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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 ─ 即『明平等智』

 ( 一 ) 語釋 ― 我們要把「平等性智」的佛德，徹底研究明白，明白有自己亦

同時有他人的道理。彼此之間，也須平等對待。人與人，人與

物，物與物之間，都有平等的概念存在著。

 ( 二 ) 淺註 ― 這是佛教的術語。如來有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

智，成所作智。平等智，就是平等性智的簡稱。以凡夫俗子的

第七末那識，轉化提昇而為智慧，以證明自己和他人，乃至一

切都是平等齊觀，因為彼此皆有常住不變的佛性。故謂之 「平

等性智」，亦即密宗的「灌頂智」。

顯悲 ─ 即『顯同體悲』

( 一 ) 語釋 ― 佛理認為，一切眾生的身體，和己身同為一體，同樣會發生拔

除痛苦，興起快樂之心，這就是同體之慈悲心 ( 儒家謂之仁，

現代謂之同情心 ) 。凡有學問的人，應該盡量表現出來。

( 二 ) 淺註 ― 同體慈悲，佛教術語。起信論曰：「一切諸佛菩薩，皆願度脫

一切眾生，常恆不捨，以同體智力之故，就隨應見聞而現作

業」。又曰：「一切眾生如己身，平等無別」。

明智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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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佛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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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源起

本校為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之首間政府津貼中學。佛曆 2500 年 ( 公曆 1956 年 ) 蒙

王學仁居士徵得黃鳳翎居士慨捐鉅款作為部份建校經費，又蒙羅文錦爵士鼎力支持，獲

當局撥地，助款及核准為津貼中學。參與籌劃建校者為覺光法師、陳靜濤、黃允畋、馮

公夏、林楞真諸居士，歷時三載而黌宇建成。1959 年 9 月正式開課。

本校秉承「明智顯悲」的校訓，配合時代發展，與時並進，致力培養學生於德、智、

體、群、美、靈六育的均衡發展，使學生日後成為敬佛愛眾、明禮知恥、盡責守規的好

公民，並能一生不斷自學求進，思考和創新，為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貢獻。

黃鳳翎居士傳誌

黃鳳翎女居士，廣東中山縣人，肄業於澳門陳子褒學校，

生平樂善好施，對社會公益及教育事業，均大力支持。1959 年

間，慨捐巨資三十五萬元創立佛教黃鳳翎中學及佛教黃焯菴小

學，倡行佛化教育，啟導學童立德向善，造福人群。其後更創設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佛教醫院之黃鳴謙夫人南翼大樓，黃竹坑

戴麟趾安老院 B 座之黃鳳翎行政大樓，及後撥捐鉅款，擴展老人服務基金等，莫不悉力

以赴，誓不後人。此外黃氏更在本校設立黃鳳翎獎學金，又按年向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及理工大學之優異生捐贈獎助學金，1983 年又資助本校擴辦中六預科班，作育英才，不

遺餘力。黃氏畢生篇信佛教，1982 年剃度出家，法號果悟，實踐佛陀遺志，更不忘對各

類公益之布施。惜黃氏於 1985 年 4 月緣盡辭世，遐齡圓寂，至為惋歎，惟其畢生善舉，

堪為吾人之式範也。 

永遠榮譽校監
覺光長老

陳靜濤居士（任期：1959-1967） 黃允畋居士（任期：1967-1997）

永惺法師（任期：1997-2005） 演慈法師（任期：2005-）

歷任校監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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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 (2018-2019)

陳惠霞女士

李偉盛校長

楊駿業先生

衍空法師

演慈法師

蔡崇界老師

羅志恒先生

崔常祥居士

智慧法師

夏衍娜女士

唐寶蓮老師

徐傳順先生

廣琳法師

歷任校長

黃國芳校長 ( 任期 : 1959-1969)

陳柏年校長 ( 任期 : 1984-1994)

孫寶元校長 ( 任期 : 1969-1980)

丘瑞昌校長 ( 任期 : 1994-2012)

李梅裳校長 ( 任期 : 1980-1984)

李偉盛校長 ( 任期 :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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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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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s From Afar

I am delighted to learn about the various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llege. Being the first Buddhist aided Anglo-Chinese grammar school 
in Hong Kong, BWFLC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59.

I entered BWFLC in September 1970 as a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er. At that time 
Mr. Shuen Po Yuen was the Principal. For him, the college was "one big family"and there 
was joy and harmony under his leadership. Miss Lee Mui Sheung (who succeeded Mr. 
Shuen when he retired in 1980) was a kind, diligent and innovative administrator. When 
she resigned in August 1984, I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and the school extension project 
commenced shortly afterwards in October the following year. I still remember vividly 
the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school 
expansion era. The additional rooms and facilities 
available for use in 1989 enabled the then small 
12-class college to expand progressively to a 24-class 
standard school by September 1990.

I resigned from my post in August 1994, reluctantly 
leaving our "big family" and Hong Kong to settle in 
Toronto, Canada.

Living in Toronto
Canada is the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of 37 million. 
Noted for its multiculturalism, immigrants are encouraged to maintain their homeland's 
culture and language. About 4.5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Chinese, a total of 1.67 
million. Of these, about 40 per cent (0.7 million) live in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Toronto is the capital of Ontario (one of Canada's ten provinces) as well as a financial,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centre. It is a racially diverse and cosmopolitan city. Winter months 
are very cold and often snowy.

Our house is situated in a convenient district where half of the population is Chinese. 
There are Chinese malls,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nearby. The Canadian pace of 
life is slower than that of Hong Kong. We enjoy our simple ways of life, like gardening, 
swimming in the backyard pool and driving around to the beautiful lakes and provincial 
parks.

陳柏年先生

(第四任校長 )(任期 : 1984-1994)

The World around us
Year 2019 would likely be an eventful one.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unpredictable; he started 
the Sino-US trade war and withdrew from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Populism is raging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Brexit"and refugees create huge problems in Europe. 
Chaos prevail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s growing everywher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strained. Hong Kong society stays polarized after the 
controversial 2014 "Occupy Central"and "Yellow Umbrella"movements.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ranks the 
happiness levels of 156 countries and regions. Six well-being facto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1) income, (2)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3) social support, (4) freedom, (5) trust 
and (6) generosity.

Some happiness rankings are: #1 Finland; #7 Canada; #10 Australia; #18 United States; 
#26 Taiwan; #34 Singapore; #76 Hong Kong; #86 China.

Hong Kong scores highest in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but ranks a disappointing 76 in 
the overall happiness level. This implies that Hong Kong people live long, healthy but 
unhappy lives. The following are some suggestions to build a more satisfying life.

Essence of a satisfying life
(a) A healthy diet
• Maintain a balanced diet.
• Have more steamed or boiled food.
• Avoid deep-fried food; eat less processed food.
• Consume more "good fa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 Avoid "bad fats"; consume less sugar, salt and 

MSG.
• Those who often have meals away from home are 

probably "over-fed and under-nourished". 

(b) Regular exercises
• Space out exercises throughout the week.  Some good ones include swimming, brisk 

walking, Tai Chi, table tennis, jogging, and hiking.
• Aerobic exercises are especially beneficial.
• Avoid exercises that might be too rigorous for seniors.

I do house chores like vacuuming the carpet, mowing the lawn and gardening. I attend 
weekly yoga class; jog once or twice a week; and practise 5-minute "deep breathing" 
thrice daily. In addition, I swim regularly during the months from June to September.  

校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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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ctive and healthy lifestyle
• Engage in regular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They 

boost our health and lift our mood.
• Cultivate hobbies and interest. Stay away from 

bad habits like gambling, smoking and excessive 
drinking. 

• Be sociable, friends (especially like-minded ones) 
are essential for our well-being.

•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work and community 
services. Actually, our life experiences bring us more satisfaction than material 
stuffs.

• Have sufficient rest.

(d) Positive attitudes
• Have a "stress"management plan. Don't be too tense nor worry too much. Life in a 

big city is often stressful; try to relax. 
• Be positive, optimistic and compassionate.
• Be generous; help others whenever you can.
• Be cheerful. Have a sense of humour and be able to laugh at yourself.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Accept things as they are. Remember this: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

• Be content and thankful for what you already have.
• Avoid negative thoughts  like anger, grief, fear, depression, hostility, or suspicion.
•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Life is too short and precious to worry about 

insignificant things.

Cherished memories
Time flies! It has been 25 years since I left Hong Kong and BWFLC.

Though living in Toronto, my mind and thoughts often wander back to my old school 
days with BWFLC. My twenty-four years of service in BWFLC have been the happi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part of my life. There are lots of fond and warm memories. I will 
always miss the "big family"--- students, graduates and colleagu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BWFLC,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from Toronto. May our college 
have a even brighter future ahead. With her firm 
foundation built in the past 60 years, I am sure 
our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flourish. 
Best wishes to you all.

禮佛淺談

同事捎來訊息，希望我這個前任校長，可以為佛教黃鳳翎
中學六十周年特刊寫上數言。在這裡首先恭賀佛教黃鳳翎中學
校務蒸蒸日上、聲譽日隆；演慈校監、李校長、在校所有員生
職工及持分者，身體健康、如意吉祥。

我在佛教黃鳳翎中學任職校長 18 年，於 2012 年退休離開
這個大家庭，可談的實在太多，現想與各位分享一下個人對禮
佛的管見。

我們是一所佛教中學，宏揚佛法是我們的責任。在校多年，
我常鼓勵學生到禮堂拜佛，這不純因宗教信仰問題，而是我覺得人在禮佛期間，靈台便
會澄明虛空，摒除妄雜，身心不期然營造出一種純真無瑕的境界。

面對佛祖，人便謙卑。即使是萬惡之徒，他總不敢祈求菩薩施惡行，行歪念，去達
成個人慾望。他只會恭敬向佛，或討祈求之褔、或說祝頌之辭、或萌讖悔之念，善果種
存在心，惡言出於口，人往往就變成另外一個他，這時凝聚了人類的真善美，哪管是瞬
間，卻是人間妙品！

拍照為留倩影 , 追求美態 : 不論環肥燕瘦 , 妍媸美醜 , 總會擺好姿態 , 笑臉迎風 ; 又
或含羞斜睨，婀娜生姿。這種美善境界，是相中人最想想示人的一面。

面對菩薩，我們在禮佛時又何獨不然？

人存私念，日常生活上很難流露真善本性；既然禮佛可以體現這種美態，何樂而不
為？同學每天頂禮膜拜，善念積存，慢慢便成就了不少功德。這種功德難以即時量計，
但三千善果已然栽種成林，遍植人間。

每年佛誕都是我們的大日子，學校出動師生員工襄
助，務求辦得高興有意義。善信到浴佛亭頂禮膜拜，祈褔
許願，又是一番氣象。學生陪伴信眾浴佛，帶他們去各單
位檢查身體、拍生活照、參加遊戲、遞送齋飯、派發結緣
禮品，並且親身表演節目，任勞任怨，發揮敬長護老精神，
這就是灌溉的成果。善信興盡歸家時，往往給予學生高度
評價，善業得以彰顯。

丘瑞昌先生

(第五任校長 )(任期 : 199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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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節喜慶，我們的職工都會依從慣例，由岑書記安排，夾集少量金錢購買花果
貢品。大夥兒趁空便往禮堂拜佛，由於仍是上課時間，大家只能分批輪流上香。

各人拜佛都十分虔誠，年長的大多低頭閉目，唸唸有辭，酬謝神恩；年輕的如技術
員們開始時雖有些靦腆，最後都會肅穆合十，禮佛上香。這種職餘活動，我們鼓勵員工
自由參加，而非強迫。個別不方便上貢的同事，我們尊重他們的選擇，他們也樂意幫工
協調，好讓其他同事誠心禮佛。

當學校舉行大型典禮或
活動時，往往都有些禮佛儀
式，全校師生職工都必須參
與。這並不牽涉任何自由或信
仰問題，這是我們受薪者的一
種職責，與前述的職後活動不
同。任何宗教團體都會有同樣
要求，所以在徵聘教職員時，
我都會向他們說清楚學校的 
立場。

我每天都會在禮堂上香。
公事上作為一校之長，禮佛當
然可作全校表率；私底下，敬
佛也可達到個人的心靈滿足。

我知道拜佛時的應有態度：但存敬拜心，不作他處想；只在崇拜，不留雜念。但每當煩
惱縈繞，破解乏力時，我也難免俗套的向菩薩祝願祈求，藉以解困忘憂，舒緩壓力。

記憶往年新春早上向已故會長覺光
法師拜年時，他笑語叮囑我們必先禮佛，
過程簡單，但心想一年伊始，便能有幸參
拜菩薩，心中滿存福氣。現在退休多年，
禮佛機會少了，但每當節慶廟會，又或遊
歷在外，遇見佛殿寺院，我必合十參禱，
虔誠禮拜，這是習慣使然，抑或心存佛
念？一切都不重要，年紀老了，凡事只想
隨心順意，但願終身禮佛，洗滌心靈，沉
浸於真善美境，享受人間妙品。

璀璨夜空 擁抱未來

執筆之際，腦海裡像「倒帶」般「過」了一遍。不知不覺，我接任佛教黃鳳翎中學
校長一職已經邁入第八個年頭了！然這是我人生中值得高興的一個決定！

 
憶起那天在辦學團體 -- 香港佛教聯合會學務部安排下進行送舊迎新交職儀式，從校

監手上接過校旗的那一刻，明白自己肩負著帶領這一間逾半個世紀，首所由會方開辦的
資助中學的重任。那天，與我一眾合照的老師，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卻又是他們每一
位與我同行、替我分憂、給我支持，一起編寫出一首首美妙的樂曲、一組組動人的音符、
一陣陣歡樂的笑聲及一片片的祝福。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令大家尤為動容、心情激動。其中一位同學考獲兩個
5**、兩個 5* 及兩個 5，共 36 分。根據香港教育局提供的 2019 學校增值資料顯示，我
們的核心四科 (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 ) 及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均達 9 級，
排名位列全港得分最高百分之五的學校，表現為同區及相類收生學校之冠，其中 8 個科
目獲評為高增值水平科目，更達全港首 10%。需知學校 2018 年的增值資料已很不錯，
核心四科及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分別達 7 級及 8 級，排名位列全港首 25% 的高增值學校，
表現更是同區之冠，要更上一層樓又談何容易！然而，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師生做到了！

 
猶記得每一次開學禮與同學們的分享，總會鼓勵大家相信自己，「鳳翎學生做得

到！」，同學們每次集會在台下都會齊聲有禮向校長說「早晨」或「午安」，正是這有
力的回應，讓我更加相信「你哋係得嘅」、「你們可以」、「你們很棒」！

學校大堂升降機上掛著的油畫，是我來到鳳翎這個
「家」，首次踏進視藝室，與老師傾談間無意中發現的
「寶物」。這幅學生作品深深吸引著我的眼球 -- 萬里無
雲的星空，滿佈燦爛的星星。星空下，是揉合中西建築
美學的校園，依傍在荷花路，構成一幅多麼美麗的圖畫！
給人一種寧靜的美，一種不平凡的動感，似是矛盾，但
卻又是這樣和諧！那一顆顆璀璨的星星，不就是我們的
鳳翎學子？總有自己的位置發光發亮，照耀別人！每天
回校，那幅油畫總給予我們溫馨的提示和有力的鼓勵！

李偉盛先生

(現任校長 )(任期 :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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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為迎接 55 周年校慶而興建的校史室及校史廊、校友捐助修繕的報恩堂，還是
新近學校大堂裝設的獎盃櫃都是給鳳翎學生的禮物。「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繼往
開來、再接再勵」；從捐助人黃鳳翎居士、乃至歷任校監、校長、老師、師兄師姊的努力，
均展現了鳳翎薪火相傳的精神，讓你們走得更穩、更遠！期盼你們學會感恩、珍惜、互
勉和認真學習。畢業那刻，你們到學校門口拍照留念；畢業以後，你們返回校園故地重遊、
在學校進行婚禮、走進報恩堂懷緬求學時期……

「校長，你對同學們有什麼期望？」兩位要完成中文科校本評核功課的中五同學在
一次訪問中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同學們出奇不意的問題，看似簡單、直接，卻不容易回
答！但是又應該要回答，而且要回答得清楚、易明！

現代社會複雜，生活節奏急速，對日新月異的科技
也要緊緊跟上，唯恐掉隊；人與人擦肩而過，有多少人能
感受到身邊的人為自己默默的付出？有多少人願意無私付
出，為他人服務？我期盼同學們經過六年一貫的中學生涯，
透過師長指導，師兄師姊和家長的鼓勵，同儕的互勉，具
備四項素質 :「自律守規」、「樂於學習」、「關愛有禮」
及「熱心服務」，我們簡稱為「鳳翎精神」。冬去春至，

鳳翎迎來又送走了一批批的學子，願我們的鳳翎學子對學校都有一份歸屬感，懂得感恩，
擁抱承傳與創新，展現鳳翎人薪火相傳的精神。

如果說「嚴而有愛」是以老師為中心的行動綱領，那麼「鳳翎精神」就是以學生為
中心的執行方案。「嚴而有愛」的校園氛圍是一個堅實的地基，從而讓我們在此基礎上
建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框架 -- 「鳳翎精神」的校園文化。

執筆時，重溫 2013 年信報記者邀請我作專訪的文章。當時我提及自己奉行的一些信
念 : 「好的德行 (Proper Behavior)」、「勤奮 (Hardworking)」及「決心 (Determination)」，
記者稱之為「PHD」教育。毋忘初心，當工作遇到困難，感到困惑時，我總會提醒自己
堅信這個信念，我稱之為「修身行正」。或許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想法和信念，所以總覺
得自己的工作充滿樂趣，也充滿挑戰。 

還記得前任校長在惜別會中一句「學校尚未成功，校長仍需
努力！」這句話正體現鳳翎人一貫踏實謙遜的精神。成功永不存
在，追求成功那顆熾熱之心卻永不磨滅。校園擦身而過的不再是
陌生的教職工，而是並肩而行的同路人。校監的授旗、校董們的
掌聲、前輩友好的鼓勵、家長和校友的支持、同事的努力、學生
的投入……一切都實在太美、太好！雁行數千里乃因互相激勵和
扶持，共同發揮團隊精神。冀每個
持分者互相合作、互相砥礪，群策
群力，共譜鳳翎新華章！

最後謹此祝願佛教黃鳳翎中
學再創輝煌雙甲子，桃李芳騰滿 
天下！

Golden Eras

桃
李
芳
華

流
金
歲
月

31

華采鳳翎　傳情傳承



同心創鳳翎

時代 學年 大事

六
十
年
代

1959-1960 • 本校落成開課，設有中一至中四 8 班，由黃國芳先生出任校長

1961-1962
• 第一屆中五學生畢業，邀得教育司唐露明主持畢業禮
• 乒乓球隊獲得學界乒乓球賽女子高級組冠軍

1967-1968
• 校監陳靜濤居士生西，黃允畋居士接任校監
• 副輔政司祁達伉儷主持第七屆畢業禮
• 紅十字會青少年團成立

1968-1969 • 本校在全港佛教學校陸運大會取得三連冠

1969-1970
• 黃國芳校長榮休，孫寶元先生接任校長
• 十周年校慶
• 成立男、女童軍

七
十
年
代

1970-1971 • 成立銀樂隊

1973-1974 • 紅十字會青少年團團長潘可倩獲選派前往日本訪問

1974-1975
• 教育司陶健到訪本校
• 學生謝華秀獲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選為香港選手，代表香港前往

漢城參加第二屆亞洲業餘田徑錦標大賽

1975-1976 • 學生謝華秀代表香港參加國際田徑邀請賽

1978-1979
• 督憲麥理浩夫人蒞臨參觀
• 澳紐視學官訪華團蒞臨訪問
• 泰國副僧皇訪校

1979-1980 • 二十周年校慶

本校落成開課，黃國芳先生出任校長

副輔政司祁達伉儷主持
 

第七屆畢業禮

黃國芳校長榮休， 
孫寶元先生接任校長

教育司陶健到訪本校

第一屆中五學生畢業， 
邀得教育司唐露明主持畢業禮

喜迎擴班時

時代 學年 大事

八
十
年
代

1980-1981 • 孫寶元校長榮休，李梅裳女士接任校長

1982-1983 • 黃國芳校長辭世

1983-1984 • 開辦大學預科班理組

1984-1985
• 捐建人黃鳳翎居士生西
• 李梅裳校長榮休，由陳柏年先生接任校長
• 銀禧校慶

1985-1986
• 得政府撥出毗鄰吉地，開展擴校工程
• 第一屆預科班學生應考高級程度會考

1987-1988 • 開辦大學預科班文組

1989-1990
• 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大樓及課室大樓落成
• 舉辦三十周年校慶暨開放日展覽

督憲麥理浩夫人蒞校參觀 泰國副僧皇訪校

舊校徽

舊校服

二十周年校慶特刊
十周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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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大學預科班理組孫寶元校長榮休 ,由李梅裳女士接任校長

李梅裳校長榮休 ,由陳柏年先生接任校長

三十周年校慶特刊二十五周年校慶特刊

舉辦三十周年校慶暨
開放日展覽

校舍全貌

開展新氣象

時代 學年 大事

九
十
年
代

1990-1991 • 學校班級擴至 24 班，成為標準中學

1991-1992 • 成立學生會

1994-1995 • 陳柏年校長榮休，丘瑞昌先生接任校長
• 成立宗教事務組，推行「晨早禮佛獎勵」計劃

1995-1996 • 推行「上學威龍獎勵」計劃
• 學生甄嘉豪代表香港參加馬來西亞舉行的「亞洲青年壁球賽」

獲季軍
• 本校在第 4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獲得 4 項總冠軍及多個獎項

1996-1997 • 採用新校服及新校徽
• 成立中文朗誦隊
• 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 《學校通訊》創刊
• 中四級科目結構由三文一理改為兩文兩理

1997-1998 • 黃允畋校監生西，由永惺法師接任校監
• 推行「中一留校午膳」計劃

1998-1999 • 中一級實施母語教學，並按年推展至其他級別
• 推行「一人一樂器計劃」

1999-2000 • 四十周年校慶
• 成立家長教師會
• 《家長教師會通訊》創刊
• 成立展翎社
• 首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項目：「步出成長迷宮」校本輔導計

劃、「上學威龍獎勵計劃」、「無限參與顯新姿――《創無限》
美術科活動」

• 全校課室安裝空調

陳柏年校長榮休，丘瑞昌先生接任校長

家長教師會成立 

黃允畋校監生西，
永惺法師接任校監

四十周年校慶特刊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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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載譽來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年
代

2000-2001 • 學生周怡秀獲康樂及體育發展局選為「傑出運動領袖」

2001-2002 • 成立義工隊

2002-2003
• 籌辦首個英語遊學團――「澳洲遊學行」
• 足球隊獲學界足球比賽男子乙組冠軍

2003-2004

• 開展學校改善工程
• 中一、二級設立綜合人文科，於中一級開始實施
• 媒體創新組（MIU）成立
• 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
• 推行「健康校園」計劃

2004-2005

• 英文科獲教育統籌局評為 20 間英文科教學成功學校之一
• 獲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邀請作為伙伴學校，於高中佛學科 

推行「生命定向增進」計劃
• 學生文集《芊綠》創刊

四十周年校慶
新校徽

首個英語遊學團

成立義工隊

黃昏音樂樂逍遙

讚賞街

五十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五十周年學生優秀作品集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年
代

2005-2006

• 教育統籌局質素保證分部蒞臨作質素保證視學，對學校工作多
番肯定，多面讚賞

• 永惺法師辭任校監，由演慈法師接任
• 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推行「青少年培育計劃――共

創成長路」計劃
• 與佛教黃焯菴小學結成「一條龍」學校
• 首辦黃昏音樂樂逍遙

2006-2007
• 校舍新翼啟用：七樓秒秒電台、六樓學生活動中心、五樓圖書

館、四樓英語閣和多媒體學習中心及三樓電腦室等
• 籃球隊獲學界籃球比賽男子乙組冠軍

2008-2009
• 成立「法團校董會」
• 獲教育局資助 250 萬推行為期六年的「英語增潤」計劃
• 舉辦「讚賞街」活動，提倡正面文化

2009-2010

• 金禧校慶
• 中四級開始實施新高中學制
• 高中設立藝術發展科，由中四開始並按年推展至中五、六年級
• 推行「智能校園」計劃
• 成立「英語大使」團隊

成立「英語大使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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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迎鑽禧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之
後

2010 - 2011
• 開創境外宗教體驗之旅 ( 香港慈輝佛教基金資助舉辦台灣宗教

體驗之旅 )，推動實踐式宗教學習活動

2011 – 2012

• 校友會捐建語言訓練室開幕
• 開展每年三個學術周計劃：英文周、文化周及數理周
• 第一屆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六學生畢業
• 最後一屆應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七學生畢業

2012 – 2013

• 丘瑞昌校長榮休，李偉盛先生接任校長
• 孫寶元校長辭世
• 推行小六升中暑期銜接班
• 《學校簡訊》創刊
• 學生何慧怡及羅凱珊代表香港赴中山參加「香港三鄉義工交

流計劃」

積極發展境外交流考察活動

設立有機農圃 同學代表香港赴中山參加

「香港三鄉義工交流計劃」丘瑞昌校長榮休，李偉盛先生接任校長

排列成 55 周年字樣
共賀 55 周年校慶

55 周年校慶標誌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親臨探訪學生 學校 55 周年校慶，校史室開幕禮

舉辦首屆「鳳翎盃」男子籃球邀請賽
設立「鳳翎校史室」及「鳳翎校史廊」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之
後

2013 – 2014

• 教育局到校作教學語言重點視學，對學校所創設之英文語境
多番肯定

• 參加教育局舉辦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試驗計劃 ( 第二期 )
• 設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開始於中一及中四級實施，逐年

推展至各級
•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親臨探

訪本校參加賽馬會青少年德育培訓營的中一級學生
• 《校園動態》創刊
• 學生伍偉鏘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最佳六科成績取得兩個 5**，三

個 5* 及一個 4，共 36 分
• 學生張偉明獲「原來我得架」美國中學交流計劃「達己立人

獎學金」全額資助，往美國中學交流一年

2014 – 2015

• 55 周年校慶
• 設立「鳳翎校史室」及「鳳翎校史廊」
• 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資助推行「鳳

翎綠色校園」
• 推行中一級測考前溫習班
• 設立有機農圃
• 推行生涯規劃輔導
• 義工隊首次參與境外服務，到澳門塔石藝墟進行義賣
• 《學校概覽》創刊
• 《English Bulletin》創刊
• 《展翎姿彩》創刊
• 《升學及職業巡禮》創刊
• 舉辦首屆「鳳翎盃」男子籃球邀請賽
• 舉辦首屆「細味人生」活動，藉此向社區宣揚關愛服務價值
• 學生區子朗獲選為和富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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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之
後

2015 – 2016

• 開展以培養學生「鳳翎精神」素質為目標的學校三年發展 
計劃

• 教育局校外評核隊伍蒞臨作質素保證視學，對學校工作多番
肯定，多面讚賞

• 依據教育局語言微調政策，開設英文數學及科學班，於中一
級開始，按年推展至中三

•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 中國歷史科 )
• 首辦學校資訊日
• 舉辦「一條龍增益課程」予結龍小學 – 佛教黃焯菴小學
• 推行 Hyread 電子書閱讀平台
• 推行「我做得到」計劃，培養學生訂立個人目標的意識
• 推行「鳳翎大使」領袖培訓計劃
• 推行「與校長有約」，嘉許表現優秀學生
• 學生傅雅欣獲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恆源祥文學之星」一等

獎及「旭日文學之星」獎項
• 學生金家浩獲美國知名設計學院 – 紐約時裝學院取錄
• 學生趙思敏獲選為「卓越今天 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

劃獎學金得主
•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博士擔任嘉賓，分享主題：「銅

鑼灣及跑馬地歷史」

舉辦「一條龍增益課程」

推行「鳳翎大使」領袖培訓計劃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博士與

校長於校史室合影

設立 STEM 資源中心
勇奪 VexIQ 機械人比賽創意機械人巡遊比賽高級組冠軍，並獲邀代表香港參加 2017Robofest 

機械人美國國際賽

香港首位登上七大洲
最高峰 (聖母峰 )的

攀山運動員鍾建民先
生到校作分享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之
後

2016 – 2017

• 與廣東省東莞市松山湖實驗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
•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到訪本校與師生交談
• 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到訪本校與師生交談
•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 中國語文科 )
• 設立 STEM 資源中心，推廣 STEM 教育
• 推行「班訪」計劃
• 推行校本閱讀周，配合世界閱讀日推廣活動
• 《鳳翎號外》創刊
• 《JLG Newsletter》創刊
• 舉辦首屆「鳳翎盃」女子排球賽
• 舉辦首屆「鳳翎盃」VexIQ
• 本校勇奪 VexIQ 機械人比賽創意機械人巡遊比賽高級組冠軍，

並獲邀代表香港往美國參加 2017 Robofest 機械人國際賽
• 女子甲組籃球隊勇奪港島區冠軍
• 女子甲組排球隊蟬聯港島區冠軍
• 學生簡可圖獲選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全港二十大之一
• 學生何健蕾獲選為 政賢力量「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2016」領袖
• 香港首位登上七大洲最高峰 ( 聖母峰 ) 的攀山運動員鍾建民先生

到校作分享嘉賓：分享主題為「攀登高峰 閱讀世界」

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先生到

訪本校與師生交談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女
士到訪本校與師生交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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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中學締結成姊妹學校
獲陳廷驊基金會資助成立禪靜軒

獲陳慧慧基金會資助修繕報恩堂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之
後

2017 – 2018

• 獲陳廷驊基金會資助成立禪靜軒，推廣佛化禪修正念教育
• 獲陳慧慧基金資助修繕報恩堂
• 參與教育局「STEM 種籽計劃」( 數學科 )
• 增設中一級第九節自習課，培養學生良好學習習慣
• 首辦具級本學習主題的全方位學習日
• 學校增值資料報告顯示，學校增值表現理想 -- 核心 4 科及最

佳 5 科的增值得分達 7 級和 8 級，排名位列全港得分最高百
分之二十五的學校，表現為同區之冠

• 《由「翎」開始》創刊
• 獲 VexIQ 香港區冠軍，並往美國參加 VexIQ 世界錦標賽
• 學生陳利榮獲「原來我得架」美國中學交流計劃「李樂盈獎

學金」資助，往美國作交流生一年
• 學生陳梓穎獲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銀獎
• 學生何卓蓓獲選為和富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
• 園藝學會獲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中

學組盆栽種植比賽全場總冠軍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到校作分享 共賀鑽禧校慶

鑽禧校慶學生作品集
鑽禧校慶典禮暨地標開幕

儀式 鑽禧校慶紀念章

鑽禧校慶標誌

時代 學年 大事

千
禧
之
後

2018 – 2019

• 李梅裳校長辭世
• 以「建立鳳翎校園文化可持續發展框架」作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 擴建五樓教員室工程竣工
• 與廣東省東莞市東城第一中學及東城初級中學締結姊妹學校
• 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新課程試教計劃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開展「好心情 @ 學校」活動
• 參與九龍倉集團旗下之「學校起動」計劃
• 參與「良師香港」計劃
• 初中設立 STEM 教育科，於中一級開始，並按年推展
• 學校增值資料報告顯示，學校增值表現突出 -- 核心 4 科及最佳 5

科的增值得分均達 9 級，排名位列全港得分最高百分之五的學校，
表現為同區及相類收生學校之冠；8 個科目更達高增值水平，達
全港首 10%，屬高增值學校

• 學生何俊霆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最佳六科成績取得兩個 5**，兩個
5* 及兩個 5，共 36 分

