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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秉承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辦學的宗旨，以「正心修身」為校訓，透過讓學生

認識福音，培養學生以仁愛待人，勤誠律己。我們相信上帝賦予人生命無限尊

貴與美善，每個人皆具潛能與良知，只要我們能夠在其成長的路上給予機會，

他們必定可以潛能盡展，閃耀光芒。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我們的任務是要培育「為理想而堅持」的學生。要更有效

地培育同學成長，我們提倡以「學生為本」的精神，刻意地營造樂觀、信任、

關懷、尊重的氛圍。我們相信每位同學均有不同的潛能，透過課堂內、

外的學習歷程的啟迪及發展，實踐【好學、學好】的精神，

對其日後成長均有無窮的助力。

校長的話

梁冠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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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潛能

為宣揚感恩信息，啟發潛能組舉行「我最喜愛⋯⋯」選舉及
感恩明信片設計比賽，給予同學機會向老師、職員、工友及
家人表達謝意。

此外，啟發潛能教育組又在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辦信義大使
領袖培訓工作坊，讓同學學習接待外賓及了解良好服務態
度的重要性。

在教育過程中，本校除了著重學生的邏輯思維外，亦重視學生
的品格發展，以各種教育方式引導學生建立個人的社交能力、
正確的價值觀，從而培育他們日後以積極樂觀的態度迎接人生
中各種挑戰。

及及
及敬師節，甜在心敬師節，甜在心

信義大使迪士尼樂園考察信義大使迪士尼樂園考察

咸柑桔製作，學生家長齊敬師咸柑桔製作，學生家長齊敬師 中一生活營，共建信義大家庭中一生活營，共建信義大家庭

感恩名信片得獎作品感恩名信片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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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嚴而有愛
訓輔並重

倫理及宗教科
本年度倫理及宗教科參加了長者安居協會舉辦的「生命‧歷情」教育計
劃，學生透過參加跨代共融活動、工作坊及分享會從而學懂珍惜生命及
時間，建立對長者關愛及尊敬之心。

同學透過參加各種訓練活動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團隊合作性。在參加
風紀訓練日營中，風紀同學加深了對團隊成員的優、缺點，明白互補不
足、互相包容的重要性。

此外，通過參觀懲教院所，讓同學知道更多更新人士的生活，從而明白
奉公守法的重要性，亦讓他們理解知錯能改的道理，日後更關注社會上
更新人士的情況，並且予以接納。

輔導組
輔導組每年也會舉辦德育演繹比賽，由高中同學以班際比賽形式參加，
令學生能寓娛樂於學習。去年的比賽主題是「善用網絡，心情快樂」。
過程中參賽同學粉墨登場，深化對議題的認識和反思，觀賞的同學也受
到啟發。另外，「思健學會」的成員透過為同學及精神病康復者舉辦不
同形式的活動，宣揚精神健康的訊息，與及正面處理壓力及表達情緒的
方法。成員透過構思、籌備及帶領活動發揮潛能，提升自信心。除此之
外，輔導組亦參加“YOUTH DREAM MAKERS”工作坊，學生透過名人
─莊陳有先生分享尋找夢想之歷程及經驗，培育他們積極的人生態度和
正確的價值觀，從而啟發他們規劃正向人生。

patience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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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陳有先生分享尋找夢想的歷程莊陳有先生分享尋找夢想的歷程

同學在訓練營學會協作和包容同學在訓練營學會協作和包容

思健學會宣揚精神健康訊息思健學會宣揚精神健康訊息

思健學會的攤位遊戲獎品豐富



本科推行自主學習及行動學習，提升同學學習普通話的能力。每年本校會訂立普通話日，當中設
計的攤位遊戲讓學生能善用普通話。另外，同學亦參與「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
劃」，與國內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有助學生與國內學生多作交流，提升聽、說普通話的能力。

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有助提升同學英語水平。本校的英語音樂劇多年來深受社區人士，校友、家
長和同學歡迎。2016年的英語音樂劇主題為“The Perfect Gift”，劇情描述森
林裡不同動物角色尋找和平共融的心路歷程。幕前和幕後協助
同學通力協作，令當晚演出相當成功，觀眾評價正面，學生能
透過英語音樂劇延展英語學習，體驗“Language Art”。

普通話科

英文科

本校中一至中三開設兩班英文班本校中一至中三開設兩班英文班

中一至中三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科學、物理、化物、生物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
學語言／校本課程

歷史、數學、電腦、地理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中史、通識、音樂、體育、宗教、普通話、視覺藝術、
歷史 *、數學 *、電腦 *、地理 *(* 有英文語延展教學活動）

