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 生 心 聲
1A 鄭嘉豪

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東莞交流團，讓我學會
不少水利工程的知識及中國文化。回程後，我們要
撰寫專題學習報告，過程中獲益良多。
2C 張媛媛

為了參加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天津舉行的
學生論壇，我們到過香港不同的地方進行考察及撰
寫相關報告，及至在天津的學生論壇中，我們與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學生分享及討論自己的研究，
使我們受益匪淺，這次的旅程既豐富了我的暑假，
又豐富了我的人生，感謝主辦機構！感謝學校給我
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謝謝！
3I 高慧琦

很高興能參與這廣西交流團，透過深入的文化
考察，我體會到中國傳統宗廟的內涵及特色。而與
當地中學學生交流，更讓我發現兩地教育制度的
差異，在國內的同學身上，我學習到奮發圖強的精
神，期望學校能多些舉辦這類交流團，讓同學放眼
世界。
5A 梁影旋

我感謝學校讓我有這次寶貴的交流機會，這
讓我有更清晰的升學目標。透過實地參觀台灣的大

學，令我到台灣升讀大學更有信心，這裡的學科不
但比香港多，而且校園的設備完善，是升讀大學的
不二之選！ 
5A 王穎聰

到馬來亞西進行交流，讓我明白到學習英語的
重要性。在這裏我必須以英語跟當地人溝通，我發
覺要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必須要再下一番苦功，
感謝學校舉辦這交流團，讓我有機會實踐平日在英
文課的所學，更盼望自己的英語能因此更上一層
樓。
5A 蘇綺斐

應「國際環境守護組織青年年會」的邀請，我
們遠卦荷蘭出席交流活動，由於是次活動是在期
終試後舉行，故心情份外輕鬆，這短短十天讓我
認識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同學，我們一起進行
研討會，討論全球性的環保議題，讓我眼界大開，
更發現自己的英語流暢不少呢！
6A 何靜姍

我十分感謝學校給予我寶貴的機會，讓我能利
用關愛基金的撥款到韓國進行有關科技及文化上
的交流，當中我體會到韓國的文化特色，更認識到
當地的風土人情，其中他們的建築風格獨特，將物
理理論與美學相融和。

關愛基金助清貧 學術交流長見聞
在 2011 至 2012 年度，學校配合新學制「全方位學

習」的要求，特定年度主題為「積極自主全方位學習．
共建全球化的未來」，並滲入不同學習元素，以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如「跑出課室．飛出香港」，到異地學
習，認識當地教育和領略不同文化，又作專題研習比賽，
以增強自信和擴闊視野。

自 2002 年暑假起，學校多次為學生籌辦學習交流
團，包括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學習英語。學校已累積了多
年籌辦交流團經驗，而每年均會舉辦幾個學習團。學校
培育委員會轄下的全方位學習組早年成立，為的是統籌
此等工作，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要。去年，全方位學習
組更運用政府撥予的廿七萬多元「關愛基金」，開辦更
多不同類型的學習交流團，而每名清貧學生均獲關愛基
金資助三千元，藉以參與其感興趣之境外交流。

每次籌辦交流團，全方位學習組定必召開會議，訂
立學習目標，擬定計劃及預算，再交培育委員會、教職
員會議及法團校董會討論通過，確保程序恰當，安排妥
善。至於率團老師或校長均需按法團校董會的要求，於
離境前先獲校監批文方可前往。本校一向遵守教育局條
文及校本指引辦理各交流團事宜。至於分工上，學校有
清晰的制度，亦經全校老師協議，教師輪流率團，絕不
影響正常教學。

在 2011 至 2012 年度，本校舉辦了多次境外交流，

如啟導生涯規劃的台灣團、提升英語溝通能力的馬來西
亞團，學習科技和異地文化的韓國團、探究可持續發展
及環境教育的天津團暨學生論壇及專題研習比賽，以及
荷蘭第 26 屆環境守護者國際會議。學校更參與了教育
局資助的「同根同心：城市規劃與多元發展東莞團」及
「薪火相傳：上海歷史文化城鄉規劃及工業發展團」，
廣西防城港市津助的「南寧及防城港市團」及青松觀全
數資助的「廣西農村青塘小學交流團」，從中開拓了歐
美、東南亞和國內交流機會，以豐富師生的學習經歷。

去年為雙軌制年，教師忙於應付兩個繁重的公開考
試，分身乏術。有見及此，潘校長特犧牲週末及長假期
的私人時間，親自率領部份學習團，以減輕老師的辛
勞，當中包括往台灣明道大學及義守大學，且更與明道
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又在本年 10 月，在香港台灣高等
教育展與國立東華大學和南台科技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且又在本年 11 月，在辦學團體校董帶領下，與副校長、
升學輔導主任及學生再往義守大學和弘光科技大學參訪
和簽署合作協議，目的是為學生打開往海外或選擇台灣
升學之門，用心良苦。去年四月，潘校長帶領學生走訪
馬來西亞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及讓學生與世界青年組
織用英語交流兩地的教育。其後，更前往中華獨立中學
交流學習和接受該校安排的《星洲日報》採訪。另外，
2011 至 2012 年度亦是應屆中六及中七生最後一年在校
就讀，為令清貧學生一償異地交流學習的心願，校方又
特意安排了韓國畢業團讓學生參與。

學校多年來在環境和綠化教育的推動上，花了不少
心思，廣獲好評。現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可持
續發展項目學校，且在 2011 年於上海獲頒「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實驗學校」榮銜。去
年，學校又應邀參與在天津舉行的「社會責任和可持續
發展教育」學生論壇、專題研習比賽及教師工作坊。過
去三年，潘校長和老師多次率學生團往國內，如西安、
長白山等參加中港學生論壇和比賽，而校長和老師更有
機會於教師工作坊中擔任比賽評委。事前，師生往往花
上數個星期作戶外考察研究，學生的新穎構思和創意令
人讚賞，並取得最佳互動表現獎。至於在 2012 年 7 月
在荷蘭舉行的第 26 屆環境守護者國際會議，學校首次
獲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前往參與專題分享和展示
成果，期間的住宿安排乃大會決定，師生校長相若，守
望相助、相互照顧，實是難得的學習體會。為方便同學
觀摩切磋，校方更上載學生作品於互聯網上，以供同道
雅正。此外，潘校長推行的「走出去，請進來」的理
念，更為學校開拓了眾多專業交流機會，如去年便有
英國的教育部官員 Mr Nick Gibb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hools, UK Government)，乃至來自上海、西安、順
德、深圳、台北及美國的教育界友好到訪，而本年 10
月和 11 月則先後有來自蘇格蘭和新加坡的師生參訪本
校。上述項目開拓了學生的眼界，也促進了教師的專業
發展。

青 松 侯 寶 垣 中 學 校 訊

本校往美國領取國際啟發潛能大獎

台灣義守大學熱列歡迎本校到訪 本校參訪馬來西亞中華獨立中學

本校與陝西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學
結成姐妹學校

本校於荷蘭第 26 屆本校於荷蘭第 26 屆
環境守護者國際會議
上作專題展覽分享英國教育部官員（Mr Nick Gibb,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hools）、英國教育部官員（Mr Nick Gibb,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hools）、

英國文化協會代表、教育局官員到訪本校英國文化協會代表、教育局官員到訪本校

日期 機構 / 團體 / 學校名稱 活動
7/11/2011 上海市市北中學 觀課交流 
16/11/2011 美國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Dr Richard Benjamin and Ms Elaine Dew,,s I.E. 觀課交流

25/11/2011 深圳羅湖外語學校 參觀校舍，本校老師向其講解如何推動
「ICAN 課程」及分享

16/12/2011 陝西西安第八十五中學 觀課交流，並簽訂「教育伙伴策略聯盟」，共結
成姊妹學校

05/01/2012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到訪
啟發潛能教育交流及參觀 觀課交流

09/01/2012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觀課交流
15/02/2012 英國教育部官員（Mr Nick Gibb,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hools）、英國文化協會代表、教育局官員 交流「電子學習」進程

