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演話劇

其得獎作品正在科學園展出

得頒獎嘉賓曾鈺成先生的讚賞及鼓勵

得獎後接受傳媒採訪

於步操樂團擔任鼓手

第一次參加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詩歌獨誦，便取得亞軍

為確保每一節課堂均能趣味及
互動兼備，侯中定期舉辦公開
課，以檢視學教效能，這正正
是翁同學感到課堂學習既自主

互動又有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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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中學青松侯寶垣中學

亦師亦友  愛與老師結伴打籃球

另一方面，他十分喜歡侯中的老師，他指出每一位老師都有
其獨特的教學風格：有
風趣幽默的、有溫文儒
雅的、有和譪親切的、
有一絲不苟的……但不
論是何種教學風格，下
課後總愛跟學生打成一
片。只要一到午膳或放
學時段，你就會看見有
老師跟學生一起打乒乓
球、一起彈結他、一起
看書……他自己就最愛
課餘跟老師砌磋球技，
這種亦師亦友的師生關
係，讓他的校園生活充
滿笑聲。

奪全港最佳英文作者金獎

得傳媒廣泛報導
本學年所獲殊榮：

 �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詩歌獨誦(亞軍)

 � 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初中英語故事寫作比賽(優異獎)

 � 亞洲兒童教育協會香港中小學生英文寫作比賽初中級最佳作者(金獎)

侯中之 專訪

體藝活動、交流團拓豐富的學習經歷

除了寫作，翁同學在這三年的
侯中生活中，還有很多不同的新
嘗試：第一次參加步操樂團，擔
任鼓手，更隨團到過珠海、厦門
等公演；第一次參加英文獨誦比
賽，就取得亞軍；第一次參與英
語話劇演出；第一次參加學校的
交流團，到訪中山；同時，加入
了管弦樂團及籃球校隊，真可謂
動靜皆宜、文武兼備。他指出學校為同學提供了豐富多元的學習
經歷，注重體驗式學習，鼓勵同學作多方面的嘗試，讓其潛能盡
展。

勇奪最佳作者金獎   感激老師栽培鼓勵

能在全港六千多名參賽
者中脫穎而出，勇奪亞洲兒
童教育協會香港中小學生英
文寫作比賽初中級最佳作者(
金獎)的翁麥康同學，已先後
獲多間傳媒採訪及報導。對
於這項殊榮，翁同學表示意
想不到，儘管自少已常給自己寫英文小故事，然而乃只是鬧
著玩的，從沒想過發表，但在老師的指導及鼓勵下，才嘗試
參賽，得此佳績，實在喜出望外。

互動自主的學習模式  讓他愛上學習

然而，最讓翁同學享受
上學的原因，卻不只因為上
述多元富豐的課餘活動，還
有那提倡自主學習及電子移
動學習為主導的課堂。熱愛
學習的他不諱言自己最討厭
傳統單向式的教學，故侯中
所推行以互動見稱的自主學
習及電子移動學習，正切中
他的學習需要。他認為這種
互動的學習模式，讓課堂變
得有趣，有助鞏固所學及大
大提升其投入感，促使同學建立積極正面的學習習慣及態
度，故課業不再是壓力，對他來說乃是一項項極具趣味的小
挑戰。

校訊
第十九期

2017年7月

校訊
第十九期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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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師組成的樂隊表演

4N班黃沛琪同學及 
李晴同學的歌唱表演

4A班的話劇表演

社際排球比賽

普通話攤位遊戲

班際閃避球比賽

領袖生領導才能訓練營

與再生勇士訪談

中二級班團活動：圓圈畫

班際足球比賽

晨跑

箭藝班

社際手球比賽

小型音樂會

中四的領袖及紀律訓練營

生態考察活動

大棠郊野公園

區際巧固球比賽

無線定位尋寶比賽

學寫揮春攤位

粉嶺鶴藪郊野公園

多元活動 培育領袖

本校每年除舉辦八大學術周，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鞏固課堂所學外，
亦盼學生能走出課室，放下平日緊湊的課堂節奏，或在藍天白雲下舒展筋骨進
行各類班團活動、社際競賽；或與同學結伴進行各式各類有益身心的體藝活
動。既能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又能促進師生感情、加強其團隊合作精神，讓
他們的學習生涯留下美好的回憶。

