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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之初乃學年之始，惟今年因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關係，全港學校
均推遲開學至九月下旬。即使面對疫情的困擾，我們仍然於九月透過推行「網
上課堂」，實現「停課不停學」。

直至九月二十三日復課，中一、中五及中六級同學終於可以回校了(而中二
至中四級同學，亦於九月二十九日復課)，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可再一次跟同學見
面！能看見每一位同學健康愉快地回校上課，讓本人感到無比的幸福，真的祝
願我們的學子能永遠健康快樂！

儘管全球疫情反覆，我們仍會盡一切努力保持校園的潔淨安全，供各位莘
莘學子健康地學習，亦希望各位同學可一同努力，將學問的功夫做好。

最後祝願疫情盡快過去，各位家長、同學及教職員同事身體安康，生活
愉快！

廖萬里校長敬上



郭双瑜同學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樂永生同學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郭双瑜同學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樂永生同學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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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及九龍城民政

事務處合辦、九龍城區議會贊助的「九龍

城區傑出學生選舉」於日前公佈得獎學生

名單。是次選舉目的是協助參選學生認識

和裝備自己，接受未來的挑戰。同時亦希

望培養參選學生對社會義務工作的熱誠，

投入社區工作，服務香港，並加強參選學

生對國家的認知及了解，擴闊參選學生的

世界視野。

經評審後，本校郭双瑜同學及樂永

生同學分別獲得高中組及初中組優

異獎。兩位同學表現優秀，本校謹

在此對他們表示祝賀，並希望同學

能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貢獻社

會！

本校於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舉行了本學年第一次
教師發展日，是次主題為「舒緩腰膝疼痛運動工作坊」
，通過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活動讓教師學習正確的伸展及
強化肌肉的技巧，同時配合適量、循序漸進和持之以恆
的模式，藉以調整身心的健康，也減少了日常工作上帶
來痛症的機會和影響。

本校郭双瑜同學及樂永生同學獲九龍城區
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2020-2021年度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理論與實踐共重廖校長致送紀念旗予
講者蘇少雄先生

第一次發展日主題為舒緩
腰膝疼痛運動工作坊



去屆領袖生長 6A何嘉星同學
肩負領袖生長的重任已有一年之多，心中百感交集。好不容易摒棄肩負更大責任的
忐忑，學會帶領領袖生團隊團結一心，盡領袖生的責任和義務。可惜適逢多事之
秋，疫情抹去了我們本應在一起的時間，但我相信亦是一種幸運——回憶如金，以
稀為貴。領袖生帶給我充實的三年，是無盡書海中給我的一門特別課。各位訓育組
老師是我們的力量，同學們的配合和紀律是我們胡中的自豪。今當備戰之時，實在
依依不捨，只願領袖生大家庭和諧團結，守規盡責，成為胡中的榜樣。

去屆領袖生長 6A謝梓聰同學
擔任領袖生長一年有多，現在已經接近尾聲，回想起過去三年在領袖生中的點點滴
滴，從一個普通的隊員攀上領袖生長這個位置，當中的過程雖然辛苦，曾經歷過
不少低谷，但當中的過程獲益良多。可惜今年因為疫情，導致不少已經準備好
的活動被迫取消，無法在中五最後的日子和各位
領袖生分享自己的經歷和得着，對領袖生這
個團體更有着依依不捨的心情。不過我十分
感謝所有領袖生的配合和鼓勵，以及包容我
這個處事比較瘋狂的人，我相信有你們的協
助下，未來領袖生必定會發展得越來越好。
最後感謝全體訓育組老師給我們的支援，希
望來年領袖生團隊會努力堅守崗位，祈望各
位同學都能夠繼續與領袖生合作，保持良好
的校園秩序。

今屆領袖生長 5A鄭基燁同學
雖然擔任領袖生長的時間不長，但已感受到當
中的責任以至精神。領袖生長不但只是一個崗位，一份工作，當中所伴隨而來的使
命感，確實難以單靠言語和文字表達出來，必需經歷過，才可以真切感受到，繼而
參透當中的苦與樂。同時，能夠帶領着一個近五十人的團隊為學校服務，我亦深感
榮幸，當中有賴訓育組老師無條件的支持，組員合作無間地執行職務，以至同學的
配合，才可以共建出紀律性強的校園風氣。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期望往後的領袖生
亦能克盡己任，盡忠職守，並成為同
學的模範。

