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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校外評核隊」於2015年10月12日、14日至15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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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外評報告有關學生表現的摘錄：

•
•
•
•

學校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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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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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過去三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表現良好。

6D潘啟聰同學在今年
DSE考獲7科共35分成
績（1科5**、1科5*、3
科5、1科4、1科3）

外評報告詳見本校網頁

本年度在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中勝出的同學
4D趙思敏（左二）、5A潘梓聰（右二）

本校與東莞市松山湖實驗中學
締結姊妹學校

學生上課樂於接受教師教導

2016年6月17日，李校長連同鄧鑑宏助理校長、張志強助理校長、黎耀祖老師、陸平才老師、林天祥老師、陶文
煒老師等一行七人，到達東莞市松山湖實驗中學，與該校領導層簽訂「姊妹學校結締計劃書」，計劃為期三年，期間
兩校在校長、老師及學生的不同層面將作互動交流。
松山湖實驗中學位於國家級高新科技園，對學生的科
技教育十分重視，學校有多個與科技有關的課外活動，
如機械人、3D打印、航拍、模型飛機及模型車裝組
等。姊妹學校的結締有利本校推行科技教育（STEM
Education），令學生擴闊科技發展的視野；而該校
亦對本校英語教學策略及品德教育甚感興趣。相信兩
校的結盟，擴大了學校網絡，透過交流與合作，定能
共同進一步提升教育素質。
姊妹學校結對儀式後兩校
本校老師受到東莞市松山湖實驗中
校長互相祝賀 （左為松山
學領導層熱情接待
湖實驗中學萬飛校長）

大氣電波分享照顧學習多樣性

李偉盛校長（後排右一）及
朱慧妍老師（後排左一）
到香港電台分享及接受訪問

2015年11月29日，李偉盛校長、朱慧妍老師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宏利兒
童潛能發展中心黎程正家博士一同出席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節目，就如
何照顧學習多樣性作分享，帶出以下的信息：若老師對學生的學習需要有更透澈的理解，
加上校方提供多方向支援學生的需要，定能更有效地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本校不乏成
功的例子，例如有一位語音不太清晰，表情不夠豐富的同學，他想參加朗誦比賽，朱老師
幫他訓練之餘，學校亦請言語治療師幫他矯正發音，結果他在今年朗誦比賽上取得了季
軍，聲情並茂，表現不俗。

學科動態
兩學科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本學年本校有兩個科目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中文科發展主題是「口語溝通」，而中史科發展的主題是「電子
學習」，兩科各有收獲。來年兩科將繼續與校本支援組合作，各在特定主題中邁步向前。

中文科構建由淺入深的
口語溝通課程
在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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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訓練小組討論一分鐘首
輪發言做起，再對公開考試最常見的「三選項」題型作
深入分析及重點訓練。計劃明年繼續優化中四課程外，
更伸延至中五，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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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健蕾同學在 2015-2016 年
度「扶輪盃」校際辯論初賽
中獲「最佳辯手」 奬

何俊謙同學在佛聯會屬
中學中文科小組討論比
賽獲表現卓越 奬

中國歷史科開展電子學習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習慣
經過一年的校本支援計劃，讓老
師們明白到電子學習的定位不在「電
子」，而是在「學習」，推行電子
學習希望學生運用資訊科技來學習
知識。通過不同的網上平台，例如
同學利用電子器材，進行電車
NEARPOD、EDPUZZLE、PADLET
之旅的史蹟考察
等，教師授課模式可由偏重於以老師
主導，轉變為以學生和能力主導，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和興趣，更重要是
觸「電」之旅─ 走出課室的電子學 讓學生看到自己的學習過程和成果，並且獲得回饋；教師更可以即時評估學生
所學，學生亦可以即時得到教師回饋，學生間也可以進行互評。
習（左一為領隊老師劉仲永老師）

主講嘉賓：關麗珊小姐（作家）
日
期： 2015 年 12 月 14 日
講
題：閱讀經驗分享
主辦單位：語文推廣組、圖書館

學術講座
語文推廣組、圖書館
及部分學科不時合辦專題
講座，營造校園學習氣氛
及拓闊學生視野。本年度
舉辦了三次學術講座，學
生反應熱烈，獲益良多。

主講嘉賓：阿包（繪本作家）
日
期：2016年3月21日
講
題：生活中的創作靈感
主辦單位：語文推廣組、圖書館
阿包（二排左一）與給與她創作靈感的三隻狗狗

校長邀請丁博士（左）
到校史室參觀

主講嘉賓：丁新豹博士（前香港歷博物館館長）
日
期：2016年4月25日
講
題：二十世紀初的銅鑼灣與跑馬地
主辦單位：圖書館、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2

學科動態
中一專題研習

發揮學生創意

本校的初中專題研習是全校老師參與及指導的學習計劃，中三級的主題是科學領域，中二級是人文
領域，而中一級則以培養創意為主。
在中一的專題研習中，學生分4-5人一組，以一個話劇為藍本（本年度是PIP劇團的《惡人谷》），
透過故事新編，創作新的情節，繪畫8格或以上的漫畫表達故事情節中最精彩部分，再利用電腦軟件創作
標題音樂，配合故事的發展，最後要把各科的創作整理融合，製作一個簡報配合演出，展現學習成果。
中一的專題研融合了中文、視藝、音樂及電腦科的知識及技能，學生由基礎知識的學習以至分組演
出的過程中，各項不同的潛能及專長都得以發揮。學科知識以外，活動也大大提升了學生的溝通能力、
協作能力、創造力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正正實踐了教育改革設置專題研習的目的。最後，最優秀的組
別會被邀請在家長日中表演，進一步肯定學生努力的成果。

