創新」部分則是一

些近年才加入的體藝課的組別，如：箭藝

組、劍擊組、沙畫組等表演；「傳奇」部

分則是本校音樂藝術活動，他們透過樂章

以表達學生對未來的追求。除此之外，當晚亦有與本校同一辦學團體的學校―─秀

明小學，派出學生以中國笛子演奏《龍的傳人》、《掀起你的蓋頭來》和《青春舞

曲》等樂曲及表演名為「次仁拉索」

的藏族舞蹈。 

  當晚有超過 300 位參與台前幕後

表演的學生，超過 350 位的來賓、家

長到場觀賞，這反映了校方關注學生

多元發展（如：體育、藝術等）方面

的工作，得到家長及社會人士的認同

和支持。（鄭仲明主任撰文） 

 

 
秀明小學的學生表演「次仁拉索」藏族舞蹈  

龍獅組的「雷鼓醒獅創啟航」為滙演拉開序幕 

敲擊組的「『擊』動全城」為敲出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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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學適應小組參觀香港大學 

  為了讓新來港學生更好認識本地文化、了解本地大專院校的學習環境。本校輔

導組於 2019 年 5 月 11 日，組織一班新來港學生參觀香港大學。是次活動在香港大

學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義工的帶領與導賞下，讓學生遊覽香港大學，既聽聽校園內

不同歷史建築的故事，也認識了香港大學校園珍貴的動植物的保育情況。（于志毅副

主任撰文） 

  

第 62 屆體育節射箭錦標賽 

  為了讓箭藝隊員增加比賽的實戰經驗，我校推薦箭隊

成員：鄧焯軒、褚文傑、何梓韜、陳柏熙、許烈誠、李韋

鞍和梁昊暉參加由香港射箭總會舉辦的「第 62 屆體育節

射箭錦標賽」，是次為箭隊成立已來第二次參加對外比賽，

賽前隊員為了取得佳績，特於假日在教練的帶領下到箭會

加強練習，備戰比賽。 

  當天我校隊員面對林立的強

敵，最後雖未能取得任何獎項，但

多位隊員都突破了自己的個人紀

錄，取得突破。（鄭仲明主任撰文） 

  

隊員賽前專注地整理裝備 

比賽時，隊員專注比賽的

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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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我 箭藝隊參加「2018-19 學界射箭賽」 

  本校箭藝隊自去年 9 月成軍以來，大多是參與一些地區

性的賽事，今學年，為了讓隊員吸取大賽的經驗，決定參與

一項全港賽事──「2018-19 學界射箭賽」。 

  最後，於團體比賽中，我校男子乙組取得第 9 名，男子

丙組取得第 13 名；個人賽方面，最高名次亦有第 36 名。雖

然最終未能取得任何獎項，但對首次參加全港學界大賽來說，

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賽後，隊員們都表示以後會加倍努力，

向着自己人生目標邁進。（鄭仲明主任撰文） 

       
                 賽前隊員以輕鬆心情迎戰大賽 

2019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 功敗垂成 

  以初中學生為骨幹的龍獅隊於 5 月 18 日參加由民政事務總署贊助、九龍總商會

舉辦的「全港青年醒獅比賽（2018-19）」。初中隊員對能否取得三連霸感到莫大的壓

力，所以在賽前一個月，他們每天放學後都自發地加強練習，希望不枉學兄們的期

望。 

  在比賽初段，隊員們的表現出色，吸引全場的注目，可惜於末段時一個動作出

了點瑕疵，最終只得第 5 名。賽後，隊員們雖感失落，但冷靜過後，他們均希望能

再接再厲，發揮創知精神，勇創高峰。（鄭仲明主任撰文） 

 
比賽時創知龍獅躍動的雄姿 

 
比賽後，隊員和老師的大合照 

隊員正專注地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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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香港普及體操節 

  一年一度的香港普及體操節於 5 月 19 日（星期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順利

舉行。各隊員為了參加這大型的比賽都不斷努力練習，希望提升個人的技巧及團體

的合作性。為爭取更多的表演經驗，學校安排了體操隊在 5 月 10 日晚的「體藝匯演」

演出，這寶貴的經驗使各隊員增加自信，為之後的比賽打了支強心針。 

  最終努力的練習得到回報，雖然今年有較多中一學生及部份學生都是第一次參

賽，但在比賽中發揮不錯，尤其是男隊員的表現更是贏得觀眾們的掌聲，最終奪得

最合作大獎（銀獎）。（莫海程老師撰文） 

 
隊員比賽的情況 

 
體操隊負責老師及各隊員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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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BERTY 全港跳繩團體邀請賽 

  是次活動由 ZIBERTY 機構主辦，邀請過百隊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速度繩比

