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萬「校本音樂劇培訓計劃」 創意舞台學生蛻變成長110萬「校本音樂劇培訓計劃」 創意舞台學生蛻變成長

侯中深明教育從不只是硬知識(Hard Knowledge)的傳遞，故大力推動藝術教育，皆因藝術能協助同學掌握到軟技

能(Soft Skills)，其中音樂劇更是結合音樂、戲劇、寫作、舞蹈、燈光特效、服飾及舞台設計的一種表演形式，讓同學

學習群體合作、自我發現、解難技巧、美感鑒賞和情感表達。

故此，本校向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申請110萬元資助，推行「校本音樂劇培訓計劃」，由本校音樂科老師負責

策劃，並跨科合作，聯同視覺藝術科、中文科、家政科、科學科、舞蹈組、戲劇組及校外音樂劇培訓機構「Mermen 

Theatre」，開辦多個訓練班，如「音樂劇演員訓練班」、「後台影音隊訓練班」、「進階音樂創作班」及樂器班，重

點培訓40多位劇組同學，學習以專業電腦程式創作及錄製音樂、後台影音器材操作、燈光設計、佈景道具設計、服裝

設計及演戲技巧等。另外，本校邀得著名藝術總監陳健迅先生主持講座，為全校講解音樂劇的歷史、歌曲欣賞，讓全

校師生獲益良多。

經過一年多的重點培訓，各參演同學由籌備、策劃、排練至演出，漸見成果，即使深受疫情影響，仍無減師生對

參演出的熱情。音樂劇終在2022年8月10日結業禮順利完成，並進行網上直播，讓全校師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共享喜

悅，見證學生的學習成果。

參演學生演出後感

音樂劇提升語文能力、自信心及團隊合作精神音樂劇提升語文能力、自信心及團隊合作精神 後台影音器材的操作，後台影音器材的操作，
讓同學有機會實踐所學讓同學有機會實踐所學

推動藝術教育，讓同學透過欣賞、推動藝術教育，讓同學透過欣賞、
創作及演出，培養學生的藝術造詣創作及演出，培養學生的藝術造詣

舞台燈光、佈景道具及服裝舞台燈光、佈景道具及服裝
等設計，均可培養學生對美等設計，均可培養學生對美

感的觸覺及創意感的觸覺及創意

5N王婥穎  音樂創作組員
我是這次音樂劇的音樂創作組員，自去年暑假開始，跟幾位友好的同

學一起報讀作曲班，從中我學會運用音樂軟件，進行錄音及修音的技巧，

又學了很多樂理及作曲的知識。非常感謝葉志棚老師讓我有幸參與這次音

樂劇，令我對創作音樂劇有更深刻的認識。

6N劉俊熙  舞台監督總隊長

自中二起我，就成了後台影音隊一員，這次有幸擔任音樂劇的舞台

監督，參與創作一齣完整的舞台劇，實屬難得。起初我對舞台劇佈景、燈

光、服裝及道具等一知半解，但經過專業導師的教導下，我有了全面深入

的認識。而在這次音樂劇中，我除能親自設計舞台，還能與不同的同學們

合作，令我學會團體協作、解難、領導及溝通的技巧。故此我感謝學校給

我這次難能可貴的機會，令我得到許多美好而寶貴的回憶。

6A劉凱怡  團長

初進劇團，團員全來自不同的級

別，我們互不相識，相處起來難免有點

拘謹，幸親切盡責的導師常在上課前，

為我們安排一些互動的小遊戲，讓團員

很快就熟絡起來，最難得的是，細心的

導師會詳細寫下我們的不足之處，再慢

慢教導我們，讓我們不留遺憾地傾力演

出。即使深受疫情影響，我們排練的時

間不多，卻讓我成長了不少。除了學到

音樂劇的各種技巧，也讓我結識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十分感謝學校對音

樂劇的支持，以及葉老師及導師們的悉

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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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政府撥款60多萬資助 培育學生編程思維獲政府撥款60多萬資助 培育學生編程思維