專題研習分組演出花絮

初中學生參與大坑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習計劃
2015年6月16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在大坑書館街建設「舞火龍博物館」，以活化大坑舞火龍這項非物質
文化遺產。參與策劃的機構包括Earthpulse Foundation、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建館之餘，同時籌辦「大坑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習計劃」。本校綜合人文科帶領部分中二學生參與計劃，透過理
論課堂、實地考察、小組活動等，了解大坑舞火龍對社會帶來的文化價值，並為博物館構思宣傳品作推廣。
學習過程中，本校學生除與香港皇仁書院的學生互相切磋外，更透過視像會議和巴塞隆納的學生交流兩地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保育方式，英語表達能力和保育知識皆有所提升。
由於本校學生在活動表現出色，於今年4月9日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邀請，出席「服務學習計劃博
覽」，向其他學校介紹「ICH Pioneers 非物質文化遺產先驅者」計劃，並推廣
大坑舞火龍這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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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的同

學到大坑區實

地考察

育我菁莪

多元化尖子培育計劃
中文朗誦訓練班

部分參加資優課程的同學手持
獎狀與校長合照

本校中文朗誦比賽成績向來彪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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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提拔中文朗
誦隊中具水平的高中同學更上一層樓，成為星中之星，本校
於四年前開始設辦中文朗誦訓練班，邀請朗誦隊中的骨幹成
員參加，在校際朗誦節前接受特訓，務求發揮最佳的水準。
參加計劃的同學亦不負所望，過去四年中，全數獲得良好獎
狀或以上的成績，當中包括16冠9亞6季，其中4項冠軍更獲得
榮譽獎狀，成績卓越。他們獲得佳績後，更不忘師恩，不少 獲 奬 同學賽後與朗誦隊負責人
隊員於畢業後回饋母校，提攜後進。燃薪精神，成器成人。 朱慧妍老師、評判及校隊師兄
合照（左起）

中文寫作拔尖班
學校寫作文化的建立如細水長流，其來有漸。中文科在四年前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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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練比試中求
進步。今年在徵文比賽中獲得可喜的成績，初中有1A張
穎同學，獲得兩地一心「Express我的夢想」創作比賽初
中組亞軍；高中有4A傅雅欣同學獲得2015-1016中國中
學生作文大賽「恆源祥文學之星」一等 奬 及「旭日文學
之星」 奬 ；整體方面，我校榮獲第十一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2005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優質學
校寫作文化」 奬 。往後，中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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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寫作拔尖班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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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奬座

數學科推薦數學精英參與大學課程

本年度數學隊在香港佛聯會屬中學
聯校數學比賽獲隊制賽季軍

聲樂拔尖班

數學科於中三成立數學隊，訓練有潛質的學
生參加校外比賽，讓同學可以發揮潛能，盡展所
長。同學近年更獲取不少 奬 項，包括培正數學邀
請賽優異 奬 ，香港佛教中學數學比賽隊際賽亞軍
及隊制賽季軍等，成績令人鼓舞。對於高中同學
則設立數學精進班，該班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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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數學馬拉松計劃優勝者

王志超同學獲得聲樂獨唱
亞軍後與評判合照

音樂科為有音樂潛能的學生舉辦
「聲樂拔尖班」，以小組形式進行，
聘請校外聲樂導師對學生進行個別的
聲樂訓練。學生經過導師悉心訓練及自
身的努力，在香港校際音樂節獲得不俗的
成果，其中王志超同學在第六十七屆校際音樂節「19
歲或以下聲樂男中音獨唱」獲亞軍兼優良 奬 狀，而參
加第六十八屆校際音樂節的學生，有逾70%取得良好
或優良成績。「聲樂拔尖班」已定下未來三年計劃，
繼續培養聲樂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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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初級組合唱團在聯校音樂大賽 2016 奪金 奬
（左一為何詠欣老師）

學生領袖培育

育我菁莪

鳳翎大使
「鳳翎大使」於本年度正式成立，是學生領袖的高規格榮譽。「鳳翎大使」由校
政委員會及各相關科組負責老師提名，入選的都是校內優秀的學生。
級務組會為「鳳翎大使」特設司儀訓練，培訓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同時，學
校與社區的聯繫活動，「鳳翎大使計劃」亦會培訓學生接待校外嘉賓的禮儀，鼓勵學
生大方得體地在嘉賓面前介紹學校和自己。這項計劃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增
強自信，立己達人，實爲校內同學的模楷。

級務組老師以模擬情境題，
訓練學生如何接待外賓

「鳳翎大使」學生分享：
在過去的一年，我被老師推薦為鳳翎大使，獲得不少
學習的機會。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分區浴佛典禮中擔任司
儀，代表鳳翎大使在早會中短講，與同學分享如何訂立正
確的目標，我亦曾在鳳翎
大使聚會中分享自己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鳳翎
精神，這些都是難得的經
歷，很感謝學校給了我成
長的機會。
（S.2D陳楚瑩）
陳明豪副校長向同學介紹
鳳翎大使的理念

