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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的學習生活

聖經說：「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10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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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在讀書會向同學介紹中英文好書，帶領學
生賞析文本，使同學能對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學們亦在閱讀會中積極分享閱讀心得。

■ 活動當日邀得獨立記者陳曉蕾女士，主講閱讀
講座「大人社會」。陳女士以中學生的角度剖析
人口老化所引致的社會問題，並與同學分享人口
老化在未來對年輕人的影響。

閱讀是學習的根本，良好的閱讀習慣能豐富知識，拓寬眼界。本校致力推廣閱讀，透過舉辦多
元化的閱讀活動，並鼓勵全校參與，營造校園內的閱讀氛圍，讓同學明白閱讀的必要。本年獲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邀請，拍攝教育電視節目，分享推動校園閱讀經驗。

■ 本校學生於拍攝當日分享參與閱讀活動的得著和感受。 ■ 聽過老師的閱讀分享後，同學紛紛選
擇自己喜歡的書籍，在圖書館內享受閱
讀的時光。

■ 「閱讀日」共設二十個跨學科閱讀攤位，主題涵蓋「語文學習」、「信仰生活」、「科技探究」、「生活旅遊」、「創
意藝術」、「飲食文化」等，每個攤位均設推薦書目，期望同學能在活動中發掘自己感興趣的書籍，主動閱讀。

為提升同學閱讀興趣，培養良好閱讀習慣，並從閱讀中豐富知識，本校於2017年12月19日舉辦「閱讀日」。活動包
括閱讀講座、跨學科閱讀攤位、讀書會等，本校師生積極參與閱讀活動，獲益良多。除閱讀活動外，當日亦設中文及英文
書展，由小息書店及Stanford House到校協辦，讓同學當日選購心儀書籍。本校冀藉「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同時擴闊
閱讀領域，深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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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學生掌握公開試課程內容及應試答題技巧，本校陳志堅副校長與陳志華老師為同
學講解中英文科公開試各卷要求及應試策略，指導同學定立個人讀書方向，盼望同學
調整學習心態、規劃具體的學習方法。

學

  

習

  

營

活動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陸秀霞博
士，以生動事例向同學剖析處理學習壓力的方
法，並以教育心理學為本，向同學分享「學習
記憶法」和製作筆記的竅門，使同學們獲益良
多。

多位師姐向中四同學分享讀書心得，每位同學
都非常投入、專心聆聽，並踴躍發問。亦設分
組討論環節，讓同學能與師姐們深入交流，就
個人學習困難提出疑問，師姐們皆用心指導同
學。

本校駐校心理學家郭淑瑛小姐在活動中透過理
論闡析及競賽活動，引導學生探尋適合個人的
學習方法，教授「讀書專注術」。

老師為同學設計一連串活動，請同學於限定時間
內分組完成指定任務，讓同學從中理解時間運用
的重要性，並在老師的引導下，完成屬於個人的
學習時間表。

為建立同學有規律的學習習慣，自我檢視學習心態，提升學習動力，本校於2018
年1月25至27日安排全級中四同學在「烏溪沙青年新村」參與為期三日兩夜的學習活
動，給予同學不同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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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營 福音周

活出
——生命因祢不再一樣信仰

■ 福音營全體參加者大合照。 ■ 師兄黃國大先生與同學分享生命見證。

■ 同學互相扶持，走過難關。

■ 同學透過話劇反思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本校著重同學的靈性發展，盼望同學從認識聖經的真理，明白基督的
愛，學會愛人如己。

在試後活動日，本校與聖公會西青團契及聖公會聖安堂合作，舉辦學
生福音營。這次福音營的主題為「細味關係」，在三日兩夜的營會中，同
學藉不同活動思考自己與自己、朋友、家人、大自然及上帝的關係。

當中最讓同學難忘的，是挑戰繩網陣的經歷，同學在老師及同伴的當中最讓同學難忘的，是挑戰繩網陣的經歷，同學在老師及同伴的鼓
勵下挑戰自己。當我們站在難關面前，我們並不是孤獨一人，上帝不會離
開我們，會陪伴我們走過難關。

此外，最動人的部分莫過於第二天晚上的主題晚會。晚會邀得樂此外，最動人的部分莫過於第二天晚上的主題晚會。晚會邀得樂隊
Mastermind帶領同學們敬拜，然後由舊生黃國大先生作信仰分享，舊生分
享在成長過程中一直不太懂得處理人際關係，怎樣去愛別人，直至認識了
耶穌基督，才明白愛的意義，重新修補與他人的關係。晚會亦請來梁智偉
老師作回應分享，勉勵同學藉耶穌的愛，好好修補破裂的關係，生命得以
改變。

