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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獎學生獲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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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作為「InfoMatrix」（國際
資訊及通訊科技大賽）的賽事國際合
作夥伴和香港區的統籌單位及參賽項
目唯一推薦人，於2018年5月10日帶
領大中華區代表隊於賽事中取得共8金
5銀3銅的優異成績，成為參賽國家之
冠。而本校第一年進行有系統的科創
教育培訓工作，即於該項國際賽事中
摘得1金1銅之佳績，足見本校同學表
現之卓越。

2018年7月1日，我校獲獎師生
及家長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女士在禮賓府接見。特首
林鄭月娥女士肯定了本校同學的優異
表現，並鼓勵他們要不斷努力，再創
佳績。席間本校獲獎同學亦得到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創科局局長楊偉
雄先生和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的勉
勵，並與同學一起合影。

我校未來會繼續帶領香港的學生
參加這項國際賽事，並跟中國內地合
作組成大中華代表隊，讓更多學生有
機會發揮其ICT科創的潛能，擴闊其國
際視野，並藉著「一帶一路」規劃，
成為科研科創項目的國際專才。本校
亦期望藉此讓香港的師生組成「ICT
學習圈」，並透過參與國際賽事建立
「國際ICT學習社群」，讓師生可以
跟本地、內地和世界範圍內的頂尖師
生相互交流，推動香港的ICT教育發
展。本校將繼續努力為同學提供更多
發展機會，幫助他們成就美好人生。

本校師生獲特首
林鄭月娥女士嘉勉

本校獲獎學生與創科局局長
楊偉雄先生合影

本校獲獎學生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及
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合影

本校獲獎學生和
家長與特首合影

本校獲獎學生在禮賓
府內合影留念

本校獲獎學生與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先生合影

本校獲獎學生在禮賓府門口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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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本人於胡中服務的第二個年頭，過往
的一年，很高興於胡中的大家庭跟各位一同
渡過，回憶盡是美好的畫面；而當中最令本
人欣喜的是看到所有同學也於不同範疇的努
力，並突破自己，向自己的理想邁步向前。

2018年9月16日超強颱風「山竹」來襲，對本
港造成廣泛破壞，幸然對我校未有帶來嚴重的

破壞。颱風後，校門前遭到倒塌大樹阻塞的街道，亦
在我校同事同心協力下，將阻塞的樹木迅速清理，令
師生們可以於9月19日復課日，安全暢通地回校上課。

山明川秀 縱歷雨暴景猶在
竹高節亮 那懼風狂志長存

以上的對聯是本人給我們的學生的寄語，希望同學們可以擁有崇高的氣節，縱然遇
到困難挫折，仍然可以積極面對，志氣長存。

光陰似箭，轉眼間亦開展了新的學年，我將跟
各位同仁一起迎接新的挑戰，共同努力，協助

本校同學繪畫及創造屬於
自己的美好將來。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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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F.6B班陳詠欣同學繼摘得「2017/18年度九龍城區傑出高中生獎」之後，又於
2018年11月03日在「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活動中獲頒「九龍地域傑出
學生（高中組）」榮譽。該獎項由九龍五區（觀塘、黃大仙、深水埗、九龍城及油
尖旺）的傑出學生選舉推薦該區初中和高中組不多於十位的得獎學生參選。陳詠欣
同學能於一眾地區精英中脫穎而出，獲頒傑出學生獎項，可見其才華出眾、出類拔
萃。本校謹在此對陳詠欣同學獲獎表示祝賀，並期望本校同學亦能積極向陳詠欣同
學學習，努力奮鬥，再創佳績。

陳詠欣同學獲選為

「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高中組）」

與其他獲獎同學一起獻唱

向嘉賓致送紀念品

獲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女士鼓勵

陳詠欣同學獲頒獎項

獲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女士鼓勵

陳詠欣同學獲頒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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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有百餘位同學及老師在禮堂觀看了是次話劇表演，並對「Reading Club」同學的精湛演
技給予充分肯定。

而本校「Reading Club」亦將《愛麗絲夢遊仙境》這齣戲劇與閱讀活動結合，推出以戲劇表
演、角色分析、戲劇遊戲為主題的「閱讀遊踪」校際閱讀交流活動，分享本校推動閱讀的經
驗。目前已有多間學校向本校表達興趣及意願，
期望與本校「Reading Club」進行合作。其中，
聖匠小學3位老師將帶同55名五年級學生，於7月
9日到本校參與「Reading Club」的「閱讀遊踪」
活動；而林文燦英文小學、聖馬善樂小學等學校
則向本校「Reading Club」發出邀請，希望本校
同學能親自到訪進行戲劇表演和閱讀活動。本校
「Reading Club」成立已經一年，在閱讀活動上
取得累累碩果。本校相信，為同學提供豐富的閱
讀生活，鼓勵同學將書本的知識學以致用，提供
機會給同學分享自己的閱讀經歷和成就，將有效
推動學校閱讀風氣的建立，並展現胡中同學積極
向上之風範。