賽。本校派出中一及中二的代表參加是次比賽，他們包括隊長黃鑑韜、李柏軒、朱

晉言、許凱湸及李梓銘五位同學。是次比賽的地點正好在本校的禮堂，他們對比賽

場地絕對不會陌生。比賽以四個項目的速度為主，其中包括大繩、朋友跳、走八字

與個人速度繩。我校的學生在比賽前數天於午息時苦練，最終獲得殿軍，也算是不

錯啊！（林崇生老師撰文） 

 
大繩速度比賽 

 
走八字繩比賽 

應用所學 回饋社會──瞳心護眼計劃兒童大使 

  早前本校安排部分中四、五修讀生物科的學生，參加

由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主辦的「香港中文大

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劃兒童大使」義工服務，在 5 月 25

日於香港眼科醫院進行首次服務活動。當天學生的工作是

協助學童進行一連串的眼睛測試，如近視、遠視、斜視等，

使學生既能實踐課堂上的知識亦能回饋社會。此外，學生

於活動中亦能鍛錬溝通技巧並體會工作的繁瑣及辛勞。

（鄭仲明主任撰文） 

 
                            參與工作的全體義工與負責人任卓昇醫生合照  

學生義工替學童進行遠近視

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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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展翅翱翔 

  本年度的中六畢業禮在 2019 年 5 月 25 日舉行，很榮幸邀請到香港科技大學首

席副校長倪明選教授蒞臨作主禮嘉賓，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當日出席的嘉賓、

家長及學生超過七百人，盛況空前。 

  校長黃晶榕博士致校務報告時，首先

感謝各位來賓撥冗光臨，繼而總結學校過

去一年在學術成就、學生成長、課外活動

和校園設施四方面取得的纍纍碩果。校長

勉勵畢業生要時刻謹記「勞校人」的精神，

常懷報效國家、關心母校、終身學習之願，

把握祖國機遇，成為社會棟樑。 

  接着是倪明選教授致辭，倪教授以「與

時俱進」為題，通過近代歷史來突出科技

才是人類發展進步的原動力，創新才能創造未來的意念。倪教授又引「青年興則國

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勉勵所有畢業生應以創新思維立足於社會，本着「從無到

有，從有到優」的信念推動國家向前走。 

  畢業生代表麥家雯、馮千源同學致畢業辭時，他們都感激母校老師多年來不辭

勞苦的教導，並祝願翱社同學能未來振翅高飛。（黃麗燕副校長撰文） 

 
倪明選教授（右一）正頒發畢業證書予畢業生 

恆生學界盃 2019 

  本校乒乓球隊於 5-6 月期間，派了五位學生參加今年度的恆生學界盃。三名單打

學生（二甲呂鍵灝、三甲羅健峰、四甲吳偉麒）雖然努力奮戰，可惜只有呂同學能

突破首圈。而雙打代表（二丙李栢軒、三乙蔡文禮），順利晉級，苦戰五局後，以二

比三不幸落敗，仍屬佳績，望來年再接再厲，取得佳績。（金卓麟副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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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悟死，生死探索之旅」 

  17 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於 6 月 24 日參加由聖雅各福群會舉辦的「吾生悟死，生

死探索之旅」，透過實地考察和接觸，了解本地殮殯葬的實況，並加深參加者對死亡

的認知。於活動上，學生到上環參觀了文武廟，及本地歷史悠久的長生店及棺材店，

以認識傳統喪葬禮儀及其背後的意義。在活動

尾聲，學生以小組型式，在社工和導師的帶領

下坦然分享自己對死亡的觀感，並以個人經歷

分享自己對珍惜、回憶及遺憾等概念的看法。

透過這次活動，學生對死亡這個概念加深了了

解和消除了不必要的忌諱，更培養了更正面和

積極的人生觀。（許銘倍老師撰文） 

 

中四級職場參觀 

參觀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學生今次有幸參觀歷史悠久的新渡輪公司，了解到航海業的專業發展階梯及前

景，亦對水手、船長及航海工程師及維修人員等鮮為人知的職業有更深入的認知。

此外，學生們亦有登上渡輪的駕駛艙，認識到多種儀器並體驗當船長的滋味，眼界

大開。 

參觀香港專業進修學院（馬鞍山校區） 

  學生到香港專業進修學院（馬鞍山校區）參觀，他們不僅透過課堂體驗、校園

參觀等近距離接觸瞭解院校的不同專業，更有機會跟在校的教授及同學交流，認識

多元的升學途徑和出路。部分學生於活動後亦開始為自己的將來作規劃。 

（劉韻心老師撰文） 

 
學生們於碼頭留影 

 
學生們專注地聽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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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龍獅 2019 比賽回歸盃」獲獎 