• 學生李赫東在第八屆亞太區青少年鋼琴比賽獲少年專業組亞軍及
演奏級公開組優異獎

• 園藝學會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019 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 3
冠 3 亞

• 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作分享嘉賓，分享主題為「大灣區
發展與香港青年人關係」

• 香港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作嘉賓，分享主題為「環保與我 
何干」

2019 – 2020 • 鑽禧校慶

擴建五樓教員室工程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到校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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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napshots

春
風
化
雨

青
蔥
年
華

法團校董會

校監

校長 策劃及自評小組

社區聯絡組校政委員會

學生學習與教學

課程規劃組

語文推廣組

學生學習組

考試及評核組

學習領域

科主任

圖書館

實驗室安全小組

學生成長與支援

訓育組

學生輔導組

融合教育組

支援非華語小組

支援新來港學童小組

級務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公民教育組

宗教事務組

課外活動組

家長教師會

危機應變小組

暴風雨應變小組

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

校友會聯絡人

教師發展與資源管理

教師專業發展組

資訊科技組

媒體創新組

校務組

撥款及資源分配小組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委員會

學校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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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 後排至前排 ): 

第一行：陳國文老師　林錦明老師　區智健老師　何永康老師　陶文煒老師　黎力侃老師　何錦楷先生　陳雅榮先生
陳俊賢先生　蔡崇界老師　黃健威老師　何　明先生　蔡壽祥老師

第二行：鍾少珍小姐　林佩琪老師　朱泳雪老師　何嘉寶老師　阮紀聰老師　劉仲永老師　關中豪先生　龍志榮先生
鄭健華先生　陳俊匡老師　許亦安老師　吳　悅先生　陳栢誠先生　林天祥老師　林意臻老師　陳　晗老師
葉倩敏老師

第三行：李宛璇小姐　何慧貞老師　吳綿綿小姐　王　穎老師　羅麗霞老師　何詠恩老師　林文慧老師　羅鳴宇老師 
傅韻芝小姐　簡愷瑩小姐　黃毅宜老師　梅婉珍老師　陳穎賢老師　林麗珍老師　潘嘉樺老師　林舒琪老師
歐凱晴小姐　梁祖詠小姐

第四行：黎靜盈小姐　符湘楠老師　李嘉儀老師　余錦婷小姐　劉貝琪小姐　楊似菊老師　李寶珊老師　陳紫湘老師
周 琪老師　莊美貞老師　羅秀娟小姐　雷奕寧老師　蔡秀君小姐　朱慧妍老師　盧念和老師　莫嘉穎小姐
劉玉綢小姐　梁嘉茵小姐

第五行：蕭敏兒老師　王兆雄老師　李煒民老師　黎耀祖老師　雷鎮賢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李偉盛校長　鄧鑑宏助理校長　沈婉群助理校長　唐寶蓮老師　羅慧中老師　蘇美儀老師　陳玉冰老師　 
Ms Sophia Olga Crouse

教學團隊

全體教職員合照

（2018-2019）

校政委員會

後排左起 : 黎耀祖老師　蔡崇界老師　王兆雄老師　蕭敏兒老師

前排左起 : 唐寶蓮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李偉盛校長　沈婉群助理校長　鄧鑑宏助理校長

策劃及自評小組

左起 : 唐寶蓮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李偉盛校長　沈婉群助理校長　鄧鑑宏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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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組別

課程規劃組

語文推廣組

學生學習組

考試及評核組

左起 : 蘇美儀老師　王兆雄老師　沈婉群助理校長
符湘楠老師 

左起 : 沈樂宜老師　沈婉群助理校長　雷奕寧老師　
潘嘉樺老師　楊似菊老師　黎奕偉老師

左起 : 何慧貞老師　沈婉群助理校長　陳玉冰老師
陳俊匡老師　黃毅宜老師　王　穎老師

左起 : 沈婉群助理校長　黃毅宜老師　 
林麗珍老師　劉仲永老師　林天祥老師

數學領域

後排左起 : 陳穎賢老師　王　穎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何嘉寶老師　陳國文老師　蔡崇界老師

前排左起 : 簡愷瑩小姐　黃毅宜老師　陳紫湘老師　 
李寶珊老師　沈樂宜老師　朱慧妍老師　 
盧念和老師　羅鳴宇老師　陳　晗老師

後排左起 : 莫嘉穎小姐　何詠恩老師　林意臻老師　
雷奕寧老師　黎力侃老師　陳俊匡老師　 
梅婉珍老師　楊似菊老師　周 琪老師

前排左起 : 李嘉儀老師　林舒琪老師　黎奕偉老師　
沈婉群助理校長　阮紀聰老師　 
陳玉冰老師　Ms Sophia Olga Crouse

左起 : 許亦安老師　林麗珍老師　葉倩敏老師　 
蕭敏兒老師　鄧鑑宏助理校長　王兆雄老師
李煒民老師　潘嘉樺老師　朱泳雪老師　 
羅麗霞老師

學習領域

中文領域 英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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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 體育與藝術領域

左起 : 林錦明老師　何錦楷先生　陶文煒老師　 
陳明豪副校長　唐寶蓮老師　林天祥老師　
雷鎮賢老師　陳雅榮先生

後排左起 : 黎耀祖老師　劉仲永老師  

前排左起 : 蘇美儀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符湘楠老師　何永康老師

左起 : 關中豪先生　蔡秀君小姐　何錦楷先生　 
區智健老師　許亦安老師　朱泳雪老師　 
王兆雄老師　鄧鑑宏助理校長　何　明先生　 
陳雅榮先生　陳栢誠先生

後排左起 : 蔡壽祥老師　林佩琪老師　陳穎賢老師　 
陳紫湘老師　羅麗霞老師

前排左起 : 林文慧老師　羅慧中老師　何詠恩老師

科學領域 人文領域 

融合教育組 支援非華語小組

後排左起 : 黃健威老師　陳國文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雷鎮賢老師　陳明豪副校長　莊美貞老師

前排左起 : 蕭敏兒老師　楊似菊老師　李寶珊老師　 
周 琪老師　梅婉珍老師　羅慧中老師　 
潘嘉樺老師

後排左起 : 朱慧妍老師　陳穎賢老師　何嘉寶老師　 
葉倩敏老師　林意臻老師　阮紀聰老師　 
社工何昊東先生

前排左起 : 社工陸凱賢姑娘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蔡崇界老師　陳紫湘老師

後排左起 : 歐凱晴小姐　社工陸凱賢姑娘　 
社工何昊東先生　朱慧妍老師　陳俊賢先生
茹 俊先生　鄭健華先生 

前排左起 : 唐寶蓮老師　雷鎮賢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沈婉群助理校長　 
蔡崇界老師　教育心理學家陳諾廷姑娘

左起 : 羅鳴宇老師　陳潔雯小姐　盧念和老師　 
林意臻老師　余綺文小姐　黃毅宜老師　 
梁祖詠小姐

學生成長及支援組別

訓育組 學生輔導組

51 52

華采鳳翎　傳情傳承 Together We Shine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公民教育組

左起 : 張志強助理校長　葉倩敏老師　 
沈婉群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陳玉冰老師　蔡崇界老師

左起 :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沈樂宜老師
林舒琪老師　雷奕寧老師　葉倩敏老師

左起 : 張志強助理校長　符湘楠老師　阮紀聰老師
莊美貞老師　許亦安老師　黎力侃老師　 
唐寶蓮老師　陳明豪副校長

左起 : 李煒民老師　何詠恩老師　梅婉珍老師　
蘇美儀老師

支援新來港學童小組 級務組

家長教師會 教師專業發展組

左起 : 林錦明老師　陳明豪副校長　張志強助理校長　
蔡壽祥老師　何永康老師　羅麗霞老師

左起 :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穎賢老師　黎耀祖老師
陳明豪副校長　林錦明老師　陳國文老師

左起 : 張志強助理校長　陳晗老師　黎耀祖老師　 
李偉盛校長　陳明豪副校長　林麗珍老師　 
李寶珊老師　盧念和老師

左起 : 陳　晗老師　黃健威老師　林天祥老師
鄧鑑宏助理校長

課外活動組 宗教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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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組 社區聯絡組

後排左起 : 林麗珍老師　何永康老師　何慧貞老師
蕭敏兒老師　許亦安老師

前排左起 : 王兆雄老師　鄧鑑宏助理校長　 
林天祥老師

左起 : 何　明先生　關中豪先生　鄧鑑宏助理校長　
林舒琪老師　林文慧老師　李煒民老師　 
何永康老師　蔡秀君小姐　陳栢誠先生

左起 : 鄧鑑宏助理校長　 區智健老師　何慧貞老師
蕭敏兒老師　劉仲永老師　龍志榮先生

左起 : 何嘉寶老師　傅韻芝小姐　陶文煒老師　 
張志強助理校長　何詠恩老師　羅鳴宇老師

資訊科技組 媒體創新組

學校工友

後排左起 : 劉貝琪小姐　羅秀娟小姐　傅韻芝小姐

前排左起 : 梁嘉茵小姐　 吳綿綿小姐　余錦婷小姐　鍾少珍小姐

左起 : 蕭連秀小姐　陳興鎮先生　許丁祥先生　徐露娟小姐
黎潔明小姐　鍾耀輝先生　李俊文先生　龍志榮先生
郭建清先生　周篤光先生　尹樑基先生　李慕蘭小姐
周金蘭小姐

學校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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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這一
班的同學，我會用「投入」來形容我
們！短短的一年間，我們已經完全融
入校園生活，時而好動、時而專注，
無論是讀書，還是遊玩，都是那麼的
認真、投入！我們相信，「投入」、
「認真」的我們必能走得更快，走得
更遠！

陸吉　顏維俊　梁德威　郭常晞　阮建龍

范諾淮　林澤培　張汶浚　鄭永鉛　許逸佳　鄭家豪　陳俊唯　黎卓杰

劉澤喬　洪佳㼆 　幸茵茵　趙曉晴　劉碧瑜　洪婷婷　楊子娸　黃雅晴　占小丫

陳嘉謙　易雍澤　陳家鴻　陳文軒　蔡崇界老師　何詠恩老師　陳禧瑤　陳凱雯　李美琪　周芷茵

1A

11月份參加德育培訓營，
步操時專注並學習軍人的紀律 !

1A班是團結的，積極參與各類型活動， 
球類比賽尤其突出！

在營中大家圍著燒烤，共聚歡
樂時光 !

定期班聚，同學間感情愈見深厚 !

各同學專注地參與活動

Bishal 　Prabhat　Pablo　Siddhik　Miquel　Matthew

Yshika　Yumi 　Ayushma　Sahitya　Sapnil　Jenshu　Manmeet　Samantha　Farah　Harneet　Sristi

Charles　Anthony　Apil　Joshua Paul　Ms. LAM Man-wai　Mr. LEE Wai-man　Arthi　Mary　Thihansa　Tanpok

1B

The classroom in my school is very comfortable.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relaxing and our students are very 

friendly. The school is active in hosting a lot of activities 

and events like the Holistic Learning Day where we 

learned about our local community. While we were 

learning, we were also having fun.

Overall, we have gained a lot of valuable knowledge 

and a variety of fun learning experience both in class 

and outside school.

Champion of Cheering Team

Interclass Volleyball Champion

Youth Moral Training Camp

Community Project - A Taste of Wan Chai

Talent Show

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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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浩彥　劉偉鵬　盧嘉豪　賴泓成　施竣曦　鄭大鴻　施晉陽　洪偉豪

周汶蕙　韋凱君　劉甄馨　鄭達權　朱國希　蕭鋼　蔡振華　陳雪晴　黃嘉瑜

張凱傑　張凱俊　范俊彬　高一翀　林錦明老師　陳晗老師　冼海琳　蘇志如　張思行　羅琬澄

德育營訓
練

參觀自然教育中心

開心聚餐

本班特別活潑好動，積極參與班際比賽，多會熱心服務

1C

自理能力訓練 

遠足的樂趣 

陸運會啦啦隊 

潘灝泓　陳啟聰　卓志霖　陳科瑋　周漢傑　施竣仁

陳國熙　陳凱鱗　尚熹　彭俊仁　鄭唯重　陳信希　吳家明　吳耀鴻

嚴志德　林潪軒　劉柏延　胡施琪　譚詠琳　胡錦泳　羅穎霖　關耀庭　張浩鏗　鄧迦璡

柳博滔　陳泓楓　詹韋晞　何浚東　何永康老師　李彥沚　鍾寶艷　葉芷茵　陳雯瑞

新加入佛教黃鳳翎中學大家庭的中
一丁班學生，活力充沛，動靜皆宜，參
加各類活動都非常投入。於課堂內亦見
樂於學習，踴躍回答老師的提問，參與
討論氣氛熱烈。

享受 Team Building活動

投入 STEM 活動
自「煮」其食

勇於發言

樂於學習

1D

59 60

華采鳳翎　傳情傳承 Together We Shine 



2A 班是一個由 35 人組成的
大家庭，在這裡也許我們不能擁
有整個太陽，但一定有數不盡的
陽光微笑。也許我們沒有做到最
好，但我們永遠在成功的道路上
一起同行，互相扶持。

施嘉銘　屈汝晉　梁皓堯　溫朗皓　劉旭颺　葉均培　鄭睿鑫　盧梓然　和鼎淇　王祥輝

李煌崴　彭志昇　朱宇恒　蘇宣羽　翁銘威　李志豪　王筱晴　陳梓穎　陳思伊　柯紫薰　劉瑞瑩

張子軒　梁健朗　麥志冲　林韋樂　何嘉寶老師　林麗珍老師　關嘉瑤　孫琳琳　吳小莹　林佳埼

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東莞歷史佛教文化考察團

動作要帥，速度要快，才能夠在運動場上
取得佳績

「我做得到」學習計劃得獎生合照

2A

我們這一班有 25 個活潑的同學
和兩位嚴而有愛的班主任。

同學們來自不同的中一班別，
開學時我們互不認識；學年結束時
我們非常友好。

或許我們的學習不是最精進
的，但我們熱愛體育運動和參加服
務活動，我們班在陸運會獲得全場
總亞軍，在班際籃球和排球賽勇奪
冠軍，成績驕人。

我們就是具有特色的 2B 班～

葉沺昊　彭泓皓　陳景晞　吳鎮男　江晉安　鄺文俊　彭泓曦　郭靖軒

彭志峰　Arslan　余焯希　凌儀　梁韻姿　鄭柏浩　胡炯輝　羅銘傑　黎嘉軒

林麟非　李嘉星　林小冬　黃文寶　朱泳雪老師　林天祥老師　廖珍珍　張媛琳　連美婷　陳幗烜

2B班體育人才濟濟，籃球比賽 sure win!

2B與 2D，永遠的朋友和宿敵∼

班際排球比賽冠軍
，Yeah~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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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過的真快啊，一眨眼的功夫便一年了。我們將會從

中二級升上中三級。2C 班就是我們同學一同乘坐的一艘船，我

們一起經歷了很多的風風雨雨，一起經歷過不同的問題，最後我

們也會齊心一致想辦法解決，這是最值得我們感到自豪的。

尚記得每次班級秩序及清潔比賽時，同學們上課也會比平

日更安靜守規，並且互相提醒，團結一心，希望在清潔比賽中拿

到理想的排名 !  2C 班同學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拿下比賽冠

軍，令我們感到很開心 !!

雖然日常學校生活總是平平淡淡，但班裡也不時傳出嘻嘻

哈哈的歡樂聲。這是一個團結和諧的班，充滿著歡笑、溫暖和呵

護，雖然有時總免不了偶爾的吵鬧與不滿，但事情終究會過去，

就像雨後便會是晴天一樣，大家關係更進一步。

一天又一天過去了，可能當暑假回來後，所遇見的班主任

已換上新的老師，而同班同學亦將會是新的面孔，但我們所學習

到的團結精神、自律守規會承傳下去。

鄭嘉興　王智明　陳培鑫　司徒樂臻　王華東　洪志峰　蔡經胤

 勞澤邦　張嘉軒　李晉佑　雷銘澤　黃偉龍　黃啟華　鄒承軒　蔡莉莎　謝炆語

梁栢熙　陳樂謙　李志康　鍾柱邦　陸平才老師　羅麗霞老師　溫韻琪　郭映菁　鍾煜婷　黃渭

參觀機電工程署

全方位學習日同學寓學習於娛樂

2C
成嘉允　成希敏　馬文浩　溫祖狄　許宏智　古大衛　古松富　麥鏘濠

朱子亮　陳恩皓　張瓏傑　連中源　麥振星　許思滔　鄭振強　布斯年　馮孝言　古積天

葉悠　譚珮瑩　慧利　艾安琪　李智真　郭漢絲　JOY　周天麗　古露維　胡芷嵐

車納言　吳鴻飛　吳政彥　何日喬　李寶珊老師　林意臻老師　馬沙雯　胡曉嵐　冼鈺淇　謝凱琦

2D 是學校少數非華語學生和本地生共冶一

爐的班別。21 位本地生加 16 位非華語生，縱然

大家文化背景不盡相同，但一年的相處都使我們

建立出深厚的友誼。不論是在學校的陸運會、旅

行或班際比賽，我們都會看到不同膚色的 2D 同

學一同合作努力，玩耍作樂的樣子。他們不再是

21+16，而是 37 位 2D 學生。

參觀零碳天地是成
為地球公民的一步

英文周 English Show Time的歌唱戲劇表演

陸運會

戶外學習日輕鬆對疊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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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樂　王鉦淳　蔣俊宇　邱家棟　鍾綺桂　袁冠宸　張嘉皓　蔡頌恒

陳韻渝　丁佳佳　黃可怡　吳宇洁　蔡如意　林心蜜　万佳琪　郭雪妮　陳燕靜　林嘉曦　曾宇慧　王怡斐　陳曉雯

李樂賢　許錦鈺　林晁賢　洪嘉銘　陶文煒老師　蘇美儀老師　倪美恩　莊晓彤　羅祈嬴　 彭雅楠

3A 班是一群活力充沛的同學，課
堂中同學都能樂於學習，運動場上同學
能發揮所長，贏得一場又一場的班際比
賽。班中的同學各有特點，有些是我們
的開心果，有些是我們的畫師，有些是
我們的關愛大使。縱然班中同學各有特
色，但 3A 的團結卻一點都不缺！

同學們在陸運會盡力地為班中健兒打氣

在陸運會中同學都不遺餘力，為 3A班爭取佳績！

在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東莞歷史佛教文化
考察團中，3A同學分享交流團感受

洪嘉銘同學與內地同學切磋球技

班際比賽，全班共同打氣

班中聯歡會，同學們都玩
得十分開心

3A
 王偉豐　黎子建　郭凱楠　吳烈鍵　洪力迅　周浩然

鄧金龍　梁偉洲　陳翰文　許家雯　郭卓然　万佳瑶　容瑋筠　吳雅雯

黃國桓　曾炳權　郭達威　阮紀聰老師　張倩儀　洪嘉雯　陳晓音

還記得陸運會的汗水、戶外學習日的歡笑、上課時的認真、小息時的打鬧……這一幀幀的畫面突然變得很珍貴美好，仿佛都一一記載著我們 3B 班獨一無二的友誼與感情。我們宛如一個大家庭，兩位老師就是我們的大家長，為我們操勞，而我們就是一群互相扶持的兄弟姐妹。
轉眼間，一年的時光匆匆流逝，可這段經歷也會深深的烙印在我們的心裡。因為有最敬愛的老師，有最好的我們，才會成就了一個最獨一無二的 3B 班。最後，讓我們帶著歡笑聲去迎接那個未來吧！

給這年的自己一個大大的
獎勵，

祝願大家在未來的路滿懷
信心走下去

我們獲得了壁報設計全級
總冠軍！

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完成壁報後的大合照時刻

最後的期末大食會！
一年的相處使我們更加親密！

給這年的自己一個大大的獎勵

未來的路繼續走下去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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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希　吳澤森　潘孝軒　陳煒鑫　洪瀚權　陳耀亮

鄭清清　黃鋆瑶　周學泓　劉承浠　楊家輝　丁采妮　黃馨玥　曾蓉蓉

黃峻鋒　許文釗　陳日進　劉仲永老師　梅婉珍老師　林芷淇　邱凱晴　邱禮怡

聽聽學生的話

丁采妮同學：

中三級戶外學習日的地點是海洋公園，海洋公園是一個集海

洋生物、機動遊戲和大型表演於一身的世界級主題公園。園內的

遊樂項目非常豐富，在那裡進行戶外學習，大家都感到興奮。

黃鋆瑶同學：

當天早上，大家先集合和點名。進埸後，我們各自組隊，商

討行程。我們這隊決定先玩玩「極地時速」過山車。排隊時，我

們遇到另一隊同學，我們相約一同體驗驚險、刺激的過山車之

旅！之後，我們坐上「沖天搖擺船」，化身成為傳奇的海盜王！

午膳過後，我們一起到訪熊貓館。館內的熊貓懶洋洋地躺臥

在人工樹林草地上，十分可愛，同學都不忘為牠們拍照，大家亦

遵守規矩，保持肅靜。當然，我們不會錯過參觀毗鄰壯麗的水族

館，欣賞各式各樣的海洋生物。

曾蓉蓉同學：

加入了 3C 班，我感受到同學的團結。班主任對我們十分愛

護、關顧。每次活動，梅婉珍老師都積極地為我們打氣，我喜歡

她那樂觀和活躍的性格。

看看我們啦啦隊的風采

運動會大合照

3C
施皓朗　洪遠岱　陳泓達　李赫東　葉達羲　載龍　馮嘉勤

Dannawin　溫子嵐　莫祉藍　陳子龍　Mirang　夏偉竣　Arshdeep　譚詠欣

陳家誠　Vikrambir　謝卓亨　董港興　王兆雄老師　雷奕寧老師　Pranita　黃君臨　Anupama　Francine

大江東去浪淘盡，三丁學生顯英才

上天下海神通展，若有不服請來戰！

We are Class 3D

We try to be the best we can be

We try our best

to ace our tests

and probably beat the best!

陸運會球場
留影

3D聯歡會

班際球賽我們摘冠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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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家庭最大的特色就是女生多！這
一年相處下來，生氣、冷戰、歡樂、共勉過，
深深體會到這個班富有人情味，大家一起繪
畫出不完美的回憶，卻能芳華我們的中學時
代……希望大家一起進步，互助互愛；冀望
兩年後的 4A 班，勇敢、無懼，闖出屬於自己
的一片天地。

　吳銥潼　陳駿龍　王敦賜　張庭瑋　林一山　麥美琦　余麗娜

　　　　周容容　洪珊妮　張穎　洪佳茵　倪智恩　施曉欣　郭雪慧　朱政駧

林鍵 　鄧智聰　梁祐維　黃連材　蕭敏兒老師　黃毅宜老師　劉金好　莫彰妮　鄭茵婷　劉 儀

中四班際排球比賽
大家打氣

精靈活潑的 4A!

班聚時刻，歡喜滿臉戶外學習日圍爐燒烤樂也融融

陸運會上拼搏的 4A

4A
石佩靈　梁禮言　鄧志勁　區勇南　趙俊賢　鄭鋈鋒　梁錦杰　陳令軒　潘駿蔚　洪鑫達

吳樂瑤　鄧智樂　李旭衡　李毅東　楊似菊老師　王穎老師　吳佩盈　卓曉欣　袁樂欣　李宜臻

4B 雲集運動健將，各式各樣運
動賽場上，都可以見到他們發光的
身影。大家日常的校園生活充滿動
感，相處融洽，期望同學們在學業
上也拿出賽場上的拼勁，加油努力，
向目標邁進！

4B跑手一級棒

賽場也是建立友情的地方

班際籃球比賽冠軍

揮春寫祝願，新春笑盈盈

大家很投入 English Show Time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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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份，令我們相聚在 4C，大家情同手
足，大家總有吵架的時候，最後都會很快就
握手言和！我們共同有很多好開心的回憶，
一起去野外燒烤、一起參加班際比賽……雖
然中四的課程令我們很疲累，但來到這個班
會變得好精神！

4C 班 We Love you Three thousand ！

潘樂泓　莫鎵浚　蕭璟熙　梁志偉　許澤誠　馬良溪　張嘉天　 何俊軒　謝天祐　余得君

蔣慧明　張銘翔　卓士高　梁筵浚　黎耀祖老師　陳紫湘老師　許滢鈺　劉俊余　黃惠霖　陳捷思

戶外學習日滿載而歸

周會活動寓學習於娛
樂

陸運會，展現團結

周會活動全班投入

4C

『漫山遍野的熾愛，濁濁世俗的目光都在笑淚中清零
了，可有來日，偶然相逢 一起冷場一起笑場像今天一樣？』

我們這一班是最有趣的一班，大家非常融洽。最不得
不提起的，當然是大家的「互抽」。我們每天都享樂於各種
不同的笑話，也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意味。從開始的點頭微笑
到現在的打打鬧鬧，歸屬感一點點建立，友誼一層層變得深
厚，在班際比賽中的加油吶喊，就是互相扶持的最好證明。
雖然是看似相同的每天，但卻不只是在單曲循環，而是共同
協奏的交響曲，那是奏著美好明天的旋律。

陳童康　陳顥元　馬浩倫　鍾禮賢　翁嘉誠　姚瑋晨　劉世邁　錢湘霖　邵卓謙　馮曉暉

麥凱喬　陳楚翹　林才淵　王君堯　胡智超　黃昭權　黃偉彬　林昭樑　胡建盛 陳明欣　郭瑋恩

潘文軒　陳耀揚　蔡永聰　羅家俊　陳穎賢老師　陳玉冰老師　莫濋嵐　鍾浣澄　陳焯鈴 施恩祺

冬至聯歡會

4 x 100 健兒

陸運會看我們精神抖擻

啦啦隊全力打氣—加油！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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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都隱約能聽到班主任那幽默的語氣問同學為何又這麼晚步進課室，為何又沒
有準備好閱讀分享，為何又忘做功課 ..... 而同學們總是流露出尷尬的笑容。

雖然如此，但其實五甲班是名副其實的「特工隊」，能夠合作無間，特別是一同
苦苦哀求老師酌量給功課的時候。在每個班際比賽，大家都會齊心一致，齊上齊落，
齊聲齊氣，打氣聲往往能將哨子聲掩蓋。

除了上課讀書的認真外，課餘時間的娛樂也是多姿多采，有的玩音樂，有的玩運
動，而大家亦會交流心得，男女相處亦非常融洽。

吵鬧聲中滿載了歡笑聲，即使偶有爭執，但總秒速和好，同學珍惜著彼此，這就
是一個字「齊」的五甲班

張永俊　蕭文軒　葉昊青　馮家晋　陳紀政　洪禧龍　張泰彬　鄧浩元　羅清雷　盧子銘　

伍彩虹　庄霖珊　郭雅容　邵浩楠　何顯胜　丁餘燕　周心荃　陳瑞茵　林睿鈴　陳梓慧　袁美君 

周華亮　雷頌濠　杜嘉俊　錢嘉駿　黃健威老師　朱慧妍老師　李凱藍　譚曦　林睿思　黃諾琳　

職業博覽大家投入為未來作準確

戶外學習日是凝聚同學歸
屬感的最佳活動

陸運會

5A

轉眼間，高中的第二個學年快要結束了，新學年一到，
我們就要升上中六，也是在學校的最後一個年頭了。一念
及此，心中的無數感慨便不期然地湧現出來。

下一學年我們將要離開黃鳳翎這個大家庭，離愁總會
有一點，但對我們而言，這一屆的畢業生卻另有一個特殊
意義――我們是學校鑽禧校慶的畢業生，相信會羡煞不少
旁人哩！

「鳳翎育才六十載，我們有幸逢鑽禧。」在此，衷心
感謝師長們多年的教導，我們會永遠銘記「鳳翎精神」在
心中。

　　

湯頌光　黃文朗　朱德勤　張梓豪　王儲　洪少琪　楊成業　倪樂君　張傲駿

盧晙森　李勇斌　陳煌楠　蔡壽祥老師　周 琪老師　馬欣慧　紀思琪　關倩妍

班際籃球比賽勝利大合照

為統測打氣

聯歡會
興高采烈參與戶外學

習日

長洲一日遊

全方位學習
日 : 提升公民意識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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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飛逝， 我們這一班很快便步入中六了。在高中兩年的班際比賽互相加油打氣，
爭取最好的名次為班爭光；在學習上我們互相幫忙，一起尋求解難方法，我們努力牢記
老師授予我們的知識，再融會貫通，學以致用。我們定當竭盡所能，希望能在文憑試中
取得好的成績來報答老師教育之恩。感謝學校和老師給我們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祝賀
母校六十周年生日快樂。

何毅榕　區子尹　馮仕廉　楊煌龍　吳芯陽　黃卓言

周浚峰　譚宇翔　區宜倫　陳國文老師　莊美貞老師　紀傳恩　鄭珊誼　張芷欣

成敗得失可看淡 ，班別責任須承擔 。

你看我多嬌俏，多美妙！
中四英文話 劇表演留影 。

5C

寒來暑往，春華秋實，我們 5D 班自成立以來已經整整走過兩個年頭。經過全體同學的
努力，一個積極向上，活力滿滿的班級經已誕生！ 我們 5D 班，已經是我們每個 5D 人的第
二個家，這裡集結了一班可愛的人，每個人都是一顆閃亮的星，或拼搏、或積極；或努力、
或上進。當這些閃亮的星聚到一起，碰撞出激情的火花，就組成了我們獨一無二的 5D 班！
5D 班的課堂是吵鬧的，當我們全神貫注在數學題海中，總會從某個角落飄出一句：啊怎麼
就是運算不到呢！然後引發一陣劇烈的討論。5D 的日子是愉快的，每個 5D 人都積極向上。
溫暖陽光照耀下，大家一起的日子，總是美好。5D 的老師是盡責仁愛的，每位教育我們的
老師都是那麼的用心，即使我們領悟力一般，依然孜孜不倦的教誨我們，使我們進步。時光
荏苒，高中的生活已過去三分之二，我們都將會為中學生活畫上完美的句號，並將這份珍貴
的回憶好好收藏。

蔡垚 　梁浩洋　蔡曉乾　何鎮翹　王昱尹　梁嘉晉

鄭雍　 劉炳豪　馮嘉俊　曾令航　衛頌三　江毅霖　勞楚瑜　莫嘉麒

胡慧盈　陳楚瑩　洪佳琳　官子佑　吳琦雯　吳文就　陳雅萍　劉鈺熒　陳嘉慧　黃雅琳　何佳頤　歐陽嘉燕

譚熙耀　王華鎰　關文杰　陳競楷　區智健老師　Miss Sophia Olga Crouse　 羅淑儀　官子悅　張穎琳　蔡佳鈺

戶外學習日港外線碼頭留
倩影

班際排球決賽大家加油
班際排球比賽團

結一致
戶外學習日藍天碧海，樂也融

融

冬至派對樂也融融

5D

紀傳恩生日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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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子希　鄭天朗　譚仁傑　鄭凱文　劉世啟　丁奕嵐

林家燁　張志遠　何耀鋒　張沛霖　張簡浩　蔡衍宏　梁浩彬　江梓揚　龔景汝　陳凱蓉

( 第一行左七 ) 李嘉儀老師

感謝學校這六年來給我們留下
了數不清的回憶，在這裡留下了我
們成長的足跡，期間我們都得到了
不斷提升和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
的每一點進步，都有賴各老師們的
責任心和為人處事的感染力。 一句
「感謝」講出來很容易，內心的感
恩，定會一生銘記。        

張簡浩同學

這六年的中學生活裏，我雖然

沒有拿到什麼特別好的成績，但是

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師， 如果沒有了

他們的幫助，我現在或許還是一位

沒有目標、對前途感到黯淡的人。

加上，在校長的訓勉下，我相信，

畢業以後我們 6B 班也能秉承自律

守規、樂於學習、關愛有禮、熱心

服務的鳳翎精神，貢獻社會，造福

人群，讓學校和師長以我們為榮！

劉世啟同學

在這六年的中學生活中，
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不單
只是課本上的知識，還有老
師們提點的人生道理，感謝
老師全心全意的教導。

蔡衍宏同學

那些年我們一起做清潔 @ 軍訓營

韓燒 ~ 「中間有兩位阿 Sir! 找
不到 ? 沒法啦 ! 他們也年輕 !」

我們是誰 ~ 中國歷史博物館

陸運會 ~ 流下青春的汗水海洋公園 ~ 興奮莫名

聽聽學生的話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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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樺　蔡澤興　黃志龍　汪英健　李康宏　麥偉智　吳鎮廷

高海嵐　李文杰　伍庭暉　黃雅汶　葉沺忻　李麗妍　殷邦森　黃俊天　伍令正　盧芷欣　李麗桃

( 第一行左七 ) 潘嘉樺老師

＜笑聲笑聲，滿載溫馨＞，我們

班雖人丁單薄，但每天都相當熱鬧！

班內開心果糗事多多， 是一個永遠不

用怕悶的地方。 大家亦都相當有人情

味，雖然學業成績平平，但同學有難，

班內一定有人拔刀相助，小至家課問

題，大至家中電腦維修。如今短暫的

三年相處時間即將過去，很快便要各

散東西，但願日後有緣再會。

全方位學習日，寓學習於娛樂

陸運會大家加油

中五班際排球冠軍，全力以赴 想知叮噹有什麼法寶，去片！

6C
鄭景鐙　李政　梁梓軒　劉嘉寶　陳淙渝　朱博遠　劉熙朗　蔡展鵬　鍾國韜　劉子文　何錕暢　賴卓賢　阮立賢　李想浩

朱雅雯　陳譽享　黃文健　劉彥祖　李梓謙　馬錦倫　吳愷昕　袁紹峰　許羨斌　陳鈞揮　何俊霆　曲殷緯　陳浩龍　林詩淇

李海彤　張海琳　余嘉穎　翁嘉敏　許鎵琳　陳芷淇

( 第一行左七 ) 符湘楠老師

This is 6D
6D is a class full of freaks, craziness, and legends. 
In these three years, we played together, we studied 
together, we fought together. Now, it all comes to an 
end, so what have we comprehended?

