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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2017 年中一派位結果成績驕人 

本校 2017 年中一新生派位結果成績驕人，派位人數比率大增 30%，由去年的 110 人

大增至今年的 144 人，即是年本校中一派位人數增加了 34 人（全港有 519 所中學，

而今年中一適齡學童總人數只增加 1659 人，即平均每所學校只增加 3 個中一新生）。

此外，教育局派來本校的中一新生，其等級也有一定的提升。按照官方的三等組別

分類法，是年本校獲派的中一新生，其等級組別也大大提升了 0.5 級，進步明顯。（黃

晶榕校長撰文） 

 

2017 年中學文憑試創佳績 

合格率（達 2 級或以上）： 
 整體合格率高達 87%，比去年顯著提升； 
 其中，全科合格率達 100%的學科包括：生物、地理、歷史、數學延伸、物理、

舞蹈藝術； 
 其中，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學科包括：中文、數學延伸、通識、生物、中

史、地理、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視覺藝術。 

優良率（達 3 級或以上成績）： 
 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學科包括：通識、生物、地理、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物

理。 

最佳六科（滿分 42 分）： 
 考獲最佳六科優良成績的前四名學生包括： 

– 吳勁霆：33 分 
– 陳鍵友：25 分 
– 黃思婷：25 分 
– 吳康琪：25 分 

入大學率（大學本科程度）： 
 本校是年約 20.23%的畢業生可以升讀大學本科課程（與全港看齊）。 

（黃晶榕校長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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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周期發展計劃工作坊 

  本校在 2017 年 4 月 7 日進行了勞校三年發展計劃工作坊，工作坊的目標是跟進

外評報告建議及由所有教師共同建構未來三年發展計劃的初步設想。當天除了由黃

校長講解「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外，亦由教師們共同討論如何跟進外評

建議，包括如何進一步提升課程與教學效能及如何提升學校管理與組織的水平。經

過一整天的專業互動和深入討論後，各個部門都作了詳細的匯報，共同為未來的三

年發展計劃打下堅實的基石，黃校長亦就各組的意見作了初步的口頭回應，明確了

學校未來發展的方向與重點。（鄧耀南副校長撰文） 

黃校長強調培養德才兼備學生的重要性 教師們就學校未來的發展進行深入的討論 

鳴謝「楊松貴基金會」慷慨捐贈獎／助學金 

  本校校董黃敬博士的祖母楊松貴女士生前明白教育為先，提攜後輩為重。她剛

剛往生，沒有遺憾，卻希望能遺愛在世。為達成其心願，楊女士的後人成立了「楊

松貴基金會」，並向有需要的莘莘學子撥款，以助成長。日前，我校有幸獲得該基金

會每年捐助 3000 元獎／助學金，獎勵三位品格操守良好／學業成績優異／家庭有實

際需要的學生。對此，師生上下心存感激，並將善用贈款，推動學生成長。（黃晶榕

校長撰文） 

得獎學生（連同家長）於散學禮上從校董黃敬博士手上接受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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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音樂會欣賞 

  本校合唱團及樂器班學生們分別在 2017 年 3 月 9、11 日晚上參觀音樂會前的講

解與綵排，以及音樂會表演。參加者感受到音樂的新玩法──遊走於傳統與現代間，

通過新舊兩種音樂的碰撞與結合，衍生出了美妙的旋律。藝術家更是將手機、電影

結合弦樂器演奏，展現新世代音樂的互動與不一樣的音樂創作藝術。在音樂會中，

每位學生可通過自己的手機與大師一起進行互動表演，這種新穎的表演方式，令學

生們都感到很興奮。此外，是次演出的藝術家全為香港八大院校的學生，而我校深

受影響，更表示要好好練琴，希望將來也可以成為他們的一員。（周思迪老師撰文） 

學生參與音樂會前講解活動後留影 學生參與音樂會欣賞前留影 

「新能源新世代」：遙控小型太陽能車工作坊 

  為了讓本校學生深入認識可再生能源，並應用科學知識，參與創新工程，從而

啟發他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本校參與了 IVE 工程學科舉辦的「新能源新世代」小

型太陽能車工作坊。當天的工作坊，讓本校學生認識到太陽能車的技術及 3D 打印的

知識。參加者更有幸參觀 STEM 實驗室，大開眼界。（李展欣老師撰文） 

  
本校學生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出席講座及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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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ry Tag 

As part of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module on Sports Communication, our S4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rchery Tag. If you have read or watched the “Hunger Games” 
series you will have no difficulty picturing what the game is like. Obviously, no one got 

hurt and we all had fun pelting each other with 
arrows. It was a great team building opportunity and 
wonderful exposure to our students into the world of 
sports beyond their routine pastimes of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wider exposure our 
students will get to connect with the newest trends in 
edutainment, and to think divergently and critically. 
(Written by Mr Jimmy Pong)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新書發佈會暨「悅讀嘉年華」 