中四至中六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數學延展課程

視乎情況按班別／組別
訂定教學語言／校本課程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通識、中史、倫理與宗教、體育、資訊科技、倫理科、
視覺藝術、藝術發展科

本校一直重視同學兩文三語的能力，包括中文、普通話及英文。因此，
學校鼓勵同學在平日課堂上積極用不同語言，例如英文課堂以全英語範
式與同學溝通。本校還在其他活動中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同學能夠
提升不同語言的能力和水平。

兩文三語

ft 劇情描述森

兩文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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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生活中學習自主學習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31)

自主學習

電子學習

生活中學習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學校亦非常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以擴濶同學的
知識廣度及深度。自主學習能訓練同學的獨立思考能力，如主導自
己的學習進程、訂立學習目標等，加深同學對課題的了解和興趣，
以致讓他們找到學習本科的法門，甚至情操，比知識的單向傳授，
更為重要。

本著學生能愉快而有效地學習以適應資訊發達的社會，本校為同
學提供資訊科技教學，課堂上，學生會以資訊科技設備輔助學習，
課堂外，學生跟隨老師運用多媒體範式出外作實地考察，例如地理
科、歷史科帶領學生到上環及山頂考察等。

本校致力推動學生以體驗方式學習，例如安排學生到世界各地交
流、邀請嘉賓為學生分享等，使學習不再局限於某一地點或人物，
為學習增添趣味、提升學生學習動力，讓學生懂得從日常生活中學
習，擴濶見識，學以致用。

齊心建構
學習範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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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閣提供豐富學材讓學生自學摘星閣提供豐富學材讓學生自學

平板電腦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效益平板電腦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效益

本校大力提倡STEM學習本校大力提倡STEM學習

學生親身參與有機耕種學生親身參與有機耕種

學生到外地考察，擴闊眼界學生到外地考察，擴闊眼界



完善配套 雅緻明淨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4：13) 

圖書館視覺藝術室

信義會教堂信義校園

實驗室

信仰主軸——奔跑不放棄
本校舉辦多項環繞「奔跑不放棄」為主題的宗教活動，鼓
勵學生發揮恩賜，事奉上帝。活動包括：班際金句海報設
計比賽、與主同行讀經運動、現場敬拜/點唱詩歌、五色天使串珠、圖章樂滿FUN攤位
活動、福音使徒行動，學生藉以傳播整全的福音信息，讓學生探索信仰真義。

堂校合作——靈命增長
信義會真理堂與本校合作，共同培養學生的靈性，協辦的活動包括「宗教之星」、
「聖經科獎勵計劃」和「聖經朗讀比賽」等。

信

堂校合作

電腦室電腦

視視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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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  教學相長

融合教育

學校教師組成不同的學習圈，在各科組推動教學研究，建構專業學習型社群，
並屢獲教育局及他校邀請分享不同範疇的校本經驗。

中層培訓

教師專業發展

信義領袖訓練

本校關心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設融合室並設置點字
及文字放大器材供融合生使用。同時，老師更邀請學生擔
任融合小天使，使同學在學習及成長過程中互相關顧，從
而提升校內和諧共融的氣氛。此外，學校更與外間機構聯
繫舉辦活動，例如香港盲人體育會等，以傳遞校內傷健共
融及關愛的信息，從而建立親和兼容的校園文化。另外，
本年度學校成為教育局資源學校之一，常與他校老師分
享推動融合教育的經驗。

與台灣教師交流教學心得

與台灣教師交流教學心得
教師行動學習分享會

電子教學分享會英文科教師電子學習培訓英文科教師電子學習培訓

領袖生就職典禮領袖生就職典禮

練

動學學 分享分享會會
教師行動動學習分教師教師行動行動學習學習分享分享會會

子 享享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子子教教 會會會會電子電子電子電子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會會會會會

老師擔當領跑員與同學一起享受老師擔當領跑員與同學一起享受
跑步的樂趣跑步的樂趣

四社社長交接儀式
四社社長交接儀式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詩篇46:1-3)

環球教室 拓濶視野
面對社會的高速發展，擴闊視野的學生成長活動計劃是不可或缺。本校透過帶學生到
不同國家交流，例如美國、德國、瑞典、台灣和內地歷史名城，開闊眼界。同時本校
刻意安排多樣化的人生導航計劃和宗教活動，讓學生在老師的關懷及信仰的引導下開
闊眼界，發掘自己的人生路向。