For other schoolmates, we are a class full of nerds 
and that is what makes us special.  In my mind, we 
are just more sociable, active and united than any 
other classes in our school.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our religions and family backgrounds as well as 
subjects, but that did not mean any barriers among 
us. Together we grew from a group of teenagers 
to mature youths and from a bunch of strangers to 
intimate friends. We became stronger and understood 
each other better. We learnt to be independent, 
thoughtful, empathetic and fair-minded.

For the teachers, we are noisy, crazy, silly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love Mathematics. Teachers are 
always amused after lessons with us by the jokes that 
we brought up out of nowhere or the surprises that we 
gave every now and then. The words they mentioned 
all the time were “please put away your calculator”. 
How keen we are in Mathematics!

We are a family. Miss Fu, our class teacher, saw the 
best and worst in us. She is like our mother. We have 
learnt how to trust each other with our heart. We are 
now allies, partners, and best friends. We will never 
be apart, when everyone is already in our hearts.

與符老師的合照，大家都面露笑容，感激老師三年來的教導！

戶外學習日，在海洋公園內尋找童年的回憶！

快樂的陸運會完結，大家鬧著玩！

班際足球決賽中以七比二
勝出！

大家露出了勝利的笑容！

6D班的女孩子們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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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Ling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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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翎精神』配合校訓「明智顯悲」，通過「自律守規」、「樂於學習」、「關
愛有禮」及「熱心服務」四大綱領，強調透過欣賞及鼓勵的方法，推行各項計劃，舉辦
多元活動，搭建平台，締造機會，讓學生發揮所長，肯定所學。『鳳翎精神』乃學校致
力培育同學所具備的素質，以迎接多變的新世紀。

自律守規

自律守規指的是自我管理能力，我們期望學生透過日常校園生活了解自己，認識自
己，繼而為自己訂立目標及方向。與此同時，亦希望訓練同學的守規精神，培養正直和
自律的態度，將來遵法守規。

德育培訓 從小開始
了解守規、紀律及合作的重要性，培養堅強的意志、正確的價值觀。

德育訓練營開營啦 齊心合力完成任務

燒烤完畢，同學自行清潔爐頭 學習烹調食物

友誼便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自己煮的特別好味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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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 我做得到
教導初中學生如何了解自己，並且因應自己的能力訂立短、長期目標，繼而去實踐。

萬事起頭難 班主任教學生自我管理技巧

同學在課室壁報寫上自己的承諾 今年我的新目標

表現優秀的同學有機會上台分享 達到目標的同學會獲得嘉許

逆境同行 堅毅互助
輔導組舉辦訓練營、成長小組訓練、日營及聯校競技比賽等，藉此令學生了解自己，學
懂與別人相處。

入營前大合照 手牽手共度難關 只有發揮團隊精神，才能完成任務

班際比賽 同場較勁
為了建立良好班風及訓練自律守規的意識，學校每年均會舉辦各項班際比賽，讓學生同場
較量。

好兄弟一起加把勁學員參加沿繩下降訓練 命懸一線考驗信任

秩序及清潔比賽：老師與得獎班別合照

班際壁報比賽獲獎班別：
培養正面態度面對人生

頒獎典禮肯定優勝班別努力

以「禮貌及守規」為題的壁報設計比賽

同學積極投入大電視遊戲及班際問答比賽，內容環繞自律守規

同學親自設計宣傳海報

好書龍虎榜壁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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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學習

樂於學習指的是自我學習能力，我們期望學生在日常課堂中找到自尊感、成功感及
學習策略，從而提升信心，願意嘗試新事物。樂於學習也包括建立積極的人生觀，讓學
生在面對挫折時，不會氣餒，而是努力改善。

重視閱讀 貫通所學
學校注重學生從閱讀中學習，舉辦多類型多元化的活動，增添校園閱讀氣氛。

今年書展好吸引

在禮堂漂書 我們都漂到喜歡的書

閱讀嘉年華水果大餐

Sharing Corner：立體書工作坊

Sharing Corner：
日籍教授分享日本文化

專題研習 擴闊視野
學校在初中推行跨領域專
題研習計劃，藉此培養學生
共通能力，擴闊視野，鞏固
所學。

中一級 語文、創意、藝術共冶一爐的「故事新編」匯演
（合作科目：中文、電腦、藝術、音樂）

中三級以STEM元素進行探究，增強學生解難能力（合作科目：數學、科學、科技）

中二級 提升溝通、協作、運用資訊、研習技巧和自我管理能力的
「消費文化」報告（合作科目：綜合人文、中文、英文）

課堂以外 豐富知識
學校著重啟發學生學習興趣，透過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為學生提供表現平台，肯定所
學，展現潛能。

午間班際球類比賽

午間「English Show Time」

午間音樂會

數理周講座「環保與我何干」
分享嘉賓林超英先生

文化周講座「大灣區發展與香港青年人關係」
分享嘉賓曾鈺成先生

新春揮筆過豬年

STEM科技數理周的「水火箭」及「四驅車」比賽

中國文化周的「木偶戲表演」及「清朝環保時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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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活動 引發興趣
學校舉辦多類型活動藉此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全方位學習日」參觀廉政公署 「全方位學習日」進行社區考察

校園電台啟發創意

運動校隊屢獲佳績

合唱團樂韻悠揚

朗誦隊屢獲佳績

走出校門 放眼世界
學校重視拓闊學生學習經歷，不同科目及組別積極籌辦境外考察活動，每年參與學生逾
200 人次，並得教育局、賽馬會、香港佛教聯合會、校友會、家教會等資助，金額每年
達港元 400,000 元。

參觀台灣玄奘大學大眾與傳播學系
泰國莊嚴的金佛寺

不到長城非好漢

內地高校考察

復旦大學教學樓前留影

廣西壯族民居博物院沈陽故宮博物院韓服體驗

2014-2015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四會、肇慶唐宋歷史文化及佛寺考察團

4 月 1 日 內地高校考察團

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 廣西唐宋文化與科技考察團

7 月 4 日至 7 月 7 日 泰國曼谷佛教文化考察團

7 月 19 日至 7 月 26 日 京港同心學生交流團

2015-2016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 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宗教及歷史文化考察團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 潮州學術文化暨歷史及佛教文化考察團

7 月 2 日至 7 月 5 日 韓國首爾佛教及經濟文化考察團

2016-2017
4 月 28 日至 4 月 30 日 澳門塔石藝墟義賣之旅

5 月 7 日 澳門宗教、歷史及文化考察之旅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 廣州、清遠連南多元文化學習交流團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 台北四天升學及文化考察之旅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2 日 孫中山先生 150 歲壽辰、嶺南傳統小吃及港莞學生交流團

2017-2018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 初中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6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北京、瀋陽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7 月 4 日至 7 月 7 日 發現曼谷之旅

11 月 27 日 佛山嶺南文化之旅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1 日 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東莞歷史及佛教文化考察團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30 日 一生一師廣西越南同心遊學團

2018-2019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 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東莞歷史及佛教文化考察團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 廣西南寧、德天文化及地貌探索之旅

4 月 13 日 澳門宗教文化及經濟體驗之旅

6 月 26 日至 6 月 29 日 福建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近五年境外考察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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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有禮

關愛有禮說的是自我反省能力，學生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如何有效溝通，彼此互相
關懷。學校積極籌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養成關愛他人，有禮待人的良好態度。關愛
有禮亦有助學生適應團體生活，從學校到社會，逐步建立完善的人際關係。

上學威龍 感恩讚賞
學校重視嘉許及鼓勵那些主動關愛他人的學生，希望透過「上學威龍」、「欣賞卡」、「感
恩卡」、「讚賞街」等計劃，推廣關愛教育。

欣賞卡：讓子女明白家長對
自己的期望

感恩卡：教導學生對父母和家人表達感恩

「上學威龍」獎勵印

師生定期書寫讚賞卡，並張貼出來，表揚良好學生

由「翎」開始 闢新天地

金家浩同學感激學

校，認為「由『翎』

開始」計劃協助他克

服陌生環境，建立積

極上進，正面樂觀的

人生態度

歡迎加入鳳翎大家庭

新來港的同學細聽學長的分享為新來港學生籌辦一連串適應活動，培養歸屬感

香港遊蹤——海洋公園與太空館 參觀校園

計 劃 對 象 為 本
校新來港學生，
學 校 會 籌 劃 一
連串適應活動，
鼓 勵 同 學 積 極
投入校園生活，
力爭上游。

學長茶聚 心心共融
通過學長的關顧、不同遊戲及活動讓文靜的學生及非華語學生感受到關愛。

角色扮演遊戲 茶聚後大合影 打攻防戰：大家樂在其中

師生一同參與午間遊戲 午餐共聚談天說地 學長帶領學弟學妹一同闖關

訓練日營 領略粵式茶樓點心風味 建立互助互愛的精神

班風校風 有禮有節
為學生建立良好的集會禮儀及班級文化，加強對學生的品德教育。

各班禮貌大使接受嘉許

司儀主持週會及頒獎禮，建立良好集會禮儀

畢業禮上，校監演慈法師勉勵畢業生，畢業生代表致謝辭表達感恩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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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服務

熱心服務說的是自我實踐能力，學校透過不同的制服團隊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展
現領導才能，將所學所感，所思所想透過實踐表達出來，既服務校內同學，亦協助社會
不同階層，從中得到成長與啟悟。

義工隊伍 熱心服務
本校的義工隊聯絡區內不同類型的服務團體，提供服務及實習機會給義工隊的同學。所
有服務活動均由學生設計、安排和運作，老師和社工只擔當協助和支援的角色。

參加澳門藝墟義賣

參與「澳洲墨爾本大都會文化交流服務團」，進行義工服務及探訪當地華人社區，
擴闊國際視野，獲益豐富

跨框藝術智障人士攝影展幕後功臣

義工隊有心計劃 義工體驗，幫助拾荒者

展翎社團 慈悲為懷
透過大型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傳揚關愛及服務的精神，學習包容和體諒。

參與浴佛活動 設計浴佛攤位

制服團隊 學生楷模
參與校內外不同服務，訓練自我，從中得到成長與感悟。

一起動手，包裝物資

大嶼山供僧活動 感受寺院氣息

準備菩薩行物資

女童軍參與佛誕慶祝活動

陸運會上為運動員服務

為校外大型活動提供協助紅十字會早會站崗

女童軍運動慈善籌款獎券：
全港最佳銷售獎第九名

教導學生急救知識

女童軍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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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攤位遊戲

公益少年團獲最佳團體獎

出發服務區內居民

參與「惜福惜緣」嘉年華

大潭兩日一夜露營

男童軍郊外宣誓大會

獲選為傑出團員，參加海外交流團

領袖培育

培育學生領袖乃推動『鳳翎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學校尤其重視學生組織的就
職禮，配合一系列訓練活動，讓同學寓學習於活動，提升自信心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並
以身作則，感染別人。

初中學習 何為領袖
及早識別具備領袖才能的初中學生，提供基本的領袖能力培訓。

齊心合力解難題 訓練默契

完成訓練後獲頒領袖訓練課程證書集思廣益才能解決難題

高中鍛鍊 力臻完善
進入高中的領袖們擔任校內重要職位，每日實踐所學，能夠快速提升其應變及領導才能。

領袖生招募日，人才濟濟

領袖訓練營任務：互相合作高中領袖們互相扶持

領袖生全年檢討會議暨聚會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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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舉辦的閃避球比賽

學生會舉辦的 Sing王歌唱比賽

學生會舉辦的羽毛球比賽

幹事成功邀請網絡歌手擔任歌唱比賽評審

待人接物 成就志氣
配合鳳翎精神的推廣，學校為學生領袖提供實踐平台，培養溝通和表達能力，使能增強
自信，立己達人，既成為校內同學的模楷，也樹立學校對外的正面形象。

與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先生真情對話

陳明豪副校長向同學介紹鳳翎大使的理念 級務組老師以模擬情境題，
訓練學生如何接待外賓

與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對談分享

接待特首候選人曾俊華先生 接待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女士

實踐所學 服務同儕 薪火相傳

「鳳翎」教育著重以強帶弱，以舊領新，在師友感染下發揮朋輩互助、薪火相傳的
精神，達致傳承與創新。「鳳翎」教育以人為本，我們堅信從分享中學習，從學習中分
享的信念。期望藉此達至推己及人，引發更多同路人。

交職典禮 承先啟後
校內大型學生團體每年均會籌組交職典禮，將領袖的火炬一屆傳一屆。

優秀領袖生嘉許典禮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交職典禮

學生會就職禮 學生會新舊主席換屆

朗誦隊誓師大會

領袖生就職典禮

高中領袖籌辦不同活動，學以至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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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分享 砥礪同行
傑出領袖與校內同學分享，拼搏精神從此後繼有人。

「明日領袖獎勵計劃」分享會卓越學生領袖獎得主何健蕾師姐 
是我們的榜樣

師兄張志強副校長分享何謂領袖的擔當 鳳翎領袖分享日常工作

莘莘學長 鳳翎傳承
學兄學姐照顧學弟學妹，畢業舊生回饋母校，有一種感恩叫傳承。

「百米女飛人」謝華秀校友擔任陸運會主禮嘉賓，
頒獎予陸運會男女子全場個人冠亞季軍得主

得獎後與朗誦隊校隊已畢業師兄合影

林燕萍校友 (右二 )獲得
「第四屆傑出準教師選舉」金獎，

多次回校協助教授中文課後班及排球訓練班

畢業舊生參與足球隊日常訓練

Dynamic Fung Ling

學
科
特
色

活
力
鳳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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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把握專業支援 校外資源

本校教師一直因材施教，積極引入校外資源及專業支援，不斷優化中文課程。2014
年本科邀請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為本校高中學生講解中
國語文科卷四說話的難點和給分點。2016 年更主動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在「中文
教育支援組」人員的協助下，口語溝通支援計劃先在中四試行，再逐步伸延至高中各級。
現已建立有系統的校本口語溝通訓練，幫助學生在公開試的口語卷取得佳績。支援組更
為本校搭建橋樑，與友校合辦「聯校口語溝通活動」，讓學生彼此借鏡、互相切磋，讓
亦老師有機會作專業交流。

培養寫作 勇於磨練
本科自 2012 年起恆常開設寫作拔尖班，外聘導師指導中文成績較佳的高中學生進

行寫作增潤訓練，旨在提升參加者的寫作能力及興趣，亦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外徵文比
賽，磨練比試中求進步。過去數年，本校學生在徵文比賽中獲得可喜的成績，如傅雅欣
同學獲得2015-2016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恆源祥文學之星」一等獎及「旭日文學之星」；
陳梓穎同學獲得 2017-201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銀獎；整體方面，我校分別榮獲 2015
及 2019 年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往後，中文科將繼續
朝發掘及培養學生寫作潛能進發，期待在育才方面獲得更豐碩的成果。

      中四寫作拔尖班注重創意思維訓練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到校指導學生 與香港仔工業學校進行小組討論模擬公開考試

傅雅欣同學從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手中接過
「旭日文學之星」的獎座

普通話
注重生活應用 激發學習興趣

普通話科只在初中開設，為增加全校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普通話科每年均舉辦
不少活動，有些與中文科、媒體創新組、學生會等合辦，有些是獨力舉辦；前者如富有
中國傳統特色的中秋花燈會、揮筆迎新年、湯圓速成班等，學生在活動中學會很多應節
的用語；後者如普通話口語訓練班、普通話點唱站、普通話歌唱比賽等，還有尖子培訓
的「普通話一分鐘」午間廣播、文化周普通話攤位遊戲設計。凡此種種，均能激發學生
學習興趣，有更多機會在校園生活中應用普通話。

實戰演練，應對得心應手  

投入應對閱讀能力模擬試

積極準備 累積經驗
本科期望幫助學生釋除中文

科為「死亡之卷」的疑慮，並鼓
動如箭在弦的作戰狀態，每年積
極安排學生參與聯校模擬試，讓
學生在卷一閱讀能力、卷二寫作
能力和卷四口語溝通部分累積實
戰經驗，並透過資深考官即時回
饋，知所改善。除聯校模擬試活
動外，本科更特邀請「璞中文教
育」在校內舉辦多一次卷一閱讀
能力模擬試，評卷後學生除獲得
等級預測外，該機構為中六同學
作試卷分析及應試技巧講座，讓
學生有充足的試前準備。
 

揮筆迎新年

溫暖湯圓，愛在元宵

普通話歌唱比賽99 100

華采鳳翎　傳情傳承 Together We Shine 



英國語文教育

締造英語實境 寓學習於娛樂
英文科於課內及課外，創建豐富的英文語境，鼓勵學生於實境中演練。課內各級進行小

型主題研習活動，透過匯報鍛鍊演說技巧及自信。課外英文活動亦多姿多彩，每年舉辦五花
八門的英語活動：如餐桌禮儀、班戟製作、遊戲繽紛樂等。每年五月的英文周更是亮點，活
動豐富如自編自導自演的歌舞劇、攤位遊戲、英語小賣站等，讓學生樂透之餘，更提供生活
英語「聽、說、用」的實境。
      

     

跨科英語學習 拓闊學習視野
本科期望拓闊學生學習英語的範圍，

安排有系統的跨科英語學習活動，讓學生
累積不同範疇的英語詞彙。每星期早會有 
「NET Chat」環節，由外籍英語老師介紹
跨學科字詞，配合各主題讓同學循環接觸應
用，達致深化學習的目的。除課外設有跨學
科英語外，課內亦與非英語老師作跨科協
作，設計學習材料及活動，教授相關跨科詞
彙，務求豐富學生學習英語的機會。
      
          

各類美食製作工作坊  萬聖節嘉年華 遊戲繽紛樂

早會「NET Chat」

跨科詞彙展示跨科英語攤位

建構全面平台 展示努力成果
每位同學都有展現英文能力的機會，

英語大使帶領每周恆常英文活動如英語角
午間閱讀分享、英語大使早晨廣播，也於
大型節目中擔任司儀，學生普遍對說英語
的信心得以提升。英文周集合各級精英組
成英文話劇團隊，創作校本劇目，擔任台
前幕後工作人員及演員；各班亦積極參與
「English Show Time」的午間演出，傾
力演出話劇、歌唱、朗誦等。活動既能活
用英語，提升自信，又能發揮班內團隊精
神，校園努力成果的機會比比皆是。

英語大使團擔任司儀

英文話劇同學施展渾身解數 

「English Show Time」

數學教育

循序漸進 培養學生數學思維
數學科從初中起培養學生的數學思維，於

中一推行數學馬拉松計劃，用全年的延展性活動
及進展性評估，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幫助
學生打好基礎；亦與電腦科合作，利用 Google 
Sketchup 學習幾何知識，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
技的能力；中二級利用數學幾何知識測量學校旗
桿的高度，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中三級成立數
學隊，訓練有潛質的學生參加校外比賽，讓同學
發揮潛能，盡展所長。高中設立數學精進班，讓
同學修讀數學延伸單元一或單元二。近年更積極
推薦部份數學精進班的學生，參加由香港大學數
學系主辦的數學博達通課程，讓學生增廣見聞，
並提升數學能力。

中一推行數學馬拉松計劃，選出「數王」

中二級利用數學幾何知識測量學校
旗桿的高度

香港佛教中學數學比賽獲亞軍及
隊制賽季軍

促進專業交流 提升教學效能 
本科積極與教育局及友校進行專業交

流，藉此了解新近的課程改革，期望提升
教學成效。本校數學科獲邀於 2017 年出席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主辦的「高中數學課程延
伸部分的時間表編製及學與教安排」研討
會，並作主題分享；2018 年積極參與教育
局 STEM 種籽計劃 ( 數學科 )，以推動數學
及 STEM 教 學， 並 作
回饋。本科亦推行共同
備課、提問技巧的科研
計劃及檢討會議，研究
教學難點，檢討學生表
現，並指出學生常犯錯
誤，以助科任老師調整
教學。

於本校舉行佛教會屬中學聯校數學會議

教育局 STEM種籽計劃 (數學科 )分享會

數學科主任王兆雄老師
獲教育局邀請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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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

活學科學 實踐科學探究
本校製造不同機會，讓學生「跑」出刻板的課室，以探究實踐學習科學。初中科學

舉辦不同的參觀活動，地點有太空館、濕地公園及中電能源效益展覽中心等，培養學生
對科學和相關範疇的興趣，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另外，初中科學配合不同年級的學習主
題，安排各級科學活動，如中一級飲管設計活動、中二級水火箭比賽、中三級太陽爐比
賽等，學生以小組合作形式進行連串的探索及實驗，不但有助啟發學生的求知欲，亦可
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

高中的物理、生物及化學科為協助學生掌握
科學的思考方法、實驗探究精神、判斷、解難、
協作及溝通能力等，每年均安排多元化活動及探
究活動，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及實踐科學，豐富
學習體驗之餘，更有助深化所學的科學知識。

熱熾的求知欲比太陽更高溫
參觀及體驗科學館內的展品 期待自製的火箭發射成功

太陽能車製作

紙飛機比賽

迪士尼物理世界

水果的維生素含量實驗

化學趣味實驗

生物大埔汀角紅樹林野外考察

科技教育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建構科技基礎 迎接創新未來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緊貼社會發展，期望學生能理論與實踐並行。初中電腦
科建構科技基礎，教授應有的電腦基本知識及應用技能，如：中文輸入法、辦公室應用
軟件、多媒體編輯軟件、3D 動畫創作、智能電話程式設計等。因應社會及科技日新月異

佛誕電子卡設計作品

校內中文輸入法比賽

潘梓聰及徐 思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拓寬商業思維 邁向多變環境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為學生提
供各種探索不同商業活動的學習平台，
為日後生活、學習及就業作好準備。本
科與資訊及科技組合作，為中五級修讀
學生介紹會計電腦系統 (MYOB)，令學
生認識現時會計行業內較為常用的會計
電腦系統，了解會計工作流程及工作範
疇，不但有助拓寬學生商業思維，亦可
及早準備未來升學或就業。科任老師積
極與經濟科合作，為學生安排校外活動
及比賽，例如參與花旗集團舉辦的少年
投資理財講座及財智星級爭霸戰、香港
財務會計協會舉辦的財務會計員基礎考
試等，透過活動讓學生掌握共通的商業
知識，以迎接變化萬千的商業環境。

花旗銀行：財智星級爭霸戰

商業常識問答比賽初嘗老闆滋味

的進步，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更
鼓勵學生了解更多資訊科技的發展
及接受不同的挑戰，透過學習活動
及比賽，如：參觀香港數碼港、佛
誕電子卡設計比賽、無線定位尋寶
比賽等裝備學生，擴闊視野，迎接
創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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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潛能 成就創意
除了常規課程外，課餘亦開辨 VexIQ 機械人課程、VexEDR 機械人課程、Arduino 電路板

編程訓練班及 AR/VR 製作班等供全校學生自由參加，期望讓更多學生接觸 STEM 教育，啟發
潛能，發揮創意。過去兩年，電腦科帶領同學參與多次科學、科技和不同類型的 STEM 比賽，
讓學生把 STEM 知識「學以致用」。競賽是學生提高實力，展示綜合素質的重要平台，提高學
生團隊協作精神和心理質素。學生團隊在多項比賽中屢獲佳績，值得肯定及讚賞。

STEM教育
有系統發展校本 STEM課程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STEM 教育推展如火如荼，本校亦不斷提升教師專
業知識、優化硬件設施，設立 STEM 資源中心，讓學生能在良好的學習環境
中，掌握 STEM 最新知識。自 2018 年起，本校為了讓更多學生有機會接觸
STEM 教育，落實將 STEM 融入校本課程，成為中一級常規課程，逐年推展
至中三。課程包括五個主題：mBot 機械人、VexIQ 機械人、LittleBits、四驅
車及 3D 打印，課程深受學生喜愛，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信心。

優化 STEM資源中心

設計校本 STEM教材，融入現實生活 學習簡單的電子零件及編程 學習槓桿原理、摩擦力、重心等
機械結構

利用 Arduino板及透過編程，
學習並製作智能家居

課餘課程同學發放智慧及
互相協助的精神

網龍 AR及 VR體驗製作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香港機械人學院 
2017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創意機械人巡遊活動 ( 高級組 ) 冠軍

亞洲機器人聯盟 
2017VexIQ 挑戰賽

銀獎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及香港少年機械人學會 
2018 VexIQ 機械人大賽耀星盃

連鎖反應冠軍

亞洲機械人聯盟 
2018 VexIQ 世界賽 香港區選拔賽

團隊冠軍

理工大學、數碼港及香港電腦教育協會
全港中、小學生機械人挑戰賽 2018：奪寶奇兵

二等獎

亞洲機械人聯盟
Korea Robot Science Education Corporation Asian Robotics League Korea Challenge

Build Award

亞機械人聯盟 
VexIQ 北區挑戰賽

冠軍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亞洲機械人聯盟
第 12 屆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 香港分區蔡章閣盃

機械人聯賽金獎、機械人創新設計獎

脈衝科技有限公司 
2018 VexIQ 脈衝盃

技巧賽冠軍及亞軍
團隊聯賽冠軍及亞軍

亞洲機器人聯盟 
2019 VexIQ 世界賽

金獎、評判獎、團隊聯賽亞軍

STEM & Reading
S T E M 是 S c i e n c e 、 Te c h n o l o g y 、

Engineering 和 Mathematics 的 縮 寫， 但 科 學
和人文，向來是現代文明的兩條腿，一些教育
界有識之士加入 A（Art 藝術）和 R（Reading 
閱 讀 ） 元 素， 讓 STEM 變 成 STEAM， 甚 至
STREAM，以融合更多領域的學習範疇。圖書館
與數理科合作，於 2018 年閱讀周舉辦 STEM 創
意閱讀之旅，在本校報恩堂展出虛擬實境 (VR)
及擴增實境 (AR) 圖書、有聲地圖、ABILIX 機械
人、VR 360 同步教學系統 VRTTK 及 3D 掃描
器及打印機等，讓同學親身體驗 STEM 創意閱
讀的樂趣。

好逼真啊

有聲地圖閱讀，新奇有趣

同學駐足觀看 ABILIX 機械人

勞澤邦及屈汝晉是香港區的代表出戰
「2018VEX IQ 機械人 世界機械人錦標賽」

 鄧鑑宏老師帶領蔡永聰及劉世邁同學，
出戰韓國賽事

勇奪創意機械人巡遊活動 (高級組 ) 冠軍 比賽中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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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

中國歷史、歷史
與時俱進 推展電子教學 

中國歷史及歷史科自 2015 年起推行電子學習，希望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習知識。教
師授課模式轉以學生興趣和能力為本，通過不同的網上平台如 NEARPOD、EDPUZZLE
等，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和動機，更重要是讓學生看到自己的學習過程和成果，並且獲
得回饋。中史科更於 2017 年參與教育局課後校本支援計劃，促進教學效能，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同時亦邀得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尹紹賢老師，蒞臨本校作嘉賓，分
享電子教學的經驗及反思，進行專業交流，大家獲益良多。

電子學習提升學生對中史科的興趣 歷史科利用電子器材，
進行電車之旅的史蹟考察

中史科科主任張志強副校長與教育局中史科
校本支援組定期開會，商討電子學習事宜

(右一為尹紹賢老師 )

教學靈活 善用外界資源
課程靈活，啟發學生思考與興趣，乃我校學與

教工作之特色。老師爭取不同渠道，尋找外界資源，
讓學生不局限於課本及課室內，使學習真正活起來。
中史及歷史科舉辦不同的活動配合教學，如校外參
加香港電台的「歷史文化學堂」，校內則舉辦「歷
史人物模仿大賽」等。學生自發搜集及分析資料，
籌備劇本，再於不同的平台測試自己的應變能力。
老師靈活的教學方法能啟發學生的潛能及培養他們
的自學能力。

參與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活動

師生錄製廣播劇《甲午風雲》後合照

化身成為不同歷史人物

佛化、佛學、倫理及宗教
全校推行禪修課

正念禪修近年在世界各地十分流行，其成效早已得到教育界及醫學界的肯定。十多
年前，本校已將正念禪修介紹給學生，隨著新高中學制於 2009 年以倫理與宗教科取代原
有的佛學科之後，正念禪修便成為了倫宗科宗教體驗活動重要的一環。老師除了於課堂
上教授倫宗學生禪修外，亦邀請法師到校教授學生禪修課。2015-2016 年，全校佛學科
皆由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取代，並開始於中一級佛化課程中加入禪修的元素。由 2016-
2017 年開始，更禮請釋慧恩法師到校為中一級學生主持正念禪修工作坊，訓練學生的專
注能力及教導他們減壓的方法，成效理想。

2017-2018 年是本校禪修課程發展的新里程，在陳廷驊基金及香港佛教聯合會的大
力支持下，禪靜軒得以落成啟用，佛聯會及會董釋衍空法師更為老師提供教授禪修課的
培訓課程，同時編寫一系列禪修課本及作業供各佛教學校師生使用。在種種因緣條件成
熟具足下，全校推行禪修課，學生從禪修課中獲益不淺。

正念禪修納入高中倫宗科作 
正規課程一部分

邀請法師到校進行禪修課

2017年禪靜軒開幕啟用

於禪靜軒舉行聯校禪修課

中一級加入禪修的元素 有趣味的佛教禪修互動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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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專題探究」講座：符湘南老師
為高中學生作講解

綜合人文及通識教育
初中愉快基礎學習 高中嚴謹延伸探究

本校通識教育科有機地連繫初中的綜合人
文科，讓學生在初中就奠定高中的根基。初中
的專題研習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及三個不同
層次的學習系列。學生從中學習與人溝通、繪
製腦圖、搜集資料、口頭匯報、製作簡報、撰
寫文字報告、做實驗、問卷調查、訪問、實地
考察等技能。這三年的研習為高中通識科的「獨
立專題探究」奠定了良好基礎，學生可利用初
中時學過的技巧完成高中的學科要求。課程讓
學生愉快學習，為高中的校本評核早作準備。

中一強調是語文、藝術，音樂的話劇表演

中二強調人文學科的社會現象探究

中三則以科學為本，以實驗發揮創意及解釋生活問題

地理 
探究遊蹤 實地考察

地理是一個結合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
科，它一方面讓學生理解文化、社會和經濟體系
的動態，另一方面幫助同學們明瞭自然景觀和環
境作用的變化。過去地理科致力利用不同「跑」
出課室的機會，例如參觀汽水廠、大埔工業邨、
科學園及內城區，讓選修地理的同學親身了解香
港城市及工業的發展情況；又到訪吉澳及東平
洲，探究海岸地貌，增強同學對地理環境的認識
和興趣，藉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參觀油麻地文物保育建築

菜聯社大埔林村有機農場考察

親自動手培植幼苗

在東平洲觀看層理清晰的頁岩

獲「築‧動計劃」青少年發展計劃── 2018-2019創業體驗活
動傑出佳領導獎及最佳宣傳團體獎

林麗珍老師及同學參觀「進激   職業大道」營商體驗計劃

何永康老師與同學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參觀本校義工隊營商計劃的攤位 ── 水晶世界

經濟 
重視跨科合作 創業營商親體驗 

經濟科積極加強與不同科組的聯繫，
安排營商體驗活動予學生，以助他們把理
論活學活用。科任老師帶領修讀經濟科
與企會財科的學生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由該局職員提供導賞團，簡介香港金融管
理局的職責、香港鈔票史等，讓學生從生
活起步培養商業能力。除參觀活動外，本
科又為學生提供創業體驗，如與本校義工
隊合作，參加於灣仔修頓球場的營商計劃
攤位及 2018-2019 年創業體驗活動。活
動由學生親自計劃、設計產品、宣傳、銷
售等，從商業角度分析是項活動的經濟成
效。創業體驗不但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更可加深他們對經濟科的認識，可謂一舉
兩得。

學生設計：一物兩用的飛行棋及鬥獸棋 ! 

