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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一對子女在信義大家庭已經四年了。適逢今年是學校的鑽禧校
慶，作為家長不但更了解學校創校至今的各項發展與成就，還可以在本年度
一同參與各項鑽禧校慶的慶祝活動。在慶祝的同時，更可以經歷學校為同學
安排的多元學習活動，例如國際友誼節、開放日、周年英語音樂劇丶中國
歷史文物展等。相信我們的子女在多姿多彩的學習經歷中，定必能夠增長知
識、拓闊視野丶裝備未來社會需要的能力。 
 
    在過去三年的家教會工作，我一直非常感謝各家教會執委丶家長義工及家長們給予的支持與建議。
在同心合力下，我們才可以加強家長之間的溝通，更拉近了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連繫。未來，我們家教會
也會繼續秉承「家校合作」的精神，舉辦不同的工作坊、講座、活動等。期待各位家長繼續多多支持，
與我們攜手，為同學共建理想和諧的校園。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著
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羅
馬書5:1-2） 
 
     蒙神的祝福及恩典，學校在教育事工已踏入60周年，而本人在信義中
學的事奉也已經10年了。回望過去，感謝神讓我在信義中學遇見每一位家
長、校友、老師及同學，從他們身上，我看見自己的責任，更讓我感受「信
義人」的情懷。一間學校有60年的歷史並不容易，當中需要各持份者共同投
入及參與，而在這年鑽禧校慶慶祝活動中，就讓我體驗到這一點。例如老師
們藉校慶慶祝活動，為同學安排多元的學習機會；同學們在活動中積極投入
參與及盡展才華；校友們用兩年時間為母校籌辦鑽禧校慶晚宴，當然還有一
直支持我們的家長。大家除了出席各校慶慶祝活動，更身體力行，製作金盞
花潤唇膏等用品來支持同學作義賣，以及製作天然蚊怕水及蚊膏為老師們打
氣。 
      這一點一滴，讓我見證主的恩典及帶領，以及各「信義人」的團結。得到大家的支持，相信學校在
未來的60年也能做到「承信啓義」，為社會培育更多的棟樑，為基督練精兵，讓「信義人」在不同領域上
做到「正心修身」丶「榮神益人」。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是本校每年的重點家長工作，至今已踏入第十九年。計劃目
的是提昇家長管教子女的效能和創造家校合作的雙嬴局面。

單元 日期/時間 題目 出席/回應

37位家長100%同意及非常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學習到如何陪伴子女面對逆境。

2.學習到如何協助子女處理負面情緒。

31位家長100%同意及非常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學習到如何掌握與子女玩樂的技巧及原則。

2.認識如何借助遊戲提升親子關係。

3.學懂一些與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25位家長100%同意及非常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學習到正面溝通的技巧。

2.認識如何透過正面溝通提升親子關係。

3.學懂一些與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16位家長100%同意及非常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了解到青少年子女的需要。

2.認識到家庭關係如何影響子女抵抗逆境的能力。

3.學懂一些與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17位家長100%同意及非常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認識到受情緒困擾的徵狀及行為表現。

2.學習到如何及早識別及支援情緒受困擾的子女。

3.學懂一些與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親子旅行
24/2/2019 (日)