  本校學生早前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活動，並於活動上寫了一篇閱讀分享的文章，及後他們的作品被選錄於《我們一起

悅讀的日子》一書中。四月六日為此書的發佈會，我們組織了學生共同見證此書的

發佈，學生們都很高興自己成為了小作家。當天大家還參與閱讀攤位遊戲，擴闊了

知識，也贏取了書券，收穫甚豐。（黃思慧老師撰文） 

中二甲班趙淑怡同學和中三乙班李鈺莹同學 

代表本校接受贈書 

 
本校學生於發佈會上留影 

  

Ready to s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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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下灣生態考察 

  中五級選修生物科的學生，於 4 月 6 日到西貢海

下灣海岸公園進行生態考察，除了觀察到難得一見的

海岸生物外，更有機會乘坐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海洋生物中心的玻璃底船，出海觀察珊瑚，了解珊瑚

在自然生態中的重要角色，及思考各種人類活動對珊

瑚群落的影響，令學生大開眼界之餘亦增進不少知識。

（陳婉薇老師撰文） 

 
學生在海岸邊量度各種生物群落 

 

廣州花都面面觀青年交流團 

  本校師生一行 17 人，於 4 月 8 日至 9 日，藉交流團到訪了廣州花都。兩日行程

緊密，包括參觀軍營、觀看軍事表演、軍地聯歡晚會及暢遊花都海珠濕地等。 

  在交流過程中，學生切身體會了一番軍人的生活，並且透過與軍人的交談，加

強對花都軍營、軍事策略的認識，讓學生拓寛視野；而海珠濕地的自然氣息、絢麗

的櫻花亦讓學生留下美好的回憶。（鄭仲明主任撰文） 

學生與武警進行籃球友誼賽 學生在武警的帶領下參觀軍營 

  

學生乘坐玻璃底船出海觀察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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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盛宴──學校聯演 

  在 2017 年 4 月 9 日上午假香港大會堂，本校合唱團第一次參加由音樂事務處舉

辦的學校聯演表演與比賽。今年是本校合唱團成立的第二年，由去年的興趣班過渡

轉型為一個專業發展的團隊。是次演出，是我們第一次走出學校，與香港其他學校

團隊一起比拼，最終獲得「優良表演獎」的殊榮。學生們在此次演出中收穫不少，

不但增強了團隊的凝聚力與成就感，而且體會到「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艱

辛。同時，學生們亦從其他學校團隊的表演中吸取到值得學習的地方，並表示日後

一定以更認真的態度對待期後的排練。此外，我特別想感謝黃校長惠允擔任大會評

審及到場支持，給予本校學生很大的鼓勵！（周思迪老師撰文） 

 
本校合唱團於大會堂的演出照 鋼琴伴奏學生演出照 

 

河南省鄭州、洛陽歷史文化與黃河管理之旅 

  本校通識科安排師生一行 44 人參與了「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6/17），於 4 月 10 日至 14 日到訪河南省鄭州和洛陽。是次交流活動旨在讓學

生透過多元學習活動，認識河南省的歷史文化及黃河整治；並讓學生結合已有的課

堂知識和親身體會，透過觀察、討論和反思，增加他們對國家的認識，開拓視野，

提升多角度分析問題的能力。（列豪章老師撰文） 

在黃河花園口景區合照 在龍門石窟景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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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崗山學習團──不拋棄、不放棄 

  在2017年4月14至18日期間，我校各學生團體代表（一行21人）參加了由教育工

作人員總工會主辦、葵涌南居民聯會協辦的「井崗山學習考察團」。 

  本次學習團內容豐富，包括設計軍旗、到街市買菜、在大飯堂煮飯、風雨同舟、

攀爬紅軍墻、4S 射擊野戰、重走“紅軍路”等。這些活動除了能提高學生對國家的

認識、培養學生「齊心協力、勇於勝利」的精神外，更提升了學生的溝通技巧和應

變能力，並讓學生體驗“不拋棄”、“不放棄”的井崗山精神。（陳綺華小姐撰文） 

參觀茨坪毛澤東舊居 攀爬紅軍墻 

 

信心飛躍訓練班──攀石訓練 

  為了增強學生的學習自信，建立正面的人生態度，本校與路德會包美達社區中

心於早前合辦「信心飛躍訓練班」。於4月份，學生參加了校外攀石訓練，在導師的

帶領下，學生都勇於嘗試，敢於挑戰，攀登人工岩牆。透過這活動，希望學生能加

強信心，增加互信互賴的精神，提升抗逆能力。（岑嘉慧老師撰文） 

 
做足熱身，準備就緒 

 
突破自我，勇敢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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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le of Books 