闢RoboMaster機甲大師比賽場地，設無人機編程避障任務特訓班闢RoboMaster機甲大師比賽場地，設無人機編程避障任務特訓班

mBot迷宮編程比賽mBot迷宮編程比賽

水火箭活動水火箭活動

micro:bit模型火箭車比賽交流練習賽micro:bit模型火箭車比賽交流練習賽 水面清潔機械人比賽水面清潔機械人比賽

於2022年本校參與了「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並獲

政府資科辦批出60多萬元資助，以舉辦兩項全校性的STEM

教育活動。每位學生都會透過參與6小時的「機械工程體驗

活動」及6小時的「無人機編程基礎班」，提升對STEM的知

識、技巧、素養及興趣。部分精英學生更會被安排參加「特

訓班」，為8月的全港比賽作準備。本校還特地增設了比賽場

地，讓同學能夠更投入學習，彼此切磋。

本校近年亦積極推動學生參與源於英國、風靡全球的

「micro:bit模型火箭車比賽」，讓學生利用STEM的相關概

念動手設計及製作屬於自己的火箭車，發揮創意。此外，學

生亦可透過「水面清潔機械人比賽」、「mBot迷宮編程比

賽」、「水火箭活動」等一系列的校本學習活動中活學活用

自己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及數學(Mathematics)等方面的知識，以培育學生編程思維，

啟發其創意及潛能。



旅行日赴海洋公園   寓教於樂力推保育旅行日赴海洋公園   寓教於樂力推保育

學科延展活動日學科延展活動日

分組出遊以提升其團體協作能力分組出遊以提升其團體協作能力

師生結伴同遊，打成一片師生結伴同遊，打成一片

各種先進的儀器有助我們了解動物的健康狀況各種先進的儀器有助我們了解動物的健康狀況

中一及中三級同學參觀青松觀中一及中三級同學參觀青松觀 中六參觀科學館中六參觀科學館 中二級參觀濕地公園中二級參觀濕地公園

中五參觀屏山文物徑中五參觀屏山文物徑

保育課導師講解生動有趣，保育課導師講解生動有趣，
同學樂在其中、積極投入同學樂在其中、積極投入

設有自由玩樂時間，設有自由玩樂時間，
讓同學盡興而歸讓同學盡興而歸

導師講解停吃魚翅對導師講解停吃魚翅對
海洋生態起保育作用海洋生態起保育作用

認識各種海洋生態，認識各種海洋生態，
保育教育刻不容緩保育教育刻不容緩

為提升下一代的保育意識，侯中

於11月22日率全校學生到海洋公園了

解園內的保育工作，透過園內豐富資

源，引領學生走進大自然，感受它的

美，了解人類和環境的密切關係，希望

他們從心出發，愛護環境，保育多元生

態，珍惜資源，以配合學校課程中全人

發展科、科學科、全方位學習、體藝等

各個學習領域，為學生提供寶貴難忘的

學習經歷。活動亦加入了STEAM元素，

有助提升學生協作及批判思考等能力，

以啟發其探究精神，培育自學能力。

為提升學生的研習能力，本校除在日常

課堂中持續滲入相關的培訓外，亦會透過課

堂以外的學習活動達致，故每年均設有「學

科延展活動日」，致力為學生提供更大的自

主空間，以探究式學習跨科知識。

本學年以級本形式順利完成濕地公園、

屏山及青松觀的考察，以引導學生從歷史、

地理、文化、保育及經濟角度認識地區發

展。另外，亦安排了到社區戲院欣賞具「元

宇宙」概念的電影及科學館參觀，讓同學學

習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促進跨科學習。



全校動起來活動日全校動起來活動日

慈善活動慈善活動

本校在保良局賽馬會大棠

渡假村首辦「全校動起來活動

日」，由專業導師設計專屬訓練

課程，如：箭藝、彈網、單車、

游泳、野外定向及攀爬等，並規

定全校學生每位最少參與三個項

目，務求突破自我，學習解難技

巧，從而催化個人成長。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箭藝子曰：「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箭藝
助悟君子之道，讓同學靜心養性助悟君子之道，讓同學靜心養性