上午9:00-下午5:00
親子戶外活動

40位家長及同學參與，100%參與家長同意此活動透過戶

外活動，促進親子之間的溝通及合作。參加者均表示活動

能為他們提供親子合作的機會，而且活動形式輕鬆，整個

過程均令他們充滿喜悅，有助促進及鞏固其家庭關係。

四 「健康心理 @開心家庭」

五 「及早解困憂」
4/4/2019(四)
晚上7:30-9:30

7/3/2019(四)
晚上7:30-9:30

一 「陪你走過情緒低谷」

二 「童叟齊嬉」

三 「親子溝通學堂」
6/12/2018(四)
晚上7:30-9:30

1/11/2018(四)
晚上7:30-9:30

4/10/2018(四)
晚上7:30-9:30

⃣⃣ 親子旅行

「第十九屆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



⃣⃣ 健康心理@開心家庭

⃣⃣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畢業禮

⃣⃣ 童叟齊嬉

⃣⃣ 親子溝通學堂

⃣⃣ 陪你走過情緒低谷

• 明白到要協助子女處理負面情緒，首先是要處
理好自己的情緒

• 反思與子女相處時需加強耐性，亦有參加者表
示反思到需增加與子女相處的時間

• 學習到與子女溝通的方法，並明白到情緒及語
氣在溝通時的重要性，因此反思到情緒激動時
避免溝通，待冷靜後再溝通

• 學習到親子遊戲的重要性，並透過遊戲對子女
多作讚賞及鼓勵

• 遊戲應著重過程中的溝通及歡樂，而不應太過
強調勝負，亦反思到遊戲過程應讓子女多發揮
創意，給予自由度，讓其培養興趣，提升自信
心

• 學習到少說話、多聆聽，並多作鼓勵及讚賞，
讓子女建立自信心，適當時亦應放手，讓子女
學習獨立

• 學習到應與子女多溝通、多觀察、多聆聽，並
留意他們的情緒及行為，避免悲劇發生

⃣⃣ ⃣「⃣及早解困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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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家教會工作剪影

家長心聲

⃣⃣ 蘿蔔糕工作坊

⃣⃣ 美食工作坊

⃣⃣ ⃣水仙花工作坊

⃣⃣ 五仁月餅工作坊

⃣⃣ 開放日義賣金盞花潤唇膏

⃣⃣ 天然蚊怕水及蚊膏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旨在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和合作，建立家校溝通的渠道，並通過彼此合作，共
同創造有利的環境，讓信義學生無論在身心成長或學業發展上，都得到適當的關注與培育。

大家分享製作成果親子合力製作月餅 一切由月餅皮開始

家長們用心講解及聆聽每個步驟
美味的蘿蔔糕

同心合力準備食材

有待開花的水仙球 互相分享切割水仙球的心得 與製成品合照留念

開放日義賣金盞花潤唇膏
用心製作自家製潤唇膏

大功告成

自家製純天然蚊怕水及蚊膏

家長們互相分享煮食心得

秘製美食分享



參加家教會活動，學到很多有用的知識，對日後管教子女有很大的幫助。

 
參加家教會舉辦的活動，例如美食製作或手工藝班，既培養不同的興趣，又可作為親
子活動，真是一舉兩得。

家長心聲

1A 王俊博家長

2A 陳婉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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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烤晚會⃣

⃣⃣ 家長也敬師

⃣⃣ 午膳監察

家長執委與家長、學生齊燒烤
家教會執委煮糖水給到場家長和學生

家長執委齊合照

座無虛席的燒烤晚會 當晚緊張剌激的抽獎環節
獲獎家長及同學

校長、副校長及家長代表一
同為學校選擇午膳供應商

家長們定期進行午膳交流
家長代表合照

老師們享用家長準備的美食 
家長送贈自家製天然
蚊怕水向老師致敬 老師們一同與「家長也敬師」代表合照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是全港首個結合跨界別力量，透過以學校為本的家長教育活動，
全面協助15-21歲在學及待業青年規劃前路的項目。為了家長與青少年在生涯規劃路上一起同
行，將舉辦家長學習社群活動。讓父母更了解子女生涯發展上的需要，掌握支援子女規劃人生的
策略及新趨勢，學習與反思如何做好支援子女高飛尋夢的角色，給予子女無價的支持與陪伴。 

 
 學校明白在同學的生涯規劃上，家長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父母的人生閱歷與
經驗，只要父母做好準備並且對子女的
認識及了解，只要作好裝備，絕對是
同學們人生最佳的同行夥伴。有見及
此，學校與家長教師會參與了由香港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以及
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聯合策
動的「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有
關計劃希望鼓勵家長與青少年同行，
在青少年子女的生涯發展上不離不棄
地支持他們，讓青少年更好地認識自
己、發展興趣，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賽馬會鼓掌 · 創你程計劃」