  我校龍獅隊早前參與「香港學界龍獅比賽 2019 回歸盃」，賽事於 7 月 1 日在西

貢中心李少欽學校舉行，我校派出兩隊（A 隊和 B 隊）以爭奪中學獅藝組的獎項。

是次比賽強敵林立，中一、二級學生組成的 B 隊目原本旨在吸取經驗，雖然如此，

但學生仍然以積極的態度作賽，臨場表現毫不遜色，最後獲得中學獅藝組的優異獎

（第五名）。龍獅隊 A 隊雖然背負着衛冕冠軍隊的沉重壓力，但仍沉着應戰，毫不鬆

懈，最後因對手確實表現超卓，我們只能獲得季軍，以些微的差距未能實現衛冕的

夢想。然而隊員間並未氣餒，立願繼續改善技術及心理狀態，上下一心，以期重奪

冠軍。（鄭仲明主任撰文） 

 
創知龍獅隊大合照 

 
B 隊表現投入，令人鼓舞 

童軍同心萬里行 

  創知第一七七二旅兩名童軍成員代表香港童軍總

會參與大型內地考察交流活動「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9」，連同其他 14 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共 370 參加。

他們去了北京人民大會堂、萬里長城等地點參觀，並

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我校陳晉堯同學更代表香

港童軍總會作為持旗手。 

  成員們乘坐高鐵前往了山東省，他們到埗後先去

參觀濟南市的大明湖及黑虎泉泉群，然後去了位於山

東曲阜的孔廟，認識孔子

生平及儒家文化。繼而前

往泰安，瞭解歷朝皇帝登

山封禪的歷史。最後幾天

他們會繼續在泰安及青島

考察，進一步瞭解這城市

的發展。（鍾英婷老師撰文）  

在北京街道上坐人力車 

香港童軍總會代表成員 



30 

 

中一迎新營「創知啟航」――認識自己，適應環境 

  為迎接中一新生的迎新營「創知啟航」已於 8 月 23 日至 24 日舉行，本年度的

主題為「認識自己，適應環境」。於整個

兩日一夜的活動中，中一學生透過參與由

學兄學姐組織的不同類型活動，以訓練協

助能力、團隊精神。此外，在教授唱校歌

和介紹學校措施的環節，都能協助學生在

新環境建立社交生活，從而增加他們對學

校的歸屬感，亦能知悉當遇到問題時，懂

得尋求老師或學長幫助，不致感到徬徨不

安。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以了解未來的中學生活動 

 
利用 IPAD 進行閱讀活動 

  於嘉許禮上，學生代表分享在這兩日一夜迎新營的感想及對中學生活的盼望，

此外黃校長亦提示中一學生們如何利用中學生活及對表達他們的祝願。最後，每位

出席迎新營的中一學生，都能獲得一枚為是次活動有設計的徽章作紀念，以歡迎他

們加入創知的大家庭。（鄭仲明主任撰文） 

 
嘉許禮後，家長和師生大合照  

學兄學姐引領中一同學了解校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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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聽見愛 

  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暑假之後，七位學生抓緊時間，為 8 月 27 日在九龍醫院的義

工表演做最後的練習。 

  一開始，由學生表演的 BEYOND 歌曲串燒的吉他彈唱，點燃了在場所有人的熱

情，仿佛回到了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吸引到匆匆探病的過路人駐足觀望。接著，

由學生進行一系列愛的歌曲傳唱，傳遞愛心，例如：手語歌、拍手歌等，也有學生

用悠揚的長笛聲帶我們進入了 DISNEY 的美好世界。最後，由學生司儀在整個活動

的尾段，為我們帶來了奪人眼球的雜技表演。 

  這個夏天，因為有我們，讓世界充滿愛。 

（周思迪老師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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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周會安排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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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4 日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家

成就回顧 
校本設計課程 

2019 年 3 月 18 日 義不容辭 傑青會義工 衛靖妍小姐 

2019 年 4 月 8 日 奧林匹克主義教育 前職業足球員 梁金輝先生 

2019 年 4 月 15 日 

 (中一至中二) 廉政講座  廉政公署 

 (中三至中五) 廉政互動

劇場《今次 GG 了？！》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 

2019 年 5 月 20 日 
認識香港與內地警務工作的

異同 
前警務處處長 李明逵先生 

2019 年 5 月 27 日 做個盡責任的寵物主人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19 年 6 月 9 日 武裝衝突與難民 UNICEF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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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榜──部份師生校外得獎紀錄（2019.4 – 2019.7） 

藝術暨體育：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2019 華夏盃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3A 許柏穎 

