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文比賽
冠軍： 1A李達堯	2E梁暐琦	3E劉樂怡	4A洪嘉寶	5E李瑜瑛
亞軍： 1A徐可珊	2D梁敬之	3C鄺芷平	4A羅琳	 5E賴倩韻
季軍： 1B李凱琳	2D陳浩軒	3C馬嘉欣	3D劉樂儀	4A黃婉瑩	4E鄭秀麗	5E張穎欣

中一級快而準查字典比賽
勝出班別：1A及1D
各班優勝組別
1A： 黃子楠	黃子瑜	

徐可珊	黎浚銘
1B： 朱穎然	陳子誠	

梁灝謙	黃雅軒
1C： 溫景峰	黃伊榕	

容婉芬	陳明政
1D： 巫錦榮	蔡偉杰	

黃蕾　	張耀軒
1E： 朱君彥	曾穎欣	

黃倩儀	何嘉俊

周會問答比賽
	 		冠軍					亞軍
中一：  1E	 1D
中二：  2D	 2C
中三：  3E	 3C
中四：  4A	 4D

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高級組： 5E關海儀			5E李瑜瑛			4D王紫晴	 	4D周倩怡	5D鄺映桐	
	 	 	 	 	4E庾恩晴	5E葉素麗
	 	 	 	 	4E葉彤
初級組： 3E張家俊			3E黃子霖		3C	趙佩怡	 	1B阮文軒	3D王得焜		

	 	 	 	1C顧家瑋	3E胡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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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活動

今年中文周主題為【孝】，周內舉

行了「徵文比賽」、「硬筆書法比賽」、

「朗誦優勝者及中樂表演」、「元宵燈會」、「中一查字典比賽」、「毛筆書法工作坊」和「中文周

問答比賽」等活動，同學藉此反思孝義、感念親恩。中文周的高潮莫過於在小禮堂的「元宵燈會」，

既有流動書室，亦有猜燈謎、繞口令、粵普對譯的攤位活動，今年還增設了傳統麥芽糖餅售賣，吸引

大批同學參與，場面熱鬧。另一焦點活動「中文周問答比賽」於禮堂進行，同學須就

一連串有關中文、文化及中史常識的問題進行比賽，爭取最高分數；除台上班代表同

學參賽外，台下同學亦須參與，各班實力旗鼓相當、競爭激烈。

今年中文周，同學參與踴躍，令中文周活動於沸沸揚揚聲中圓滿結束。今年盛況

依舊，期待明年中文周載譽重來。

中文周各項比賽賽果：

花燈為活動添姿彩

師生共享書法樂趣

特邀黃燕萍老師舉辦文憑試語文講座

周淑英老師中樂示範

中一同學認真查考字典
在問答比賽中與
組員熱烈討論

同學積極參與猜燈謎活動



Hands-on discovery learning at the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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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活動

On 11 March, a group of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our school set off to visit 

the Asia Society Hong Kong Centre. Due to its prime location near Central and its 

storied past, the site serves the society's goal of promoting culture to the public 

through an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society offers students free 

programmes and school trips to the site which are aimed at expanding students’ 

interests, enhancing their visual literacy, nurturing their creativ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observation skills. During this tour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nd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sit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cultural institution.  Our students discovered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ite, both natural and man-made,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measures employed to conserve and preserve the sit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its unique and distinctive architectural design. 

A School Visit to the Asia Society Hong Kong Centre2017

On 18 February, 9 English Ambassadors found 

themselves at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The students were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over 70 per cent of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s 500 

exhibits are hands-on, meaning you can 

literally play around with a broad spectrum 

of cool topics, including robotics, virtual reality 

and transportation. 

A School Visit to the Science Museum2017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6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26 November at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This was a unique intercultural learning event where 

over 40 foreign students from 15 countries shared their culture with more than 

1,000 students from over 70 local secondary schools. This one-day event allowed local 

students glimpses of cultures from Sweden to Thailand. We were delighted 

to have 8 English Ambassadors visiting th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this year.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exchange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During the visit, our students learned differen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se countries. They also tried out their food, played 

their games and joined the folk dance. This unique experience at 

the fair helped them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differently 

people live around the world. Indeed, such fairs lik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help students step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and explore themselves.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6



On 16th March,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e to Hong Kong and Macau 

visited our school, which was organised as part of Clipit 2017 Student Film Competition. Laura Marshall, 

one of the EU Officers, talked about what the European Union is, its history and its twenty-eight member 

countries. They also provided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with the current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EU. At the end of the talk,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chance to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EU and its maritime development. 