全體鳳翎大使熱心服務的精神獲學
校領導層高度表揚

明日領袖
本校學生輔導組自去年開始，每年都推薦三位中三至中四的學
生參加由「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支持的「喜耀明日領袖鍛煉營」。
這個鍛煉營不是一般的夏令營，參與的青少年接受不同內容的學習
鍛煉，如行山、築路、跑步、紮竹筏等團體鍛煉，還有性情的開發
及人際關係的反思。學員與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及
全國各地華人青少年共同經歷7日6夜的培訓，鍛煉項目既豐富又
好玩，更重要的是充滿啟發，使參與者得到全方位生命成長的機
會，包括創造力、思維力、品格、志氣、耐力、定力、理想、家庭
關係、人際能力、團隊精神、情緒管理能力、抗逆能力、乃至學業
成績等，均得到全面的成長突破。
「喜耀明日領袖鍛煉營」7日6夜的費用約港幣 $7,800，學生
輔導組會協助被推薦或自薦成功的學生申請由新達化工有限公司頒
出的全額資助，讓學生得此難能可貴的成長培訓。曾經與鍛煉營的
「明日領袖」，會透過校內週會分享經歷，讓更多同學得所啟發。

行動前先討論策略
（正中者為潘梓聰同學）

晚上寫反思筆記

「明日領袖」學員心聲：
在「喜耀明日領袖鍛煉營」中，我學得最
多的是如何做人。當中，我有很多突破，例如
我從來都不喜歡在別人面前唱歌，怕被人笑。
但是鍛煉營的第一個晚上我竟然和導師在一班
完全不認識的人面前高唱《遊子吟》。
在鍛煉營裏，我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學
到了六大主題 （關心別人，由我做起；放下
自我，孝順父母；難關不在外；志不立，天下
無可成之事；世界變好，我先變好；勇於實
踐），主題中的「難關不在外」和「志不立，
天下無可成之事」對我影響最深。鍛煉營後我
時時刻刻都提醒自己要立志成為一個有自信，
永不放棄的人。
（S.5A潘梓聰）

日間難苦鍛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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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袖 奬 」校內分享會（左起：4A簡可圖、鍛煉營贊助人
新達化工有限公司負責人譚太、鍛煉營副營長許志毅導師、
李偉盛校長、4A梁子儀、5A潘梓聰、蔡崇界老師）

境外遊

袁崇煥紀念公園前大合照

「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宗教歷史文化交流團」
隨着中港兩地交流日益頻繁，更多本港中學畢業生選擇往內地升學，並在偌大的神州大地探索未
來。本校趁統測後（2015年10月30至11月1日）舉辦「港莞學生文化交流暨宗教歷史文化交
流團」，讓學生了解內地學校的現況，並加深對廣東歷史文化的認識。
是次交流團由本校宗教事務組 、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合辦，參加人數多達150
人。行程最特別之處是由李偉盛校長親自領軍，前往東莞技師學院交流。東莞技師
學院是東莞市唯
家公辦國家重點技工院校，是省市高技能人才實訓基地，而本
校是首間香港中學獲邀作探訪參觀。師生分為兩批參加東莞技師學院的體驗課。
其中50名師生參加了「中德BBW汽車維修技術」體驗課。另外100名師生參加
了「麵點曲奇DIY」體驗課。在課堂體驗中，學生除可了解「汽車維修」及「現
代服務」兩個職訓資訊外，更能一嘗職業教育強調動手操作的授課模式，獲益良
多。交流結束後，雙方師生舉行了文娛晚會，盡興而歸。
師生除前往東莞技師學院交流外，也到訪了
袁崇煥紀念公園，認識明朝名將袁崇煥的事跡及
生平，並遊覽了順德黃大仙祠及瓷器街。
體驗「曲奇DIY」的滋味
是次活動對港莞兩地師生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
台，促進兩地教育、文化之間的交流。

李偉盛校長與東莞技師學院院長
劉海光教授攝於晚會序幕

同學專心聆聽體驗課前的講解

我校鼓隊的演出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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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德BBW汽車維修工廠

境外遊
「潮州學術文化暨歷史及佛教文化考察」
2016年6月28至7月1日我校舉辦了本年度第二次學術文化考察，這次考察的地點是中國歷史名城
潮州。整個
旅程考察點包括：潮州八景、廣濟橋、潮州開元寺、韓山師範學院及佛山西樵山。
行程的重點是到韓山師範學院進行交流。韓山師範學院特為本校師生精心安排了主題演講、交流及參觀活動。其
中主題演講包括介紹了「韓山師範學院的詩書教育」、「潮州的文化傳統」及「潮汕方言的語言魅力」三方面，加深
了同學對潮汕文化的了解和興趣。交流團一行還參觀了韓山師範學院的校史館、圖書館、生物標本館、陳其銓書道館
和陳復禮攝影館等。
至於名勝古蹟的參觀，令學生知道潮州人對唐代古文大家韓愈崇拜的原由。
離開潮州後，前往佛山國藝影視城參觀，令學生認識影視拍攝場地及拍攝過程，又是另一番體會。