二等獎 

2A 李 垚 

2A 倫浩寧 

2A 潘皓軒 

2A 嚴澤琛 

3A 黃芷淇 

三等獎 

1A 李卓諺 

1A 李澤熙 

1A 顏德俊 

1C 謝惟朗 

2019 華夏盃晉級賽 

二等獎 
2A 潘皓軒 

3A 許柏穎 

三等獎 

1A 顏德俊 

2A 李 垚 

2A 倫浩寧 

3A 黃芷淇 

2019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2A 潘皓軒 

三等獎 2A 倫浩寧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金獎 3A 許柏穎 

銀獎 

1B 余愷庭 

2A 潘皓軒 

3A 黃芷淇 

5A 英正浩 

5B 許偉成 

5B 關景升 

5C 李晧宏 

銅獎 

1A 李澤熙 

2A 嚴澤琛 

4B 陳少東 

4B 黃敬倫 

5A 朱雅菁 

5B 施俊澤 

5B 曾 朝 

5B 楊淑敏 

5B 潘健洪 

5B 潘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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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2019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

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特等獎(一支獨秀)

銀獎 2A 潘皓軒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二等獎 

九龍城區道路安全運動

委員會中學組道路安全

標語創作比賽 

九龍城區道路安全運動

委員會 

冠軍 4A 倫析藍 

亞軍 6A 馮福弘 

優異 1C 陸耀洲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季軍 3B 曾令斌 

優良獎 

2A 李映霖 

2C 黃家淇 

3A 馮焯君 

良好獎 

1A 黃泳芝 

3A 黃子倩 

4A 侯思晴 

5B 施家欣 

5C 謝麗麗 

「全民起動‧快樂行義」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

賽 

AKA 香港仔坊會 進入決賽 

1B 張蘊迪 

3A 許柏穎 

4B 方芷婷 

5A 丁佳怡 

「飲水思源─香、江、

情、真」標語創作比賽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獲選入圍 3A 許柏穎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 2019

回歸盃 

夏國璋龍獅發展基金、 

西貢區議會 

季軍 

3B 倫智聰 

3B 劉潤權 

3C 江俊瀚 

3C 張志銘 

3C 黃振峰 

4C 鄭凱兆 

5C 郭超凡 

優異獎（第五名） 

2B 莫浩聰 

2C 高梓濠 

2C 關銘軒 

3A 黃俊軒 

3B 鄧偉倫 

3C 周俊賢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教育局及

民政事務局協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C 洪承楓 

拯溺（海洋及沙灘） 

分齡賽 2019 
香港拯溺總會及康文署 青年甲組 季軍 3C 陳縉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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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2019 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最合拍大獎 

1A 郭詩妮 

1A 黃泳芝 

1B 林沅儀 

1B 彭家麟 

1B 黃樂兒 

1B 雷海晴 

1B 劉雅珊 

1C 伍雪瑩 

1C 姚芷珊 

1C 康 力 

1C 鄧芷葵 

2A 王樂妍 

2A 張俊謙 

2B 楊凱琪 

2D 葉君寶 

3B 林雅怡 

3C 彭家瑜 

4B 曾珞軒 

5C 施衍廷 

5C 陳家豊 

5C 陳嘉朗 

香港學界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組總成績殿軍 

1B 李梓傑 

1B 鄭天佑 

1C 康 力 

1C 黃豪賢 

1D 文逸昇 

2B 陳傲軒 

2B 劉衍樂 

2C 冼浩維 

2D 李承熹 

2D 黎家成 

4A 何彥霆 

4A 段弘亮 

4A 劉卓匡 

4A 劉禹希 

5C 洪承楓 

6A 李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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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2019-2020 全港單輪車賽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

公司 

60 米競速賽男子 

20 吋組 亞軍 3C 謝加俊 

2019 單車球挑戰賽 男子公開組冠軍 

星火創意業比賽總決賽 騁志發展基金 優異獎 

4A 林浩文 

4C 張浩霖 

4C 梁杰鋒 

5B 曾 朝 

2019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中學合唱團初級組

銀獎 

合唱團 
中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中學合唱小組 

銀獎 

2018-19 年香港學校戲劇

節英文話劇組 

教育局主辦、 

香港演藝學院協辦 

傑出演員獎 

1A 陳灝傳 

2A 談煒恒 

3A 馮焯君 

3A 韓廷初 

傑出劇本獎 

創知中學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仁愛堂劍擊邀請賽 2019 劍坊體育會及仁愛堂 

中學男子乙組亞軍 1A 陳有康 

中學男子乙組 

優異獎 
1D 曾偉鋒 

中學女子乙組季軍 1D 林婷希 

 

個別校友／教師獲獎： 

奬 項 機 構 校友／教師 年份 

2019 年台灣、港澳及華僑學生

二等獎學金 
華僑大學 

陳一庚 

2019 
2019 年台灣、港澳及華僑學生

三等獎學金 
李鈞 

President's Honour Roll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U Xiangyang 

2019 

LI Sui Hong 

Dean's List 

CHAN On Ki 

WANG Leyi 

YEUNG Po Yee 

第 23 屆表揚教師計劃 敬師運動委員會 鄭仲明、黎家鴻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