北京

四川

新加坡新

寧波

四川四四
武漢

西安

佛山佛山佛山佛山佛山佛山佛山山山山山山山
東莞

佛山佛山佛山
廣州

東莞東東東東東
前海

莞莞莞莞莞莞莞莞 澳門

英國 德國

意大利丹麥

德
瑞典

佛佛佛佛佛佛佛佛
鄭州鄭鄭鄭鄭

張家界
廣廣廣廣廣廣廣州鄭州鄭州鄭州州

黃山

佛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界界界界界界
肇慶

家家界界界

英

德國交流團德國交流團

瑞典交流團瑞典交流團 河南省鄭洲洛陽及黃河管理之旅
河南省鄭洲洛陽及黃河管理之旅

意大利交流團意大利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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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台灣

日本

韓國
加拿大

田納西州 

美國

納

印第安納 

紐約 

生涯規劃台灣之旅生涯規劃台灣之旅

河南省鄭洲洛陽及黃河管理之旅

同行萬里-湖南張家界、
同行萬里-湖南張家界、長沙、株洲長沙、株洲

寧波交流團寧波交流團

美國交流團美國交流團

黃山考察之旅黃山考察之旅

學員心聲

我在學校舉辦的瑞典交流團旅程中認識了來瑞
典、義大利和丹麥等國的朋友。我亦玩了好多第
一次接觸的運動，例如雪地摩托車、滑雪、看冰
上曲棍球比賽。這旅程中最刺激的體驗莫過於在
零下水溫的泳池游泳。這個旅程雖短，我帶回家
的回憶卻是滿滿的。

4B 葉嘉榮 瑞典

9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篷。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詩篇91:10-11)

信義舞台
光彩顯現

同學在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比賽表現優異
同學在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比賽表現優異

Musical 表演劇照Musical 表演劇照

信義管弦樂團表演信義管弦樂團表演

初中同學在Musical 也有不少戲份

初中同學在Musical 也有不少戲份 聖誕歌唱比賽聖誕歌唱比賽

聖誕詩歌比賽聖誕詩歌比賽

藝林美展開幕禮表演
藝林美展開幕禮表演

聖誕頌歌節歌唱表演
聖誕頌歌節歌唱表演

學校開放日藝術表演
學校開放日藝術表演

信義舞台─長笛表演
信義舞台─長笛表演

聖誕歌唱大賽
聖誕歌唱大賽信義舞台─集頌表演

信義舞台─集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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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載情誼

身型魁梧的戚偉強先生在「校友重聚日」中，甚是友善可親，
不僅提前到校回憶舊日的一點一滴，更分享到以往在校園的讀
書生活。他說，以前上學，是「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的
一段日子；每次在籃球場打完籃球後，總是會到窩打老道的圖
書館或是油麻地公共圖書館溫習──因為那個年代，同學都著
重高考，他深深明白什麼時候是關鍵時刻，縱然有所玩樂，也
不會荒廢學業。他亦勉勵學弟妹們，困難是人生旅途上必然會
遇到的，可千萬不要因一時之失敗而氣餒；人生沒有必然，就
算踫壁，也必能重來。

舊生支援
半載情誼

周家廣 (76 年校友 )
周家廣先生說話時文質彬彬、舉止有禮。訪問期間被校友同學「揭發」
下，才得知他是當年文科班考第一的班長，無怪乎形神皆散發著儒雅之
風。他回憶道，七十年代能升上中六、七的同學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由於當時的本地大學只有中大及港大，最終能升讀兩間大學的，全班
只有十分之一，那是一個汰弱留強的年代，只有競爭進取，才能邁向理
想。最終，他入讀了香港大學的社會科學系，當中關鍵除了平日專心上
課，更要自發、自主地搜羅會考題目來操練，不僅時常背誦記憶，更會
另寫筆記。這種精益求精，正是他一路貫徹的讀書態度。

何卓榮 (76 年校友 )
一身黑西裝，紮起長髮，英氣洋溢的何卓榮先生，同學們都稱呼他為「大
盜」──不知者初聽下定必疑惑──但原所謂「大盜」乃「大導」是也。何先
生曾與周潤發、鄭少秋、劉德華等明星合作，在《阿郎的故事》（八十年代香
港著名電影）中擔任副導演的他，亦有一番金石良言跟學弟妹訴說。他認為學
習上一定要訂立清晰的目標：如果一個興趣、性格適合文科的同學因朋輩、
家長的壓力而選擇了理科，這個世界便會少了一個人才。所謂的困難，因人而
異，一個人的承受力及綜合能力愈高，困難便會因此而消失。談吐間，可見何
先生「君子」之「重」，卻又不失幽默。他說他從來不接受其他人的採訪，這
次破格為例，其充滿哲理之談，實在教我校的學子獲益良多。

戚偉強 (76 年校友 )

周周
周
下
風
由
只
想
課
另

戚偉強先生(左一)與周家廣先生(左二)戚偉強先生(左一)與周家廣先生(左二)
與同學合影與同學合影

76年畢業生留影76年畢業生留影

何卓榮先生與同學合照
何卓榮先生與同學合照

1995-1997畢業生重聚日留影1995-1997畢業生重聚日留影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1:3)

