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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學習圈
優質實效的交流
「鳳翎」「松湖實中」互訪活動
自本校與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締結「姊妹學校」後，兩校進行了多次互動活動。繼
我校學生走入「松湖實中」課堂
2016年4月「松湖實中」校長和老師到我校觀課交流、參與校園活動，並與我校管理層進
行學術交流會議後，本年度我校師生回訪「松湖實中」，參與觀課、愛心義賣、趣味運動
會及綜藝晚會演出等活動。
是次回訪活動為期3天（2017年11月9日至11日），參與師生陣容鼎盛，逾120餘人。
學生有機會走入「松湖實中」課堂，體會不同的教學模式，獲益匪淺；教師兩年多來的多
次交流，相互學習和借鑒教學經驗，共同探索和進步。兩校之間，在不知不覺間已建立起
兩校老師在趣味運動會中全力以赴
優質實效的學習圈，非一般禮節性的往來可比。

數學科分享「高中數學課程
延伸部分的時間表編製及學
與教安排」
數學課程開展改革諮詢，
其中一項是全面檢討高中數學
延伸部分。本校數學科獲邀於
21/12/2017及6/3/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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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科主任王兆雄
老師（左）接受教育
安排」研討會，並作主題分享。

STEM種籽計劃成果分享會
本年度數學科及電腦資訊科合作，推動本校「STEM種籽計
劃」。計劃於中三及中四開展，把抽象的數學概念，透過電腦繪
圖、3D打印、數學模型等方式呈現，並利用機械人編程(mBot)把
概念實踐，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

局頒紀念品

王兆雄老師於
15/6/2018到
教育局分享本
校「STEM種籽
計劃」的成果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數學組的代表（右一及右二）與
圖書館主任受邀分享
本校數學老師研究「STEM種籽計劃」的實踐細節
「AR和VR」推廣閱
中史科
2018中學文憑試快訊
讀的先導經驗
本校中六同學於2018中學文憑試表現
電子教學分享會
22/6/2018本校圖書館主
不俗，整體合格率83.7%，超過10個科目

任何慧貞老師到教育局九龍塘
教育服服務中心，擔任由香港
教師中心及香港女教師協會主
辦的「AR和VR初探及其閱讀
推廣之應用工作坊」的分享嘉
賓，把本校應用科技推廣閱讀
的先導經驗介紹給中、小學圖
書館主任
或負責圖
書館工作
的教師。

何慧貞老師介紹AR、
VR推廣閱讀的經驗

6/12/2017本校中史科假聖公會鄧肇堅
中學與友校分享電子教學「學與教」的策
略。與會者包括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莫慶
堯中學及九龍學校的中史科老師。同儕互
動，交流於中史科運用電子教學的效能。

蔡崇界老師（右一）及張志強老師（右二）
與友校的中史科老師合照

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成績。8月聯招公佈
有11名學生入讀本地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校長及任教老師與部分本年度文憑試
成績優異的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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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與學習

美國中學交流學習的得著
陳利榮

去年得到母校的推薦，有幸獲得第六屆「原來我得㗎」美國中學交流計
劃的獎學金，到美國Davison High School交流學習一年。一年的交流生活轉
陳利榮
眼即逝，再次踏足孕育自己的城市，感覺截然不同，有點像青蛙
在井口回望井底的感覺，對過往保守偏狹的自己有新的認識，對
作者簡介：「原來我得㗎」李樂盈獎學金得獎人
處理不好的家人關係有新的體悟，甚至對未來人生的走向也有新
2016-17香港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五
的掌握。
2017-18美國Davison High School GR.12
在Davison High School交流的日子，拓寬了我的眼界，改變
2018-19香港浸會大學會計學士課程備取生
了我待人處事的態度。對於單親家庭長大的我，一家四口的接待
家庭無疑是熱鬧非凡的歡樂天地，看着他們對家庭生活的融入，互
相扶持和包容，為我對香港家人的態度帶來了正面的影響。與此同時，美
國的朋友對我份外親切，不斷推薦我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把我從
舒適帶中拉出來。學習方面，我着力嘗試新的科目，如心理學、
繪畫等。當然，我亦不忘鞏固已有知識。
交流學習旨在對不同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在學習種種
新事物之餘，亦不時宣揚我國的文化，例如在某些場合穿著中
國傳統服飾、展示中文書法、引導外國朋友正確使用筷子的方
法等。
這一年裏認識的所有人，為我的人生帶來重大的改變，社交
圈子再不受局限，成為我繼續勇往直前的助力。再次感謝沿途幫
異域好同窗
助我的每一位，包括捐款人、親友、老師和接待家庭等，是你們讓我 溫馨滿溢的接待家庭
更認識自己。