主題講座現場

陣容鼎盛的考察團

韓文公祠前沾沾文化氣息

我們都是大明星
（參觀佛山國藝影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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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晚宴

師生參觀韓山師範學院校史館

由「翎」開始
「我的新天地」計劃
「我的新天地」計劃的對象為本校的新來港學生，活動包括
定期的小組聚會、戶外活動、廣東話適應課程及「由『翎』開
始
新移民學長經驗分享」。
本年度就舉行了十二次小組聚會，兩次戶外活動及4次廣東話
適應課程，以提升新來港學生對本土環境的認識，擴寬社交圈子，
盡快融入新環境，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至於與考試及評核組合辦
的「由『翎』開始」，則透過以往新來港的學長的經驗分享，為學
弟學妹解惑。同時，活動又會頒發獎項獎勵本年度表現突出的新來
港學生，藉此鼓勵他們積極投入校園生活，繼續力爭上游。
以下是曾參與本計劃的本年度6D班畢業生金家浩獲獎學金赴
美留學前的感言節錄：

金家浩同學（左二）於校內畢業禮將畫作送贈李偉盛
校長及褔建中學蘇愛萍校長（左一）表達感恩

在寫這篇分享時，我正坐著飛馳的高鐵往家鄉趕去，思量著下個月去紐約的事宜。
……
我從哪兒來？我來自溫州，一個很小的城市，渺小得無法在中國地圖上清晰指
出她的位置。7年前，我滿心歡喜地踏上了往香港的航班，那是一個國際都會，是
一個跟誰提起都會知道的繁華之地。那時，一口不標準的廣東話與英文成了我與
眾人溝通的屏障，滿臉的陌生人也曾讓我膽怯。但終究，我不願低頭，用七年來克
服、來融入、來提升、來證明自己。
「我的新天地」戶外活動—
鳳翎印象？初入校園，最深的感受莫過於校園中滿滿的人情味，在這裏受教，是我一
長洲張保仔洞探險
輩子做過最正確的決定。這裏的每位老師不僅抱著滿腔熱情去教導學生，更付出無數的精
力為學生細說為人處事的道理。我意識到這裏不是內地的人情交易，靠送禮來攀親攀戚，
讓自己的子女能在學校內有展示的機會；更不似傳統名校的冷漠，僅僅以成績來劃分學生等級。老師與同學的熱情融
化了我這新移民對陌生環境的恐懼，於是踴躍嘗試不同的活動，更因學校積極培育學生領袖而有幸加入領袖生團隊。
六年的校園生活，我過得份外充實，通宵達旦地趕稿，喜出望外的海外交流，緊張刺激的比賽等，幫助我提升對社
會的適應能力，建立積極上進，正面樂觀的人生態度……
6D 金家浩
（金家浩同學因設計方面的才華獲美國大學頒發約25萬港幣的 奬 學金）

回程時於長洲碼頭合照

新來港的同學細聽學長的分享

成長的見證──校內頒獎禮

校內頒獎禮頒獎嘉賓
詹漢銘校長致辭勉勵
同學

每年的校內頒獎禮是表揚過去一年在成績、品行、服務、活動有卓越
表現的學生。今年的頒獎禮於2015年11月30日舉行，邀請了中西區校
長聯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香港潮商學校詹漢銘校長為頒獎嘉賓。
是次頒獎禮除有頒獎嘉賓致辭外，尚有得 奬 生感言環節。得獎
學生之一5D班唐理，原來是頒獎嘉賓所屬小學的畢業生。在唐
同學分享完得獎心得後，詹校長致辭時談及他對唐同學兒時的印
象，盛讚他在本校五年猶如脫胎換骨，由過往被動害羞的小男孩變
成今日在台上言談得體、學行俱佳的模範，見證了他中學階段成長的
蛻變，亦感謝本校老師對學生的付出與栽培，最後詹校長更訓勉在校同 份外有意義的鼓勵
學要勤奮努力，為目標而奮鬥。
（唐理同學獲小學母校校長
親授 奬 狀）

8

活力吾師

亦莊  亦諧  亦瘋狂
我校的老師平日文質彬彬 ，嚴而有愛 ，對學生諄諄教
誨，贏得同學的敬畏；但一旦活動起來就活潑精靈，積極投
入，堪稱亦莊、亦諧、亦瘋狂。
且看我校老師於香港佛教學校教
師聯誼會乒乒球比賽及羽毛球比賽
戰績彪炳就知所言非虛。

香港佛教學校
教師聯誼會
聯校乒乒球比賽

榮休後的王瑞娟助理校長潛
男子單打
心練習乒乓球，曾到新西蘭
季軍：鄧鑑宏助理校長
及越南參加乒乓球比賽
女子單打
冠軍：王瑞娟助理校長（榮休的榮譽會員）
男子雙打
季軍：鄧鑑宏助理校長，何永康老師
女子雙打
冠軍：王瑞娟助理校長，林文慧老師
團體賽
亞軍：佛教黃鳳翎中學
（隊員：王瑞娟助理校長、林文慧老師、李嘉儀老師、
鄧鑑宏助理校長、何永康老師）