本校每年亦會舉辦福音周，本年福音周於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順利
舉行，主題為「生命因祢不再一樣」。所有基督徒老師及同學上下一心，不遺餘
力，透過一星期的豐富活動，讓全校師生在精彩活動中認識信仰。福音周精彩活
動包括靈修小組、清晨詩歌分享、午間點唱、福音書攤、福音DIY小手作活動、
攤位遊戲、午間茶座、團契自然遊及佈道會。

初中佈道會在學校禮堂進行，我們邀得黃偉東初中佈道會在學校禮堂進行，我們邀得黃偉東長老與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分
享見證。黃長老透過自己的成長故事，以及在學校中與學生接觸的經歷，告訴同
學基督犧牲的愛對我們的生命極為重要。寄望同學遠離邪惡，跟隨基督行走光明
的道路。見證分享完畢，由校牧池嘉邦牧師作回應及呼召，當天有超過100位同
學決志信主，讓基督進入他們的生命當中。聖經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說：「若
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盼望同學能好好
抓住這一份感動，認識上帝，活出精彩、美麗的生命。

適逢十年一度的香港福音盛會適逢十年一度的香港福音盛會，
全體中四至中六同學於2017年12月1日
下午到大球場參加「主愛臨香江」的福
音盛會。當天由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沈
祖堯教授分享生命故事。沈教授向在場
超過二萬名學生說，他就是在1975年
12月踏入大球場，參加葛培理牧師的
佈道會，當時牧師呼召：「誰願意信佈道會，當時牧師呼召：「誰願意信耶
穌就來！」他就從很高的看台走下來，
行到球場中央。42年後的今天，他仍
無悔當天的決定，並期望同學與他一樣
相信耶穌。

■ 師生齊心協力設計不同攤位遊戲傳
揚福音。

■ 同學一起到海龜灣參與團契活動，
在大自然中親近上帝。

■ 初中佈道會，池嘉邦牧師、黃偉東
長老帶領同學決志祈禱。

■ 莫慶堯中學師生參與聖公會聖安堂
主日崇拜。

■ 福音茶座中，陳副校長與同學分享
信仰與生活點滴。

■ 活動以攤位遊戲分享福音信息，同
學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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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科素來重視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更與學界友好共同籌備「年度作
家」文學活動，推動文學風氣。本年度，本校邀得台灣著名作家胡晴舫女士擔任
「年度作家」，到校與學生交流。

在交流活動前，本校邀得香港作家鄧小樺女士細說胡晴舫及其作品，向不同
學校的老師分享胡晴舫女士的作品特色。

2018年1月20日，胡晴舫女士親臨本校，與本校及其他友校同學分享文學2018年1月20日，胡晴舫女士親臨本校，與本校及其他友校同學分享文學創
作的心得。胡晴舫女士的作品多涉及城市觀察。在講座中，她提及自己對香港的
看法，認為在香港這個不浪漫的城市裡，沒有人會理會她的出身，故能擁有心靈
上的自由。講座中，胡晴舫女士與同學
交流，除了討論她的城市觀察和文學創
作外，更談及達達主義、虛無主義，啟
發同學思考生活與寫作的關係。

為鼓勵同學創作，推動校園文藝風氣，發掘創作人才，本校於
本年度設立「莫慶堯文學獎」，比賽分為散文及新詩組，各設初級
組及高級組。是次比賽徵得逾百篇佳作，各見特色。經著名作家甄
選後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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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周共舉辦兩場作家講座，分別邀請了著名作家馮珍今女士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潘銘基教
授擔任講座嘉賓。

■ 馮珍今女士向同學分享了散文創作的心得，並推
介了多本文學作品，鼓勵同學多閱讀，擴闊視野，
並提升個人文學素養。

■ 潘銘基教授深入淺出地分析儒家思想，以不同
例子分析儒家交友之道，讓同學對中國哲學經典
有更深入的認識。

中文科首次舉辦微小說比賽。同學以校園生活為
主題，創作不多於20字的微小說。同學在比賽中
可發揮創意，創作短小而引人入勝的故事。

「中文周書展——書林擷頁」由中文老師親自選書，
集中推廣文、史、哲類的書籍。老師於早會推介的書
目亦會在書展中展出，讓有興趣的同學能購買閱讀。

在中文周，中文老師在早會向同學分享優秀的文學書
籍，書目包括龍應台《傾聽》、李智良《房間》、潘
步釗《讀書種子——潘步釗閱讀隨筆》等，鼓勵同學
閱讀，提升閱讀興趣。

中文周舉辦了再造紙硬筆書法比賽，讓同學感受中國
書法之美。

本年度中文周於2017年10月9至13日一連五天舉辦不同中文活動，讓學生通過參與不同活動提升對
中國語文的興趣和了解。

書店除了買書，買文具，還有其他可能性嗎？中六同學忙裡偷閒，
與中文科老師前往佐敦突破文化空間揀選喜愛閱讀作品，又品味特
別沖調的咖啡，享受文藝生活。

1 「突破文化空間」同工向同學介紹。 
2 同學凝神傾聽。3 活動後，突破同工
與莫慶堯師生留影。

①  ②

③      

本年度，「文藝青年」學會邀得《香港01》攝影記者及人物專訪記者到校，教授
學生人像照片的拍攝方法、人物採訪以及人物專訪稿件編撰技巧。在一連串的工
作坊後，同學更在導師帶領下出外採訪，一嘗擔任編採記者的滋味。