02/03/2012 順德一中德勝中學 觀課交流
15/03/2012 美國猶他州迪仕大學 觀課交流
29/03/2012 Morrison's Academy, Crieff, Scotland 觀課交流
20/04/2012 香港潮陽小學 參觀環保、可持續發展設備及學生活動

18/06/2012 教育局　語文教學支援組 「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2011/12）本校老師的「普教中」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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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交 流 照

明道大學陳世雄校長與本校潘笑蘭校
長簽署合作協議

應屆畢業生韓國文化交流 第二十六屆國際環境守護者
國際會議

津港「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生論壇及
教師座談會

師生參訪台灣義守大
學醫學教學樓，兩校學醫學教學樓，兩校學醫學教學樓，兩校

結成協作學校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道荷蘭
及天津師生交流成果

開 放 校 園 會 同 道  觀 摩 交 流 展 成 就
「精益求精」向來是我校老師的教學態度，故我們一直開放課室、學校，讓各界人士，甚至來自全

球各地的教育同工到本校觀摩，從而提高老師的教學質素，以下是 2011/2012 年的外校到訪本校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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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活動
本校向來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致

力發展成一所「可持續發展的學校」，故歷年
均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持續發展 UNDESD 
香港獎勵計劃合作推動各種「可持續發展」的
教學活動。
而本年度本校更連續第三次獲頒可持續發

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並得到可持續發展學校
榮譽大獎，以表揚本校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
為進一步推動區內的小學認識「可持續發

展的概念」，
本 校 應 IAIE 
sustainability 
unit 的邀請，
與區內的博
愛醫院歷屆
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
學 校 合 作，
將 IE 概 念、
可持續發展
和科學融合
在 一 起， 本
校師生教導
該校的學生
製作生態球，
並講解生態球
的運作原理，
活動是以英語
進行，學生反
應踴躍。

  
精美的生態球

  

  

  

  

主講嘉賓長春社項目主任
何健敏先生妙語連珠

進場儀式進場儀式

初小中樂組冠軍─黃文朗初小中樂組冠軍─黃文朗同學同學

高小中樂組冠軍─藍海威同學

香港孔聖會理事梁孟鄰先生

校長跟畢業生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本校榮獲可持續發展學校榮譽大獎

夏碧琪老師情深解說母愛的偉大

正方同學 ( 左起 )：主辯陳潔雯
同學、第一副辯黃聖儀同學、
第二副辯陳偉權同學及結辯謝

承志同學。

參賽同學的電池車成功起動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系主任
鍾伯光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高小西樂組冠軍─梁諾瑤同學高小西樂組冠軍─梁諾瑤同學

梁孟鄰先生獲潘校長送
贈紀念品

參賽同學正研究製作的方法

信社勇奪了社際全場總冠軍

初小西樂組冠軍─李可蕎同學

引經據典為同學解說

畢業班同學與校長、老師合照

本校學生教導小學生製作生態球

同學擔任司儀主持周會同學擔任司儀主持周會

反方同學 ( 左起 )：主辯林穎豪
同學、第一副辯李茜怡同學、
第二副辯葉德偉同學及結辯吳

嘉琪同學。

精緻的作品表現出同學的創意

啦啦隊的精彩表演

西樂合奏組─光明學校西樂合奏組─光明學校

梁先生生動有趣的講解逗得台
下同學咧嘴而笑

小學生燃料電池車創作比賽見聞
為提升區內小學同學對能源運用的認識，本校榮獲

港燈能源基金贊助，在 2012 年 4 月 23 日舉辦「小學
生燃料電池車創作比賽」，並有幸請得長春社項目主任
何健敏先生任主講嘉賓，與學生分享再生能源知識。
聽過嘉賓那生動有趣的講解後，同學正式進入比

賽，是次比賽有 9間小學共約 170 名學生參加，參賽隊
伍表現投入積極，創意十足，不少作品讓在場評判及師
生嘆為觀止。
是次比賽的結果公佈如下：

第九屆陸運會
在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本校於假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舉行了第九屆陸運會，並邀得香港浸
會大學體育學系系主任鍾伯光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是屆陸運會共有二千一百九十三人次參加，並進行

了三十七項不同組別的賽事。同學不論是在師生接力
賽、社際接力賽、友校接力賽，還是親子比賽等項目，
皆全力以赴，而觀眾亦為自己所屬的社或隊伍熱烈打
氣，掌聲更此起彼落。
最後，經過兩天激烈的比賽後，信社勇奪了社際全

場總冠軍，且在全體學生的努力下，更刷新了十多個項
目的紀錄，為彰顯體育精神的陸運會加添了豐碩的成
果。

屯元區小學樂器比賽
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及九日，本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屯元區

樂器比賽」。是次比賽的目的是要向小學推廣音樂教育，設立一個平
台讓屯門區及元朗區的小學生可以互相觀摩。
比賽分兩天進行，首日是西樂組的比賽，次日為中樂組的比賽，

分別設有初小及高小組別，讓年齡相若的學生互相欣賞及學習，並鼓
勵學生發掘自己的音樂才華。
得獎生除了獲得獎杯或獎狀外，各組冠軍的同學更可在本校的音

樂晚會屯門大會堂上公開演出，讓大家可欣賞到他們的學習成果。

道教講座
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們邀請了香港

孔聖會理事梁孟鄰先生到校為同學舉行道學講座。
梁先生幽默風趣，利用深入淺出的例子講及中

國武術和道學之間的微妙關係，可謂簡明扼要、字
字珠璣，讓同學在短短的時間內，對道學有更深入
的認識。

謝師宴
中六級「謝師宴」籌委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舉辦

「2012 畢業生謝師宴」，以酬答老師多年來的悉心
教導。
是晚，謝師宴在洋溢溫情和滿載笑聲的氣氛下進

行，師生均留下很多美好而溫馨的回憶，在此祝願中
六的畢業生鵬程萬里，在社會發光發熱，服務社群，
發揚侯中精神，讓生命充滿關愛、希望和信心。

母親節周會
古語云：「百行以孝為先。」故我校向來

著重培育同學的孝心。在五月九日的周會中，
我校藉著母親節前夕，向同學講解孝道，教導
同學「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道理，珍惜與父母
相處的時光，好好孝順他們。
期間更有多位老師先後與同學分享與母親

共處的點滴，溫馨動人，令同學知道幸福非必
然，時刻緊記母親的關懷。其後，老師更與學
生一起製作母親節咭 ,，並叮囑同學把心意咭
送給母親，以表達他們對母親的關懷和敬意。

辯論比賽
本校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舉辦校內辯論比賽決賽，

由校內班際辯論比賽中五級優勝隊伍對中四級優勝隊
伍，辯題為「事業比愛情更重要」，正方的主辯指出
事業的恒常性比愛情的不可測性更為穩定，而反方則
認為愛情可引伸至家庭，以致令人生更全面為依據反
駁。最後，因正方同學立論明確清晰而勝出，而最佳
辯論員則由反方李茜怡同學奪得。比賽過後，同學均
希望來年可多舉辦同類型比賽，並推廣至班際層面。

聖公會天水圍靈愛小學 速度比賽取得兩冠一亞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
安夫人學校

速度比賽取得一亞三季兩優異
外觀設計比賽取得一亞兩優異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速度比賽取得季軍
伊利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速度比賽取得季軍及優異
順德聯誼總會李金小學 外觀設計比賽取得冠軍及優異

速度比賽取得季軍
順德聯誼總會胡少渠紀念小學 外觀設計比賽取得季軍

速度比賽取得兩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何福堂小學 速度比賽取得四優異
外觀設計比賽取得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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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元 區 小 學 通 識 問 答 比 賽
為推動區內其他學校對通識科及時事議題的關注，本校近年積極舉辦「屯

元區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是次比賽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
日進行，參加的小學更拓展到屯門及元朗區所有小學，競爭激烈。

為配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本年度的題目除緊扣通識科六大單元：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
共衛生」及「能源科技與環境」外，亦加入與辛亥革命相關的題目，讓學生
認識有關歷史。

而經過初賽及決賽的激烈比拼後，道教青松小學實現三連冠勇奪冠軍，
至於鄭任安夫人學校及興德小學則分別取得亞軍及季軍。

    

  

  

  

  

  

  

  

  

    

  
  

  

  

  

  

  

     

部分參賽學生賽前留影參賽學生魚貫入場

早會開幕

Ms. Karin Meintjes, our NET and Ms. Susan Man, 
the senior coordinat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were 

our honourable adjudicators of the Competition.

