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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2018 年中一新生派位結果成績驕人 

  本校 2018 年中一新生派位結果成績驕人，派位人數高達 139 人（全港共有 519

所中學，中一適齡學童總人數 55,400 人，即平均每所中學可獲派學生 106.74 人）。

而所獲派的中一新生，其整體成績組別和女生比例也顯著提升，這意味著學校近年

的發展持續得到學生和家長的認同，此乃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黃晶榕校長撰文）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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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與去年大致相若。其中，歷史科

合格率高達 100%；而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學科還包括：通識、生物、化學、

地理、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 

優良率（達 3 級或以上成績）： 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學科包括地理、歷史。 

最佳六科（滿分 42 分）：考獲最佳六科優良成績的前五名學生包括：尹穎怡：33 分、

陳楚君：32 分、莊祺然：27 分、陳羨瑩：26 分、易錦妮：26 分、愛美：26 分。 

入大學率（大學本科程度）：本校是年約 25%的畢業生可以升讀大學本科課程。 

（盧世威主任撰文） 

更換創知校舍招牌 

  勞校自 1946年創校以來，已踏入第 72個年頭，

經歷過不少上落，見證過社會很多風雲變幻，培育

過許多社會棟樑。勞校隨著社會的變化及發展需要，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改名為「創知中學」。「創知」名

字來自校歌的歌詞「勞動創做世界，知識就是力量」。

學校校門上的招牌已完成更換，心中百感交集，回

想多年來學校生活的點點滴滴，憧憬學校未來有更

輝煌的成就。我相信「創知」必定能秉承勞校的優

良傳統，開創更光輝的未來。（盧振釗副主任撰文） 

 

新學年教職工大聚餐 

  2018 年 8 月 21 日全校教職工集中準備新學年的工作，早上聽完黃校長介紹新學

年學校發展方向和重點後，福利部為全校教職工安排了在帝京酒店「花月庭」進行

午餐。教職工都趁這個機會分享自己在暑假時的旅行點滴及其他有趣活動的經歷，

而新入職教職工也在啟導伙伴的帶領下開始了工作的新一頁。（粘寶貝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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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校—秀明」聯校教師發展日 

  2018 年 5 月 5 日上午，本校與秀明小學的共同辦學團體──香港勞校教育機構

以「中國政治大事──兩會情況報告」為題，邀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本校前

校董會主席譚耀宗先生擔任嘉賓講者，向兩校全體員工、部份退休教師和校友報告

並剖析今年三月上旬及中旬，在首都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的情況，以及

相關決議對國家和香港特區未來發展的啟示。兩個多小時的精彩演講與互動對話，

不單使與會者加深了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了解，更加強了民族自信。（黃晶榕校長撰

文） 

 
老師們積極投入活動 

 
校友李建深博士向講者發問 

教師發展日（二）──性格透視工作坊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已於 2018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順利舉行。當日很高興邀

請到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註冊社工及擁有性格透視認可培訓師（一級）資格的徐志源

先生、何芷欣小姐及李健庭先生為老師舉辦性格透視工作坊。社工透過有趣的題目

及活動讓老師進一步認識自己的性格和處事方法，老師亦顯得非常投入，當中以顏

色劃分四種不同的性格（金色、綠色、藍色及橙色），而四種不同的性格各有好處。

在校內每個科組及行政組別都有不同性格特質的老師，大家可互補不足，加強工作

效能；同樣，學生也有不同的特質，大家透過同輩學習也能互相促進。（莫海程老

師撰文） 

 
老師們積極投入活動 

 
老師完成分組活動後進行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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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周年校慶暨創知中學啟動禮 

  因應勞校72周年校慶，以及來年易名為「創知中學」，於2018年4月30日舉行一

項勞校慶典──「72周年校慶暨創知中學啟動禮」。當天下午，教育局高級學校發

展主任鍾舒茗女士和一眾友好嘉賓，以及全校師生蒞臨本校英東堂見證這個重要的

時刻。 

  承接4月23日進行的「創知環校跑」活動，在啟動禮開始時，黃校長手持火炬經

過時光隧道跑入英東堂，並移交給本校辦學團體副主席兼行政總監區潤崧女士，揭

開整個慶典的序幕。其後，學生擔任勞校歷史的說書人，介紹各項勞校寶物，細訴

背後的歷史，帶領嘉賓和師生認識勞校的過去，回顧當中的一點一滴，過去的珍貴

記憶一一呈現。緊接下來的「致青春：校服時代秀」和「一站到底 校慶問答比賽」

為啟動禮帶來刺激和歡樂，讓整個慶典由回顧過去，逐步邁向未來的「創知」新時

代。 

  活動過後，嘉賓和校友們對今次勞校慶典感覺震撼，同時見證勞校師生對學校

的情懷，感到非常温馨。最後，慶典在校長和慶典的籌委代表吶喊口號後，在歡欣、

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勞校亦開始譜上「創知」新一頁。（黃麗燕主任撰文） 

 
區潤崧總監、齊忠森校監和黃晶榕校長陪同各

位貴賓上台為「72 周年校慶暨創知中學啟動禮」

展開序幕 

 
由學生擔任說書人，懷著感恩的心引導各來

賓、校友和師生逐一回顧勞校的過去 

 
「勞教事業育英材，創知邁向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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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台灣行‧生命體驗計劃 

  在 3 月 24 日至 29 日，我校一行 22 位學生及 5 位老師浩浩蕩蕩地向台灣屏東出

發，開展生命體驗計劃。 

  在出發前，所有學生均參加了一連 15 小時專題研習工作坊訓練，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共同籌劃、準備活動及服務。到達台灣屏東八瑤部落後，我們隨即展開義教、