⃣⃣ ⃣家教會周年大會及家長講座

感謝過去一年家長義工團隊的付出

與班主任交流時間

一年一度家教會團體大合照

向主講嘉賓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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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我自覺是一位了解年輕人想法的家長，因為自己也曾是年輕人。 直至在信義中
學家教會的活動中，認識到「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透過課程，不但讓我明白到以前的
一套想法，已經不合時宜，更讓我從多角度了解年輕人對於生涯規劃及就業出路所面對的挑戰
和困難，令我學懂作為家長不能墨守成規，把以往自己成功的方法或奮鬥的經歷硬生生的套用
在子女身上。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課程包括理論及實踐，當中有笑，也有淚，非常貼地， 也非常
實用。除令我明白如何更有效地和子女溝通，亦從中探索發掘子女潛能的好方法。我的孩子學
業成績並不優秀，我一直很擔心她的前途，很感恩透過CLAP的「家長在線」及生涯規劃輔導，
為我及孩子帶來了多一線的曙光，明白有更多不同出路的選擇。

          與時並進，才能與子女一同成長，共創將來。CLAP，非常感激沿途有你，讓我成為一位更
稱職的家長。

 家長分享

家教會委員陳瑞琛女士



 同學
反思

        參加台灣中華大學殖谷團後，我對台灣升學方
面的資訊有進一步了解。中華大學與本校合作推行

「校長推薦計劃」，學生如獲校長推薦，第一年即可
免學費，而DSE成績只需兩科獲3，總分獲12分。中華

大學將會成為我未來升學的其中一個選項。是次夏令營讓
我有機會參觀AI+體驗中心。中華大學是全台唯一與微軟合作

的院校，該院校致力於培育AI人才，且將AI課程推廣至全校。他們成
功研發AI——Zenbo，可用於校園諮詢、觀光行業等。在體驗中心門
外即有一塊熒幕可作人臉識別。此次旅程令我獲益良多，不但提高

了我對AI行業的興趣，也讓我親身感受台灣文化。

4A柯凱桐同學

家長專題：如何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隨着資訊科技及人工智能的發展，未來的工作種類會有什麼革命性的改變呢？不少人更提及，現在有很多
工作將會在未來被人工智能（ Al ）取代，而亦會有不少新的工種出現，作為學校及家長的我們，要如何為我
們下一代做好未來的準備呢？

被 AI 取代的工作 不會被 AI 取代的工作 
1. 接待員 - 自動化的觸摸屏或者擬人化的 AI 能夠輕易替代接

待員的角色。 
2. 工人 - 工廠中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都被機器替代了。 
3. 快遞員 - 除了製造行業外，物流與運輸行業將在未來的機

器自動化爆炸式發展中受到最大的衝擊。 
4. 出租車與公交車司機 - 特斯拉在推廣半自動駕駛技術上功

不可沒，相信不久我們就能看到公共交通與出租車領域應
用全自動駕駛技術  

5. 軍人 - 再也不會有人死在戰場上了，不久之後機器人就會
代替我們在戰場上戰鬥。 

6. 醫生 - 不斷興起的機器醫生已經從科幻小說中來到了我們
身邊。 

7. 保全人員 - 機器保全已被應用於保護與守衛商業地點中。  
8. 營銷人員 - 市場營銷人員現在已經將 AI 應用於製定內容策

略與發送營銷手冊郵件中了。 
9. 會計 - 財務相關工作可能在不久之後就會被 AI 所替代，因

為 AI 能夠更快地計算和分析數據。 
10. 農民 - 機器人農民能夠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收割農作物。 