文化考察及交流團巡禮
今年本校旳交流團刷新紀錄，社區聯絡組與不
同的科組、機構合辦了六個交流團，部分更獲得本
校家長教師會的贊助，逾三百名師生參與其中，透
過遊歷不同的地方，讓學生了解各地發展的現況及
不同文化的特色，回顧過去一年的足跡：

2017年11月9日至11月11日
東莞歷史佛教文化考察三天團

2017年11月27日
佛山嶺南文化一天團

陣容鼎盛（參與師生逾120人的東莞歷史佛教文化考察團）

2017年12月26日至30日
2017一生一師廣西越南同心遊五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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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嶺南文化遊，同學親身體驗製陶的樂趣

15所中學的一生一師結緣於「廣西越南同心遊」

遊歷與學 習
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4月2日
初中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四天團收獲豐碩
2018年3月30日至2018
年4月2日的「南京歷史文
化探索之旅」，行程雖短短
四天，但豐富充實，師生均
獲益良多。44名師生參觀
了靜海寺、中華門、秦淮
河，認識南京古蹟的文化和
建築特色；往南京博物館及
中國科舉博物館，了解南京
的歷史和文化；再前往中山
陵及南京總統府，了解到中
國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
事跡；更難得是踏進南京師
範大學附屬中學樹人學校，
與樹人師生互動交流，體驗
課堂，分享兩地學習情況及
校園生活。

同學於中國科舉博物館參觀昔日科舉考場和內地近代課室模擬場景

張志強助理校長、黎耀祖老師與
樹仁學校孫小紅校長互贈紀念品

本校同學與樹仁學校同學互送禮物結情誼

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30日
北京、瀋陽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五天團

來到798藝術區，師生藝術細胞大增
北京故宮，我們來了

2018年7月4日至7月10日
發現曼谷之旅五天團

泰國香米吃得多，同學首嘗農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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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平衡線
若論現時中小學界最熱門的議題，非STEM莫屬。STEM是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的縮寫，但科學和人文，向來是現代
文明的兩條腿，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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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年中舉辦的不少活動，就正正兼備了科學與人文的特色。

運用機械人科技實踐科技教育
說到STEM Education，電腦科擔任了「領頭羊」的角色。本年度電腦科帶領初中同學在多次境內外的「VEX IQ 機械
人」比賽中奪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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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帶領初中同學參與多次科
學、科技比賽，發揮學生創意潛能，更讓學生STEM知識「學以致用」，其中在「2018 VEX IQ世界賽香港區選拔賽」中，本
校團隊更獲得中學組冠軍，贏取「2018 VEX IQ 機械人世界賽」的參賽資格，代表香港參與今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美國路
易斯威爾舉行的「VEX IQ 機械人—世界機械人錦標賽」，這是學生難得的經驗。

「2018VEX IQ機械人— 世界機械人錦
標賽」 比賽場館

1C勞澤邦、1D屈汝晉不僅是本校的代， 兩位同學與其他地區的代表於賽前聆聽評判的講解
也是香港區的代表

STEM & Reading

好逼真啊

「創意閱讀之旅」大受歡迎，
會場擠得水洩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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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於本年的閱讀周舉辦
STEM 創意閱讀之旅，假本校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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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地圖閱讀，新奇有趣

同學駐足觀看 ABILIX 機械人

學習平衡 線

在課堂中同學投入Cardboard VR眼鏡的製作

AR / VR 多媒體製作增潤課程

AR是Augmented Reality的縮
寫，中文稱為擴增實境，是一種將
虛擬資訊擴增到現實空間中的技
術。利用AR的技術，將虛擬物件
擴增到現實空間，在屏幕上呈現，
讓讀者有多元的閱讀體驗。
經過閱讀周的AR/VR閱讀初體
驗後，圖書館舉辦了AR/VR多媒體
製作增潤課程，課程於放學後舉
行，為期3天，除教授AR/VR的原
理及應用外，更鼓勵同
學閱讀書籍後，自製短
片，以影視錄像方式，
完成閱讀報告，更可以
利用擴增實境技術，上
載閱讀報告至互聯網，
讓更多同學經歷另類的
閱讀體驗。

同學透過圖像、動畫及影片製作屬於自己的AR及VR作品

中國茶文化推廣計劃
本年度中文科在真理浸信會青少年
發展服務中心的協助下，於校內開展了
一系列中國茶文化推廣活動，讓學生透
過學習中國茶藝，體驗及領略中國茶
道的氣質，培養出專注及與人親和的
優良品格。
茶藝活動坊
在專題講座，同學
品嚐茶滋味