此外，本校一向重視培訓學生的領導才能，故每年舉辦不同的訓練營予學
生，旨在讓學生認識自己，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及互助互愛的團隊精神，培養其
自尊、自信、自律、自我承擔等領袖才能，如：中一紀律訓練營、中一歷奇訓
練日營、中四的領袖及紀律訓練營、領袖生領導才能訓練營等，以培養其團隊
及領袖才能，明白自己在團隊內的責任。

旅行日

2016年11月16日為本校的旅
行日，中一至中六級同學被安排至不
同的活動地點，分別有大棠郊野公
園、粉嶺流水響郊野公園、粉嶺鶴藪
郊野公園、大帽山郊野公園及大埔新
娘潭路涌背樹木研習徑。

是次活動正好讓同學多親近大自
然，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性，以及培
養群體協作的能力。

才藝表演

本校於2016年12月21日舉行
了才藝比賽，同學反應熱烈。比賽分
為個人組和隊際組，內容有歌唱、舞
蹈、話劇及樂器演奏，讓侯中同學的
才華及創意得到平台發揮。

比賽中那些悅耳的音樂、熱情
的舞蹈和發人深省的戲劇對白，均扣
人心弦，壓軸有中六畢業班及由老師
組成的樂隊為大家獻技，最後更給大
家送上一個個溫馨的祝福作結，也為
2016年的校園生活劃上完美句號，
以愉快的心情迎接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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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義賣

捐血日

賣旗

本校義工隊榮獲社會褔利署 
頒發金嘉許狀

畢業生向校長致送親手
所種的盆栽，聊表謝意

同學全神貫注了解 
專上學院的入學要求

高桌晚宴主講嘉賓： 
醫療輔助隊助理總監、 

兒科專科醫生趙長成醫生

畢業生穿上畢業袍與 
任教老師一同出席高桌晚宴

畢業生在高桌晚宴上獻唱 高桌晚宴場面盛大

畢業生表達對老師的感謝與不捨

畢業生為老師送上祝福

健兒們竭力跑出佳績 啦啦隊落力為運動員打氣

畢業班大合照

運動員勇於自我挑戰

參觀新世界 
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服務長者

生涯規劃日及高桌晚宴

為協助學生及早確立生涯規
劃，本校於2016年12月16日舉
辦一年一度的生涯規劃日及高桌晚
宴。

是日邀請了多位來自各行各業
的精英及舊生到校，包括：康樂體
育教練、護士和紀律部隊(懲教、警
察)等，為初中同學主持分組講座。
除此之外，亦安排了高中同學考察
不同的企業如：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海事訓練學院及新世界第一渡
輪服務有限公司等，讓同學對不同
行業的性質、入職要求及前景有更
深入的了解。

同日晚上則舉辦高桌晚宴，本
校邀得醫療輔助隊助理總監、兒科
專科醫生趙長成醫生任主講嘉賓，
向同學分享如何積極裝備自己，力
爭上游，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讓
應屆畢業生獲益良多。

惜別日
2017年3月8日為應屆中六畢

業同學籌備的惜別日。在惜別會中，
畢業生逐一上台，情深地細數豐富多
采的校園生活，並一一向任教老師致
謝，更勉勵學弟學妹努力求學，珍惜
餘下的中學生活。同學們的發言情感
真摯，在道出對師長的感謝與不捨
時，不時出現師生感觸落淚的場面，
溫馨感人。

運動會

2016年11月3至4日為本校的陸運會，各項目均得同學熱烈參與，參賽
率達九成以上。同學們在田徑場上拼命爭取佳績，盡現體育精神。畢業班同學
更是全程投入，為中學最後一年的陸運會留下美麗的回憶。