探訪、美化社區等服務。經過六日五夜的服務後，我們不但跟當地居民熟絡起來，

而且每人也對生命、生活深有體會。（盧顯珺主任撰文） 

 
學生們帶上手套，手握刷子，不怕骯髒，

清潔部落出入口 

 
學生發揮創意，一筆一劃地為部落的斜坡劃上美麗的

熱氣球，美化社區 

 
與當地居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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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中五地理考察──香港地質公園 

  於復活節假期間，中四及中五地理組分別到馬屎洲及橋咀洲兩個香港地質公園

考察。在香港這彈丸之地，卻有著豐富的地質資源，讓我們能探索遠古不同地質年

代的構造活動。學生們到馬屎洲親身踏足在二疊紀沉積地層的褶皺構造上，到橋咀

洲的連島沙洲上探究石英二長岩的頁狀剝落（俗稱「菠蘿包」）現象，深刻體驗看

似平平無奇的岩石是如何多變。（譚佩蘭主任撰文） 

 
學生在馬屎洲的褶曲地貌上留影 

 
學生到橋咀洲考察後，對連島沙洲、頁

狀剝落（俗稱菠蘿包）等地貌有更深的

認識 

中二級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生活與社會科於 4 月 18 日帶領全體中二級學生參觀位於柴灣青年廣場的公民教

育資源中心。是次活動旨在讓學生透過多元學習活動，認識公民責任和中國傳統家

庭文化，並讓學生結合已有的課堂知識，透過討論和反思，增加他們對公民責任和

中國傳統家庭文化的認識，提升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楊婉玲老師撰文） 

 
學生們參與活動討論，分享自己對夫婦角色的

看法 

 
學生專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並且投入參與互

動遊戲 



6 

 

聯校通識論壇 

  4 月 27 日，通識教育科組織中四和中五的學生參加聯

校通識時事討論會，該討論主題是【香港應採用「預設默

許制」來改善香港器官捐贈不足的問題】。為了準備這個

討論會，學生需要預先搜集資料，並與老師一起整理資料

及討論不同觀點和角度。故此，學生能夠在會上發表有力

的觀點，並向其他與會者提出質問，達到互相交流學習的

目的。（盧世威主任撰文） 

 

 

 

意粉塔大挑戰 

  相信大家知道棉花糖和意大利粉可以吃，但有沒有想過可以把棉花糖當水泥，

意大利粉當成鋼筋，造成一座座高塔？本校學生在 4 月 28 日參加了由建造業議會及

香港建造學院舉辦的「意粉塔大挑戰」。是次比賽有超過 150 支隊伍報名，500 多名

學生參加，通過這次比賽，激發學生追求卓越，提升空間想像力和結構設計的能力，

並從中學習 STEM 知識。本校的隊伍嘗試了多種方法去製作更高、更穩固的結構設

計，學習團體協作精神及提升解難能力。（區偉麒老師撰文） 

 
學生聚精會神地建意粉塔 

 
學生互相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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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主題：親情 

  「5 月份大家會想起甚麼節日?」「母親節!」閱讀學習組以親情作為 5 月份的閱

讀主題，安排了不同的活動，有播放電影《衰鬼媽咪》、親情書籍和電影推介、閱

讀課文章分享、參加坊間的徵文比賽（親情主題）和與中文科合辦的攤位遊戲，希

望孕育學生更多愛家情懷。（黃思慧老師撰文） 

 
親情書籍和電影推介 

 
學生參與攤位遊戲 

勞校書展 

  為了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本校的閱讀學習組於 2018 年 5 月 2 日和 3 日邀請了

商務印書館到校舉行書展。中文科組安排了學生到場參觀選購圖書，同時學生亦向

圖書館推薦了不少好書，他們都期待著圖書館推出新書呢！（黃思慧老師撰文） 

 
書展情況 

 
學生專注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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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虎門及深圳歷史文化考察 

  2018 年 5 月 11 日，三甲班班主任李彥語老師、方偉成老師，聯同中史科楊明佳

老師及旅款科伍美儀老師，帶領中三甲班 30 位學生前往虎門及深圳進行歷史文化考

察。學生們已經在課堂上學習了中國近代的歷史，今次走出校園，親身前往東莞虎

門，腳踏實地認識鴉片戰爭這場影響中國近代史的劃時代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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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前師生還前往

深圳書城，享受閱讀的樂趣。（楊明佳副主任撰文） 

 
威遠炮臺 

 
鴉片戰爭博物館 

中一級各班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為了讓學生認識香港的議會運作和社會熱門議題，我校生活與社會科在 4 月 21

日至 5 月 12 日，一連四周的星期六，組織中一四班學生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活動。

透過立法會導賞員的講解，學生認識了本地立法機關的工作，並於教育活動室參與

了角色扮演活動，就「垃圾徵費」的議題進行了模擬議案辯論。透過以上的參觀及

體驗活動，增加了學生對立法會議案辯論程序和社會議題的認識。（楊婉玲老師撰

文） 

 
中一甲班師生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後留影 

 
中一丙班學生進行模擬議案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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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課室，從海下灣考察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於 5 月 15 日，中五級修讀生物科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參加由世界自然(香港)