可愛的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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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音樂  
一生一樂 樂繫社區

音樂教育對發掘及培養個人創造力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校音樂科於中一級推行「一人
一樂器」計劃，要求每名中一學生最少學習一種樂器，或加入本校中樂團、銀樂隊、合唱
團其中一個音樂組織，期望更多學生接受音樂薰陶。本科亦鼓勵中二級以上學生繼續參加
樂器班，令學生的音樂訓練得以延續。每年會安排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的表演、比賽及服
務，給予同學展現才華的機會。本校中樂團多次獲邀參與社區音樂會，如由康樂文化事務
處主辦的「關懷音樂會」、由華夏音樂促進會主辦的「灣仔文化－星、賞、樂」音樂會。
在音樂會上，學生落力表演，透過音樂表演服務大眾，與社區的音樂愛好者同樂。

中樂團奏出悅耳的中國樂曲

一人一樂器之銅管樂班 在「校園音樂大使」匯報音樂會中落力演出

「灣仔文化－星、賞、樂」外展音樂會演出者大合照

視覺藝術
美化校園 藝展才華

隨著講求創意及欣賞多元文化的社
會發展趨勢，視覺藝術科鼓勵學生以日
常生活和環境作基礎，以觀察、觸摸、
欣賞、分析（四周自然、人造物件）及
搜集資料，獲取創作意念，將意念展現
在藝術作品中。本科恆常保存學生優秀
作品，定期在視藝室作張貼展示；亦會
利用學生的優秀作品美化校園；中一至
中五級每年舉行壁報設計比賽，推行美
化校園計劃，務求多渠道彰顯學生成就，
提高學生自信，亦為校園締造藝術氛圍。

學校電梯大堂：辦學宗旨及
佛化教育掛畫

視藝科同學美化校史廊

60本好書龍虎榜壁報設計比賽

由零開始 編織夢想  
視藝科因應學生不同範疇的表現，就 5 個範疇 11 個項目進行獎勵，有系統地進行

紀錄，分別為優異習作、興趣班、美術比賽、美術學會及課堂表現並與「上學威龍獎勵
計畫」掛鈎，讓學生逐步編織屬於自己的藝術夢。以 2017 年畢業生金家浩同學為例，他
對時裝設計有著一份熱忱。從校內起步，累積經驗，到躋身公開比賽，參與大型的「2013
傳藝節時裝設計比賽」獲入圍獎；繼而於「國慶環保時裝設計比賽」中取得金獎及最佳
視覺效果獎；再於製衣業訓練局的「校服舊變身」比賽中獲取季軍；及至在「由時裝設
計概念到成品」工作坊中奪得最突出表現獎。視藝科創造一個開放的空間，鼓勵學生勇
往直前，編織美夢。

金家浩同學到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p 1 in U.S.A)修讀時裝設計

金家浩同學由嘉賓白韻琴小姐手中接過
「國慶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冠軍和

最具視覺效果獎項

視藝科主任羅慧中老師陪伴
金家浩同學築夢

藝術發展
藝展新風采 發放正能量

藝術發展是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校特設「藝術發展科」，
並加上課後延伸學習，務求學生於高中三年內享有總課時 5% 的經歷。本科教學策略是
讓學生輕鬆地透過欣賞、創作、表演及反思等學習活動去了解藝術，鼓勵學生多觀察及
接觸身邊的事物，積極投入學校生活，參與各類具意義的活動，校內如「鳳翎精神」漫
畫插圖創作比賽，以藝術宣揚我校正面文化；校外如中五級以「盆栽設計」為主題，學
生利用「廢物」循環再用，創作環保藝術品，再配上「日新慈善基金」贊助的有機耕種
蔬菜，參加杏花邨與環創社主辦的「環保嘉年華」，既向社群宣揚環保訊息，亦加強同
學與社區的聯繫。同學樂於參與各類活動，希望向社會大眾發放正能量。

棄置水杯變成一個既環保又 
美觀的盆栽

學生作品於「環保嘉年華」展出（後排右二
為李偉盛校長，右五為科主任陳紫湘老師）

學生製作環保盆栽， 
參與「菩薩行」義工服務

探訪灣仔區「老友記」，送上心意

「愛飛躍．夢想五十五：植物盆栽」
外型設計比賽冠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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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競技體育 熱熾鳳翎
體育科每年舉辦不同的班際比賽及師生比賽，讓全校師生均有機會參與或觀賞球賽，

提升對運動的認知和興趣。班際比賽包括籃球、西瓜波、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比
賽進行時，在場獻技的學生投入認真，觀戰的師生踴躍支持，鼓勵和打氣聲此起彼落，
令校內氣氛非常熱烈。每年亦舉行多項師生球類比賽，陸運會也會加入不同的師生遊戲
和比賽的環節，校長和老師均踴躍參與，在與眾同樂的同時，也藉此機會與球隊成員切
磋，讓師生在運動上有所交流，增進彼此了解和感情。球類競技為建立關愛和欣賞的共
融文化提供了合適契機，而這些力量亦慢慢凝聚成一種熱熾體育之風。

緊張刺激的師生足球比賽中六級班際籃球比賽 陸運會師生同樂障礙賽

堅毅拼搏 敢於挑戰
各體育校隊每年均會舉行選拔日，挑選

具潛質之學生來加強培訓，同時亦會鼓勵校隊
成員參加校內外的精英培訓，例如校內的集訓
營、校外的青苗訓練、南華青訓、球証培訓等，
藉以提升他們的技術和認知水平。另外，各體
育老師全心投入，以身傳教，鼓勵堅毅拼搏精
神，帶領學生勇敢踏出校園，參加各類體育比
賽，體驗高水平的比賽，感受運動的震撼，讓
學生對運動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濃厚的興趣。過
去幾年，學校籃球隊、排球隊及田徑隊等，持
續進步，屢見佳績。 女子籃球隊榮獲 2016-2017中學校際女子

(港島 )甲組冠軍

女子排球隊在場上充分發揮拼搏精神

第 27屆全港佛教中學田徑運動大會囊括多個獎項

課外活動

繽紛校園 盡展潛能
本校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設約 50 個學會和校隊，讓不同

能力的學生能在學業以外發揮所長，更有助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九種共通能力。課外活
動多姿多彩，充滿樂趣，亦增強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學術類 藝術類 興趣類

中文學會 英文學會 中文朗誦隊 英文朗誦隊 校園記者隊

電腦學會 口語傳意隊 中樂團 英文集誦 獅藝組

數學會 理學會 美術學會 合唱隊 園藝組

地理學會 商學會 音樂學會 銀樂隊 青年獎勵計劃

歷史學會 普通話社

通識學會  ﹣

中文朗誦隊薪火相傳，屢獲佳績
朗誦訓練已成為薪火相傳的活動，舊生

不忘師恩，每年都回校協助訓練學弟學妹參
賽，回饋母校，提攜後進。至今中文朗誦隊
戰績彪炳，實得力於薪火相傳的訓練模式及
資深老師團隊的悉心栽培。

英詩朗誦及集誦隊，表現出色
英詩朗誦訓練及培養學生個人朗誦的膽

量；英詩集誦除了提升學生的朗誦能力外，
訓練過程更能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讓學生
認識到只有與人合作，融入集體中，才能成
就更好。

園藝組開辦耕種課程，成就卓著
園藝組成員學習各類種植的知識和

技能，將耕作及綠化工作推展到校外，
學以致用，參加校外種植比賽，包括：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比賽、
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等，
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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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領袖類 體育類 導師班

男童軍 女童軍 田徑隊 男子足球隊 樂器班 素描班

紅十字會 義工隊 男子籃球隊 女子籃球隊 美術設計班 跆拳道班

展翎社 領袖生 女子排球隊 其他體育校隊 插花班 其他課程

鳳翎大使 公益少年團 導師班

圖書館理員  ﹣  ﹣

導師班選擇豐富，學生獲益匪淺
本校課外活動組與時並進、緊貼潮流，尋找新玩

意，豐富學生課餘生活，舉辦不同的導師班，激勵學
生主動爭取學習機會，每年舉辦的導師班大獲好評，
學生獲益良多。

領袖生熱心服務，值得讚賞
領 袖 生 團 員 龐 大， 包 括

總領袖生、小組組長、小組組
長助理等。除日常當值，協助
處理初中學生留校午膳之工作
外，亦會定期舉行全體領袖生
會議、組長會議等。無私奉獻
的精神，獲得師生們的讚揚。

足球隊團結一致，絕不放棄
本校足球隊定期訓練，訓練隊

員的足球技術及合作能力，更會邀
請車路士足球學校教練到校指導。
隊員無懼大大小小的挑戰，勇於參
與校內外比賽，值得欣賞。

鳳翎圖書館

Fantasy is Reality：翻轉圖書館

在訊息萬變的時代，學校圖書館也不斷自我完善，發展多元創意服務及活動，翻轉
圖書館的形象，資源和活動，務求滿足教與學的需求，提升讀者的資訊素養，更讓學生
從閱讀中學習。21 世紀的學校圖書館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多元化學習中心。除了實體書，
電子書及多媒體資訊的主流資源外，圖書館亦開拓其他類型的資源，如真人圖書館，AR/
V 閱讀訓練課程及各種體驗活動等，讓學生掌握更真實、更多樣化的資源及訊息。圖書
館活動更強調分享及交流，利用不同場合及活動，讓學生交流所學，因閱讀而學習實踐，
因分享交流而閱讀，這種奇妙的互動過程，正是「Fantasy is Reality 翻轉圖書館」的最
終目標。

真人圖書館 : 文字以外的閱讀資源

走出圖書館：共享所學，增進知識

Sharing Corner：同儕交流，共享所學

曾邀請林超英先生及曾鈺成先生作「真人圖書館」，與師生就環保及大灣區作交流分享

每年參與及舉辦不同的大型閱讀推廣活動，向校外人士推廣閱讀，展示及分享閱讀成果

Sharing Corner的主題非常廣泛，讓師生暢談及分享個人所知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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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秒電台 (MIU)                      
專業製作團隊  掌握校園脈搏

「校園記者隊」成員經專業導師教授各種器材的使用方法、拍攝技巧、編劇要素及
剪接技術，得以每日走訪校園不同角落，為日常學習所需拍攝不同的媒體教材。成員於
大型活動中擔當重要的崗位，負責音響控制、影片播放、錄製影片及拍攝等工作，務求
令活動順利完成。此外於每逢星期三的早會轉播，記者隊成員擔當主播，把社會及校園
的最新消息帶給同學。

與家教會合作的家長好書分享影片

秒秒電台大本營 -媒體創新中心 拍攝進行中

與英文科合作的 English Sharing 
Corner 影片

校園蒙太奇 引出新意念

秒秒電台興起蒙太奇，由不同的畫面連接
出現，產生各種效果，編出多彩多姿的故事。
校園記者隊負責老師為學生提供平台，鼓勵學
生進行媒體創作及欣賞，投入參與籌備、製作
及觀看媒體教材的過程，發揮自身的創造能
力。回首過去，秒秒電台成員創意十足，於不
同的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中獲得不少獎項，建
構出豐富多姿的人生道路。

獲 Bodhi360短片大賞  年度大賞 2018

獲得由香港電台主辦的第十一屆《傳媒初體
驗之天人合一》比賽中學錄像組優異獎

獲基本法微電影創作比賽  亞軍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專
業
匯
集
結
伴
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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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

家長教師會成立於 1999 年，致力促進家校合作，積極舉辦多項活動：蓮花燈製作
及祈福晚會、敬師日、黃昏音樂樂逍遙等，促進家校關係。
  

 

自強不息、盡心竭誠的輝煌
時光荏苒，轉眼間佛教黃鳳翎中學已踏入六十周年的大日

子，我也思緒萬千，記憶又回到孩子們初讀中學的那些年，見
證了學校自強不息，校長、老師盡心，竭誠。佛教黃鳳翎中學
確是充滿愛的地方，老師對學生適切的關懷，讓他們在這個充
滿愛的地方長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學校擔當著作育
英才的重任，並且培育出不少人才，貢獻社會。我特此衷心祝
賀佛教黃鳳翎中學創校六十周年，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努力不懈，
並把教育事業發揚光大。

關麗嫦女士
現任家長教師會顧問，前家長教師會主席

與「黃鳳翎」結緣
與「黃鳳翎」結緣已經有六個年頭，在這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校長和老師們的用

心和勤奮，對教學充滿熱誠，對學校每一份工作都很認真，對同學們有愛心。校長和老
師們細心聆聽每位同學的意見及心聲，同學們有什麼問題，他們都竭盡所能，協助同學
一一解決，就算遇到內斂、不善言的同學，他們都好像魔法師，清楚了解因由，主動與
他們分憂和分析。

我擔任家長教師會幹事不經不覺已經六年，能夠參與學
校工作，了解學校的運作和教學方向，從而使我和兒子更融洽
地相處，母子一起進步及成長。

學校迎來鑽禧校慶，是值得高興，分享喜悅的日子，在
此我代表家長教師會仝人謹祝學校「校譽日隆」，並希望家校
繼續合作，同心協力推動學校發展，為學生創建更理想的學習
環境。

陳惠霞女士
前家長教師會主席

校友會

本校在發展路上一直與校友並肩同行，時刻緊密相連。校友縱然畢業已久，仍心繫
鳳翎，在各自的領域上回饋母校，凝聚校友，惠澤學弟學妹。過去多年，任職各界別的
師兄姐經常回校分享讀書和工作心得，並熱心支持和協助籌辦校慶。
      

報恩堂修繕工程竣工暨禪靜軒開幕典禮

馬健雄校友 徐玉娟校友 黃鎮南校友 陳慧慧校友

譚廣濂校友

謝華秀校友

梁家棟校友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佛教自始以來都
講求「知恩報恩」。1956 年黃鳳翎居士捐資三十五萬 
，加上政府資助四十五萬建校津貼，籌建三載，佛教
黃鳳翎中學得於 1959 年正式成立，而位於二樓的學
校禮堂——「報恩堂」亦同時啟用。彈指一揮間，「報
恩堂」見證鳳翎學子成長五十多載。蒙陳慧慧基金有
限公司慷慨資助，12 月「報恩堂修繕工程竣工」標誌
着校園設施更臻完善。
  

何海基校友致辭節錄
……我離開母校已經 40 年了，然而我對母校的感情並

沒有褪減，我的小學、中學都是在這裏渡過，幾十年前，學
校的資源沒有現在這麼充足，設施也沒有今天這麼完善，報
恩堂變成了多功能活動場所，我們會在這裏打羽毛球、打乒
乓球，也會作為學會集會或考試場地。今天和大家分享報恩
堂修葺緣起，是希望在座每一位同學都能懷着一顆感恩之心，
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成果。將來當你們學有所成時，不要忘
了母校對你們的栽培，多關心母校的發展，在母校需要我們
的時候，予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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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

隨著香港回歸，兩地文化教育交流亦受到本地政府及學界所重視，我們喜與內地三
所中學結成姊妹學校，冀透過互相合作，彼此取長補短，發揮協同效應，為師生締造更
好，更多的學習交流機會。

  

兩校領導共同觀看
兩校學生演藝表演 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徐副校頒獎予本校學生

兩校教師參與趣味運動會

兩校學生互相贈送親手製作的禮物

2016 年 6 月 18 日校長與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校萬飛校長
代表雙方在《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畫教育交流合作意願書》上鄭
重的簽下了名字，締結成為“姊妹學校＂。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走進了我們的姊妹學校，看到我們同學都非常陽
光，非常積極，也非常有禮貌。同時也領略到黃鳳翎中學豐富的課程，能夠為每個同學
提供更好的個性化學習的機會，大家在課堂上的表現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萬飛校長分享

2019 年 6 月 13 日，李偉盛校長率領張志強助理校長、
沈婉群助理校長、陸平才老師、陶文煒老師及羅鳴宇老師一
行六人到東莞與兩所中學（東城第一中學、東城初級中學）
締結姊妹學校，為學術交流開拓更廣闊的空間。

李偉盛校長與東城初級中學楊穎峰校長

東城第一中學倫景潤校長
三所學校領導及東莞市東城地方官員出席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教育交流合作意願書》簽約儀式

結龍小學

本校與佛教黃焯菴小學於 2005 年結成「一條龍」學校，自此兩校師生合作互動更
為緊密。2017 年開始，本校更開設小六升中預備計劃名為「一條龍增益課程」，對象乃
佛教黃焯菴小學選取本校升中學生，藉此發掘學生潛能，配合學生升中需要，為其中學
生活作更好準備。計劃內容有 :

我手寫我心：透過中英文寫作，表達對師長感恩之情 心動的單車：透過踏單車活動，了解人體心肺功能

數學繽紛樂：通過活動，
將數學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媒體初體驗：透過短片製作，訓練口才

園藝顯心意：透過自製盆栽，送予母校，迎接畢業 成果分享會：展示成果，迎接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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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夥伴

學校積極引入校外機構，冀為學生提供多方平台，發掘潛能。

陳廷驊基金會
「陳廷驊基金會」乃由已故「棉紗大王」陳廷驊博士設立，陳博士大力支持佛學傳

布。2017-2018 學年為學校禪修課程發展新里程，在「陳廷驊基金」及香港佛教聯合會
的大力支持下，「禪靜軒」落成啟用，為全校推行禪修課提供更大的平台，辦學團體亦
出版了一系列的教科書，並提供各種相關禪修培訓課程予任教老師。

  
 

 
學校起動計劃

「學校起動計劃」於 2011 年推出，
旨在為學習條件稍遜的中學生提供各種機
會，並透過適切的項目，培育他們，建立
其自信心，啟發他們規劃人生，為日後升
學及就業，作好準備。推出迄今已有 76 所
學校、逾 66000 名學生受惠於該計劃。學
校 2018 年參加該計劃，為期兩年，冀推動
STEM 教育，包括 mBot、VexIQ 機械人、
LittleBits、四驅車及 3D 打印。課程深受學
生歡迎，發揮其潛能，實踐所學，提升學習
信心。
 

良師香港
學校於 2018-2019 學年參加為期一年的「良師香

港」計劃，負責老師為學生悉心安排不同的學習機會，
提供各種機會予學生接觸不同國家文化及職業背景的人
士，擴濶學習圈；又舉辦生涯規劃活動、參觀商業和社
福機構，令學生了解職場實況。

生涯規劃

政府自 2015 年向本港每所公營及直資中學提供五十萬元的經常性津貼，推行生涯
規劃教育。2017 年起，本校以增加常額老師替代撥款，在校內進一步優化六年一貫的生
涯規劃工作，廣結社會資源及專業伙伴，與學生同行，規劃未來。

  
中五級

• 強調協助學生了解畢業後的不同升學途徑，為自己訂
立升學路向

• 通過班主任課、展覽、高中多元出路講座等，協助學
生掌握不同資訊，訂立畢業後發展方向

重視升學輔導，每級各有重點

中一級
• 著重學生了解自我，裝備自己，建立良好價值觀
• 生涯規劃活動隨八月份正式開展 ; 透過工作坊、課

節、周會及試後活動等，讓學生為自己的將來做好
準備

    

中二級
• 強調生涯規劃的必要性，協助學生訂立個人目標
• 舉辦「目標訂立工作坊」及「我做得到分享會」，讓

學生明白應盡早做好生涯規劃，並思考人生的發展方
向和目標

    

中三級
• 著重引導學生瞭解個人能力及個性，協助學生選科
• 舉辦「人生規劃工作坊」及「自我認識性格透視工

作坊」，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及性格，在升學及
日後就職時選擇合適的發展方向

   

中四級
• 著重協助學生反思個人目標，

作更清晰的個人前途規劃
• 帶領中四級學生參觀職業博

覽，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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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
• 著重協助學生升學及掌握面試技巧
• 舉辦「JUPAS OEA 呈交工作坊」、「面

試工作坊」、「升學講座」等活動

  

職業分享講座
• 安排不同行業機構作分享講座，讓學生

了解職場要求，作好就業準備

職涯巡禮

邀請校友撰文分享職場經驗、入職條件

邀請家長同行
• 為中一、中三、中四、中六級

舉辦家長會，讓家長了解最近
升學資訊，協助子女規劃前途

  

職場實戰體驗
• 與政府及私人企業合

作，讓學生有機會體驗
職場生活，培養出開闊
視野和實戰能力

  

原來我得架 -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新達化工「愛 · 付出」

媒體訪談

媒體訪談﹕學生們通過大氣電波分享校園點滴，利用不同平台盡展所長，學以致用。
藉策劃、合作和反思的活動過程，鞏固所學，增長見聞。

電台分享

年份 機構名稱 / 節目名稱 主題

2013 年 1 月 「學友社」和「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的

文教節目 / 奮發時刻 DSE
師生攜手同行 : 

授業、解惑、鼓勵

2013 年 10 月 數碼 4 台校園台 / 校園巡禮 追求優質教育 提倡關愛欣賞

2013 年 12 月 商業電台 / 校園百科 生命教育與禪修

2014 年 12 月 「學友社」和「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的

文教節目 / 奮發時刻 DSE
教學有心人

2015 年 11 月 香港電台第一台 /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如何照顧學習多樣性

獲邀出席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教學有心人—傾心教室」節目，
與聽眾分享教學點滴

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如何照顧學習多樣性

師生兩次獲邀出席香港電台第五台的奮發時刻節目，與聽眾分享學與教的心得及
畢業生面對升學、出路等問題

數碼電台「校園巡禮」受訪者大合照 師生獲邀接受商台訪問，與聽眾分享
禪修課的經歷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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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分享

年份 機構名稱 / 節目名稱 主題

2013 年 2 月 星島日報 — 「星級 S 記者」 人生小配角夏韶聲

2013 年 10 月 和富青少網絡 — 「和富青少網絡通訊」 「取」與「捨」的藝術

2013 年 11 月 信報訪問 追求全人 PHD 教育

2014 年 2 月 信報 — 「優質教育專欄」 校長開壇—贏在轉捩點

2014 年 12 月 信報— 「優質教育專欄」 校長開壇—關愛學習 學習關愛

2015 年 1 月 明報— 「教得樂」
師生情誼 薪火相傳 — 

55 周年校慶

2015 年 3 月 星島日報 — 「星島教育」
黃鳳翎薪火相傳 校史室

傳承歷史 – 55 周年校慶

2015 年 4 月 明報 — 「教學有辦法」 校園小農夫 下田學惜食 

2015 年 4 月 南華早報 — School Beat Wander through school history

2016 年 12 月 大公報 — 港聞 香港各界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2017 年 4 月 東網 —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 2017　 消除分歧爆發潛能

星島日報 — 「星級 S記
者」人生小配角夏韶聲

和富青少網絡 — 「和富青少網絡通
訊」「取」與「捨」的藝術

校長開壇 — 贏在轉捩點上

南華早報 —  School Beat Wander 
through school history

東網 —  Panasonic學界籃球邀請賽
2017消除分歧爆發潛能

信報訪問 — 追求全人 PHD教育 明報 —  「教學有辦法」
校園小農夫下田學惜食

專題講座
專業交流﹕同工積極參與各專業機構舉辦之研討會，分享略見，同儕互動，藉交流

增長己見，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年份 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講座主題
2013 年 6 月 教育局 從實踐中學會關愛，在關愛中學習與成長

2013 年 10 月 香港教育大學
慈悲心與菩薩行的互動關係與生命成長 —  

在關愛與欣賞中成長

2014 年 10 月

灣仔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

少年中心及
佛教黃鳳翎中學

聯合舉辦

朗誦解碼暨邁向成功之路分享會

2015 年 3 月 香港佛教聯合會
「教育局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 ( 第二期 ) 試驗計劃」

經驗分享會

2016 年 11 月 教育局 中史科電子教學分享

2017 年 5 月 教育局
港島區「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學校支援網絡專業交流

第三次會議

2017 年 6 月 優質圖書館網絡 「優質圖書館嘉許計劃 2017」頒獎禮暨分享會

2017 年 12 月 教育局 中史科電子教學分享會

2017 年 12 月 教育局
「高中數學課程延伸部分的時間表編製及學與教安排」

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教育局 「STEM 種籽計劃成果」分享會

2018 年 6 月 香港教師中心 「AR / VR」推廣閱讀的先導經驗分享

2018 年 12 月 教育局
「高中數學課程延伸部分的時間表編製及學與教安排」

研討會

2019 年 6 月 教育局 促進家校溝通的校本機制

2019 年 6 月 教育局 「初中中國歷史科試教學校支援計劃試教」分享會

2019 年 6 月 教育局 數學科 STEM 活動

2019 年 7 月 教育局 「倫理與宗教科藏傳佛教學習材料」分享會

獲教育局邀請出席 STEM種籽計劃分享會
於香港教育大學學術研討會作分享
嘉賓，與與會人士分享佛化教育的成果

本校圖書館主任受邀到香港教師中心分享
「AR 和 VR」推廣閱讀的先導經驗

榮獲創意閱讀領域獎及被邀請出席優
質圖書館嘉許計劃頒獎典禮作分享

教務主任沈婉群助理校長及圖書館主任何慧貞老師
接受「優質圖書館網絡」頒發的獎狀

獲邀出席教育局舉辦的支援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校本經驗分享會作

分享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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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出席初中中國歷史試教學校支援計劃作 
試教分享嘉賓 獲邀請出席由教育局主辦的倫理與宗教科

藏傳佛教學習材料分享會作分享

港島區「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學校支援網絡專業交流第三次會議

獲邀出席教育局舉辦的中史科校本課後支援計劃作分享 朗誦解碼暨邁向成功之路分享會

由灣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及佛教黃鳳翎中學聯合舉辦朗誦解碼暨邁向成功之路分享會



外評摘要

教育局「校外評核隊」於 2015 年 10 月 12、14、15
及 20 日蒞臨本校，透過觀察、面談及參閱文件，了解學校
發展近況，並作客觀持平分析。學校感謝校外評核隊各成員
給予我們多方面的正面評價，並對我們作出的努力及成就予
以肯定和鼓勵。以下是外評報告的摘錄 :

前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計劃總監
葉祖賢先生分享教學心得

通識科備課會

管理與組織
• 學校發展方向清晰，領導層與教師溝

通充足，教師清楚所推行政策的理
念，有效建立共識及團隊精神。

• 教師關愛學生，獲得學生的信任及尊
重，得到家長的認同和支持。 

  
分級會

總括而言，學校穩步發展，努力應對學生學習差異；學校能夠透過自評，提升工作成效。

學與教
• 教師講解清晰、能有條理地帶出學習重點，亦普遍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及連繫

日常生活例子，協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
• 學校設立不同的平台及獎勵計劃，展示學生在學業與非學業方面的學習成果，讓學生獲

得肯定和表揚的機會，有助增強學習信心。

總結而言，課堂上師生關係良好，教師講解用心，課堂以外照顧學習多樣性策略豐富， 
成效不俗。

校風及學生支援
• 教師團隊的理念清晰，一致奉行「嚴而有愛」的原則，共建關愛校園，以讚賞、肯定及

鼓勵的策略支援學生成長，順暢推行訓輔、德育及佛化教育各方面的工作。
• 學校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活動，培養學生有禮及遵守常規、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以及鼓

勵學生參與服務，實踐校訓「顯悲」利他的菩薩行為。

整體而言，學校學生成長支援工作的覆蓋全面，目標清晰明確，能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
適切的成長支援服務。學校重視德育，有效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本校體育科主任榮獲「優秀教練獎」

外評報告全文上載於校網

學生表現
• 學生上課時安靜守規，樂於接受教師教導及回答教師提問。
• 學生尊重師長、有禮守規、秩序良好，與同儕相處融洽、投

入校園生活、對學校有歸屬感、積極參與校內外的活動，並
且熱心服務。

• 學生在香港學校朗誦節和音樂及運動比賽中，獲得不少個人
及團體獎項。學生在區內及全港傑出學生及領袖選舉中獲多
個獎項，成績令人鼓舞。

• 考慮學校中一收生的水平，學校在過去三年的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表現良好。

總述而言，學生有禮守規，熱心服務，成績令人鼓舞。  
 

增值資料

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學校增值資料報告
增值表現突出 : 學校核心四科 (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 ) 及最佳五科

的增值得分均達 9 級，排名位列全港得分最高百分之五的學校，表現為同區及相類收生
學校之冠；其中 8 個科目為高增值水平，達全港首 10%。總括而言，學校屬高增值學校。
  

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學校增值資料報告
增值表現理想：核心四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最佳五科的

增值得分達 7 級和 8 級，排名位列全港首 25% 的高增值學校，表現更是同區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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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想

2018-2019   6D 何俊霆

• 2016 香港佛教中學數學比賽
 小組季軍
• 2016 青 TEEN 講場 — 模擬法庭
 表現優異獎
 法律知識野外定向表現優異獎
• 2017 青 TEEN 講場 — 模擬法庭
 最佳證人
• 2018 公益少年團四十周年全港徵文比賽
 中學組亞軍
• 2018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
 灣仔區代表
• 2018 灣仔區傑出青年獎
•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試成績：2 個 5** 2 個 5* 2 個 5
• 入讀香港大學