豐碩纍纍
多元才能

學術

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全港初中學生作文比賽 亞軍 3B傅千蓉

季軍 1A余紀因

優異獎 3B廖嘉寧 3C曾悅怡 3D林洪鑫 3D 黃志豪 1C周曉俐

智愛中文網上閱讀計劃 金獎 2A梁子桐

第 67 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比賽普通話詩詞女子獨誦

季軍 4A姚議晴

優良 3A鄭晴晴 3B 傅千蓉 3B 李紀禎 3C 羅嘉穎

普通話詩詞男子獨誦 優良 3C梁逸濤

普通話散文女子獨誦 優良 4E 麥綺婷 4B 劉綺玲

第 67 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比賽
英語詩詞男子獨誦

優良 1A梁啓鋒 1B何卓樺 1B 梁智皓 1D曾鈞雄 2A鄭景塱 2A陸智朗
2A岑富明 2A黃淮一 2B 沈家聰 2D王濤   2D 余楚銘 3A任澤霖
3C梁逸濤 4B 潘文俊

良好 1A莫利書 2A SUCHAN2A 黃曉峰 2B ALI2B 朱迪頎 4A鍾滶楊

英語詩詞女子獨誦 優良 1B陳穎    1B 列小琳 1B 黃靖桐 2A GRACE 2A 梁子桐 2A胡君傲
2B 陳諾姸 2B 古可怡 2B 梁梓澄 2B 謝雪婷  2C 潘嘉琳 2D梁慧琳
2D張宝之 2E 黃智敬 3B 黎汶熹 3B 甄潔琳  3C 邵佩雯 3D莫婉恩
4A梁沛盈 4A駱嘉雯 4A麥嘉文 4A曾諾希 4B 韓蕙因 4B 劉綺玲
4E 施寶儀 5A黃靖霖 5B 陳凱琳 6E 雷錦玲

英詩女子雙人朗誦 優良 3C曾悅怡 3C蔡潔雯

良好 4A曾諾希 4A梁栩焮

2016 第 22 屆聖經朗誦節 冠軍 4A姚議晴

季軍 4A余海菱

優異 3C羅嘉穎

優秀青少年嘉許計劃 嘉許狀 5A羅慧婷

2015 正字大行動‧饒宗頤文化盃 最佳表現獎 1B劉穎欣 1A梁寶文

2015-2016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 高中組優異獎 5A李月歡

2015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二等獎 5C李麗娟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華夏盃 二等獎 1A羅嘉熙

港澳盃初賽 銀獎 6C江子鵬

銅獎 6C梁嘉權 5D梁偉權

2015 年第十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
械人大賽

三等獎 3A李穎彤 3A蘇麗媚 3A潘雯鍶 3A何沛盈

文學之星作文大賽 銅獎 5A李月歡

優異獎 3A何安淇 3A韓雅緩 3C羅嘉穎 5A 黎穎瑩 4E 施寶儀

在學校刻意安排、積極鼓勵下，同學以良好的表現回應家長及老師的關懷。2015至2016年
度，同學在校外共獲800多項不同類型的獎項，當中包括：90項金牌/冠軍、95項銀牌/亞
軍、68項銅牌/季軍、33項傑出學生選舉或獎學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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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 5A羅慧婷 

油尖旺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金獎 5A 羅慧婷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青少年領袖獎 6A羅慧婷 6A 王敏儀

第八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6A羅慧婷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卓越學生領袖 5A羅慧婷 6B 鄺文健 

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金獎 3C 羅嘉穎

嘉許獎 3A 任澤霖 3C 周浩朗 

優異獎 3A 何安淇 3B 徐滙晉 

油尖旺區校長會獎勵計劃 顯著進步獎 1A KC JASON 1B 列小琳 1C胡東傑 1D翟洋 2A潘曉晴 2B 梁梓澄
2C鍾柏裕 2D趙卓然 2E 王鏡棓 3A毛彥聰 3B 陳柏霖 3C曾悅怡
3D林洪鑫 4A余海菱 4B 朱沛怡 4C劉穎茵 4D黎昊庭 4E 龐莉雅
5A黃鋆渝 5B 張子健 5C周芷珊 5D楊品齊 6A潘國濠 6B 袁冠勛
6C黃翠茵 6D伍詩敏 6E 雷錦玲

真理堂獎學金 獎學金 1D吳君祖 2B 何欣庭 3A 黃咏媚  3A 甄淑貞 4A 黃澤富 4A 陳林明 
5B 鄭艷婷 3B 廖曉晉 4B 陳澤祈 5C 王俊彥 4B 李承軒
6C莫嘉慧 6C鄭鈳欣 6C楊詠琪