單車考驗同學方向感及平衡力單車考驗同學方向感及平衡力

室內設有各種球類競技室內設有各種球類競技

賣旗活動賣旗活動

公益金便服日公益金便服日 香港天燈節祝福香港摺紙鶴比賽香港天燈節祝福香港摺紙鶴比賽

老人院探訪老人院探訪

彈網加強自我的協調性、彈網加強自我的協調性、
平衡力及核心肌肉的控制平衡力及核心肌肉的控制

攀爬有助鍛鍊全身肌肉，提升解難能力攀爬有助鍛鍊全身肌肉，提升解難能力

繩網講求團體協作力繩網講求團體協作力

本校學生向來積極參與不同的慈善籌款活動，單在

2022年就曾參與過公益金便服日、公益關愛便服日、公益

少年團慈善義賣等，共籌得港幣21156元。

此外，本校同時致力推動校本社會服務，規定所有同

學以班本及級本形式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如：慈善步行日、

捐血日、賣旗、義賣獎券、設計慈善遊戲攤位、清潔社區設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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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署多年的表揚，頒予本校義工服務團體金獎嘉許狀。

設有室內外攀石訓練，設有室內外攀石訓練，
讓同學因應自己的能力，自我挑戰讓同學因應自己的能力，自我挑戰



才藝比賽才藝比賽

2022年中六級授憑頒獎典禮2022年中六級授憑頒獎典禮

學生會幹事以幽默跳脫的學生會幹事以幽默跳脫的
風格擔任比賽司儀風格擔任比賽司儀

同學以結他自彈自唱，歌聲撩人同學以結他自彈自唱，歌聲撩人

得獎同學從校長手中接過獎項，喜不自勝得獎同學從校長手中接過獎項，喜不自勝 畢業班同學載歌載舞畢業班同學載歌載舞

授憑頒獎典禮設有網上直播，讓學弟學妹安坐家中觀禮授憑頒獎典禮設有網上直播，讓學弟學妹安坐家中觀禮

畢業生製作多齣畢業生製作多齣
感人逗趣的短片感人逗趣的短片

周和來校監親臨頒獎授憑周和來校監親臨頒獎授憑 6N班曾行健同學代表6N班曾行健同學代表
畢業生致畢業辭畢業生致畢業辭

畢業生自創歌曲《真摯的你》畢業生自創歌曲《真摯的你》
憑歌寄意為師生送上祝福憑歌寄意為師生送上祝福

悠揚悅耳的歌聲叫人聽悠揚悅耳的歌聲叫人聽
得如痴如醉得如痴如醉

每年音樂科與學生會均會合辦才藝比賽，本年度

的比賽雖然在疫情下進行，影響了同學的練習，然而無

礙同學的表現，不論獻唱、彈奏樂器及舞蹈表演均保持

水準，足見同學的才華橫溢。

此外，學生會幹事以幽默跳脫的風格擔任比賽司

儀，精心安排師生有獎問答遊戲，為整個表演增添歡樂

氣氛。及後校長與老師更粉墨登場，以神秘嘉賓身份獻

唱經典金曲，贏得在場師生的熱烈掌聲及歡呼聲。

本校於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

舉行了中六級授憑頒獎典禮，邀得周和來

校監親臨頒獎授憑。畢業生藉此製作了多

齣極富創意的温馨短片，以回顧美好的中

學生活，播放期間更向各老師送上小禮物

以表謝意，場面温馨感人。本校因應新冠

肺炎的防疫指引，授憑頒獎典禮設網上直

播 ， 讓 所 全 校 學 生 及 家 長 能 安 坐 家 中 觀

禮，以分享畢業生的喜悅。



中文周中文周

數學周數學周

English WeekEnglish Week

本學年的中文周於5月23至27日舉

行，是次活動以「逆境『字』強」為主

題，期望同學在疫情肆虐的日子，仍堅持

不懈學好中文，從而培養積極樂觀的態

度，迎接人生各種挑戰！

中文科老師為本校同學精心設計了

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包括：「成語接

龍大電視」班際比賽、扇畫繪製活動、廣

東話快問快答大挑戰、硬筆書法比賽、成

語攤位遊戲、線上問答比賽等。同學們反

應積極投入，大家在多元、互動的學習模

式下，愉快地領會語言文字精粹，提升中

華文化素養。

中文科更於6月15日邀請了校長和副

校長，為中文周各項活動的參賽者頒獎，

得獎者數目超過七十人次。最後，各位師

長和得獎同學一起拍攝大合照，場面歡欣

熱鬧，為本年中文周畫上完美的句號。

中文周活動豐富精彩中文周活動豐富精彩

文青們展示創作成果文青們展示創作成果

鄭校長與同學齊玩鄭校長與同學齊玩
成語接龍遊戲成語接龍遊戲

校長、老師與得獎同學大合照校長、老師與得獎同學大合照

數學周海報數學周海報 數學周活動得獎者數學周活動得獎者

班際成語比賽刺激又有趣班際成語比賽刺激又有趣 繪畫扇畫發揮藝術天份繪畫扇畫發揮藝術天份

