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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 深情演繹
合作無間 勇奪獎項
姊妹美文誦讀

本校與廣州市一級重點中學廣州鐵一中學自2011年
締結成姊妹學校後，兩校作定期的交流及互訪，情
誼深厚。2016年，我們兩校更被廣州市教育局評選
為「穗港姊妹學校計劃良好學校」，而且在多個大
型比賽中合作，屢獲殊榮。

再創優秀佳績

為了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欣賞，提升他們的語文運用
、表達能力和學習興趣，以及透過互相觀摩交流的機會，增進兩地
姊妹學校師生感情，香港教育局於2018年4月21日舉辦了「粵港姊
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2018)」的活動。本校與廣州市鐵一中學
聯合演出的作品更榮獲比賽銀獎，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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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出色的表演獲得在場評判的讚賞，最後得到銀獎的殊榮

文章真情動人
兩校學生在老師悉心的指導下進行排練，他們認真的態度實值得嘉許

誦讀中華匯演

弘揚中華文化

隨後兩校更獲大會邀請參與5月11日在香港舉行的「粵港大灣
區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匯演」，與內地各區的優勝隊伍同台
表演。兩地學生聲情並茂誦讀中華經典，呈現出音詩畫的語言藝術
，反映了兩地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及姊妹學校師生們相互間深
厚的情誼，展現出共同弘揚文化傳統的目標。

啟發科技思維
璧報
師生共展潛能

演繹朝氣蓬勃

本校與廣州市鐵一中學聯合演出的作品，是以革命先烈林覺
民的《與妻書》和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改編而成的《奮鬥吧
！我中國少年！》。《與妻書》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
民，在廣州起義前三天，寫給妻子的絕筆書，當中對愛妻的那份
真情，那種「以天下人為念」、捨生取義的革命者的氣度風範，
依然令人動容；《少年中國說》為梁啟超先生寫於戊戌變法失敗
後，文中極力歌頌少年的朝氣蓬勃，熱切希望出現「少年中國」
，振奮人民的精神。
鐵一同學們穿上民初服飾，配以本校同學整齊的校服，相映
成趣，再配上動畫背景和現場音樂，進行演繹。兩校憑藉精心的
舞台編排及出色的技巧，不單展現出波瀾壯闊的雄厚氣勢，更訴
說出少年人追求夢想的鬥心，一靜一動的視覺和聽覺的衝擊，感
動了所有評判，最終在13隊(26所學校)中脫穎而出，榮獲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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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4月15日舉辦的「第20屆香港青
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經已圓滿結束，本校代表
歐世康先生於大賽中，獲得了優秀STEM教具比
賽項目一等獎，學生亦在「全港中學創新科技
大賽2018」中勇奪金獎殊榮。
積木化電子教具

榮獲科技一等獎

由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委託香港新
一代文化協會主辦的「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是全港規
模最大的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競賽，是本地中
小學創科精英的最大交流平台。是次教具比賽項目共有329間
香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參加，合共有4000份參賽作品。本校
歐世康先生代表學校參加「優秀STEM教具」比賽項目，以「
積木化電子線路教具」獲得評審垂青，擊敗全港各學校，獲一
等獎，而作品已被大會收錄，將會在北京、上海以及全中國不
同地方作巡迴展覽。

歐世康先生從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女士的手上接過優秀STEM教具比賽項目一等獎

具備「實用性」及「創新性」的「積木化電子線路教具」，大大提升了教學效能

實用與創新

負責是次美文誦讀比賽的曾璧山中學黃佩楠老師及譚家倫老師
均表示，是次比賽兩校學生只有兩日的時間進行共同綵排和磨合，
由組織散亂變成步伐一致，從忐忑不安進而士氣高昂，充分表現出
兩校的默契，以及老師們的努力。

提升教學效能

歐先生表示，傳統教材往往浪費大量時間在派發及回收教具上，而且
整體混亂。為了提升課堂質素，因此設計出「積木化電子線路教具」，每
塊電子積木均附有磁石，兩塊電子積木只要輕輕觸碰便可以接駁起來，組
成一個工作空間，讓學生容易學習電子線路及程式編寫。
比賽不單提升學生的語文運用和表達能力，更增加了兩地學生的友誼