1 《香港01》攝影記者向同學教授拍攝
知識與竅門。 2 編採班導師趙曉彤女士
耐心解答同學疑問。3 同學舉機練習人
像拍攝。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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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uch expectation from students, the En-
glish Week finally came in the first week of March this 
year. It was so great that the OLE Day fell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same Week! S1 and 5 students 
went to tourist areas of Hong Kong in Tsim Sha Tsui 
and Stanley interviewing English-speaking foreigners. 
What a natural way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The Kahoot Cup debut for S1-3 was widely received by the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Gathering 
around a web browser doing fun multiple-choice quizzes using iPads was real fun.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was learning English socially in a sense that support among students was highly promising and encouraging.

■ Most scientists speak English — look at MHY’s 
English-speaking junior scientists in their self-edited 
videos.

■ Our lively S1 choral-speaking group with funny props — second runner-up of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 ‘This is body language on stage,’ said 3A Kobe 
Cheng Chun Man, one of the “B4 stars”.

English Week

2018

■ Hong Kong students speak good English and meet 
new friends.

■ So much fun with game-based Kahoot Cup. ■ Champion of English Singing Contest, 4R Oscar Lam 
Ho 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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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學生的科學知識和興趣，科學組舉辦了多類型的科學活動，例如：數理周、生物科野外考
察，參與中華電力公司的「校園工程師」計劃等。

1 中五級參加者合照。 2 中電「校園工程師」講座。
①  ② 

1 同學在編寫控制程式。
2 展示製成品。 3 中三至
中五級同學運用機械手臂
進行「救人挑戰」。

①

②  ③

1中五級同學為農作物澆水。 2 同學們細心聽取耕作要點。
①  ② 

中五級生物科同學參加「野外考察」。

1 為水火箭「打氣」。2 預備
發射。 3 發射水火箭。

①  

②  ③
中二級同學嘗試操作航拍機。

1 馮副校長與學生一起破解數學難題。
2 能找出必勝的方程式嗎？3 同學一起
研究如何拼砌立體。

①  ②

③

1 同學在完成數學任務後展示勝利手
勢。2 正在盤算對手的下一步！3 旁
觀者好像比參賽者更緊張！

①  ②

③

數學科推出一連串的活動，當中包括：數理攤位遊戲、Rummikub比賽、大格鬥比賽、每周一題
及中一數學競賽，同學反應十分踴躍。

數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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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學習過程中，能善用虛擬實境技術，了解社
區發展，創造他們的理想社區。另外，透過同儕協作方
式，讓學生嘗試設計有關基本法的問答題，組成題目庫
比賽，加深同學對基本法的認識。最後，為了加強同學
對《一帶一路》的國情了解，學生通過自行製作的桌上
遊戲，介紹有關《一帶一路》的資訊，供不同年級的同
學遊玩，靈活地呈現所學知識。

生活與社會科

本科致力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本年度本科在各級以跨單元主題探究方式，結合電子學習，擴闊學生學習的廣度，提
升同學思考的層次。教學活動方面，本科分別在各年級以《我的理想社區》、《生活與基本法》及《認識一帶一路》作為
學習主題，利用資訊科技、遊戲學習及啟發創意的學與教策略，啟發同學的學習興趣，促進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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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5日，中五級7位修讀視覺藝術科同學參訪藝術家楊東⻯先生
畫室，除了可一睹楊先生的大幅油畫創作外，楊先生還與同學們分享他的藝術
創作生涯。

2018年1月22日，中五級12位同學參加由⾹港⻘年藝術協會主辦的「城市閘誌——社區藝術計劃」，同學們在深水埗
街頭店舖參加速寫工作坊，為社區居民共同建⽴生活回憶。同學的作品於2018年3月中在灣仔動漫基地公開展覽，中五級
視覺藝術科同學亦有前往參觀。

■ 5Y孔鈺珊作品

■ 5M⿈利盈作品

2018年3月8日，中五視覺藝術同學參加由⾹港藝術中心舉辦的「藝遊維
港雕塑公園」展覽及創意工作坊。同學們透過參觀「藝遊維港雕塑公園」，
認識享譽國際及本地的當代藝術家的雕塑作品，並能參與創意工作坊，讓同
學們近距離欣賞及探索藝術創作。