2018-2019   6D 馬錦倫

• 2016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獎
• 2016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 2017 灣仔區傑出青年
• 2017 廠商會獎學金
 獲獎學生 
• 2017 學生會會長
• 2018「快樂的我」獎勵計劃
 嘉許獎狀
•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2017-2018  6D 趙思敏

• 2015 香港島灣仔區傑出學生
• 2016「卓越今天 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獎學金
• 2016「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港島區高中組金獎
• 2016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韓國交流團」
 灣仔區代表
• 2016「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務工作嘉許計劃」
 金獎狀
• 2017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第六屆中文科聯校活動小組討論比賽
 表現卓越獎
•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每個人各有所長，只要擁有一顆求知好學的心，並持
之以恆，理想並非是遙不可及，反過來往往給我們動力，挑戰自己，克服困難，為未來
而奮發！以下只臚列近五年部分同學資料作分享，互勉。

2017-2018  6A 簡可圖

• 2014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三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 2015 中西區區議會及摩星嶺之友合辦「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蹤比賽」
 學界組季軍
• 2015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主辦「喜耀明日領袖訓練營」
 獲選者
• 2016 南華早報及香港賽馬會聯合主辦「年度學生評選」
 最佳進步獎
• 2016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得獎生

2016-2017  6D 何健蕾

• 2015「扶輪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 2016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
• 2016 灣仔區青少年發展協會「《感恩行動》Pass It On 學生自拍比賽」  
 冠軍
• 2016 政賢力量「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卓越學生領袖獎
• 入讀香港嶺南大學

2016-2017  5D 陳利榮

• 2014 第 11 屆解難奧林匹克中港資優生大賽
 個人賽銅獎
• 2014 香港聲之動藝術協會、灣仔區議會、灣仔社團活動中心合辦
 「基」本法微電影創作比賽亞軍
• 2016 教育局主辦北京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獲選學生
• 2017「原來我得架」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獲得李樂盈獎學金
•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2015-2016 6D 金家浩

• 2013 灣仔南分區委員會及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灣仔南分區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學生組冠軍
• 2014「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傑出中學生獎
• 2014 音樂事務統籌處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組 
 銅獎
• 2014 教育局、傑出青年協會、青苗基金合辦 明日領袖獎 
 得獎生
• 2014 製衣業訓練局時裝學院設計比賽「由時裝設計概念到成品課程」
 最突出表現獎
• 2014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辦之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傑出青年獎
• 2015 獲美國十大藝術學院之一的高等學府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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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6D 徐 思

• 2013 教育局、傑出青年協會及青苗基金合辦 明日領袖獎
 得獎生
• 2014 年度香港會計師公會之中學組獎學金
 得獎生
• 2014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 Harvard Book Prize
 第三名
• 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甲組
 冠軍
• 2015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得獎生
• 2015 香港青年協會《有心計劃》之「有心學生」
 得獎生
• 20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
 冠軍
• 20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青少年排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
 季軍
• 入讀香港大學

2014-2015 6D 張諾亞

• 2012 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三、四級佛教作品獨誦 季軍兼優良獎狀
• 2012 第 6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 中文 )
 優良獎狀
• 2013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晶文薈萃」優秀文章 ( 中文 )
 獲選「十優文章」
• 2014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傑出中學生獎
• 2014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 宏施慈善基金 ) 
 傑出操行獎
• 2014 覺醒心靈成長中心有限公司第四屆「寶林禪寺方丈紀念卓越獎」
 聖一大和尚獎
•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2014-2015 6D 羅兆庭

• 2013 灣仔區滅罪禁毒口號創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 201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得獎生
• 2014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5 銅管小組
 銀獎
•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何俊霆（2019年畢業生，就讀香港大學）
過去六年中，有幸得到母校師長的悉心栽培，使我有機會嘗

試不同形式的活動，發掘自己的長處，了解自己的弱項，找到對
未來的目標和方向。寄望仍在校的各位學弟妹也能找到自己所長、
訂立志向。

岑浩麟（2018年畢業生，就讀香港科技大學）
在佛教黃鳳翎中學的日子，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師對

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他們除細心教導外，還在升學的路途上，
給予我莫大的幫助。老師們很耐心地給予我專業意見，令我成
功入讀心儀學系。一所學校是否能培養出色的學生，絕對不是
取決於學校的排名，而是老師們對學生的關愛和對教學的熱誠，
佛教黃鳳翎中學的老師，正正具備這些素質。

唐理（2017年畢業生，就讀香港大學）
這次自己考獲的文憑試成績總算沒有辜負學校和家人對我的

期望，過往三年因為對前途著緊而拼搏的心力也沒有白費。單憑
我個人努力和感悟絕對不夠，學校對同學的支援由其重要，例如
每科老師都會整理充足的試題和練習讓我們作應試操練，又舉辦
選科面試就業講座，為我們提供明確的資訊和幫助，應付挑戰。
若沒有他們，恐怕我這次成績不能如此。所以我要珍惜及感謝學
校對同學一直的支持和鼓勵。

潘啟聰（2016年畢業生，就讀香港大學）
母校每位老師對我關護備至，同學友愛互助，當我學業遇到疑

難時，老師們都會用心一一講解，將我心中的疑難解開。當我迷惘
時，他們都會鼓勵及支持我，讓我在踏上文憑試的路上，確定有一
群好友及良師同行。您們的鼓勵及支持成就今天的我。

黎可恩  （2015畢業生，就讀香港科技大學）
在母校，每一點一滴都是我青蔥歲月的美好回憶。我在這裏成

長，在這裏認識到一班好同學、好朋友。陸運會我們創作為同班同學
打氣的班歌，親手印製獨一無二的班衫。在中六，考試的壓力雖大，
但大家互相勉勵與幫助，共同為將來努力奮鬥，一路上並不覺孤單。

摘星旅途

期盼同學們在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佳績。以下邀請近五年應屆文憑試同學分享，細
說他們摘星之旅，當中洋溢着感恩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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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第 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
朗誦比賽 獲獎生合照

星島第三十屆全港校際辯論
比賽 最佳辯論員及最佳交互
答問辯論員  5D汪博潤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中文組）冠軍 
1A蔣鷺藝 3E趙思敏

第四屆「寶林禪寺方丈紀念
卓越獎」獲獎生合照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學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一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1D 關文杰

中二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2A 陳凱琳

中二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2A 蔡程民

中三、四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3E 趙思敏

中三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3E 鄺映軒

中四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4A 陳星宇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對話
亞軍兼優良獎狀

4A 陳星宇 4D 譚承豐

中五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5D 董嘉杰

中五、六級道教詩文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及蓬瀛仙館盃

5D 董嘉杰

中五、六級道教詩文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5E 鄧旭鏘

中五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兼榮譽獎狀

5E 梁可宜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中五級男子英詩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5D 張竣然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妙法盃」聯校時事評論比賽 - 佛學時
事評論比賽

初中組冠軍 4D 羅文亮

星島集團 星島第三十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及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5D 汪博潤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第 31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5D 陳梓立

家庭學習協會、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系、奧林匹克教育協會

第 12 屆資優解難大賽 中二級銀獎
2A 劉子文 2E 何俊霆 
2A 陳譽享 2A 余煒達 
2A 王俊賢

香港中文大學、將軍澳官立中
學、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香港
潮商學校、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
（中文組）

中一級冠軍 1A 蔣鷺藝 

中三級冠軍 3E 趙思敏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Speaksy Workshop 2015
Best Topic 3E 陳利榮

Best Speaker 3E 趙思敏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2015 Harvard Book Prize 

第一名 5D 潘啟聰

第二名 5D 馮焯林

第三名 5D 徐 思

鳳翎學子文武雙全，多年來參與不同範疇比賽，獲獎無數，以下臚列近五年來所獲
的部分獎項，與大家分享成就。讓我們一起為鳳翎學子喝彩，並寄望他們日臻完善。

2014-2015學年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第十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網上寫作計劃

傑出文章獎 4A 陳星宇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5D 黃曉婷

第 32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4B 周玉姣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妙法盃」聯校佛學廣播劇比賽 2015 中學組亞軍 4D 林浩東

覺醒心靈成長中心 第四屆「寶林禪寺方丈紀念卓越獎」

衍亮大和尚獎 6D 余金笑

見智大和尚獎 6D 蕭寶兒

聖一大和尚獎 6D 張諾亞

悟明大和尚獎 6D 葉芷澄

卓越大獎第一名 6D 葉芷澄

卓越服務獎
（校友）張國新 
（校友）李家賢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5 NXT 中學組一等獎
2C 潘奕名 3B 陳宏燊 
3E 黃梓鈞 4B 侯衛深

體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4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丁組 200 米冠軍 3E 何文博

男子丁組 200 米亞軍 4A 潘梓聰

男子丁組跳遠冠軍 3E 何文博

男子公開組 4X400 米接力冠軍
6A 張家洛  6C 鄺兆輝
6D 李豪鍵  6D 黃子軒

男子丙組 200 米亞軍 6A 張家洛

男子丙組跨欄亞軍 6D 李豪鍵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冠軍

2A 陳凱琳 3D 簡可龍
3D 陳弘軒 3E 何文博

亞軍
4A 潘梓聰 5A 黃俊偉
6A 吳素紅 6D 余金笑

南區區議會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合辦

2014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丁組跨欄亞軍 3D 簡可龍

男子丁組 200 米冠軍 3E 何文博

男子丁組 4x100 米接力冠軍
3D 簡可龍 3D 陳弘軒
3E 何文博 4A 潘梓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冠軍

3D 劉婷婷 5D 施嘉希
5D 曾蔚妍 5D 徐 思
5D 黃曉婷 5E 梁可宜
6A 潘　妍 6B 劉凱恩 
6C 曹倩彤 6C 關咏欣 
6C 聞馨兒 6D 蔡嘉敏 
6D 蘇立虹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子丙組 50 公尺蛙泳亞軍 2A 吳畢維

南華體育會 南華體育會青少年田徑測試賽

男子組 200 米冠軍 6A 張家洛

男子組 100 米冠軍 6A 張家洛

男子組 100 米亞軍 4A 潘梓聰

屈臣氏集團、民政事務局、
教育局合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 黃曉霖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第二區）

男子丙組鐵餅亞軍 2E 左竣銘

男子乙組跳遠亞軍 3E 何文博

女子甲組 200 公尺亞軍 2D 張簡浩

南區分齡田徑賽 
男子丁組 4X100公尺冠軍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港島區第三組）
隊際體育精神獎

學界女子甲組校際排球比賽 
甲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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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激．職業大道」
營商體驗嘉年華 
最多人數光顧大獎

耕耘大賽 — 
中學組最佳組別

香港女童軍總會慈善獎券籌款運動
全港最佳銷售獎第十名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乙組季軍

2A 陳凱琳 2E 侯雅芝 
3A 廖玲玲 3A 車美緻 
3B 高海嵐 3C 黃愷琳 
4D 林佩盈

女子團體總亞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排球隊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隊際體育精神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足球隊

藝術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5 銅管小組銀獎
3D 李正賢 3D 梁子儀
3E 黃麗恩 4D 黎子康 
4D 黎子健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笙獨奏初級組亞軍兼優良獎狀 2A 吳畢維

19 歲或以下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男中音亞軍兼優良獎狀

4A 王志超

灣仔區議會、灣仔社區聯會 2015 慶回歸道路交通安全填色比賽 亞軍 1A 袁美君

製衣業訓練局
製衣業訓練局時裝學院設計比賽
（「由時裝設計概念到成品課程」）

最突出表現獎 5D 金家浩

曾璧山中學、李求恩紀念中學、
歐羅有機農場及 138 生活智慧站

第二屆有機耕種慈善耕作比賽 耕耘大賽 — 中學組最佳組別
2E 胡朗然 2E 簡文軒 
2E 何耀鋒 2E 陳文杰 
2E 劉學軒

服務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灣仔委員會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高級及榮譽獎章 6D 鄭芷晴

2014-2015 年度灣仔區主題活動比賽 主題活動金獎 4A 羅晃宏 4C 范銀華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慈善獎券籌款運動 全港最佳銷售獎第十名
港島第六隊女童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其他

灣仔青年 Teen 地 「進激．職業大道」營商體驗嘉年華 最多人數光顧大獎

3E 鄺映軒 3E 林芷瀠 
3E 陳凱翹 4A 何欣穎 
4D 羅文亮 4D 梁凱喬 
4D 林芷冰 4D 全柔霖 
4D 何健蕾

香港電台及平和基金 第十屆傳媒初體驗採訪比賽 季軍

1D 蔡垚  2E 劉彥祖 
3B 陳嘉祐 3C 黃雪純 
3E 陳利榮 3E 林芷瀠
3E 黃麗恩 4C 陳厚翔 
5E 陳家宝 6C 趙梓維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踪比賽 2015 

第二屆《基本法》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
排球比賽（港島第二組）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學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中一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1D 梁祐維

中一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2A 譚　曦

中一、二級粵語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及
香港佛教聯合會盃 

2D 關文杰

中二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2D 梁浩楷

中三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3D 蔡程民

中五、六級粵語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及
香港佛教聯合會盃 

5A 陳星宇

中五、六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5D 譚承豐

中五、六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兼榮譽獎狀

5A 陳星宇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3A 關子龍

家庭學習協會、
國際新標準教育有限公司

第 13 屆資優解難大賽 中二組個人賽銀獎 2A 蔣鷺藝

摩星嶺之友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踪比賽 學界組冠軍 5A 王志超 5D 黃家良 

U-HEARTS 兩地一心
兩地一心「Express 我的夢想」
創作比賽 2015

初中組文章亞軍 1A 張　穎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恒源祥文學之星」一等獎及
旭日文學之星

4A 傅雅欣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盃 2016
（中英文組）

中英文組團體大獎

1A 張　穎 1A 翁嘉誠 
1A 張庭瑋 1D 林昭樑 
1D 馬浩倫 2A 江毅霖 
2D 洪佳琳 3A 何卓蓓 
3A 梁梓軒 3A 莫嘉倫 
3A 馬錦倫 3E 許鎵琳 
4A 吳文杰 4A 黃梓鈞 
4D 李　顥 4D 岑浩麟 
5D 馬衍倫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6

港島區高中組金獎並獲全額資助參
加「優勝者廈門交流四天團」

4D 趙思敏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 第五屆中文科聯校活動小組比賽 表現卓越獎 5D 何俊謙

香港青年協會
楊鐵樑爵士英語大使計劃 
英語演講「SPEAKSY 工作坊」

最佳演講 5A 包頌言

Buddhist Association
Joint 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Best Individual Response 5A 游韻彤

Best Speaker 5D 馬衍倫

2015-2016學年

銅管小組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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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第二組別）
女子甲組季軍

第 26屆全港佛教中學
聯合運動大會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2016 Harvard Book Prize 第一名 5D 唐理

教育局 第二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徵文比賽 中學組亞軍 5A 羅靖盈

國際扶輪社 扶輪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D 何健蕾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港島第二組別） 女子甲組冠軍 

4B 廖玲玲 4C 劉婷婷
5D 林佩盈 6C 梁可宜
6D 施嘉希 6D 徐 思
6D 黃曉婷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港島第二組別） 女子甲組季軍

2A 譚　曦 3A 李麗妍
3D 張簡浩 3E 鄭剴尹
4B 黃雅汶 4C 麥翠儀
4D 賴芷君 5A 詩維德
5A 鄧曉欣 5A 王錚媛
5D 林涴汶 5D 施華蕾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5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200 米冠軍 3D 張簡浩

男子丙組 200 米亞軍 4A 陳弘軒

男子丁組跳遠亞軍 4D 何文博

男子丁組 200 米冠軍 4D 何文博

男子丁組跳高冠軍 6A 黃偉邦

男子丙組跨欄亞軍 6C 顧樂勤

香港佛教聯合會 第 26 屆全港佛教中學聯合運動大會

女子乙組 400 米冠軍 4D 賴芷君

女子乙組 4x100 米冠軍
2B 吳佩盈 2C 吳佩慧
4C 高海嵐 4D 賴芷君

女子乙組 800 米冠軍 4D 賴芷君 

女子乙組跨欄亞軍 2B 吳佩盈

女子乙組跳遠冠軍 4D 賴芷君

女子乙組個人全場冠軍 4D 賴芷君

女子甲組 100 米冠軍 3D 張簡浩

女子甲組 200 米冠軍 3D 張簡浩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3D 張簡浩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冠軍 3D 張簡浩

男子乙組 100 米冠軍 4D 何文博

男子乙組 200 米冠軍 4D 何文博

男子乙組 400 米冠軍 4D 朱博遠

男子乙組 4x100 米冠軍
2A 區宜倫 2C 周浚峰
4A 簡可龍 4D 何文博

男子乙組跳高亞軍 4D 朱博遠

男子乙組跳遠冠軍 4D 何文博

男子乙組個人全場冠軍 4D 何文博

男子甲組 4x400 米亞軍
4D 岑浩麟 5A 王志超
5D 黎子康 6A 黃偉邦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亞軍 4C 張偉康

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勝利 —

全港中學生徵文及海報設計比賽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中學合唱（初級組）金獎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
設計系列 2015環保盆栽比賽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香港佛教聯合會 第 26 屆全港佛教中學聯合運動大會

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4C 張偉康

男子乙組全場團體亞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男子乙組

男子甲組全場團體亞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男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第一區）

女子甲組 100 公尺冠軍 3D 張簡浩

女子甲組 200 公尺亞軍 3D 張簡浩

女子甲組 4x400 公尺冠軍
3D 張簡浩 4B 廖玲玲
4D 賴芷君 5D 施華蕾

女子甲組全場團體亞軍
3D 張簡浩 4B 廖玲玲
4D 賴芷君 5D 施華蕾

女子乙組 400 公尺亞軍 4D 賴芷君

男子甲組 100 公尺亞軍 4A 陳弘軒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亞軍 4C 張偉康

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4C 張偉康

男子乙組跳高冠軍 4D 朱博遠

聖雅各福群會 單車機挑戰賽
團體公開組冠軍 

4D 陳鑑霖 4D 林盛坤 
5D 何俊謙 5D 唐　理

個人分齡組冠軍 5D 譚承豐

屈臣氏集團、民政事務局、
教育局合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證書及獎學金 500 元 6D 施嘉希

藝術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銅管小組銀獎

3D 李正賢 3D 梁子儀 
3E 黃麗恩 4D 黎子康
4D 黎子健 4D 歐陽煒烽
6D 羅兆庭

澳洲聖西西利亞音樂學院 第二十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八級木管樂組冠軍 陳桂欣（1415 畢業生）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系列 
2015 環保盆栽比賽

中學組瓜果類組冠軍
3A 洪　燕 3A 林敏樺
3E 陳文杰 3E 何耀鋒 
3E 簡文軒 3E 劉學軒
3E 胡朗然 5B 陳珈欣中學組總亞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勝
利——全港中學生徵文及海報設計比賽

二等獎 4B 江雄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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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通識年賽 評判大獎

香港青年協會 — 《有心計劃》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中學合唱（初級組）金獎

1A 謝天祐 1A 袁樂欣
1A 洪佳茵 1B 施宏熹 
1C Quencie  1D 馮曉暉
1D 林昭樑 1D 林鍵
1D 梁祐維 1D 麥凱喬 
1D 莫濋嵐 2A 莫嘉麒 
2A 歐陽嘉燕 2A 袁美君 
2A 庄霖珊 3A 何卓蓓
3B 林珮茜  3C 紀思琪 
3E 侯雅芝  3E 何沚珊 

中樂團（中樂組）金獎

2A 區宜倫 2B 李宜臻 
2D 何鎮翹 2D 梁浩楷 
2D 梁嘉晋 2D 譚熙耀 
2D 蔡垚  2D 黃諾琳 
3A 梁梓軒 3A 吳畢維 
3D 龔景汝 3D 劉熙朗 
4A 余芷欣 4B 陳宏燊 
4C 施樂龍 4D 鄭昌霖 
4D 廖家慧 5A 陳星宇 
5C 張銅丹 5D 歐陽俊浩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卡設計比賽
手繪創作組（中學高級組冠軍 ） 4B 江雄渾

電腦設計組（中學組亞軍） 5A 李樂欣

服務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6 隊伍優秀女童軍 5D 鄭藝惠

教育局、
公益少年團灣仔區委員會

公益少年團比賽
韓國交流團傑出團員 4D 趙思敏

學校優秀團員獎 5B 羅晃宏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計劃》

有心學校—義務工作金獎
5A 何欣穎 5D 羅文亮 
5D 梁凱喬 5D 林芷冰 

有心學校—義務工作銀獎

4A 陳凱翹 4B 陳佩玲 
4D 關穎欣 4D 鄺映軒 
4D 莫慧心 5A 鄭忠耀 
5A 羅惠允 5D 羅清楊

其他

通識年賽 社會科學通識年賽惜食通識盃 評判大獎
5A 鄧曉欣 5A 游韻彤 
5D 夏國傑 5D 何俊謙 

MTR 港鐵
「TRAIN」出光輝每一程 MTR "'Train' 
for Life's Journeys" Programme 2015

表現優異證書 5A 游韻彤 5D 何健蕾

灣仔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感恩行動》 Pass It On 學生自拍比賽 冠軍 5D 何健蕾

佛教黃焯菴小學 
接力邀請賽 冠軍隊伍

中學校際女子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冠軍 佛教黃焯菴小學

接力邀請賽 冠軍隊伍
 第六屆聯校中文科小組討論比賽 
表現卓越獎 5A陳琛焱 5D趙思敏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學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 屆香港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中二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2D 陳顥元 

中一、二級粵語道教詩文作品朗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2D 梁祐維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
亞軍

2D 朱政駧 

中三、四級粵語道教詩文作品朗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3D 關文杰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4D 馬錦倫 

香港律師會
「青 TEEN 講場 2016」
模擬法庭比賽

最佳證人演繹大獎 5D 林盛坤

最佳律師大獎 5D 呂以熙 

亞洲機械人聯盟 VEXIQ 挑戰賽 2017 銀獎
1A 陳日進 1A 劉偉樂 
2D 蔡永聰 2D 劉世邁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2017 Harvard Book Prize 第一名 5D 趙思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第二屆全港非華語中學生粵語朗誦比賽 二人合誦 亞軍 1B 阿麗絲 1B Quencie 

賽馬會「連。齡」
跨代共融社區計劃

「齡界限」全港學生演講比賽高中組 優勝獎 5D 趙思敏 5A 林俐彤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 第六屆中文科聯校活動小組討論比賽  表現卓越獎 5A 陳琛焱 5D 趙思敏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徵文比賽 中學組冠軍 5C 麥翠儀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 第三組第一區 )

女子甲組 4X400 公尺冠軍
5C 蔡顯柔 5D 賴芷君 
5B 廖玲玲 5B 張簡浩

女子甲組 200 公尺亞軍 4B 張簡浩 

女子甲組 100 公尺亞軍 4B 張簡浩

男子甲組 200 公尺冠軍 5C 陳弘軒

男子甲組 100 公尺亞軍 5C 陳弘軒

中學校際女子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冠軍

3A 譚　曦 3A 袁美君 
3A 庄霖珊 4B 張簡浩 
4C 李麗妍 4D 李海彤 
5B 黃雅汶 5C 蔡顯柔 
5C 麥翠儀 5D 賴芷君 
6A 詩維德 6A 鄧曉欣 
6A 王錚媛 6D 施華蕾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

女子丙組跳高冠軍 5C 劉婷婷 

女子丙組 100 米冠軍 4B 張簡浩

女子丙組 200 米冠軍 4B 張簡浩

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4B 張簡浩

男子丙組鉛球冠軍 5D 鄧偉強

男子丁組跳高冠軍 4D 賴卓賢 

男子丙組 100 米亞軍 6A 潘梓聰

男子丙組 200 米亞軍 5D 何文博 

2016-2017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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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創作組〈中學高級組〉
冠軍 4C李麗妍

港島總部傑出紅十字
青年會員 6D蘇寶權 

灣仔區公益少年團
周年頒獎 主題活動比賽金獎2016「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

中學組總冠軍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友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冠軍
2C 吳佩慧 2D 陳楚翹 
3B 吳佩盈 4B 張簡浩 

男子組冠軍
5C 陳弘軒 5C 簡可龍 
5D 何文博 5D 郭偉成

顯理中學 友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冠軍
2C 吳佩慧 2D 陳楚翹 
3B 吳佩盈 4B 張簡浩 

亞軍
5C 陳弘軒 5C 簡可龍 
5D 何文博 6A 潘梓聰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聖雅各福群會

全港中小學校際室內單車機挑戰賽 團體接力賽亞軍
5D 陳鑑霖 5D 張偉康 
5D 郭偉成 5D 林盛坤  

　
　
　
聖雅各福群會
　
　
　
　

2017 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活動「我地主
埸最強大比拼――單車機比賽」

個人冠軍 5C 鄭逸然 

個人亞軍 5C 施樂龍 

團體冠軍
4C 蔡程民 5C 鄭逸然 
5C 施樂龍 5C 江梓揚 

「單車 X 環保嘉年華攤位暨單車機比
賽」

個人挑戰賽初中組冠軍 3D 周浚峰

個人挑戰賽公開組冠軍 5D 張偉康

團體接力賽公開組冠軍
5A 張偉樂 5D 許子健 
5D 溫日華 5D 呂以熙 

佛教黃焯菴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 接力邀請賽 冠軍
4B 張簡浩 5A 簡可圖 
5A 張偉樂 5B 廖玲玲 

屈臣氏集團、民政事務局、
教育局合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證書及獎學金 500 元 4B 張簡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200 公尺冠軍 3B 梁錦杰 

女子乙組跳遠亞軍 3D 陳楚翹 

女子甲組 4X400 公尺亞軍
4A 庄霖珊 4A 袁美君 
4B 吳佩盈 3C 吳佩慧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 港島區第二組 ) 女子組團體總亞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籃球隊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 港島區第二組 ) 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排球隊

藝術

職業訓練局
VTC 應用學習課程「mySTYLE 時裝及
形象設計表演 2016」

最佳顏色配搭 6A 姜秀玲 6A 詩維德 

灣仔區議會、發展、規劃及
交通委員會

2016 道路交通安全填色比賽
中一至中三組冠軍 3A 袁美君

中一至中三組亞軍 3A 官子悅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卡設計比賽 手繪創作組（中學高級組）冠軍 4C 李麗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笙獨奏—高級組亞軍 4A 吳畢維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銀樂組銀獎

1D 陳泓達 2D 馬浩倫 
2D 林昭樑 2D 蔡永聰 
3D 劉俊余 4A 何卓蓓 
5A 黃梓鈞 5A 梁子儀 
5D 黃麗恩 

「著綠校園計劃 Go Green, Act 
Green」校際短片拍攝比賽 

最綠短片大獎
第 28屆閱讀嘉年華 
最佳藝墟獎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優秀隊伍獎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
2016「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

中學組總冠軍
3C 羅叡偲 4A 陳文杰 
4A 何耀鋒 

園藝組、蔬菜及香草類組冠軍
4A 簡文軒 4A 劉學軒 
4B 胡朗然 4B 洪　燕 
4B 林敏樺 4D 何俊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7 香港花卉展覽中
學組盆栽種植

賞果植物亞軍 4B 洪  燕 4B 林敏樺 

服務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灣仔區 公益少年團比賽

主題活動比賽金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公益少年團

韓國交流團傑出團員 5D 林芷瀠   

高級獎章 5C 羅晃宏  5D 趙思敏  

傑出團隊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公益少年團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紅十字會「漸進式活動計劃」 港島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D 蘇寶權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
6D 羅清楊  6D 何健蕾  
6D 羅文亮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7 隊伍優秀女童軍 5D 廖家慧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優秀隊伍獎
第 6 隊女童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義工運動金獎

3D 吳文就 4C 李康宏 
5A 陳凱翹 5B 陳佩玲 
5B 車美緻 5D 林芷瀠
5D 關穎欣 5D 趙思敏 
5D 廖家慧 5D 陳鑑霖 
5D 莫雪華 5D 鄺映軒
5D 莫慧心 5D 蘇威丞 
6D 林芷冰 6D 梁凱喬 
6A 何欣穎 6D 羅文亮

義工運動銀獎

1D 陳韻渝 3D 吳文就 
5A 陳凱翹 5B 陳佩玲 
5B 車美緻 5D 陳鑑霖
5D 鄺映軒 5D 莫慧心 
5D 莫雪華 5D 廖家慧 
5D 關穎欣 5D 趙思敏 
5D 林芷瀠

新界校長會 「今日公益 ‧ 明日領袖」 社會創意服務獎
4C 李康宏 5D 林芷瀠 
5D 鄺映軒

其他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 28 屆閱讀嘉年華 最佳藝墟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圖書館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6
機械人 EV3

中學組一等獎
2D 劉世邁 2D 關文杰 
5A 黃梓鈞 5B 陳宏燊 

環保促進會
「著綠校園計劃 Go Green, Act Green」
校際短片拍攝比賽

最綠短片大獎
4D 劉彥祖 5B 陳嘉祐 
5D 黃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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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港佛教中學佛教
故事演繹比賽冠軍

3C鍾浣澄 4D陳楚瑩

中一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1B林韋樂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
誦冠軍兼優良獎狀 3D

朱政駧

2018 VEX IQ世界賽香港區
選拔賽 創意獎及團隊冠軍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學術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1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香港賽區 ) 初中組銀獎 1A 陳梓穎

巧 . 克 . 力 網上學習平台
第 43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1A 陳梓穎 

第 44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5D 何俊霆

香港佛教聯合會 2018 全港佛教中學佛教故事演繹比賽 冠軍 3C 鍾浣澄 4D 陳楚瑩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妙法盃」聯校時事評論比賽 高中組亞軍 4D 劉炳豪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香港少年機械人學會

2018 VEXIQ 機械人大賽耀星盃 連鎖反應冠軍
1A 梁健朗 1D 陳思伊 
1D 胡曉嵐 

灣仔區議會、灣仔毅賢社、
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

交通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3D 陳童康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一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1D 胡曉嵐 1D 胡芷嵐 

中一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1B 林韋樂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3D 郭瑋恩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3D 朱政駧 

中三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

3D 朱政駧

中三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

3D 陳顥元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四十周年全港徵文比賽 中學組亞軍 5D 何俊霆

亞洲機械人聯盟

2018 VEXIQ 世界賽 香港區選拔賽 創意獎、團隊冠軍
1A 朱宇恒 1A 林小冬
1C 蔡經胤 1C 勞澤邦 

Korea Robot Science Education 
Corporation Asian Robotics League 
Korea Challenge

Build Award 3D 蔡永聰 3D 劉世邁 

VEX IQ 北區挑戰賽 冠軍 2A 黎子建 2A 陳煒鑫

香港律師會
「青 TEEN 講場 2017」法理情
模擬法庭比賽

最佳律師 5D 劉子文

最佳證人 5D 何俊霆

體育

香港跆拳道協會 2018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初中組冠軍 1A 彭泓皓

初中組季軍 1A 彭泓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女子甲組亞軍

3A 洪珊妮 5A 陳凱琳 
5A 王倩雯 5C 高海嵐 
6A 林俐彤 6A 黃愷琳 
6B 陳家兒 6B 廖玲玲 
6C 郭芝希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3C 吳佩慧 4A 袁美君
4A 庄霖珊 4B 吳佩盈 

2017-2018學年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港島區 第二組）

女子團體總冠軍師生合照

2018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初中組冠軍及季軍合照 中學聯校乒乓球比賽男子組亞軍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香港佛教聯合會 第 27 屆全港佛教中學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甲組 100 公尺冠軍 5B 張簡浩