Hooray! English Week for the 2022 academic year was successfully 
held from November 4th to the 12th, 2021. A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were 
introduced to all students at Ching Chung Hau Po Woon Secondary School, 
including Stall Games, a Comic Strip Competition, a Mini-Concert and the always 
anticipated Variety Show. Our students had a great time participating in these 
activities. 

The Mini-Concert was definitely a crowd pleaser! It wa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the Music Department. A number of 
students, together with our very own English Department teacher Mr Yip had 
spent weeks practising in order to show their fellow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ir 
beautiful singing voices. After a few English songs, we had some special guests. 
Guess what? Our principal, Mr. Cheng, our vice-principal, Ms. Fong and Mr. Peter 
Yip the Music Panel Chair all showed up! Of course, when it comes to singing, you 
also have to invite the English Panel Chair, Ms. Lise Ng. These guests performed 
a couple of well-known oldies and the students just could not get enough of it. 

And then the event everyone had been waiting for – The Variety Show! As 
is tradition, all Secondary 3 students are involved, and they had spent weeks 
working incredibly hard to prepare for this. These students got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rest of the school what they had been working on and they did not 
disappoint. Even though all actors and actresses were required to wear masks 
during their performances because of Covid, they still produced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definitely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and many junior form students have 
expressed that they cannot wait to prepare for the Variety Show when they are 
promoted to Secondary 3.

Participating in English activities held during English Week gives you a 
totally different learning experience. We hope to see you there having fun at our 
next one. See you soon!