2018年3月28日，中五級4位同學：5M⿈利盈、5M趙婉兒、5A陳詠
怡、5Y⿈明麗參加由⾹港知專設計學院舉辦的「全港學界社會紀實攝影
展——成長與蛻變」開幕典禮，並獲頒發優秀作品嘉許獎。

■ 5A趙婉兒作品

■ 5A陳詠怡作品 ■ 5Y ⿈明麗作品

■ 5M⿈利盈的攝影作品獲得大會製成宣傳單張及作布置使用。



為了增加同學對香港各行各業的認識及擴闊同學對職場的眼界，生涯規劃組於本學年
特別安排了與職業有關的多元化活動，包括行業探索、職業體驗遊戲、工作實習計劃、職
業訓練局參觀等，希望同學透過活動認識自己、掌握最新的就業資訊，籌劃自己的人生。

■ 當中的工作體驗包括廣告設計師、
酒店房務員、中醫師、護士、餐廳侍
應等。

1 分子料理
2 會計摩打手比賽
3 酒店工作

①   

  ②   ③

1 廚師 
2 攝影師
3 花藝師

①  ②

③

生涯規劃組
本年度輔導周的主題為「快樂體驗——關愛與感恩」，目的為提升學生的正

能量及推動感恩文化，用行動鼓勵身邊人，感染有需要的人。

■ 感恩壓花工作坊大受歡迎。 ■ 同學專注地製作壓花鎖匙扣。

■ 同學在感恩樹前留影。 ■ 主動參加搶答問題環節。

■ 同學在張貼「感恩小卡」。 ■ 獲得攤位小禮物！

■ 「齊來入樽」遊戲攤位。 ■ 拍攝即影即有相片。

輔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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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講座系列
為擴闊學生視野，本年度特別邀請不同界別的嘉賓到校現身說法，分享個人的成長歷程、工作經驗、生活感懷，為

學生帶來課堂外的人文風景。

23|24



1 購買當地食材。 2 準備烹飪活動。 
3 學習地道水果雕刻。 4 暢遊金三角。 
5 與莫綺文女士及司徒偉芯老師合照。

①

②

⑤  ④  ③

1 參訪孫文紀念公園。 2 鴉片戰爭博物
館。 3 參訪威遠炮台。 4 參訪孫中山故
居紀念館（翠亨村）。

      ②

      ③  ④
①

2018年3月23至24日，本校歷史與文化科吳偉洪老師、生活與社會科李浩然老師，連同李佩蕾老師、劉靜怡老師帶同
40位中二及中五學生，一起參與「『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7-2018）——東莞及中山的歷史
人物及事件」考察活動。是次交流學習的目的，是透過「辛亥革命」歷史事件，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探索他的奮
鬥歷程、改革理想及對國家的貢獻；並透過「虎門銷煙」歷史事件，學習林則徐保家衛國、不屈不撓的信念和精神。

1 遊覽南京路步行街。 2 透過大學
「專題講座」，讓同學認識上海
的經濟發展。 3 參訪上海自貿區
的企業――工商銀行總行。 4 同
學於「學習匯報會」分享考察心
得。

①      

  ④  ③      
②

2017年12月27至30日，本校公民教育組吳偉洪老師、陳倩儀老師、莊繞蔓老師和陳志強老師帶同40位中四至中五學
生，一起參與「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探索之旅」考察活動。是次交流學習的目的是認識上海
經濟金融業及自貿區的最新發展，以及認識現今上海的城市規劃和反思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育。

考察活動藉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能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
促進同學多角度思考及探究問題；透過交流、提問、討論和進行
專題研習，能增強學生的溝通、協作和研習能力。

海外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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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同學訪問外籍旅客作訪問。

■ 野外定向比賽中最快的一組同學。

■ 同學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 同學：「維修汽車原來是這麼困難的！」

■ 中五級同學在尖沙咀作訪問。

其他學習經歷日姊妹學校

2018年3月23日，本校師生44人，一同前往廣州市南沙黃閣中學開展粵港姊妹學校師生交流活動。除
了師生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是次活動還利用網路平台和視像設備開展兩校師生「視像直播」交流。

活動結束後，兩校師生分成不同小組參與黃閣中學「航空模型」、「建築模型」、「書法」及「3D智
繪」等校園活動。兩校師生交流互動，氣氛熱烈，同學表現活躍。交流活動的最後環節，是兩校師生代表
一起在黃閣中學校園共植友誼樹。

1、2 兩校視像直播交流現場。 
3 拼砌建築模型。 4 交流書法。

①  ②

③  ④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自推行以來，一直為香港
的中、小學提供專業交流及合作平台，讓學校按校本發展需要，與內地
姊妹學校舉辦不同層面的交流活動。計劃目的是加強香港師生對內地教
育的了解，促進兩地文化交流，擴大學校網絡，提升教師專業水平，以
及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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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同學在徐旭帆校監見證下把立志信放入信箱，立志建立自
己，實現理想。中一新生立願禮後，全體同學在聖馬利亞堂前
合照留念。