Each school had an opportunity to deliver 
a presentation, supplemented by video 

material.

A gift to our principal 

S5 students' sharing

Students were being attentive at the 
briefing in the competition.

Secondary 3 students of CCHPWSS did an 
excellent job introducing the event

Everyone enjoyed the assembly

Announcing students' voting 
resultsresults

問答比賽氣氛熾熱

季軍隊伍 ( 興德學校 ) 合照季軍隊伍 ( 興德學校 ) 合照

電腦科「CGI 英語電影欣賞」
( 教學語言微調活動 )

電腦科中一級班際
中文打字比賽「打字神手」中文打字比賽「打字神手」

設計與科技科
「紙飛機飛行大賽」「紙飛機飛行大賽」

家政科「棒棒蛋糕製作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中一至中四級網上理財遊戲

「理財王爭霸戰」

科技週宣傳海報科技週宣傳海報

亞軍隊伍 ( 鄭任安夫人學校 )亞軍隊伍 ( 鄭任安夫人學校 )
合照

冠軍隊伍 ( 道教青松小學 )冠軍隊伍 ( 道教青松小學 )
合照

科 技 周
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本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科技周」。除

了持續舉辦「打字神手」、「紙飛機飛行大賽」等深受學生歡迎的活動外，本年度
更加入了「理財王爭霸戰」和「棒棒蛋糕製作班」等讓學生耳目一新的活動。除此
之外，為了提升跨學科英語學習（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的成效，科
技周更加入了「CGI 英語電影欣賞」的活動，讓學生欣賞電腦動畫之餘，亦能學好
英語。

不少學生都擁有流動通訊設備，也使用過專為這類設備編寫的一些應用程式
（APPS），但對 APPS 的設計和製作過程卻是一知半解。有見及此，電腦科特
別邀請了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吳道義教授，以「Social 
Media: Mobile Apps and Virtual Worlds」為題，主持了一場科技周周會資訊科技
專題講座，吳教授的講解深入淺出，風趣幽默，同學裨益匪淺。

P r i m a r y  S c h o o l  E n g l i s h  P u b l i c  S p e a k i n g  
C o m p e t i t i o n  2 0 1 2 - 2 0 1 3

Because of last year'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ccess, this year our school 
organised th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again. The 
purpose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exercise students’ creativity, enhance their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skills, and stretch their potential. This year, our school has 
initiated an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tudents in Tuen Mu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Districts. The competition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on 8th  May and 10th May 2011 with the great help of two honorable adjudicators, 
namely, Ms. Susan Man, the senior coordinat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and Ms. Karin 
Meintjes, our NET teacher.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a poem to prepare for 
reading aloud, and they were fully prepared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competition.

We were impressed to see that students grasped the valuabl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uthentic English eagerly, incorporated their inton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rough their confident delivery of the poem. The interactive exchange 
among students on learning and sharing through the art of English definitely 
benefited each and every student at the event.

The students put in a lot of hard work i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we supported them fully. Their effort paid off which was recognised throughout 
the event. There were 2 categories of participants and were adjudicated on two 
different days. The first category included Primary Three and Four students, which 
was held on the 8th May, 2012; whereas the second category included Primary Five 
and Six students, which was held on the 10th May, 2012.They were rated on clarity, 
interpretation and audience awareness. All participants received certificates of 
participation and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in July.

I n t e r  S c h o o l  V i d e o  C o n f e r e n c e
A joint video conference was held at our school on 6 July 2011 with Ho Yat 

Tung primary School (AM) and P.L.K. Fong Wong Kam Chuen Primary School. We 
were obliged that the event was a rewarding and fruitful experience for the 
primary students and students of our school.

Due to the positive feedback and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last year, 
we would like to hold this event again this year. The purpose was to form closer 
links with some of the primary schools in our community, as well as giving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ir school experiences with other schools.  
It enabled them to have a glimp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a broader school 
community.  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the students communicate in English in a 
meaningful way outside their regular classrooms.

Besides our students,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fully engaged in the video 
conference. It was a chance to boost their confidence to let them know they are also 
capable to hold their own video conference with students from a secondary school.

The event was hosted by us at the school hall.  All junior students from Form 
1 to Form 3, were part of the audience, whereas the studio audiences were from 
Ho Yat Tung Primary School (AM) and P.L.K. Fong Wong Kam Chuen Primary School.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nnections, video links were set up with both primary 
schools, thus the event was shared by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ir schoolmates. 
The MCs of ceremony, both form 5 students of our school CCHPWSS did an 
excellent job on introducing the event and being in charge of the co-ordination.

Each school had an opportunity to deliver a presentation, supplemented by 
the video materials. This was followed by a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for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other schools.

Our principal Ms. Poon,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other schools gave 
some suggestions and comment for improvement and encouragement after the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turned out to be a big success which fulfilled our goal of 
stretching students' potential on the usage of English. We all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year's video conference.

S 6 ,  S 7  F a r e w e l l  A s s e m b l y
This year's Farewell Assembly was a special one 

because students of Secondary 6 and Secondary 7 
were both graduating this year. There were seven 
classes in total to share the touching mo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ssembly, our principal 
Ms Poon gave a speech to our students. After that, 
students started sharing their videos and thoughts 
of their valuable moments. They also presented 
thoughtful gifts to their teachers. 

Although they are separating from each other, 
we believe they will keep in touch and CCHPWSS will be 
part of the memories forever.

F a t h e r ' s  D a y  A s s e m b l y
Father's Day is a day that most of us will not 

forget. This year's Father's Day Assembly, we have 
invited some S5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special moments with their father. We also took a 
poll on the attributes of a good father. The assembly 
ended with a video of students' messages to their 
father and pictures they took with their father. It was 
a very touching moment.

科技周周會 • 資訊科技專題講座
主題：Social Media: Mobile Apps and Virtual Worlds

講者：香港理工大學吳道義教授（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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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規 劃 日
為提升中三至中七同學對各升學途徑及各行各業的了解，本校每年都

舉辦生涯規劃日，本年度的生涯規劃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行。

當日，本校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全方位學習組總

課程發展主任葉蔭榮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分享學習與工作的心得及如何發

展自己的目標。

然後，同學便按他們的興趣及志向參加多個不同的分組講座，以便更

深入了解各種不同的升學途徑及行業概況。隨著人口老化，本港醫療服務

的需求大增，很多同學都希望了解醫護行業的情況，所以本校特邀香港專

業護理學會總參事 ( 行動及訓練 ) 李樂春先生為同學作深入講解。另外，
有不少同學抱著服務社群的理想，希望加入紀律部隊，故此對於本校畢業生鍾堅發

先生 ( 現職警員 ) 的分享特別感興趣。

通 識 周
為配合通識科「全球化」單元及

學校年度主題「積極自主全方位學習 
共建全球化的未來」，在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本校舉
行了以全球化為主題的通識周，活動
多彩多姿，如「宣明會義賣」、「《小
鞋子》電影欣賞」、參觀「香港歷史
博物館」、貧富宴、廉政公署攤位及
「青 Teen 講場」，本科希望透過這
些活動加深學生對全球化的了解，並
加強學生對全球化影響的反思。

另外，為配合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本科亦特邀國民教育學會梁炳華
博士進行辛亥革命講座，讓同學更深
入了解這段歷史故事及其相關人物。

最後，本校連續兩年參加香港律
師會主辦的「青 Teen 講場」，藉以
推動學生對時事議題的關注，並同時
培養良好的道德及價值觀。

  

  

  

  

     

義賣活動

青 Teen 講場

曹博士通識科答題技巧分享

通識科周會與嘉賓合照

午間活動

       

        

校友鍾堅發先生分享嘉賓合照 香港商業專科學校分享

IVE 課程簡介 海外聯招試介紹海外聯招試介紹 港專升學講座港專升學講座

屯門區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世界閱讀日開幕禮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汪明欣小姐