茶道養出專注力

活動簡介如下：
活動名稱

敬師茶會

活動主題

茶道與孝道講者：
伍建新博士

舉行時段

茶文化展覽

展示中國茶文化的演變

2017年10月（中國文化周）

茶文化專題講座

茶道與孝道（講者：伍建新博士）

2017年10月9日（中國文化周周會）

茶藝活動坊

透過茶藝分享會引發對茶文化的興趣及意義的思考

2017年10月12日至10月13日

茶藝學習班

教授中國泡茶法、禮儀及態度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共四節）

敬師茶會

透過敬茶活向老表達尊敬，向同學表達友愛

201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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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學規劃

趣味與實用兼備的試後活動

經過令人神經繃緊的考試後，同學都想輕鬆一下，但老師又覺得是幫助同學立定目標的好時機。於是各科各組費煞思
量，為同學安排輕鬆實用兼而有之的試後活動。其中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就悉心為各級同學策劃生涯規劃活動，期望學生在其
人生路上能適得其所，不做一顆擺錯位置的棋子。以下是各活動的花絮。

中一級歷程體驗活動：3/7/2018
提升同學自我認識；訂立暑假目標

填寫性向測試問卷

以Big Five(大五類人格測試)作框架，
在不同的攤位套入相關取向理念

填寫目標訂立工作紙

中二級選科性向工作坊活動：27/6/2018
增加對選科升學就業的認識；明白出路抉擇與人生規劃的關係

了解選科的原則及程序

小組討論不同出路的規劃

反思自己對選科及升學的計劃

中三級性格透視工作坊活動：29/06/2018
加強對自己個性的認識及需要

初步了解不同個性的特點

透過性格測試，讓參加者了解自己的個性類別

小組分享「我的理想中四生活」

中四級YouMaker學生體驗活動活動：6/7/2018
學生自評能力情況及反思可發展自己的技能

簡介活動內容

時間管理能力考驗

參與模擬職場體驗活動

中五級「模擬放榜」工作坊活動︰9/7/2018
體驗文憑試放榜的不同階段；為自己定位，規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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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模擬放榜體驗

認識中六多元出路

檢視自已成績及計劃未來出路

關愛與服務

義工隊成員分享
─助人為快樂之本

體現鳳翎精神的義工隊

「自律守規、認真學習、關愛有禮、熱心服務」是鳳翎精神的四大支
柱。說到最能彰顯後兩者精神的校內團隊，非義工隊莫屬了。本校義工隊
成立幹事小組，負責策劃及舉辦全年的活動，緊密與校外機構合辦一連串
活動，擴大服務群。無論在校外或校外服務，義工隊成員表現出色，獲得
「2017-2018義工小組服務金獎」、「團體服務金獎」、「2016-2017創
意社會服務獎」、「一小時義工運動」銀獎等，值得肯定及讚賞。

義工服務讓成員體會到義工的工作不但
能幫助別人，更可在這人情冷暖，功利社會當
中，學會照顧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比如智障人
士。一點一滴的關懷，讓他們感受到家庭溫
暖，看著一張張的笑臉，也會會心微笑。

服務足跡
近年義工隊與扶康會合作，以關懷及服務智障人士（又稱『老友
記』）為目標，用心設計全年活動，帶領老友記遊走社區，接觸自然，共
同體驗及實踐關愛、服務的精神，締造了寶貴的經歷。

10月 院舍探訪扶康會
香港仔康復大樓

獲嘉許的義工一隊（鄭雍、洪佳琳、吳文就）
及義工二隊（陳利華、蔣俊宇、邵卓謙）代表

2月 新春花花大地遊

1月 綠田日

成員學習推輪椅的技巧

3月 深水埗派飯

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花市

元朗錦上路環保農莊

接觸大自然，共同體驗綠色生活

買到自己的心儀物品

4月 夢回民初攝影之旅
荔枝角公園

齊集明哥店鋪分享派飯行動的意義及感受
前往「嶺南之風」進行攝影，記錄歡樂時刻

6月 年終攝影展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向來賓介紹及分享義工隊全年活動
參與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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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正能量