Reading Club
戲劇表演

同學參演劇照

《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2018年5月29日，本校「Reading Club」同學舉行「年終大匯演」，並在午間
時分於禮堂進行英語戲劇表演。此次演出劇目為《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參與演出的同學及其飾演角色如下：
Queen F.3A 唐浩桓 Alice F.1A 梁凱晴
King F.1B 李幸怡 Cat F.1B 陳嬿詩
Ace F.3A 謝梓聰 Rabbit F.3A 林卓軒
Card 2 F.1D 彭天恩 Mad Hatter F.1A 馮蕙兒
Card 3 F.3A 陳子健 Man F.1B 梁衍瑋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戲劇演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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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萬里校長與梁中英老師出席
優質圖書館頒獎典禮

本校師生在書展
分享推動閱讀的

心得

本校取得「優質圖書館獎」，並獲邀於書展開幕日作新書推介嘉賓

由「香港優質圖書館網絡」舉辦，「2018年度優質圖書館嘉許計劃」頒獎典禮於2018年6月23
日假浸會大學附屬王錦輝中小學舉行，本校圖書館於本港數百所中學中脫穎而出，獲「2018年
度優質圖書館嘉許計劃閱讀推廣領域嘉許獎」，而本校圖書館主任梁中英老師亦獲得「推廣主任
嘉許獎」。
 
獲「優質圖書館嘉許獎」之學校，將透過參觀和支援活動，領銜全港中小學的圖書館和閱讀推廣工
作。本校圖書館亦將於之後接待來賓並舉辦閱讀講座，分享本校推廣閱讀之經驗。2018年7月18
日，本校即獲邀於香港書展開幕日在商務印書館舉行的「新書推介會」作嘉賓。廖萬里校長帶領
本校老師和同學與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先生、香港優質圖書館網絡盧敬之博士、作家黃燕萍小姐、
佛教正慧小學倫雅文主任等暢談閱讀心得。

●閱讀推廣——「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閱讀活動

應「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邀請，本校「Read-
ing Club」於2018年7月5日前往該校作閱讀推廣
活動。本校「Reading Club」成員為該校小五學
生表演了戲劇《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
derland)選段，並配合本校讀書會製作的閱讀小冊
子，與觀演的小學生一起了解故事情節和人物。
演出過後，聖馬善樂小學的同學亦積極發問，踴
躍回答問題，分享自己的讀後感。活動完結後，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葉志成校長向廖萬里校
長致送紀念旗，並對本校同學能夠將書本所學透
過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表示高度肯定及讚賞，並
希望之後能夠與本校有更多的閱讀交流活動。李
淑玲老師和梁中英老師帶領此次推廣活動，本校
「Reading Club」成員均參與了是次推廣活動。

 ●閱讀推廣——「聖公會聖匠小學」訪校
並參與「閱讀遊踪」活動

2018年7月9日，聖公會聖匠小學約60名小五學生到訪本校，參與本校的「閱讀遊踪」活動。在
觀看戲劇表演後，來訪的小學生與本校「Reading Club」的哥哥姐姐一起閱讀英文故事，並在他
們的帶領下一起暢遊胡中校園。

校際閱讀活動

聖匠小學同學與我校師生分享讀後感

廖萬里校長與梁中英老師出席 本校師生在書展
分享推動閱讀的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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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第三十八屆陸運會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假灣仔運動場舉行，
隨即舉行頒獎禮。首先由該校校監暨順德聯誼總會會長吳禎貽先生致嘉辭。吳先生以香港運動員在
印尼亞運努力得到的成績，以及香港女桌球手吳安儀奪得世界冠軍過程中表現出的堅毅不屈，勉勵
同學培養百折不撓的體育精神。

詞畢，舉行頒獎禮，由主禮嘉賓及胡兆熾中學校監吳禎貽先生暨該校校董及順德聯誼總會首
長：葉賀曾榆校董、楊國儀體育部長、嚴嫣紅校董、尤應邦會董、潘世榮校董、黃智勤校董，聯
同校友會主席謝焯杰先生主持。最後由領袖生長致謝辭，並帶領同學三歡呼後圓滿結束。

本屆陸運會比賽氣氛熱烈，二十多位校友特地抽空回母校參與運動會賽事，而各項比賽成績
斐然，其中十三項賽事打破大會紀錄。各項成績如下：

胡中校友踴躍回校參加運動會背越式跨欄擲鐵餅英姿

5000米長跑耐力賽
4X100接力，
奮力向前衝

同學專訪香港中文大學
講師許韻馨博士

同學於決賽當天向評判講解實驗

於初賽向公眾人士講解研究項目

第三十八屆陸運會

本校中三及中四共五位學生參加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舉辦的
「香港科學青苗獎」，比賽要求同學需要遞交一個「未來世界難
題／現實難題」的解難方案及一個「科學家專訪報告」，同學最
終憑著有關發泡膠分解的研究和訪問香港中文大學講師許韻馨博
士的專訪報告，在五十多間學校的初賽中進入決賽，並最終得到
優異獎。