基金會舉辦，於海下灣海岸公園及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進行的一個名為「海岸生態

學家」的戶外考察活動。學生在指導員的引導下在海下灣實地對岩岸、沙灘及紅樹

林等不同生境作考察，從而印證課堂的內容及鞏固所學。另外，學生亦可乘坐玻璃

底船觀賞珊瑚群落，這除了讓學生欣賞到香港大自然美麗的一面外，亦讓他們體會

到人類的行為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鄭仲明主任撰文） 

 
學生乘坐玻璃底船出海 

 
學生在海岸進行考察 

中四地理考察──香港農業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地理科將於 2019 年開始，於考卷引入實地考察為本問題。明

愛陳震夏郊野學園就此題型，準備推出一系列新的考察課程。本校中四地理組獲邀

參與郊野學園新課程的試驗課，以助課程在正式公開教學前得以優化。學生們在 5

月 16 日先到梅窩的農地考察及收集環境數據，再返回長洲的教室分析資料。他們認

真投入的表現，獲得學園導師的讚賞。（譚佩蘭主任撰文） 

 
學生收集農地附近溪流的水樣本 

 
學生正等候橫水渡從梅窩返回長洲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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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 

  在臨近下學期考試前，中一級學生們密鑼緊鼓的排練，期望可在備戰的同時，

舒緩同學們的壓力，調節一下緊張的氣氛。是次午間活動，進行的是舞蹈的快閃，

學生們自行組成三隊，各自挑選歌曲及排練。他們為了吸引更多的師兄師姐來觀看，

特意選擇最多同學喜愛的 K-POP 歌曲。當日在操場表演時，每個樓層都站滿了觀眾，

吶喊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效果不同凡響，而參與表演的學生更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期望來年有更進一步的突破。（周思迪老師撰文） 

 
快閃舞蹈 

音樂繆思分享會 

  音樂班學生經過 5 月 4 日體藝匯演的表演後，他們的自信心變強大了，紛紛表

示不停歇，繼續努力。因此，在匯演結束後，他們仍然繼續上課，僅用三堂課，便

排練出新的曲目，並於午間在天井處演繹。是次表演的項目有小號、單簧管二重奏

及吉他彈唱。午間音樂活動的推行，不但增加了樂器班學生學習的動力、培養了自

信心及豐富了表演經驗，而且更為校園生活增添了一份新色彩。（周思迪老師撰文） 

 
學生正吹奏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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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書尋緣 

  「你找到了與你有緣的書嗎?」閱讀學習組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31 日舉

行了漂書尋緣活動，每個樓層都擺放了由教職員工捐贈的心愛好書，學生可隨時翻

閱。此外，學生閱讀後亦有寫下感受，與人分享。（蔡麗如老師撰文） 

 
漂書尋緣 

 
學生留言 

親炙作家講座 

  相信不少學生都害怕英文，又或是不知用什麼方法學習英文。有見及此，閱讀

學習組於6月1日邀請了Patrick Sir，為中一級和中二級的學生分享學習英語的心得，

原來學習英語必須從我們的日常生活做起，如可多聽英文歌、看西片或是用WhatsApp

時，使用英語等，為自己創造英語的環境。希望學生從今天做起，讓英語成為生活

的一部分。（黃思慧老師撰文） 

 
Patrick Sir 分享學習英語的心得 

 
黃校長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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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幾時有」―─看電影了解香港抗日歷史 

  繁重的期終考試結束後，在 6 月 25 日舉行的首項試後活動就是電影欣賞，是次

播放的電影是許鞍華導演執導的「明月幾時有」。為了讓學生了解這齣電影發生的背

景，校方特意在雨天操場設立展板簡介香港抗日戰爭的歷史資料，讓學生於電影放

映前後可以多了解香港抗日戰爭期間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另外，我們很榮幸邀請

到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先生出席當天的活動，於放映前吳會長更以東江

縱隊隊員後人的身分向學生講解香港抗日時期東江縱隊的事蹟，使學生更了解香港

抗日的歷史。（鄭仲明主任撰文） 

 
黃校長致送記念品以答謝吳軍捷先生精彩的講解 

 
「同禦鐵蹄──香港抗戰歲月」圖片展 

作家講座暨聯校圖書館服務生活動 

  為了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本校的閱讀學習組於 6 月 26 日組織了圖書館服務生

到佛教覺光法師中學參與其舉辦的作家講座活動，講者為孤泣。有喜歡孤泣的學生，

帶了他的作品讓他簽名和與他拍照留念。而於講座後，學生們還參觀了該校的圖書

館和與該校的圖書館服務生交流，我們還約定下次讓他們來本校進行交流活動。（黃

思慧老師撰文） 

 
學生與喜愛的作家孤泣合照 

 
與友校圖書館服務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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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科跨校協作──「語伴」成長 

  我校中、英文科組早前與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攜手合作，透過「語伴計劃」為兩校共

40 位初中學生舉辦兩天校外中、英文交流學習活動。

事前兩校老師都特意設計一些任務給學生，好讓他

們透過中、英文口語溝通，互相協作和學習，達致

增強學生口語表達的自信心，共同進步。 

  首天，我們到訪荔枝角公園的嶺南之風。兩校

師生透過破冰遊戲互相認識，便慢慢熟絡起來。之

後，學生在園內開展遊踪和拍攝中英宣傳短片。起

初我校學生得悉要用全英語介紹時，都表現得怯生，

但經過老師和校友鼓勵、協助，都能進利完成學習

任務。 

  第二天，大家到長沙灣烘焙工作坊製作卡通蛋

卷。當天，一位勞校學生配對一位嘉道理學生組成

小組。工作坊負責人與老師協議，將製作蛋卷的某

些過程用英語或廣東話講述，然後學生返回組內再向另一位組員報告流程。雖然許

多學生都是初次學做蛋卷，但兩校學生都表現得很雀躍且積極投入。在充分溝通和

合作之下，大家都製成多條香噴噴又美味的蛋卷。 

  這兩天的活動，學生除了擁有物質上的收穫外，又得到跨校的寶貴友誼，更學

會自信地用中、英文表達，可謂滿載而歸。（林詩琪老師撰文） 

 
兩校師生濟濟一堂，共同製作蛋卷  

我校學生正運用英語向嘉道理學生

講解中國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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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杭州創意學習體驗營──創意星火營 2018 