今屆領袖生長 5A曾卓楠同學
成為領袖生經已第三年，今年亦是最
後一年。過去兩年間，曾遇到不同的
考驗、挫折，但直至接任領袖生長一
職，才感受到當初所遇到的只是很平
常的事。在處理不同事務期間，令我
感悟到雖然每個人都總會有犯錯的時
候，但貴乎於願意改善、學習的心
態。我們永遠無法準確預測將來發
生的事，惟願領袖生團隊能夠竭盡
所能，協助策勵同學培養自律守規
的精神，為學校分憂。 全體領袖生人才濟濟

今屆領袖生長及
六位隊長

的活動被迫取消，無法在中五最後的日子和各位

雖然擔任領袖生長的時間不長，但已感受到當 今屆領袖生長及
六位隊長

全體領袖生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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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委員會及領袖生



何子健 4A

我參加科研及科技創意組及相關活動比賽已經有三年多，在這數年

間，我發現了不少的新科技技術，令我大開眼界，也讓我透過各項

科創活動明白了「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個道理，俗語說「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我亦希望自己仍然對

所有事物抱著好奇的心，並嘗試把

不同科技應用到自己發明品中，加

以改良，做到最好。另外，我亦在

參與活動過程中，遇到不少彼此幫

助的同學，過程獲益良多，令人刻

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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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何浩榮同學

中四級何子健(左一)及劉鎧安同學

簡介

我校自2017年起致力發展科創項目，令學校更多學生能夠接觸

STEM教育。而我校學生於這方面的能力亦見到顯著的提升，特別

在今年，我校學生分別於本地的科研及科技比賽中囊括多個大獎

及專項獎，更獲邀參加國內的全國賽、印尼及墨西哥主辦的國際

賽，實在值得鼓舞。



劉鎧安 4B

在中二的時候，我接受了李德聰老師的邀請，並與曾參加過科創比賽的何子

健同學一起組隊參加比賽。在剛開始時，甚麼都不懂的我在老師和組員的

指導下，對於比賽的事項越來越掌握，學到的東西也越來越多，例如產品

演示、匯報及簡報設計等的技巧。這些比賽也令到我認識更多的新朋友，

也透過比賽令我見識更廣闊。經歷這兩年的校園生活，實在令我無比的充

實，是一段無價、寶貴的經驗。

何浩榮 3A

大家好，在2019-2020年，我十分榮幸李德聰老師邀請我參加各項大大小

小不同的科創比賽。雖然第一年我就一人參加這些比賽，但非常感恩有李老

師的指導及帶領，我從一個一無所知的新手，逐漸開始認識Arduino，App 

Inventor 等不同的電子及編程知識及技巧。亦開始慢慢地學習處理不同類型

的文件，剪輯影片。最後，我十分感激學校給予我機會參加各種不同比賽，

使我最終在各比賽中為校奪得獎項，實

在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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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得獎獎狀及獎盃

得獎同學合照

學生外出參加比賽後合照

得獎同學合照得獎同學合照



為了讓本校同學認識近年澳門基建與災害警報系統的發展，並藉著「體驗學
習」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地理科與公民教育委員會於2019年12月合辦「澳
門考察」活動。

是次活動共有18位高中同學參與，由馮樂新老師及梁振輝老師負責。學生於出
發前先於校內出席考察前簡介會，對澳門有初步的認識，然後於考察當天參與分
組活動及匯報，同時完成指定課業，以提升學習成效。當天行程如下︰

地理科及公民教育委員會︰
「澳門考察」活動

當天行程

上午

欣澳港鐵站集合

由欣澳乘坐巴士至香港口岸

由香港口岸乘坐金巴經港珠澳大橋至澳門口岸

由澳門口岸乘坐巴士至市區（內港）

實地考察、分組活動和討論

下午

午膳 及 自由時間

完成指定課業

由內港乘坐巴士至澳門口岸

由澳門口岸乘坐金巴經港珠澳大橋至香港口岸

過關後乘坐巴士到欣澳港鐵站解散

由澳門口岸乘坐金巴經港珠澳大橋至香港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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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於大三
巴留影

負責老師指導同學
完成分組任務

同學專注聆聽
老師分享



同學感想︰

第一次到澳門的經驗獻給了學校的「澳門考察」之旅。期間我所看見的
澳門，和平時認識的澳門有所不同。映入眼中的中國國旗和澳門特區區
旗，都令我發現澳門與香港有很多文化上的差異。雖然香港與澳門只是
一海之隔，但這兩個地方的人文活動、文化和建築都有相異之處。在是
次考察中，我們通過澳門政府針對風暴潮所設立的設施和政策，了解到
一個低窪地區在洪水氾濫時可以採取的應變方式，以及如何能將風暴帶
來的影響降到最低，從而改善民生，並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雖然香港
沒有嚴重的風暴潮問題，但澳門竭力改善民生的態度還是值得香港學習
的。我認為本港各界可以參考其他地方的政策，推行恰當的措施去改善
香港的民生問題。（6B 張悅）