It is always a challenge for teachers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read extensively in 
English.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in reading definitely provide the motivation for 
reading besides the course books at school.  This was what prompted the introduction of 
Battle of Books in HK in 1999. Since this time, it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The 2016-17 
programme has attracted 104 schools for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have to answer trivia questions from the 12 books that they have read.  WSS has become 
a regular participant in the annual event of Battle of Books since 2015.  This year, we 
selected 7 students amongst the 19 BOB member from 1A to compete in the semi -final of 
the Battle of Books. The team comprised of Eagle Zhen, Kelvin Xiao, Abbey Wong, Jason 
Lo, Peter Lee, Rex Hon and David Wong. The event was held in King’s College on 
11.5.2017. 

It was a beautiful day and the brisk walk to Yau Ma Tei station was the prelude to the 
fierce battle they faced in the 4 rounds of trivia competition against King’s College, St 
Mark’s School, St Louis School and Chinese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The Battle 
lasted more than 2 1/2hours from 10am to 12.30pm.  Our students fought a wonderful 
battle and they showed tremendous team work and determination. The months of training 
on every Wednesday and Friday lunch time since October had given them enough 
confidence to answer some extremely demanding questions e.g.  

‘In which book does a character realize that his punishment is not merely for discipline, 
but is for the purpose of locating something of value?’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remember the details in the book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being asked.  The team had tried their best. So it was a good loss and it is the 
process of going through books that are beyond their comfort zone that much is being 
learned.   Very well done to the team!!! 

(Written by Ms Betty Liu) 

  
 Students were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inking…What the answ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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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通識科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自啟用以來，一直躋身全球最繁忙機場之列，也是全球其中一個

最具效率的航空樞紐。2016 年，機場的客運量達 7 千萬人次，貨運量共 450 萬公噸，

飛機起降量 41.2 萬架次。為配合未來航空交通量增長，機場管理局提出發展「三跑

道系統」計劃，以準備未來更大的使用量，「三跑道系統」計劃是關於香港經濟、社

會及環境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機場未來發展亦需吸納不同的專業管理及技術人才。

為了讓學生了解這計劃為香港帶來的新機會，通識科老師帶領部份中四級學生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到香港國際機場了解「三跑道系統」計劃的相關發展，以及配套環

保措施。 
  學生們在參觀當中更了解現時「三跑道系統」

計劃的七大工作（如圖），當中包括興建客運大

樓及新跑道、採用免挖方法填海增加可用土地、

擴建現時的客運大樓等。學生們視野拓闊之餘，

亦引發了不少對未來發展的思考。大家可以瀏覽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網站以了解更多相

關資訊。 
（網址：http://www.threerunwaysystem.com/tc/） 
 

（黃麗燕主任撰文） 

 

 

 

 

 
 

Crossroads Experience 

For the module on Smart Citizens, our S3 students 
visited the NGO Crossroads Hong Kong. We are 
blessed to be living in Hong Kong, where we can 
practically purchase any thing we want. However, what 
we may not realise is that many of the things we buy, 
from daily necessities to luxury brands are made by 
exploited workers (often child labou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none of the profit gained from our 
purchases will be passed down to them. 

Through this activity, our students know about Fair Trade,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to be a 
smart citizen and shop in a responsible and conscientious way. (Written by Mr Jimmy 
Pong)  



10 
 

梅窩地理考察 

  中四級地理組在五月十二日參與長洲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的《漂流教室》，學

生到梅窩的銀河，透過實地觀察和運用儀器，收集河道的數據，以比較梅窩銀河與

典型河道特徵的差異，加深學生對河流作用的認識，並了解鄉郊發展對河道形態的

影響。（譚佩蘭主任撰文） 

 
學生在銀河收集河道數據 學生正在解說銀河與典型河道的差異 

Gulliver’s Travels: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 Absolutely Fabulous Theatre Connection Company Limited (AFTEC) is a 
Learning Theatre established in 2008. In AFTEC’s diverse, creative and meaningful 
programs, our S1 & S2 boys and girls had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classic 
story Gulliver’s Travels by Jonathan Swift coming alive through multi-media means. 
Through interactive reading games and activities we have immersed ourselves in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the 55-minute program, we went through a 25-minute pre-task to learn 
key vocabularies and phrases. Then, we participated in a 30-minute imaginative immersive 
journey performed by a native speaking cast and express ourselves imaginatively and 
creatively while interacting with the characters. (Written by Ms Eliza 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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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3D 打印技術 