慈善活動

於本學年，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不
同的慈善活動，如:公益金及少年警訊
便服日、公益金慈善義賣，共籌得善
款$17454.4。

此外，本校力推「感動侯中」
的校本社會服務計劃，規定所有高中
同學以班本形式參與各項社會服務，
如：華懋慈善行、捐血日、協助不同
的社福界機構賣旗、獎券及設計遊戲
攤位、探訪老人院及庇護托管中心
等，好讓他們體會關懷別人的喜悅，
發揮關愛互助的精神。而以上種種善
舉，更獲社會福利署表揚，頒予本校
團體金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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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科設體重控制攤位

科技周啟動禮

家政科帶領同學參觀T-Park

企財科率同學參觀 
Bloomberg

設計與科技科舉行 
「攪乜『軌』『人力』車」大賽

科學周周會：太空生物講座

旋風水流星

中二級水火箭比賽

小老鼠大解剖

充滿趣味的攤位遊戲

話劇比賽亞軍： 
中三愛班《孟母三遷》

茶道介紹

鄭校長主持開幕儀式

話劇比賽最佳演員： 
中四愛班梁紹岐同學

話劇比賽冠軍： 
中三智班《嚙指痛心》

攤位遊戲：數學解難

攤位遊戲：四連橫及魔力橋

班際「比大小」比賽：初中組

數學周會期間，台下反應熱烈 班際「比大小」比賽：高中組

科學嘉年華

環保肥皂工作坊

電腦科舉辦 
「全息投影」工作坊

數學周

在2016年12月5日至9日，
本校的數學周的主題為「我們都以
為……」，祈以各項活動撼動學生
的固有概念：「數數目」、「比大
小」兩項比賽均似易實難，旨在引
領學生細思明辨，以「袪其浮氣，
練其精心」；周會講座則承蒙香港
浸會大學高級講師洪進華先生蒞臨
指導，大談「猜拳」的技巧訣竅，
令一眾師生對這項兒時玩意有另一
番理解。

中文周

本年度的中文周於2017年5月
8日至12日舉行，主題為「孝道」
。中文科圍繞這個主題設計了一系
列活動，包括：《弟子規》硬筆書
法比賽、午間攤位遊戲、頌親恩歌
曲點唱、親情電影欣賞及茶藝示範
等。而中文周的重頭戲是在周會
進行的戲劇比賽，由中三及中四級

同學把中國古代的孝道故事重新演
繹，內容輕鬆有趣之餘，亦能體現
孝敬父母的傳統美德，各班的精采
表演獲得老師和同學一致讚賞。

總括而言，同學普遍對本年度
的中文周感到滿意，認為各項活動
均能做到趣味與教育意義兼備，期
望來年中文周繼續循此方向籌辦活
動。

科學周

為了提升同學們對科學科的興趣，科學周提供了一系列豐富多元的活
動予同學，如：「科學嘉年華」、「小老鼠大解剖」、「旋風水流星」及「
環保肥皂工作坊」及「中二級水火箭比賽」等，又邀得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
學中心的導師，主持初中周會，為同學講解太空生物，探索宇宙的奧秘，學
生反應熱烈，獲益良多。

科技周

在2017年2月20日至24日，
本校舉行了科技周，活動有家政科
主辦的「體重控制攤位活動」和參
觀T-Park；設計與科技科舉行「攪
乜『軌』『人力』車」大賽；電腦
科則舉辦「全息投影」工作坊和「

電影欣賞：海底奇兵2」；企業、會
計與財務概論科統籌科技周周會，
向同學講解如何成為專業會計師，
以及帶領同學參觀Bloomberg。

透過這些活動，讓學生接觸不
同範疇的知識、技能及經驗，以提
高他們的解難能力。

數學周會講座： 
《我們都以為懂得猜拳》 

講者：洪進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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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禮合照