灼華文字獎學金 獎學金 5B蔡安琪 5A鄭心怡 5C周芷珊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良好獎狀 5B吳卓文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獎學金 6B張宇晴 6D林貝嘉

2015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 4D陳展騰 6C莫嘉慧

勞惠群獎學金 獎學金 3D 鍾琪琪

廠商會獎學金　 獎學金 6A蘇家敏 5A李海欣

黃廷方獎學金 獎學金 4A卜浚文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獎學金 6A蘇家敏

城市樹木保育及欣賞中學計劃 樹木保育大使 6B蔡安琪 6B 董麗瑩

第七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銀獎 1A羅嘉熙 1A梁啟鋒 1A蘇沛錚

無毒油尖旺大聯盟 冠軍 3A陳成源

English Builder 網上學習平台 傑出成就獎 2B 梁梓澄 2A 陳浩然 3C陳俊源 3A 任澤霖 5A譚健強 5A林志軒

香港理工大學數理比賽 2016 優秀表現獎 5A劉俊楠

優異表現獎 5A林志軒 5B 蕭栢豪

良好表現獎 5A趙少奇 5A黎穎瑩 5D莫浩明 5D 伍健銘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D陳積浩 2D趙卓然

銅獎 2D趙卓然

Clipit 2016: A Student Film 
Competition 

優異獎 3C陳俊源 3C李浩旻 3C李栢澔 3C余皓騫 3D譚孝彥

教育局北京領袖生交流團 領袖生代表 5A鄧冠釗 5A羅慧婷 5A陳喜盈 5A 林志軒 5C舒炯雄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和富公民大使獎 5A王敏儀 4A梁沛盈 4B 李承軒

多元智能挑戰營 最佳進步獎 2A范曉丹 3A徐嘉淇

最佳學員獎 3A陳喜然

十優公民大使獎 5A王敏儀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6 領袖獎勵獎 5A羅慧婷

生命歷程教育計劃　 銅獎 5B鄭艷婷 5B 古穎筠 

同夢‧童行‧內地交流計劃 卓越表現獎 1B陳穎

青苗學界進步獎 進步獎 2A胡君傲 2B 鄭淞獻 2C張淑雯 2D余楚銘 2A黃皓駿 3B 傅千蓉
3A羅籽汛 3D何映彤 3C陳浩然 4B 彭海珊 4B 吳熙瑜 4D黎曉彬
4D陳泳梅 4A黃逸晴 5A溫樂怡 5B 成思頴 5C 梁建斌 5D陳婉儀
6A連浩文 6B 徐千惠 6C梁文娟 6D馮嘉威 6E 李彤



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4x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2E 洪怡焮

南區水運會 2015 100 米自由泳亞軍 2E 洪怡焮

香港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二節甲部 50 米長池背泳季軍 2E 洪怡焮

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50 米蛙式冠軍
100 米蛙式冠軍

2E 洪怡焮

聯校滑浪風帆比賽 第二站男子公開組第八名 5B吳卓文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5 100 米冠軍 4D李汝豐