本校女排獲佳績
本校女子排球隊在本年度學界賽中成績優異，女子甲
組獲得亞軍，乙組及丙組均能晉身八強。在三個組別共同
努力下，成為港島區學界排球賽第二組別的冠軍，來年將
會升升上第一組別，與各排球精英隊員比賽。
甲組球員在冠軍戰中，雖面對身高較優勝的對手，但
在校長及師生親臨支持下，她們並不怯懦，憑著拼勁及強
勁的發球，與對手互有爭持。有此佳績，主要原因是在暑
假期間進行練習外，還參加「學界排球熱身賽」及「佛教
聯合會會屬中學校長會排球友誼賽」，以提升技術為學界
比賽進行了熱身。期望來年，各隊員努力裝備自己，改善
不足，繼續為排球路奮鬥！

女排英姿

在「學界排球熱身賽」中先拔頭籌

校長、老師、校友、同學都來打氣

球不落地，永不放棄
中六乙 廖玲玲（本年度女子排球隊隊長）
中一剛接觸排球時，對排球一無所知，看見師姐努力練習，覺得她們都很厲
害，於是下定決心要向師姐們學習。猶記得師姐們在集訓時很用心，以一對一的
方式教導我們基本功，她們無微不至的照顧，令排球隊裡的「新丁」不但不覺得
害怕，還感覺很溫暖。在這六年的中學生涯，「排球」是我最在乎的，不管是在吃
飯、洗澡，還是睡覺、做夢，也時刻記掛。它使我變得更有動力，更有方向。它也
改變了我，令我的性格更加樂觀，而我的社交圈子也因它而擴濶。
作為排球隊隊長，經歷過數之不盡的考驗，特別是隊員間的合作和安排各項的
體能訓練，這些考驗令我學懂與別
人相處的技巧，讓我變得更堅強更有自信。我和我的隊員的目標是一致
的，那就是「球不落地，永不放棄」。
顧問林佩琪老師及教練陳俊明先生，為我們排球隊付出了很多，傾
盡心力教導，他倆就像是我們的家人，無私地付出，不管身上的舊患有
多痛楚，也會親自落場和我們打比賽。特別是林佩琪老師，她會在午休
的時候，犧牲吃飯的時間和我們一同練習。
平時的練習辛苦又艱難，但為了能在學界爭取理想的成績，我們都
堅持到底。在練習的過程中，流過的汗水和淚水，付出過的時間，終獲
得回報，我們在2017-2018年校際甲組排球比賽中獲得亞軍，同樣在乙
組和丙組也獲得非常好的成績。在大家堅持努力下，我們領悟到「博盡
親密戰友（前排左二為廖玲玲）
就無悔」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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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冠冕
本校學生榮膺「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7-2018」
十優公民大使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自2012年開始舉辦，是一個以培育
中、小學生成為「負責任公民」為目標的全方位計劃。鳳翎精神的
「關愛有禮」、「熱心服務」，與今年獎勵計劃的公民領袖訓練營
的活動主題不謀而合，參與計劃的同學都獲得大會的肯定，其中
4D歐陽嘉燕、張穎琳；5A侯雅芝、吳燕如獲「和富香港學生公民
何卓蓓同學獲「和富香港
大使證書」；5A何卓蓓獲「和富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獎」。
學生十優公民大使獎」。

參與計劃的同學獲得大會嘉許
（左起張穎琳、歐陽嘉燕、
何卓蓓、吳燕如、侯雅芝）

2017-2018灣仔區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
2018年5月21日假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舉行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
頒發灣仔區公益少年團各獎勵計劃及分區活動的獎項，以嘉許熱心公益
及具傑出表現的校長、老師及團員。當天本校團員分別獲得「主題活動
比賽金獎」、「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灣仔區代表」、「優秀團員獎」及 5D何俊霆（左二）獲傑出
「中級獎章」，表現值得欣賞。
團員日本交流團灣仔區代表

4D洪佳琳（右四）
獲優秀團員獎

全港佛教中學佛教故事演繹比賽2018
2018年3月6日於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舉行由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的「全港
佛教中學佛教故事演繹比賽2018」，十五所佛教中學均派出參賽學生。當天參
賽者傾力演出，贏得滿堂掌聲，而本校參賽者學生更獲得全場冠軍，可喜可賀。

香港佛教教師聯誼會聯校比賽 本校大豐收
本校二人組合3C鍾浣澄及
4D陳楚瑩勇奪冠軍

卡拉OK比賽

乒乓球比賽

獨唱組亞軍：朱慧妍老師
合唱組季軍：黃健威老師、朱慧妍老師

團體獎獎盃季軍：佛教黃鳳翎中學
男子單打季軍：李煒民老師
男子雙打亞軍：蔡壽祥老師、何永康老師
男子雙打殿軍：李煒民老師、林意臻老師女子單打
女子單打季軍：林文慧老師
女子雙打季軍：林文慧老師、沈婉群老師（佛教黃鳳翎中學）