是次澳門考察之旅令我深刻地認識到「以史
為鑒」的重要性。因為澳門在颱風天鴿的破
壞後，立刻完善了預防風暴潮的警報系統，
包括設立風暴潮警告柱、協助商戶建設防洪
閘等。雖然成效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它們已
是澳門對「防患於未然」的體現。這個精神
絕對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6D 王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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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同學分享組內學習成果

師生於澳門內港留影



本校中文科為推動校內文學風氣，自2017年起成立「
雙木文聚」文學聚會。每年舉辦多元化的文學推廣活動，
包括文學月會、創作坊、文學營等，趣味與知識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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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坊

2019年11月29日及2019年12月6日舉辦的新詩創作
坊活動，邀得詩人作家、資深文學教育工作者關夢南先生
執教。關先生曾獲「大拇指詩獎」(1985年)，得獎作品
〈傷口〉；中文文學雙年獎冠軍(2003年)，得獎作品《關
夢南詩選》；並曾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文藝氣象」及
「陽光校園」文藝版。曾任「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及
「市政局中文文學雙年獎」評判。現為《秋螢》詩月刊、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香
港小學生文藝月刊》、《大頭菜
文藝月刊》編輯，並任職香港藝
術發展局文學審批員及多間中小
學駐校作家、文學指導。同學在
關先生悉心指導下，都能發揮創
意，寫出屬於自己的新詩作品，
成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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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推動校內文學風氣  雙木文聚活動多姿采

關夢南先生悉心指導同學創作。

本校同學詩作，獲刊登於第109期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



文學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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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文學月會改
於網上舉行，主題同樣精彩，包括：「流行曲
裏的文學」、「文學中的愛情」、「出人意表
的結局—微小說」。

文學營
近年中文科每年舉辦一次結合文學散步、閱讀和創作元素的文學營，每年有不

同的主題和文學散步目的地，讓同學可以透過在優美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中遊歷、觀
察，增廣見聞，激發思考，從中發掘寫作題材；而宿營則提供寧靜的空間和充裕
的時間，讓學生沉澱及寫作。2017-18年度的文學散步主題為《小島的故事-西貢
鹽田梓》；2018-19年度主題為《文化傳承-中文
大學校園》；2019-20年度主題為《戀戀大澳-水
鄉漫步》。

前兩年活動十分成功，參與同學均能從中得
到啟發，並培養出對
文學的興趣，惜去年
活動受疫情影響而擱
置，期待日後疫情消
退，能繼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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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文學的認識，引發其創作意欲，從而提升
其文學修養。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文學月會改
於網上舉行，主題同樣精彩，包括：「流行曲
裏的文學」、「文學中的愛情」、「出人意表
的結局—微小說」。

退，能繼續舉行。退，能繼續舉行。

文學營
近年中文科每年舉辦一次結合文學散步、閱讀和創作元素的文學營，每年有不

同的主題和文學散步目的地，讓同學可以透過在優美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中遊歷、觀
察，增廣見聞，激發思考，從中發掘寫作題材；而宿營則提供寧靜的空間和充裕
的時間，讓學生沉澱及寫作。2017-18年度的文學散步主題為《小島的故事-西貢
鹽田梓》；2018-19年度主題為《文化傳承-中文
大學校園》；2019-20年度主題為《戀戀大澳-水
鄉漫步》。

前兩年活動十分成功，參與同學均能從中得
到啟發，並培養出對
文學的興趣，惜去年
活動受疫情影響而擱
置，期待日後疫情消
退，能繼續舉行。



Another  year 
means another 
speech festival 
for students at 
S T FA  S W C .  
This competition 
is a favorite of 
o u r  s c h o o l ’s 
s t u d e n t s ,  a s 
entrants regularly 
b r i n g  h o m e 
awards from this 
Hong Kong-wide 
contest.  We are 
entering 36 different contestants this year, who 
will record their speeches to submit due to the 
format which has been altered by COVID-19.  
We have high hope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is 
group, as we do each and every year.