1. 軟件工程師 - 從具體想法中構建新奇而有用的 app、軟件以
及網站對於 AI 來講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2. 作家 - 作家們都是藝術家。 

3. 人力資源經理 - 涉及到管理與發現人才的工作都是最難被自
動化的。 

4. 平面設計師 - 平面設計這一工作所需要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是
AI 幾乎不可能有的。 

5. 活動策劃 - 活動策劃是一個需要創意並需要與其他人溝通協
調的工作。 

6. 律師 - 這一工作需要人類的辯論技巧，所以說是難以被替代
的。 

7. 神職人員 - 當然如果能看到一位機器人神父的話還是很有趣
的，不過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了。 

8. 舞蹈教練 - 舞蹈是一門藝術。 

9. 社會工作者 - 一位合格的社會工作者需要有較高的情商、同
情心並知曉多種生理與心理疾病的相關知識。 

10. 精神病醫生 - 機器人永遠也無法理解人類精神世界中那些深
刻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是永遠也見不到一位機器人精神病
醫生了。 

 

 

10大會被AI取代的工作及不會被取代的工作

以上資料取材自Vanna Int. Limited網頁
 ⃣ 中華大學@台灣矽谷夏令營

    為了讓同好好準備生涯規劃，本校除了透過過往升學輔導及考察丶Life Path工作坊丶標竿計劃等工作，本
年更安排同學參與由新竹中華大學與香港中文中學聯會主辦「中華大學@台灣矽谷夏令營」，體驗觀光休閒、經
營管理、以及人工智能(AI)資訊等不同領域的學習模式，例如參與管理學院及觀光學院教師授課的 「行銷好好
玩」、虛擬實境(VR)、飲料調酒及會展活動課程。除此之外，更特別安排同學到全台灣第一間AI+ Center體驗
學習，增加同學對人工智能(AI)的基本原理及應用範圍的瞭解。 



⃣⃣ 新興行業專題⃣

中華大學@台灣矽谷夏令營

1. 雲端和分佈式運算 (Cloud and Distributed Compu�ng)
相關工作：平台工程師、雲端技術架構師

2. 統計分析和數據探勘 (Sta�s�c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相關工作：業務分析師，數據分析師，統計師

3. 中介和集成軟件 (Middleware and Integra�on So�ware)
相關工作：IT經理，系統集成工程師

4. 網頁架構和開發框架 (Web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相關工作：Web開發人員，Full Stack Web開發人員

5. 用戶界面設計 (User Interface Design)
相關工作：用戶體驗設計師，網站開發人員，用戶界面設計師

6. 軟件修訂控制系統 (So�ware Revision Control Systems)
相關工作：網站開發人員，軟件程序員

7. 數據描述 (Data Presenta�on)
相關工作：美術設計師，數據科學家，業務顧問

8. SEO / SEM營銷
相關工作：營銷專家，網絡營銷經理，廣告經理

9. 行動裝置開發 (Mobile Development)
相關工作：行動裝置工程師，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人員

10. 網絡和信息安全 (Network and Informa�on Security)
相關工作：信息安全專家，網絡安全專家

著名職場社交平台LinkedIn 分析近5億名會員的數據和問卷，
得出以下10個在2018年最有潛力的技術性技能(hard skills)和相關工作：

校友專訪

周啟康，20年前曾就讀信義中學，現今30出頭的他，已是電競統籌公司Cyber Games Arena(CGA)老闆
(CEO)及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校友在電競事業的成就，是他敢搏、敢拼，不怕困難，朝自己興趣、目標
直跑的成果。

「不少人認為沉迷打機，或者以打機作為事業，是沒出息的！」這種想法令香港的電子競技產業非常
落後，甚至不被重視。反之，台灣、南韓、歐洲、中國等地早已將電競業發展成正式的體育運動或娛樂事
業，電競選手甚至成為體育明星、網絡紅人、產品代言人等。周校友看準這個商機，在20出頭時便大膽地
投資開設自己的電競公司，從培訓電競選手、統籌比賽流程、爭取廣告贊助等，事事親力親為，終成功在
香港舉辦連場電競賽事。有讓公眾參與的商場電競大賽，有讓學生參與的校園電競比賽，甚至協助旅發局
舉辦國際電子競技嘉年華等大型國際賽事，並成功賺得第一桶金，及逐漸引起社會大眾對電競的關注。