參與科學比賽的感想(何嘉星同學)
這次的科技創新比賽，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在參賽以前，從來沒有嘗試過如此大場面的比賽。這次肯踏
出自己的安全區參加比賽，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突破。不只
是在科學的研究，而是在膽量、彙報、甚至時間管理上，對
我來說也是不可輕視的挑戰。所以在這次比賽中，我得到了
不少的收穫。

香港科學青苗獎

4x100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喇沙書院
亞軍：香港華仁書院
季軍：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全場總冠軍：4B班
班際全場冠軍：
中一級：1B班
中二級：2D班
中三級：3D班
中四級：4B班

中五級：5B班
中六級：6B班
男子個人全場總冠軍：
甲組—邱振國（6E班）
乙組—劉卓軒（4B班）
丙組—張智強（2D班）
女子個人全場總冠軍：
甲組—王君怡（6B班）
乙組—張雅琪（3C班）
丙組—彭天恩（2D班）

用力一擲，標鎗高高飛出

獲得香港科學青苗獎的優異獎

展示實驗過程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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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STEM教育團隊參與
「香港STEM教育聯盟」成立典禮暨
「第一屆香港STEM教育論壇」

2018年11月3日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於香港中
文大學舉辦「香港STEM教育聯盟成立典禮暨第
一屆香港STEM教育論壇」。本校廖萬里校長以
聯盟理事身份，率領本校STEM教育的數位教師
成員出席活動。當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亦
有到場參與典禮，並鼓勵香港教育界推動STEM
教育的發展。而本校亦有幸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
蓮女士以及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討論及交
流有關STEM教育於香港的最新發展。

我校今年獲邀請，於
2018年11月10日前往
順德參加「第二屆順德
教育創客節暨粵港澳大
灣區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本校廖校長帶領
科研及科技創意組師生
一行6人前往位於順德
區的京師勵耘實驗學
校參與是次活動。過
程中，本校學生盡展所
長，向活動的參加者以
及公眾人士介紹並現場
示範了他們自己的科創
發明產品。本校學生亦

積極與其他參加者交流，瞭解他們的產品及創
意，擴闊了自己的眼界。

本校師生參與「第二屆順德教育
創客節暨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

本校於「打造香港成為國際人工智能中心研討會」
提出本港AI教育發展的建議

　　人工智能科技(AI)的議題成為近年熱議的事項，「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香港發展論壇」在
2018年10月23日下午，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打造香港成為國際人工智能中心」研討會。會
議邀請到5位來自不同界別、與香港AI科技發展關係緊密的專家到場，介紹他們對AI發展的觀點及
建議，包括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系馮雁教授、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先生、立
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女士及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而我校廖萬里校
長亦受邀參與，與各界人士談論AI於教育方面的發展遠景。廖校長在研討會中分享了將AI技術配
合學生的比賽所帶來的優勢及預期結果，盼能令學生於比賽和學習過程中，透過AI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在研討會中，本校的董事亦有到場出席支持。

前港大校長徐
立之教授與本
校教師團隊
合照

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女士與本校
校長及老師合照

學生正向其他學
校師生解釋作品

出席活動的順德聯誼總會董事
及本校老師

廖校長討論到如何將AI技術
配合學生的比賽 廖萬里校長與各界人士談論AI

學生示範及介紹產品的運作

中五級：5B班
中六級：6B班
男子個人全場總冠軍：
甲組—邱振國（6E班）
乙組—劉卓軒（4B班）
丙組—張智強（2D班）
女子個人全場總冠軍：
甲組—王君怡（6B班）
乙組—張雅琪（3C班）
丙組—彭天恩（2D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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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from class 1A: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New NET: Of course!  My name is Mr. Wittenberg.  It’s a long name, so 
you can call me Mr. W! 
Roy: Alright, Mr. W!  Where are you from?
Mr. W: I’m from a small town called Winona, Minnesot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a beautiful, green place, except for the half of every 
year that’s winter.
Roy: Sounds cold!  Is this your fi rst time teaching abroad?
Mr. W: Actually, before moving to Hong Kong in 2016, I was a teacher in 
Busan, South Korea for six years.  I love the food in Korea, but I was ready 
for a new experience.
Roy: Mmmmm, kimchi!  So, what do you like about Hong Kong?
Mr. W: I love what an international city Hong Kong is.  People here are so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of other cultures.  It’s pretty nice being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beaches, too!
Roy: What is your favorite local food?
Mr. W: There are so many to choose from, but brisket noodles, siu mai, and a salty Sprite is my go-to meal.
Roy: Great, now I’m hungry.  So,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away from school?
Mr. W: I love the outdoors.  You can probably fi nd me at a beach, a campground, or a nearby BBQ area 
on any given weekend.  I also enjoy playing basketball or going for a hike.
Roy: That sounds great! Can I com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to add?
Mr. W: I’m very excited to be working with such a great bunch of students and staff here at STFA Seaward 
Woo College.  I look forward to all of the fun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we get to participate in during 
the upcoming school year.  
Roy: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Mr. W!
Mr. W: No problem!  See you in class!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English Alliance 2018/19 Wonder of Words short 
story reading workshop in Tsim Sha Tsui in November.  
Joseph Conrad’s 1902 classic “The Heart of Darkness” 
was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Workshop attendees read 
the story, examined the themes, and completed character 
studies of the book’s many colorful personalities. 