  在5月19日，科學及科技學會的兩位老師帶領約10名中二至中五的學生參觀一所

售賣3D打印設備的公司。除了聆聽負責人對3D打印技術的講解外，學生亦親身嘗試

利用iPAD進行實體掃描，並把所得的映像經電腦軟件處理轉化成打印專屬檔案，最

後把檔案傳送至3D打印機進行打印。在活動中，學生能親身感受現今科技如何把資

訊科技、工程、物理及化學的知識融會於3D打印的技術中。（方偉成老師撰文） 

 
參觀老師上半身的 3D 掃描映像 

 
經 3D 打印製成的充齒輪組 

Debating Team (year-end reflection) 

This year has been a challenging year. There are many more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interschool debates, and all teams have improved so every debate we went to was a tough 
battle. Our debaters fought tooth and nail and no quarter was given. However, we did take 
away very valuable lessons, in terms of our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mannerism and we 
thank our wonderfully talented adjudicators for 
giving us such priceless feedbacks. With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the passion to bounce back and 
do better next year. 

We also have to thank our coach from HKU 
English Debating Team. We have established a tight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nd would hope for 
it to continue in the future. It is a great chance for 
our students to connect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 hope it gives them a 
glimpse of what we can achieve if we keep 
ploughing forward. (Written by Mr Jimmy 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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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欣賞：「青心直說」 

  本校音樂科於 2017 年 7 月 4 日晚，

組織本校合唱團及樂器班學生參加由

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譽為“中國

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莫華倫先生為主講

嘉賓的「青心直說」講座。 

  在講座中，莫華倫先生通過風趣幽

默的聊天方式，分享了自己音樂學習的

路程，鼓勵現在的年輕一代不要畏懼艱

難，對於自己喜歡的事物要堅持。此外，

最令人興奮的是莫華倫先生現場的教

學。他在講授時，臨時邀請一些台下的觀眾（有些是音樂愛好者、有些是其他學校

的學生）上台進行互動示範與教學，通過簡單的教學，頓時令示範的觀眾有了顯而

易見的改進。與此同時，他更就台下觀眾的提問，即時給出了巧妙的回應。（周思

迪老師撰文） 

Literature on Stage 

The annual reading event – Literature on Stage was hold on 6 July, 2017. Before our 
big day, every S1 and S2 student was grouped for a performance in our reading lesson and 
a competition based on our readers –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and Matilda was carried 
out. The winning group from each class then joined an interclass competition, before 
which student teachers from Education University offered help and support in the 
rehearsal stage.  

The competition was smooth and successful. The performing students, including the 
emcees and the cast, and the backstage student helpers did a good job owing to their joint 
efforts and the ample preparation during rehearsal.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the trivia 
quiz appealed to the audience since many of the jokes and puns cracked in the course of 
audience. In conclusion, the performance, along with the improving acting skills and the 
physical actions, made audience enter the vivid world of literature again and the vibrant 
atmosphere that had been created made it an enjoyable afternoon for every participant. 
(Written by Ms Eliza Ngan) 

  
The performing students are throwing themselves into their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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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成長 

職業發展講座──航海業 

  香港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航運中心之一，但航海業卻面對長期人手不足問題。

政府近年推行「工程專才進修資助計劃」藉以培訓航海業新血入行。有見及此，本

校的生涯規劃組邀請了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范強先生為家長講解航海業最新發

展及培訓。 
  范強先生是本校校友，當日他與家長分享航海

業的職位架構、入職要求、優厚待遇和晉升前景。

民用航海的工作大致分為輪機長及船長兩個職系。

投身成為相關工作前，必須擔任船員一職，並工作

滿一年或以上。完成上述要求及通過考核便可以成

為專業的航海工作者，享有穩定職業和待遇。 

  另外，現時職業訓練局轄下的海事訓練學院為

中六畢業生提供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如家長對航

海業工作有任何的查詢，歡迎與生涯規劃老師聯

絡。 

（黃麗燕主任、黃樂謙先生撰文） 

相關行業新聞：航海業鬧人才荒 急需年輕新血入行 

http://www.jobmarket.com.hk/Resources/industry_trend_details.jsp?article_id=120555 

貴州省貴陽市第十八中學訪校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我們的貴州姐妹學校貴陽市第十八中學於 2017
年 4 月 25 至 30 日來到香港，並於 27-28 日兩天回訪本校，跟本校師生們作近距離的

接觸。這兩天，我們一盡地主之誼，讓貴州的朋友們透過課堂體驗、體藝參與、球

賽競技、勞校介紹、師生交流、品嚐盆菜等活動，從而更認識香港，更認識勞校。

雖然貴州師生們來去匆匆，但「縱使在兩地，自有情誼在」，「港筑情‧中國心」依

舊長存兩校。（楊明佳老師撰文） 

貴陽市第十八中學回訪我校 
 

兩校學生共結情誼 

一級輪機員 
(起薪點：HK$18,000)