周校友強調對電競的興趣和熱誠，是驅使他將之發展為事業。縱使他中三輟學，學歷不高，英文一
般，但他為著自己喜歡的事業，大無畏地主動聯繫外國公司傾談合作。這股衝勁，令他的電競生意也愈做
愈大，營業額由最初每年數十萬元，大增至五千萬元。電競產業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舉辦比賽中的廣告和
贊助，以及比賽轉播權、評述員、衍生出來的產品等，所以羅致出色的電競選手、活動導演、評述員等是
成功的關鍵。周校友表示：「作為一個CEO和老闆，我請人時首要考慮的不是學歷、專業，而是看應徵者
對電競是否有「HEART」(心)」。由於入職後會以學徒身份跟師傅學習，所以與電競相關的專業進修課程
並非必要。亦因這行業剛起步發展，求才若渴，所以晉升機會大，薪酬待遇不比其他工種低，前途可期。
惟周校友提醒，由於電競選手黃金年齡大約是16至25歲，之後反應開始慢，專注力會下降，影響戰績，所
以電競選手便須退下來，轉型為節目策劃、評述的工作。

近年全球電競發展迅速，周校友的公司為香港首批電競娛樂公司，致力推動香港電子競技娛樂發展，
改變人們固有「打機無用」的想法。隨著香港政府亦開始重視和投放資源發展創新科技，相信電競產業可
為年輕人帶來一條新出路，更有條件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編者的話
是次專題讓我們可以得知，時代的進步與科技的發展，令未來工種有所轉變，非技術性的技能愈來愈重

要，根據著名職場社交平台LinkedIn訪問了2000名商業領袖，得出以下4項最重要的非技術性技能：

相信只要學校及家長一同合作，在同學的成長階段，除了追求成績的進步外，更刻意及努力培育同學以上
的非技術性技能，定能裝備好同學面對未來的挑戰。

⃣⃣ 領導

⃣⃣ 溝通

⃣⃣ 合作

⃣⃣ 時間管理

隨著你在一間公司晉升，你要展示領導團隊的能力，包括看到下屬的長處和短處，並將工作分配
給可以最有效完成的下屬。

溝通技巧不只是清晰地說話，還包括積極傾聽和出色的表達能力。出色的溝通技巧重點在於向對
技術一知半解的合作夥伴、客戶和同事解釋技術概念的能力。

公司規模越大，要與人合作的機會也就越大，懂得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目標、協助團隊成員，將
全組人的價值再提升，絕對會令公司更看重你。

如果你在工作中沒能掌握時間管理，這不僅會影響你，也會影響你的同事，沒有人喜歡因為別人
工作滯後連累自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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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本校同學獲獎資訊

2018-19年度同學獲獎紀錄表 (部分)

本校一直重視發展學生的多
元才能，鼓勵同學參加不同類型
的校外比賽，學生不但積極參與
活動，而且表現十分優秀。本年
度學生於學術及藝術範疇共獲得 
338項獎項，而在體育發展、社會
服務、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則分
別取得310項、60項及48項獎項。
獎學金或傑出學生選舉方面，則
獲得 71 項獎項。獲獎類別中有 
124 項冠軍，91 項亞軍及 81 
項季軍，全年一共有827項獎項。
同學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肯定，在
下列同學專訪中，我們可以了解
這些優秀同學的反思及其家人的
心聲：