The story was quite interesting, I enjoyed learning 
to develop and describe characters in my own writing.  
Surprisingly, the story was much heavier than I expected.

Angela Cheung, 1B

The adapted version of the story seemed to leave 
out a “deeper meaning” from the original.  I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it in my own time! 

Jeanne Lee, 3A  

Know Our New NET!

SCOLAR Short Story Workshop

Students and teachers gather in front of a photo of 
the steamer boat from “The Heart of Darkness”

Mr.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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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econd year, Form 1 student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ulti-day reading program presented by “Typhoon Club 
Magazine”, a popular youth publication based out of Hong Kong.  
Small groups were presented with large reading cards, and examined 
true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ages of the magazine.  Each presented a 
controversial theme, or a kind of moral dilemma.  The students then 
discussed their opinions and completed activities such as a drama, 
debate, presentation, or mock court trial.  

After having the lesson with Typhoon Reading Club, I found 
that it was fun and impressive.  In this lesson, I learnt and discussed 
a lot about Victoria Harbour.  It was great fun!  It also improved my 
communication.  I hope I can have another lesson next year.

Hannah Wong, 1A

During this English class, I learnt a lot about cooperating 
with my fellow classmates.  The teacher was very knowledgeable.  
She gave us many diverse quizzes, to help improve our English 
and social skills.  She even divided us into two groups in order 
to debate the topic of our class.

Rex Law, 1A

Typhoon Reading Club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At 
fi 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diffi cult to fi t in with the club because 
there were several boys and I was the only girl.  I kept my mouth 
and my mind shut.  But then, the teacher encouraged me to join 
in.  I found the teacher interesting and approachable.  Of course, 
joining this club can improve my English.  I hope to have this 
reading club again in the future.  

Lois Yu, 1A

Typhoon Club Reading Program by SCOLAR, Education Bureau 

in the multi-day reading program presented by 
Magazine”Magazine”
Small groups were presented with large reading cards, and examined 
true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ages of the magazine.  Each presented a 
controversial theme, or a kind of moral dilemma.  The students then controversial theme, or a kind of moral dilemma.  The students then 
discussed their opinions and completed activities such as a drama, 
debate, presentation, or mock court trial.  

that it was fun and impressive.  In this lesson, I learnt and discussed 
a lot about Victoria Harbour.  It was great fun!  It also improved my 

We are having a fun and enjoyable 
discussion!

We love reading!

This year students were treated to a 
live drama performance in our own 

school hall by the Dramatic English 
drama company. Diverging from 

typical stories, this one was about the 
tough choices that youngsters like our 

students have to make every day. Entitled 
Passport to Your Future, the drama follows 

the lives of two very different students to see how their choices determine 
their future selves. Sometimes things that feel good now, don’t turn out as good 

later, and vice-versa. It is defi nitely a deep and meaningful concept that can re-
ally apply to everybody. Hopefully students can take a lesson from this drama and 

learn to live meaningfully every day. That’s the power of drama!

What I liked most about the drama was the actors’ sense of humor. Some-
times drama can be a bit dull and diffi cult to watch. But this time the actors liven it up a little bit more 
by being funny.

Jeanne Lee, 3A

This drama actually ha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how our choices affect our lives later on. Since 
we’re teenagers, we tend not to think too much about the future. The drama is trying to help us think more 
about how important our choices are to our future lives.