羽毛球比賽
團體獎冠軍：佛教黃鳳翎中學
男子單打亞軍：何永康老師
男子雙打冠軍：林意臻老師、何永康老師
女子單打亞軍：林文慧老師
女子單打季軍：林佩琪老師
女子雙打冠軍：林文慧老師、林佩琪老師

羽毛球比賽團體獎冠軍的功臣

本校老師在佛聯教師聯誼會多項比賽中奪取佳績

兩位資深老師榮休
隨着學年的結束，任教化學科的
周萬盼老師及任教中文科的徐潔玲將
於8月底榮休。兩位老師在本校的教
齡逾30年，學校感謝兩位老師長期
盡心服務，誨人不倦，嘉惠學子。
李偉盛校長致送紀念品與兩位榮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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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課外活動紀錄（2018年2月至7月）
學術

體育

活 動 項 目
成
績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
2017-20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初中級銀獎 陳梓穎(1A)
優異獎 吳宇潔(2A) 洪遠岱(2D) 勞楚瑜(4D)
陳利華(5A) 黃麗恩(6D)
第44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何俊霆(5D)
灣仔區議會、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及灣仔毅賢社主辦
交通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陳童康(3D)

活 動 項 目

中學組最佳表現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第32屆佛教中學聯校數學比賽
校際優異獎 陳耀揚(3A) 陳明欣(3A) 洪佳茵(3A)
洪鑫達(3A) 林一山(3A) 施恩祺(3A)
胡智超(3A) 馮曉暉(3D) 馬浩倫(3D)
翁嘉誠(3D)
第19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嘉許作品獎 陳捷思(3C) 鄧智樂(3C) 吳佩慧(3C)
特別嘉許獎 莫濋嵐(3D) 馬浩倫(3D) 梁祐維(3D)
Bodhi360短片有賞年度大賞2018
中學組優異獎 鍾浣澄(3C) 郭瑋恩(3D)
獲獎短片：《為何茹素？》
中學組優異獎 蔡永聰(3D) 林昭樑(3D) 陳顥元(3D)
麥崇希(5A)
獲獎短片：《論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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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VexIQ機械人大賽耀星盃

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梁錦杰(3B)
男子乙組200公尺冠軍
陳楚翹(3D)
女子乙組跳遠亞軍
庄霖珊(4A)
女子甲組跳遠殿軍
庄霖珊(4A) 袁美君(4A) 吳佩盈(4B)
女子甲組4X400公尺亞軍
吳佩慧(3C)
顯理中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陳楚翹(3D) 庄霖珊(4A) 吳佩盈(4B)
張簡浩(5B)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聯校乒乓球比賽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2018全港佛教中學佛教故事演繹比賽
冠軍 鍾浣澄(3C) 陳楚瑩(4D)
香港賽馬會社局資助計劃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簡文軒(5A) 王俊賢(5A) 胡朗然(5A)
何錕暢(5D) 李 政(5D) 林詩淇(5D)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主辦 「妙發盃」聯校時事評論比賽
高中組亞軍 劉炳豪(4D)
初中組優異獎 洪佳茵(3A)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主辦全港學界中文打字達人賽
中學組20強 洪珊妮(3A)
青年組20強 勞楚瑜(4D)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及香港少年機械人學會主辦
2018 VexIQ機械人大賽耀星盃
競賽季軍 勞澤邦(1C) 屈汝晉(1D)
連鎖反應冠軍 梁健朗(1A) 陳思伊(1D) 胡曉嵐(1D)
連鎖反應最佳效果獎 梁健朗(1A) 陳思伊(1D) 胡曉嵐(1D)
香港科技大學主辦2018水底機械人大賽
優異獎 林小冬(1A) 勞澤邦(1C) 屈汝晉(1D)
馬浩倫(3D) 劉世邁(3D)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香港數碼港主辦校際IT精英挑戰賽

成

男子團體季軍 洪嘉銘(2A)

李 政(5D)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乙組殿軍 孫琳琳(1D) 林嘉曦(2B)
劉金好(3A) 倪智恩(3A)
李凱藍(4A) 丁餘燕(4A)
女子丙組殿軍 JOY(1B)
黃 渭(1C)
關嘉瑤(1D) 倪美恩(2B)
邱禮怡(2C) 邱凱晴(2C)
女子團體總亞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籃球隊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港島區第二組）