參觀青松觀

跟「大嘥鬼」大合照

午間攤位遊戲

勵志午間音樂會

「好書幸運輪」中文好書閱讀攤位

中英文書展

閱讀周開幕禮

閱讀分享講座講者： 
作家游欣妮小姐主持講題： 

《學‧自‧行‧車》

「書情歌意」之憑歌寄書意 
的午間點唱節目

推介英文好書閱讀攤位

S3 Var iety Show  
Warm-up Games

Aladdin Retold

Interact ive iPad games

Pokémon Choral  Speaking Hau Po Woon Big Four

Student band

「夢想熱氣球D.I.Y.」工作坊

通識周開幕禮

English Week

The annual 
English Week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From 
28 November to 
1 Decembe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rranged a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based on one of the English electives - Short Stories. 
Ranging from game booths on Greek myths and fables to 
drama performances in a variety show, students embarked 
on an immersive journey to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world classics in literature. Not only did students 
develop interests in exploring short stories, but they 
were also exposed to a lively learning environment. What 
is mor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the 
Reading Report Competition during English Week. In this 
way, students' good work and practices could be shared 
among peer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ctive learning and peer evaluation. It is our hope that students 
can gain more exposure to different means of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this fruitful week.

通識周
本 校

於 2 0 1 7 年
5 月 2 2 日
至 2 6 日 舉
辦 通 識 周 ，
以 「 夢 想 」
為 主 題 ， 鼓
勵 同 學 勇
往 直 前 ，
尋 找 理 想 。
本 年 度 安 排
一 連 串 之 精
彩 活 動 ， 包
括 ： 「 高 山
低 谷 」 主 題
展 覽 、 「 夢
之 歌 」 午 間
點 唱 、 「 夢
想 熱 氣 球
D.I.Y.」工作坊、「夢想可以飛得更遠」班際紙飛
機比賽、《狂舞派》電影欣賞等，讓同學反思他們
的長短處，給他們追逐夢想的動力，好好開拓自己
的未來。

另一方面，在周會時段邀請了兩位自行創業的
舊生進行分享，談及他們的奮鬥經歷以及成功的要
訣，讓同學借鏡。總括而言，同學對通識周反應熱
烈，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閱讀周
本年度的閱讀周於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舉行，活動包括：中、

英文書展、「博『攬』群書」尋寶
遊戲、「好書幸運輪」中文好書閱
讀攤位、「Our favourite Books」
英文書籍推廣攤位、「書情歌意」
之憑歌寄書意的午間點唱節目、參
觀屯門公共圖書館；以及《來自星
星的傻瓜》電影分享座談會，座談
會主題是探究「和而不同」的信仰
觀。

期間更邀請了作家游欣妮小
姐主持《學‧自‧行‧車》閱讀周
周會講座，向同學闡述自己如何像
「學自行車」一樣，由愛閱讀，到
慢慢嘗試寫作，及至成為作家的心
路歷程，讓同學明白厚積薄發的道
理，平日只要多閱讀，學養及視野
自能提升。

總而言之，同學對閱讀周活動
反應熱烈，表現投入，同時亦獲益
良多。

公民教育周

2016年9月26至30日為本校
的公民教育周。為了加強學生對辦
學團體青松觀和中國道教文化的認
識，中一級學生獲安排了一個青松
觀導賞團，學生亦可在校園觀看《
談天說道》和《玄來係呢度》等影
片。

「惜食」是本校培育學生的其
中一個重要美德，故周會時段邀得
環境保護署及綠領行動為初中學生
舉辦一場「惜食香港講座」，講解
「廚餘消減及回收」；期間，「大
嘥鬼」更粉墨登場，鼓勵學生珍惜
食物，還大派紀念品，在場師生反
應雀躍。

同時，學生亦積極參與其他
豐富的學習活動，包括：勵志午間
音樂會、親情電影欣賞、以《基本
法》、「廉政」及「健康」為主題的中英文攤位遊戲及展覽等等，讓學生接
收正能量，成為充滿自信、愛護親友、關心社會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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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音樂會