歐先生透露，是次比賽的教具必須具備「實用性」及「創新性」，主
辦單位希望作品能在教學上具有實際效益，提升學生的學習素質，解決教
學上的困難，同時要夠創新先進，最好有足夠的數據及科學學術文章支持
，因此比賽的要求難度甚高，能夠勝出比賽感到相當高興。
歐老師的作品將會在北京、上海以及全中國不同地方作巡迴展覽

師生共勉
兩校學生在粵港澳大灣區中華經典美文誦讀匯演中落力演出

同儕互勉

加深友誼

本校中五級學生卓俊燊已是第二次代表學校演出，今次更
成為本校的男主音，在分享感受時說：「吸收了上次的經驗後
，本校和鐵一中學的同學準備了充足的排練時間，並利用多次
比賽累積下來的默契，發揮出最好水準。」在緊湊和周全的鍛
鍊下，兩校學生全力以赴，堅苦卓絕，為了有更好的表現而努
力不懈。他們彼此互勵互勉，情誼亦加深了不少，最後成功超
越上一屆成績，突破自我。

再獲佳績

此外，本校中五級學生葉浩睎同學及中一級學生紀詩橋同
學，亦於全港各區之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的「全港中學創新科
技大賽2018」中，以「智能嬰兒床」勇奪金獎殊榮。
是次進入總決賽的隊伍多達50多隊，決賽當日每隊都需要
向評判講解設計理念。本校學生所設計的智能嬰兒床，利用了
微電腦連接多個感測器，透過捕捉嬰兒動作所得的資料，會傳
送至中央處理器進行分析，並同時向家長發出提醒，讓照顧嬰
兒變得更貼心便利。作品得到評審認同，因此獲得理想成績。

本校參賽隊伍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湯修齊主席合照

校報編委會：陳禮芝老師

黃佩楠老師

陳宏亮老師

譚家倫老師

鳴謝：歐世康先生

陳兆強老師

協作同學：葉浩睎 卓俊燊

02 獲獎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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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度學術成就
2017-20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區)
1B 李瑩瑩 優異獎
2A 黎雯茹 優異獎
3A 梁泳茵 優異獎
4A 鄭昂琪 優異獎
5A 謝婉儀 優異獎
5A 陳清琳 優異獎
「更生」微電影＜愛重生＞
觀後反思徵文比賽
2A 黎雯茹 優秀作品三十強
5A 陳川杰 優秀作品三十強
5A 陳清琳 優秀作品三十強
第34屆武漢楚才國際作文競賽
3A 何業銳 初中組一等獎
3A 梁曉佳 初中組一等獎
5A 吳歡恩 高中組一等獎
敬師運動2017中文徵文比賽
5A 林嘉玲 優異獎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2A 丁佳喻 第44期十優文章
2A 林奕嘉 第45期十優文章
2A 陳仕揚 第45期十優文章
5A 謝婉儀 第45期十優文章
哈佛圖書獎
5A 王添瑾

鄧朗婷

曾敬威

香港中文大學語文教育學會
教師節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
5A 林嘉玲 優異獎
5A 吳歡恩 優異獎
香港中學第8屆保育文化徵文比賽 2017
5A 曾敬威 高中組季軍

進步獎及獎學金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A 陳希晴 - 粵語詩詞獨誦 冠 軍
1A 梁晉碩 -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 軍
5A 謝婉儀 - 英文詩歌獨誦 亞 軍
英語、粵語、普通話組別共獲 獎項44個

第29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初級組)」
2B 謝楚迪 推薦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2017)
5A 葉浩睎

第八屆「智趣無限–智力玩具嘉年華」
暨全港中小學『Ｔ字之謎』大賽
1A 陳俊宇 三等獎
2B 余澤權 三等獎

2017上游獎學金
6A 禤偉璁 6A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6A 謝淑愉 6A 吳珀瑩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2017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二等獎2個

關愛校園獎

粵港姊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2018)
1A 陳俊宇 1A 林振翔 銀 獎
3A 黃炳天 3B 李凱俊
4A 蔡莉瑩 4A 錢美維
4A 鄭昂琪 4A 黃萍珠
4A 何國芳 5A 卓俊燊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羊城晚報第22屆手抄報大賽

銀獎4個

優秀組織學校獎
5A
5A
4A
6A
6A
6A
5A

曾敬威
曾敬威
鄭昂琪
黃博廉
鄒丰澤
譚于浚
馮嘉盈

最佳原創獎
高中組一等獎
高中組一等獎
5A 吳歡恩 高中組二等獎
6A 顧靜雯 高中組三等獎
5A 林嘉玲 高中組三等獎
5A 譚宋卿文 高中組三等獎
5A
5A