“It’s very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I’m 
performing ‘A Poem to be Spoken Silently’ by 
Pie Corbett.”  -Chan Wai Hang, Marcus 1A

“I think the contest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COVID-19 virus, but I am still excited to 
participate.”  -Yen Ping Hei, Ernest 1A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STFA SWC has been chos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ucation Bureau of Hong Kong Seed 
Project in this academic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IT department are working alongside members of the EDB’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m, as well as professors from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o create a curriculum of STEM-based English.  
In Makerspac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hink like designers, creating 
product packaging, logos, slogans, social media campaigns, and doing 
market research.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tudents will present a new app, 
created in their IT classes, at the STFA SWC Tech Expo.  In the next year, 
other schools around Hong Kong will 
adopt this new curriculum, and will be 
invited to join in future expos to show 
what they have made!

“Makerspace is quite interesting.  
We didn’t learn about these things in 
primary school.”  -Cheung Ka Yan, 
Angie 1A

“Makerspace teaches me many 
new things.  We designed our own brands with logos, slogans, 
and product packaging.”  -Lam Tsz Ching, Gabe 1A

Aaaaaand…ACTION!  Form two students 
are working hard to prepare for their 
performances at the STFA SWC Drama 
Day 2020.  Each and every student has 
a role in both the acting and production 
of one of fi v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ranging from comedy to horror.  Students 
are learning to speak with tone, emotion, 
and projection, while using their 
creativity to design costumes, stage sets, 
music, and lighting effects.  Stay tun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dates of our 
performances!

Drama - students have some fun while 
preparing for this year’s STFA SWC 

drama performance

Speech Festival - some 
contestants gather to practice 

their poems for this year_s 
competition

Makerspace - 
students work hard 
to design a logo for 
their new company

Makerspace - SWC teachers meet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Makerspace 

program from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the 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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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akerspace

Drama in English



Tim Tang was up to his old tricks in “Hello From 
Me, Too!”, the new book in a series by  local author, 
Mark Cowley.  The series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cultures across the globe.  When 
Tim’s cousin visits from England, they both fi nd out 
they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Form one 
and two students were all treated to a lesson lead by 
SCOLAR’s expert storytellers.

“The story had many diffi cult words, 
but we still understood it.  We learned 
about bullying, and how to be a good 
friend.”  -Chan Tsz Chun, Jason 1D

“The story was not too complex, but 
interesting.  We read about a family and 
their adventures in Hong Kong.”  -Yung 
Chun Him, Bastian 1B

Mystery was afoot at the Ko Shan Theatre, where STFA SWC students 
traveled to take part in SCOLAR’s “Becoming a Detective” workshop.  
The famous Sherlock Holmes novel,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was examined, and our detectives were quick to crack open the case!  
This was our third year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kshop, in which 
students could learn fun ways to improve their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I had a great time! The activity was fun. We used evidence to 
find out who 
the criminal 
was.”  -Yuen 
Ya t  H a n g , 
Carlos 2A

“I’m very glad to join this activity.  
The story was interesting and the M.C. 
was very good at performance.”  -Ho Pak 
Hei, Parco 2A

SCOLAR Reading Program – “Hello From Me, Too!”

SCOLAR writing workshop: “Becoming a De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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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AR Reading Program – “Hello From Me, Too!”

SCOLAR writing workshop: “Becoming a Detective”

Hello From Me, Too - Class 1C poses with 
their teacher, Mr. Haynes

Hello From Me, Too - a student gives 
her present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class

Becoming a Detective - students show off the clues 
they gathered to solve the mystery

Becoming a 
Detective - a group 
of detectives work 
hard to connect the 

dots



胡 慕 平 校
董於上學年送贈
圖書二十三本予
本校圖書館。此
批贈書經由圖書
館點收、編目完
成，並已上架供
師生借閱。本校
亦已特意在每冊
贈書貼上「胡慕
平校董送贈」印
記，以示謝忱。

另外，本校
圖書館於上學年購入大量新出版書籍。每本書籍均由老師
精心挑選。書本內容涵蓋歷史、哲學、文學、科學、藝術、
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此外，本校亦已添購多種應考DSE
的補充練習，供各位同學到圖書館借閱。

胡慕平校董贈送本校圖書館的圖書。

歡迎同學到圖書館借閱
各類圖書。

中一級「土地發展  — 
元朗今昔」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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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一級十餘位同學於2020年1月23日參加由地理科與歷史科合辦之「土地發展 — 元朗
今昔」考察活動。是次活動讓同學認識新界地區的土地類別，並了解新界獨有的特徵，包括廢置
停車場、丁屋及流浮山的蠔業發展。

學校圖書館服務  -  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