  本校 10 位學生於 6 月 27 日至 8 月 7 日期間參加了騁志發展基金舉辦的「創意

星火營」活動。在這次活動中，希望通過論壇、創新企業參觀、工作坊等交流活動，

爲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和交流機會，讓他們瞭解香港和杭州創意新業的最新動向，

吸收更多創新元素，進一步啓發創意思維和提升創意能力。在五天的杭州交流團行

程當中，學生參觀了杭州西溪夢想小鎮、阿里巴巴集圑及杭州雲造科技有限公司，

體驗了當地的創新科技。（李展欣老師撰文） 

  

攝於杭州西溪夢想小鎮 學生體驗杭州的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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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飛揚．2018 香港青年浙江行 

  今年暑假，我校四十位師生參加由香港

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主辦的「青春飛揚．2018

香港青年浙江行」遊學團。旅程中，學生於

杭州參觀 G20 峰會會場、在浙江工商大學觀

賞中港女排友誼賽，又前往舟山參觀浙江海

洋大學、普陀山及新農村，與當地學生和居

民進行交流。在是次活動中，我校學生表現

優良，主動積極，深受隨團的內地領導和工

作人員的讚賞；更重要的是這次難得的經驗

加深學生對祖國各方面的發展狀況，面對國

家迅速的發展，立足香港的年輕人應如何裝

備自己，抓緊機遇，擴闊視野，實踐「從遊覽考察中學習，從多樣化的經歷中成長」，

邁步成為「積極」、「誠懇」、「求真」和「創新」的未來棟樑。（岑嘉慧副主任撰文） 

 
我校師生專心聆聽當地城市規劃展館導賞員講

解，讓學生認識這個千島之市──舟山的發

展、規劃和歷史背景 

 
我校師生和浙江海洋大學學生在團隊遊戲 

 
我校師生參觀杭州 G20 峰會會議場地  

我校學生正接受舟山市電視台的記者訪

問，分享他們在參與今次「青春飛揚．2018

香港青年浙江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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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成長 

北京清華大學學習體驗營 

  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我們跟友校的三十多位師生一同到了北京，參加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學習體驗營。四月的北京，還是寒風刺骨，冬雨連綿，但無損中五

級三位尖子生的熱情，他們帶著已紮根於心中、對北大清華的那份夢想和對卓越的

追求，展開了五天交流學習之旅。 

  在五天的行程裏，我們住在清華、食在清華、學在清華，學生不僅透過正式的

物理體驗課、文化體驗課、校園參觀等近距離接觸清華，跟已經在北大、清華讀書

的師兄師姐們的親身交流和接觸，更認識和感受到這兩所國內頂尖大學的生活。經

過這五天的旅程，北大、清華濃厚的學術氛圍，悠久的人文歷史，已成為三位學生

追逐的目標。他們在未來一年裏，會奮力向上，以進入崇高的學術之門而加倍努力。

（黃麗燕主任撰文） 

 
美麗的清華大學校園 

 
與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合照 

美麗在望──社交溝通小組 

  為了讓學生建立正面的交友價值觀，提升學生在社交溝通方面的技巧。本校輔

導組於 3 月至 4 月期間，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合作，舉辦了一系列名為「美麗

在望」的社交溝通小組活動。透過活動和分享協助參加者認識自我、塑造健康美麗

的形象、認識交友及戀愛的陷阱，以及認識情緒壓力的處理方法。（于志毅副主任撰

文） 

 
學生在導師帶領下進行互相認識的活動 

 
學生正在完成一本「我的美麗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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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看世界──對抗沉溺行為 

  現時不少青少年沉迷手機、電玩等，影響其身心的健康發展。有見及此，本校

輔導組於 4 月至 5 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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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了一個名為「放眼看世界──對抗沉溺行為」的閃避盤小組。 

  透過閃避盤活動和小組分享，協助參加者認識沉溺行為的不良影響，擴闊學生

的眼界。在活動中，參加者既學習了閃避盤的技巧，也親身參與了閃避盤比賽活動，

利用有益身心的運動對抗沉溺行為。（于志毅副主任撰文） 

 
學生認真地聽教練介紹閃避盤的規則 

 
學生利用閃避盤進行「井字過 3 關」遊戲 

船務──香港小輪 

  為加深高中學生對職場的認識及對自身生涯規劃的思考，本校於4月23日下午安

排了中四丙班學生到香港小輪（集團）有限公司作實地參觀。參觀期間，學生透過

公司負責人講解，認識了船務公司的運作及相關工程業的工作前景，更能親身到工

程人員的工作地方參觀，見識其現實的工作環境，開拓眼界。（楊婉玲老師撰文） 

 
學生與香港小輪（集團）有限公司的工程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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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頭鷹照相館 

  4C部份學生得到騁志發展基金贊助，於 2018年 4月 23日到猫頭鷹照相館參觀，

了解照相館的運作、入職要求、發展前景等。猫頭鷹照相館的攝影師風趣地介紹了

該行業的概況、顧客的要求等。指出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職業，但“現實與理想”