二級輪機員 
(起薪點：HK$16,000) 

三級輪機員 
(起薪點：HK$13,000) 

一級船長 
(起薪點：HK$19,000) 

二級船長 
(起薪點：HK$17,000) 

三級船長 
(起薪點：HK$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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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校 2017 中學畢業禮 張仁良教授親臨主禮 

  本校於 2017 年 5 月 27 日舉行中學畢業典禮，邀得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

授作主禮嘉賓，頒發畢業證書及致勉辭。當日出席的嘉賓、家長及學生超過六百人，

場面温馨熱鬧。 

  校長黃晶榕博士致校務報告時提到近年學校的學術成績、學生的英語能力，在

師生的共同努力、在家長的關懷及配合下，有顯著的提升。關愛教育及學生活動方

面亦有不少的拓展。我們全校師生的努力，亦得到教育局的肯定，學校在剛過去的

外評中獲得非常正面的評價。這些成果的得來，實在有賴校董們的指導，我校師生

的辛勤付出，以及眾工會領袖和各方友好的贊助、支持與配合。 

  不少嘉賓對典禮程序中的升旗禮及火炬交接儀式感覺震撼，畢業生在家長或老

師的陪伴下領取獎項的榮譽，場面非常温馨。畢業生代表感謝學校提供良好的學習

環境，亦感激老師和家長的關懷愛護、栽培和鼓勵。典禮在精采的體操和型格舞台

表演後，在歡欣、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黃麗燕主任撰文） 

 
畢業生表演帶出了學生對未來發展的憧憬 

 

 
火炬交接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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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業 55 年旺小校友聚會 

  旺角勞校小學部第十五屆畢業生為慶祝畢業55
周年，於2017年6月25日假沙田石門煌宴延開14席舉

行聚餐。當天除校友參與外，他們還邀請當年任教

的老師及現在在校的學生參與，席間校友們及在校

學生都有不同的表演娛賓，他們亦互相分享在勞校

的生活點滴作交流，比對今昔勞校的校園生活，當

中學弟妹們能從學兄中得知勞校的歷史及建校的辛

酸，而校友們亦能得知現時勞校的概況。但不能不

提的是，當天最難忘的便是校友們一起高唱勞校舊

校歌，並與眾老師拍大合照。（鄭仲明主任撰文） 

 
眾校友與老師合照 

親子減壓（香薰治療）工作坊 

  為了提升家長對自身及子女精神健康的關注，本校家教會舉辦了一個與減壓有

關的親子工作坊，同時讓家長了解如何以香薰治療進行減壓。當天有大約20個家庭

出席，當中既有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亦有夫婦結伴同行。參加者除了有機會了解

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及香薰治療的原理外，每個家庭更可按自身需要調配一枝香薰

油，體驗香薰治療的效果。工作坊氣氛良好，所有參加者均對內容及活動感到很滿

意，並期待學校繼續舉辦類似的家校活動。（陳婉薇老師撰文） 

講者介紹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參加者在調校香薰 

校友和在校學生表演時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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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e were thrilled as we got news from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one after the other that 
WSS students were doing amazingly well in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Once again, our students have filled the festival with great enthusiasm, creativity and 
ebullienc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the English Panel 
members for their concentrated effort, tireless preparation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It is 
really wonderful to see what we can achieve when we pour our heart into something, even 
more so the joy it brings us! Thank you very much! (Written by Miss Eliza Ngan) 

 

勞校男排 精神可加 

  本校男子丙組排球隊從去年 9 月份開始組軍，並於今年再度參加學界比賽，結

果成功在學界比賽的第一場取得「開門紅」。首戰的勝利代表我們每星期的訓練得到

成果，為此，大家感到非常滿意，並立誓日後要以非凡的努力，創驕人的成績。（林

崇生老師撰文） 

三校球隊友誼賽前大合照 男子丙組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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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S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up 2017 

Our Gavel Club, which is a Toastmasters club for students under 18, has opened 
students’ eyes to th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worl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easoned 
Toastmasters, our students successfully launched our third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e response from primary schools was 
overwhelming this year! 14 primary schools signed up for the contest and over 90 
contestants took part in the preliminary round of the contest. All contestants delivered a 
1.5 to 2 minute prepared speech on the theme “Friendship”. 12 outstanding contestants 
were shortlisted for the Grand Final which was held on 29 April 2017. Three winners and 
one audience favorite took home all the coveted prizes.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and a heartfelt thank you to all the Gavel club members for organizing the event! (Written 
by Mr Singh Lovedip)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hree winners! A thank you to the Gavel Club members who took up 
various roles during the contest. 