謝婉儀
謝婉儀

第三屆海峽兩岸「華文大賽」

優秀組織學校獎
5A 陳清琳 高中組一等獎
5A 陳川杰 高中組二等獎
4A 鄭昂琪 5A 吳歡恩 高中組三等獎
5A 林嘉玲 高中組三等獎
2A 馬嘉欣 初中組三等獎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11屆徵文創作比賽
5A 陳川杰 高中組季軍

三等獎10個

銅獎21個

第十屆Rummikub世界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初賽

銅獎5個

老師獎項
香港教育大學
「高中文言文教學單元設計徵集」(2017-2018)
譚家倫老師 公開組季軍
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秀STEM教具比賽
一等獎
歐世康先生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2017/18)
歷史科
沈祖德老師
左錦輝老師
歷史科
香港教育大學
「高中優秀教學啟導教師」
黃佩楠老師
葉碧欣老師

李翰翀

5A

蔡文禧

沙田區傑出青年領袖計劃2017
5A 夏成陽 傑出青年領袖獎
5B 嚴 昶 傑出青年領袖獎
綠色精英學校大獎
4B 蔡文杰
2A 楊玉文

學藝共顯
屢獲佳績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

最具團體精神獎季軍
我最喜愛攤位獎亞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獎 2017-2018
6C 鄭敬峰
第四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運動員選舉
優秀學生運動員獎
6A 鍾智偉
最多法國號共同吹奏金氏世界紀錄
3B 李嘉穎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4A 鄭昂琪 4B 蘆珺怡

「意粉塔大挑戰」比賽中獲得最突出外型獎

本校啦啦隊在多個大型比賽中獲得獎項

1B林孝蔚同學(左一)獲重劍新秀組冠軍

本校獲「外展獨木舟比賽2018」男團冠軍

「明德講理」青少年
高中組徵文及演講比賽
5A 曾敬威 優異獎
第十三屆我的香港夢2018徵文比賽
5A 曾敬威 優異獎
第十六屆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中學生徵文比賽
5A 曾敬威 優異獎
5A 陳川杰 優異獎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4B 歐陽曜鈞 優異獎

曾敬威同學在多個校外比賽屢獲佳績

本校獲「羊城晚報手抄報大賽」多個大獎

第13屆《仲夏夜之夢Crossover》(2017)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
5A 卓俊燊 傑出文章獎
5A 李澤森 傑出文章獎

17-18年度運動及藝術獎項
劍擊比賽
於學界及公開比賽共獲獎項

冠軍9個

亞軍5個

季軍9個

水上活動組
於學界及公開比賽共獲獎項

冠軍20個

亞軍21個

季軍21個

安蔭邨國際雜耍大賽
2C 陳永鋒 個人組亞軍

本校在「趁墟做老闆2018」獲得多個獎項

謝淑愉及吳珀瑩獲「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PolyU EIE 機械人中學生
挑戰賽2017：理電奪寶
6A 鍾智偉 5A 葉浩睎
4A 葉禮豪

二等獎

獎

外型設計獎
「意粉塔大挑戰」比賽

軍

2017第二屆香港啦啦隊公開賽
5－8人小組 冠 獎

最具特色獎：季軍
混合團體組 優異獎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8
銀
管樂組(中學組)

最突出外型獎
優異獎
曾敬威、鄧朗婷及王添瑾獲「哈佛圖書獎」

少年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2017
啦啦隊比賽

冠

全港中、小學生機械人挑戰賽2018

禤偉璁和李翰翀獲「2017上游獎學金」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11屆微電影比賽
2B 羅振鵬 2B 謝楚迪 優異獎
2B 范楷青 2B 劉世楷
激活全城打氣日2017
香港啦啦隊公開賽預賽
5－8人小組 銀 獎

全港中學創新科技大賽2018
5A 葉浩睎 1B 紀詩橋 金

同學獲「更生微電影《愛重生》
觀後反思徵文比賽」優秀作品獎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10屆攝影比賽
6A 蔡曉茵 香港區中學組攝影冠軍

獎

2017-2018學年SPORTACT獎勵計劃

「舞走毒品・喜躍沙田」舞蹈比賽2017

金獎255個

我最喜愛隊伍獎

銀獎51個

銅獎152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