學生以電子簡報分享研習成果學生以電子簡報分享研習成果學生以電子簡報分享研習成果

同學進行義賣活動

閱讀周頒獎禮

同學與老人家談心

范建梅老師閱讀講座范建梅老師閱讀講座

同學探訪老人院

書展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紫章頒獎禮

汪明欣小姐獲吳副校長送贈
紀念品

Daily7/Daily10 編輯於高年級週會時段
舉行報章製作及英文閱讀分享講座

透過互動的講座，讓同學對生
命有所反思

英文圖書書展

同學積極向汪小姐發問

世 界 閱 讀 日
為慶祝「423 世界閱讀日」，本校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

日至二十六日舉行一連串以英語閱讀為主的活動，包括：「The 
Queen」電影欣賞及書籍介紹、「全校閱讀二十分鐘」、「十
大中、英文好書選舉」、「愛書人心聲卡」及英文書展等，以
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期間更邀請了「Daily7/Daily10」編輯於
高年級週會時段，舉行報章製作及英文閱讀分享講座，同學反
應踴躍，藉此讓同學活學活用英語，培養學生英語閱讀的習慣。

啟 發 潛 能 日
我 校 將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二十三日定為啟發潛能日，是

日我們邀請了香港十大傑出青

年汪明欣小姐，到校為同學舉

行「如何實現夢想？」講座。

汪小姐為本港首位失明女作

家兼音樂創作人，她致力於寫

作、音樂創作、演出、生命教

育等工作。她以自身經歷鼓勵

學生積極面對逆境，用藝術發

放正能量，推動社會共融。

專 題 研 習 分 享 日
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本校舉行了專題研習分享日，並

邀請了中五級的學生在周會期間為全體高中學生分享進行通識
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的心得。至於分享學生的研習範疇亦相當
廣泛，有涉及中港關係的自駕遊、有聯繫可持續發展的雷生春，
也有跟時下青少年相關的消費文化、網上活動、做兼職及港孩
等，充份體現通識教育的廣博性及學習的自主性，且更盼藉此
實戰經驗分享，進一步強化學生的研習能力。

慈 善 日
服務社群是本校的辦學使命，本校素來鼓勵

同學熱心服務社會，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二日期間，本校共舉行了四次校本慈
善便服日，同學反應熱烈，積極參予，同學只
要在便服日期間捐出零用錢予公益金，即可穿
上便服上課，而今年的慈善便服日共籌得善款
14,025.13 元港幣，並全數捐入公益金戶口，作為
慈善用途。

在此期間，本校亦舉辦了「感動侯中」的社會
服務計劃，高中同學以班本的形式參與各項社會
服務，如：協助不同社福界機構賣旗及賣獎券、
參與清潔海灘、探訪老人院及幼稚園等，好讓他
們體會關懷別人的喜悅，發揮關愛互助的精神。

閱 讀 周
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至十四日，本校舉

行「閱讀周」，期間設有一連四天的中英文書

展，讓師生選購所喜愛的讀物，同時，為配合

圖書館專題書籍推介，本校舉行一連串的精彩

活動讓學生參予，包括：社際閱讀有獎問答遊

戲、創意推書比賽及校園電視台好書宣傳等活

動，同學反應熱烈，爭相到圖書館借閱相關書

籍，有效推動全校的閱讀文化。

此外，本校更邀請了范建梅老師在周會時

段舉行好書推介及閱讀分享講座，以分享閱讀

樂趣，范老師風趣幽默，同學積極投入，不住

踴躍發問，足見成功引起同學對閱讀的興趣。

學 術 周 及 專 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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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Stall Games

2012 English Week

2012 Scrabble Competition

2012 Movie Appreciation

科 學 周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本校舉行了科學周。為了提升同學們

對科學科的興趣，啟發其潛能，科學老師設計了一系列豐富多元的活動，讓同學
們走出課室，與一眾老師走進科學之旅，活動包括：「小老鼠大解剖」、「甲蟲
展覽」、「甲蟲標本製造」、「太空穿梭機」、「《百感交集》電影欣賞」、「夜
觀星象」、「化學元素大搜尋」。

在周會上，科學老師舉辦了「千奇百趣 • 科學版」社際問答比賽，務求以最
生活化的例子，透過師生互動，各社的良性競爭，達致寓學習於「娛樂」的效果。

透過這些活動，學生了解到科學其實並不神秘，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觀察，
就可以發現這世界是多麼奧妙。

數 學 周
本校的數學周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舉行，活動多姿多采，學生反應熱烈。
在數學周周會時段，本校邀請了外間機構，為同學表演「數學魔術」。不少同學均看

得目瞪口呆，而愛好思考的同學則陷入苦思，為的是解開這些魔術的奧妙之處。
至於「數學遊蹤」也是數學周的重頭戲。學生要在偌大的校園內，走遍各個檢查點，

完成各項與數學有關的量度、計算、拼圖等活動。各班同學均積極參與，盡心完成，最後
由 2I 班成功奪魁。

另外，還有風靡全球的遊戲「數學魔力橋」(Rummikub)。平素對數學不甚感興趣的同
學，亦為此深深著迷，樂此不疲。

還有其他活動如「網上數學遊戲大搜尋」、「邏輯拼圖大解碼」、「圖形分割遊戲」等，
學生均能踴躍參與，寓學習於娛樂。

公 民 教 育 周
本校一向對公民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所以除每

月的升旗禮外，更特意於國慶月舉辦公民教育周，
讓同學更了解祖國的發展，而本年則以國家十二五
規劃為主題，希望令同學們掌握最新的國家資訊。

同時，幾位早前到山東、北京、上海的交流學生，
在早會上分享交流的體驗，透過他們的現身說法，
加深同學們對祖國的認識。此外，在午膳期間舉辦
了電影欣賞工作坊，讓同學們從多角度分析我國歷
史。

而周會期間更舉辦了公民常識問答比賽，同學踴
躍參與，氣氛熱烈。

全 方 位 學 習 周
本校一向重視全方位學習的推動，故每年期終

考試過後，便舉辦全方位學習周，希望藉此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讓同學走出課室，體驗課後延伸學習
的樂趣。

本年度的活動內容包括：參加迪士尼動畫製作
課程，讓同學於香港迪士尼教室中活用資訊科技，
學習繪圖製作動畫技巧；到訪香港藝術館，參觀乾
隆皇帝的秘密花園，透過觀賞清代藝術品的發展歷
程，了解當時的民生百態；參與各類體育活動，當
中有溜冰及保齡球等，這些課堂以外的活動，讓同
學有多元化的體驗，擴闊他們的視野。

至於課程延伸學習活動，則有通識科的南丫島
實地考察，以及參觀市區更新探知館等，讓同學親
身了解社區的發展。

透過以上的活動，讓同學了解到學習不只局限
於書本及課堂，更要學以致用，走出課室，方能讓
知識融會貫通，達到終身學習的理想。

  

  

  

  

  

  

  

  

  

  

  

  

  

  

  

  

  

  

夜觀星象

同學積極參與「數學魔術」

科學周開幕禮

「數學魔術」周會

太空穿梭機

「數學遊蹤」大比拼

國內交流計劃早會分享

米埔自然教育中心

甲蟲展覽甲蟲展覽

「數學遊蹤」大鬥法

小老鼠大解剖小老鼠大解剖

數學科英語延伸活動數學科英語延伸活動

化學元素大搜尋

數學科延伸活動

公民常識問答比賽頒獎

南丫島實地考察南丫島實地考察

公民教育電影欣賞

迪士尼動畫教室迪士尼動畫教室

T h e  E n g l i s h  W e e k
Every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rganizes 

the English week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in an enjoyable environment. Last 
year, I was thrilled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ree 
events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 the S.3 inter-class 
English competition, the stall games, and the singing 
along with Amy and Gordon.

The S.3 inter-class English competition was 
organized in December with“Christmas”as the 
the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were asked 
with questions related to Christmas in the hall, which 
was filled with Christmas songs as the background 
music. Students on the stage competed actively 
to get as many scores as possible for their own 
classes whereas audience provided support to the 
competitors on the stage. The hall wa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and enjoyment. 