女子甲組 200 公尺冠軍 5B 張簡浩

女子甲組 200 公尺亞軍 4B 吳佩盈

女子甲組 400 公尺亞軍 6D 賴芷君

女子甲組 800 公尺冠軍 6D 賴芷君 
女子甲組跨欄亞軍 6B 廖玲玲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5B 張簡浩 
女子甲組跳高亞軍 4A 庄霖珊 

女子甲組 4 X 400 公尺冠軍
3C 吳佩慧 4A 庄霖珊  
4B 吳佩盈 6D 賴芷君 

女子甲組 4 X 100 公尺冠軍
3C 吳佩慧 4B 吳佩盈 
5B 張簡浩 6B 廖玲玲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3C 吳佩慧 4A 庄霖珊 
4A 袁美君 4B 吳佩盈 
5A 陳凱琳 5B 張簡浩 
6A 黃愷琳 6B 廖玲玲 
6C 劉婷婷 6D 倪頌恩 
6D 賴芷君 

女子丙組 800 公尺亞軍 2C 邱禮怡 
男子甲組 100 公尺冠軍 6C 陳弘軒 
男子甲組 200 公尺冠軍 6D 何文博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冠軍 6D 張偉康 
男子甲組跳高亞軍 6D 朱博遠 

男子 4X100 公尺冠軍
6A 張偉樂 6C 陳弘軒 
6D 何文博 6D 張偉康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4C 周浚峰 4C 區宜倫 
5A 左竣銘 5B 梁家添 
5B 江梓揚 5B 鄭天朗 
5D 許羡斌 6A 張偉樂 
6C 陳弘軒 6D 朱博遠 
6D 郭偉成 6D 何文博 
6D 張偉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400 公尺冠軍 4B 吳佩盈  
女子公開組鐵餅亞軍 6C 劉婷婷 
男子公開組 1500 公尺亞軍 5B 鄭天朗 
男子公開組三級跳遠冠軍 6D 張偉康 
男子公開組三級跳遠亞軍 4C 區宜倫 
男子乙組跨欄冠軍 5D 許羡斌 
男子乙組 100 公尺冠軍 6D 張偉康 
男子乙組 100 公尺亞軍 5B 梁家添 
男子乙組 200 公尺冠軍 6A 張偉樂

男子乙組 200 公尺亞軍 5B 梁家添

男子丙組跨欄亞軍 5B 江梓揚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 中學聯校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亞軍
6D 陳鈞揮 6D 李  政
5B 李癸鋒 3A 洪嘉銘 
1A 陳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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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公益少年團
周年頒獎主題活動比賽金獎

翠華 50周年白日夢獎學金
計劃獲獎生合照 2018聯校音樂大賽

中樂團組銀獎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藝術

翠華集團 翠華 50 周年白日夢獎學金計劃 亞軍 6B 江雄渾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2018 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貝多芬奏鳴曲組亞軍 2D 李赫東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2018 聯校音樂大賽 中樂團組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樂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8 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

非洲紫羅蘭冠軍
5A 陳文杰 5A 胡朗然 
5A 簡文軒 5A 劉學軒
5A 林敏樺 5A 洪  燕
5B 何耀鋒

肉質植物冠軍

賞果植物亞軍

蕨類植物 ( 芒 ) 亞軍

仙人掌植物季軍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 中學組盆栽種植
比賽

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香草及蔬菜類組冠軍
5A 陳文杰 5A 胡朗然 
5A 簡文軒

園藝組冠軍
5A 劉學軒 5A 林敏樺 
5A 洪　燕 5B 何耀鋒

服務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灣仔區

灣仔區公益少年團比賽
主題活動比賽金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優秀團員 4D 洪佳琳

公益少年團 2018 年周年大會操暨四十周
年紀念

積極團隊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公益少年團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長期服務嘉許狀
5C 李康宏 6A 陳凱翹  
6B 陳佩玲 6D 林芷瀠 
6D 關穎欣 6D 鄺映軒

金狀 5A 陳利華

義工小組服務金狀
佛教黃鳳翎中學
義工隊

香港青年協會 一小時義工運動 最積極參與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義工隊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灣仔區傑出青年（學生組） 5D 馬錦倫

其他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 29 屆閱讀嘉年華 最佳藝墟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青少年發展策略專責小組

「人文地產景」港台青年互動社區營造
體驗計劃

嘉許獎

5D 陳浩龍 5D 鄭景鐙 
5D 袁紹峰 5D 余嘉穎
5D 楊成業 5D 吳愷昕
5D 李海彤 5D 林詩淇
5D 劉熙朗 5D 阮立賢
5D 陳鈞揮 ( 兼得台灣
學習交流資格 )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香港數碼港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中學組最佳表現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第八屆中文科聯校活動
小組討論比賽 

表現卓越獎 5D胡慧盈 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2B陳幗烜

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1B Charles Isaac Bartolome Mingoa

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4D 郭瑋恩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學術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第一屆全港非華語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  亞軍 2D Joy 

灣仔區議會社區建設、房屋事務
委員會、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灣仔區「友愛同行。社區共融」體驗
活動》標語創作比賽 

初中組  冠軍 1A 黃雅晴 

高中組  亞軍 6C 李麗桃 

Wall Street English
Wall Street English Have Your Voice 
Heard Video Shooting Competition

Award of Proficiency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香港機械人學院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Robo 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活動 

高級組：
我最喜愛花車冠軍

2A 梁健朗 2A 陳思伊 
2A 屈汝晉 2D 何日喬  
2D 胡曉嵐 

亞洲機械人聯盟 2019 VEX IQ 香港錦標賽評判大賽
團隊合作獎 2A 梁健朗 2A 屈汝晉 

亞軍 2A 梁皓堯 2C 勞澤邦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
第八屆中文科聯校活動
小組討論比賽

表現卓越獎 5D 胡慧盈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長春社中華文化、香港遊蹤攝影、
散文比賽

冠軍 3D 董港興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語文中心合辦

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3B 容瑋筠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中一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冠軍 1D 胡錦泳 

中一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亞軍 1D 胡施琪 

中二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榮譽獎狀

2B 陳幗烜

中二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亞軍 2D 葉　悠 

中二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亞軍 2D 胡曉嵐 
中二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冠軍 2B 林小冬 
中四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冠軍 4A 朱政駧 
中四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冠軍 4D 郭瑋恩 
中四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亞軍 4A 鄭茵婷 
中四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亞軍 4A 朱政駧 
中四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冠軍 4D 陳顥元 
中四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亞軍 4C 梁筵浚

中五、六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亞軍 5D 陳楚瑩 
中五、六級粵語道教詩文獨誦亞軍 5C 梁浩楷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中一女子英詩獨誦亞軍 1B Kaur Manmeet 

中一男子英詩獨誦冠軍
1B Charles Isaac 
Bartolome Mingoa 

中二女子英詩獨誦冠軍
2D Alcantara 
Angelene De Vero 

2018-2019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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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VEXIQ脈衝盃
獲獎學生合照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我最喜愛花車冠軍隊伍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亞洲機械人聯盟

第 12 屆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 
香港分區蔡章閣盃

機械人聯賽金獎
2A 朱宇恒 2A 梁皓堯 
2C 勞澤邦 

脈衝科技有限公司 2019 VEXIQ 脈衝盃

技巧賽冠軍 1A 陳俊唯 1A 張汶浚 
團隊聯賽冠軍 1D 陳啟聰 1D 詹韋晞 
技巧賽亞軍
團隊聯賽亞軍

2A 梁健朗  2A 屈汝晉 
2A 梁皓堯  2C 勞澤邦 

巧 . 克 . 力 網上學習平台 第 46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4A 洪珊妮 4D 莫濋嵐
5D 吳琦雯 6D 陳利華
6D 殷兆華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妙法盃」聯校時事評論 2018 比賽 高級組亞軍 5D 劉炳豪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別） 女子甲組 4X400 公尺接力賽亞軍
4A 倪智恩 4B 吳佩盈 
5A 庄霖珊 5A 陳梓慧 

屈臣氏集團、民政事務局、
教育局合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證書及獎學金 500 元 6D 朱博遠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保安局禁毒處

「參與體育 拒絕毒品」計劃 最優秀及富創意獎

4D 羅家俊 4D 羅家俊
5A 庄霖珊 5A 丁餘燕
5A 袁美君 5A 周華亮
5A 庄霖珊 5A 丁餘燕 
5A 周華亮 5A 袁美君
5B 張梓豪 5B 湯頌光
5B 湯頌光 5B 張梓豪
5D 陳楚瑩 5C 區宜倫 
5C 馮仕廉 5D 官子悅  
5C 區宜倫 5C 馮仕廉 
5D 陳楚瑩 5D 官子悅

香港鄧鏡波書院 香港鄧鏡波書院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4A 王敦賜  4B 梁錦杰 
5C 區宜倫  5D 陳競楷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全港單車機比賽 團體積極參與獎金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藝術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卡設計比賽
中學電腦設計組亞軍 1B Gurung Ayushma 
中學手繪高級組亞軍 5D 蔡佳鈺 

香港青年義工團主辦、
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有您真好」標誌設計比賽

中學組冠軍 5A 伍彩虹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第八屆亞太區青少年鋼琴比賽 少年專業組亞軍 3D 李赫東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中樂小組合奏
中學組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樂團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 /團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9 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

賞果植物冠軍

4A 洪佳茵 4A 莫彰妮  
4C 潘樂泓 4C 余得君 
4D 陳明欣 4D 陳焯鈴

肉質植物冠軍                            

吊籃植物冠軍                              

非洲紫羅蘭亞軍

賞花類植物亞軍

賞葉類植物亞軍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2018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

園藝組冠軍 4A 周容容 4A 鄭茵婷  
4A 張　穎 4A 洪佳茵 
4A 莫彰妮 4A 施曉欣 
4C 潘樂泓 4C 余得君  
4D 陳明欣 4D 陳焯鈴

瓜果類組冠軍

香草類組冠軍

中學組總冠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

服務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灣仔區 公益少年團比賽
一等榮譽

5D 洪佳琳 
紅星榮譽徽章

願景基金會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9
傑出服務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義工 A 隊

傑出服務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義工 B 隊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

金狀（＞２００小時） 2D 胡曉嵐 

小組金狀（＞１０００小時）
佛教黃鳳翎中學
義工隊

團體金狀（３８９０小時）
佛教黃鳳翎中學
義工隊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協會 < 有心計劃 >
「一小時義工運動」最積極參與獎
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 義工隊 )

其他

教育局 「職」影「職」有：我的事業探索路 最佳男演員 4D 邵卓謙 

2018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 
獲獎師生合照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計劃 >最積極參與獎銀獎 
師生合照

「參與體育 拒絕毒品」計劃獲最優秀及富創意獎 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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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剪影

視覺藝術科於 2018-2019 舉辦
了一系列連串迎接鑽禧校慶的繪畫
比賽及活動，詳情可參閱鑽禧校慶學
生作品集「承文載畫」，下列臚列部
分得獎作品。

校慶掛旗圖案設計比賽

校慶海報、感謝卡及遊戲券設計比賽

校慶吉祥物設計比賽

遊戲券感謝卡海報

袁美君 5A 冠

林佳埼  2A 冠
王怡斐 3A 冠

2019年1月開始，校友會舉辦了一系列迎接鑽禧校慶的比賽，
包括「迎鑽禧校慶校友足球賽」及「迎鑽禧校慶校友籃球賽」，
結果如下：

迎鑽禧校慶校友足球賽
舉辦日期 獲勝隊伍

2019 年 1 月 5 月
( 共 16 隊參加，其中
15 隊校友隊，加現
役師生隊，參加者橫
跨上世紀 80 年代至
21 世紀畢業生。)

冠軍：萬校董朋友會
 (2007 畢業生 )
亞軍：群揪
 (2003 畢業生 )
季軍：老鬼 FC
 (1999 畢業生 )  

迎鑽禧校慶校友籃球賽
舉辦日期 獲勝隊伍

2019 年 3 月 10 日
( 男子組 8 隊，女子
組 2 隊， 參 加 者 橫
跨上世紀 80 年代至
21 世紀畢業生。)

冠軍：Never Give Up
 (2010 畢業生 )
亞軍：老鳳 
 (1995 畢業生 )
季軍：嘉樺的孩子
 (2014 畢業生 )           

頒獎典禮將於鑽禧校慶晚宴舉行。
Buddhist Precepts

菩
提
道
上

弘
揚
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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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並重

學校提倡佛化教育，除了向學生灌輸佛教義理，更重要是培養學生氣質，成就他們
的生命。正所謂「一切從心開始」，透過佛化的熏陶，讓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他們自然能知禮守規，道德人格必有所提升。生命成長並非一蹴即就，理論基礎固然重
要，實踐也是不可或缺。理論只是起步點，學生有了概念之後，如何將之深化、植入心中，
才是關鍵，體驗活動就是將理論實踐、提升至內在品德的不二法門。佛化科、倫理與宗
教科與宗教事務組緊密聯繫，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宗教體驗活動﹕

服務社區

佛誕節吉祥大會港島區浴佛典禮

大嶼山供僧 

北河同行：深水埗派愛心飯盒

菩薩行 -探訪灣仔區獨居長者

菩提護理安老院

佛寺遊蹤
學生們的足跡遍佈

港九新界十八區﹕參訪
的寺院有荃灣西方寺、東
普陀、竹林禪寺、弘法精
舍、大嶼山羅漢寺、寶蓮
禪寺、寶林寺、觀音寺、
西貢湛山寺、新界的青山
禪寺、凌雲寺、靈渡寺、
妙法寺、觀宗寺、圓通寺
等。

大嶼山觀音寺 東普陀 西方寺

境外考察
經常舉辦宗教文化考察及體驗活動予學生，讓他們體驗各

地之宗教文化，足跡遍佈 ﹕廣東、澳門、台灣、泰國、韓國等地。

澳門 泰國 韓國 中國

靈修活動
舉辦禪修工作坊、茶禪班、

香道班、插花班及抄經班（抄心
經）等活動，透過靜心，慢下來，
放鬆自己，最終觀察內心，尋找
真實本性，帶領自我的修持。

香道淨心工作坊

親子蓮花燈製作 參訪佛光道場 茶襌工作坊禪修工作坊

趣味新姿
通過齋點製作班、全校素食日、素食自助午餐、素食燒烤及佛曲欣賞會等活動，宣

揚佛家戒殺護生、慈悲精神。

佛曲欣賞會
參訪法性講堂暨齋點製作班

素食自助餐

校內外比賽
除了上述多姿多彩的活動， 當然也少不了「晨早禮佛」、「浴佛儀式」和「萬人皈

依儀式」等宗教儀式，還有各式各樣的校內外比賽﹕校內的佛經硬筆書法比賽及佛學徵
文比賽；校外的聯校佛誕徵文比賽、佛經故事演繹比賽、「妙法盃」時事評論比賽及佛
誕卡設計比賽。

實踐「鳳翎精神」
佛教提倡五戒十善、正思正念、禪

定專注，這與「鳳翎精神」中所提倡的
「自律守規」如出一轍；而佛陀的「眾
生平等、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不正是
與「鳳翎精神」的「關愛有禮」一脈相
承嗎？而每一次的宗教體驗活動就是「熱
心服務」的體現！學生在活動中打開心
窗、全情投入，得到深刻的體會、感悟
和學習，他們的生命亦因此有所突破、
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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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生活答客問

勞滿權副校長
(任職年份 : 1979-2011)

2012 年 2 月初，當學校中七模擬考試結束時，我的教學生涯就也劃上句號了。退休
七年多，已習慣一種既閒散卻不無規律，既隨意卻又不無自主的生活。教書時，我自製
了一疊每日行事表，把待上的課節及要完成的公務如會議、活動等都加以記錄，以作備
忘。如今這個行事曆已從每日改為每月，一張半頁 A4 紙分為四格：讀書、寫作、旅行、
活動，依舊記錄著我的生活痕跡。經過七年的實踐，四大項目中的「旅行」已成了重心，
因為「讀書」和「寫作」多是為了配合「旅行」，至於所謂「活動」實即「旅行」之外
的活動，如時節訪親、友生聚舊、觀影看戲、參觀講座等，只屬有空閒而為之，多無預
先的計劃。這些年來，間有不同屆別的學生約我一敘，他們遷就我在港的時間，甚至選
擇就近我住所的地點，盛意殷殷，令我感到無限欣慰。有些是小別重逢，有些是久違再
聚，或談學業、說家庭，或追憶校園往事，或回顧職業生涯，大家都暢所欲言，已無師
生界限。至於聚會時，每被問及與「旅行」有關的事，下文我就嘗試設為問答，藉以匯
報一下我退休生活中這一個部分，並答謝同學的關心。

「聽說你時常去旅行，大江南北都跑完了嗎﹖每月大約有多少時間是留在香港的﹖」
「我旅行目的地主要是中國，4 直轄市 23 省 5 自治區都可說是到過，有些邊遠的地

區如青海、西藏、絲綢之路等還是 30 多年前走過的，最近仍未有重遊；我跑得最多的地
方除了廣東省外，就是鄰近廣東的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廣西、貴州等數省，較遠
的如東北、內蒙、新疆等也只能淺嘗輒止，未曾深入；最近的行程是皖南和浙北，都屬
於江南地區，很想更深入地認識，所以短期內會再遊。總的來說，已到過的中國地方，
只是我想要去的小部分，真不敢奢望可遍遊中國，那是一個永難完成的夢啊﹗至於旅行
的時間，我初期的目標訂為每月兩次，短程2至3天，長程7至10天，每月最少約一星期，
最多也不過兩星期左右。近兩年已把目標調整了：盡量每月都旅行一次，日數隨時節、
人事等因素而增減，大抵每月總有三分二時間是留在香港的。」

「你去旅行是參團還是自由行﹖如果自由行是約同友伴還是獨往﹖如果自己一人，
不擔心嗎﹖」

「參加旅行團也是一個選項，尤其是要到較遠的地方，如我遊北疆、東北、山西、
雲南等，都是參加旅行團的。最初也參加一些短線團，但嘗美食、住酒店並非我的所好，
我就常利用自由時間 ( 多在清早 ) 自行多走一、兩景點；現在間有參團，我多會選擇在最
後一天退團，目的是留一段可自助旅遊的時間，這樣才覺得遊而有得。老實說，參團一
定比自由行經濟、省時、省力，缺點是浮泛，如果行程安排不善，往往有「如入寶山空
手回」之歎。所以，自助是我旅行的主要模式，能結伴同行當然是開心的事，尤其遇上
志同道合，又能互助互勉的一群，不過這樣的旅行每年只有幾次。當自己休息足夠，惦
念著每月一次的目標時，就會決然起行，這時大多只能獨遊了。結伴和獨行各有優缺，
暫且不去詳談。至於在中國大陸獨自旅行，同學擔心安全的問題，我認為不必過慮。現
在偷竊之事是絕少發生的，不過坐出租車、在街上購物，有人為了盈利而施呃騙手段卻

158

Together We Shine 



是常有的。至於人身安全，如要到邊境地區旅行，就須多加注意。其實獨自旅行最難解
決的是交通安排，雖說中國高鐵網絡已無孔不入，但貫通的仍只是城市，而我尋訪的景
點多在某縣某鄉，除非是著名的景點，否則公車班次甚少或者根本沒有公車可到，對於
我這類沒有自駕車的遊客，構成的困難可想而知。

「你旅行的目的地為什麼只選中國﹖如果選中國一個你
最喜愛的地方，會是哪裡﹖」

「我旅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國，當然也不排拒外國，
例如近年我也到過泰國、老撾、越南等。偏愛中國，也許是
一個讀中文的人的情意結吧；我尋訪的江山勝跡，無不與中
國文學、歷史、文化有關，所以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文學之
旅、歷史之旅、文化之旅。我就像回到求學時期，期待著每
一次旅行，可以增進知識，大開眼界。每逢參觀景點有導賞
的安排時，我多會緊隨著導賞員，就像孔子入太廟一樣「每
事問」，大多導賞員都樂於解答，不過也有些會顯得不耐煩
的。不必諱言，退休後的中國旅行是我的一次再學習，我才
發覺自己以前所學的無論是文學或歷史都很浮淺，欠缺深度
和廣度﹗例如以前只知秦有咸陽，漢唐有長安，到了西安才
弄清楚咸陽、長安、西安的確切位置；又如只知道隋煬帝為
了看瓊花而下揚州，到過揚州才得睹瓊花的真面目。當我來到安徽當塗李白歸葬的墓園
或者河南鞏義杜甫出生的窯洞時，真有無限的感動；當我在川西亞丁勉力攀上三神山而
舉步維艱，或在華山為要踏遍五峰而筋疲力竭時，卻嘗到極大的滿足感。同學問我哪處
是我的最愛時，我真的無法說出，也許對於神州大地我是一個多情濫愛之人，最近我已
第三次到徽州，美其名曰尋夢；最近從杭州回來，又戀戀不捨，已準備下月再赴杭州了。」

「你退休後這些年，會不會有時也感到寂寞、枯悶呢﹖」
「我不是說過我退休生活有四大項目嗎﹖每月大約用十天去旅行，而讀書、寫作多

配合著旅行而進行。旅行前瀏覽相關的資料，旅行後閱讀帶回來的書冊，這是我的「讀
書」；旅行後盡快取出所拍下的照片，配合旅途的筆錄及資料，整理好每日的行程記錄，
這個工作所用的時間往往就相當於一次旅行了，這是我的「寫作」。此外，我每月還會
寫一篇以中國名勝為題而略有感懷的遊記。可以說，旅行、讀書和寫作已足以填滿我的
生活了，至於抽空去看一齣電影或與朋友作一番敘舊，只算是生活主幹外的旁枝罷了。
那麼，我的生活算是忙還是閒呢﹖我想，雖然沒有一天無所事事，但基調仍是清閒的，
因為做什麼做多少都可以自主，沒有硬任務，不會設死線，也就不存在壓力了。退休後，
才真正體會什麼叫做閒適。

在黃鳳翎中學三十三年教學生涯中，帶領學生境外考
察、寓學習於遊觀，是教我懷念的片段。2012 年 4 月數位
舊生約我同赴四川稻城亞丁去尋訪被譽為人間淨土的「香
格里拉」，在川西的八九天行程中，寓目都是純美的山林
壑谷以及於高海拔地區常有的積雪、飄雪，我的心胸得以
盡情的敞開，領受大自然無窮的餽贈，這是七年以來我最
難忘的一趟旅行。白居易寫了一篇《耳順吟》，其中四句是：
「已過愛貪聲利好，猶在病羸昏耄前。未無筋力尋山水，
尚有心情聽管弦」，他認為年過六十是人生最可恬淡適意
的時段，我也希望自己能保持筋力、煥發精神，再多堅持
七年、十年，把這個自以為美好的中國夢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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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佛教黃鳳翎中學 
創校六十周年⋯⋯

陳明豪副校長
(任職年份 :1981-2019)

今年是佛教黃鳳翎中學六十周年校慶，而我也即將結束在佛教黃鳳翎中學三十八年
的教學生涯！在這多年間，學校不停進步。還記得第一次跟陳柏年校長（當時的副校長）
學習編製時間表是用不同顏色的鈕扣，之後改用貼紙，現在則全面電腦化。現時學生參
與課外活動、校外比賽和交流的機會均較以往多；課堂的學習活動也變得多樣化，除了
親手做實驗，還可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模擬實驗或互動學習，學習變得更有效和有趣。

大學畢業後我便在「黃鳳翎」任教，不自覺地，「黃鳳翎」成為了我的第二個家。
最初學校只有十三班，教職員約二十人。我們會全校到東龍島旅行，同坐一條船，就像
一家人。一九八七年和二零零五年學校於經過了兩次的擴建，校舍設施越趨完善；現時
全校二十四班，教職員數目已過八十，學生人數也超越六百人，真有大家庭的感覺。近
年更翻新了報恩堂、成立了 STEM 資源中心和禪修室「禪靜軒」；天台更即將建成球場，
進一步擴闊學生學習和活動的空間。

回望過去，幸運的我有機會在不同的崗位學習，包括帶領課外活動、學生的訓育和
輔導工作，甚至學校的行政工作和政策起草等，及後更負責統籌全校學生的成長支援和
品德教育工作。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教育局對學校進行了外評，參閱學校大量文件，
外評人員跟隨同學一起上課，接見學生、家長及老師等。他們對學校品德教育推行的評
語為『學校以嚴而有愛的方針，推行訓輔工作……學校校風純樸，成功建立一個互助互
愛和互相欣賞的校園文化』，這可說是對學校當年德育工作的一大肯定。隨後數年，學
校的品德教育工作重點放在「紀律及禮貌」和「關愛、服務、欣賞」。二零一五年十月，
教育局對學校進行了第二次的外評，他們對學校品德教育推行的評語為『學校一向校風
純樸，教師關愛學生，獲得學生的信任及尊重，得到家長的認同和支持。校友關懷學校
的發展……學校在上一發展周期著意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工作已見成效……從觀察所
見，學生尊重師長、有禮守規、秩序良好、與同儕相處融洽、投入校園生活、對學校有
歸屬感、積極參與校內外的活動，並且熱心服務。』這些讚賞是對我們工作再一次的肯

百多名師生到東莞與松山湖實驗中
學師生交流

定。由二零一五學年開始，我們提倡自律守規、樂於學習、
關愛有禮、熱心服務的「鳳翎精神」，把品德教育的工作
重點放在培養學生領袖，以學生影響學生。「鳳翎精神」
的推展正配合了校訓「明智顯悲」，我們強調透過欣賞及
鼓勵的方法，推行各種計劃，舉辦多元化活動，為學生們
搭建平台，締造機會，讓他們發揮所長。另外，「鳳翎精
神」著重以學生影響學生，以強帶弱，以舊領新，在師友
感染下發揮朋輩互助、薪火相傳的精神，達致傳承與創新。

在短短約四年的時間，「鳳翎精神」得到師生的廣泛認同，亦有超過 90% 的家長表示觀
察到子女願意實踐「鳳翎精神」，成果實在令人鼓舞。

過往數年我們和其他學校一樣，都面對著不少的難題，如適齡學生的人口下降，非
華語學生的加入等。幸得同事們的共同努力，我們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均理想，2018 年
文憑試整體合格率達 83.7%， 4 個核心科目和 5 個最佳科目的增值表現位於全港首 25%
的高增值學校，表現更是同區之冠。其他經歷方面，去年參與學校舉辦的境外學習活動
共 275 人次；獲校外機構選拔參與境外學習團亦達 20 人次；校外服務如「菩薩行」長者
探訪、「愛心飯盒」派發、賣旗、佛誕義工服務等，參與人數達 315 人，他們來自不同
年級，服務總時數達 4935 小時，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的金、銀和銅獎共 18
人，長期服務獎 6 人；獲校外的課外活動獎項及獎學金共 813 人次，在中、英文朗誦和
STEM 比賽表現尤為突出，這些成績都是全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黃鳳翎」的學生
有禮守規、熱心服務、尊敬師長；同事們教學認真、努力不懈，相信在未來的日子，學
校必會更上一層樓，讓大家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黃鳳翎」喝采和加油，為學生的成
長發光發熱！

「菩薩行」獨居長者探訪出發前合照

物理科活動 --- 模型車製作

我在「黃鳳翎」多年陪伴著學生一起成長，
亦見證著學校的發展和進步，為我帶來難忘的
經歷和喜悅。畢竟在這裏度過了三十八年，想
起我即將於今年八月退休，內心湧起依依不捨
的情懷，腦海裏浮現著與同事共同策劃和與學
生互動的畫面。相信在新同事的帶領下，學生
成長與支援工作必定會做得更好。祝願我校繼
續進步，為社會培育更多的「鳳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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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傳承──從過去到現在

我以鳳翎為傲

沈婉群副校長

時光荏苒，黃鳳翎作為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的第一所津貼中學，轉眼邁進第六十個
年頭。我在學校也度過了超過 20 個年頭，見證著學校本著堅定不移的辦學使命和努力不
斷的求進，經年來對莘莘學子的栽培，為社會孕育不少良才，也為學校這個大家庭不停
注進新血。現在舊生會日見壯大，對母校的支持與肯定也令人感動。趁這好時光，喜以
編委這個身份，寫下心聲，與大家回顧過去的黃金歲月，也一同見證現在與未來，分享
我們在一起的快樂。

猶記得香港回歸後教育制度經歷很大的變革，無論是學校管理模式、新高中學制準
備、課程設計理念、評核學習工具、教學活動推行、德育價值教育、語文政策微調等，
為學校帶來忙碌但充滿活力的面貌。在丘校長帶領黃鳳翎期間，學校秉持「嚴而有愛」
的文化，老師與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李校長到任後，為培養學生在新時代需具備
的各項素質，包括終身學習的能力、服務社會的經驗，群體合作的技巧，尊重多元文化

鄧鑑宏助理校長

屈指一算，我在東院道上已踏入第 35 個寒暑，由一個青澀的年輕教師，變成了行將
退休的「三朝元老」了。

的胸襟，創新思維的眼界等。學校發展至今，
提倡「鳳翎精神」，期盼學生能夠以展現鳳
翎人素質為終生的學習目標，鳳翎畢業生以
母校為榮，學校也為他們的成就及對社會的
承擔感到驕傲。

展望這種薪火相傳的文化，讓黃鳳翎的
教育事業蒸蒸日上，前面有更豐盛的 70 周
年，80 周年，以至百年的慶典。                        

尤記得當時，學校只有 12 班，校舍處處散發着
古樸的氣息。經過了三位校長的經營及兩次的擴校，
現時學校已開設 24 班，校舍空間比以往大上數倍，
亦增添了很多不同的設施。學生的校園生活，亦由簡
樸單純，變得多采多姿。記不起從何時開始，課堂外
的球類練習、朗誦訓練、興趣班、境外學習、義工服
務、比賽活動、功課輔導等等，圍繞着每個學生身邊。
凡此種種，皆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建立自我。

近年，學校的發展更為迅速。身為老師，須與學
生一同學習，一起成長。學校成立至今 60 年，我經
歷了學校急速發展的年代，在此恭祝學校鑽禧快樂，
亦祝願學校校譽日隆。

三分之一世紀的小點滴

蔡壽祥老師 課外活動主任
今個學年正是黃鳳翎的鑽禧年，而我更有幸

成為年資最久的老師之一（我和鄧鑑宏老師同在
一九八五年入職本校）。回顧這三十多年在黃鳳
翎的日子，自有不少難忘的片段。

　　
想當年，學校只有一個面積甚小的操場（現

時小學使用的那一個）以及約五百名學生，作為
一位年青的體育老師，實在難以想像如何可在體
育方面大展拳腳。然而，黃鳳翎的同學在運動方面原來頗有潛質，尤其是足球。翌年，
足球隊正式成立，並首度參加學界比賽，遺憾的是只能奪「亞」而回。自此，足球隊一
直承傳下去，而在我帶領的期間，算總有點兒成績，更在 91-92 年度的學界比賽中獲得
團體冠軍的名銜！除了足球，我也要顧及喜歡其他運動的同學們的需要，於是籃球隊、
乒乓球隊、羽毛球隊以至手球隊，都曾經成立過，其中籃球隊及乒乓球隊也曾獲過學界
比賽的獎牌。

身為一位老師，真的要「也文也武」，除了體育以外，我教過中國語文、中國歷史
及佛化科；而在課外活動方面，我可是中文朗誦隊的訓練老師之一，也曾帶領學生取得
三甲的成績啊！

　　
在行政工作上，我主要負責的是課外活動。現時學校在課外活動方面的運作模式及

架構，基本上都是那些年我花了不少時間及心機去訂立的，箇中固然有不足之處，但整
體上還是可以處理本校相關的工作吧。此外，學生會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九年了，我一直
為這個同學們主導的組織提供意見及協助，讓他們發揮最大的功能。 

　　
「長江後浪推前浪」，近些年，喜見我校在各位老師的帶領下，同學們在多方面都

有著十分出色的表現，所獲取的成績比起我在上文所提過的已有過之而無不及。適值鑽
禧校慶，在此，期望鳳翎人繼續努力，讓「鳳翎展翅，飛得更高更遠」。

雷鎮賢老師 總訓育主任
時光飛逝，細數自已加入佛教黃鳳翎中學工作的日子，原來已踏入第二十四個年頭

了，回想當初作為學校的新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身邊一群工作態度踏實認真、
勤奮努力，事事為學生著想的好同事，就在大家的協助下，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學
習成為「黃鳳翎」的一份子。多年的訓育工作有時確會令人感到疲累，但每當遇見學生
向我微笑點頭，大家互相打個招呼，精神又能振作起來了，我認為這些就是作為老師一

種無價的回報吧。在這二十多個年頭裏，看著學
校在軟件和硬件方面都不斷改進，並在各位同事
齊心合力下，學生在學業、品行以至課外活動方
面的表現亦在不斷進步，實在令人欣喜。在此正
藉學校鑽禧校慶的大喜日子，祝願校務蒸蒸日上，
鳳翎人身心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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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 迎難而上
陳玉冰老師 英文科主任

還記得第一年於黃鳳翎教學，教師桌上沒有電腦。製作教材，都是用打字機的。英
語課堂沒有視聽資訊等教學資源，只有師生的互動，以及同學專注的眼光。

多次的擴校工程，創造了更多的教學空間，亦為學校帶來不少挑戰。要照顧各類同
學的能力差異，趕上電腦及互聯網絡一日千里的發展，配合翻雲覆雨的教學改革，讓我
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師每天都在學習中教學。 工作一點也不輕鬆，但是關關難過關關
過。今日回首，真不相信已經成就了那麼多。 成功的關鍵，當歸功於能貫徹終身學習，
以應萬變。

常常與同學分享，學習英語沒有捷徑，要成功必須有決心、勇於嘗試及積極實踐。
其實這秘訣放諸四海皆準。要爬上看似遙不可及的高山，你先要把困難看成挑戰，再一
步步前進。路是艱苦的，但他會
引領你到目標。相反如果怕辛苦
而裹足不前，則永遠只能原地踏
步。青年獎勵計劃的學員對這一
點一定有共鳴。在黃鳳翎，我倚
仗這種態度克服困難，亦高興見
到我的學生，擁抱著這份精神，
為他們的人生奮鬥。

於黃鳳翎的教學工作是辛勞但又富滿足感的。

此心安處是吾鄉

王穎老師 中文科主任
匆匆十載教學路，佛教鳳翎啟新途。

人聲鼎沸的銅鑼灣，林蔭遍佈的東院道，
綠瓦黃墻的黃鳳翎，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正
式進入我的生活。開學典禮上，安靜守規的學
生，整齊劃一的問候，我很是享受；五樓教員
室，親切和藹的同事，寬闊舒適的桌椅，我很
是喜愛；教室黑板前，敬師有禮的眼神，盡力
書寫的筆劃，我很是欣慰。

我是一名中文老師，與所有的中文人一樣，自覺生來任重道遠，除了教學，肩負著
傳承文化、培養品德的使命，感恩加入黃鳳翎的中文科團隊，遇上志同道合的夥伴，風
雨同路，互助互勵，去面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我是一名中文老師，與所有的中文人一
樣，迫切希望學生感悟中文之美，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人生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
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
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中文之美，美
在辭藻，美在情感，美在給予我們追夢的動力，盼諸君細細體味。

身在鳳翎，吾心甚安，蘇軾曰：「此心安處是吾鄉」，祝願吾鄉六十生辰快樂。

黃毅宜老師

整理校慶文稿之際，亦讓我回首在鳳翎的五年歲月。初出茅廬的我戰戰兢兢地處理
日常教學工作，幸好有著一班老師無私的幫忙及悉心的指導，讓我知道如何做好教學工
作及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各位老師默默耕耘，以身立教，感染後輩，薰陶學生，建立
了一個有情有愛有心的「大家庭」！

Ms Sophia Olga Crous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Six out of sixty – reflecting on my time at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the NET at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for six of its 60-
year existence. While six years is a mere drop in the bucket in the greater scheme of things, 
these past few years have been extremely fulfilling, and it feels like I have gained a lifetime of 
experience and wisdom. During my time here at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I have often 
stood in awe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their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I have found that 
good values and dedication are universally inspiring,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you speak or 
which country you call home. In honour of my six years of service at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I would like to share six things that have truly inspired me during my time here.