組別 範疇 班別 學號 學生姓名 提名老師

1 初中組 音樂 3D 25 黃建瑜 吳冰沁

2 初中組 音樂 2D 5 張俊偉

3 初中組 視覺藝術 3E 12 李虹 傅競揚

4 初中組 視覺藝術 2B 26 謝嘉怡 傅競揚

5 初中組 資訊科技 3A 24 潘曉琳 鄭志成

6 初中組 資訊科技 3A 6 周燁謙 鄭志成

7 初中組 語文 3C 22 LIMBU NUROM JANIFOR 司徒靜怡

8 初中組 語文 2D 28 黃嘉儀 林純一

9 初中組 領袖才能 3E 22 黃詩詠 鄧文翎

10 初中組 領袖才能 3C 2 陳潔冰 林純一

11 初中組 體育 2A 2 區永輝 鄭華生

12 初中組 體育 3A 29 謝智軒 鄭華生

13 高中組 音樂 4B 22 李楚瑩

14 高中組 音樂 5D 20 王嘉朗

15 高中組 視覺藝術 4A 20 列小琳 傅競揚

16 高中組 視覺藝術 4D 10 林禎 傅競揚

17 高中組 資訊科技 6B 30 吳偉業 司徒靜怡

18 高中組 資訊科技 4C 15 馬銘聰 吳國毅

19 高中組 語文 4A 11 KC JASON 司徒靜怡

20 高中組 語文 5A 11 古可怡 林純一

21 高中組 領袖才能 5E 25 黃椅琪 鄧文翎

22 高中組 領袖才能 5E 5 趙采琳 鄧文翎

23 高中組 體育 4B 6 張恩來

24 高中組 體育 5A 7 霍立軒

施岳忠

吳冰沁

吳冰沁

吳冰沁

施岳忠

施岳忠

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閱讀及創作獎勵計劃 灼華創作獎學金  6A 何安淇  6A 黃咏媚  6D 黎晓琳

中華文化特色建築物情景設計比賽 亞軍  6C 關泳怡  6C 丁晉軒

「尋找自然的故事」 亞軍  5A 林江嵐

第十三屆創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三等獎  1C 楊俊毅  1C 鄺嘉煒

 4A  MANISH  4A  JASON

4B 黎錦澤

 5E甘樂森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獨誦季軍
 2C 顏紫晴  3A 李忠憲

3C  JANIFOR

一等獎  4A 羅嘉熙

二等獎
 4A 蘇沛錚  4B 洪 逸  5A 霍立軒

5A 易楚傑

三等獎  4A 龍少陽  4C 馬銘聰 4C 鄭朗軒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總決賽三等獎  1C 王媛媛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 銀獎  4A 羅嘉熙  4A 蘇沛錚

公開賽《港澳盃》 銅獎  2C 關錦濠  5A 霍立軒

錶面設計比賽 金獎  1B 區翱翹

2018-2019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3B 陳俐寧  5A 潘曉晴

香港交通安全隊 冠軍 交通安全隊女子隊隊員*

西九龍總區周年檢閱禮 亞軍 交通安全隊男子隊隊員*

最傑出隊員  4A 陳穎妍 4D 關家駿

傑出隊員  3D 周俊豪  3E黃詩詠

聯校科技節2018-短片創作比賽

（國際及印度公立學校組）
二等獎

 4A  MANISH  4A JASON

4B 黎錦澤

第二屆遊學台灣行程設計比賽 十大特色台灣遊學行程奬  3B 關詠賢  4B 彭雪晴  5D 陳嘉喜

十優公民大使獎  4A 陳穎妍

 4A 梁寶文  4A 列小琳  4A 鄭澤怡

 4A  JA SON  5E區嘉琪

傑出學生（初中組）  4A 陳穎妍

優秀學生（高中組）  6B 郭佩琳

油尖旺傑出學生獎勵計劃 初中傑出學生獎  3A 潘曉琳

信義會第26屆傑出學生選舉 最傑出學生  5E 徐靖雯

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丙組亞軍 乒乓球男子丙組隊員*

第三組別（九龍二區） 男子團體總冠軍 男子乒乓球隊員*

男子丙組冠軍 羽毛球隊男子丙組隊員*

男子乙組冠軍 羽毛球隊男子乙組隊員*

男團總冠軍 男子羽毛球隊隊員*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季軍  3B 李穎彤  4A 柯凱桐  4B 彭雪晴