參觀的小學同學滿載而歸

本校同學與參觀的 
小朋友打成一片

攤位遊戲

侯寶垣盃五人足球邀請賽

iPad電子音樂工作坊

智叻STEM樂園

繽FUN英語班同學演唱原創歌曲

本年度於公開賽四度取得 
金獎及甲等獎的中國舞

表演生與嘉賓大合照

「第七屆侯寶垣盃小學校
際音樂比賽」得獎者表演

充滿喜劇效果的魔術表演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 
通識問答比賽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3D打印工作坊航拍攝影工作坊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 
現場作文比賽

綜藝匯演

本校於2017年3月10日舉行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及作
文比賽」頒獎典禮暨師生曲詞創作
比賽，為具才藝及創作熱情的學生
提供一個展示平臺。 

是日節目既豐富又創新，先由
步操樂團以精湛的演奏為典禮揭開
序幕，接下請來由侯中主辦、以石
信之博士及邱張美玲女士擔任評判
之「第七屆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
比賽」的得獎者表演，緊接的是由
本年度四度於公開賽獲得金獎及甲
等獎的中國舞同學獻技，之後還有
魔術班的師生為大家帶來充滿戲劇
效果的詼諧表演，壓軸是多位參賽
同學及合唱團獻唱自創的歌曲，更
配以自編自導自演的MTV，盡顯侯
中學生的豐富創意。

最後，各表演生的精彩才藝，
深得各界人士的讚賞及肯定，多次
贏得在場嘉賓及觀眾的如雷掌聲。

本校主辦的屯元荃區小學比賽及工作坊

為推動全人教育的理念，本校歷年積極舉行不同類型的小學比賽及工
作坊，

本學年也不例外，如：侯寶垣
盃通識問答比賽、侯寶垣盃小學校
際現場作文比賽、侯寶垣盃五人足
球邀請賽、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
比賽、侯寶垣盃英語演講比賽、3D
打印工作坊、航拍攝影工作坊及智
叻STEM樂園等，參與的同學遍及屯
門、元朗、荃灣及東涌，單是參賽
總數就超過2000人次，全賴各小學
的熱烈支持，本年度的活動才得以
圓滿結束！

有見各小學反應熱烈，侯中將繼續舉辦上述的活動，以鼓勵小學同學
從多方面發掘自己的專長及興趣，並透過比賽切磋，建立彼此友誼，體驗學
習的樂趣。

升中資訊日

本校於2016年12月2日及3日
舉行升中資訊日，除對外展示學教
成果外，更同時舉辦中學學習體驗
活動，有超過二十多個不同學科和
學會攤位遍佈於全校，更設有小型
音樂會、航拍體驗工作坊、3D打印
設計比賽、創意貼紙相製作班及慈
善小食義賣等，盡顯本校學生的創
意、潛能、才華及慈善心，透過這
些活動盼讓各界人士認識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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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升學文化交流團

同根同心：中山交流團

屯門獅子會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青少年交流團

西安歷史文化及姊妹學校參訪交流團

二十一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日本

交流團

本學年舉辦了多個交流學習團，包括：屯門獅子會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青少年
交流團、二十一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日本、同根同心：中山交流團、西
安歷史文化及姊妹學校參訪交流團、惠州市華羅庚中學學生交流夏令營、教育局
上海體育教育交流團、教育局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等，讓同學擴展視野，了解各
地不同的文化及歷史。此外，本校亦舉辦了台灣升學文化交流團，為學生開啟升
學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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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In Your Life”「主動繪出藝術人生」 
青少年設計比賽 (亞太區)  
最佳設計獎