 

2017 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於 4 月完滿結束。經我校隊員奮力作賽後，球隊

於小組賽打敗聖道迦南書院以小組次名出線。其後本校戰勝長沙灣天主教中學，再

與已有閃避球比賽多年經驗的主場隊聖公會蔡功譜中學對賽。兩校實力旗鼓相當，

經過激烈比賽後，計得失局，最終本校奪得第五名。首次參加閃避球學界比賽，本

校能勇奪第五名成績已算不錯。（莫海程老師撰文） 

 
每位球員正聚精會神作賽 參賽隊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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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校女排新世代 

  本年三月，充滿活力的勞校女排於學界比賽中首度亮相。這一支新力軍共有八

位成員，包括主攻手兼隊長陳儷文同學、梁穎欣同學、邱可儀同學、謝曉瑩同學、

馮焯君同學、鄒天恩同學、林欣靜同學及林采兒同學。隊員們一直抱著堅持和拼搏

的精神進行練習、參加友誼賽及學界比賽。從比賽中她們提升了球技，更學懂了堅

強不屈的體育精神。（林崇生老師撰文） 

 
與將軍澳香島中學進行友誼賽 學界比賽 友誼第一 

 

2016-2017 全港精英羽毛球比賽 

  全港精英羽毛球比賽於 4 月份開始。這個比賽的參賽者是來自各區最優秀的隊

伍，精英雲集。經過苦戰，我校最終未能出線，惟吸取了經驗，相信日後能發揮得

更好。（莫海程老師撰文） 

 
參與全港精英羽毛球比賽的女隊員賽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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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滙演：「一個舞台，一個夢想」 

  一年一度的體藝滙演已於 5 月 5 日進行，當晚有 200 多位初中學生參與台前的

演出及幕後的工作，今年的主題是「一個舞台，一個夢想」，表演節目包括了音樂類

別、話劇和形體表演藝術等。與本校同屬辦學團體的學校──秀明小學，亦派出學

生表演「二人合唱」及「牧童笛演奏」。學校除了提供舞台，讓學生展示過去幾個月

在「體藝課程」方面的學習成果外，也藉此讓學生思索如何建築、追尋及完成個人

的夢想。（鄭仲明主任撰文） 

表演完結時，全體表演者向來賓表示謝意 
 

秀明小學羅詠晴同學和鄒美婷同學的 

「二人合唱」表演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2016-17） 

  本校舞獅隊於 2017 年 5 月 20 日參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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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他們憑藉一齣名為「大聖智取蜘蛛精」的表演

奪得傳統獅組的冠軍，而更獲邀於 6 月 26 日九龍總商會舉辦的香港回歸祖國暨香港

特別行區成立二十周年慶祝大會中作表演，可喜可賀！（鄭仲明主任撰文） 

獅隊奪冠後的英姿 獅隊於慶祝回歸大會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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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香港普及體操節 

  一年一度的香港普及體操節於 5 月 28 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順利舉行。我校

體操隊雖然是今年才成立，但隊員們為了參加這比賽不斷練習，由 4 月復活節假期

至 5 月尾額外增加至少 15 次練習，希望藉此提升個人技能及團體合作性。此外，為

了爭取更多表演經驗，學校更安排了體操隊在 5 月初的「體藝匯演」中演出，這寶

貴的經驗增強了隊員的自信，為日後的比賽打下強心針。最終，我校體操隊，尤其

是男同學的技巧贏得觀眾的掌聲及司儀的讚賞，並奪得最高技巧獎（銅獎）。第一次

參加比賽就能奪得如此驕人的成績，對學生而言是一大鼓舞！（莫海程老師撰文） 

隊員比賽的情況 當日老師、教練及各隊員的合照 

 

全港數學統計比賽 2017 

  早前數學科組織部份中三級學生參加由香港統計學會主辦、政府統計署協辦的

「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2017」，當中每組學生須選一個題目及利用統計署的統計數據

設計一張資料海報，由評審後進入次輪比賽，接受評判的面見。中三級林楚傑同學、

施家欣同學和劉浩賢同學所組成的組別憑題目「回歸後影響樓價的因素」獲得是次

比賽的優異獎，獲獎的學生除可獲得共 300 元的書券及獎狀外，更獲邀在 6 月 30 日

到政府統計署參觀和交流。（鄭仲明主任撰文） 

獲獎學生、領隊老師與頒奬嘉賓合照 
 

於是次比賽中獲得的獎狀及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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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格舞台：從音樂中尋找身體」 