The stall games were organized by S.6 students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who were eager to get 
points from the games so that they could redeem 
their favourite presents. The stall games not only 
provided a good platform for S.6 students to design 
and hold activities in English, but also attracted more 
students from other forms to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learning English is fun.

In the event of singing along with Amy and 
Gordon,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great 
chance to appreciate some renowned folk songs 
and sing along with all the audience. Students were 
intoxicated by the melodic folk songs that they would 
never forget.

語 文 文 化 周 （ 中 普 ）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始，本校舉

行了語文文化周（中普），而本屆主題為
「中普學習樂繽紛」，在一系列的活動中，
希望能提高同學對中文學習的興趣，從而
加深對中文的認識，更能多說多聽普通
話。

在文化周中，本校舉行了多項比賽，
如「初、高中硬筆書法」比賽，同學在比
賽中慢慢書寫、一筆一劃、精雕細琢、盡
獻心思。星期三的高中周會是「中文問答
比賽」，內容圍繞正音及正字，各同學皆
全情投入，競爭激烈。午間的攤位遊戲更
是多姿多采，不僅有中文科的正字遊戲、
背誦遊戲，又有普通話科的拼音及讀繞口
令等遊戲，故甚受同學歡迎。

最後一日，本校舉行了午間普通話電
影欣賞及有獎問答活動，吸引了大批同學
參加，而同學在觀賞電影後均踴躍地回答
問題，場面熱鬧，而語文文化周（中普）
亦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午間普通話電影欣賞

中文問答比賽

開幕禮

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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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就 職 典 禮
本校自創校至今一向重視家校合作關係，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十二年，一直秉承作為家長與學校

溝通的重要橋樑，於發揮家校合作的工作上，成效顯著。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星期六）本校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假本校禮堂進行就職典禮，承蒙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李潔冰教授、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劉仲宏校長及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鄭筱薇校長親臨主禮、頒獎及授憑，讓典禮生色不少。

典禮期間，李教授更作「協助子女學習英語」的專題演講，令
一眾家長無不受恵。此外，同學亦為來賓獻上多個精彩表演，包括：
管弦樂、朗誦、舞蹈、中樂等，盡現侯中同學的多才多藝。

隨著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林永忠先生從李潔冰教授手上接
過委任狀，與及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劉煒西女士從周和來校監
手上接過感謝狀後，本校家長教師會接班工作亦已完成，在此，期
望新一屆家長教師會能繼續秉承傳統，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畢業班代表從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畢業班代表從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院長、香港大學明德學院署理校
長李焯芬教授手中接過畢業證書

第八屆畢業典禮主禮團第八屆畢業典禮主禮團

合唱團表演合唱團表演 管弦樂團表演

古箏小組演出

本校校董葉長青先生、
莫小賢小姐參與粵劇的演出

英文民歌結他小組演出

本校合唱團的演出

音樂晚會主禮嘉賓

中國舞表演中國舞表演

本校中樂團、管弦樂團、結他小組、合唱團首次同台演出。

石信之博士指揮本校的
管弦樂團演出

英文民歌結他小組演出

邱少彬先生指揮本校的中樂團演出

音樂晚會開幕儀式

     

  

  

  

結他合奏 活力十足的現代舞

主禮嘉賓與家委合照

石信之博士指揮本校的管弦樂團

中樂團的表演

  

  

  

  校長與民歌結他班合唱校長與民歌結他班合唱

主禮嘉賓（左起：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助理總經理 - 評核發展傅德華先生、教育局首席教育主禮嘉賓（左起：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助理總經理 - 評核發展傅德華先生、教育局首席教育
主任 ( 課程發展 ) 譚貫枝先生、潘笑蘭校長、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張志鴻校長）

同學留心嘉賓講解餐桌禮儀同學留心嘉賓講解餐桌禮儀 晚宴盛況

中樂團表演中樂團表演

第 八 屆 畢 業 典 禮
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本校舉行了「第八屆畢業典禮」，荷蒙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香港大學明德學院署理校長李焯芬教授、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集團發展總經理余德秋先生、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校長文桂媚女士、世
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校長蘇威鳴先生、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校長黎仲
榮先生、道教青松小學校長梁卓賢先生、青松觀董事及青松侯寶垣中學校董撥
冗蒞臨主禮，使典禮生色不少。

是日，各方新知舊友、文化先進撥冗蒞臨指導，情意煊煊，畢業典禮就在
一連串祝賀肄業的授憑儀式及表揚卓越的頒獎活動中順利完成。接著，豐富而
精彩的表演節目隨即上演：管弦樂、合唱團及中國舞等，內容豐富多姿，足見
侯中同學多才多藝，觀眾莫不為侯中學生的才藝而嘆服。

最後，畢業生在各師長及同學的祝福下，正式宣告畢業，展開人生的新一頁，
謹此祝願侯中各畢業生鵬程萬里，繼續發揚侯中尊道貴德的精神，造福社會。

音 樂 晚 會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 星期五 )，本校在屯

門大會堂舉行一年一度的周年音樂晚會，荷蒙教育局
首席教育主任 ( 課程發展 ) 關兆錦博士、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
肖鷹先生、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列浩然先生、青松
觀主席梁發先生、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校長曾嘉麗
女士、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校長蕭岳煊先
生、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小學校長鄺耀宗先生、博愛
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校長蔡劍冬
先生、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校長朱小芳女
士等各友好，擔任主禮嘉賓，惠臨增光，深感榮耀。

當晚，由國際知名指揮家石信之博士擔任音樂總
監，而曾兩度於中央電視台榮獲「指揮金獎」的邱少
杉先生則擔任中樂團的音樂總監，在這兩名蜚聲國際
的大師指導下，同學為來賓獻上多個精彩節目，包括：
管弦樂團演奏、中樂演奏、合唱團表演、民歌結他合
奏等，各演出隊伍以悅耳悠揚的樂聲，贏得在場數百
位嘉賓及觀眾的掌聲。

是夜精彩的演出，實有賴校董會一直以來對侯中
藝術教育的全力支持和鼓勵，侯中師生深信音樂可以
幫助學生陶冶性情，建立品格，故這夜我們聚首一堂，
不只要展示同學的音樂造詣，更重要的是同學要藉著
音樂展現道德修養，奏出感動人心的樂曲。

高 桌 晚 宴
對青松侯寶垣中學應屆中六及中七學生而言，2011 年 12 月 14 日是一個

難忘的日子。當晚，超過二百四十多名的貴賓、校長、老師及同學濟濟一堂共
享晚宴，進行交流。

這是侯中第一次舉行高桌晚宴，亦是全區首創，這不單讓學生取得學習社
交及餐桌禮儀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能細聽主禮嘉賓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課程
發展）譚貫枝先生，以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助理總經理（評核發展）傅德華先
生的人生經驗分享，故這夜展示了侯中致力為學生提供全人的教育，好讓他們
能持續進步，以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

侯中致力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當中包括提升他們對升學及就業輔導的關
注，乃至認識在新高中學制下與生涯規劃相關的經驗，並同時培育工作相關的
道德操守及人生價值。就此，高桌晚宴正印證了侯中關顧學生成長的承諾與委
身，以確保他們能為日後升讀大學及投身社會作好準備。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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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教育進行學習圈匯報
     

講者：黃忠波先生 講者：劉雅詩小姐

  
  

  
   A visit to Cox Landing 

Elementary School
A visit to Cox Landing 

Elementary School
A visit to Cox Landing Model Laboratory School Students' work at 

Huntington High School
The IAIE Award

青 松 觀 屬 校 教 師 專 業 進 修 日
在 2012 年 1 月 3 日，本校老師參加了由香港道教青松小學主辦的青松觀屬校教

師專業進修日。
當日，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陳沛田及黃忠波先生分享了資優教育的發展現況。兩

位講者亦積極與在場的多位青松觀屬校教師分享了「資優教育發展資源」的心得，並
指出發展資優教育對學校、學生和家長的重要性，內容豐富實用。

這讓老師們明白到資優教育能令資質稍勝學生的才華得到肯定，同時亦能於學業、
課外活動及個人興趣方面得到平衡的發展。

I A I E  C o n f e r e n c e  &  A w a r d  W i n n i n g  C e r e m o n y
The 2011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vitational Education World Conference was held 

in October 2011.  It was our great pleasure to receive the I.E. award for the third time. 
We had attended the world conference to exchange 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with 
other educators, and we received many invaluable ideas from the school visit sessions.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we learned many new teaching ideas and methods 
from the visits.