6C 陳鈺凱

6N 黃婉圯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人數

獎
學
金

明日之星2016上游獎學金
4N 羅可瑤

4N 劉星宏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黃諾兒

6N 李受誠

進
步
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2016

1N 陳子龍

2A 彭罡政

2C 劉鎂晴

2I 吳家俊

3A 鄧宇崇

3C 周耀南

3I 葉浩民

3N 謝筱莜
4C 鍾卓然

4I 田嘉麗

4I 李穎詩

4N 鍾詠彤

5A 梁凱珊

5C 吳梓軒

5I 王進杰

5N 宋嘉盈

6A 譚靖姿

6C 張進聲

6I 曾芷晴

6N 江忠楊

讀
寫
獎

香港浸會大學主辦 第九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中學組) 5A 戴雅萍

屯門區議會及香港書刊商會2016至2017年
最佳閱讀風氣學校大獎

本校

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紫章 94人

藍章 60人

青章 9人

語
文
獎
︵
英
文
︶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亞軍 2I 沙艾

亞軍 2I 陳楓瑤

優良 9人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英文詩詞獨誦

亞軍 3I 翁麥康

優良 2人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英文詩詞集誦

優良  中一、中二級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隊際公開演講

優良 中四至中六級

Oxford English Writing Compeition─Merit prize 3I Yung Mike 
Hong

Hong Kong Primary & Secondary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 Best Writer Gold Award Winner 3I Yung Mike 

Hong

語
文
獎
︵
中
文
︶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中文詩詞獨誦粵語組 優良

1人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中文詩詞集誦粵語組 中一、二級 亞軍

中一及二年級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中文散文獨誦粵語組 良好

1人

語
文
獎
︵
普
通
話
︶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

1人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5N 余煒莎

亞軍
2I 陳楓瑤

4A 章馨月

優良 3人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3I 鄺芷晴

4A 章馨月

學
術
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及 香港西區扶輪社 合辦　
第十三屆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高級組
(入圍複賽)

5N 張源亨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合辦 
2016-2017第八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初賽)

1C 吳家宝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人數

學
術
獎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合辦 
2016-2017第八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初賽)

1C 袁志仁

2C 關富安

2C 張婉晴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教育局 合辦 
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踴躍參與學校獎

本校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傳理學副學士 學術成績優異嘉許狀

舊生 鄭安翹

體
育
獎

屯門區滅罪街跑2016

嘉許獎

5I 張嘉俊

5C 黃思敏

5C 梁家朗

5C 馬樂天

5A 何曉嵐

5A 陳卓男

5A 劉卓汶

5A 梁漢文

5A 梁家樂

5A 梁鐵業

5A 黃議輝

5N 劉梓濬

5N 廖靜文

5N 黃旭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6-2017年度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C組跳高 季軍 4N 鍾詠彤

女子D組鉛球 季軍 4N 鄒晴如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6-2017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100米背泳 亞軍
4C 李翹穎

女子乙組200米個人四式 亞軍

中國香港巧固球總會
2016-2017年度元朗盃青少年巧固球錦標賽
中學組男子 季軍

1A 林文謙

1A 吳浩嵐

1A 黃培鑫

1C 黃朗賢

1C 吳浩嵐

2I 黃兆田

2I 黃梓賢

2C 郭鍵威

2A 吳卓興

2N 吳卓東

香港投球總會2017 投球新秀賽 女子組 亞軍

3A 周芷晴

3C 林秀宜

3C 陳嘉妍

3C 鄭曉嵐

3C 黃芷瑩

3C 吳瑋雯

3C 黃芷瑩

3N 周善瞳

4N 鄒晴如

4N 周芷晴

4N 鍾詠彤

4N 謝蒨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主辦）
第三十六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男子少年組短器械一等獎 4N 周行健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6-2017 5N 關卓文

藝
術
獎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

2C 劉鎂晴

3I 余倩彤

2016年屯門區第三十一屆舞蹈大賽 
東方舞公開組 金獎

4I 李穎詩

4C 林倩彤

2016年葵青區第三十屆舞蹈大賽  
青年組 金獎

4N 余凱然

5N 張穎彤

荃灣區舞蹈大賽2016/2017  
東方舞公開組 金獎

5N 梁穎怡

5N 何悅蓉

第45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公開組(群舞：東方舞) 銀獎

5N 余煒莎

5N 胡心兒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7 中、小學園圃設計比賽 優異作品獎 本校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7 攝影比賽「我校園圃景色組」