鳳翎教師隊在所有乒乓球比賽中拿下了五
項獎項，與實力非凡的何南金教師隊合照

鄧鑑宏助理校長多年出賽均獲殊榮，
本年夥拍何永康老師再下一城

聯校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
亞軍：林意臻老師
女子單打
亞軍：林文慧老師
林意臻老師（藍衣者）於求學時期
男子雙打
為羽毛球校隊成員，曾多次參加學
冠軍：林意臻老師，何永康老師
界賽事，現在仍保持水準
團體賽
亞軍：佛教黃鳳翎中學
（隊員：林文慧老師、林意臻老師、何永康老師、
鳳翎教師隊在各項羽毛球比賽均能報捷，球隊
關中豪先生、陳栢誠先生）
成員與打氣隊員當然喜上眉梢

香港佛教學校教師聯誼會周年聚餐
頒發長期服務獎
2016年6月25日舉行的香港佛教學校教師聯誼會周年聚餐，除了頒發各項教師比賽的獎項外，
同時亦頒發長期服務獎予各佛教學校老師，本年度本校共有16位教師獲取長期服務獎，他們分別
任教本校十年至三十五年不等。感謝老師們多年來春風化雨，循循善誘，實為鳳翎學子之福。

本年度獲頒長期服務獎的教師與校監釋演慈法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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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獎的教師與各項比賽獲獎的教師團體照

得獎課外活動紀錄（2016年2月至7月）
性
質

學
術

活動項目

性
質

成績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2015-2016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恒源祥文學之星」
4A傅雅欣
一等獎
旭日文學之星
4A傅雅欣
2A張梓豪 2A李嘉悅 3E張鎵琳
優異獎狀
4D趙思敏 6D蔡琦秋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第十一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5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2 羅淑儀 4A傅雅欣 5D黎子康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6D梁家樂 6D黃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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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組優異獎
1A張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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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組團體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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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區高中組金獎及
獲全額資助參加「優勝 4D趙思敏
者廈門交流四天團」
港島區高中組
5D羅清楊
初賽優異
香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港島獅子會 全港青年中國古典詩詞朗誦比賽
高中組
優異獎：5A陳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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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協會渣打香港英語演講比賽2016
該時段首十名
4A黃梓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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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游韻彤
Response
Best Speaker
5D馬衍倫
Inter-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5-2016
優異
4D趙思敏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2016 Harvard Book Prize 哈佛書獎
第一名
5D唐 理
第二名
5D夏國傑
第三名
5D洪欣欣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香港中小學時事及常識挑戰盃2016
時事評論比賽
高中組
季軍：游韻彤
消費者委員會第17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特別嘉許獎：3E何沚珊 3E鄺梓聰 3E劉彥祖
初級組
3E阮立賢 3E張 銳 3E朱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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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中學數學比賽
季軍：3A何錕暢 3A林詩淇 3A劉子文
小組
3A李梓謙 3E何俊霆
殿軍：3A陳譽享 3A何錕暢 3A林詩淇
3A劉嘉寶 3A劉子文 3A李海彤
團體
3A李梓謙 3E陳淙渝 3E何俊霆
3E葉倬昆
2015-2016年度佛誕徵文比賽
亞軍：5A羅靖盈
中學組
優異獎：4B張梓煒 5A王志超
2015-2016年度扶輪盃
最佳辯論員：5D何健蕾
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香港佛教聯合會
全港佛教中學
優異獎：2D陳楚瑩 5A陳星宇
佛教故事演譯比賽
香港培正中學第十五屆
優異獎：4D陳鑑霖
培正數學邀請賽
香港通訊業聯會
季軍：5C陳厚翔 5C鍾振宇 5C香繼業
無線定位尋寶比賽
5C葉津勇