1 同學逐一點燃蠟燭，放於燭台上，
象徵薪火相傳。2 校牧池嘉邦牧師在
傳光禮中勉勵畢業同學。 3 惜別中六
同學傳光禮大合照。

①  ②

③   

1 中六男同學模仿郭富城演出《狂
野之城》。2 6A班勇奪班際大合
唱亞軍。 3 中六同學投入演出。

①  ②

③   

第17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前排由左至右）黃偉娟女士、徐芳洲女士、陳志強老師、
錢群英校長、許慧慈老師、葉彩芬女士、張賢珍女士。
（後排由左至右）陳偉昆老師、施雪綺老師、司徒偉芯老師、
吳令怡家長、李寶雲先生（家教會主席）、蔡志森先生（家教
會副主席）、李韻玲女士、梁漢文先生、鄧潔瑩老師。

1 錢校長與家長校董、家長委員
和老師合照。 2 2017年3月4日
一家一齊遊一遊大合照。

①  ②

   

1 百位校友支持校友日。 2 校友
日足球比賽。 3 校友們全家總動
員支持。 4 與老師跨世代對談。

①

②   ③

④

2017年12月9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校友日，當天有近百位的校友返回母校支持活動，有的校友更全
家總動員回校探望老師，緬懷昔日的情誼。當天節目豐富，除了有益身心的足球比賽、乒乓球賽，
還可以與昔日的老師對談，回憶以往的點滴。活動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期待明年再次見面。

繽 紛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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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於觀塘海濱公園擺置攤位。 
2 同學們取得「最佳匯報獎」。

①  ②

   

對於捷克，我最深刻的是它無論是經歷
了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摧殘，或是現在世
界全球化技術發展的趨勢下，這個國家
任然在現代化的發展下保留了以前歐洲
中世紀曾經擁有榮耀的歷史建築，能看
到這國家的前世今生。

4A符特鋒同學（左二）

本校老師帶同中四級文學班同學前往塔門，在大草地上賞讀書寫塔門
風景的名家作品，別有一番體會。更有同學即席寫作，表達一時一地
的感受。

吳文正先生帶領學生遊訪油麻地老店，敘述地方時代故事，啟發
學生思考社會今昔變遷，品味地方情味。

1 男子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
本校奪得冠軍；女子友校4X100米
接力邀請賽，本校獲得季軍。 2 童
軍步操入場。 3  校監徐旭帆牧師與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冠軍鄧佩君同學
合照。 4 頒獎嘉賓李嘉維先生與得
獎學生合照。

①

②   ③

④

本校運動會於2017年10月16及18日舉行，雖然第一日的比賽要在雨中進行，
但無損運動員的決心，為個人獎項及社際獎項而努力！Go！Go！Go！

繽 

紛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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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積極鼓勵隊員「走出」校園，面對更大的世界，向更快、
更高、更強、更難的目標進發，以挑戰自我，實現理想為目標。除了
學界比賽之外，本校各校隊參加了不同類型的比賽，例如參加康文署
舉辦的分齡田徑比賽，足球隊參加深水埗社區聯賽，籃球隊參加「知
行慈善基金」賽事，排球隊參加鄭裕彤盃聯校比賽，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成立的棍網球隊也參加了在五月份總會舉辦的賽事。通過這些比
賽，盼望可以增加學生的比賽經驗，擴闊視野，學習他人之長處，彌
補自身之不足，同時促進人際交往，擴大社交圈子，鍛鍊體魄，建補自身之不足，同時促進人際交往，擴大社交圈子，鍛鍊體魄，建立
健康及正面的生活習慣。

在此恭賀本校中六級鄧佩君同學首次代表香港學界田徑隊參加5
月在廣州市舉行的「學界埠際田徑比賽」，並取得中學女子組400米
殿軍和4X400米亞軍的優異成績，不但為校增光，同時也激勵隊友不
斷努力，迎接新挑戰，突破自己。

回顧這一年，當我們面對許多困難和挑戰時，有時會感到灰心，
「但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所以我們要「專心仰賴耶和
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箴3：5）新的一年，求神加添力量，
讓我們依靠神，就能如此信，如此行。

光陰似箭，轉眼一年，回顧1718學年點點滴滴，彷彿就在昨天。學界校際
比賽一直是體育組全年的重點活動，9月開學初期，已確定各組各項參賽名單，
並制定詳盡的訓練計劃，務求令學生在比賽中有優異的表現。

二月舉行的學界中學校際田徑賽，男子組的比賽在「灣仔炸彈」事件中二月舉行的學界中學校際田徑賽，男子組的比賽在「灣仔炸彈」事件中結
束，學校男子丙組榮獲團體亞軍。至於女子田徑隊今年面對新舊交替，出現青
黃不接，但隊員迎難而上，在師姐鄧佩君和施泳坤的帶領下，努力拚搏，承繼
田徑隊刻苦堅毅的精神，團體總分歷史性突破100分，來年繼續以第二組別的資
格參賽。學校女子甲組排球隊亦不負眾望，力爭上游，奪得團體亞軍。