金獎 3I 陳耀文

銀獎 4C 張耀華

銅獎 4C 劉展銘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7 攝影比賽「青松觀景色組」

金獎 4C 劉展銘

銀獎 3I 陳耀文

銀獎 5A 陳鵬禧

銅獎 6N 馮景禧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6繪畫寫生比賽 優秀作品獎 3C 周曉欣 

公益少年團主辦「實踐公益樂助人，團結和諧愛我家」攝影比賽

優異獎

3I 陳耀文

5A 陳鵬禧

5A 林活灝

“Art In Your Life”「主動繪出藝術人生」 
青少年設計比賽 (亞太區)  
最佳設計獎

6C 陳鈺凱

6N 黃婉圯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人數

藝
術
獎

2016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三等獎 (世界賽) 4N 呂超然

一等獎 (香港賽) 4N 呂超然

二等獎 (香港賽) 4C 鄧夢娟

三等獎 (香港賽) 4C 林倩彤

三等獎 (香港賽) 4A 吳穎欣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主辦 面具設計比賽2017

入圍作品獎
3C 周曉欣

6C 洪曉詩

優異作品獎 
3C 何樂兒

6C 陳鈺凱

藝育菁英 全港青少年繪畫比賽

優異獎─屯門區優勝者
4C 鄧夢娟

6C 洪曉詩

兒童藝術評級小組主辦「童油皇國」兒童藝術年展

銅獎 6C 陳鈺凱

優異作品獎 6C 洪曉詩

優異作品獎
6N 方嘉煒

4A 吳穎欣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健插畫創作比賽2016

學生組優異獎 4C 鄧夢娟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2017中學中級組合奏

亞軍(古箏)

2I 郭善琪

2I 陳楓瑤

4N 余凱然

5N 陳欣彤

亞軍(二胡)
5I 張嘉俊

2C 馮展朗

亞軍(揚琴)
3I 余倩彤

5N 張穎彤

亞軍(大提琴)
3I 鄺芷晴

5N 宋嘉盈

亞軍(柳琴) 3C 吳瑋雯

亞軍(笛子)

3A 蔡晉軒

3I 易昭斌

3I 梁心暉

2A 林慧蓉

5N 杜振宇

2I 敖湖

亞軍(琵琶) 2C 劉嘉欣

亞軍(琵琶)
3C 李梅花

3C 鍾雪琴

培
育
獎

公民教育委員會 及 民政事務處 合辦 「待人有禮好
少年」選舉 中學組獲獎學生

3I 鄺芷晴

5A 郭曉彤

公民教育委員會「公民大使」培訓計劃委任狀
4N 羅可瑤

4N 劉星宏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中心 
健康校園論壇 嘉許狀

5N 馮靖桐

5N 宋嘉盈

5N 徐穎琳

5N 張源亨

2016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學校 (中學組)

本校

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委員會主辦 尊師重道好少年

初中組 2I 陳楓瑤

高中組 4A 邱嘉樂

服
務
獎

公益少年團 優異服務獎  葉嘉慧老師

公益少年團主辦「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銀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主辦「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銀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義工服務卓越表現 20人

社會褔利署義工服務嘉許

團體/機構金嘉許狀 本校義工隊

個人金嘉許狀 6N 馮景禧

個人金嘉許狀 5N 余煒莎

個人銀嘉許狀 27人

個人銅嘉許狀 86人

屯門區推廣義工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主辦

屯門區傑出義工選舉2017 6N 馮景禧

屯門區新秀義工優秀獎 5N 余煒莎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5N 宋嘉盈

銀獎 5N 馮靖桐

優異獎 9人

「健康行動」主辦 易「零」一「綠」綠色攤位設計
比賽 優異獎 (中學組) 及 我最喜愛綠色攤位

5N 馮靖桐

5N 宋嘉盈

5N 徐穎琳

5N 張源亨

總領袖生服務獎
5N 廖海文

5N 余煒莎

屯門區少年警訊「2015-2016年度最佳學校支會」選舉 
中學組 季軍

本校

最佳學校支會老師 廖仲賢老師

其他 四社全年總冠軍 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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