I am always amazed at the amount of respect that our students have for each other and their 
teachers. Educating the youth is never an easy task, but when students respect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people and environment around them, they make our work as educators significantly 
easier.  

這個「大家庭」承載著許多美好的時光：
學生課堂上認真的神態、生病時窩心體貼的關
懷、課餘後吵鬧的笑劇、運動場上拼搏的時
刻……最珍貴是每次與學生「行萬里路」，跑
出刻板的課室，一起放眼世界，一起經歷學
習，互相扶持、成長，創造了豐富而深刻的
鳳翎歲月。感恩佛教黃鳳翎中學是一個充滿
「情」的地方，希望師生繼續承傳這份溫暖的
情。最後，祝願鳳翎繼往開來，再創高峰！

Kindness and acceptance go hand in hand 
with respect, and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all 
three at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In 
a multicultural city such as Hong Kong, where 
schools are filled with a variety of languages, 
religions, races and abilities, it is extremely 
uplifting to see that our students don´t focus 
on their differences. Instead of seeing language, 
race or religion, they merely see each other as 
peers, all in the same boat, navigating the rough 
and unpredictable seas of adolescence and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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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ay there is never a dull moment in teaching (especially when there´s a language difference), 
and the students and I have our fair share of comedies of error and laughs over the years. Their 
sense of humour and willingness to see the lighter side of a situation, despite the extreme pressure 
they are under, could teach us all a thing or two.  

Our students also possess a great amount of self-discipline. Time and again I have seen students 
display the maturity to prioritise their learning above other, more enjoyable activities when the need 
arose. This self-discipline is fuelled by their admirable determination to constantly improve and 
make a success of themselves. Over the years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seeing so many students 
grow from timid and fearful teens, to confident and empowered young adults, who through sheer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have carved out their dream futures despite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Lastly, the work ethic and dedication displayed by each and every staff member at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has been extremely inspiring. They lead by example and students can´t help but 
be inspired by their can-do attitudes and devotion to education. Their absolute commitment is what 
truly inspires our students to be the best possible versions of themselves.

The things that I have found the most admirable about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unsurprisingly resonate strongl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Fung Ling Spirit, 
namely self-disciplined and rule abiding, eager to learn, caring and polite, and ready for service. It is 
tremendously heartening to see the fine students of this school truly personify the Fung Ling Spirit. 
Here´s to another 60 years of teaching young minds the importance of kindness, respect and hard 
work in order to realise their true potential as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society!  

龍志榮領班

今年十一月廿九日便是佛教黃鳳翎中學六十周年校慶，還記得多年前課室 B201 及
B601-2 環境潮濕，天花板、牆身發霉，儲物櫃殘舊，地板殘破。李校長上任後安排翻新工程，
而因換天花板，拆去舊櫃，重鋪地板，令環境煥然一新，學習環境得以提升。

為新禮堂換上新外觀，更換殘破的使用多年的舊牆身木圍板，解決悶熱的週會，更換冷
氣系統。

後來更籌集資金，加強報恩堂的功能，安裝新穎的燈光系統及音響設備，安裝冷氣系統，
令學生不需在悶熱的夏天考試，令試後活動在一個更涼快舒適環境進行。同年，成立禪靜軒，
令師生多一個心靈加油站，教員室擴建就更不在話下。

擴闊學生科技上的體驗，把 D703 室改建為本校的科技中心。增設立體打印機，四驅車
車軌；添置機械人學習套件，令理科學習變得更有樂趣。

在二樓建立環保單車埸，推廣環保概念；成立藝術牆，令學校有更多藝術場地。與時並
進，更把環保單車場改建成課室，安裝冷氣，添置教學設備，令學習環境更先進；設有活動
屏風，令場地使用更靈活，活動更多變化。

今年暑假更換六樓活動室及報恩堂地板，改善各種層課室照明系統，令學生上課環境更
舒適。近兩年實驗室更換儲物櫃，更換教師及學生工作
改善老師及學生上課環境，外牆油漆工程令已有六十年
的校舍換上新鮮色彩。

能見證學校的發展，工作雖然繁多，也感高興。忙
中有錯，為大家帶來不便，也請大家見諒。

佛教黃鳳翎中學校慶六十周年，祝願學校發展順利，
教職員工作愉快，學生成績更進步。

鳳翎，這些年

吳綿綿書記

斗轉星移，佛教黃鳳翎中學六十歲了。

六十一甲子、今天的「鳳翎」，歷史更厚重，

歷程更輝煌！

入職佛教黃鳳翎中學也有十來個寒暑，

有幸見證了金禧校慶、55 周年校慶，還有

今年的鑽禧校慶，這是何等的開心！

雖然只是擔任學校後勤支援工作，可我們也和「鳳翎」一起經歷了一些難忘的大事。

自 2014 年接手學校的會計工作以來，可謂是戰戰兢兢，生怕因經驗不足錯過了些

什麼。雖說平時跟足指引行事，但面對 2017 年教育局核數組到校核數卻也因沒見過「大

場面」而如臨大敵，幸得校長和鄧助理校長的支持，還有一班校務處的好同事，上下一

心，發揮團隊精神，任務順利完成！近年，因應電子化，會計工作也開始轉為電子會計

系統了，這不僅可以節省時間，也是與時並進！

說起這幾年的變化還真不少﹕六十年的淡水沖廁歷史已然劃上了句號，從此學校改

用鹹水沖廁系統了；曾經是「學生嚴禁進入」的 D 座九樓天台很快就會變成學生們球類

活動的地方了；七樓的 STEM 資源中心不知大家逛過了嗎，那些說不出名的作品總令人

嘖嘖稱奇，同學們還代表香港飛越太平洋到美國參加世界比賽呢！五樓的教員室是否也

發覺變大了呢？是啊，在校長的努力爭取下，老師們辦公的地方終於完整化了！走過 B

座教學樓的課室，有沒有發現那些簇新的光管也跟上了潮流，懂得自動感應了；二樓的

「未來教室」就像「鳳翎」人一樣，朝著新時代目標躊躇滿志向前邁進；而在這裡畢業

超過三十年的校友們亦應該發現昔日充滿回憶的「舊禮堂」已換上新裝，迎接一茬又一

茬的「鳳翎」學子……

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未來，相信我們秉承「明智顯悲」的校訓，堅守「鳳翎精神」—

「自律守規、樂於學習、關愛有禮、熱心服務」，前景定會更加廣闊，桃李更芬芳。

慶鳳翎六十華誕桃李盈門譽滿香江

展我校甲子風采芷蘭滿室名馳天下

鳳翎，生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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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 從舊生到老師

張志強副校長（1998中七畢業生）
日出日落，周而復始！又有誰會猜得到，自己在
這條東院道上，已經走上差不多三十年的光景！
佛教黃鳳翎中學――這不僅僅是孕育我 7 年的母
校，還是引領我邁向成功路途的燈塔。感謝您，
佛教黃鳳翎中學！這裡給了我成長的動力，亦給
了我許多美好的回憶，讓我在這個家度過了最美
好的時光。感謝您，佛教黃鳳翎中學！這裡的老
師不僅辛勤備課、批改作業，教授我們知識，也
投放時間關心我的成長，為我建立正面、健康的
人生觀，使我可以愉快地茁壯成長。感謝您，佛
教黃鳳翎中學！希望日後我能秉持著鳳翎老師關
愛學生，無私奉獻的精神，做好傳承工作，讓鳳
翎之火，生生不息！

蔡崇界老師（2002中七畢業生）
學生輔導主任

春去秋來，轉眼間，又是一個十年。還記得，那
一年，我成為了老師的同事，然後，這一年，我
的學生成為了我的同事。一路走來，鋪滿了汗水，
閉上眼，腦海裡浮現的，是一個個在課室裡埋頭
苦讀、在球場上奮力奔馳、在校園裡談天說地的
片段。在這裡，我和我的學生、我的同事一起成
長、一起奮鬥，也一起邁步向前！彷彿，是那一
種歷久彌新的人情味，令我們把最精彩的一個個
十年留給黃鳳翎。

朱慧妍老師（2003中七畢業生）
融合教育統籌主任

那年告別校園，真以為不再遇見同學笑臉，沒法多聽老
師所講，也不用再管積分了。

轉瞬別過另一個校園，昂然回到這心的家鄉。這校園、
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是回憶，也是日常。雖要趕
課文、管積分，卻更珍惜每天相處那一張一張的笑臉。

願與「黃鳳翎」共創明晨，伴同學迎接人生中更多未見
的考試，成為你們前路茫茫中的一點光。

鳳翎，生日快樂。

沈樂宜老師 (2002中七畢業生）
級務組組長

那年炎夏，我踏進了鳳翎校園，成為了鳳翎人。

在這裡，我學會了畢生受用的知識，找到了自己的目標，訂
立了人生的方向。在這裡，我認識了三寶，找到了生命的究
竟皈依處，立下了弘法的志願。在這裡，我遇到了許多善知
識，讓我發掘自己的潛能，在人生的不同舞台上發揮所長。

那年初秋，我回到了鳳翎校園，執上了教鞭。

盧念和老師（2010中五畢業生）
我的人生路不經不覺走了二十多年，在「黃鳳翎」也度過超過三分之
一的歲月。在這些年來「黃鳳翎」這三個字已經深入心窩。回想十年
前的十一月，我還穿著校裙、掛著服務生的名牌跟嘉賓們細說著學校
歷史。轉眼學校六十歲了，我除了舊生的身份，更多了一個身份――
老師。

　　
在學生的生涯裡，我見證著學校新翼的落成、秒秒電台
的開台；而學校卻看著我從一個小女孩變成了一個大女
孩，再以另一個身份重踏校門。學生時期，老師們除了
教會我書本裡的知識外，更教導我成為一個處事認真、
負責任的人，這些一輩子的課題到現在我依然銘記於心
不敢遺忘。作為一個鳳翎人，期盼母校未來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慶幸能夠在中文和佛化科學以致用，教學相長，將趣向化
成了專業。跟倫理寶寶共同奮鬥，征服文憑試；在校際朗誦節和各大小演說比賽中，與同學
們一起拼搏，成敗得失也坦然。昔日的恩師成了今天的同儕，提攜指點，終身受用。

那年冬天，我們共慶金禧校慶；今年冬天，我們共迎鑽禧耀鳳翎。在四季如春的鳳翎校園，
鳳翎人，傳情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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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煒老師（2012中七畢業生）
社區聯絡組組長

由小學在佛教黃焯菴小學就讀，到中學「黃鳳翎」的
七年中學生活，這所學校在我成長記憶中佔上極其重
要的一部分。仍記得初到「黃鳳翎」時的我，讀書成
績不算突出，只能勉強編到成績最好的一班。經老師
循循善誘，我由害怕讀書到喜歡學習新知識，更立志
要當老師，教育下一代。感謝「黃鳳翎」給我夢想成
真的機會，相隔數年，很多曾經培育我的恩師皆成為
同事及朋友。「黃鳳翎」成就了我，祝生日快樂。

朱泳雪老師（2012中六畢業生）
時間匆匆流逝，畢業已經七年。在「黃
鳳翎」讀書的日子，受到了老師們的
悉心指導和照顧，認識了許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和人生的伯樂。
每天生活都是讀書、打籃球、和同學
們嬉皮打鬧、和老師們談學習談未來，
日子過得十分充實、有活力和有意義。
直到畢業後回來擔任教學工作，才明
白老師們的工作真的不容易，不僅僅
有教學的工作，還要幫助學生解決成
長的問題，意義重大，希望自己能將
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學精神傳承下去，
給予我的學生指導和教育，如同「鳳
翎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最後，祝願學校鑽禧校慶生日快樂！

羅鳴宇老師（2013中六畢業生）
陽光灑進鳳翎校舍，又是一個明媚的清晨，一如「黃鳳
翎」給我的感覺——溫暖而舒服。初踏校園，我雖無知，
但人生從此展開了新的篇章。現在，每當走過校園的不
同角落時，會想起學生時期的美好時光，在操場訓練玩
耍，在走廊談天說地，在自修室努力學習，生活既充實
又愉快。「黃鳳翎」承載了我很多美好的回憶和成長片
段，我十分感謝老師的熱心教導和陪伴鼓勵，使我立定
心志要成為一名老師，言傳身教，像陽光一樣把愛和關
懷傳承下去。

何慧貞老師

圖書館主任

那些年，我以插班生身份，加入黃鳳翎大家庭，短短年多，駐足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四
樓的圖書館。那時圖書館面積不大，藏書不多，八成書籍都放在玻璃櫃內，甚為珍貴。
雖然，古樸的圖書館內，設備簡陋，沒有空調，但它是我和老師或同學一個溝通、溫習
或放空的樂土。

從那年開始，我以教師身份，回母校擔任圖書館主任。其時圖書館已搬至五樓，與自修
室合併，面積偌大，藏書甚豐。當圖書館老師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須於短短一個月的暑
期，完成圖書館電腦化程序。雖時間緊迫，幸得有一群工作認真、效率極高的師弟師妹
相助，我不用多言，這批低調「高手」以「光速」完成所有工作。於鳳翎圖書館工作，
從不會有孤單乏味之感，因為無論我在工作遇到多大困難，學生或校友都會毫不計較，
出手襄助。在我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最值得珍惜的是一直陪我同行的鳳翎人。

一年又一年，圖書館變化也很大。我這個校友老師，在圖書館內，目睹一屆屆同學進進
出出，他們來借書、來溫習、來服務、來休息、來交談……為平靜的圖書館增添無盡生氣。
幾年後，他們成為校友，仍不時回來，探探老師、訓練師弟師妹、或繼續協助圖書館工作。

在這校園裡，我無論用什麼角色出現，都離不開圖書館。多年來，我深深體會鳳翎人對
母校的熱愛，對學弟學妹的關懷，這顆「鳳翎心」，其實一直在你我之間，延綿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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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六十載 校友回憶校園點滴 
創校校友專訪

凌榮添博士：1964年畢業，曾任佛教大雄中學教師及
 教育署歷史科督學
霍嘉瑜老師：1967年畢業，曾任本校英文科老師

精彩課堂 歷歷在目
凌博士自小對中文有濃厚興趣，大學亦主修中文。當時學校是中英文學校，十分重

視中文科及英文科。凌博士猶記得中一級的英文科唐老師上課時為了讓學生熟習英文，
上課會中英並用，讓同學更易明白。升上中二後，英文科改由黃美媛老師任教，黃老師
上課時不會說中文，在學校內也沒有用中文和學生交談。年輕的凌博士說在學期間未曾
聽過黃老師說中文，還以為她不懂說中文呢！雖然黃老師十分嚴格，不過，她上課時能
令學生投入課堂，喜歡上英文課。中三英文科由郭亦璋老師任教，讓同學注重英文文法，
並常常提醒學生要努力準備公開考試。前校長李梅裳女士曾任教凌博士中四及中五級英
文科，凌博士大讚李梅裳校長的教學十分出色，同學們都十分喜歡英文科。

凌博士總括中二時黃老師要求學生多說英文，郭老師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文法基礎，
李梅裳校長教授學生英語運用技巧，幾位老師都鼓勵學生要同時注重中英文。故凌博士
的公開考試成績優異。

校友凌榮添博士，於 1964 年畢業，是「黃鳳
翎」第一屆中五畢業生，其太太霍嘉瑜老師亦是本
校校友，於 1967 年畢業，二人皆對母校感情深厚。
惟他們當年並不是在學校相識，而是畢業後在外認
識，後來方知對方均為校友，他們現已移居新加坡。

凌榮添博士展示在校時的珍貴照片、
同學錄和成績表

霍老師也曾上過黃國芳校長的英文課，回憶
起黃校長上課時曾朗誦莎士比亞的詩，十分動聽。
之後便自己尋找莎士比亞的作品欣賞。受黃校長的
影響，霍老師大學時選修了英國文學，幸得黃校長
當年送了一本莎士比亞的評論作獎勵，在修讀莎士
比亞的課程時，這本評論協助霍老師完成了不少課
業。

回饋母校 薪火相傳
霍老師 1972 年於港大英文科畢業後，立志投

身教育工作，希望運用新的教學方法教授學生，協
助學生拿取好成績。她本來已獲得了政府的教育官
職位，可以到官立學校任教，但最後她還是選擇了
回母校任教。她猶記得當年到學校面試時，是由孫
寶元校長及李梅裳校長負責面見的。

霍老師認為大部份學生不敢說英文，口語較弱，故常運用活動教學的方式，提升學
生英文口語能力。例如每星期其中一天的午膳及小息時會有英文廣播，霍老師和負責廣
播的同學商議話題。還有英文話劇表演、小組討論、滙報、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同學有
更多練習英文的機會。例如當年的高級程度會考英文科的小組討論考試，霍老師會找出
小組討論中的常用字，也會教授不同主題的關鍵詞，加上小組討論的技巧，讓學生能更
輕鬆地應付口語考試。她認為學習英文除了語文知識外，也可以從藝術方面入手，故曾
嘗試介紹英國的藝術。霍老師曾請學習水彩畫的同學替她繪畫作品，和其他的畫作貼在
黑板上，讓同學說出對畫作的感受，從不同層面學習英文。在霍老師及學生的努力下，
大部份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也不俗，口語卷表現尤為出色。

在聆聽教學方面，因為是測試學生的即時理解能力，故霍老師鼓勵學生在平日也要
多聽，並特意聆聽收音機，搜尋可能會在考試中出現的課題，讓學生練習。霍老師也會
從報章剪出課題相關的報道，讓學生先看相關文章，學習關鍵詞語，再進行聆聽練習，
便會更容易理解聆聽內容。近年上網很容易找到資料，預備教材就更為方便。

 
霍老師在學校推行新的教學方法時，也遇到不少困難。因為要配合新的教學方法，

課程方面難免要作出改動。霍老師很感謝李梅裳校長的支持，沒有懷疑霍老師的教學能
力和熱誠，讓她嘗試新的教學方法，也一直從旁協助。霍老師教授高考英文科達十年之
久，亦曾任輔導老師。之後就移居新加坡。

課堂所學 終身受用
凌博士對李梅裳校長的印象是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式英文，並告訴學生她自己在家

會收聽 BBC 的英語節目，也鼓勵學生多聽。故凌博士認為李梅裳校長為學生建立了很好
的英文根基。凌博士自言英文口語表達未算出色，他曾擔任大學舊生會會長，在聚會上
常要運用英語發言，那時就覺得有些不便。他對幾位英語老師都十分感激，為他打好了
基礎及建立信心，亦令他喜歡上英文，日後他報讀澳洲的博士學位時，也不害怕要用英
文寫論文。凌博士和陳柏年校長同為港大中文系同學，於 1970 年畢業後，陳校長選擇到
本校任教，而凌博士則拿取獎學金繼續修讀碩士課程。在 1972 年碩士畢業後，凌博士曾
想回母校任教，但因學校當時未有空缺，便轉往佛教大雄中學任教。故李梅裳校長無論
在學習或工作上，都對凌博士和霍老師均有很大的影響。

兩位校友分享學習經驗，勉勵學生 
努力學習，使學生獲益良多

凌榮添博士（右二）和霍嘉瑜老師
（右三）與母校師生合照

鳳翎經歷 銘記在心
最後，凌博士特別感激母校中英文科老師的栽培，

令他學有所成，並能學以致用，可運用中英文教學。
他期盼母校能回復以往中英並重的教學模式。霍老師
認為在母校求學及教學的經歷已經融入她每天的生活
中，在校內的同學、老師、同事、學生等都是她學習
的對象，霍老師更希望能學習李梅裳校長的謙虛、盡
責及為人設想的精神。

現在霍老師已退休，放下忙碌的事務，回望
過去，她在母校建立的學習態度及基礎，對人生
有很大影響。在靈性修養上，於佛教學校生活了
多年，在退休後亦有繼續研究佛法。她領悟到佛
教的教育精神，並要引導他人如何尋找快樂，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霍老師感激學校的創辦人、老
師、同學等，讓她有機會接觸及學習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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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Encounter with the 
Teaching Kind

(In Memory of LEE Mui-sheung, the 3rd Principal of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梁錫洪 Joseph Leung Sik-hung (1962)
Never could I quite work out, when I booked my air ticket to go to Los Angeles to attend 
Chem Wong's (Wong Sir) milestone 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on 28 December 2002 and 
return via Hong Kong, that it cost me more for a round trip like this than a round-world tour. 
Of course I won't argue with that but gladly included London for 2 nights on the itinerary 
with a view to look up our good old Miss Lee and her husband, Yan Kin So, for the first 
time, both of whom I missed in Hong Kong early in the year. Luckily, when I rang Miss 
Lee of my intending visit, she and Yan Kin So would for some family reason stay home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whereas most other years they would have gone to Hong Kong for 
the winter break from mid-December on.

Talk about small world, how small can this be!
It happened I was also planning to visit my 87 years old former English teacher from 
another high school before BWFLC, a Scot retiring in Glasgow. When I enquired with Miss 
Lee on the phone on how best to go to Glasgow and back in one day, she became curious 
and asked who I was seeing. I told her it's Mrs. McEwan. Somehow her hunch prompted 
her to ask if it's Beth McEwan. Bingo! Yan Kin So happened to be a very good friend of 
the McEwan's for over 50 years. For a moment I was dumbfounded. It turned out McEwan 
was working under Yan Kin in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Dept. days in the 50s. Because 
McEwan's daughter's living in London, she came to London and met Miss Lee and Yan 
Kin occasionally. They were in Hong Kong to celebrate McEwan's 80th birthday in 1995. 
Armed with such exciting news,I couldn't wait to get on to McEwan on the phone straight 
away to tell her of my coming and, most of all, whom I was just talking to before her. Upon 
hearing the word, "Miss Lee", she immediately burst into joy and called out, "Mui Sheung!" 
(Miss Lee's Chinese name). There you are, my two revered teachers from two different 
schools happened to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They both thought it's not a viable idea to 
make the trip to Glasgow and back in one day. Instead Mrs. McEwan would come to meet 
us in London. How wonderful!

No sooner had I touched down at Heathrow Airport than Miss Lee caught me on my mobile 
phone, immediately guiding the nitty-gritty a first-timer like me through to the subway 
station to downtown London to my hotel. From that moment on, every 20 minutes or so 
Miss Lee was on the phone checking my progress and also warning me of the baggage 
snatching on the train. That last note really put me on an alarming mode as I could hardly 
find enough hands to grab at all my luggage and belongings, not to mention the bulky 
jackets(I'd been warned to take London winter very seriously), if ever they were targeted 
for snatching. They were worrying moments, to say the least, until I got off at Piccadilly 
Circus Station. Just before I reached for the key to open the hotel room, there's that 
unmistakable voice of Miss Lee on the phone again checking if I found my hotel after all. 
At that moment, I couldn't help but transporting back to those concluding days in F5 when 
Miss Lee would spare no effort in preparing us for the School Certificate Exam, right up to 
the very last day making sure not to miss any prompt. What die-hard professionalism! She 

must have heaved a sigh of relief upon hearing I was arriving safely at the hotel. Now came 
the most-awaited moment after weeks of expectation when we finally met face-to-face at 
the pre-dinner drink at Le Meridien Hotel. Amidst the excitement and ecstasies of it all, I 
completely forgot I'd been on the road for more than 30 hours without closing my eyes, so 
to speak (as I can't sleep in-flight).

Before meeting Yan Kin So I'd been led to believe he's an advance-level food and wine 
connoisseur. But he first struck me more with a scholarly look, for which I could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a report from Lila Shum of his expertise in Tang poetry. Anyway his true 
character soon unveiled when he treated us to his favorite eatery, Fung Shing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Owing to my limited knowledge in wine, I couldn't comment too much 
about his choice for the occasion but knowing it's a good drop that went very well with his 
selection of food. Talking about his selection of food, even an old hand in Chinese food 
like me would find it all so different and exotic in the way it's cooked. But, best of all, the 
dishes were exclusively prepared by his favorite chef who must have caught the wind of 
his coming. The boss of the restaurant even complimented us with a bottle of French wine. 
That really prompted me to wonder the magnitude of the "Frequent Eater Points" Mr. So 
must have earned over the years at that particular restaurant. The food of the evening must 
be remembered as one of the best I'd ever come across. Mind you, that restaurant was only 
his second choice while the first choice was closed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 evening went by very quickly, oblivious to our precious little moments of togetherness. 
It was quite late when we parted company. McEwan asked if I would drop in her daughter's 
place where she's staying for a night cap. How could I resist such a tempting idea?  The 
night was still young for this traveler from the Down under who'd been so worked up by the 
night's gathering. I was astonished to find McEwan's daughter, Alison, spoke Cantonese 
like a Cantonese. She was actually raised and educated in Hong Kong and worked there 
for some years before she settled down in London with her journalist husband a few years 
ago. So we had many common topics to bring back our memories of the good old Hong 
Kong. I was also amazed to find McEwan was still addicted to her daily quota of 12 cups of 
coffee that she's so famous for and yet she's credited with such extraordinary memory. No 
one should imagine she would fall victim to Alzheimer disease. We chatted and chatted until 
it was very late.

Still drowning in the extravagance from the previous night, early next morning I managed 
to drag my weary body to King's Cross Station to meet McEwan, Alison and her husband 
again, first for a simple breakfast and then to see McEwan off to Glasgow. Needless 
to say, it was a sad moment to watch McEwan's train snaking out the station and soon 
disappearing from eyesight. It's like fare welling a dear close member of the family. When 
would we meet again?

The next moment found m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hames braving the morning chill 
of London winter while being captivated by the sight of the elegant- and solemn-looking 
Parliament House in the morning haze by the Westminster Bridge. Standing on the 
Westminster Bridge and staring at the 
water running beneath it, I was at pain 
to ponder on where William Wordsworth 
got his inspirations from when composing 
his famous poem, "Upon Westminster 
Bridge", that Miss Lee taught us in F4. At 
that instant, the opening line, "Dull would 
he be of soul who could pass by a sight so 
touching in its majesty" started ringing in 
my ears. Trying to align the line of thought 
and sentiments with that of the composer 
in his creation (luckily I still remembered 
most of it) with the real thing right in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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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 which was no more than a drably run-down bridge traversing the flowing murky 
river, at the end I'd convince myself that it's just what we Chinese always said, "Writers 
are all exaggerators". Could it be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sentiments?  Or could it be I 
was "dull" after all.

The next must-see item on my list was the British Museum, but only to be found closed 
for the Christmas holiday. What a blow!  While cursing the lay-blackness of the Londoner 
at the closed Museum gate with fellow disappointing visitors, my mobile phone rang. It's 
Miss Lee who asked me to join them for lunch at Mirabelle. I had no idea until I got there 
it was revealed to me that it was Miss Lee's 72nd birthday we're celebrating. Oh yes, it was 
24th December. For those of us who were plotting to stage a surprise 70th birthday party in 
Hong Kong for Miss Lee last year, only to be aborted owing to her not being able to make 
it (but Leung Tat Yin and husband and I made it to Hong Kong nonetheless), this was the 
moment of reckoning. We even erred her year of birthday. It was her 71st birthday we're 
supposed to celebrate not 70th. She's a Horse like me, only older horse of course. For all 
the strenuous efforts we put into our clandestine operation last year, now I stumbled on 
her birthday just like that. What fate!