200 米季軍 4B 唐�雄

400 米冠軍 4D李汝豐

800 米亞軍 3B 徐滙晉

4 x 400 米接力冠軍 3B徐滙晉 4B 唐啟雄 4D 李汝豐 4D鍾浚峰

鉛球亞軍 3C陳浩然

鉛球季軍 2A Gurung Suchan
跳高冠軍 4A卜浚文

跳遠亞軍 5C舒炯雄

標槍季軍 5C王俊彥

全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2015 亞軍 4B 黎悅昕

2015 穗港杯跆拳道邀請賽 亞軍 4B黎悅昕

2015 香港警察跆拳道週年大賽 品勢組冠軍 4B黎悅昕

博擊組冠軍 4B黎悅昕

學界越野賽第三組別 男子團體第四名 越野隊 *

男子乙組團體第三名 越野隊乙組 *

男子丙組個人第三名 1D吳君祖

越野之王長跑賽 男子丙組團體季軍 越野隊丙組 *

大美督獨木舟長途賽 男子青年組冠軍 5B吳卓文

白沙灣獨木舟繞標賽 男子少年 1500 米冠軍 5B 吳卓文

青少年滑浪風帆比賽 2015 男子公開組冠軍 5B吳卓文

聖士提反灣獨木舟長途賽 男子青年組冠軍 5B吳卓文

中西區分齡游泳賽 女子青少年 100 背泳亞軍
女子青少年個人四式冠軍

2E 洪怡焮

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女子 F組 100 米蝶泳季軍 2E 洪怡焮

第十一屆聾人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單打優異 4C譚朗祈

學界田徑比賽第三組別 男子丙組團體第三名 田徑隊丙組 *

男子乙組團體第三名 田徑隊乙組 *

男子團體全場總亞軍 田徑隊 *

男子乙組 400 米冠軍 4D李汝豐

男子乙組 100 米冠軍 4D李汝豐

男子丙組跳高冠軍 2B鄭淞獻

男子丙組 200 米亞軍 2B Ali Ayan
男子甲組鐵餅冠軍 3C 陳浩然

女子甲組鐵餅亞軍 5C李明姿

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5C李明姿

男子丙組 4X400 米
接力冠軍

1B關澤天 1D吳君祖
1D張恩來 2B Ali Ayan

體育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1:3)

獎項種類

浚峰峰

本校女子越野隊在本校女子越野隊在
2016港九學界野賽勇奪2016港九學界野賽勇奪
丙組團體冠軍丙組團體冠軍
乙組團體亞軍乙組團體亞軍
女子總團體亞軍女子總團體亞軍

本校女子越野隊勇奪學界本校女子越野隊勇奪學界
越野之王長跑賽(16-17)越野之王長跑賽(16-17)
乙組個人亞軍乙組個人亞軍
乙組團體總亞軍乙組團體總亞軍
丙組團體總亞軍丙組團體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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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亞洲城市錦標賽 季軍 4B黎悅昕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短池蝶式季軍
100 米短池蝶式冠軍
100 米個人四式亞軍

2E 洪怡焮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短池蝶式季軍 2E 洪怡焮

泳濤丙申年新春團體盃游 泳錦標賽 50 米胸泳亞軍
50 米自由式季軍
50 米蝶式季軍

2E 洪怡焮

學界羽毛球比賽第三組別 男子乙組亞軍 羽毛球隊乙組 *

全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男子乙組單打亞軍
男子乙組雙打冠軍

4C譚朗祈

第十七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亞軍 4E 葉榮添

中銀香港學界體育志願者計劃 15-16 証書 5D陳泳彤 5D周鳳嬌 5D曹樂儀
5C李明姿 4B 張可欣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200 米池背泳亞軍 2E 洪怡焮

學界擂台公開賽 冠軍 4B王偉雄

油尖旺區分齡乒乓球邀請賽 2016 亞軍 2D蘇文浩

2016-17 年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200M個人四式亞軍
100M 自由泳季軍
50M 自由泳亞軍
200M 胸泳冠軍

3E 洪怡焮

2016 年沙田體育會游泳錦標賽 50 米蝶泳冠軍
50 米胸泳冠軍
100 米胸泳冠軍
個人總冠軍

3E 洪怡焮

2016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0 米個人四式冠軍
100 米蝶泳季軍
50 米胸泳季軍

3E 洪怡焮

2016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胸泳亞軍
100 米胸泳季軍
4x50 米四式接力亞軍

3E 洪怡焮

2016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4x50 米四式接力亞軍 3E 洪怡焮

2016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自由泳季軍
4X50M 四式接力亞軍

3E 洪怡焮

2016-2017 香港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100 米胸泳季軍 3E 洪怡焮

男子丙組 4x50M四式接力殿軍 1A潘永豐 2A 姚鉥燊 2B 蕭佑男 2C 黃祺鈞

油尖旺區分齡羽毛球雙打比賽 2016 男子亞軍 3D霍立軒 5C 譚朗祈

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6 女子青少年組雙打殿軍 1B李穎彤

香港人壽 ASTC 三項鐵人亞洲杯 2016 亞軍 5C 譚朗祈

學界乒乓球裁判訓練班 2016 合格證書 3D蘇文浩 3D趙釆琳 3E 趙卓然 3E 許澤華

自從升上中學，課業和測考的壓力增加了不少，要再抽
空去訓練滑浪風帆和獨木舟，真是令我喘不了氣。經歷
過無數的比賽和老師的鼓勵，令我明白「堅持」就是勝
利的關鍵，為我在運動上打了強心針。幾年下來，我所
獲得的並不單是獎杯、獎牌，而是從運動中所學會的毅
力。我將會好好運用所習得的成果繼續努力，為自己將
來打拼更美好的前景。

傑出運動員心聲  
中六級吳卓文同學

項目

亞洲

短池

短池短池

泳濤

學界

全港

第十

中銀

長池

學界

油尖

201

短

短短

泳

學

全

第

中

長

學

油



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紅十字會漸進式活動計劃 榮譽章 6B 陳芷茵
西九龍總區周年檢閱禮 亞軍 交通安全隊 *
2015 年傑出旅團 ( 九龍地域 ) 金獎 九龍第 1698 旅童軍團 *