Chris Chan, 4D

Drama Appreciation

students have to make every day. Entitled 
Passport to Your Future

the lives of two very different students to see how their choices determine 
their future selves. Sometimes things that feel good now, don’t turn out as good 

later, and vice-versa. It is defi nitely a deep and meaningful concept that can re-
ally apply to everybody. Hopefully students can take a lesson from this drama and 

Our two MCs put on brave 
faces as they address the 

packed audience

The performers look 
excited to perform their 

dance 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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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文化具豐厚的正面價值，近年經有心機構及人士
的努力，逐漸為社會各界重視與肯定，2017年更獲香港學界
及教育局的研究，印證茶文化對學生品格的正面影響。本校
中文科本年度參加由非牟利機構茶味小集主辦之「羅桂祥茶
藝學堂-香港中學茶文化推廣計劃」，活動包括茶藝體驗、參
觀茶具文物館、茶藝班等，旨在讓學生認識中國茶文化，從
而陶冶性情，培養良好品格。

    計劃的首項活動為「校園茶藝體驗」。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日上午，主辦機構茶味小集派出十多位專業茶藝師來
校，為本校師生辦了一次包含茶藝示範及奉茶的茶會，本校
中一至中四級二百多位同學獲安排出席茶會。禮堂內播放着
柔揚悅耳的音樂，專業茶藝師精心佈置茶桌，細心烹煮好
茶；同學們靜心安坐桌旁，觀賞茶藝師煮茶、泡茶、奉茶的
優美動作，品嚐甘甜芳香的好茶，聆聽茶藝師的講解，親身
體驗了中國茶文化的精妙之處。

中文科「茶文化推廣計劃」活動

同學們專注地觀看茶藝師的示範

細細品嚐茶的味道

廖萬里校長致送錦旗予茶
味小集總監陳采月老師

全體茶藝老師與中文科老師合照

嗅嗅茶葉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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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木文聚」為本校中文科自去年起成立的
文學聚會。邀請校內各級對文學有興趣及具潛質
的學生，定期舉行結合閱讀、文學研討及創作的
聚會。「雙木文聚」之名由林景佳老師所創，一
取校園內兩株鳳凰木，二取顧城詩〈嫻歌〉：「
雙木非林，田下有心」本指「相思」，現引伸為「以文相聚」之意。

每次聚會均有不同主題，如「好詩好茶迎秋月」、「認識詩人余光中」、「植
物書寫」等，活動兼顧趣味性及文學性，期望能提高學生對文學的認識，引發其創
作意欲，從而提升其文學修養。

＜檸檬＞
奇奇與蒂蒂

（雙木文聚成員）

明亮的黃
暗藏滲人的辛酸
坑坑漥漥的外表
傳出了陣陣清香

人類自作主張
破壞你最自然的形態
捨棄你的外殼

只剩輕易蒸發的流體
咕嚕咕嚕

證明你曾存在的
只剩垃圾桶裡
彎腰的皮
腐爛發臭
被其他同化

＜念璀璨的五彩筆＞
一休

（雙木文聚成員）

廈門街是細窄的麥管
林立的的樓海裡匿着你的身影

不需過多的找尋
你　就在那處

埋頭寫下你的思念苦愁
隨手記下你的往日今朝

懸於青空的破鏡
讓你晝夜不安
橫跨於兩地的海峽
使你記掛多年

又是月明鏡圓
唯念你憶往昔愉悅

以不同的瓜果來作閱讀及寫作主題

寫出佳作，獲花燈作獎品。

同學發表作品，大家用心聆聽。

齊讀名家作品，熱烈討論。

中文科「雙木文聚」文學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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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8-10-2018

地點: 教育局-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負責單位: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科技教育)

參考網頁: https://www.info.gov.hk/gia/gen-
eral/201810/18/P2018101800222.htm

STEM教育中心 - 
支援STEM教育暨學生學習成果分享

感想
讀畢整個中學生涯的DT，只有四個字

形容——如眾不同。初來DT室，已有一陣濃

郁的木工味，與一般的課室的味道很不同，

再加上有一些先進的儀器坐落在DT室，例如3D printer, laser cutter

等，令當時的我刮目相看。而上課模式亦與一般的課堂大大不同，DT

課堂會定期製作模型，會將課堂上學的理論運用在實踐當中，尤其是

課堂所學的工程圖的繪圖技巧，有助提升表達能力，比起一般的教學

模式有所不同。而令我最深刻的就是高中時做的SBA 設計，我十分享受當中設計的過程，這設計不

但能夠將DT課堂上學到的理論套用落去，且能夠再將其他科目學到的科學知識（如物理，化學）

套用，而最後製成可行的模型，令我感到很大的成功感。                                        鍾思毅

日期: 12-7-2018

地點: 馬鞍山中心

負責單位: 世界綠色組織(WGO)

參考網頁: http://www.thewgo.org/
linked/news/20180712/Press%20Re-
lease_SII_201718.pdf

STEM教育中心 - 
支援STEM教育暨學生學習成果分享

作品名為「Swap Bench」。

冠軍作品名稱: 以心行動

廖校長到場支持，並給
予同學寶貴意見。

鍾思毅同學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講解自己的DAT SBA作品。

八里垃圾焚化廠

胡樂怡同學獲翡翠台節目「文化新領域」
邀請，講解冠軍作品的設計特色
播放日期 : 10-11-2018

世界綠色組織社會創新發明–「凝活傳城」
概念空間設計大賽頒獎禮 

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JP作主禮嘉賓
中四 朱之諾、胡樂怡、霍浩宏 獲中學組「冠軍」