■ 女子田徑隊獲「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二組別女子甲
組4X400米亞軍」。

■ 女子田徑隊獲「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二組別女子乙
組4X400米季軍」。

■ 男子田徑隊獲「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男子丙
組4X400米冠軍」。

■ 男子田徑隊獲「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男子丙
組團體亞軍。

■ 本校田徑隊大合照

■ 「2017建造業運動會暨慈善同樂日男
子4X100米接力邀請賽」亞軍。

■ 男子籃球隊與TVB HERO籃球隊比
賽與合照。

■ 林建華同學獲得中銀香港卓越青苗
運動員獎。

■ 鄧佩君同學（右二）代表香港學界田徑隊參與
「學界埠際田徑比賽」取得中學女子組400米殿
軍和4X400米亞軍。

■ 女子排球隊獲中學校際排球比賽女
甲亞軍。

 

學 

生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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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辦公室
中國少兒報刊協會中學專業委員會
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專業委員會
學生文藝

恒生管理學院恒生管理學院

獲獎同學

4M張永明
6M陳兆龍   6A黃思敏
4M 蔡曉柔
1A 吳嘉熙   2M 朱涵屹

1M 伍梓晴  1M 歐陽逸軒
1M 曹智軒  1A 吳嘉熙1M 曹智軒  1A 吳嘉熙
2M 楊佩玲  2M 朱涵屹
3M 曾嘉靜  3M 洪麒宸
2A 江樺昇   2A 施家强
1M 伍梓晴  1M 歐陽逸軒
1M 廖紀義  1A 吳嘉熙
3M 曾嘉靜  3M 洪麒宸
3A 鄧凱澄3A 鄧凱澄
5M 陳淑嫻
4M 施泳坤

3M 洪麒宸

5M趙婉兒

獎項

黃廷方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2017  優異證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2017-20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文學之星）  銀獎

第四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散文即席揮毫大賽
（初中組）  優異獎（初中組）  優異獎
第一屆「恒管中文文學獎」 冠軍

獲獎同學

4M賴曉盈
5A甄綺雯    5R 楊婉瑜 
5M 陳淑婷  5M江敏秀
5M 顏詩婷  5A 劉影
4A HO Sum-in
2M CHEONG Wai-sam, Bada2M CHEONG Wai-sam, Bada
1M 

獎項

散文獨誦——粵語  冠軍
二人朗誦——粵語  冠軍
二人朗誦——粵語  亞軍
二人朗誦——粵語  亞軍
Solo Verse Speaking ——English  Champion
Solo Verse Speaking ——English  2Solo Verse Speaking ——English  2nd Runner up
Choral  Speaking      ——English  2nd Runner up

主辦單位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公益金

獲獎同學

5Y林智凱   5Y陳錦煉
5Y孔嚴鋒   5A陳卓賢
5A陳彥彤   5A劉浩東
5M江敏秀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獎項

2017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冠軍

4C傑出青年義工領袖奬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比賽  銀獎

學生成就
——校外獲獎舉隅

大 

學 

入 

學 

舉 

隅

黃子菱
  香港大學
  經濟及金融學士

鄧怡
  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士（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 

曾文鳳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管理文學士

鄧倩雯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

方啓良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周璟熹、鄭梓烽、陳樂聲、郭鎮謙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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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科致力提升教學質素，持續優化校本課程，結合電子學習提升教學效能，又積極以多元化的活動推廣閱讀風
氣，教師專業備受外界肯定。本年度，本校中文科屢獲教育局、大專院校、友校邀請擔任座談會及講座講者，分享實踐經
驗，促進專業交流。

主講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曾笥湲老師
蔡淑榕老師蔡淑榕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曾笥湲老師
蔡淑榕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主題

教師發展日：促進學習的評估
HKDSE說話能力與思維
HKDSE 5** 寫作能力卷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效能

HKDSE 5** 寫作能力卷
感受文字 品味生活——喜愛閱讀感受文字 品味生活——喜愛閱讀
人力資源規劃與發展——以中國語文科為例

HKDSE說話能力卷應試策略
HKDSE 寫作能力卷應試策略
作家講座：校園寫生
HKDSE5** 寫作能力卷
HKDSE5** 寫作能力卷
中國語文科電子教學中國語文科電子教學

如何推動中國語文科資優教育

邀請單位

屯門裘錦秋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屯門天主教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處
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國語文組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循道中學循道中學