體
育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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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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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3D張簡浩 4B廖玲玲 4D賴芷君
女子甲組4x400公尺
5D施華蕾
女子甲組跨欄
殿軍：5D施華蕾
全場團體亞軍：3D張簡浩 4B廖玲玲
女子甲組
4D賴芷君 5D施華蕾
女子乙組400公尺
亞軍：4D賴芷君
女子丙組擲鐵餅
季軍：1C陳捷思
男子甲組100公尺
亞軍：4A陳弘軒
季軍：4A陳弘軒 4B張偉樂 4C張偉康
男子甲組4x100公尺
4D朱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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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尺
殿軍：4D何文博
男子乙組200公尺
季軍：4D何文博
季軍：2C周浚峰 4A簡可龍 4D朱博遠
男子乙組4x100公尺
4D何文博
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4D朱博遠
聖雅各福群會單車機挑戰賽
冠軍：4D陳鑑霖 4D林盛坤 5D何俊謙
團體公開組
5D唐 理
亞軍：4D陳鑑霖 4D林盛坤 5D譚承豐
團體學校組
5D唐 理
冠軍：5D譚承豐
個人分齡組
季軍：4D陳鑑霖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證書及獎學金500元：6D施嘉希
運動員獎2015-2016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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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鍵㮾
1D梁祐維 1D麥凱喬
1D莫濋嵐
中學合唱（初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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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吳苑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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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垚烾 2D黃諾琳 3A梁梓軒
3A吳畢維 3D龔景汝 3D劉熙朗
中樂團（中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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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2D蔡垚烾 4B陳宏燊
4C施樂龍
4D廖家慧 5C張銅丹
5D夏國傑
銀獎：4A梁子儀 4A黃梓鈞
4C李正賢
中樂銅管樂合奏
4D黃麗恩 5D歐陽俊浩 5D黎子康
5D黎子健 5D譚承豐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6
二胡獨奏-初級組
良好獎狀：2D蔡垚烾 4B陳宏燊
長笛獨奏-中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3A何卓蓓
笛獨奏-中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3A梁梓軒
笙獨奏-高級組
良好獎狀：3A吳畢維
優良獎狀：2D黃諾琳 3A梁梓軒 3A吳畢維
4A余芷欣 4B陳宏燊 4C施樂龍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
4D廖家慧 5A陳星宇 5C張銅丹
5D鄭藝惠 5D夏國傑 5D胡蘊貞
6D黃曉婷
分級鋼琴獨奏-六級
優良獎狀：5A吳苑菱
聲樂獨唱-中文-女聲
優良獎狀：4B張梓煒
-中學-16歲或以下
聲樂獨唱-外文-女聲
良好獎狀：5A吳苑菱
-中學-16歲或以下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男聲-中學
良好獎狀：4A黃梓鈞
-16歲或以下
聲樂獨唱-中文
-男中音 男低音-中學 良好獎狀：5A王志超 5C徐佳榆
2016教育局公益少年
-19歲或以下
團韓國交流團「傑出

團員 奬 」4D趙思敏

性
質

藝
術

其
他

活動項目

性
質

成績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2015-2016年度佛誕卡設計比賽
手繪創作組
冠軍：4B江雄渾
（中學高級組）
季軍：4A余芷欣
亞軍：5A李樂欣
電腦設計組（中學組）
優異獎：1D鍾禮賢
教育局「全方位學習」
海報設計、卡通人物設計及徵文比賽
季軍：5A鄭裕澄
高中組
優異獎：4B江雄渾 4B黃雅汶
「我的會展小伙伴」設計比賽2016
初中組
優異獎：3E阮立賢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減鹽減糖」
優異獎：4B江雄渾
文件夾設計比賽
香港教學資源中心
優異獎：4B張梓煒 5A李樂欣
「手繪社區」繪畫比賽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4B江雄渾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音樂：5A王志超
香港女童軍總會2015 16年度女童軍慈善獎券籌款運動
1A周容容 1A鄭茵婷 1A張 穎 1A劉靜儀
1A劉金好 1A陳焯鈴 2B李宜臻 2D何佳頤
全港最佳銷售獎第十名
2D丁餘燕 2D周心荃 4A余芷欣 4D廖家慧
5A陳星宇 5D鄭藝惠
香港女童軍總會隊伍
隊伍優秀女童軍：5D鄭藝惠
優秀女童軍選舉2016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灣仔區委員會灣仔區周年頒獎禮2016
「傑出團員韓國
4D趙思敏
交流團」成員
學校優秀團員獎
5B羅晃宏

其
他

活動項目

成績

銅獎：1B陳駿龍 1C勞韋藍 3B盧芷欣
3B伍鳴聲 3B楊成業 3D李康宏
3E李嘉蕎 4A陳凱翹 4A勞惠華
4B車美緻 4B陳佩玲 4B蔣文俊
4C孫百鏘 4D陳鑑霖 4D鄭昌霖
4D郭偉成 4D鄺映軒 4D李宗浩
主題活動比賽
4D林芷瀠 4B劉煒強 4D莫雪華
4D莫慧心 4D蘇威丞 4D黃藝江
5A陳永晉 5A鄭忠耀 5A何欣穎
5A羅惠允 5B羅晃宏 5D何健蕾
5D黎偉傑 5D羅文亮 5D梁凱喬
5D林芷冰 5D羅清楊 5D謝林珊
3C吳鎮廷 3E何俊霆 3E何耀鋒 3E葉倬昆
3E左竣銘 3E簡文軒 3E曲殷緯 3E劉學軒
中級章（橙章）
3E林家燁 3E殷兆華 4D趙思敏 5B羅晃宏
5C范銀華 5C盧俊君 5D梁凱喬 5D林芷冰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16服務學習計劃研討會
「服務學習計劃博覽」
嘉許獎狀
2D陳瑞茵 2D何鎮翹 2D吳文就 2D葉昊青
《有心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學校5A何欣穎 5D羅文亮 5D梁凱喬 5D林芷冰
義務工作金獎
有心學校4A陳凱翹 4B陳佩玲 4D關穎欣 4D鄺映軒
義務工作銀獎
4D莫慧心 5A鄭忠耀 5A羅惠允 5D羅清楊
3B盧芷欣 3D李康宏 3E李嘉蕎 4A勞惠華
有心學校4B車美緻 4D陳鑑霖 5B羅晃宏 5D何健蕾
義務工作銅獎
5D謝林珊 6C伍雪蕾
教育局 2016「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獲 取 錄 2 0 1 6 「 香 港 青 3C蔡展鵬 4A張偉浩 4A簡可圖 4B陳宏燊
少年軍事夏令營」學員 4D翟家宝 4D郭偉成 4D鄧偉強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2016
獲選學生
5A陳星宇 5A詩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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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獎
2D黃諾琳 5D林佩盈 5D梁凱喬 5D謝林珊
香港電台第十一屆《傳媒初體驗之天人合一》
優異獎：1D陳顥元 1D許煒衡 1D梁祐維
2D陳瑞茵 2D譚熙耀 2D丁餘燕
中學錄像組
2D蔡垚烾 4B陳嘉祐 4D陳利榮
4D陳鑑霖 4D黃麗恩 5C陳厚翔