中三 郭双瑜、黃可晴、顧
泯駿 獲中學組「優異獎」

優異獎作品名稱: 
綠野先租

廸化污水處理廠

在三峽老街合照

作品名為「Swap Bench」。作品名為「Swap Bench」。

講解自己的DAT SBA作品。講解自己的DAT SBA作品。

凝活傳城概念空間 
設計大賽及台灣交流團

廸化污水處理廠

中三 郭双瑜、黃可晴、顧優異獎作品名稱: 

社會創新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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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共10名同學參加由國家教育部
及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舉辦的高校科學
營2018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並成功獲
選於2018年7月16日至7月22日往北京
大學交流學習。

當中黃雅曼同學更於北大講堂向
400多名參與師生講解她的科研作品，
最終得到了由北京大學著名地標「未名湖」所命名的「未名
創新挑戰賽」優勝獎。而汪洋同學及李天朗同學亦於其後的
總結分享會代表參與學生分享是次科學營的成果及珍貴點滴。

北京高校科學營

科學營除了令我學習到不同範疇的知識，更令我明白到自
己和內地學生的差異，並從中學習，以改善自己的不足。科學

營的生活多姿多彩，三
言兩語實在難以表達出
來。最後我想用一句表
演時的口號作為總結：
音韻弦餘，值得我用餘
生懷念，從不間斷，我
心永存。   鍾耀榮

我最記得我們一起去到北京大學的研究中心，進到國家重
點的實驗室，儘管我們是常進出實驗室的理科生，在那裏我們
就像孩子一樣，眼神中有著無限的新奇感和想象力。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是同學們的關懷和親切。  溫卉麟

黃雅曼得到了由北京
大學著名地標「未名
湖」所命名的「未名
創新挑戰賽」優勝獎

汪洋同學及李天朗同學亦於其後的總
結分享會代表參與學生分享是次科學

營的成果及珍貴點滴同學於課餘時間暢遊北京著名境點

黃雅曼同學於北大講堂向400多名
參與師生講解她的科研作品

本校師生與徐永吉副主任
和康陳翠華女士合影

顧泯駿同學在故宮
接受鳳凰衛視專訪

本校同學早前奪得全港中學《基本法》宣傳創作比

賽亞軍，應香港教育局之邀，本校梁中英老師於2018年

7月15日至20日帶領F.2A林道証同學、F.3A顧泯駿同學

代表本校參與「北京學習團」。是次活動參訪了國家教

育部，並與教育部國際合作辦公室副主任

徐永吉先生及香港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

華女士一起交流了兩地的教育狀況，又拜

會了全國人大機關辦公室，並與全國人大

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辦公室主任楊兆

業先生作《基本法》研討會。行程尾段，

學習團亦參觀了北京汽車工業集團和北京

故宮。鳳凰衛視和當地新聞機構更特邀香

港教育局官員及我校顧泯駿同學在故宮接

受訪問。

北京交流計劃   —「北京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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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夏 優 秀 學 生 訪 問 本 校

由「寧港青年交流促進會」舉辦
之「寧夏優秀學生赴港澳考察之旅」
的100多位嘉賓及同學，於2018年7月
12日訪問本校。廖萬里校長向考察團
的同學介紹了本校在STEM教育、閱讀
推廣和學術研究等方面的最新發展，並
祝願所有同學在此次考察之旅中能夠有
所收穫。本校亦為來訪的同學準備了精
彩的古箏和跆拳道表演。本校學生會和
學生大使亦參與了此次接待活動，現場
氣氛熱烈，其樂融融。

到訪老師在本校大堂留影

寧港交流團-本校同學進行跆拳道表演

寧港交流團-本校同學進行古箏演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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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輔導委員會於2018年3月29日至4月2日(共5天
4夜)，在社工Cindy和Dee Sir、吳穎兒老師、鄭嘉儀老
師、林景佳老師及黎昫欣老師的帶領下，與廿多位同學
前往廣西梧州藤縣象棋鎮同樂學校大垌分校，參加「助
學扶貧」之旅，活動內容包括：義教、家訪特困學生、
體驗農耕工作、瞭解山區農民生活及粉飾校園等的義務
工作。

這是一項堅持了11年的活動，同學身體力行，募捐
旅費及捐款，為當地資源缺乏的小學購置新的桌椅、圖
書及康體用品。從劈柴做飯、燒水洗澡到席地而睡，從
白天帶領唱遊到睡前圍爐分享，對香港嬌生慣養的中學
生都是嶄新的體驗。

感恩的是，在過程中同學發現了一個不一樣的自己，以及「愛」原來可以好簡單，
卻是很真摰。一個眼神、一絲笑容、一句問候、一刻陪伴，簡簡單單，沒有複雜的計
算，只有及時的出手相助；不求回報的付出，卻換來意想不到的幸福。這種感覺淨化
了內心，愛，從此不一樣。