會有出入，所以要有充分的準備，好好裝備自己。學生很認真地聆聽及積極地提問，

得到攝影師耐心的解答。 

  對攝影有很大興趣的丘芷林同學，獲攝影師的指導，用攝影師的專業相機為同

學拍攝照片，獲益良多。最後，攝影師為其中三位學生拍照及集體照，並在一片歡

樂聲中結束這次難得的參觀。（甄佩濃老師撰文） 

 
專業攝影師親自操刀的大合照 

 
丘芷林同學獲專業攝影師的指導 

家長義工製作牛軋糖 

  為了凝聚家長義工，2018 年 5 月 4 日家長義工隊舉辦了牛軋糖班。當天除了親

手製作牛軋糖外，大家亦難得聚首一堂，聊過不亦樂乎！同時，家長義工為感謝老

師，亦送上牛軋糖表示謝意。（黃思慧老師撰文） 

 
家長義工大合照 

 
家長義工正細心聆聽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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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五乙班學生於 5 月 14 日參觀了港大附屬學院九龍灣分校。學生先參與升學講

座，了解升學途徑、大專課程的特點和出路。其後學生在該校老師和畢業生的帶領

下，運用虛擬實境技術了解機場地勤人員的工作，更模擬駕駛小型飛機；在體驗中

認識與航空相關的課程。最後，學生到了該校實驗室，由外籍老師指導進行快餐食

品的實驗，上一節大專的課堂。通過是次活動，學生更了解大專的生活，為規劃自

己的生涯作更好的準備。（伍美儀老師撰文） 

 
學生戴上虛擬實境眼鏡，模擬 

  機場地勤人員工作 

 
外籍老師講解油炸食物背後的科學原理 

麥氏釀酒廠 

  為擴闊學生對社會發展的認識，並增加他們在生涯規劃方面的準備。中五丙班

的學生在 2018 年 5 月 14 日前往荃灣麥氏釀酒廠進行創業領域的探索。過程中，學

生除了認識本土手工啤酒的生產條件及流程外，更透過三位年輕創業家的講解，了

解他們創業時的辛酸以及在香港創業可能面對的機遇或挑戰。是此參觀活動內容豐

富，當中的經驗更啟發了學生對未來發展的方向。（黎家鴻副主任撰文） 

 
釀酒廠創辦人為學生進行講解 

 
中五丙班學生在釀酒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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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 

  中四甲班一行 38 人在 5 月 14 日到位於火炭的

香港體育學院進行參觀。當日，導賞員帶領大家參

觀了不同的訓練場地，還看到不同運動員訓練的情

況，包括中國武術、羽毛球、游泳等。經過當日的

活動，學生們更了解本地運動員的專業發展。（黃詩

敏老師撰文） 

 

 

 
學生身後的風帆乃香港著名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女士所使用過的，帆上更有她的親筆簽名  

導賞員耐心地解答學生們有關本地

運動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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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校 2018 中學畢業禮 科大副校長林文怡博士親臨主禮 

  本校於2018年5月26日舉行中學畢業典禮，邀得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林文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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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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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到家長、辦學團體，以及社會各界

的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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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典禮在精采的敲擊樂及

歌舞表演後，在歡欣、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黃麗燕主任撰文） 

 
火炬交接 薪火相傳 

 
學弟妹帶來激昂的敲擊樂表演，為各畢業生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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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知啟航──中一迎新營 

  創知啟航──中一級迎新營已於 8 月

24 日至 25 日圓滿舉行。本年度主題為「認

識自己，適應環境」，目的是加強中一學生

對自己的認識，了解自己由小學升上中學

時將面對的挑戰。本校老師透過組織不同

類型的團體活動，由班主任、師兄師姐帶

領，投入新的校園環境，提升學生的自理

能力、解難能力、社交技巧及團給合作精

神。此外，學生亦在校留宿一晚，朝夕共

對，師生同樂，建立了融洽和諧的關係。

最後一天，中一學生與師兄師姐一同在家長會上分享他們努力的成果──表演迎新

營舞，盡顯團結精神、青春活力，為迎新營劃上圓滿的句號。期望新中一學生能盡

快投入創知大家庭，享受校園生活的樂趣。（岑嘉慧副主任撰文） 

 
夜遊圖書館 

 
留宿學校，建立友誼 

 
親子合照，共享成果  

團結合作，隔空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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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學生活動日──歌唱比賽 

  在 3 月 23 日，學生會 Vigorous 以「成長

的蛻變」為主題，籌辦了一年一度的歌唱比

賽。是次比賽吸引了不少初高中的歌唱好手

參加，比賽相當激烈。每位參加者均「放大

招」，包括饒舌、歌舞等，施盡渾身解數。此

外，參加者更在評判老師的提問下，勇敢地

分享各自成長的故事。經過一番激鬥，得獎

者終於出爐，名單分別如下： 

 

 

（盧顯珺主任撰文） 

 
所有得獎者大合照 

 
團體賽冠軍：5C 鴻蔣 

  

個人賽 小組賽 團體賽 

冠軍 韋仲鍇 

冠軍 陳鍵韜、梁淦斌 冠軍 五丙班 亞軍 李 杰 

季軍 凌嘉慧 

敲擊樂隊為歌唱比賽進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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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校合唱團與秀明小學合唱團共同參加工聯會 70 周年會慶晚會 