陳鈞揮(5D)
林逸珈(2D)
陳楚翹(3D)
陳瑞茵(4A)
蘇志如(1C)
黃可怡(2B)
杜麗詠(2D)

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排球隊
2018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校長會排球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洪珊妮(3A) 鍾浣澄(3C) 陳楚翹(3D)
李凱藍(4A) 黃諾琳(4A) 陳楚瑩(4D)
官子悅(4D) 高海嵐(5C) 陳凱琳(5A)
黃愷琳(6A) 廖玲玲(6B) 劉婷婷(6C)
2018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初中組冠軍 彭泓皓(1A)
初中組季軍 彭泓曦(1A)

藝術
活 動 項 目
成
績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主辦2017-2018佛誕卡設計比賽
手繪創作組冠軍 伍彩虹(4A) 袁美君(4A)
翠華集團主辦翠華50周年白日夢獎學金計劃
亞 軍 江雄渾(6B)
優異獎 伍彩虹(4A) 李麗妍(5C) 余芷欣(6A)
中國文化協會主辦「台灣印象」行李牌設計比賽
高中組季軍 伍彩虹(4A)
工業傷亡權益會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學生及青少年職業安全健康計劃運動索繩袋設計比賽
中學組季軍 蔡佳鈺(4D)

1A陳梓穎同學獲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初級組銀獎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團體總亞軍

活 動 項 目
成
績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制辦事處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優異獎 馬沙雯(1B) 鄭振強(1B) 林欣欣(1B)
李智真(1D) 冼鈺淇(1D) 孫琳琳(1D)
胡曉嵐(1D) 陳思伊(1D)
香港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第三屆中學生傑出作品展2018
優秀作品 袁美君(4A) 伍彩虹(4A) 李麗妍(5C)
開心社區服務中心「喜樂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洪 燕(5A)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藝術嘉許獎 伍彩虹(4A)
音樂嘉許獎 梁梓軒(5D)
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初級組笛子獨奏季軍 梁梓軒(5D)
高級組笙獨奏亞軍 吳畢維(5A)
2018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貝多芬奏鳴曲組亞軍 李赫東(2D)
文憑公開組季軍 李赫東(2D)
2018聯校音樂大賽
中樂團組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中樂隊
銅管合奏銅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銀樂隊
合唱團組銅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合唱團

其他
活 動 項 目
成
績
和富社會企業主辦2017-2018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和富香港學生 張穎琳(4D) 歐陽嘉燕(4D)
公民大使證書
和富香港學生 吳燕如(5A) 侯雅芝(5A) 何卓蓓(5A)
十優公民大使獎
2017-2018灣仔區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
主題活動比賽金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灣 何俊霆(5D)
仔區代表 洪佳琳(4D)
優秀團員 紀傳恩(4C) 吳琦雯(4D) 官子悅(4D)
中級獎章 關倩妍(5B) 李康宏(5C)
社會福利署主辦義工運動
長期服務嘉許狀 李康宏(5C) 陳凱翹(6A) 陳佩玲(6B)
林芷瀠(6D) 關穎欣(6D) 鄺映軒(6D)
銅狀 卲卓謙(3D) 鄭 雍(4D) 龔景汝(5B)
翟家宝(6D) 關穎欣(6D) 莫雪華(6D)
李宗浩(6D) 蘇威丞(6D)
銀狀 蔣俊宇(2A) 洪佳琳(4D) 吳文就(4D)
李康宏(5C) 陳凱翹(6A) 陳佩玲(6B)
鄺映軒(6D) 林芷瀠(6D)
金狀 陳利華(5A)
義工小組服務金狀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團體服務金狀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願景基金會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以孝為先世界最多對組合同時書寫「孝」字創世界紀錄
傑出義工項目嘉許獎 蔣俊宇(2A) 邵卓謙 (3D) 洪佳琳(4D)
鄭 雍(4D) 吳文就(4D)
陳利華(5A)