「教育是生
命影響生命」，
品格培育比一切
重要。願同學們
銘記這年春天，
內心的觸動、自
我的反省、不一
樣的生命、無悔
的青春。

同心合力為廣西的小朋友換上新桌椅

共創成員在捐贈的書桌上噴上
校名

大手牽小手，人與人的關係可以
很簡單，也可以很真摰

與廣西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廣 西 之 行  
共 創 廣 西 助 學 體 驗

大手牽小手，人與人的關係可以

在同學們的努力下，廣西小朋友的
校舍終於有一個較正式的籃球場了



本校同學於本年8月15至20日參加由福建省教育廳主辦的2018閩港澳中小學生夏
令營。短暫的六天時間，同學在福建與當地同學交流、欣賞中華傳統武術表演、體驗
朱子理學文化、品嚐武夷山岩茶之韻等，享受一場精彩的精神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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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八月，本校呂潔老師與通識教育科「鄉土文化體
驗課程」當中的十名學員獲香港「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會」「大
地予我」計劃資助，在課程導師朱耀光博士的帶領下，前往日本
新潟考察交流17天，參加當地每三年一度舉辦的全球最大型國際
戶外藝術節—「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師生在「藝術祭」中透
過藝術與人、藝術與土地、土地與人之間的連結，看到日本新潟
對農業、環境、文化、習俗和文物等的保育工夫。

圍繞「大地藝術祭」為主題的17天交流團，所編排的活動相
當豐富，令師生眼界大開，獲益良多。

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交流團

福 建 交 流 團

師生拿著自己製作的藝
術展品(青蛙和蝌蚪)與
藝術家田島征三先生於
繪本和果實美術館合照

住宿由廢校改建而成的三
省屋，宿舍內保留了學校
的原有建築，亦有藝術展
品，而廚餘收集和垃圾回
收也十分有系統

到訪明夫若井先生的家，學習
製作日

本的傳統小食「紅豆米餅」

同學乘坐高鐵前往福建
夏令營開營典禮 乘竹筏遊九曲，感受大自然之美



類別 活動項目

學校交流
活動

新潟縣立松代高校、新潟縣立川西高中特殊學校和
新潟縣立松代中學參觀及學生交流活動；十日町巿
體育館與十日町中學、十日町南中學、十日町綜合
高中學生進行para-sports室內滾球交流活動

農務體驗
活動

Eden’s Herb Garden的植樹及協生農法工作坊、參
觀成田機場附近的自給自足農場、參觀在松代的香
港稻米田、在松代香港菜田參加農務工作

傳統文化
體驗

手繪友禪綢染體驗、和服試穿、日本傳統草鞋製
作、明夫若井先生的紅豆米餅製作工作坊、在竹林
「美人林」中欣賞野中克哉先生的尺八表演、溫泉
體驗

體育、藝
術和音樂
活動

在繪本和果實美術館跟藝術家田島征三先生學習藝
術及參加製作藝術展品、欣賞小林武史演奏會、在
竹林「美人林」中欣賞野中克哉先生的尺八表演、
松代中學足球工作坊、遊覽松代城山及遊覽和參觀
大地藝術祭的不同展品

歴史及社會
發展考察

竹所Village遊覽、民宿參觀、德國建築師Karl Bergs
分享會、成田的天空大地博物館參觀

社區互動
交流

參與大地藝術開幕禮、在「大地予我」開幕禮表
演、參加香港部屋開幕典禮活動、住宿於松之谷的
三省屋並參加有放煙火環節的歡送會

環境及保育
考察

住在由廢校改建而成的三省屋、參觀由廢校改建而
成的田島征三繪本和果實美術館、每天參與的廚餘
收集及廢物回收行動

感想﹕

福建，是不少香港人的故鄉，亦是我的故鄉。
是次交流團令我能夠從學生的角度去了解福建近期
的發展或其流傳至今的歷史文化價值。旅程中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觀看《印象大紅袍》山水實景。長
達七十分鐘的表演完全沒有冷場，震撼人心的畫面一
幕接一幕，將我帶進武夷山的茶文化中， 感受了一次
難忘的「飲茶」體驗。(五乙班 洪秉泉)

六天的交流活動非常豐富，登武夷山、乘
竹筏遊九曲、學習朱子禮儀等，讓我看到不同
的自然景觀和生態，感受當地的歷史文化，獲
益良多。此外，我們與福建七中的同學進行交
流，讓我深切感受到他們待人接物的認真，事
事精益求精的態度，值得我們好好學習。雖然
與他們的相處時間短暫，但得到的回憶，建立
的友誼卻是長久。 (六甲班 羅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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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天的交流團，師生每天早午晚一起進餐，全程互相幫助和照顧，
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同學前往武夷山
欣賞壯麗美景