  在 4 月 26 日，本校合唱團跟秀明小學合唱團聯合一起，於工聯會 70 周年會慶

晚會上進行演出，並且更與香港政協嘉賓一起同台合唱。面臨如此大的機遇與挑戰，

本校合唱團與秀明小學合唱團事前每天奮力練習，僅用一周的時間便在晚會上呈現

出不俗的表現。在當晚宴會上，參演的學生們都增長了見聞、增強了自信心，更重

要的是，他們都加強了團隊意識，有些學生更發揮了領袖的角色。若待以時日，進

步可期。（周思迪老師撰文） 

 
兩校合唱團表演 

 

 
學生表演後留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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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漁村服務及體驗活動 

  為培養學生關心社區，服務社群的精神，本校公民

教育組於 4 月 28 日（星期六）組織了全體中四學生參加

「大澳漁村服務及體驗」活動。 

  當天，學生來到居住在棚屋上的長者家中，進行家

居清潔，而部分學生則到區內清潔太平車。午飯後，全

體學生分組進行了棚屋導賞以認識大澳的文化特色，接

著再分別進行了曬鹹蛋製作及織魚網的體驗活動，藉此

感受大澳漁鄉的本土文化及昔日漁民的生活。是次活動

結合了服務及社區體驗，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歷。（楊婉

玲老師撰文） 

 

 

 
全體中四學生在活動後留影  

學生正學習鹹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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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滙演：「創建舞台 知遇成才」 

  本年度校慶體藝滙演已於 5 月 4 日在英東堂進行，這次滙演除了是慶祝勞校 72

周年校慶外，亦是宣傳下學年勞校易名為“創知中學”的活動之一。故今年的主題

是「創建舞台 知遇成才」，這表示日後的創知中學，仍會延續讓學生在舞台上發揮

個人的專長，可以健康成長的精神。當日的節目包括了音樂類別、話劇和形體表演

藝術等，亦邀請到與本校同一辦學團體的學校―─秀明小學，派出學生演出名為「繩

躍秀明」的花式跳繩及名為「傣家女兒傣家雨」中國舞表演。 

  當晚有超過 300 位來賓到場觀賞，這反映了近年校方在注重學業成績及關注學

生多元發展（如體育、藝術等）方面的工作，得到家長的認同和支持。（鄭仲明主任

撰文） 

 
箭藝組表演名為「萬眾同心創未來」的節目 

為當晚滙演展開序幕 

 
秀明小學的學生表演中國舞「傣家女兒傣家雨」 

幼獅初長成，蟬聯全港青年醒獅比賽冠軍 

  本學年的龍獅隊以初中學生為骨幹，他們在 5 月 19 日首次參與大型賽事，是次

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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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由

於我們去年是這項比賽的冠軍，起初隊員都害怕未能做到學兄們的水準而感到莫大

的壓力，故隊員在比賽前一個月，每天放學後都自發加強練習，最後他們憑藉一套

名為「雄獅智殺蜘蛛精」的表演蟬聯傳統獅組的冠軍。（鄭仲明主任撰文） 

 
學生和教練於比賽後大合照 

 
比賽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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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學生科研科創大賽 

  為了發掘及培養熱愛科學研究的學生，以及增加他們與其他學校學生的交流，

本校組織了學生參加 5 月 26 日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下的「聯校學生科研科創

大賽」。3A 余愷同學、3B 王嘉煒同學及 2A 肖嘉輝同學憑作品「跳遠越界偵測器」

獲得評判們一致讚賞，勇奪初中組三等獎，實在難得。（李偉亮主任撰文） 

 
學生在比賽現場準備 

（左起：3A 余愷、3B 王嘉煒、2A 肖嘉輝） 

 
獲獎學生拍照留念 

2018 年度香港普及體操節 

  一年一度的香港普及體操節於 6 月 3 日（星期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順利

舉行。雖然體操隊今年是第二年成立，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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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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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的比賽打了一支強心針。最終努力的練習得到回報，在比賽中，尤其男隊員的技

巧贏得觀眾的掌聲，最終奪得最悅目大獎（銀獎）。上年度體操隊首次參賽獲技巧銅

獎，今年我們能再有所突破奪得悅目大獎銀獎，緊次於香港藝術體操代表的金獎，

實在令人鼓舞。最重要的是透過練習能加強學生的自信心及團體精神，亦能展示學

生堅毅的精神，希望下年學生能繼續努力，享受練習體操的樂趣。（莫海程老師撰文） 

 
隊員比賽的情況 

 
當日體操隊負責老師及各隊員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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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為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推廣生活科技以及拓展學生科技視野。本校於 2018

年 6 月 26 日派出了三位學生，肖嘉輝同學、曾泓熹同學及黎家成同學參加由香港青

年科技協會所舉辦的「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的機械自動相撲賽。APRA 亞太機械人

聯盟競賽為一年一度的科技及機械人國際競賽活動。在這次比賽中，學生取得優異

奬。經過今次的比賽，提升了學生的創意思維及機械工程的應用水平。（李展欣老師

撰文） 

 
學生在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中取得優異奬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三連霸」 