港島區學界排球賽第二組別冠軍

活 動 項 目
成
績
2017-2018拓展女童軍運動慈善獎券
全港最佳銷售獎 港島第６隊女童軍
第五名 （佛教黃鳳翎中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018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
非洲紫羅蘭冠軍 陳文杰(5A) 胡朗然(5A) 簡文軒(5A)
肉質植物冠軍 劉學軒(5A) 林敏樺(5A) 洪 燕(5A)
賞果植物亞軍 何耀鋒(5B)
蕨類植物(芒)亞軍
仙人掌植物季軍
賞花類植物優異
賞葉類植物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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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陳文杰(5A) 胡朗然(5A) 簡文軒(5A)
香草及蔬菜類組冠軍 劉學軒(5A) 林敏樺(5A) 洪 燕(5A)
園藝組冠軍 何耀鋒(5B)
瓜果類組季軍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
第十屆健康資訊 陳景晞(2C) 鍾禮賢(3D) 關文杰(4D)
學生大使
「人文地產景」港台青年互動社區營造體驗計劃
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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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兼得台灣學
習交流資格)
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海洋公園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關心你」獎勵計劃
嘉許獎 胡曉嵐(1D) 蔣俊宇(2A) 倪美恩(2B)
邱凱晴(2C) 偉 雄(2D) 麥凱喬(3D)
郭瑋恩(3D) 邵卓謙(3D) 何佳頤(4D)
關文杰(4D) 吳琦雯(4D) 吳文就(4D)
曾令航(4D) 陳利華(5A) 洪 燕(5A)
林敏樺(5A) 劉學軒(5A) 胡朗然(5A)
陳芷淇(5D) 馬錦倫(5D)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哈佛圖書獎2018
優勝獎 何俊霆(5D)
二等獎 陳利華(5A) 莫嘉倫(5A)
傑出青年協會主辦 第十八屆「明日領袖選舉2018」
嘉許狀 鍾浣澄(3C) 陳楚翹(3D) 譚 曦(4A)
區宜倫(4C) 陳利華(5A) 何卓蓓(5A)
2018年「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獲獎學生 莫濋嵐(3D) 黃諾琳(4A)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獎勵計劃
獲獎學生 陳雅萍(4D)
2017-2018年度「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澳洲墨爾本大都會文化文流服務團
推薦學生名單 陳瑞茵(4A) 周華亮(4A) 黃諾琳(4A)
陳嘉慧(4D) 官子佑(4D) 官子悅(4D)
陳楚瑩(4D) 胡慧盈(4D)
2018年度樂群中學生助學金香港樂群慈善基金會
獲獎學生 張庭瑋(3A)

園藝組獲全港學界盆栽種植比賽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翠華50周年白日夢獎學金計劃獲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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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學業及操行龍虎榜
級別／
科目
中一
中二

英國語文

中國歷史

袁佳藝(1A)
和鼎淇(1A)
馬沙雯(1B)
洪遠岱(2D)
謝卓亨(2D)
洪遠岱(2D)
RAI ANUPAMA (2D)
馬沙雯(1B)

綜合人文

通識教育

數學

數學（一）
數學（二）

科學

普通電腦／
資訊及通訊科技

袁佳藝(1A)

-

袁佳藝(1A)

-

袁佳藝(1A)

吳鴻飛(1D)

洪遠岱(2D)

-

邱家棟(2A)

-

張嘉皓(2A)
許錦鈺(2A)

洪遠岱(2D)

-

-

陳焯鈴(3A) 馬浩倫(3A)
劉世邁(3D) 翁嘉誠(3D)

-

蔡垚烾(4D)

-

袁紹峰(5D)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體育

中三

馬浩倫(3D)

洪佳茵(3A)

洪佳茵(3A)

-

-

劉世邁(3A)

中四

莫嘉麒(4D)

洪佳琳(4D)

王昱尹(4D)

-

洪佳琳(4D)

曾令航(4D)

中五

馬錦倫(5D)

何俊霆(5D)

朱雅雯(5D)

-

何俊霆(5D)

陳利華(5A)

級別／
科目

佛化德育
及價值教育

中一

中二

中三

袁佳藝(1A)

洪遠岱(2D)

洪佳茵(3A)

倫理與
宗教

視覺藝術

音樂

-

袁佳藝(1A)

-

-

-

丁佳佳(2A)

莊晓彤(2A)
李赫東(2D)
董港興(2D)
馮嘉勤(2D)

-

洪遠岱(2D)
董港興(2D)

-

-

倪美恩(2B)

-

劉金好(3A)
張 穎(3A)
洪佳茵(3A)
陳捷思(3C)

馮曉暉(3D)

-

洪佳茵(3A)

-

-

陳楚翹(3D)

-

胡慧盈(4D)

陳紀政(4A)
何佳頤(4D)

庄霖珊(4A)

-

葉倬昆(5A)

朱雅雯(5D)

陳凱琳(5A)

伍彩虹(4A)

-

中五

何卓蓓(5A)

何卓蓓(5A)

李麗妍(5C)

-

級別／科目
中三
中四
中五

物理
劉世邁(3A)
曾令航(4D)
何俊霆(5D)