  本校於今學年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學校演藝實踐計劃──「型格

舞台」，讓學生在體藝課中學習爵士舞的技巧。課程是由 9 月至 5 月舉行，共 20 課。

「型格舞台」的學生經多個月的練習後表現理想，更獲康文署負責人員讚賞並邀請

他們接受有關課程的訪問，了解學習的過程，以供即將參與計劃的學校作參考。 

  參加「型格舞台」的學生除了在學校的「校慶體藝匯演」及中六畢業典禮上有

演出機會外，更在 7 月 2 日衝出校園，於西灣河文娛中心作公開演出。透過這次表

演，不單能讓學生們了解到專業舞台的燈光運用及整個大型表演節目演出的過程，

更增強了相關學生的自信心及團體精神。（莫海程老師撰文） 

學生在校接受康文署人員訪問 於西灣河文娛中心公開表演場景 

 

CPEA 智能機械由我創比賽 2017 

  為了提升學生利用機械人設計、組裝及編程的即時解難能力，本校於 2017 年 7
月 6 日派出了 4 位中一級學生，羅健峰同學、黃俊健同學、肖嘉輝同學及甄梓濠同

學參加由創意動力教學協會所舉辦的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7”比賽。參加者

需要在比賽中靈活運用有限資源，並即

時應變來完成相關任務。經過是次的比

賽，培養了學生的獨立思想能力及增強

自信心，並提升了創意思維能力及增加

了機械工程方面的知識。（李展欣老師撰

文） 

  
學生在比賽中發揮其創意及解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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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香港學界龍獅武術比賽 

  我校舞獅隊於 2017 年 7 月 8 日參加了「2017 香港學界龍獅武術比賽」中學獅藝

組的比賽，當中由林智豐、李霆謙、郭超凡、周湛峰、陳漢軒、梁錦鋋和鍾堃茂組

成的勞校 B 隊憑 8.22 分獲得冠軍，這亦是獅隊連續兩屆獲得該項殊榮。賽後獲頒授

獎杯外，隊員們更由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巡視員李開剛先生、全國政協委員陳鑑林

太平紳士等主禮嘉賓手上接過特區區旗，以授權代表香港出席廣東佛山交流賽。此

外，主要由中一學生組成的勞校 A 隊在比賽中，亦有不錯的表現，於賽事中獲得第

四名（優異獎）的殊榮，對首次參賽的 A 隊學生而言，能有此佳績實屬難得。（鄭仲

明主任撰文） 

 
領獎後獅隊展英姿 

 

 
主禮嘉賓授旗予我校代表香港出席佛山交流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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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2017 香港機械人挑戰比賽 

  本校於 2017 年 7 月 8 日派出了 2 位中一級學生及 2 位中二級學生，參加由世界

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組委及香港青少年機械人教育協會所舉辦的“WRO2017
機械人挑戰比賽”。在比賽中，學生須根據挑戰賽的規則及任務要求設計機械人及

編寫程式，完成不同的電腦機械人挑戰。甄梓濠同學及姜梓軍同學在「極速循線」

挑戰賽中獲得金奬，而所有參賽的同學都在比賽中獲得寶貴的經驗。（李展欣老師撰

文） 

 
肖嘉輝同學及袁梓銘同學 

參與「相撲橫綱」挑戰賽 

 
甄梓濠同學及姜梓軍同學 

在「極速循線」挑戰賽中獲金奬 

 

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為了加深學生對機械人的認識，本校於 2017 年 7 月 13 日派出了 7 位中一及中

二級學生，參加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所舉辦的“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學生參加的項目包括︰輪式機械人循跡比賽及遙控輪型機械人擂臺比賽。在賽前，

學生積極為比賽準備，為機械人組裝、編程及進行測試。經過今次的比賽，他們進

一步了解到機械人的構造及編程，並獲得寶貴的經驗。（李展欣老師撰文） 

  
學生參與輪式機械人循跡比賽及遙控輪型機械人擂臺比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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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獅精英，勇奪冠軍；代表香江，再戰佛山 

  我校獅隊的學生早前於「2017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武術比賽」中學獅藝組獲得冠

軍，並受邀代表香港，於 7 月 15 日前往佛山市，參與由佛山市港澳事務局與香港夏

國璋龍獅發展基金聯合舉辦的「攜手港澳‧樂享佛山──2017 年香港青年醒獅武術

交流活動」，與佛山禪城區和順德區的醒獅武術精英校隊進行文化技術交流，以獅會

友！是次活動在佛山領南天地舉行，吸引了來自各地的觀眾。我校獅隊學生施展所

長，在交流比賽中以高分勝出，獲得冠軍。（陳圳躍老師撰文） 

 
我校獅隊以高分奪冠 

 

 
賽前練習展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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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榜──部份學生校外得獎紀錄（2017.4 - 2017.7） 