  本年度「香港學界龍獅比賽」於 7 月 2 日在西貢大會堂舉行，我校派出兩隊（A

隊和 B 隊）以爭奪中學獅藝組的獎項。今次出戰強敵林立，中二級學生組成的 B 隊

目的只是吸取經驗，雖然如此，但學生仍然以積極的態度應戰，臨場表現毫不遜色，

最後憑藉一套名為「勇闖百蛇陣」的表演獲中學獅藝組的優異獎（第四名）。另外，

龍獅隊 A 隊是 2016 及 2017 年度的冠軍隊伍，背負着沉重的壓力，但隊員憑着信念，

最後憑藉一套名為「攀山越嶺採醉青」的表演勝出，實現三連霸的夢想。賽後，A

隊隊員更獲主辦單位邀請，代表香港於 7 月 14 及 15 日到深圳參與「2018 深港學界

龍獅比賽」，與深圳巿的精英運動員互相觀摩及切磋，以增加兩地青少年的文化交流。

（鄭仲明主任撰文） 

 
獲獎後，勞校隊員大合照 

 
B 隊比賽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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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C 模型氣墊船創作大賽 

  為了培養學生的手腦學習能力和團

隊合作精神，本年度學校繼續參加由藝術

與科技教育中心（ATEC）舉辦的 STEM

比賽。是次主題為「模型氣墊船創作」，

學生們須綜合應用 STEM 知識和技能，安

全處理不同的材料和零件，創製一艘符合

比賽要求的模型船，並於 2018 年 7 月 5

日參加比賽。 

  我們派出了兩隊初中學生分別參加

「直線賽」和「繞圈賽」。經過學生不懈

的努力，兩隊都取得不錯的成績。「直線賽」由 1C 班黃虹兒同學、王裕仁同學、陳

雋偉同學組成的團隊取得初中組冠軍；「繞圈賽」由 1A 班李垚同學、梁嘉明同學、

倫浩寧同學組成的團隊則取得了初中組優異獎。（李偉亮主任撰文） 

WRO2018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本校於 2018 年 7 月 9 日派出了 6 位初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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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2018 機械人挑戰比賽」。

在這次比賽中，學生分別參加了「太空任務」、「相撲橫綱」及「極速循線」三個挑

戰賽項目。肖嘉輝同學及吳子軒同學在「太空任務」挑戰賽中獲得金奬，而曾泓熹

同學及陳文彬同學在「相撲橫綱」挑戰賽中獲得銀奬。（李展欣老師撰文） 

  

 
本校 6 位參賽學生自信滿滿，賽前準備就緒 

 
肖嘉輝同學及吳子軒同學在「太空任務」挑戰賽中

獲金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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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擊樂隊成員參加「2018 世界室內行進樂大賽」，勇奪銀獎 

  我校敲擊樂隊經過了三年的經營努力，終於迎來了好消息！ 

  在 7 月 11 日至 16 日期間，我校敲擊樂隊有 4 位學生（二甲曾琬誼、二甲談煒

恒、三乙羅誠韜、五乙劉耀邦）獲香港中天定音樂團邀請，一起前往臺灣參加「2018

世界室內行進樂比賽」。比賽包括：隊伍對決 Drumline Battle、行進樂比賽等。 

  經過多個月來的密集訓練，樂團終擊敗多支來自世界各地的強隊，以 88.6 分的

成績（滿分 100），勇奪銀獎！ 

  敲擊隊，醒神！ 

（盧顯珺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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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隊衝出香港，以獅滙友參與 2018 深港學界龍獅比賽 

  本校龍獅隊因在較早前舉行的「香港學界龍獅比賽」中獲得冠軍，而於 7 月 14

及 15 日代表香港到深圳參與「2018 深港學界龍獅比賽」。比賽當日令隊員最感到興

奮的是可與廣東省不同地域的隊伍比拼，比賽時大家都發揮着混身解數，為自己的

隊伍爭取最好的成績，而於比賽場外，大家都互相交流舞獅的心得，以做到“以獅

滙友”。在是次比賽中，雖然我們只獲得優異獎，但重要的是獲取了不少寶貴的經

驗及技術。（鄭仲明主任撰文）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本校學生於 2018 年 7 月 18 日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亞太機器人聯盟

所舉辦的「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在這次的比賽中，學生與來自內地、

台灣、香港及澳門的隊伍進行比賽。在「輪型機械人循跡比賽」中，曾令斌同學和

庄澤鋒同學獲得季軍，而黃子倩同學和林楨楨同學則取得第四名。在「避障競速比

賽」中，肖嘉輝同學和吳子軒同學獲得亞軍，而余愷同學獲得季軍。在比賽的準備

和過程中，學生積極參與，期望來年能有更好的成績。（李展欣老師撰文） 

  

 
賽後與其他本港代表隊的大合照 

 
我校獅隊比賽時的英姿 

 
學生在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學生正參與機械人循跡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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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2018 

  本校龍獅隊於 7 月 22 日參加由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主辦「第二十五屆全港公

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2018」，是次我們以一新的套路「勇奪醉青」參與自選器材陣式

組項目，賽前隊員間都充滿信心及冀望。可惜由於獅隊已連續三星期參與比賽，隊

員間實在有點疲憊，最後獲得 8.65 分，取得一席優異獎。賽後，隊員間不禁都有點

失望，但在隊長李霆謙及郭超凡帶領下作賽後的檢討，得出不少須作出改善的地方，

大家亦展望下一學年以創知中學出席各項比賽，以爭取更多獎項。（鄭仲明主任撰文） 

升旗隊、敲擊樂隊出席校董周年晚宴 

  在 8 月 10 日（五），我校升旗隊、敲擊樂隊獲校董

黃敬先生的邀請，出席該公司的 20 周年晚宴。我校升旗

隊主持了莊嚴的升旗典禮，敲擊樂隊則以響亮的「鼓舞

飛揚創新知」為周年晚宴拉開序幕。（盧顯珺主任撰文） 

  