Again, the choice of restaurant for the occasion was another show-off of Mr. So's 
extraordinary taste. The Mirabelle in Green Park, renowned for French cuisine, was run 
by the most-acclaimed French cooking award gold medalist in England, Marco. The 
restaurant in its heyday was exclusively patronized by the Royal celebrities, noblemen 
and people on the top social stratum. Not only the cuisine but the setting, décor and 
service were all fitting reflections of its prestigious status. All in all, apart from a most 
enjoying lunch, it was an eye-opener for this unsophisticated student or country bumpkin 
from the Down under.

After the unforgettable lunch, they took me on a guided walking tour through the old 
streets of London and a park. Owing to the short daylight hours in winter it was already 
dusky before we reached the Buckingham Palace, which surprisingly did not look all that 
attractive without being lit up and it's deserted too as I was told the Royal family was 
usually away this time of the year. Not being a great fan of the Royal family, I was quite 
happy to give it a miss and carried on our walking journey to Piccadilly Circus where the 
Sos were to attend a Christmas function at a church at five. My heart started to sink as 
we're drawing close to their destination. It was another sad moment when we bid farewell 
at the church gate and then watched their benign figure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into the 
hall entrance. My second farewell to another dear old teacher in a day.

It's amazing and inconceivable that, within a short span of 24 hours, I'd had the most 
personal moments with my 2 revered teachers that I'd never experienced in my life, 
including those many years of school days whereupon our relationship was no more than 
a working one, considering there were so many fellow students for the teachers to go 
around. Not being a good student by any account and always end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school rules, my interaction with the teachers was anything but enthusiastic. But it 
should be fair to point out Miss Lee had always been helpful and accommodating towards 
this unruly student, without whom I might not be able to last through to graduation. How I 
was glad to have made this maiden trip to London and now I never felt I had so much to 
look forward to for my onward mission to Chem Wong's Big Day in LA. But I'd leave the 
reporting of that big event to the capable pen of Fat Dog(Philip Siu Kin Shing).

PS. the above episode was a recollection of the short but memorable and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the 2 of the most-revered teachers (both English teaching) I have ever 
come across in my schooling years. Sadly they both have passed away since that London 
meeting. This article will serve as my retrospective appreciation of their caring and 
kindness towards my studying career and beyond.

共話當年 校友同心辦校慶
本校畢業生多年來一直關心母校，心系鳳翎，時刻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經過六十

載的歲月，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鳳翎情。過去四十周年、五十周年、五十五周年校慶，
無論本港或海外校友均積極參與，一同分享校慶的喜悅。不少校友更不遺餘力，一直鼎
力支持和積極協助籌辦校慶，幫助維繫各屆校友，對母校有強烈歸屬感。今年，正值
六十周年校慶之際，學校特意邀請校友一起回顧當年的校慶工作，分享在校往事，點滴
之間，對母校的眷戀之情在心底油然而生。

回到校園時

從左到右：
朱德寶校友（1975 年畢業）
黎守謙校友（1965 年畢業）
譚廣濂校友（1962 年畢業）
陳秀娟校友（1979 年畢業）
杜鳳蓮校友（1976 年畢業）
李炎鴻校友（1969 年畢業）
李國輝校友（1975 年畢業）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鳳翎迎來又送走了一批批的學子。今天，七位不同年份畢業
的校友齊集「鳳翎」，帶我們走過他們在母校的生活點滴，細訴學校的歷史變遷，字裡
行間無不飽含對母校的眷戀和歸屬感。縱然早已畢業，在社會打拼多年，但仍心繫鳳翎，
得知鳳翎六十周年在即便馬上回校，雀躍的心情喜形於色。

記憶中的小斜路

60 年代，鳳翎的學生需經過小斜路才能往返教學樓，風雨不改，而小斜路是小學與
中學的分界線。當時很多學生都是由旁邊的佛教黃焯菴小學升讀到本校，因而當時在旁
邊小學讀書的校友總會偷偷透過小斜路窺探學校，對中學生活充滿憧憬。在他們心中這
條小斜路象徵着成長，也代表了對未來的期盼。但是因應學校的改善工程，昔日代表學
校的小斜路早已消失，只能活在這代人的記憶中。校友雖感到遺憾，卻也為鳳翎的發展
和改變而感到高興。

這批畢業生已闊別校園多年，現重回母校，倍感新鮮。校友皆說現在的校園改變了
不少，變得更加美觀，設施亦得到完善。校友譚廣濂先生不禁感嘆：「以前的圖書館只
有現在的三分之一，現在藏書量相較以前豐富，讓同學可閱讀更多書目。」校友朱德寶
先生則說：「我一直也有回校幫忙，見及學生在比賽獲得不少成就，更設有不同的學會
供學生參加，培養興趣以至發揮所長，很高興看到學校能變得更好。

學校不斷在發展和進步，校友感慨現在的師弟師妹十分幸福，小斜路雖然消失了，
但它的精神和意義依然長存，一代接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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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能學到很多。」頓一頓，她又道：「我記得有一次的主題為餐桌禮儀，甚至需用英文
說出餐具擺放的位置等等。我當時只感到新鮮好玩，但沒想到如此實用，現在才明白老
師是將生活的知識融會貫通。」另一位讓她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任教經濟與公共事務的李
老師，她甚至會帶學生外出考察，增廣學生見聞。校友杜鳳蓮女士說：「老師會教我們
生活中接觸到的東西，透過學習讓我們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校友朱德寶女士亦記得中
二時霍老師任教歷史的情況，她說：「記得有一次霍老師敬禮後沒有讓我們坐下，而要
我們逐一舉手回答問題才能坐下，不要說當時有多緊張和刺激，因問題愈後便愈難，但
真的很有趣！」

而校友李炎鴻先生則說：「對學校印象最深刻是開學的第一天，因校舍尚未竣工，
而即日放假，當時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假期而感到非常高興。但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明白
到當年學校的不易，因為這是第一所佛教中學，讓我感觸很深。」而他記憶最深刻的是
教化學的莫老師的健康之道，尤記得莫老師常說：「一早起來須先喝一大杯水！」這個
健康之道一直影響着他。而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莫老師曾在上課時教導學生製作燙火
膏，他笑說：「真的非常實用。」頓時大家哄堂大笑。校友黎守謙先生同樣記得第一天
開學時，班主任要求他們改英文名字以便在堂上叫喚。他說：「雖然已沒有再用當年隨
意改的英文名字，但也不失為一份回憶。」

除了課堂學習，校友對學校的課外活動也充滿回憶，急不及待地和我們分享當時舉
辦課外活動的往事。校友李炎鴻先生最難忘的是舉辦課外活動的日子，如身為童軍時，
雖然因物資匱乏而要自行推車運送，但過程中卻是十分享受也很開心。校友李國輝先生
則講述了當年打球及親手製作中文會刊的日子，想起當時和同學一起努力，付出了許多
精力和時間，但當看到成果時，便覺得十分值得。

杜鳳蓮校友（左）、陳秀娟校友（中）、
朱德寶校友（右）分享校園點滴

譚廣濂校友（左）、黎守謙校友（右）
講述學校歷史和變遷

難忘活學教育

校友們對中學生活的記憶仍歷歷在目，提及
此話題時，大家踴躍分享過往的難忘回憶。不少
校友提到老師會進行活學教育，不會只述書本上
的知識，而是帶領他們走出框架，擴闊眼界。若
同學遇到難題，更會主動協助學生，讓人感受到
當中濃烈的情懷。校友陳秀娟女士說：「我最記
得任教英文的霍老師，因她會在課堂的最後說出
下一課的主題讓同學備課，同學需用英文說出與
主題相關的資料，如籃球前鋒的英語是甚麼，不
知便用字典查找。雖然因而苦惱了很久，但也高

對校友而言，無法忘記的還有與大家同窗
共學的日子，彼此之間互相幫忙和學習，感情
深厚，所以至今仍保持聯絡。

積極籌備校慶

多年來，舊生對母校一直有很深的感情和
歸屬感，不少舊生畢業後也積極回校協助學校
舉辦活動、籌備校慶等。當時舉辦活動可不及
現在方便，校友們說初期舉行校友會活動時十
分困難，因當時條件限制，使很多活動未能順
利舉行。幸好，到了後來情況有所改善，令他
們能與學校保持聯繫。

校友與校長和師生合照

校友認為校友會的活動得以舉行，有賴一眾校友和老師的幫忙。問及為何樂意回來
母校幫忙，校友們皆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是因為對學校有情！」校友對鳳翎滿載情懷，
所以只要一通電話、一封電郵聯絡即馬上回校幫忙。如在學校四十周年時，校友譚廣濂
先生與同學提出為學校慶祝，經學校幫忙聯絡後得到許多校友的支持，各屆鳳翎畢業生
紛紛回校，反應熱烈。又如在五十周年時，身處異鄉的校友經聯絡後特意回港協助舉辦
校慶。校友們說即使大家是不同學屆，但正因對學校的感情深厚，才能互相認識，將彼
此連繫在一起。確是如此，是學校把芸芸眾生的我們由陌生人變成同學甚至密友，從彼
此身上學習和互相幫助，這份回憶將長存我們心中，是大家心中最美好的回憶。

校友期望這份情能生生不息，讓學弟學妹也能秉承他們的精神，為母校出力，把信
念傳遞和延續下去。

寄望學弟學妹勿忘母校
校友希望年輕一代看事情時能更深更廣，放眼世界並多想一步。日常接觸的事物或

資訊不一定全對，需有判斷是非的能力。校友們眼見世界變化萬千，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勉勵學弟學妹需保持靈敏觸覺以捕捉變化並與世界接軌，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同時期望
學校能適時給予同學不同的資訊及教育，讓同學認識更多並發揮所長。

但是，校友也望學弟學妹能注重面對面的交流，有言科技進步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變得疏離，校友希望學弟學妹不要只顧使用科技產品溝通，而且成功的關鍵並非只在於
學習和工作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親和力，懂得如何與人相處。

校友也冀望同學勿忘母校，因學校是「情」之所在處。學校不但是一個提供知識的
平台，更重要的是讓學生遇見及認識不同的人，從他們身上學習並建立感情。即使多年
後重逢，也能笑着互相問好。校友李國輝先生更說：「我記得兩次回校都有同學主動和
我打招呼，明明他們都不認識我，但正是因為這樣而讓我感到學校充滿了人情味。」

校友對母校的感情深厚，歸
屬感強。校友祝願母校發展得更
好，同時也盼望在校的同學畢業
後也會回校幫忙，彼此間能保持
聯繫，將這份情意和信念一直傳
承下去，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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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影響生命

人的成長路上，總有得有失，有喜有悲，也有笑有
淚。由悉達幼稚園、黃焯菴小學，以至於黃鳳翎中學，
我大部分成長的時間也在此處度過；我的太太，以及人
生幾位知己好友，也是在這裏認識。母校，就如給了我
的一切。還記得小時候，每天早上由將軍澳到銅鑼灣上
學，走過東院道，炎夏時課室沒有空調而汗流浹背，嚴
冬時口中呼出的縷縷白煙，當時的我竟然沒有半句怨言，
反而更多的是帶著期待，因為我實在喜歡這裏。

轉眼畢業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但至今每年我也會靜悄悄地回來一次；因為一直惦記
著這條走過多年的小斜路，以及這校園、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但更多的，就是這
裏曾教導過我的每一位老師。誠然，黃鳳翎中學的校園並不是最大，設備也未必最完善，
但黃鳳翎中學的老師，卻又充滿教學熱誠和人情味。我是一位平庸的學生，學業品行不
突出，但直到現在，每次回來時仍有部分老師記得自己的名字，這也足夠讓我歡喜上一
天的事情。由中一至中七，一直參與紅十字會青年團，預科曾經擔任領袖生和學生會外
務副主席，這點點滴滴，一直縈繞在心，久遠不忘。在黃鳳翎中學度過的校園生活，除
了獲得學科知識外，更多的是讓我學懂了待人接物的道理。而當中我遇上的兩位，緣份
讓我們相遇相知，他們由陌路人變成我的老師，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第一位是勞滿權老師，他是我的高中和預科的文學科老師。
勞老師是一位文質彬彬，學養俱佳的老師。上課時態度認真嚴謹，
備課充足，板書時疾徐有致。上勞老師的課，所有同學都聚精會
神，他會因說到孔子時欣賞至聖為師與學生互動的風範而感到喜
悅；談到三國時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感到歎息；聊到陶淵
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辭官歸隱田園而感到嚮往，此時大家總是聽
得安安靜靜，不知不覺間營造了良好的學習氛圍，而我也樂在其
中。縱使與勞老師單獨聊天的機會不多，但除了平日孜孜不倦的

教學態度外，更為我們預科班編制《草蘆》文集，以及畢業前對我的一番鼓勵，均對我
影響至深。這些年來，勞老師讓我更愛上中國文學之餘，也確立了我在大學和研究院修
讀中文和文學的志向。

第二位是徐潔玲老師，她是我初中中史科老師，也是預科中國語言及文化科的老師
和班主任。徐老師態度溫和，文雅端莊。我像大部分年青人一樣，曾有一段年少輕狂，
但在徐老師循循善誘下，我逐漸找到自己的方向。畢業後我每年也會回來母校一次，也
多能與徐老師談談近況。期間我們無所不談，家庭問題、工作壓力、升學迷惘，甚至長
大成人的責任、對兒女管教的方式，都能成為大家彼此的話題。從徐老師身上，我學懂
了言傳身教的重要，凡事盡心盡力，對得住任何人和事，也成為了我提醒自己立身處世
的左右銘。徐老師教授了我很多知識，但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這些年來，徐老師讓我
慢慢明白為師之道的重要，也讓自己感到能成為教師的可貴。

除了兩位外，我在黃鳳翎中學也遇上其他好老師，包括曾經教導我的沈婉群老師、
羅慧中老師、蘇美儀老師、李寶珊老師、蔡壽祥老師、劉仲永老師、陳國文老師和林天
祥老師；已離職的招潔儀老師、王國翠老師、尹鳳瓊老師和鄭秀玲老師；以及曾是同窗
的張志強老師等等……其實還有很多很多，但篇幅所限，未能一一盡錄。他們以生命影
響生命，在不同階段中均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我，讓我變得更好。在大學畢業後，我決定
跟隨他們的道路，以自己的心，做自己應做、想做、能做的事；以自己所學，陪伴更多
年青人一起成長。

我感恩自己能入讀黃鳳翎中學，因為它讓我笑多於淚，
喜多於悲，得比失更多。我深信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在成
長過程中幸運地在這裏遇到了不同的人和事，往往就是為我
們每一位「鳳翎人」延續或成就這無限可能的助燃劑。 

梁振輝（1999年中七畢業）

不足百分之八的人生

伍甄琪 
（2007年畢業中七畢業）

最近收到一封信，一封十八歲的我寫給自己的信。

信紙是當年在學校附近的文具店買的，還用上不同香味的顏
色筆，你在粉橙色的楓葉圖案上，填滿自己的感受。現在重看，
不禁為自己當年的品味感到可笑，因為那些香味不但沒有散去，
還混雜成一股難以形容的味道。但相比那些整齊但毫無溫度的新
細明體，那天你親手寫下的一字一句，整齊的塗改帶痕跡，為了
遮蓋錯字而添加的貼紙，更能反映真實的你。

這麼說起來，那家文具店雖然關門十多年，但總會零散地記起，你經常和同學們一
邊走過長長的掃桿埔道，一邊談著無聊的笑話，到附近的文具店買班會壁報用的顏色紙，
再到隔壁的便利店買飲料消磨時間。

是的，明明人生中只有不足百分之八的時間在中學度過。但這些日子盛載的記憶，
卻一直支撐著你。

就像你在信中說，某一年的歌唱比賽，班主任要求全班同學必須參賽。然後你和幾
個女同學就臨時組隊，還沒背熟歌詞就牽著手走上舞台。結果在台上呆了不到二十秒，
就因為忘記歌詞而尷尬地離開，令你的人生有一個污點。放心吧，在很多年後當你重提
那場歌唱比賽，那污點已經化為充滿歡笑的回憶。

你在信中又說已經溫習好多天，歷屆試
題做了又做，螢光筆劃了又劃，但還是擔心
背不熟課文筆記，擔心公開試成績會影響大
學派位，擔心前程會不會就這樣毀掉。老實
說，現在問你《前赤壁賦》的作者是誰，宋
太祖如何杯酒釋兵權，地震怎樣形成，你也
一時答不上來，但每個任教老師招牌動作和
口頭禪，不管是與學生閒話家常，還是一臉
嚴肅地訓話，卻好好存放在你的腦海。

而且長大後的你發現，人生並非成王敗寇的 100 米賽跑，而是自選賽道的馬拉松。
誰會料到那位坐在後排常常打盹，每次交功課前十分鐘總向你「參考」的男生，高考失
敗後出國讀書，學成回港後卻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月薪比你高三倍；當年那幾對在校
內萌芽的小情侶，最後能夠執子之手，在往後的人生一起跑下去。

不管終點在哪，感謝他們在不足百分之八的路程上為你沿途打氣，讓你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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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翎回憶錄

王珊珊 
（2012年中七畢業生）

不知不覺，經已離開中學校園七年之久。回憶當初校園生活，
記憶最多的竟是中六及中七的校園點滴，或許因為當年要應付高考，
較多時間留在學校吧。至於中一至中五的回憶卻沒有太多，一定是
懶惰的我每日返學只想著放學吧！哈哈！

每個黃鳳翎的學生都知道校園外的那一條長長的行人路，如慢
慢的從聖保祿醫院一路走來，最少要用十分鐘。對於遲睡遲起的我
來說，這條行人路是跑一百米的練習場。校園的鐘聲，加上雷主任
一米八十的身影告訴著你終點在望了！哦，不！是在告訴著你要加
緊腳步，快遲到了！再不快點，雷主任便要循例問一問你遲到的原

因。雖然我未曾因為遲到而被他嚴厲責罵，但站在一旁聽著他斥責學生的聲量，倒也膽
戰心驚。各位師弟師妹，千萬不要遲到呀！雖則雷主任總是基於自己訓導主任的身分而
板起臉孔，不過我倒是挺喜歡他的。他上生物課時會把課堂內容解說得繪形繪聲，有時
還會說個冷笑話，逗得同學們哈哈大笑！

說起生物課就想起可怕的化學課，須知當年因為理解能力有限，對於一堆堆的化學
理論跟實驗結果都摸不著頭腦。每次小測不合格要留堂重測的學生堆中，總有著我的身
影。一不爭氣，我便是最遲走的那幾位。但多得唐老師無限的堅持與不離不棄，我這位
重測常客竟幸運地在高考化學科取得合格成績。當日的元素周期表，化學反應及理論，
今日大部分都還給了唐老師。但若然有人問「要來杯一氧化二氫嗎？」，我定會答他「好
呀！不就是一杯水罷！」。雖然不是每個理科學生都能把各個理學科讀到融會貫通，但
從理學科所得的知識必定能令你對日常環境的變化及科技發展有更深層的認識。

說了些中學讀書的回憶，了解我的人一定知道我很喜歡園藝。高考時期，最多人選
擇擔任風紀或者組織學生會。而我偏偏喜歡種花種菜，還跑去擔任園藝學會主席。多得
陳老師的帶領及學校的支持，校園五樓的天台由本來只有數棵四季常綠的盆栽，變成一
個小小的空中花園。當年我們種了玫瑰花、 杜鵑、小鳳仙、檸檬、生菜、絲瓜、草莓、
車厘茄 ...... 多不勝數。還放置了木椅、木桌及太陽傘。農曆新年前還會有不同班級的同
學及老師一起 「水仙」，真的十分熱鬧！當年的我不論小息或放學，都會跑去這個「私
人花園」打理一切及欣賞自己默默付出的成果。坐在天台的木椅上，享受著輕輕的微風
及和暖的陽光，頓時所有的煩惱都會一掃而空。

這麼多年沒有回到校園，最惦記的除了一班認識的老師之外，就是那個空中花園！
 

年少好，校園美

蕭寶兒 
（2015中六畢業）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聽起來很老套，但回首一看，原來從黃
鳳翎畢業已經四個年頭。

六年的校園生活很精彩，現在我還喜愛回憶中學的生活片段：
我們在課室裡留下了打瞌睡的聲音，在走廊上留下了歡樂的笑聲，
在操場上留下了青春的汗水，在自修室中留下了努力學習的身影
⋯⋯每一片段都是如此珍貴。

我們在六年間由一棵小樹苗被栽種成一棵大樹。在這裏，我們記下了年少，刻下了
青春，載滿了笑臉。鳳翎見證我們的成長，見證我們的酸甜苦辣，見證我們的青春與朝
氣。在這裏，我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憶，最珍貴的青春。在這裏，有的更是機會。非常
感恩六年間師長們給予的機會，讓我可以參加各種校外比賽、服務以及活動，使眼界得
以拓闊、自信得以增長。

在校時，我是中文朗誦隊的成員。確實，每年十至十二月對於那時的我來說，是壓
力大而忙碌的。因為要比賽就必須要練習。那時候，每天最想的就是早點練習完畢可以
回家。逐漸長大後，才明白到練習使我進步，而朗誦隊的老師們，對我們的用心不少於
我們對比賽的緊張。畢業後，機緣巧合下我有機會回校教導師弟師妹朗誦，更令我明白
老師當初的苦心。感謝一班中文朗誦隊的老師們和師兄師姐。

由當初的懵懵懂懂到畢業，慶幸遇到一班好同學、好朋友、好老師。升讀大學後，
我才了解理想中升讀的科目原來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時候才發現，當初在中學時，迷茫
中可以請教身邊的朋友、同學和老師是一件多麼珍貴的事情。

或許是當初修讀的科目令我逐漸明白到自己對未來的方向，才有勇氣再一次選擇前
進的方向。

很慶幸中學時選修了倫理與宗教。或許在很多人眼中，這
一科有很多東西要背誦、很沉悶，但事實上這一科卻是生動有趣
的。我從不會後悔選擇了這一科，我反而特別喜歡研究有關生命
的議題，透過這一科，學到的不僅是學科上的知識，也培養了同
理心和從多角度思考和看待問題。這科也安排了外出服務和體驗
的機會，通過一系列的活動更令我對生活和生命作出反思和感
恩。

此外，學校更會定期舉辦境外考察活動。雖然我沒有修讀
中史科，但透過這些考察，我能夠跳出課室，感受世界，了解不
同地方的風土民情，擴闊視野。

種種美好的回憶碎片散佈在中學的時間廊中，每一個機遇都是成長路上的見證。我
不期然想起曾經聽過的一句說話：最好不過年少，最美不過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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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Ling, My Honour
胡慧盈 Tiffany Woo 5D

( Head Prefect 2018-2019)
Time flies. It is exhilarating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Our 
prefect team has served in various school events, like Information Day, Parents' Day and 
Athletics Meet. 

We aim to leave the lasting impression to the best. At school, we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o 
discipline peers. Being the biggest service team, we strive to create a cohesive and effective 
student leadership program at school. Various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were run to cement 
our relationship which allows our work to go smoothly. 

Most of us have spent a quarter of school life in Prefect Team. We didn't know we were 
making memory; we just know we were having fun. I am proud of being a Fung Ling 
student. During the happy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school, I wish the coming generations of 
Fung Ling students would become fulfilled and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appy 60th Birthday!
官子悅 Sydney Koon 5D

（President of Student Union 2018-2019）
Dear BWFLC, 

Happy 60th Birthday! BWFLC has truly come a long way for 60 years, 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and many ways in which you have helped me become 
who I am today.

You have truly helped me develop my talent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tudent Council,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you provided me not only to explore things beyond what I 
am currently learning but also to boost my competitiveness and creativity. 

As we celebrate our 60th Anniversary, I sincerely hope that BWFLC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a 
school loved by both students and alumni, whore sense of belonging will take root forever. 

Cordially,
Sydney Koon

Lists of Philanthropists

廣
結
善
緣 

樂
善
好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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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Lai 

Felicitations to Alma Mater on its 60th Anniversary 

Lots of Fond 

Memories

恭賀

佛教黃鳳翎中學鑽禧校慶	

願大家學業進步

百尺竿頭

服務社會

做福人群

陶鑄群英	

作育英才

GRANDA	FOOD	AND	WINES	LIMITED

韓步良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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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佛教黃鳳翎中學鑽禧校慶

桃李滿天下

一群北美黃鳳翎黃焯菴校友同敬賀

敬祝母校鑽禧誌慶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第十五屆一九七五同學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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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佛教黃鳳翎中學鑽禧校慶

桃李馥郁	

澤被三臺
98年中七班文組

恭賀

佛教黃鳳翎中學鑽禧校慶

NINE TO FIVE LIMITED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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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捐款

荷蒙各校友、家長及社會各界友好人士鼎力支持，贊助本校活動基金、校友會發展基金經費，惠

及莘莘學子，茲特登錄芳名，謹此鳴謝！ ( 排名次序不分先後 )

捐助壹萬圓

區永嘉 梁潔貞

捐助陸仟圓

LAU SHU HUNG

捐助伍仟圓

陳炳華 陳作材 

TUNG CHING NGA

捐助叁仟至肆仟玖佰圓

莫瑞雲 唐榮剛 劉偉洪

捐助貳仟至貳仟玖佰圓

何世良 柯雪娟 馬健雄 梁可欣 陳子錕 霍嘉瑜 謝偉恆

捐助壹仟壹佰至壹仟玖佰圓

陳雲菁 陶文煒

捐助壹仟圓

司徒育華 伍玉葵 朱長成 朱肇熙 何寶蓮 余沛機 呂妙蘭 岑麗蘭 李天佑 

李春艷 周慶榮 馬家偉 張淑芬 梁達賢 梁學貞 梁錫洪 陳天靈 陳少瓊 

陳慕珊 彭秀林 曾婉潔 曾德勝 黃月珍 黃淑儀 萬淑明 趙舜偉 劉美發 

劉詠珊 蕭建成 薛建輝 羅卓輝 羅錦寬 譚廣濂 關應佳 大光園有限公司

LELAND YANG   ELIZABETH WONG

PATRICK LAM MOK CHIN  STEPHEN SO

SZETO WAI CHING   YAU MAY HING CINDERELLA 

YAU SUET HING SELINA  YAU WOON HING SUSANNA  

捐助伍佰至玖佰圓

朱泳雪 朱浩基 吳佩華 吳炳基 李國輝 李榮耀 李穎怡 汪致清 汪達和 

冼偉強 林佳陽 林欽竹 林順賢 區仕聰 張明鳳 莊菩蒂 陳奕汀 楊秀琴 

劉逸雄 歐陽祥 歐陽潔貞 黎國榮 蕭昌順 蕭錦威 蕭麗薇 嚴嘉強

CHODOR RINZIN   DARIUS HO 

JANE CHAN-LAI   NG KA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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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壹佰壹拾至肆佰玖拾圓

王玉蓮 伍麗霞 何思萍 李佩儀 李曉欣 李樹源 卓康悅 林清華 胡玉冰 

孫紹航 張自強 張　玲 陳巧如 陳榮婷 黃永平 黃盛貴 黃惠珍 黃慧娥 

葉嘉祥 葉潤強  鄔翠華 劉志誠 劉映葭 劉婉棉 劉揚福 黎婉雲 霍崇基 

霍嘉宜 薛貴彩 謝培輝 簡美萍 魏奕恆 蘇文博 蘇淑梅 

GURUNG ISHUOR   HUBAHIB LUCITA C.  

RAI DIL HUMAR   TSE YEE MAN LISA  

WINGKIN HUEN

捐助壹佰圓

文穎淘 王玉蕭 王　娜 王釗榮 江月娥 老綺嫦 吳志恆 吳偉新 吳瑜嵐 

呂小玲 宋坤蓮 宋泳森 李巧妮 李玲玲 李若敏 李家慧 李海凡 李敏娜 

李惠萍 李鳳霞 李燕姿 沈曉紅 卓耿謙 周淑蘭 易偉民 林希娜 林恩恩 

林鈞儀 林瑾瑜 邱詠芯 邱詩勝 施敬華 施瑪莉 洪秦華 胡春華 英 珊 

翁美雅 張文添 張永富 張貴營 梁月娥 梁海強 陳壯荔 陳志祥 陳金華 

陳祝坤 陳國華 陳婉珊 陳梅容 陳福展 陳熹渝 麥學文 惠玲翠 曾小連 

黃秀英 黃良錫 黃珊珊 黃桂芳 黃彩馮 黃惠芬 楊華英 劉菊玲 劉廣達 

劉廣達 蔡玉英 蔡志雄 鄭成發 魯栢欣 謝瑞生 鍾秀雲 鍾國欣  鍾嘉妍 

藍少華 顏淑秋 顏寶玉 羅秀清 龔美完

ASEDILLO LEO NAVARROZA  BUHIA MARILYN     

CHAN KWOK FAN SIMON  CHOY YAN YEE     

GURUNG DHAN KUMAVI  GURUNG MANOJ

GURUNG PRAMILA   GURUNG SUSHILA    

GURUNG URMILA   IP CHIU KEUNG     

IRENE ILANO PAGET  JUDITHA C.DISOMIMBA

KAVITHA BALASUNDARAM  KUNWOR RAM     

LAU HANG SHAN   LEUNG CHI SHING    

LIMBU TIKA KUMARI  MALLIKA  

MARY GRACE MENDEZ  MINGOA CHARLIE ESTEBAN  

NG WAI SAK   NG SIU YING      

NITA THAPA   RANA SARAD

REGIE M.ROSAL   SEN CHIN BAHADUR    

TAM PUI LAM   WONG SUK MEI

捐助壹佰圓以下

布美苓 甘鳳仙 田永耀 何錫洋 呂洪霞 李妙琼 李娜娜 李桂蓮 李麗惠 

周　銘 林月培 林呈煜 俞錦芳 洪朝雄 翁詩慧 張春連 張彩雲 張傑明 

陳曉瑜 陳燕真 麥文強 彭陳嫣梅 曾順興 游江濤 黃少梅 黃佩楹 黃俊聰 

黃嘉恩 趙愛美 劉燦燃 劉麗芬 蔡月玲 蔡木英 鄧潔清 鄭威儀 黎家輝 

黎銀福 謝雪霞 鍾麗姚 羅碧雲 關燕媚 嚴利華

AUDREY SILANG   DOREEN B.GUZMAN    

GURUNG NAINA BAHADUR  GURUNG NANDA   

JOANNA METRA   MARIE J.SABINANO

MUSYARIFAH PARENT  NINIA REGINA L GUESEPUN  

PUN PUNAM   RAI MIRA KUMARI   

RAMINA ALCANTARA  SINGH SATWANT

SUNUWAR MAIYA   TANPOK LAM     

TEK GU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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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佛教黃鳳翎中學創於 1959 年，六十載光陰倏忽而過！她見證了一代又一代

「鳳翎人」的努力和拼搏！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回憶。值鑽禧校慶，特撰此刊，

讓這些滿載情感的回憶得以承傳；讓我們以感恩之心迎接鑽禧校慶，擁抱未來！

《鑽禧校慶特刊》編輯過程可謂漫長而艱巨，歷時兩年有多。荷蒙 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辦學團體 — 香港佛教聯合會、本港各大專院校校長、校監

題辭勉勵，校長和前任校長的循循訓勉；李偉盛校長提供的寶貴意見；各方友好

惠登廣告、各位師友、社會有心人士慷慨捐助；現任、退休、離任老師撰寫文章、

家長及校友細說心中情懷，多才多藝的「鳳翎」學子積極向上，為《特刊》注入

了豐富多姿的內容，令其得以順利誕生。謹此致謝！

文中倘有疏漏或不足之處，祈以鑒諒，並予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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