EU Officers’ visit to our school

On 25th Ma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our school participated in an iPad Workshop 

organised by the EDB NET Section team. The workshop 

took place in the English Corner and was facilitated by 

Phillip Weber and Peter Broe, Regional NET Coordinators. 

The English teachers were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workshop 

so they could observe the lesson and reflect on different 

ways how technology enhances learning and interaction 

in English lessons. This workshop was highly practical and 

demonstrated a range of ways iPad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to develop students'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communicative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were drawn to the 

technology quickly and were able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in English while using the apps (Nearpod & Adobe 

Spark Video) and creating a short video.

iPAD Workshop

On 15th May,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visited Colliers 

International HK Office, conveniently located on the 57th floor of 

Central Plaza. This community programme was co-organized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the help of Scholastic 

Hong Kong. The mission of this school outreach programme was 

to inspire students from local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to 

seek personally satisfying career paths and a socially productive 

future as well as to have a more global outlook. 

Secret to Success

A fruitful workshop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ents attending the talk 
'Secrets to Success'

Student learns 
to describe what 
they have seen 
on the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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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hool Visit to the Science Museum2017

Gain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speakers 
sharpened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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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is	Fun”	
是以英語進行之課後科學活
動課程，本年度設有兩班，
由Synergy	Education	公
司的外籍活動導師負責，導
師們以創意與同學一起進行
不同的有趣實驗，深受同學
歡迎。

Science is Fun活動

水的用途廣泛，不過本港的水資源有限，要倚靠內地輸入東江
水，很多老師都教導學生要珍惜水資源。和富企業與公開大學最近舉
辦「水資友計畫」（Adopt	a	Water	Buddy	Program），通過溪
流考察的方式，帶領本港中學生了解本港河流生態及水中生物的多樣
性，推廣珍惜水資源的環保意識。

此計畫由公大科技學院團隊教授同學如何採集水質樣本及檢測水
質的技巧和知識，本校派出約二十五名中三同學參加考察，學生須完
成三次考察及一堂理論課，並且必須在計畫後向同校其他同學展示學
習成果。

同學大約有三次分別在沙田城門河考察上、中及下游的機會。每
次考察之前，公大的教職員會先向學生簡介行程和目的，其後再出發
至城門河，利用在大學才會用到的採樣儀器採集水樣本，再帶返公大
實驗室進行化驗，他們亦會帶備其他儀器，在現場觀察水質參數，讓
學生了解在不同區域的水質變化。

考察之後，學生會返回公大實驗室，將在城門河採集的樣品放在
顯微鏡下觀察，計畫除了教育學生水知識外，亦有研究部分，包括檢
測水樣本內的營養物和生物多樣性。學習不止在課室之內，今次計畫
正好提供機會讓學生走出課室。

堅樂同學學驗水 學做環保「水資友」

「準備發射，5…4…3…2…1…發射！」

本校五位中二同學參加2017年5月28日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之全港水火箭

比賽2017，雖然參賽學校眾多，但同學仍在130多位參賽者中榮獲：

公開組冠軍  及  中學組亞軍

同學在比賽前努力練習，實踐堅持不懈的科學探究精神。在比賽中，同學經歷困難的比賽條件	(今年

發射時間非常緊迫)，仍能獲取此佳績，特此恭賀！	

全港水火箭比賽中獲取公開組冠軍及中學組亞軍

科學科活動

得獎同學名單：

2A	温恩賜	(公開組最佳記錄)	 2A	楊民齊

2E	郭勝添	(中學組最佳記錄)	 2E	陳靖朗		2E	葉健浩

雜誌<<兒童的科學>>將於7月
刊登本校獲得這獎項的報導，家長亦
可參<<香港01>>	報導	【STEM．
多圖】「全港水火箭比賽　設公開組
　學生家長老師聯手發射」：