學界籃球賽第三組別女子團體 季軍 女子籃球隊隊員*

學界女子籃球比賽 第三組別（九龍一區）女子乙組季軍 籃球隊女子乙組隊員*

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2018/19學界羽毛球比賽

2018校際影片拍攝比賽 季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2019

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選舉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和富公民大使獎

項目 獎項種類 得獎學生

團體冠軍 越野隊女子乙組隊員*

團體季軍 越野隊女子甲組隊員*

2018/19香港速度滾軸

溜冰公開賽

學界游泳比賽 4個冠軍、2個亞軍、1個季軍

學界田徑比賽

港島及九龍區D3A1

建造業室內划艇邀請賽 男高500米冠軍  4C 黃俊昌

「划出彩虹，社區共融！」

室內賽艇錦標賽
男高500米亞軍  4C 黃俊昌

健康生活室內賽艇賽中學及學院組 男高500米冠軍  4C 黃俊昌

青年學院室內賽艇賽 男高500米冠軍  4C 黃俊昌

中銀香港學界室內賽艇盃 男子甲組季軍  4C 黃俊昌

男子青少年G組50米胸泳冠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G組100米自由泳季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G組50米自由泳亞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G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G組50米胸泳亞軍  3A 潘永豐

青少年G組50米自由泳冠軍  3A 潘永豐

青少年G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3A 潘永豐

青少年G組50米胸泳冠軍  3A 潘永豐

新春游泳錦標賽2019 50米蛙泳冠軍  3A 潘永豐

50米捷泳冠軍  3A 潘永豐

18/19第三組別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50米蝶泳亞軍  3A 潘永豐

50米蛙泳冠軍  3A 潘永豐

50米捷泳冠軍  3A 潘永豐

100米蛙泳冠軍  3A 潘永豐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13-14歲組100米自由泳亞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13-14歲組50米蛙泳亞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13-14歲組50米自由泳冠軍  3A 潘永豐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MG組50米胸泳冠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MG組100米胸泳亞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MG組50米自由泳亞軍  3A 潘永豐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G組50米胸泳季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G組100米胸泳季軍  3A 潘永豐

男子青少年G組50米自由泳季軍  3A 潘永豐

學界越野之王香港仔站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東區游泳賽

5個冠軍、1個亞軍、1個季軍

 4A 麥靖晞男子12-14歲組500及3000米冠軍

 4C 黃俊昌

 3A 潘永豐

新春游泳錦標賽2019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9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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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及家長專訪

4A列小琳 感言

2D黃嘉儀

      本年度很榮幸獲得家長
教師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語
文)。本年度我參與不少語
文活動，例如第七十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2018。過程中我
學習到參與比賽時，沉穩應
對的重要。因為其他參賽者
的表現都十分優秀，總覺得
自己不如人，但我學會不應
因為他人的表現而影響自己
。只要盡力發揮，已是對自
己最好的肯定。

         此外，我更感謝老師的栽培，給予我不同發揮
的機會，例如讓我擔任中文周活動的司儀，當中除了
提升說話技巧，還建立自信心。我還參加中文週揮春
書法比賽。雖然最後未能獲獎，但過程中我體會到毛
筆書法的奧妙。我也明白學習不能一步登天，要靠自
己的努力獲取成果。