這是一間充滿關愛的學校，因為這裡的老師都是真心
真意為學生的，他們做了很多工作範圍以外的事，如：願
意在假期幫我們補課、願意留校至晚上七、八點伴我們一
起温習、願意無時無刻聆聽我們的心事、我們的需要……

今年我成功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的護理學學位課程，這
是全賴侯中老師的悉心教導，讓我達成這個大學夢，侯中
的學弟學妹們，請好好努力讀書，說不到下一個升大學的
就是你。

各位好，我是 2012 年畢業生陳芷晴，現就讀於城市大
學科學及工程學院。學科學及工程學院。

雖然只是離開侯中幾個月，但無時無刻不記掛著侯中
每一位老師及同學，衷心感謝各老師六年來對我的悉心教
導，學習的路從來都是辛苦且漫長的，幸得各老師的支持
及鼓勵下，讓我成功闖過這六年既艱苦又愉快的學習路，
今天我要開創人生的新一頁，我會緊記老師的教導，不負
老師所望，繼續發揚「追求卓越，服務社群」的侯中精神。

在此，我亦祝願侯中的校長及老師工作順利，同學們
能好好享受校園生活，找到人生的方向。

讀書時不懂珍惜老師的苦心，總覺得侯中的老師老讀書時不懂珍惜老師的苦心，總覺得侯中的老師老
是逼同學讀書，惹人討厭，但漸漸的，我長大了，今天
的我完全明白當年老師的苦口婆心，更體會到「書到用
時方恨少」的道理。十分感激侯中老師的循循善誘，對
我們不離不棄，默默伴著我們走過反叛苦澀的青蔥歲月，
現在我真的長大了，正身在澳洲的大學讀書，我會努力
求學，力求上進，望早日學成歸來，貢獻社會，以報答
侯中的老師這七年來對我的教導。

大家好！我現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
院的護理學課程。

我是首屆文憑試的同學，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對的
公開試，過去那日以繼夜挑燈苦讀的歲月，實在叫人不
堪回首，幸在侯中老師那互動又多元化的教學下，讓我
對考試內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感受到學習的樂趣，找
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在此，我祝願各位同學學業進步，特別是應屆中六
同學，只要你們努力不懈，大學之門一定會為你而開。

不經不覺，離開了侯中已快四個月了。還記得，不久前我不經不覺，離開了侯中已快四個月了。還記得，不久前我
獨自到科技大學註冊成為大學生，面對眼前的陌生環境難免有
點怯懦，這不禁讓想起侯中老師的教導及祝福，我頓感平安，
更股起勇氣去主動結識新朋友，努力積極應適新環境，感謝侯
中的老師，是你們的愛，讓我們勇於闖出自己的前路，謝謝你
們！

今後我們更努力學習，我以成為一名偉大的工程師為人生
目標，各位老師請好好保重身體！願你們每一位都工作偷快！

我現在浸會大學修讀中國研究的學位課程。我一直認為
侯中的老師比起很多學校的老師更熱心、更努力，每次我跟侯中的老師比起很多學校的老師更熱心、更努力，每次我跟
我的大學同提起侯中，我總很自豪地告訴他們，侯中老師在
我心中是最棒的，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

作為一個學生，我們理應要比老師付出更多，所以侯中
的同學，你們要加把勁好好學習，珍惜老師為你付出的，不
要枉費老師的苦心。

各位在學的同學，侯中的老師從不放棄學生，所以你們
也絕不能讓自己偷懶，努力考上大學吧 !

學 習 圈
「學習圈」在侯中已推行七年，而

八大學習領域亦有各自的「學習圈」。
由於本年度學校推行教學語言微調，
故本年度的關注事項亦與此有關。

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本校舉
行了學習圈科研匯報會，透過八大學
習領域的「學習圈」，教學效能得以
大大提升。

以下為各學習領域的關注事項，中文科綜合推行普通話教學的要
點；英文科重點提升學生的創意寫作興趣及能力；數學科探究學生學
習數學專用英語詞彙的過程；科學科探討英語教與學的效能；綜合人
文科由中史科負責，研究學生解讀漫畫的技巧，讓學生對抗日戰爭有
更深入的認識；科技科透過電子系統加強學生對英語詞彙的認識；藝
術科研討以英語授課的教學效能；體育科則加強學生對體育課內專用
英語詞彙的認識。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舊 生 近 況

李 家 馨 同 學

陳 芷 晴 同 學

朱 志 豪 同 學

李烱烺同 學

何 靜 姍 同 學

曾 冠 豪 同 學

語 文 政 策 ― 兩 文 三 語 拓 語 境  英 語 微 調 受 好 評
學校一向注重推動兩文三語，並在去年於部份中一班別推行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及以英語

教授綜合科學，而本年度已擴展至中二級；又在部份中一班別以英語教授數學，以配合「普教中」
及「語文微調」的新趨勢，而每逢週三的普通話日、週五的英文日及相關的語文大使計劃則提
供了理想的語文環境。學校又嘗試以普通話唱校歌及加強學術週的跨科英語活動，增添學生接
觸普通話和英語的機會。去年，教育局派員到校作英語微調重點視學，外評隊對學校的跨科剪
裁予以肯定，也對跨科活動表示讚賞。

自去年始，學校引入香港學校自評網絡總監及中文大學英語教學教授專家為英文科進行課
堂評鑑和研究。校方更在新高中的藝術發展課程中，以英語音樂劇為主線，提供台前幕後不同
領域的培訓。

本年度入大學名單
Class Cl.No. Name Institute Programme Title

7E 1 區詠嫺 珠海學院 會計及銀行（榮譽）商學士
7E 3 陳欣怡 香港公開大學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 雙學位 )
7E 9 曾綺晴 香港城市大學 全質量安全監控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7E 23 劉嘉俊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士（數學及數學教育） 
7E 26 李嘉朗 珠海學院 財務金融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7E 30 黃浩南 香港理工大學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7I 3 陳詠兒 香港教育學院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7I 4 仇令妍 香港樹仁大學 財務金融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7I 9 李悅彤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7I 13 徐詩詠 珠海學院 會計及銀行（榮譽）商學士
7I 18 葉靜樺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7I 25 熊兆文 香港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主修數學）
7I 30 黃衍璁 香港浸會大學 計算機科學（資訊系統）理學士（榮譽）
6L 13 李家馨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士
6A 5 何靜姍 香港科技大學 工學院
6I 18 曾冠豪 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6L 3 陳芷晴 香港城市大學 理學士

6D 28 李烱烺 香港中文大學－
東華三院社區書院 護理學

6L 1 區詠琳 香港中文大學－
東華三院社區書院 護理學

6D 12 梁青彤 珠海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6A 18 黃雅俐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6L 2 陳思嫣 暨南大學 管理學學士（財務管理）
6E 14 楊家俊 暨南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6D 15 譚文靜 聯合大學（台灣） 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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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潘笑蘭校長、蘇偉文主任      編輯：李健文老師

類別 獎項名稱 班
別 姓名

獎學金 香港道教聯合會壬辰年香港道教節
「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3I 黃欣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5L
7E

盧卓禮
劉嘉俊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5A
5L

李家兆
盧旭明

助學金 第十五屆蘋果助學金 2N
4L

朱曉敏
王紹基

新界校長會新家園世茂助學金 3C
2I
3I

曾佳欣
張媛媛
曾鳳佩

學術獎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1-2012( 初中組 )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1-2012( 高中組 )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1-2012( 預科組 )

3I
5L
7E

黃欣怡
盧卓禮
劉嘉俊

青苗學界
進步獎

2I 張偉年  2C 林瑋弢 2A 鍾鑫龍 2N 于梓維
3I 林翠盈  3C 劉城鋒 3A 盧曉欣 3N 何偉棋
3N 梁潔兒 4D 黃鎮海 4D 陳志軒 4E 李慧儀 
4E 梁可晴  4A 朱家朗 4L 廖展鴻 5D 何姍禧
5E 呂昭緯 5A 葉嘉俊 6I 余世雄 6D 陳家儀
6A 唐展麒 6L 張諾兒 7I 李榮新 7E 曾綺晴