教育局 資優教育組

日期

08-09-2017
28-09-2017
07-10-2017
25-10-2017

07-11-2017
16-11-201716-11-2017
17-11-2017

25-11-2017

28-11-2017
04-12-2017
04-01-2018
10-01-2018

11-01-201811-01-2018

主講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蔡淑榕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莊繞蔓老師
蔡淑榕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陳志堅副校長
蔡仁桂老師
曾笥湲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曾笥湲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莊繞蔓老師莊繞蔓老師
曾笥湲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蔡仁桂老師
曾笥湲老師

主題

談寫作與閱讀
HKDSE說話能力與思維
閱讀會

中國語文科說話能力卷
行業講座——教育界
閱讀策略閱讀策略
HKDSE說話能力與思維
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
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

閱讀評估工具：閱讀能力評估素養

世界閱讀日：這世代，如何推動校園閱讀

深度閱讀：閱讀想像
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再思

解剖—DSE 中文應試講座暨
《教師起動》文藝雙月刊發布會
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

邀請單位

突破書廊突破文化空間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明報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

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處
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國語文組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衛理中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學生文藝

香港中文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

日期

17-01-2018
30-01-2018
01-02-2018

04-03-2018
09-03-2018
12-03-201812-03-2018
14-03-2018
17-03-2018
14-04-2018

18-04-2018

21-04-2018

25-04-2018
04-05-201804-05-2018

12-05-2018

19-05-2018

教師
專業團隊

對外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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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科繼續接受教育局校本支援組邀請，成為「專業發展學校」，統籌及執行「優化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領
域的科目的學與教――雲端教學平台及移動學習方案」計劃，每年支援三所學校發展生活與社會科的電子學習；本科老師
亦獲多間學校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舉辦多場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分享教學設計心得及施行果效，促進聯校教育學習
的發展。

一直以來，本科積極協助教育局推動基本法教育活動，並將多年來已發展及累積的基本法教育成果，以及在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所舉辦的十多場《憲法與基本法》簡介會分享和教材套，上載至教育局網頁，與其他學校同工分享。

主講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李浩然老師

主題

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憲法與基本法」單元學與教資源
和策略簡介會——「憲法與基本法」學與教材料的設計理念
和特色如何調適相關的學與教資源促進學生了解《基本法》
的理念和重點
教師發展日：
如何進行電子化的學與教如何進行電子化的學與教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如何利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進行電子化的學與教
教師發展日：
如何進行電子化的學與教
教師發展日：
如何進行電子化的學與教
通識教育科教師工作坊：通識教育科教師工作坊：
如何於通識教育科進行電子化的學與教
教師工作坊：
如何利用數據視覺化方式加強人文學科的學與教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如何優化Chrome瀏覽器使用以助電子化的學與教
「錢家有道」教材分享會，教材使用分享： 如何利用「錢家「錢家有道」教材分享會，教材使用分享： 如何利用「錢家
有道」教材套於生活與社會科使用
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以電子學習提升生活與社會的探
究學習
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基本法》及『社會體系與公
民精神』的電子學習」工作坊——如何於生活與社會科進行
基本法的電子學習

邀請單位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嘉諾撒培德書院

聖公會聖匠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台灣台南市金城國民中學

嘉諾撒培德書院

明報教育出版社
金融管理局合辨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日期

09/2017至
12/2017
（共五場）

17-10-2017

24-10-2017

25-10-201725-10-2017

25-10-2017

24-11-2017

06-04-2018

11-04-2018

07-05-2018

09-05-2018

16-06-2018及16-06-2018及
23-06-2018
（共兩場）

主講

陳志堅副校長
蔡仁桂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蔡仁桂老師
蔡淑榕老師
曾笥湲老師曾笥湲老師
莊繞蔓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蔡淑榕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陳志堅副校長

陳志堅副校長
蔡淑榕老師
陳志堅副校長

主題

論文發表：虛擬實境教學對提升香港
初中學生中文描寫文寫作能力成效研究
School-University Partnerships 
Symposium 2018 Teacher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the age of STREAM：
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VR 虛擬實境——提升中國語文素養

資優教育年終分享會
可不可能的任務——談文學傳承
類型閱讀與寫作
周年分享會：
「以校本中國語文課程提升學生語文素養」
作家夜話

第十二屆香港文學節——炎炎夏日誦妙詩第十二屆香港文學節——炎炎夏日誦妙詩

中國文學：小說創作工作坊

邀請單位

第22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

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局 資優教育組
匯智出版
突破出版社
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處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處
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國語文組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饒宗頤文化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日期

26-05-2018

12-06-2018

15-06-2018
21-06-2018
26-06-2018
28-06-2018

06-07-201806-07-2018

10-07-2018

14-07-2018

■ 蔡仁桂老師分享學術論文。

為提升教學效能，本校中文科結合電子教學。陳志堅副校
長、蔡仁桂老師、曾笥湲老師、蔡淑榕老師、莊繞蔓老師就虛
擬實境寫作教學進行教育研究，並撰寫學術論文，論文獲第22
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單位取錄，研究老師獲邀到廣州
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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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局VR工作坊留影