S3 Variety ShowS3 Variety Show

iPad GameiPad Game

Summerbridge SeminarSummerbridge Seminar

English BroadcastEnglish Broadcast

Mini ConcertMini Concert

Tongue TwistersTongue Twisters

本學年的數學周於2022年2月28日至3月4日舉

行。時值新冠Omicron疫情高峰期，故特以「抗疫的

數學」為主題，以短片形式介紹多名於抗疫卓有貢獻

的學者，以及闡釋一些與病毒檢測相關的概念。

此外，網上串字遊戲「Wordle」風靡全球，數學

科倣而效之，以網上算式遊戲「Nerdle」挑戰一眾同

學，讓大家在疫情期間，亦不忘要鍛煉「數覺」！



科技周科技周

科學周科學周

通識周通識周

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
水面清潔機械人班際比賽水面清潔機械人班際比賽

電腦科電腦科
mBot編程解難挑戰賽mBot編程解難挑戰賽

科學周科學周

開幕禮開幕禮 桌遊比賽桌遊比賽

慎防網騙「釣魚」遊戲慎防網騙「釣魚」遊戲 通識科團隊通識科團隊

科學問答比賽科學問答比賽

企財科企財科
慈善文具義賣慈善文具義賣

科技周於2022年1月10日至14日舉行。家政科舉辦了網

上問答比賽，考驗學生對家政科的認識；設計與科技科則舉辦

水面清潔機械人班際比賽，以提升學生的手眼協調和解難能

力；中六修讀企財科的學生合力籌辦了慈善文具義賣，將課堂

學到的營商知識學以致用，讓同學既能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文

具，亦能做善事，可謂一舉多得；而電腦科舉辦了mBot編程解

難挑戰賽，以培育學生程式設計的學習興趣。可見侯中致力推

行創科教育，讓學生活學活用科技及跨學科的知識。

在暫停面授課期間，科學科老師為各位同學設

計一系列互動有趣的網上活動。有見在疫情期間同

學大多留家抗疫，是次學科周的主題是「家中小實驗

／活動」，各科學老師們拍攝了活動短片，好讓同學

在家觀看老師的示範，題材豐富，例如：「變色的植

物」、「危險的可樂」、「靜電蛇」及「食物標籤多

面睇」，活動所需的材料及工具，全是家中的日常用

品，藉以鼓勵同學即使安坐家中，亦能參與有趣的科

學活動，以親身體驗科學實驗的樂趣。

智 能 科 技 日 新 月 異 ， 網 絡

在現今生活中不可或缺。科技進

步除了為我們帶來方便外，也帶

來安全隱憂。本學年的通識周以

「資」識新人類為主題，透過一

系列的活動提升同學於資訊素養

及網絡安全的認知，籍此加強同

學的防範意識，免受網上不良資

訊影響。

本 學 年 的 通 識 周 引 入 了 不

少創新的活動，例如透過桌遊比

賽，提升同學的批判能力，明辨

是非，不會輕易相信網上流傳的

資訊。

另 外 ， 亦 首 次 在 校 內 舉 行

Whatsapp Sticker設計比賽，除了

讓同學發揮創意，也可以提高同學

於使用通訊程式時的安全意識。



體藝周體藝周

全人發展周全人發展周

閱讀活動閱讀活動

本年度的體藝周活動豐富多彩包

括：繽紛水晶球DIY工作坊、划出彩虹

班制比賽、樂韻飄揚音樂會，以及音樂

劇介紹的周會講座。是次周會講座邀請

了藝團音樂劇作的藝術總監陳健迅先生

主持，向同學闡述音樂劇的歷史，介紹

著名的劇目及名曲。

此外，視藝科午間所舉辦的兩場

繽紛水晶球DIY工作坊，同學反應熱

烈，用心製作出美輪美奐的水晶球；而

體育科舉辦的划艇比賽，同學競爭激

烈，不少同學圍觀打氣。總括而言，同

學透過體藝周的活動，除了能鍛鍊體

魄，亦能陶冶性情。

體藝周開幕禮體藝周開幕禮

划出彩虹班制比賽划出彩虹班制比賽

早會啟動禮早會啟動禮 全人發展周周會奧比斯護眼講座全人發展周周會奧比斯護眼講座

廉政公署倡廉活動廉政公署倡廉活動

中秋齊賞「閱」活動中秋齊賞「閱」活動

每月一次早會好書推介分享每月一次早會好書推介分享 漂書活動漂書活動 網上閱讀周活動豐富網上閱讀周活動豐富

繽紛水晶球DIY工作坊繽紛水晶球DIY工作坊

周會講座：認識音樂劇周會講座：認識音樂劇

為培養同學感恩珍惜的美德，全人發展

周以「珍惜」為主題。在周會上，奧比斯（香

港）的講者透過分享他們在不同地方替有需要

人士醫治眼疾的經驗，鼓勵同學珍惜視力，同

時也要珍惜本港的先進醫療服務。

在小息時段，本校的廉政公署高中iTeen

領袖又為同學安排了倡廉活動，讓同學明白

「廉潔」的重要性，藉以提醒同學：香港「廉

潔國際都會」的美名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

除此之外，老師亦為同學安排了「珍惜

歌曲播放站」及「我最珍惜的人與物攝影比