師生穿上漢服出席敬師禮

美人林一嘗戶外的音樂堂，欣
賞野中克哉先生的尺八表演，
同學亦一嘗吹奏尺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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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箭會射箭邀請賽得獎隊員與教練合照

本校連續七年取
得中銀香港青苗
盃(男2校組)殊榮

2A班學生周傲齊
同學奪得青苗卓越
運動員獎

4A蔡詠彤同學獲星箭會
射箭邀請賽反曲弓女子

中級組亞軍

本校於中學校際越野比賽取得男子團體冠軍殊榮

學 生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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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堯於國際跆拳道
比賽獲單項第三名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班際跳大繩比賽

本校取得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男子組團體亞軍

本校於17-18年度榮獲中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組團體冠軍

本校同學於投籃比賽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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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何柏迪同
學於第二十屆

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
賽獲獎

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不同年代畢業的
校友擔任不同的

警察

職務，回校分享
職涯點滴

入境事務學院的學員與本校同學交流

升學大使參觀入
境處學院參觀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

暑 期 實 習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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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於模型氣墊船大賽中獲優異獎

5B班陳迪嘉同學參加《MASS》全港中學生
歌唱比賽2018打入最後十二強

選修物理的同學參觀機電工程署總部
校友喜與同學分享畢業後職場的見聞

選修生物的同學參觀聖德肋
撒醫院護士訓練學校

暑 期 實 習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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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積極參與通識
達人網上挑戰計劃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得獎同學合照

5B班陳迪嘉同
學於『中華傳統

恩華精

粹演講盃比賽』
榮獲優異獎

開學禮入大學同學合照

本校學生獲全港學生環境保護
大使計劃金、銀、銅獎

中四級同學參
觀大專院校



順德師生S T E M交流團到訪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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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9日，「順德師生STEM交流團」造訪本

校。是次交流活動由70餘名來自順德區不同中小學的

師生組成。本校創科學會師生向到訪嘉賓介紹了其最

新的創意科技發明「能源農莊（WAY）」的運作原理

和功用，並獲到訪師生的一致讚賞。本校同學亦展出

了自己在生化科技方面的研究計劃和成果，並邀請到

訪師生親手接觸實驗器具。同學亦在旁介紹和解答到

訪師生的疑問，討論熱烈，氣氛融洽。

本 校 科 研 及 科 技 創 意 學 會
成 員 參 加 「 未 來 生 活 展 」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新科技可於一晚間掘起，為了讓學生體會

現今最先進科技，我校「科研及科技創意學會」39名學生於

2018年11月09日下午參加了由「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於

灣仔會議展覽廳舉辦的「未來生活展」展覽。是次展覽包含各

種範疇的新興科技，包括人臉辦識、智能家居、自動導航汽車

等等，令同學

認識和體驗了

現今最新的科

技發展。
學生正體驗最新VR遊戲

師生聆聽導賞員解說展覽
場地內容

科研及科技創意組參加「未來科技展」合照

順德STEM交流團到訪本校

本校同學正介紹科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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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科研及科技創意學會」於
2018年11月13日，由李德聰老師及
鄧浩然老師帶領學生一行8人，參加
了由「香港青年協會Media 21媒體
空間」（M21）舉辦的「施政ON-
LINE@M21」的直播節目。主辦機構
當日邀請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先生作為特別嘉賓，讓創業家、中小
學生及網上觀眾可以與楊局長對談，
即場交流有關香港科技創新發展的看
法。我校F.4A班周昊同學在場踴躍發
問，提出「STEM能否進入香港學校

常規課程」、「政府會否大力推動STEM」以及「STEM
及科創發展能否成為香港其中一項文化」等問題。本校
同學透過參與是次活動並與楊局長進行問答，提升了他
們對於本港STEM教育發展的認識。

香港教師STEM工作坊在本校舉行
2018年1月17日下午，「香港教師STEM工作坊」假本校禮堂舉行。此次工作坊反應熱烈，
包括廣東道官立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明愛馬鞍山中學、順德聯
誼總會梁銶琚中學、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和本校在內，合計超過30名校長及老師參與。

本 校 科 研 科 創 團 隊 師 生 參 與
「 施 政 O n - l i n e @ M 2 1 」 節 目

本校廖萬里校長成為「教育局課程發展組」成員
本校廖萬里校長於本年度起加入「教育局課程發展組」，成為本港科技教育領域的重要成
員。本校於該發展組的工作，有助本校配合教育局推動本校學生於創新科技上的發展，成
為STEM教育的學界先鋒，更能帶領推動全港學校之STEM及創新科技學習，使本校為香
港創新科技教育作出積極貢獻。

4A周昊同學正
向局長發出提問

香港教師STEM工作坊在本校舉行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與
公眾熱烈討論

師生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先生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