■ 2017 教育卓越中心授憑儀式

由2012年起，本校連續六年獲選為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教育
中心計劃的成員學校，推動資訊科技在教與學層面上的運用，共有5位
來自不同學習領域的老師，包括：張家麒老師、唐婉雯老師、李浩然
老師、簡清揚老師、李天民老師，代表本校向全港學界介紹教育應用
資訊科技，5位老師均曾經借調到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參與卓越教
育中心工作。

本校借調老師一直按本港教師需要，及電子教學的最新趨勢舉本校借調老師一直按本港教師需要，及電子教學的最新趨勢舉辦
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的知識及造詣，以啓導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至今已舉辦過百場工作坊及提供到校支援服務，協助教師在教學上建立具體使用電子教科書及電子學習資源的方法。本校
以教育局教育卓越中心為平台，擴展學習社群並分享電子教學的良好實踐經驗，尤重推動全校雲端教學平台、運用虛擬實
境、「翻轉」教室及電子學習資源等教學活動。

未來，本校老師將繼續參與不同的研討會及到訪各間學校，緊貼資訊科技發展趨勢，同時亦會接觸本地資訊科技業未來，本校老師將繼續參與不同的研討會及到訪各間學校，緊貼資訊科技發展趨勢，同時亦會接觸本地資訊科技業界
的機構，加深對新技術的瞭解，試行各種軟件、硬件在教學中的適用性。本校老師亦準備在下學年的教師發展工作加強資
訊科技培訓，除了推廣各項資訊科技應用（例如雲端平台的進階應用等），推動校內同工將其運用於教學層面，也會建構
交流平台，分享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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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主題

Google Classroom的教學應用

有效運用雲端服務於通識教育科

運用Google Site 設計互動課堂

如何推展「翻轉課室」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推行的教學應用推行的教學應用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的管理員設定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Google Classroom的教學應用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推行的教學應用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推行的教學應用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推行的教學應用
如何保障學校的網絡和資訊安全

邀請單位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荃灣官立中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陳瑞祺喇沙小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聖博德學校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石籬天主教中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樂善堂小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喇沙書院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日期

22/09/2017

23/09/2017

06/10/2017

06/10/2017

23/10/2017

30/10/201730/10/2017

31/10/2017

02/11/2017

06/11/2017

09/11/2017

10/11/2017

15/11/2017

24/11/201724/11/2017

08/12/2017

13/12/2017

主講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李天民老師
張家麒老師

主題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推行的教
學應用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推行的教
學應用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有效運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推行的教學應用
有效運用雲端服務於通識教育科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進階程度）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使用版權作品作學與教用途」研討會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電子學習工具促
進自主學習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台（基礎程度）

邀請單位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聖公會基榮小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日期

18/12/2017

22/1/2018

29/1/2018

31/1/2018

5/2/2018

7/2/20187/2/2018

12/2/2018

9/3/2018

12/4/2018

13/4/2018

16/4/2018

17/4/2018

5/6/20185/6/2018

7/6/2018

12/6/2018

14/6/2018

15/6/2018

19/6/2018

21/6/2018



本年得區內不同小學到訪交流參觀，到訪學校包括：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聖公會基福小學、聖公會基愛小學、聖公
會聖紀文小學、聖公會聖多馬小學、聖公會基榮小學。本校同學亦幫忙接待小學師生，向母校的師弟妹分享中學校園生活
點滴。

為了讓同學體驗中學生活及課程，裝備自己，迎接全新的挑戰，本校一如往年為即將升中的小六同學舉辦「中學生活
體驗課程」。「中學生活體驗課程」分為兩日，涵蓋的學科及學習主題包括：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通識教育、科學
與科技、電子學習，以及科學與科技，使參與同學能全面認識及體驗中學課程，為升中作好準備。

本校於2017年11月18日舉行中一入學面試講座，旨在讓小六同學及家長掌握升中選校策略，及為中一入學面試作準
備，參與講座的家長與同學坐滿學校禮堂。

18-19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人數達419人，比往年上升了108人，升幅達34.7%。

2017年11月到12月期間，本校到訪區內小學，包括：聖公會基榮小學、聖公會聖紀文小學、聖公會基愛小學，並舉
辦「中學生活面面觀」，與家長和同學分享中學校園生活點滴，並介紹莫慶堯中學。

香港九龍深水埗海麗街1號   |   2577 5347   |   info@smcc.edu.hk

■ 校訊顧問：錢群英校長
■ 老師編輯：陳志堅副校長、吳偉洪老師、譚美娟老師、林敏蘭老師、鄧美貞老師、曾笥湲老師、莊繞蔓老師
■ 鳴        謝：各組別負責老師及同學

編輯

小學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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