賽」等活動，教導同學「珍惜」與「感恩」。

為營造學校閱讀氛圍，讓學生有效進行不同學習領域的

閱讀探索，本學年推行一系列推廣閱讀活動，包括「讀好一本

書」閱讀計劃、每月一次的閱讀早會好書推介分享、中秋齊賞

「閱」活動、每月好書推介悅讀角、「悅」讀分享、漂書活動

及網上讀閱周，同學積極投入，反應熱烈。

而本年度榮獲全年最高閱讀量大獎分別是高中組冠軍5N

班曾沛怡、亞軍4A班陸正朗及季軍4C班梁曉藍；初中組冠軍

則是2A班施銘威、亞軍2C班鄧鍶廷及季軍2C班林昕葶。恭喜

以上得獎同學，盼同學能持續享受讀書之樂，體味閱讀意趣。



切合學生身心需要的訓練營切合學生身心需要的訓練營

2022-2023年度學生領袖就職典禮2022-2023年度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所有校內的學生骨幹領袖必須到領袖訓練營受訓所有校內的學生骨幹領袖必須到領袖訓練營受訓

中一迎生營讓中一生及早適應中學生活中一迎生營讓中一生及早適應中學生活

在成長營中學習解難及團體協作技巧在成長營中學習解難及團體協作技巧 全級中四及五同學樂意接受成長營中的各項挑戰全級中四及五同學樂意接受成長營中的各項挑戰

學生會及四社幹事學生會及四社幹事

領袖生領袖生

圖書館領袖生圖書館領袖生 英語大使及普通話大使英語大使及普通話大使

義工服務團隊義工服務團隊 新舊學生會進行交接儀式新舊學生會進行交接儀式

輔導領袖生輔導領袖生

領袖訓練營培養同學領袖素養：自尊、自律、自強不息領袖訓練營培養同學領袖素養：自尊、自律、自強不息

本校一向重視培訓學生的德品修養及領導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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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迎新營、中一歷奇訓

練日營、中四及五成長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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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賦權學生領袖，帶領同學進一步參與

學校工作。每年九月下旬的周會，一群學生領袖

在全校師生見證下進行就職典禮，並由校長主持

授憑儀式。本學年大約有二百多位同學擔任學生

領袖，為學校以及同學服務。

在 就 職 禮 上 ， 各 學 生 組 織 的 領 袖 逐 一 上

台，從校長手中接過委任書，再向全校同學躹躬

致謝，以承諾在新學年會肩負起帶領全校同學的

重大責任。其後，新舊學生會進行交接儀式，而

今屆學生會更向同學許下承諾未來一年，會繼續

聆聽同學的意見，竭盡所能，服務同學。



家教會活動家教會活動

學生會活動學生會活動

家校合作素來是學校工作重點之

一，故本學年即使在疫情的陰霾下，

仍順利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如親子冰

皮樂團圓、家教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

會、新春水仙球培植及寫揮春活動、

親子粽子製作班、親子朱古力麻糬曲

奇製作班、課本回收售賣及環保回收

校服活動等。透過以上活動促進教師

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和了解，以建立緊

密的聯繫，一起解決學生學習上的問

題，促使學生有良好的學習表現。

親子冰皮樂團圓親子冰皮樂團圓 家教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會家教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會 新春水仙球培植及寫揮春活動新春水仙球培植及寫揮春活動

親子朱古力麻糬曲奇製作班親子朱古力麻糬曲奇製作班

光棍音樂會光棍音樂會 學生會幹事代表全校學生於學生心聲日發言學生會幹事代表全校學生於學生心聲日發言

學生會投票日學生會投票日 籃球三分王大賽籃球三分王大賽

一如既往，學生會透過籌辦各

類型康文體藝活動，服務同學，以維

繫師生間之感情，本學年舉辦的活動

有：中秋猜燈謎遊戲攤位、光棍音樂

會、籃球三分王大賽、派發防疫包及

舊書義賣活動等，各活動均得同學積

極投入，踴躍參與，盼藉此能豐富同

學的校園生活，維繫師生間友誼，並

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資訊日及「侯寶垣盃」小學比賽資訊日及「侯寶垣盃」小學比賽