負責老師：吳浩昌老師
參加者名單：
3E	陳嘉怡		3E	陳舜鈞	 3E	陳琬賢		

3E	張家俊		3E	鍾曉妍	 3E	黃慧雯

3E	林錦瀅		3E	劉樂怡	 3E	廖穎琪

3E	盧俊傑		3E	黃宇恒	 3D	陳耿軒

3D	朱浩賢		3D	何鈺澎	3D	郭意豪

3D	蘇俊梅		3D	杜心絃	3D	王得焜

3D	許賢杰		3D	余思琳

負責老師：蔡開華老師、吳浩昌老師
同季名單：
1D	鄭曉琳	 1D	張若瑩	 1D	莊建偉	 1D	洪焯楹	 1D	李憬雲		

1D	李廣進	 1D	譚文華	 1E	陳藹晴	 1E	陳瑞群	 1E	鄭晴天

1E	郭一杰	 1E	何家興	 1E	葉佩君	 1E	甘信依	 1E	梁暉壕

1E	梁愷盈	 1E	李文傑	 1E	廖梓朗	 1E	伍嘉隆	 1E	曾穎欣

1E	謝希兒	 1E	黃倩儀	 1E	王詠儀	 2D	陳章軒	 2D	陳浩軒

2D	何慧妍	 2D	何羽峰	2D	林凱鋆	 2D	林嘉寶	 2D	劉恆源

2D	黃靖幗	 2E	陳靖朗	 2E	陳熙勻	 2E	陳雯靜	 2E	程偉軒

2E	詹藝華	 2E	簡朗傑	 2E	郭文如	 2E	郭勝添	 2E	劉家亨

2E	劉業威	 2E	梁恩祈	 2E	李嘉明	 2E	李峻灝	 2E	任銘政

2E	邱嘉敏	 2E	楊靖琳	 2E	葉健浩	 3D	熊家樂	 3D	許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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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舉辦兩次少數族裔考察活動，安排中四

級同學外出考察元朗少數族裔社區(樂施會協辦)、尖

沙咀重慶大廈及清真寺(文化交遊協辦)，配合今日香

港「生活質素」及「身份認同」單元教學，讓同學認識香港少數族裔的貧窮問題，並透過導賞和小任務，了

解少數族裔在港的生活情況，思考個人如何回應香港少數族裔的貧窮和歧視問題。

少數族裔社區考察

通識科活動

學校通識科連續第七年舉辦高中班際辯論比賽，目的是要讓同學將課

堂所學到的單元知識及概念，用以分析當代社會熱門議題，建立批判思考能

力，並提高學習本科興趣。承蒙校長、副校長及中文科老師們，抽空擔任評

判工作，給予學生寶貴意見。本年度高中班際辯論比賽結果如下：

中四、中五班際辯論比賽

中四級

場次 日期 題目 正方 反方 勝出
班別

最佳
辯論員

初賽(1) 21/2/2017 港府應就標準工時立法 4B 4A 4B 4B廖千霆
初賽(2) 22/2/2017 港府應就標準工時立法 4C 4E 4E 4E陳家浩

準決賽 3/3/2016 港府應推行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 4D 4E 4E 4D鄧凱琳

決賽 17/3/2016 港府應發展郊野公園用
地建屋 4B 4E 4B 4E鄭秀麗

中五級
場次 日期 題目 正方 反方 勝方 最佳辯論員

初賽(1) 5/10/2016 校園禁止討論
港獨弊大於利 5D 5E 5E 5D黎咏詩

初賽(2) 12/10/2016 校園禁止討論
港獨弊大於利 5C 5A 5A 5C劉海盈

準決賽 17/10/2016
司法覆核有助
提升港人生活
質素

5B 5E 5E 5E關海儀

決賽 23/11/2016

就目前中國情
況，收窄貧富
差距比經濟發
展更符合國家
利益

5E 5A 5A 5A黃淑婷

通識科利用高中周會課平台，於2016年10月28日舉辦中六級通識畢業話劇

Show，每班按獲編配的劇目，自編自導自演8分鐘話劇，目的是總結三年高中

所學知識及概念，讓學生能夠明白跨單元思考的重要性。

中六級通識畢業話劇Show

班別 劇目名稱 涉及單元 概念 獲獎

6A 寧願一世做樓奴?! 今日香港：
生活質素

地產霸權、供樓負擔、
人均居住面積 通識達人獎	(最能符合通識精神)	–	亞軍

6B 來生不做香港人? 今日香港：
身份認同

文化差異、水貨客、
國民身份認同 最具人氣大獎	(觀眾選出)	–	亞軍

6C 今生不做中國人?!
現代中國：

改革開放下的社
會民生狀況

文明旅遊、販賣人口、
社會倫理道德 算死草大獎	(最具成本效益)	–	亞軍

6D 師殺學生：學業VS夢想 個人成長
夢想	/	填鴨式教學	/	
青年向上流動	/

	自殺率

1.	通識達人獎	(最能符合通識精神)	–	冠軍
2.最具人氣大獎	(觀眾選出)	–	冠軍

3.最大鑊飯獎	(合作獎)