       我曾參加「文學之星作文比賽」前的一個講座
，當中講者曾説過一句話：「作者需要把作文的精髓
全寫出來，令讀者容易明白你所說的重點。」當時我
聽到這句說話，便知道學習語文需要不斷累積語文素
材，這靠平時多閱讀多聆聽多寫作，在你需要用的時
刻，便能從你的「語文資料庫」中抽出相關的素材。
一篇佳作的誕生，是你選取日常生活中最深刻的事情
，然後加以描述，便能寫出優秀的作文。所以，我榮
獲文學之星銅獎的學習心得，就是在課外時間多看書
，從而提高語文水平，否則「書到用時方恨少」。在
此我分享我的座右銘：「不為模糊不清的未來擔憂，
只為清清楚楚的現在努力」。

2D黃嘉儀家長

      大家好，我是2D班黃嘉儀家長。很感謝老師一
直以來對嘉儀的栽培。從前女兒只是個懵懵懂懂的女
孩；升中後，我看到她蛻變為知道如何判斷是非，如
何從不同角度分析事情的青年人。我更欣喜的是，她
為自己定立目標，努力裝備自己。

      古人云：「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求學問是一生的課業，縱然荊棘滿途，也不可磨滅心
志。要把握每個學習機會，奮力朝理想邁進。希望這
次獲獎可以激勵小女進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
雲帆濟滄海」。最后，再次感謝老師對女兒的栽培！

2D黃嘉儀

       升上中四，我為
能夠修讀喜愛的科目
——視覺藝術科而高
興。更高興的是，在
本年度我有幸獲得家
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
（視覺藝術），以幫
助我在未來藝術道路
上的發展。這是次獲
獎讓我感到欣喜，因
為得到了老師的肯定
，讓我對「有付出就
有回報」這句話有更

4A列小琳家長（列穎儀）

      是次女兒榮獲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我
感到非常欣慰。小琳常常擔心自己的課業，回
家總是埋頭動筆，一寫就是一個晚上。我不怎
麼聽過她埋怨，她多是分享關於學習的心得和
總結，令我對她的學習內容亦略知一二。我認
為教導兒女的方法，特別中學生，需要引導和
聆聽，不需要特意為他們指引一條道路。作為
家長，要相信他們的選擇，才能建立密切的親
子關係。希望女兒能視是次獎項為動力，繼續
努力學習。

新的體會。

      平日的我只是默默耕耘，用心繪製我的作
品。這樣的努力，最後得到認同，讓我領悟到
願意埋頭苦幹，在每次完成作品後，總結過失
，再將經驗消化，融入下次的課業，就能一步
一步邁向更好。

     最後，我想鼓勵所有和我一樣，努力嘗試
走出一條成功路徑的同學。或者現時你正面對
困境，又或未嚐到收穫的果子，但不要被這些
難題阻礙你前進。只要訂立目標，循序漸進地
累積經驗，就能在學業上、興趣上，又或任何
範疇上，闖出你的天地。

4A列小琳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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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 中國歷史文物展閉幕禮

⃣⃣ 中六畢業禮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文物展閉幕

⃣⃣ 鑽禧校慶晚宴

⃣⃣ 周年英語音樂劇

文物展閉幕

家教會主席聯同校監校董
校友出席無人商店開幕

⃣⃣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

家教會主席與中一家長分享 家教會委員出席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 家教會委員與中一家長分享

⃣⃣ 陸運會

編輯委員會
顧問：譚少珊女士 、梁冠芬校長、陳群梅副校長 
採訪及資料搜集：藍素琴老師、鄭敏之老師、司徒靜怡老
師、何祖銘老師 
編輯及校對：何婉姿主任、林純一主任 
總編輯：吳宏業副校長 
設計及排版：黃炎偉先生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52號 
網址：http://www.lss.edu.hk 
電郵：contact@lss.edu.hk 
電話：27802291 
傳真：27823374

家長們為陸運會作起步

家長也畢業 主禮嘉賓合照

媽媽到場為兒子打氣⃣
家長及台前幕後學生大合照

家長們和校長在頒獎台合照

同學們用心向家長們介紹文物

校長及主席獲邀一同表演

家長代表一同為鑽禧校慶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