金獎 九龍第 1698 旅深資童軍團 *
「綠得開心學校一星級」2016 嘉許狀 4B 劉綺玲 4B 李妮馨 4B 張樂兒

4A梁栩焮 4E 葉鍶棋 2D彭曉鈞
2D余楚銘

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5A羅慧婷

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6 年度授勳 榮譽勳章 龍貫天

第四屆青年史學家年獎 優異 蘇楚怡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成績優異榜

成績優異   李家俊 梁仲賢 蘇楚二 
蘇楚美

校長榮譽榜 成績優異 蔡詠恩 石芷瑩 余慧霞

學院成績優異榜 成績優異 蔡思敏 林淑儀 羅芷珊 
徐嘉茵 楊楚君 楊綺珊

IVE(Morrison Hill) Students 
Awards

Reaching Out Award 鄧振偉

社會
服務

校友
成就

我參加了童軍六年，能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比
賽和活動，不斷挑戰自我、擴闊眼界，亦令
我由一個懵懂的學生脫變成為一個有責任感
的學生領袖，獨當一面。在童軍的旅程中幸
得老師、隊友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方可衝破
重重難關，屢獲佳續，當中亦感謝校方不
斷給予旅團無限的資助，推動制服團體的發
展，令我有今天的成就。

童軍領袖心聲 
中六級陳彥宏同學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1:3)

比
令
感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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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英國聖三一學院 ATCL 鋼琴演奏文憑 6A陳景翔

英國聖三一學院 LTCL 中提琴演奏考試文憑 5B王銘揚

2015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
賽

優異 2B陳景祺

「2015 Sing 歌樂舞@油尖旺」
才藝匯演

優異 5B沈喬峯

優異、嘉許狀 6A陳景翔 6A梁銘基
6A潘國濠 6B 黃明東
6B 黃俊諾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學校舞蹈團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藝術大使 4E 龐莉雅 4D邢櫻露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16 傑出演員獎 2A方淑怡 4C劉曉敏
4D陳嘉慧 4E 賴惠瑤
4D梁雪瑩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2016 好聲音@油尖旺」
歌唱比賽　

冠軍 5D伍健銘 5D曹樂儀 

《音樂‧動力》–學校聯演 優秀表演獎 合唱團 *

「尊重包容盡本份 關愛共融建
   社群」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

季軍 4B范希瑜

優異 2C徐靖雯 4E 龐莉雅

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季軍暨優良獎狀 4D易韻喬

高級組中提琴獨奏榮譽獎狀 5B王銘揚

男童聲中文歌曲獨唱優良獎狀 1C陳立賢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2C黃嘉瑤

五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4B朱沛怡

初級組二胡獨奏良好獎狀 1A黎錦澤

五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1B洪逸

三級小提琴獨奏良好獎狀 1C霍子祺

五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2E 鄭鈞澤

中學高級組笛子獨奏良好獎狀 4D鍾浚峰

高級組簫獨奏良好獎狀 4D鍾浚峰

女聲外文歌曲獨唱良好獎狀 4A梁栩焮

藝術同行計劃 獎學金 4E 龐莉雅

木鄰社區回收木材創作課程 獎學金 4E 龐莉雅

藝術
文化 豐碩纍纍

多元才能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4：12) 

生涯規劃
築建未來

應屆中六畢業班王翔生同學，他在文憑試表現優良，企業及
會計科更勇奪5**佳績，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商科。王同學認
為學習的關鍵是堅持，這正正與本校本年度主題「為理想而堅
持」呼應。在去年的中六最後上課日後，王同學堅持每天早上
八時起床及到自修室溫習，培養習慣，使自己考文憑試時能盡
快投入考試。雖然過程中十分艱辛，但王同學因為知道必須要
考好文憑試，就能繼續努力。過度沉迷手機往往是文憑試考生
的致命點，王同學又怎樣面對誘惑呢？王同學更在文憑試溫習
期間卸載了不少手機應用程式，社交網站或視頻程式等，好讓
自己不會分心，他會透過玩一會兒手機遊戲和與朋友傾訴來舒
緩考試的壓力。最後他亦勸勉師弟妹不要總認為自己還有很多
時間玩樂，要好好規劃自己的學習，努力堅持自己的理想。

是次訪問邀請到三位2016年度的畢業生，包括王翔生同
學、連浩文同學及蘇家敏同學為我們分享他的學習心得。

畢業生連浩文同學，現在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連同學在訪問中談到温習數學科的心得，他指出考文憑試之前
不斷做過往的應試試卷。