2015-2016年度「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尚楷、徐偉福
獎學金」計劃得獎者5D夏國傑 3E許鎵琳 4C張偉康
（右二至右四）

本年度獲校外機構嘉許的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2016中樂團金獎
學生名單（2016年2月至7月）
2015-2016年度「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蔡尚楷、徐偉福獎學金」計劃
獎學金港幣伍仟元
3E許鎵琳 4C張偉康 5D夏國傑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2016 Nicola Myers
& Kenneth McBride Memorial Fund Scholarship
5D夏國傑 5D唐 理 6D溫竣暉
3A馬錦倫 3E陳淙渝 4D翟家宝 4D黃麗恩 5A李嘉禧
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獎
5D林涴汶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銅章：5D何健蕾 5D羅文亮 5D羅清楊 5D施華蕾
和富青年網絡
傑出公民學生嘉許狀：5A王志超 5A游韻彤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5
旭日獎學金
吳昌雁（14/15畢業生）
明日領袖獎 及
4A黃愷琳 4B廖玲玲 4C麥翠儀 4D陳利榮
「喜耀明日領袖」鍛鍊營
2016 香港青年協會
獎學金及獎狀：4A簡可圖
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2016
獲選參加「香港學生領袖南京考察團」：5D何健蕾
「卓越今天 成就將來」
4D趙思敏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6
嘉許證書：1A劉金好 1A翁嘉誠 2D陳瑞茵 2D黃諾琳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3 E 許鎵琳 3 E 朱雅雯 4D林芷瀠 4D趙思敏
「與你同行」獎勵計劃2016
5A李嘉禧 5D林涴汶 6D金家浩 6D徐 思

11

2016香港青年協
會黃寬洋青少年進
修獎勵計劃獎學金
得主4A簡可圖獲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2016
Harvard Book Prize哈佛書獎
第一名：5D唐 理
第二名：5D夏國傑
第三名：5D洪欣欣

聖雅各福群會 單車機挑戰賽
團體公開組：冠軍
團體學校組：亞軍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學業及操行龍虎榜
科目
級別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歷史

綜合人文

通識教育

數學

數學(單元一)/
數學(單元二)

中一

林昭樑（1D）
許煒衡（1D） 張
馬浩倫（1D）

穎（1A） 洪佳茵（1A） 劉世邁（1D）

---

洪佳茵（1A）

---

中二

洪佳琳（2D） 洪佳琳（2D） 洪佳琳（2D） 洪佳琳（2D）

---

羅淑儀（2A）

---

中三

馬錦倫（3A） 何俊霆（3E）

何俊霆（3E）

---

---

何俊霆（3E）

中四

趙思敏（4D） 趙思敏（4D） 趙思敏（4D）

---

中五

馬衍倫（5D） 洪欣欣（5D） 黃家良（5D）

---

中六

溫竣裕（6D） 汪博潤（6D） 伍雪蕾（6C）

---

科目
級別

佛化德育
及價值教育
洪佳茵（1A）
莫濋嵐（1D）

中一

倫理與宗教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資訊
及通訊科技

洪佳茵（1A） 翁嘉誠（1A）

--李宗浩（4D）
趙思敏（4D） 張偉康（4C）
陳鑑霖（4D）
洪欣欣（5D）
洪欣欣（5D） 羅惠允（5A）
唐 理（5D）
溫竣暉（6D）
李雅詩（6C） 潘啟聰（6D）
潘啟聰（6D）