級別
中二

進步生
施皓朗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經濟

胡曉嵐(1D)

李凱藍(4A)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普通話

陳思伊(1D)

-

洪佳琳(4D)

中一

藝術發展

胡慧盈(4D)
曾令航(4D)
李梓謙(5D)
何俊霆(5D)

劉瑞瑩(1A)
馬沙雯(1B)
Ninglekhu Yuncho (1B)
廖珍珍(1C)
冼鈺淇(1D)

中四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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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優異生
袁佳藝(1A)
馬沙雯(1B)
洪遠岱(2D)
洪佳茵(3A)
洪佳琳(4D)
何俊霆(5D)

生物
施恩祺(3A)
洪佳琳(4D)
馬錦倫(5D)

陳卓邦(1D)
和鼎淇(1A)
董港興(2D)
陳焯鈴(3A)
曾令航(4D)
陳利華(5A)

第一名
袁佳藝(1A)
洪遠岱(2D)
洪佳茵(3A)
洪佳琳(4D)
何俊霆(5D)

曾令航(4D)
歐陽嘉燕(4D)
羅淑儀(4D)
胡慧盈(4D)
何卓蓓(5A)

歷史
洪佳茵(3A)
伍彩虹(4A)
陳利華(5A)

地理
洪佳茵(3A)
歐陽嘉燕(4D)
林蔚塏(5A)

吳鴻飛(1D) 黃文靜(1A) 袁佳豪(1A) 胡曉嵐(1D) 麥振星(1D)

莫濋嵐(3D) 施恩祺(3A) 劉世邁(3D) 張 穎(3A) 翁嘉誠(3D)
劉炳豪(4D) 胡慧盈(4D)
莫嘉倫(5A) 馬錦倫(5D) 葉倬昆(5A) 劉子文(5D)

每級首三名
第二名
陳卓邦(1D)
董港興(2D)
陳焯鈴(3A)
曾令航(4D)
陳利華(5A)

全年操行優異生
彭泓皓(1A) 黃文靜(1A)
許錦鈺(2A) 王怡斐(2A)
董港興(2D)
陳駿龍(3A) 陳明欣(3A)
莫濋嵐(3D) 馬浩倫(3D)
郭雅容(4A) 李凱藍(4A)
何佳頤(4D) 洪佳琳(4D)
歐陽嘉燕(4D)
陳利華(5A) 侯雅芝(5A)
伍令正(5C) 陳淙渝(5D)
袁紹峰(5D) 朱雅雯(5D)

化學
洪佳茵(3A)
洪佳琳(4D)
何俊霆(5D)

第三名
吳鴻飛(1D)
吳宇洁(2A)
莫濋嵐(3D)
劉炳豪(4D) 胡慧盈(4D)
莫嘉倫(5A)

中一首3名

中二首3名

中三首3名

葉均 (1A) 袁佳藝(1A) 馬沙雯(1B) 吳小莹(1C) 陳卓邦(1D) 關嘉瑶(1D)
倪美恩(2B) 阿麗絲(2D) 勞雅倩(2D) 馮嘉勤(2D) 夏偉竣(2D) 洪遠岱(2D)

胡曉嵐(1D)
Anupama(2D)

陳焯鈴(3A)
陳楚翹(3D)
李勇斌(4A)
官子佑(4D)
陳楚瑩(4D)
何沚珊(5A)
陳芷淇(5D)

莫彰妮(3A) 施恩祺(3A) 蔣慧明(3C)

馮曉暉(3D) 麥凱喬(3D)

周心荃(4A)
羅淑儀(4D)
王昱尹(4D)
莫嘉倫(5A)
曲殷緯(5D)

林睿鈴(4C)
吳琦雯(4D)
胡慧盈(4D)
胡朗然(5A)
馬錦倫(5D)

洪佳茵(3A)
信栩童(3D)
譚 曦(4A)
官子悅(4D)
曾令航(4D)
洪 燕(5A)
陳譽享(5D)

劉金好(3A)
翁嘉誠(3D)
鄭珊誼(4A)
劉炳豪(4D)
王華鎰(4D)
林敏樺(5A)
何俊霆(5D)

林睿思(4B)
梁嘉晋(4D)
黃秋雪(4D)
譚穎綽(5A)
劉嘉寶(5D)

陳梓慧(4C)
莫嘉麒(4D)
黃雅琳(4D)
王倩雯(5A)
梁梓軒(5D)

馮嘉俊(4D)
吳文就(4D)
鄭 雍(4D)
陳冠樺(5C)
阮立賢(5D)