當他檢視答案時，他會圈出自己的錯處，以作記號，方便複習
之用。他認為這個方法不但不會令自己重蹈覆徹，更節省時間
去鑽研錯處。

另外，他提醒同學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要立即請教老師，不
能盲目地去背記答案，要明白背後的道理。

畢業生蘇家敏同學，現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物理學系。蘇
同學在訪談中表示，自己雖然是個「理科人」，但同時也注目
語文科的學習，她坦言讀書的方法其實也離不開專心和堅持這
兩大原則，專心上課是十分重要的，用心做歷屆試題，有問題
需立刻向老師請教，以免日積月累成為「大問題」。她認為專
心致志地學習加上不放棄的心去面對文憑試，便能事半功倍。
蘇同學最後亦勉勵應屆考生，人生之中有很多挑戰，文憑試只
是其中一個階段，考生難免會緊張，但應放鬆心情，加上有良
好的讀書方法及堅持的心去應考，便已足夠。

王翔生
15-16年度畢業生
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商科學院

連浩文

15-16年度畢業生
就讀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蘇家敏

15-16年度畢業生
就讀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學系



19

畢業生成績

區智行
周信匡

黃俊諾

王翔生

伍若蘭
梁家詠

李文慧

鄺文健

張宇晴

楊茗

蘇家敏

區江華

連浩文

藍智豪

歐潔瀅

江子鵬葉銘晞

王楊嵐

彭雪華

羅健豐

黎嘉良

張玉珊

楊佩玲

王煒欣

鄺煦傑

李彩鳳

莫澤敏

謝思行

李宛珊
梁瑞恩

何詠彤

袁詠儀

李嘉怡

陳景翔

羅盈

高偉傑

黃雋溢

方嘉輝
翁駿聰 關正橋

曾倩儀

通識

96%中文

93%

生物

94%

倫宗

100%

企會

100%

企企

中史

100%

煒欣欣

資通

87%

視藝

89%

英文

91%

公開考試成績

生生生生生生生

82%

數學

葉

蘇

慧慧

本校學生於2015至2016年度文憑試整體合
格或以上水平達88%，高於全港合格水平
的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中
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
技、生物、倫理與宗教和視覺藝術。



 班數 2016/17 2017/18 2018/19
 初一 5 4 5
 初二 4 5 4
 初三 5 4 5
 高一／中四 4 5 4
 高二／中五 5 4 5
 高三／中六 4 5 4
 總數 27 27 27

班級結構概覽班級結構概覽

問： 先恭喜羅同學剛榮獲全港「十大傑出學生」殊榮。可否為我們分
享一下你在初中時面對最大的挑戰和困難呢？

羅： 由小學升上初中時，對於整個校園及學習環境都非常陌生，不知
如何與別人接觸、如何應付學業。高中時又有很多匯報的機會，
但是我本身是一個非常沒有自信及容易膽怯的人，面對觀眾匯報
時會緊張，不知如何說話，難以完成工作。

問： 在學校中老師如何支援你，讓你跨越困難邁向成功？
羅： 學校老師每每針對同學的弱項提供支援。就如在我中二的時候，

司徒老師讓我加入信義大使團隊，慢慢開始參與學校不同的活
動，讓我有機會與外界人士接觸。過程中慢慢增加自己的自信及
膽量，讓我在不同的比賽中能夠自如地發揮所長，不再膽怯。

問： 學校如何支援你的成長？
羅： 學校每年都會定期舉辦不同的交流團，給予我不同的機會到各地

交流，學習當地的文化及擴闊眼界，讓我的知識不再局限於課本
上。另外，學校亦提供機會讓我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活動，能夠
與外校同學學習和交流，亦讓我有機會去了解社會所發生的事。

問： 回顧過去六年，你自己成長過程中最大的得益是什麼？
羅： 回首過往，對於我最大的得益是學會如何更新自己，讓自己不斷

進步。因為初中時的我一直都認為學習好就是成功。近年，我加
入了不少機構擔任委員及理事一職，讓我開始接觸及籌辦不同的
青年活動，如撰寫民間施政報告、青年高峰會及模擬立法會等，
給予我不同的平台去發掘自己
的潛能，讓我不斷進步，追求
卓越的自己，更明白到不應單
純追求學業成績的優越。其實
「十大傑出學生」只是銜頭，
重要是如何令自己成長。我堅
信自己一直勇往直前，尋找屬
於自己的領域發光發亮。

全港十大傑出學生
羅慧婷同學專訪
校園小記者：記問  羅慧婷同學：羅答

8/19
5
4
5
4
5
4
27

編輯組　顧問：梁冠芬校長、陳群梅副校長       編輯：莊俊輝老師 　　攝影：鄭志成老師、林麗嫦老師　　　設計：傅競揚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