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 音樂演奏比賽改以「網上」形式進行音樂演奏比賽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一連兩日的資訊日一連兩日的資訊日 本校英文老師主持網上小學英文演說比賽本校英文老師主持網上小學英文演說比賽

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

小學中文現場寫作比賽小學中文現場寫作比賽

小學校際足球競技賽小學校際足球競技賽

為與區內小學攜手提升學生的自律、自信、團隊協作及解難能力，並早日體會中學生活，幫助他們以樂觀積極的

態度，面對不同成長階段的挑戰，促進學生全人發展，本校於本年度舉辦一連兩日的資訊日，以及各類「侯寶垣盃」

小學比賽。

資訊日內容豐富，當中包括學科成果展、學科體驗、遊戲攤位及慈善義賣活動，並設有創意十足的「打卡」影相

位，更提供導賞服務，務求讓小學同學提前瞭解和適應中學的學習環境，令社區人士深入瞭解本校特色。

另一方面，本校因應疫情發展，「侯寶垣盃」小學比賽既有傳統「實體」形式，亦有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如

小學中文現場寫作比賽、英文演說比賽、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小學校際足球競技賽及音樂

演奏比賽等，以鼓勵學生挑戰自我，發揮潛能，並增進中、小學之間的聯繫與交流。各項比賽均得區內小學的踴躍參

與，參賽者眾，得獎同學能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實屬難得。在此恭喜各得獎同學，並感激各小學對「侯寶垣盃」比賽

的熱列支持。



青松侯寶垣中學2021-2022年校外獎項青松侯寶垣中學2021-2022年校外獎項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

進
步
獎

初中歷史科
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2021（嘉許獎）

2C 卓曉琳

2C 李紫琳

3N 黃心怡

3N 謝梓龍

4A 莫毅俊

4N 李芷欣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侯景日

2A 李兆宇

2N 李家汶

3A 盧栢浠

3C 袁子諾

3N 謝明欣

4A 莫毅俊

4C 譚嘉麗

4C 張浩揚

4N 梁欣桐

5A 歐陽孔亮

5N 蘇詩雅

6C 黃詠雅

6A 郭樂文

6N 袁嘉俊

香港交通安全隊
獎學金

2C 布宙朗

4C 張浩揚

語
文
獎
︵
英
文
︶

第七十三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亞軍）
2N 何星炫

第七十三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優良）

1C 黃樂怡

1N 何瑞琋

2A 彭俊華

2C 鄭詩琳

2C 林昕葶

2C 鄧鍶廷

2C 范栢兒

2N 何星炫

3A 謝穎芝

3C 湯璟瑤

3C 羅元昊

3C 曾浩維

3N 龍慧心

第七十三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良好）
1N 吳均豪

語
文
獎
︵
中
文
︶

第七十三屆香港
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2C 鄭詩琳

2C 林昕葶

6N 梁凱彤

第七十三屆香港
校際朗誦節粵語

詩詞獨誦（優良）

2C 游志穎

2N 李銳文

第七十三屆香港
校際朗誦節粵語
歌詞朗誦(良好)