 
獲獎時，隊員與頒獎嘉賓合照 

 
比賽時的英姿 



33 

 

光榮榜──部份學生校外得獎紀錄（2018.4 – 2018.7） 

學術暨獎學金：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

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

會 
高中學生獎 

6A 陳楚君 

6A 陳羡瑩 

｢明日之星｣計劃 - 上游獎學

金 2018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上游獎學金 

4B 何依霖 

5D 陳鍵韜 

 

藝術暨體育： 

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全港單輪車賽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有限

公司及康文署 

男子 20 吋組冠軍 2B 謝加俊 

單車球挑戰賽 冠軍 2B 謝加俊 

獨輪車校際公開挑戰賽

2017 

中國香港獨輪車協會 

公開組個人 100 米

競速 U18 冠軍 
2B 謝加俊 

獨輪車花式暨障礙賽 

學校組﹙競速﹚IUF 國際

獨輪車聯盟 迴旋陣礙

賽 

男子中一至中三組

冠軍 
2B 謝加俊 

2017 年公開組男子單腳

騎行 50 米 
競遠精英組亞軍 2B 謝加俊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香港青少年機械工程協

會 
優異奬 

1A 陳文彬 

1A 曾泓熹 

1C 余嘉銘 

1C 陳雋偉 

1C 黎家成 

2A 肖嘉輝 

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

競賽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 優異奬 

1A 曾泓熹 

1C 黎家成 

2A 肖嘉輝 

聯校學生科研科創大賽 優質教育基金 三等獎 

2A 肖嘉輝 

3A 余 愷 

3B 王嘉煒 

ATEC 模型氣墊船大賽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優異奬 

1A 李 垚 

1A 倫浩寧 

1A 梁嘉明 

初中組冠軍 

1C 王裕仁 

1C 陳雋偉 

1C 黃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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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中學小型遙控太陽能車

設計比賽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最佳時間獎季軍 

2A 肖嘉輝 

2A 韓廷初 

2A 羅健峰 

最佳時間獎冠軍及

全場總冠軍 

5B 何俊威 

5B 陳逸軒 

5D 關淳源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18 
HKAC Art School 

(1)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2)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3) Award for 

Outstanding 

Overall 

1A 何梓韜 

1A 吳培曦 

1A 李映霖 

1A 林俊傑 

1A 柯創鐮 

1A 梁嘉明 

1A 賀晉堯 

1A 黃鑑韜 

1A 談煒恒 

2A 伍穎翹 

2A 李子昂 

2A 杭芳羽 

2A 許卓勇 

2A 陳芷檸 

2A 馮焯君 

2A 黃聖禧 

2A 雷銘諺 

2A 關文恩 

3A 范浩軒 

3A 陳梓軒 

3A 陳樂熙 

3A 葉展彤 

3A 羅 威 

3A 羅振宇 

2018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 

西貢區各界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二十一周年籌備

委員會 

中學獅藝組冠軍 

2B 倫智聰 

2C 陳儷文 

2C 鍾堃茂 

3B 梁錦鋋 

3C 陳漢軒 

4C 李霆謙 

4C 郭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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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機構 奬項 獲獎學生 

2018-2019 第三組長池

分齡游泳賽第一節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及 

康文署 

100 米胸泳第二名

（達到 D1 成績） 

50 米蝶泳第二名

（達到 D2 成績） 

2A 麥可欣 

2018 年香港馬拉松游泳

暨 2018-19 公開水域游

泳系列賽（第一部） 

公開组（10K） 

14 歲以上第 6 名 
2A 麥可欣 

2017-18 年度「全港青年

醒獅比賽」 
九龍總商會 

中學自選陣式組 

冠軍 

2A 丘雅文 

2C 張志銘 

2C 陳儷文 

2C 鍾堃茂 

2C 韓嘉輝 

4C 李霆謙 

4C 郭超凡 

全港學界升旗隊旗手護

旗比賽 
香港升旗隊總會 中學組冠軍 

3B 黃嘉琪 

3C 鄭紫晴 

4C 陳嘉朗 

4C 練沚蕙 

香港升旗隊總會 2018 年

周年頒獎典禮 
香港升旗隊總會 

第十二屆優異升旗

隊隊伍 
升旗隊 

第十六屆優秀升旗

隊隊員 

5C 關俊杰 

5D 陳鍵韜 

2018 年周年檢閱禮

步操季軍 

1A 柯創鐮 

1A 陳文彬 

1B 何銘俊 

1C 林裕鋒 

1C 簡顯懿 

1D 黃家淇 

1D 賴泳熹 

2A 趙漢鋒 

2B 鄺子暉 

2B 羅誠韜 

2C 韓嘉輝 

3B 黃嘉琪 

3C 鄭紫晴 

4C 陳嘉朗 

4C 練沚蕙 

5A 梁淦斌 

5C 劉智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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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關俊杰 

5D 陳鍵韜 

2018 年周年檢閱禮

旗隊殿軍 

2A 李子昂 

2A 張正浩 

3C 區柏瀚 

 

個別校友／教師獲獎： 

奬 項 機 構 校友／教師 年份 

Academic Award for New 

Students in 2017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Chan Kin Kau 2018 

Dean's Lis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angHokYin, 

Wan Yiu Lun, 

Wang Leyi, 

Luo Siqi 

2018 

共享中國夢──交通銀行香港

大學生獎勵計劃獎學金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有限公司 
張隽埾、吳瀟涵 2018 

2018 優秀教師選舉（第十四屆）

（國情教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盧顯珺、楊明佳、

黎家鴻、列豪章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