香港科技大學 Team Project Award 6L 陳芷晴

香港大學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2010 - 2011

2008 畢業生
布禮歌

辯論獎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第十屆香港校
際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最佳辯
論員 5A 陳潔雯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第十屆香港校
際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 4L 鍾宛淋

省港中學組粵語初賽積極參與 4L
5D
5L

陳善恒
陳灝揚
布穎軒

讀寫獎 屯門區議會學生閱讀獎勵計劃最佳
閱讀風氣學校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2010-2012 紫章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組委
會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三等獎
優秀獎
優秀指導獎

2I
3C

共 246 名
學生

陳思冰
曾佳欣
李燕芳老師

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比賽
國際漢語寫作優秀獎

2I
3C
6I

張媛媛
馮煥華 
蕭俊彬

Australia Education Link 
The Hong Kong Schools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Certificate of Acceptance

3C
3C
3C
5A
5A

葉芷君
連寶妏
廖銘浩
李文馨
黃聖儀

語文獎
( 中文 )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集
誦粵語組中一、二級 - 男子組亞軍

中一及
中二級

男子詩詞獨誦粵語組 
亞軍
優良
良好

1A
3I
1C

李承軒
何寶泓
馬億晉

男子散文獨誦粵語組
優良 5A 黃鈞傑

女子詩詞獨誦粵語組
優良
優良
良好

1C
1A
4A

陳梓恩 
梁念恩
蘇綺斐

女子散文獨誦粵語組 
良好 2I 陳逸藍

語文獎
( 英文 )

男子英文詩詞獨誦組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5L
1I
1C
5A
5A
5L

胡仲賢
馮景禧
馬卡
謝承志
黃鈞傑
葉浩賢

女子英文詩詞獨誦組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1I
1I
1N
1N
2I
2C
2C
2N
3N
3N
4A
5I
5I

黎樂兒
梁雅琳 
劉芷穎 
李紅靜 
陳逸藍 
陳愷迎 
鄭安翹 
何家寶 
楊倚藍 
張美宜 
蘇綺裴 
簡蔚姍 
譚雪瑩

語文獎
( 普通話 )

男子詩詞集誦普通話組優良
男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冠軍
優良
優良

6L
5L
5L

狄志華
彭皓傑
梁偉楓

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1I
1I
1C
21
3I
3I

廖柏恩
劉倩君
李艾琳
陳思冰
曾鳳佩
黃欣怡

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2I 張媛媛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2012 第十四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獎 4A 羅紫君

類別 獎項名稱 班
別 姓名

專題
研習獎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教育局
  課 程發展處
「經濟 X 創意」比賽
「經濟創意傑出短片獎」

5D
5E
5E
5E
5L

吳文正
陳咖弦
羅嘉盈
李翠瑩
甘志勇

「個人學術成就獎」 5E 陳咖弦

「屯門元朗區創意領域新紀元」  
 戶外創意活動賽事 
 木飛機模型大賽 
 橡皮螺旋動力模型飛機大賽銀獎

1C
1C

鍾柏陞
邱子柏

橡皮螺旋動力模型飛機大賽銅獎 1C
1C

黃志騰
林澆銘

橡皮螺旋動力模型飛機大賽優異 1C 葉家嵐

紙飛機大賽銅獎 4L 郭天相

紙飛機大賽優異 3I 梁宇軒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葵涌 ) 本土文化薈萃
本土文化導賞遊設計比賽優異獎

4A
4A
4A
4L
4L
4L
5I

黎泳儉
洪諾熙
黃耀培
譚淑芬
李章俊
鍾悅山
簡蔚珊

體育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1-2012 年度校
際羽毛球比賽（屯門區）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1A
3C
3C
3C
3N
4D
4E
4A

李承軒
莊家樑
劉誠鋒
曹鈞恒
李柏軒
陳家樑
梁少軒
朱祖輝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女子甲組乒乓球殿軍

3C
4E
5E

葉芷君
區韻晞
李嘉祺

香港學界體育會
2011-2012 年度屯門區中學校際足
球比賽 ( 甲組 ) 亞軍 5D 鄧健禧

屯門區賀歲盃足球嘉年華中學 A 組
( 高中組 ) 五人足球賽季軍 5D 鄧健禧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全港青少年分齡
田徑賽 4L 廖展鴻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賽季軍 5I
5E
5E

黃良潮
鍾潤鴻
李國鋒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男子青年 G
組 100 米捷泳季軍 3I 陳力騫

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男子乙組 50 米
自由泳季軍 200 米個人四式季軍 3I 陳力騫

新界西體育協會第二屆新界區際跆拳
道比賽男子色帶組 51-54kg 冠軍 4L 陳穎誠

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會」現金支票 $500 6A 文國榮

藝術獎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2I 蔡若嵐 3I 曾凤佩 3A 吳卓泠 3N 樊曉文
5I 曾詠兒 5D 張曉彤 5D 張汶蕙 5D 梁寧珊
5E 劉可欣 5A 郭靜文 5A 梁影旋 5A 李敏妍
5L 孟卓如

屯門文藝協進 2012 年屯門區第廿六屆舞蹈大賽
東方舞公開組
1N 張蔚藍 1N 李紅靜 2I 蔡若嵐 2A 陳烙瑤
3I 曾凤佩 3C 黃麗紅 3A 吳卓泠 3N 樊曉文
4L 譚淑芬 5D 張曉彤 5D 張汶蕙 5E 劉可欣
5A 郭靜文 5A 梁影旋 5A 李敏妍 5L 梁影雪
5L 孟卓如

第四十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銀獎
2I 蔡若嵐 3I 曾凤佩 3N 樊曉文 5I 曾詠兒
5D 張曉彤 5D 張汶蕙 5D 梁寧珊 5E 劉可欣
5A 郭靜文 5A 梁影旋 5A 李敏妍 5L 孟卓如

青松觀屯門盆景花卉展覽 2012
繪畫寫生比賽「優秀作品獎」 2I 陳嘉裕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第四屆校園藝術
大使嘉許狀 5I 曾詠兒

校董會
特別

獎學金

中六
6D 周栢圻 6I 曾冠豪 6A 何靜姍 6L 許珈莉
6I 陳俊軒 6D 陳卓立 6I 鄧紫欣 6L 李家馨
6L 陳芷晴 6L 魯曉光 6D 李烱烺 6L 蕭嘉立
6A 張宏達 6E 黃家興 6E 黃暄婷 6L 黃啟謙

中七
7E 陳欣怡 7E 李美燁 7E 曾綺晴 7E 鄞美君
7E 陳燕城 7E 馮梓傑 7E 劉嘉俊 7E 黃浩南
7E 胡百均 7I 陳智盈 7I 陳曉瑩 7I 陳詠兒
7I 仇令妍 7I 鄭詠心 7I 周芷晴 7I 郭家碧
7I 李悅彤 7I 呂樂韻 7I 彭慧敏 7I 曾嘉敏
7I 黃君穎 7I 嚴晶晶 7I 葉靜樺 7I 張詔衡
7I 熊兆文 7I 黃衍璁

類別 獎項名稱
班
別

姓名

服務獎 總領袖生服務獎 7I
7I
7E

嚴晶晶
馬梓陽
曾嘉麗

培育獎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vitational 
Education 
2011 Dr. Paula Helen Stanley 
Inviting School Fidelity Award Year 3
Inviting School Fidelity Award
鳳溪公立學校賣旗籌款紀念狀
屯門區婦女會新春愛心送暖活動
感謝狀
屯門區婦女會 10.15 賣旗日感謝狀
公益金賣旗日成績優良獎狀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待人有禮
好少年獎狀

3C
5E

曾佳欣
羅嘉盈

可持續
發展獎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計劃
2011 年度香港項目學校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可持續發展學校榮譽大獎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香港獎
勵計劃
香港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
展覽及表演活動
全場總冠軍