音樂

科學

孟倩如（2A）
洪佳琳（2D） 羅淑儀（2A）
蔡垚烾（2D）
--何俊霆（3E）
---

黃梓鈞（4A）

---

包頌言（5A）

---

陳可中（6D）
陳家宝（6C）

藝術發展

普通話

經濟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

劉金好（1A） 劉金好（1A）

---

馮曉暉（1D）

---

---

體育
劉金好（1A）
陳楚翹（1D）
區宜倫（2A）
羅淑儀（2A）
呂逸民（2B）
吳佩慧（2C）
許羨斌（3A）
鄭天朗（3B）

中二

洪佳琳（2D）

---

袁美君（2A）

陳楚瑩（2D）
黃諾琳（2D）

---

孟倩如（2A）
官子悅（2A）
歐陽嘉燕（2A）

---

---

中三

何俊霆（3E）

---

阮立賢（3E）

陳淙渝（3E）

---

許鎵琳（3E）

---

---

中四

趙思敏（4D） 鄧偉強（4D） 江雄渾（4B）

---

---

岑浩麟（4D） 莫慧心（4D） 張偉樂（4B）

中五

洪欣欣（5D） 游韻彤（5A） 周玉姣（5A）

---

勞惠華（4A）
蔡倩欣（4A）
梁凱喬（5D）

---

中六

馮玉玲（6C） 黃瑞雯（6C） 金家浩（6D）

---

溫竣裕（6D）

---

夏國傑（5D） 林佩盈（5D） 施華蕾（5D）
鄧旭鏘（6C） 徐 思（6D）
徐 思（6D）
陸允利（6D） 溫竣暉（6D）

科目
級別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物理

生物

化學

歷史

地理

何俊霆（3E）
陳鑑霖（4D）
唐 理（5D）
馮焯林（6D）

何俊霆（3E）
岑浩麟（4D）
羅文亮（5D）
汪博潤（6D）

何俊霆（3E）
陳鑑霖（4D）
唐 理（5D）
潘啟聰（6D）

陳冠樺（3D）
傅詩琦（4A）
洪欣欣（5D）
吳逸軒（6D）

何俊霆（3E）
翟家宝（4D）
鄧曉欣（5A）
張竣然（6D）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每級首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洪佳茵（1A） 許煒衡（1D）
洪佳琳（2D） 蔣鷺藝（2A）
何俊霆（3E） 劉子文（3A）
趙思敏（4D） 岑浩麟（4D）
唐 理（5D） 洪欣欣（5D）
潘啟聰（6D） 溫竣裕（6D）

第三名
翁嘉誠（1A）
孟倩如（2A）
陳淙渝（3E）
張偉康（4C）
夏國傑（5D）
溫竣暉（6D）

級別
優異生
中一 張 穎（1A）、翁嘉誠（1A）、洪佳茵（1A）、張庭瑋（1A）、劉世邁（1D）、潘文軒（1D）
蔣鷺藝（2A）、羅淑儀（2A）、孟倩如（2A）、歐陽嘉燕（2A）、胡慧盈（2A）、
中二
官子悅（2A）、陳楚瑩（2D）、洪佳琳（2D）
中三 劉子文（3A）、何俊霆（3E）
中四 張偉康（4C）、莫慧心（4D）、岑浩麟（4D）、趙思敏（4D）
羅惠允（5A）、游韻彤（5A）、朱准烈（5D）、夏國傑（5D）、何健蕾（5D）、
中五
黃家良（5D）、洪欣欣（5D）、黎子康（5D）、羅文亮（5D）、唐 理（5D）
中六 潘啟聰（6D）、徐 思（6D）、溫竣暉（6D）、溫竣裕（6D）
級別
全年操行優異生
中一 劉金好（1A）、翁嘉誠（1A）、陳駿龍（1B）、馮曉暉（1D）、麥凱喬（1D）
羅淑儀（2A）、孟倩如（2A）、歐陽嘉燕（2A）、胡慧盈（2A）、庄霖珊（2A）、杜嘉俊（2C）、
中二 錢嘉駿（2D）、馮嘉俊（2D）、何佳頤（2D）、李凱藍（2D）、梁嘉晋（2D）、吳文就（2D）、
陳楚瑩（2D）、葉昊青（2D）、官子佑（2D）、洪佳琳（2D）
陳芷淇（3A）、馬錦倫（3A）、陳浩龍（3B）、陳淙渝（3E）、陳文杰（3E）、侯雅芝（3E）、
何沚珊（3E）、何俊霆（3E）、何耀鋒（3E）、簡文軒（3E）、鄺梓聰（3E）、曲殷緯（3E）、
中三
劉學軒（3E）、劉世啓（3E）、李嘉蕎（3E）、譚穎綽（3E）、胡朗然（3E）、許鎵琳（3E）、
阮立賢（3E）、朱雅雯（3E）
陳凱翹（4A）、林皓然（4A）、勞惠華（4A）、吳文杰（4A）、張偉康（4C）、蔡永釗（4D）、
中四 翟家宝（4D）、陳鑑霖（4D）、關穎欣（4D）、林芷瀠（4D）、廖家慧（4D）、呂以熙（4D）、
倪頌恩（4D）、黃麗恩（4D）、趙思敏（4D）
鄭忠耀（5A）、羅惠允（5A）、周玉姣（5A）、全柔霖（5D）、夏國傑（5D）、何健蕾（5D）、
中五 何俊謙（5D）、黃家良（5D）、洪欣欣（5D）、黎子康（5D）、黎子健（5D）、林佩盈（5D）、
林涴汶（5D）、羅文亮（5D）、梁凱喬（5D）、林浩東（5D）、林芷冰（5D）、唐 理（5D）
吳慶德（6A）、陳凱欣（6C）、黃瑞雯（6C）、馮焯林（6D）、金家浩（6D）、賴俊傑（6D）、
李培希（6D）、梁家樂（6D）、陸允利（6D）、吳靜山（6D）、潘啟聰（6D）、曾蔚妍（6D）、
中六
徐 思（6D）、董嘉杰（6D）、溫竣暉（6D）、溫竣裕（6D）、汪博潤（6D）、黃曉婷（6D）、
茹煒豪（6D）
級別
中三

進步生
李癸鋒（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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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第一名洪佳茵同學（1A）

中二級第一名洪佳琳同學（2D）

中三級第一名何俊霆同學（3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