6E 飢餓格格：向港獨說不?!.....
今日香港：
身份認同

民族自決	/	港獨	/	
普教中	/	赤化

算死草大獎	(最具成本效益)	–	冠軍

堅樂視帝視后獎 – 各班所有演員

學校通識科於全方位學習日(二)安排中一全級分4組，

分別參觀猶太教會莉亞堂、道教蓬瀛

仙館、佛教東蓮覺苑及伊斯蘭教愛

群清真寺，讓同學了明白香港社

會的多元文化。

中一級宗教場所體驗活動

參觀道教蓬瀛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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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禮堂銷售情況
同學認真點貨

爭取校友日的商機

勇奪亞軍

訪客大感興趣 匯報情況

與評判合照

營商不忘關懷長者LIKE

學生名單

4A陳子熙 4A趙俊昇 4A葉詠蒽

4A李榮基 4A盧炬丰 4A羅諾希

4A蘇俊明 4A黃天祐 4A葉嘉雄

4B廖千霆 4D陳諾汶 4D郭勝濤

4E陳澤聰 4E吳籽欣 4E叶彤

5D姚嘉蕙 5E鄺曉彤 5E賴倩韻

5E杜振宇 5E胡嘉豪 5E張靖敏

經濟科活動

本校中四與中五級經濟科二十一位同學，參加了

伙伴教育基金會與香港榮華餅家合辦第一屆「真．老闆

選拔賽2017」，並在比賽中獲得亞軍。

是次比賽主要是希望學生能透過在校內售賣產

品，認識實際市場營商運作及技巧，嘗試解決市場突發

問題，學習製定產品價格及推銷產品策略。

同學需在指定時間，向有關評審報告整個校內銷售過程、策略及盈

利，並即時解答評判的提問。

事實上，同學在整個比賽中表現出色，盡顯堅強無畏精神。特此恭

賀高年級經濟組同學，希望日後能再次發揮堅強無畏精神，奮勇向上。

真老闆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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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領域－應用學習

本校應用學習課程提供不同課程供同學選擇，本年度16-17學年的中五及中六同學選讀了不同課程，

如「形象設計」、「酒店營運」、「西式食品製作」及「電腦遊戲及動畫製作」。

作為中學文憑考試的其中一科選修科，學生在應用學習科目取得的

成績，將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上。成功完成課程的學生，成績

等第為「達標」或「達標並表現優異」。

本年度6A陸嘉怡同學(酒店營運)、梁諾宜同學(西式食品製作)及

6E梁泳欣同學	(形象設計)於修讀應用學習課程有出色的表現，獲羅氐慈

善基金及教育局頒發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酒店營運

課程目標是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下，學

習酒店營運的基礎知識和有關客務部、房

務部及餐飲部的實務操作技能。本年度5B

邵冠樑獲選參加職業訓練局舉辦的酒店營

運競技比賽，並獲「最佳團隊精神獎」。

形象設計

課程目標是協助學生了解形象設計業概況、特色及責任，展示個人時裝

意念，建立個人形象。

西式食品製作

課程目標是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下，學習有關基本美食學、食品原材料、食物衛生與安全知識等，透過

培訓提升學生對款待業及西廚服務業的興趣，培養良好的服務文化，建立自律及團隊精神。

電腦遊戲及動畫製作

應用學習課程目標是培育學生掌握不同媒體的知識和技巧、啟發創意，應用於設計及製作電腦遊戲及

動畫中。

歷史科活動

本年度歷史科舉辦了不少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增加同學的學習興

趣和擴濶歷史視野，同學皆積極參與，更被老師和校外導賞員稱許。

活動簡介：

1.	 全級中一同學參觀「永生傳說	—	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一睹	

	 木乃伊和相關的出土文物。

2.	全級中二同學在中上環進行考察，並作專題報告。

3.	全級中二同學觀賞電影「一個快樂的傳說」，認識猶太人在納粹	

	 統治下的苦況。

4.	高中同學參觀懲教博物館和赤柱軍人墳場，更要預備史料向同學	

	 簡介參觀地點的歷史背景和補充相關史實。

5.	高中同學參與《消失的檔案》電影放映會和討論會，深入認識	

	 67暴動的真相。

6.	全校參觀「辛亥革命：施塔福攝影展」，從不同角度了解辛亥革	

	 命的情況。

中一同學參觀木乃伊展覽留影

同學專注聆聽導賞員講解監獄情況

同學專注觀看辛亥革命攝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