學術暨獎學金：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第三十三屆全港學界書法

比賽 
香港華仁書學生會、 
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 

初中毛筆組 
優異獎 

1A 黃俊健 

香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

合會徵文比賽<分享我一

次行孝的經驗> 

香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

合會 
優異獎 4B 林浣鈺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

港賽區）【旭日文學之星】

<創新世界，我來啦>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優異獎 

1A 甄梓濠 
2B 呂潔瑩 
2B 方芷婷 
4B 楊劍琳 
4C 李子賢 
6B 張康瑞 

少年滋味生與死「正向生

命」標語創作比賽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高中組冠軍 5D 陳安琪 

2016/17 Statistical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ong Kong Statistical 
Society 

Distinguished 
Prize 

3B 劉浩賢 
3B 施家欣 
3C 林楚傑 

Harvard Book Prize and 
Scholarship 2017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Harvard Book 
Prize 

5A 陳楚君 
5A 尹穎怡 
5C 寧 峰 

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

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全

港校際問答比賽 2017 
教育局 

中學組最積極

參與學校獎 
勞校 

 
藝術暨體育：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携手港澳‧樂享佛山

2017 香港青年醒獅武

術交流 

夏國璋龍獅發展基金與

佛山市港澳事務局合辦 
中學醒獅組冠軍 

1B 鍾堃茂 
2B 梁錦鋋 
2B 陳漢軒 
2C 周湛峰 
3B 李霆謙 
3C 郭超凡 
6C 林智豐 

2017 香港學界校際乒

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第三組男子丙組

冠軍 

1A 黃俊健 
1A 羅健峰 
2A 吳瑋麒 

 



26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筝獨奏（初級組） 
良好 

3C 周蕓霞 

筝獨奏（初級組） 
優良 

5A 陳芷澄 

2017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

武術比賽 

夏國璋龍獅發展基金

與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合辦 

中學獅藝組冠軍 

1B 鍾堃茂 
2B 梁錦鋋 
2B 陳漢軒 
2C 周湛峰 
3B 李霆謙 
3C 郭超凡 
6C 林智豐 

中學獅藝組優異獎 

1A 黃俊健 
1A 鄭皓文 
1B 江俊瀚 
1B 倫智聰 
1B 倫智聰 
1B 黃振峰 
1B 韓嘉輝 
2A 陳樂熙 

獨輪車花式賽暨障礙賽 中國香港獨輪車協會 

學校組（競速）冠軍

（IUF 國際獨輪車聯

盟迴旋障礙賽男子中

一/中三組） 

1C 謝加俊 

公開組（競速）亞軍

（IUF 國際獨輪車聯

盟迴旋障礙賽 U18） 
1C 謝加俊 

2017 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最高技巧獎銅獎 

1A 伍穎翹  
1A 林雅怡  
1A 陳文焯  
1A 彭家瑜  
1A 馮焯君  
1B 陳凱盈  
1C 翁芷晴  
2A 殷哲思  
2A 黃凱琳  
3B 陳家豊  
3C 何祉臻  
3C 施衍廷  
3C 曾珞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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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音樂盛宴》學校聯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優良表演獎 

1A 鍾卓琳  
1A 丘雅文  
1A 伍穎翹  
1A 黃聖禧  
1A 李子昂  
1B 陳凱盈  
1B 陳儷文  
1B 陳敏兒  
1B 侯貝懿  
1B 邱可儀  
1B 鄺子暉  
1B 謝曉瑩  
1C 金小冰  
1C 林采兒  
1C 麥紫睿  
2A 梁穎欣  
2A 莫晞怜  
2A 岑雪瑩  
2A 譚淑美  
2A 殷哲思  
2A 余泳晶  
2A 黃萬翹  
2B 蔡育彤  
2B 鍾樂怡  
3A 何依霖  
3A 李慧琳  
3A 吳婉婷  
3A 林曉棋  
3A 施瑩瑩  
3A 丁佳怡  
3B 劉淑儀  
3C 謝麗麗  
3C 陳洛琳  
4A 駱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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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

（2016-17 年度） 
九龍總商會 冠軍 

1B 江俊瀚 
1B 韓嘉輝 
1B 鍾堃茂 
2B 陳漢軒 
2C 周湛峰 
3C 郭超凡 
3B 李霆謙 
6C 林智豐 

2017 金門迎城隍獅王爭

霸賽 
金城鎮公所、 
金城鎮民代表會 

冠軍 
6C 林智豐 
3B 李霆謙 

 

個別校友獲獎： 
奬  項 機  構 校友／教師 年份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Local Students (Scheme 2) 
2016/17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Lee Ching Yi 2017 

CIE President's Honour Roll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ang Hok Yin 2017 
Dean's Lis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ang Hok Yin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