4D
4E
4A
4A
4A
4L
4L
4L

林章俊
張迪文
羅紫君
黃安怡
何浚亨
鍾悅山
譚淑芬
林耀俊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香港獎勵計劃： 
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程：旅遊與款待
隊際專題報告優秀獎二等獎
最佳團隊合作獎
展板優秀獎三等獎

3C
3C
3C
3C
3C
3C
4A
4L
4L
4L
4L

朱欣童
馮靖茵
連寶妏
盧楚蕙
黃麗紅
黃佩瑩
鄭立雋
鍾悅山
馮嘉儀
譚淑芬
林章俊

綠環獎 青松觀屯門盆景花卉展覽 2012
中學組盆景組冠軍
中學組盆景組亞軍
中學組盆景組優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2 年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
栽種植 / 培植比賽蕨類植物 ( 芒 )
賞果植物季軍
賞花類植物優異

學校獎 第四屆遠程教育學術年會暨雲端計算環境下教育新論壇
視像中國項目示範學獎
優質評核管理課程計劃優質評核認證

教師獎 香港教師會第十五屆
資深優秀教師年資木鐸獎
( 服務 30 至 34 年銀鐸盾 )

潘笑蘭校長

香港女童軍全人訓練與優質教學
校長座談會感謝狀

潘笑蘭校長

敬師運動委員會
第十七屆表揚教師計劃優秀教師獎

潘笑蘭校長
文素珊老師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2011 年中
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優秀論文一等獎

梁健文副校長
鄭雅燕老師

青松侯寶
垣中學教
師專業發
展獎

最佳教學獎 林雅瑩老師

互動教學獎 夏碧琪老師

有效傳意獎 吳俊雄副校長

教壇新秀獎 何迪康老師

積極主動獎 林阮輝老師

活出生命獎 李廣祥主任

健康和諧獎 黃俊傑老師

團體協作獎 李逸燊老師

潛能發展獎
Meintjies 

Karin

創意思維獎 吳國鋒主任

最具領導才能獎 蔡子良主任

最理想班主任獎同時兼得第十七屆
表揚教師計劃優秀教師獎

文素珊老師

環保綠化獎 龐靜民先生

最佳職員獎 張藹妍女士

最佳職工獎 麥麗嫦小姐

類別 獎項名單 班
別 姓名

學科獎 「青松侯寶垣獎學金」

中七級
高考成績獲 11 分至 14 分
高考成績獲 11 分至 14 分
高考成績獲 11 分至 14 分
高考成績獲 15 分或以上
高考成績獲 15 分或以上
高考成績獲 15 分或以上

7I
7I
7I
7E
7E
7I

陳詠兒
周芷晴
李悅彤
劉嘉俊
黃浩南
葉靜樺

中六級
文憑試最高五科獲 22 分或以上
文憑試最高五科獲 22 分或以上
文憑試最高五科獲 22 分或以上
文憑試最高五科獲 22 分或以上

6A
6I
6L
6L

何靜姍
曾冠豪
陳芷晴
李家馨

中五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5L
5A
5L

盧卓禮
謝承志
冼俊穎

中四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A
4A
4A

黎泳儉
蘇綺裴
黎泳信

中三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3C
3I
3I

曾佳欣
黃欣怡
陳映彤

中二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I
2I
2C

莊嘉恩
張媛媛
鄭安翹

中一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C
1I
1I

尹雅雯
李受誠
李凱儀

學科
第一名

獎

中一級
中文科、數學科、綜合人文科第一名
英文科第一名
綜合科學科、普通電腦科第一名
普通話科第一名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
音樂科第一名

1C
1I
1I
1I
1C
1N

尹雅雯
黎樂兒
李受誠
劉倩君
方祉雯
劉芷穎

中二級
中文科、普通電腦科第一名
英文科第一名
數學科、綜合科學科、綜合人文科第一名
普通話科第一名
視覺藝術科、音樂科第一名

2C
2I
2I
2I
2C

鄭安翹
陳逸藍
莊嘉恩
張媛媛
張秀敏

中三級
中文科、綜合科學科、普通話科第一名
英文科、數學科、綜合人文科、
普通電腦科第一名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　　　
音樂科第一名

3I
3C

3A
3C

黃欣怡
曾佳欣

盧寶羨
葉芷君

中四級
中文科、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英文科、生物科第一名數學科、數學
延伸科第一名
通識教育科第一名
化學科第一名
物理科第一名
中國文學科第一名
企財科第一名
經濟科第一名
地理科、歷史科第一名
資通科第一名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

4L
4A
4A
4A
4A
4A
4L
4L
4L
4L
4D
4I

譚淑芬
李穎嵐
陳煒基
洪諾熙
黎泳信
黎泳儉
鍾宛淋
曾雅舒
郭曉彤
劉潤武
張曉揚
張家儀

中五級
中文科第一名　　　　　　　　
英文科、通識教育科、數學延伸科、
化學科第一名
數學科、企財科、經濟科第一名
生物科第一名
物理科第一名
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中國文學科第一名
地理科、歷史科第一名
資通科第一名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

5E
5L

5A
5E
5L
5D
5D
5A
5E
5I

王嘉雯
盧卓禮

謝承志
鄭國顥
黃天成
梁寧珊
謝登將
黃鈞傑
黃志良
周卓賢

中六級
中文科第一名
英文科、化學科第一名
數學科第一名
通識教育科第一名
數學延伸科第一名
生物科第一名
物理科第一名
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中國文學科第一名
企財科第一名
經濟科第一名
地理科第一名
歷史科第一名
資通科第一名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

6L
6L
6D
6L
6A
6A
6L
6I
6A
6E
6D
6I
6I
6I
6A

歐詠琳
李家馨
周栢圻
陳芷晴
何靜姍
吳耀倫
黃啟謙
曾冠豪
陳頴虹
黃暄婷
陳卓立
鄧紫欣
丘家琦
何家傑
林笑瑛

中七級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第一名
英語運用科、電腦認用科第一名
生物科第一名
化學科、物理科、純數科第一名
中國文學科第一名
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經濟科第一名
地理科第一名
會計科、數統科第一名

7I
7E
7E
7E
7I
7I
7I
7I
7I

葉芷蕾
馮梓傑
黃浩南
劉嘉俊
陳詠兒
陳智盈
李悅彤
嚴晶晶
周芷晴

校內及校外獎項

考試成績逐年升      師生努力獲肯定
在上年度，中七級學生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英語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經濟、地理、生物、化學及

物理 (AS) 的表現皆高於全港的合格率，其中中國文學、地理、經濟及生物科的優良率平均值更遠超於全港水平，而經濟、地理、
物理 (AS)、生物 ( 中 ) 及化學 ( 英 ) 更取得百分之一百的合格率。當中有不少同學在多個科目中取得佳績，其中在多個科目中考獲
C 級以上成績的名單如下：

7E 陳欣怡 7E 李美燁 7E 曾綺晴 7E 鄞美君 7E 陳燕城 7E 馮梓傑 7E 劉嘉俊 7E 黃浩南 7E 胡百均 7I 陳智盈
7I 仇令妍 7I 鄭詠心 7I 周芷晴 7I 陳詠兒 7I 張詔衡 7I 李悅彤 7I 呂樂韻 7I 彭慧敏 7I 郭家碧 7I 熊兆文
7I 黃君穎 7I 嚴晶晶 7I 葉靜樺 7I 曾嘉敏 7I 陳曉瑩 7I 黃衍璁
而中六級學生在香港文憑試中共有 10 科的合格率高達 8 成或以上，包括：數學延伸一、通識、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經濟、企財、

地理、歷史、生物、物理，以上科目的合格率絕大部份遠過於全港水平。當中有不少同學在多個科目中取得佳績，其中在多個科
目中考獲 5 級以上成績的名單如下：

6D 周栢圻 6I 曾冠豪 6A 何靜姍 6L 許珈莉 6I 陳俊軒 6D 陳卓立 6I 鄧紫欣 6L 李家馨 6L 陳芷晴 6L 魯曉光
6D 李烱烺 6L 蕭嘉立 6A 張宏達 6E 黃家興 6E 黃暄婷 6L 黃啟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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