4N 馮蘊婷

第七十三屆香港校
際朗誦節普通話

詩詞獨誦（良好）
4N 莊詩琦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
小學普通話演講

比賽2022（良好）
2C 林昕葶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

學
術
獎

「歷史好知味」
網上閱讀比賽
（嘉許獎）

3A 麥晟威

3C 湯雨詩

3C 丘忠宇

3N 范家俊

2022年
「哈佛圖書獎」 

5N 鄭銦潁

5N 蘇詩雅

5N 曾沛怡

體
育
獎

第四屆傲聯籃球聯賽
第三分組（季軍）

5C 陳恩豪

屯門區中學學界
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高（季軍）
6C 彭罡政

元朗校際室內賽艇
挑戰賽女子U15

組別500米（冠軍）
2C 鄭詩琳

屯門區校際游泳
比賽女丙組50米
蝶泳（季軍）

2C 鄭詩琳

屯門區校際游泳
比賽女乙組100米

背泳（殿軍）
2C 林昕葶

屯門區校際游泳
比賽男乙組100米
自由泳（殿軍）

3A 黃柏宇

藝
術
獎

聯校音樂大賽2021
團體賽事中學

流行樂隊
流行樂隊JSMA

（銀獎）

5A 譚幸兒

5A 歐陽孔亮

5A 蘇俊旭

5A 梁毅航

聯校音樂大賽2021
團體賽事中學

合唱小組
合唱團JSMA

（銅獎）

5N 鄭銦潁 

5N 鍾瑋琳

5N 鍾宇靜

5N 吳思詠

5A 劉凱怡

5A 譚幸兒

5A 石梓穎

5A 蘇俊旭

5C 利梓謙

6N 李詩雨

6N 梁凱彤

6A 黃詠雅

「畫遊郊野」
郊野公園繪畫比賽

（亞軍）
6A 蔡澤柯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1/22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3C 湯雨詩

3C 王凱盈

3C 陳俊杰

3C 陳啟恆

3C 張樂熙

3C 黎曜俊

3C 羅元昊

3C 丘忠宇

2022 香港學界
音樂大賽中學演奏
組結他（亞軍）

3A 梁凱晴

4N 王婥穎

第二屆香港學界
音樂大賽考級及

自選曲目組
（銀獎）

4N 王婥穎

5A 李逸勤

5A 蘇俊旭

5N 吳思詠

5N 蘇詩雅

第二屆香港學界
音樂大賽考級及

自選曲目組
（優異獎）

4N 李宗澤

聯校音樂大賽2022
獨奏比賽

中學音樂創作個人
流行組（金獎）

中學弦樂結他獨奏
中級組（銅獎）

4N 王婥穎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

藝
術
獎

中學弦樂結他獨奏
中級組（金獎）

5A 歐陽孔亮

中學鋼琴獨奏
中級組（銀獎）

5A 譚幸兒

中學鋼琴獨奏
初級組（銀獎）

1C 黃樂怡

中學弦樂結他獨奏
初級組（銀獎）

3A 梁凱晴

中學歌唱組獨唱
（銀獎）

3N 黃卓瑩

中學歌唱組獨唱
（銀獎）

5A 蘇俊旭

中學歌唱組獨唱
（銅獎）

3N 陳嘉欣

中學歌唱組獨唱
（銅獎）

4C 陳思瑤

中學聲樂獨唱
中級組（銅獎）

4N 陳一橋

中學鋼琴獨奏
高級組（優異獎）

4A 傅文雅

第七屆樂施「寫字
扶貧」硬筆書法比

賽（優異獎）
5A 何文傑

培
育
獎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級）

6N 朱穎怡

6N 袁嘉俊

6N 朱穎怡

6N 袁嘉俊

廉政公署「高中
iTeen領袖計劃」

（金獎）

4N 陳嘉盈

4N 李芷欣

4N 莊詩琦

4N 陳俊宇

4N 馮子軒

5A 譚幸兒

5N 盧凱楠

5N 蘇詩雅

5N 曾沛怡

5N 蕭湘斌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22
5C 江芷琪

女童軍
「童」畫傳愛
（嘉許狀）

1N 李寶盈

2A 李家琋

2N 李家汶

2N 袁丹榆

3N 黃心怡

2021-2022尊師
重道好少年獎
【初中組】

2A 黃芷晞

2021-2022尊師
重道好少年獎
【高中組】

4N 陳俊宇

「公民責任共承擔 
團結同行建未來」
主題活動短片比賽

（優異獎）

4A 陳彥彤

4N 陳俊宇

4N 周梓鋒

4N 王駿成

服
務
獎

義工服務2021
（嘉許狀）

6N 陳薏文

公益金賣旗日
（成績優良獎狀）

4A 莫毅俊

4A 何芊悅

「疫情傳愛」
屯門區義工嘉許禮
（積極參與義工

服務獎）

2A 李兆宇

4C 何旭宏

4N 郭潤謙

總領袖生服務獎
5N 鍾瑋琳

5N 蘇詩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